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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美東六天 $175起 美加東八天 $303起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266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286起

（
買
二
送
一
）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北歐七天 $730起

（
買
二
送
二
）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699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張家界三峽遊輪十一天
$$299299//人人 ((原原$$499499))

99//66 -- 99//1717
( 含三峽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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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amehall.com
www.zzi.net

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稿世界名人網供稿

20152015年年77月月44日上午日上午，，愛心組織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愛心組織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舉行每年一度的美國獨立節園遊會舉行每年一度的美國獨立節園遊會。。圖為出席園遊會圖為出席園遊會
的政要及代表上臺介紹今年市長和市議員選舉的政要及代表上臺介紹今年市長和市議員選舉，，希望希望
華裔朋友投一票華裔朋友投一票。。中為市長候選人中為市長候選人Marty McVeyMarty McVey的亞的亞
裔助選委員會主席陳文律師裔助選委員會主席陳文律師。。

20152015年年77月月44日日，，美國中期選舉如火美國中期選舉如火
如荼如荼，，華裔參政熱情已經覺醒華裔參政熱情已經覺醒。。圖為圖為
僑社名人名門國際董事長僑社名人名門國際董事長、、房地產經房地產經
紀人劉妍女士來到市長候選人紀人劉妍女士來到市長候選人MartyMarty
McVeyMcVey 競選總部競選總部，，在支持牌上書寫在支持牌上書寫
““劉妍支持劉妍支持Mr. MartyMr. Marty，，因為他是一個因為他是一個
很成功的商人很成功的商人”。”。

20152015年年77月月44日晚日晚，，每年一度的美國獨立日慶典焰火每年一度的美國獨立日慶典焰火
晚會上晚會上，，國際陳式太極拳推廣中心校長程進才率領太國際陳式太極拳推廣中心校長程進才率領太
極弟子與國際旗袍會休斯頓分會的淑女們一起出演旗極弟子與國際旗袍會休斯頓分會的淑女們一起出演旗
袍太極大型演出袍太極大型演出。。圖為程大師與胡蓉會長與全體表演圖為程大師與胡蓉會長與全體表演
人士合影人士合影。。

20152015年年77月月44日下午日下午，，美南新聞主辦的時尚辣媽大賽候美南新聞主辦的時尚辣媽大賽候
選人在藝術總監笑琳和公關主任陳鐵梅選人在藝術總監笑琳和公關主任陳鐵梅、、秘書長黃華帶秘書長黃華帶
領下來到領下來到KatyKaty傳承公園舉行第一次外景拍攝傳承公園舉行第一次外景拍攝。。美不美美不美
？？看了你就知道了看了你就知道了。。

20152015年年77月月44日晚日晚，，王維力國際藝術大王維力國際藝術大
家庭在王維力老師學生家庭在王維力老師學生AnnAnn的藝術收藏的藝術收藏
博物館舉行每年一度的慶祝美國國慶節博物館舉行每年一度的慶祝美國國慶節
慶祝活動慶祝活動，，首次受邀出席的陳文律師首次受邀出席的陳文律師((
左二左二))在用手機為正在吹奏美國國歌的在用手機為正在吹奏美國國歌的
王維力老師的學生錄像王維力老師的學生錄像，，左三為王維力左三為王維力
老師老師。。

20152015年年77月月88日日，，第第2929期海外華僑華人社團負責人研習班在揚州大學開班期海外華僑華人社團負責人研習班在揚州大學開班。。來自美國來自美國、、新加坡新加坡、、日本等日本等33個國家個國家5050名中餐業協會名中餐業協會
負責人參加研習負責人參加研習。。揚州市副市長孔令俊揚州市副市長孔令俊、、國僑辦國外司副司長林旭國僑辦國外司副司長林旭、、江蘇省僑辦副主任季俊秋江蘇省僑辦副主任季俊秋、、揚州大學副校長洪濤等出席開班揚州大學副校長洪濤等出席開班
儀式並作動員講話儀式並作動員講話。。開班儀式由揚州市僑辦主任朱路躍主持開班儀式由揚州市僑辦主任朱路躍主持。。來自休斯頓的來自休斯頓的Sally ShaSally Sha、、宋蕾宋蕾、、劉濤劉濤、、丁德忠丁德忠、、王立平等中餐協會王立平等中餐協會
負責人均出席並合影負責人均出席並合影。。

20152015年年77月月99日晚日晚，，中國人活動中心及休斯頓各大社團共同舉辦的為北京張家口申辦中國人活動中心及休斯頓各大社團共同舉辦的為北京張家口申辦
20222022年冬季奧運會簽名活動在中心會議廳舉行年冬季奧運會簽名活動在中心會議廳舉行，，上百位華人華僑和社團領袖出席並踴躍上百位華人華僑和社團領袖出席並踴躍
簽名簽名。。圖為大家一起在橫幅後歡呼雀躍的場面圖為大家一起在橫幅後歡呼雀躍的場面。。

20152015年年77月月99日下午日下午55時時3030，，美國大愛正心慈善美國大愛正心慈善
基金會在大地房地產投資公司會議室舉行新聞發基金會在大地房地產投資公司會議室舉行新聞發
布會布會，，為為77月月2626日即將舉行的明星粉絲見面會及日即將舉行的明星粉絲見面會及
慈善活動暖場慈善活動暖場。。圖為主席豐建偉心臟科醫生和秘圖為主席豐建偉心臟科醫生和秘
書長書長Lisa JiangLisa Jiang、、組委會成員陳霞組委會成員陳霞、、張同艷張同艷、、
Claire JinClaire Jin、、顧倩等在一一介紹籌備情況顧倩等在一一介紹籌備情況。。包括包括
世界名人網在內的休斯頓各大華文媒體均有派記世界名人網在內的休斯頓各大華文媒體均有派記
者出席者出席。。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梅子報導黃梅子報導

超炫現代風超炫現代風———韓國現代汽車—韓國現代汽車

20132013 Santa FeSanta Fe 20152015 SonataSonata

20152015 GenesisGenesis

20152015 GenesisGenesis

20152015 GenesisGenesis

20152015 GenesisGenesis

20132013 SonataSonata

本報記者吳凱俊攝吳凱俊攝

休斯頓華人華僑助力北京張家口申冬奧大型簽字儀式休斯頓華人華僑助力北京張家口申冬奧大型簽字儀式
（（本報訊本報訊））20152015年年77月月99日北京正在聯合張家口申辦日北京正在聯合張家口申辦20222022年冬奧會年冬奧會，，舉辦城市即將在月底公佈舉辦城市即將在月底公佈，，海外華人華僑也緊鑼密鼓積極宣傳助力申奧海外華人華僑也緊鑼密鼓積極宣傳助力申奧。。由中國人活動中心主辦休斯敦華僑華人助力北京張由中國人活動中心主辦休斯敦華僑華人助力北京張

家口申辦家口申辦20222022冬奧會簽名活動在中國城的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冬奧會簽名活動在中國城的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此次活動並得到了休斯敦各個華人社團的積極響應與支持此次活動並得到了休斯敦各個華人社團的積極響應與支持。。約約100100名休斯敦華人僑領和各界人士積極參與名休斯敦華人僑領和各界人士積極參與，，華人同胞們紛紛共同挺力華人同胞們紛紛共同挺力
支持協助申冬季奧運會支持協助申冬季奧運會。。

休斯敦地區來自河北省和張家口市的華裔民眾也到場支援休斯敦地區來自河北省和張家口市的華裔民眾也到場支援，，家鄉申辦奧運會家鄉申辦奧運會，，海外華人華僑海外華人華僑
集體出動積極宣傳集體出動積極宣傳，，河北老鄉們都非常感動河北老鄉們都非常感動

活動協辦單位美南山東同鄉會在現場表達對申辦的鼎力支持活動協辦單位美南山東同鄉會在現場表達對申辦的鼎力支持

此次冬奧會簽名活動發起人之一的此次冬奧會簽名活動發起人之一的
中國人活動中心副執行長卿梅表示中國人活動中心副執行長卿梅表示
由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主辦的華由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主辦的華
人華僑助力北京申奧活動還將前往人華僑助力北京申奧活動還將前往
醫學中心醫學中心、、各大石油公司等爭取更各大石油公司等爭取更
多的簽名支持多的簽名支持。。如果我們海外的華如果我們海外的華
人和祖國的同胞一起申冬奧的話人和祖國的同胞一起申冬奧的話，，
那麼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那麼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表示中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表示中
國人是一個愛做夢的民族國人是一個愛做夢的民族，，過去我過去我
們有奧運夢們有奧運夢，，我們成功地舉辦了我們成功地舉辦了
20082008年夏季奧運會年夏季奧運會。。望我們能成望我們能成
功申辦和舉辦冬季奧運會功申辦和舉辦冬季奧運會。。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謝忠表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謝忠表
示中心開始發起海外華人華僑示中心開始發起海外華人華僑
助力北京申奧活動後助力北京申奧活動後，，前往中前往中
文學校文學校、、石油公司石油公司、、萊斯大學萊斯大學
和社區各個同鄉會和社區各個同鄉會，，爭取到廣爭取到廣
大休斯敦華人的支援大休斯敦華人的支援

美南辣媽時尚表演團成員開心齊聚在活動中為申冬奧加油美南辣媽時尚表演團成員開心齊聚在活動中為申冬奧加油

平均年齡在平均年齡在7272歲的休斯敦夕陽紅舞蹈團特地准備了舞蹈表演歲的休斯敦夕陽紅舞蹈團特地准備了舞蹈表演““最炫民族風最炫民族風””

各位校領導、老師、家
長和同學們：大家好！

我是華夏中文學校2013年的
結業生，名字叫龐蓉，我今天
要講的題目是“做一位傳遞中
美文化的天使”。

記得在我六歲時，媽媽告訴
我要送我去上中文學校，可是
我不知道中文學校是乾什麼的
。於是，我問媽媽為什麼要我
上中文學校，媽媽說：“學中
文。”我又問爸爸為什麼要我
上中文學校，爸爸說：“在中
文學校裡小朋友多、好玩。”
儘管爸爸媽媽不斷地告訴我中
文學校如何如何的好，我仍然
很不願意去上中文學校。但是
在爸爸媽媽又說又勸下，我還
是被送到了華夏中文學校。

來到中文學校，老師告訴我
們學校的名字叫“華夏中文學
校”。在這裡，小朋友真的很
多。第一天，我就認識了不少
新朋友。我的中文學習是從拼
音開始學起，“聽”和“說”

學起來稍容易一點，“讀”和
“寫”可就難了。當時，我覺
得學中文又難又沒用，沒上幾
堂課，我就想打退堂鼓了。有
一天，老師放映了一部中文的
動畫片《葫蘆娃》給我們看。
我們一邊看，老師一邊講解給
我們聽。我被這部動畫片深深
地吸引住了，老師告訴我們，
有很多這樣的中文動畫片，只
有學好了中文，才能自己看懂
這些中文動畫片，華夏中文學
校就是教小朋友中文的地方。
從那以後，我漸漸地喜愛上了
中文，越學越覺得中文有意思
。比如：中文的“笑”字，看
起來就像一張笑臉， 而中文的
“哭”字，看起來就像一張哭
臉， 還有一滴眼淚在臉上。
在王老師的輔導下，我的中文
有了很大的進步。我一開始的
時候，我不敢跟其他人用中文
交流，因為我害怕講錯。我連
最簡單的中文書都看不懂。可
是，王老師每堂課都鼓勵我們
多說、多讀、多寫，我的作業
王老師改得很仔細，改完之後
，還要講解給我聽，告訴我哪
裡寫得好，哪裡寫得不夠準確
，哪裡需要改進，哪裡需要刪
除。她不僅教我們中文語法、
寫作、生字、詞語等，同時還
給我們介紹了很多中國的歷史
文化和世界知識。

讓我更感驚奇的是中文與聖
經故事的聯繫。我上中文十一
年級時，我讀到了一本介紹中
文與聖經故事的書。中文的船
字，是一條“舟”加八口人。
而聖經裡有關諾亞方舟的故事

，裡面講的也是一條舟加八口
人。還有許多類似的中文字，
讓我感嘆中文與聖經的“巧合
”。

中文也成了我幫助他人的好
幫手。離開中文學校以後，我
來到了一所靠近達拉斯的住宿
學校，名叫“德克薩斯數學和
科學學校”（Texas Academy
of Math and Science）我在那
裡上高中時，遇見一位剛從中
國來的同學。她的英語不太好
，學習上有很多困難。我充分
利用了我在華夏中文學校學到
的中文知識，幫助這位同學，
讓她在很短的時間內適應了這
裡的高中學習。有一次，我在
社區圖書館做義工，一位英語
不太流利的中國媽媽帶著她的
小孩來圖書館借書，憑藉我在
華夏中文學校學來的中文，順
利地幫助她們找到了她們需要
的書籍。
我在華夏學完了十一年級課程
以後，回到中國能與同齡人進
行一般的交流，能讀簡單的書
籍、雜誌，我還順利地通過了
第 五 級 中 國 漢 語 水 平 考 試
（HSK）。我深深地感謝華夏
中文學校給我插上了一雙翅膀
，讓我能在中文太空裡自由飛
翔。我喜歡學習中文，更喜歡
憑藉華夏中文學校給我插上的
翅膀，多多地了解博大精深的
中國文化，做一位傳遞中美文
化的天使。

謝謝大家！
華夏中文學校2013屆結業

生 龐蓉
2015年6月7日

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
王美琴老師的畢業生在返校師生聯誼會上的發言稿

周朗研的媽媽周朗研的媽媽 龐蓉龐蓉

各位校領導、家長、老師和同學:
我是周朗研的媽媽,很高興有這麼個機會來聚會和分享.我簡單地說幾句我的體會。
周朗研出生在Lincoln, Nebraska,那里華人比較少.所以從小他的中文是我教的。我

用的是國內的小學語文教材,給他讀過很多故事，做過很多識字卡,同時從他6歲開始
我就要求他每週寫一篇作文。當然是給稿費的,從一篇一個QUATER到一篇5元錢。
直到他不再稀罕這份零用錢,給再多也不肯寫。我就只好作罷了。

來到休斯頓之後，我的工作繁忙起來,所以我只能把目光投向中文學校，尋求外界
的幫助。這時候我遇到了張瑞同學的媽媽--周曉。她告訴我，她兒子跟著王美琴老
師學中文好幾年了,說王老師認真負責,是難得的好老師。我聽了之後就上了心,開始
關注王老師。

不可否認,王老師的形象氣質首先就博得了我的好感。她長得非常典雅秀氣不說,聲
音也很好聽,講起話來溫柔和氣不緊不慢，一下就讓人覺得是個非常耐心認真的人。
後來，有一年，關校長在結業大會上介紹王老師的事蹟,說到動情之處，關校長都淚
花閃閃聲音哽咽了，但王老師自己仍然寵辱不驚地接過鮮花和獎牌,講話仍然是那麼
從容和朴實,真的很讓人欽佩和感動。

於是，我就打定主意要讓我的兒子進到王老師的班,我很是花了一番功夫,先跟別的
老師學,然後暑假再上跳級班啥的。總算功夫不負有心人,周朗研自己也很努力，終於
成功進入王老師的班,成了插班生。

必須承認王老師很有魔力,在我面前頭倔腦的兒子居然很聽王老師的話。他說王老
師人好,脾氣好,所以別看孩子小,心裡其實都門清。我也終於鬆了口氣,再不用操心他
的中文學習而是全盤都交給王老師了。

周朗研在王老師那裡念完12年級,去年夏天順利考過了Fort Bend ISD的中文一級
和二級考,都是90分以上,等於高中一進CLEMENTS就從中文三開始上,這絕對是沾光
了。對此，我非常滿意，也由衷感謝王老師，心血沒有白花。

常常聽別人說什麼ABC孩子中文好沒什麼希奇的,大學錄取官也覺得是應該的。我
心裡就想:對呀,ABC中文好既然是應該的,那就
說明不好是不應該的,ABC中文不好大家都會
覺得稀奇,可這稀奇不是什麼好事,還是應該盡
力避免才好。
因此，感謝王老師和華夏中文學校,讓我兒子
成為一個中文應該好的ABC孩子。在未來的
人生里,別人看見他就覺得他應該中文好,而他
果然沒有辜負大家的期望,還有比這更讓人滿
意的嗎?我希望他的中文越來越好，而最後飲
水思源,光榮不僅僅屬於他,也歸功於王老師和
華夏中文學校。

我就說到這裡。謝謝大家!
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畢業生家長代表

周郎研同學媽媽—蔣知勤
2015年6月7日



CC22情感熱線

故事天地

CC77鳥語花香

二十年安裝經驗

☆白色的硬木櫥櫃
☆不同類型的水龍頭
☆各種顏色和大小的花崗巖
☆各種廚房和浴室水槽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大理石品種最多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規模最大，，價格最低價格最低！！
批發批發！！

皇冠地板皇冠地板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9am-6pm

總店：Tel: 281-988-0060 中文專線: 713-574-2432
11727 W. Sam Houston Parkway Suite G ,Houston, TX 77031

8號公路南北從WestAirPort出口

各大名牌各大名牌 工廠直銷工廠直銷 批發批發零零

※顏色﹑種類多
※庫存量大﹑現場提貨
※價優品優﹑服務好

休士頓南分店：電話：972-467-8510 地址：3310 Telephone Rd. Houston TX 77023 www.crownflooringhouston.com

休士頓最具規模專業老字號

複合地板 12.3mm $0.99/SF &UP(僅材料)
複合地板 12.3mm $2.35/SF &UP(包工包料)
實木複合 1/2" $4.99/SF &UP(包工包料)

花崗石台面
$15.50/SF &UP

Corpper Peach & Tea Brown

40余種顏色供選擇
$1500以上送不銹鋼水槽

˙實木﹑複合地板
˙花崗石台面﹑櫥櫃
˙各大名牌地磚﹑地毯
˙室內外裝修

新年酬賓大優惠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上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832--353353--69006900
832832--877877--37773777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櫥浴更新。

8mm $$11..9999 /呎＆up

12.3mm $$22..3535 /呎＆up

12.3mm $$22..9999 /呎＆up

(高仿真複合地板)

$$44..99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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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离去 让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你以为毫无保留的付出袁心甘情愿地为一个人改变就能套住爱情
吗?你别忘了袁真正细水长流的爱情是不需要刻意改变什么袁哪怕你穷
困潦倒袁或者一无所有袁但如果有一个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时光袁并陪伴
在你身边与你执手相依袁这袁就够了遥

我故事邮箱发起的第一天袁一个男生加我微信说袁善书袁我打你电
话和你说说我的故事遥后来袁听完男生的故事挂了电话后袁我感到一阵
唏嘘袁还真有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深爱的女生改变遥

男生名叫阿远袁他说自己用了五年时间努力做女生心中最好的男
人袁然而故事的最终袁他们没有在一起遥2008年袁阿远认识女生小禾袁因
为她的一句话袁等了五年袁终于等到大学毕业后袁选择去当兵遥现在袁男
生完成了答应女生的承诺袁到部队历练自己遥 可是女生却成为了他似
水流年时光里的陌路人遥

阿远和小禾是北京人袁两人在高中学校认识袁高中时期的男女都
喜欢写情书袁而且班上好事男生也会故意抓来别人写的情书站在教室
里的课桌上大声嚷嚷着念遥

阿远记得第一次与小禾有交集的场景袁那天袁一个女生写情书给
阿远袁他倒是不以为然袁看都没看就准备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情书扔
进纸篓袁再来一个潇洒不羁的背影走出教室遥然而袁阿远的一个哥们连
忙把情书抢了过来袁站着课桌上声情并茂的念情书里写的内容袁惹逗
了全班同学遥 正当别人都在哈哈大笑时袁坐在一旁的女生站起来斥责
男生的行为袁说打扰了她学习遥 这个女生袁便是小禾遥 阿远看见这一幕
后袁拿起书包大摇大摆的走出教室遥

因为学校规定必须上晚自习袁当天晚上袁阿远坐在女生旁边袁拿出
纸和笔袁无非是写了一些打扰了她不好意思之类的话袁愿意请女生吃
早餐作为补偿遥其实哪有请吃早餐那么简单袁阿远喜欢她袁所以才导演
了白天那一幕袁以此为借口勾搭遥

后来袁阿远向小禾表白遥那天袁他吻了她袁都是两人的初吻袁没有尝
到所谓的初吻是青苹果的酸涩味袁反倒让阿远觉得袁这一吻袁犹如抽烟
时的苦涩袁有点沉重遥 高中时光里袁两人如胶似漆袁形影不离的一起上
课尧下课尧吃饭遥有的时候袁阿远会觉得小禾很抠门袁比如两人吃饭或者

和朋友同学聚会时袁小禾总会说忘记带钱袁或者让阿远先垫着遥阿远也
没多想袁觉得男朋友为女朋友付出这是应该的袁他也没问小禾为什么
总喜欢捡小便宜遥 然而袁一个噩耗突然降临遥

2009年袁小禾的妈妈被查出身患重病遥 阿远记得他像往常一样打
电话给小禾袁可提示手机关机袁于是他跑到小禾寝室楼去找她袁通过小
禾室友那得知袁小禾妈妈生重病住院了遥阿远打小禾爸爸的手机袁也提
示关机遥 当时他直接有一种上北京的每一个家医院都问问的冲动袁然
而他还是选择了理智遥 第二天一早袁阿远坐上去怀柔的班车到小禾家
里找她遥

阿远见到一脸憔悴的小禾那一刻袁 直接冲上前去狠狠的抱住她遥
小禾伤心欲绝的和阿远说我再也没有妈妈了袁再也没有了遥 她嚎啕大
哭袁他听得心酸不已遥 阿远听她断断续续说发生的这些事袁犹如针刺袁
被一点一点的刺进心肠遥 后来袁因为家里还有事袁小禾便回去了遥 阿远
担心出意外袁就一直守在小禾家门口袁守了很久才回家遥

2010年袁小禾的妈妈因病去世袁这一个晴天霹雳重重地劈在他们
家身上遥 小禾妈妈去世后袁他们家原本拮据的生活被现实捉弄得火上
浇油袁过得更加不好遥因为这一连串的事情袁阿远和小禾的感情也开始
慢慢生出嫌隙遥比如袁小禾不准阿远说自己妈妈以前的事袁如果说了便
三天不理他袁这一点阿远尝过苦头遥又比如袁小禾因为失去妈妈后性格
突变袁总是莫名其妙的问阿远会不会离开他袁问他要不要去当兵袁练成
强壮的身体保护他袁问完以后就哭袁不管有没有人遥虽然阿远与小禾之
间有种种的现实问题挡着他两的爱情道路袁但还好袁两人也都挺过来
了遥

高中毕业后两人考上了大学遥 阿远为让小禾生活过得好一些袁他
白天上课袁晚上在酒吧打工袁甚至放假的时候袁一天兼职三份工作袁这
些袁小禾都不知道遥男生所做的一切袁都是为了能给女生一个稳当的未
来遥

2013年 8月袁阿远与小禾五年的感情画上了句号遥 至于分手的理
由袁简单亦可笑遥 女生说男生不够成熟袁未来飘忽不定袁无法给予她安

全感遥 而阿远袁也强忍着心中想说的话袁答应了女生要求的分手遥 只是
她不知道袁他那么努力的工作袁没日没夜的到处奔波袁就是为了给女生
安全感袁让小禾能在阿远的身上看见未来遥只是如今袁还没等阿远说出
一句媳妇袁你只要负责把日子过开心就成了袁赚钱养家的事儿我来负
责这句话时袁小禾就这么扔掉了这五年的感情遥

他两分手以后袁阿远一直查找关于当兵的资料袁他巴不得赶快大
学毕业袁赶快去当兵袁赶快逃离北京这座与她有过共同呼吸的城市遥

意想不到的是袁2014年新年那天袁 阿远接到小禾打来的电话遥 她
问袁还记得我是谁吗?生活过得好不好?他笑着回答袁我记得你是谁袁我
过的很好遥阿远刚说完这句话袁也没等来小禾说下一句话的时候袁便挂
了电话遥 其实小禾不知道袁失去了你以后袁他的世界一败涂地遥 不知道
小禾是否记得袁往年的大年初一这天袁阿远会忙着包小禾最爱吃的饺
子给她吃遥 只是现在袁剧情还没演完袁灯光早早地被人关掉遥

分手以后袁阿远还是会忍不住观察小禾的一举一动袁每次输入她
的 QQ号进入她的 QQ空间看她更改的心情袁 了解她在听什么歌袁穿
什么颜色的衣服袁因为什么事情伤心遥 看完以后袁又删除访问痕迹袁不
动声色的离开遥

2014年小禾生日的前一天袁阿远接到通知袁当兵的事情通过袁一切
尘埃落定遥 当天袁阿远请了一大帮哥们去酒吧 K歌袁别人都喝醉了袁唯
独他没醉遥 他只是想借着这么一个机会袁壮着胆子打电话给小禾遥 然
而袁当他在一帮哥们的煽动下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女生时袁电话那头传
来冰凉凉的声音袁您拨打的是空号遥

是袁五年的感情袁就这么潦草的结束了遥 如今袁阿远仍旧会怀念小
禾袁想起曾经与她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遥亲爱的袁如若你错过了我最好的
青春年华袁那么还能重新开始时袁希望我们都不要再把爱情当成儿戏遥

等到男生当兵回来时袁他会变得更加成熟懂事袁可是不再有那么
一个小鸟依人的女孩在他耳边说袁你知道吗袁我五年前想让你去当兵袁
是因为我很崇拜军人袁能给我所有的安全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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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廊飞禽公园于

1971年正式开放袁是世
界上最大的飞禽公园遥
它依山而建袁 占地 20.2
公顷袁 栖息着分属 380
多个物种的 4,600多只
飞禽遥 其中赫蕉园收集
了 108种赫蕉植物及栽
培品种袁 是本地区最大
的赫蕉园之一遥 其它主
要景点包括飞禽知识

馆尧非洲瀑布鸟舍尧彩鹦谷尧东南亚鸟舍和备受赞誉的非洲湿地遥 这些特色景点袁使裕廊飞
禽公园在 2009年吸引了将近 900,000名游客前来参观遥

裕廊飞禽公园

裕廊飞禽公园渊Ju鄄
rong Bird Park冤坐落在
新加坡西部裕廊山的

斜坡上袁该飞 禽公园于
1971 年 1 月 3 日由吴
庆瑞博士开幕袁面积达
20.2 公顷袁被誉为东南
亚最壮观的 野鸟类天
堂冶袁 是世界上少数规
模庞大的禽鸟公园之

一遥 当地裕廊工业区以
发展重工业为主袁后来
政府将飞禽公园邻近

的土地发展为亲子文娱中心遥

简介

在森林之宝飞翔鸟舍袁游客可以欣赏到南美洲
热带雨林的迷人风情袁近距离观赏种类繁多的珍稀
飞禽动物遥南美热带雨林囊括了地球上超过半数的
现存雨林袁构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物种尧最丰富的热
带雨林遥如果游人热爱大自然袁在森林之宝展区袁他
们会醉心于郁郁葱葱的植物尧奔流而下的小瀑布以
及丰富多样的南美鸟禽遥该展区是来自南美洲的各
种色彩鲜艳的小型鸟类的家园袁面积达 2300平米遥
开放式鸟舍的设计使游客能够在鸟类家园中惬意

地漫步袁并地观察这些害羞的居民遥 如果仔细观察
树梢或者较高的植物顶部袁还会找到一些以果实为
食的鸟禽袁如唐纳雀和伞鸟遥
在聆听鸟儿歌唱的同时袁 如果发现果子被吃掉了一半

的话袁请不要感到惊讶袁唐纳雀最爱的食物就是果实尧果汁尧
花瓣以及昆虫遥 在飞行画廊有一个高达 14米的不锈钢建
筑袁游客可以从容地徜徉袁慢慢地欣赏这些娇小而迷人的拉
丁和拉美来客袁而不惊吓到它们遥在这里还可以找到其他种
类的鸟儿袁比如紫色歌雀尧冠红蜡嘴鹀尧黄巾黑鹂等等遥
东南亚飞禽鸟舍

全球共有 8500种禽鸟袁 而东南亚是 1000多种飞禽的
家园遥裕廊飞禽公园饲养了约 260种东南亚飞禽袁是全球最
大的收藏地之一遥 东南亚飞禽鸟舍展示了各种东南亚飞禽
物种和濒临灭绝的飞禽物种遥 在一系列金字塔形建筑风格
的鸟舍中集中展示了 100多种飞禽遥
在展区中间有一个大型开放式鸟舍袁鸟儿在其中自由飞翔遥
游人可以仔细观赏这些鸟儿无与伦比的美姿袁 聆听它们动
人的歌声袁观察它们在自然中的生活方式遥一个个独立的鸟
舍坐落在金字塔形建筑底部袁 以环绕的小径与其他部分相
连袁在这里生活着那些特别珍贵尧濒临灭绝的或区域鸟类遥
游客也别错过每天中午 12点的热带雷暴体验 浴
非洲瀑布鸟舍

这个风景秀丽的可步入式鸟舍源于非洲文化袁 迄今为
止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可步入鸟舍遥 游客可以选择步行到达
或乘坐游览车在非洲瀑布鸟舍站下车遥步入鸟舍袁参观
者可在柱子尧栏杆尧说明牌和遮蔽结构上看见由棕色尧
土色和少量亮黄色与蓝色组成的手绘非洲几何图案遥
游客左侧的遮蔽结构上悬挂着椰子壳袁 是著名的非洲
飞禽 要 黑面爱情鸟的爱巢遥 这些鸟类成对生活袁雌鸟
和雄鸟经常相互轻啄尧接吻袁的确配得上野爱情鸟冶的美
称遥 它们身上亮黄色的羽毛和眼睛周围覆盖的面罩状
黑色羽毛形成鲜明的对比袁一眼就可以认出来遥
非洲瀑布鸟舍上方用网代替天花板袁 以确保阳光

不被阻挡袁 和园内其它三个可步入鸟舍的设计非常相
似遥 鸟舍高 35米袁相当于 13层楼的高度袁为鸟类提供
足够的空间飞翔和滑翔遥当游人漫步走向吊桥时袁会看
到很多的喂食器遥如果小心翼翼地行走袁不发出一点声
响遥

就可以观察到鸟类是怎样进食的遥一般来说袁不同种类
的椋鸟和维达鸟比如院栗头丽椋鸟尧紫头辉椋鸟尧绿辉椋鸟尧
肉垂椋鸟尧 白腹紫椋鸟尧 希尔德布兰特的椋鸟到翠绿辉椋
鸟袁在非洲瀑布鸟舍最常见得到遥鸟舍内的吊桥展示了各种
非洲艺术品袁游客可以潜心解读这些图案和符号遥 在桥上袁
游客可以看到这个状如山谷的鸟舍全景遥在桥的另一边袁举
目远眺袁可以看到世界最高的鸟舍内瀑布飞泻直下遥
游客恐怕再也找不到如此美得令人屏吸的展区袁 这里到处
都是吊桥袁天空中飞舞着五颜六色的吸蜜鹦鹉遥彩鹦谷是飞
禽公园里第四个开放式飞行鸟舍袁 也是全球最大的吸蜜鹦
鹉飞行鸟舍遥走到彩鹦谷门口的时候袁一棵有着 125年树龄
的宝瓶树正恭候着客人遥循着丁比拉咖啡浓郁的芳香袁这里
有来自澳大利亚本土的优质咖啡豆遥 吸蜜鹦鹉的故乡在澳
大利亚尧印尼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遥当游客意外地看到澳大
利亚田园风情的风车和灌木棚屋袁 相信会有置身于澳大利
亚乡间的感觉遥
3000平方米的占地面积和 9层楼高的阁楼可以让参观者在
高处欣赏到 360度全视角的周边风景遥在喂食塔袁将有机会
用一种特制的花蜜综合食料给鸟儿喂食遥 游人也将欣赏到
鸟儿成群结队飞来觅食的壮观场面遥 它们悦耳的歌声和彩
虹般缤纷的色彩将行成一片迷人的景象遥如果天气不太热袁
游客将看到上千只吸蜜鹦鹉成群结队地在空中飞舞袁 编织
出彩虹般的美妙景象遥

主要景点

新加坡的裕廊飞禽园内建有 95个鸟舍尧10个活动场所和 6个池塘袁养有 380多种飞
鸟袁约 4600只袁其中有 29种受威胁鸟类遥园内广泛搜罗了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的鸟类袁有来
自西班牙的红鹤[2] 尧来自北京的知更鸟尧来自几内亚的食火鸡[3]
来自巴西的三趾鸵鸟尧有羽毛绚丽的热带鸟和来自冰天雪地的南极企鹅等袁是个野花木四
时茂袁人来鸟不惊冶的野鸟类王国冶遥园中修建有四通八达的柏油小径袁不愿步行者也可选游
览车遥
东南亚珍禽屋所展示的是东南亚地区所有珍禽和濒临绝种的鸟类遥 在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步行鸟舍内袁有自由飞翔的各种鸟 1200多只遥野企鹅宫冶是全世界第二大企鹅展示区袁
人们可在观赏台欣赏笨拙可爱的企鹅在水中畅游和进食的神态遥 飞禽表演也是很吸引人
的节目袁驯鸟者一声呼唤袁巨大的雄鹰尧猫头鹰好似野飞将军从天而降冶袁由几百米处的山林
飞到露天表演场的表演者手上遥 各种鹦鹉在表演者的指挥下不仅会讲野Goodbye渊再见冤冶尧
野Hello渊你好冤冶等英语单词袁还会模仿狗叫尧猫叫尧鸡啼袁充分显示了高超的模仿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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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白百何在叶滚蛋吧浴 肿瘤君曳里有不少对手戏
的李媛袁饰演的是另一种当代女性袁与顶着童花头尧
犯二撒泼尧花痴帅哥医生的熊顿截然相反院一个高
挑尧冷艳尧坏脾气的美女夏梦袁对男人拳打脚踢是家
常便饭袁但癌症夺走了一个美女在世间所能拥有的
全部特权遥 她印 象最深刻的

一场戏是袁 隆冬 12月袁她们在
回龙观的医院天 台上冷得只

知打战发抖袁野几 乎每遍词都

说错袁互相都错袁 已 经 冻

傻要要要鼻涕冻在 鼻子里袁风大
得把假发都吹歪 了袁抖得跟帕
金森似的遥 冶李媛 说 袁 野然后百
何就去买了一堆洋酒袁百龄坛要要要我们喝酒袁演喝
酒之前就一直在喝酒袁真的喝酒袁为了取暖要要要我

和她的共识是袁对女演员来说袁那些必须要放弃的
自我袁以及这些袁都不该叫事儿遥 冶那场戏里袁娇小的
熊顿把一条寓意旺盛生命力的红围巾踮脚围上夏

梦的脖子遥 野你看我袁先丢了工作袁又丢了爱情袁现在
连健康也不要我了遥 冶她说袁野但你要相信袁上帝给你
安排的每一次挣扎袁都是有道理的遥 冶

和以往一样袁但又不一样袁失业尧失恋尧失态袁这
个世界与野小时代冶造梦系列相对的尧最现实一种的
电影类型袁白百何包揽并诠释了一群顽抗活着的小
妞们遥 野她不是在演女神袁她其实是在牺牲掉形象去
演平凡至极的女孩遥 冶韩延说袁野我对她的总结是院女
神的外表袁耶屌丝爷的心遥 冶正因如此袁她是中国式野小
妞电影冶的票房灵药袁只不过袁这一次袁她不再在小
爱里作死作活了要要要一样不梦幻尧闹腾尧平凡袁但最
重要的是袁她勇敢可爱遥 就像剧中吴彦祖饰演的英
俊归国医生所说院野你不是我袁你不知道你对我的意
义要要要你在我心底种下了一颗欢乐的种子袁它已经
发芽了遥 冶

在这样情意很容易泛滥的一部戏里袁演员白百
何最常对导演韩延说的话却是院我觉得我演戏最有
乐趣的是袁我怎样在控制我自己遥

小妞 or大妞
滕华涛是白百何在大银幕上以叶失恋 33天曳一

战成名的贵人袁但鲜为人知和出人意料的是袁他叫
她野白姐冶遥

野拍戏后期开始这么叫她的遥 因为他们家楼下
有一火锅店袁特别火袁老订不上位置遥 有一天收工袁
小文渊文章冤说要不就吃那个火锅袁我说订不上位

啊要小文说袁你还不明白钥 这事儿得找要白姐要啊浴
说是只要去那儿袁打进门开始袁只要说是白姐的朋
友袁肯定有位袁特别有面儿浴 冶滕华涛说袁野我们自此
就开始叫上了耶白姐爷袁后来还加上了耶朝阳白姐爷袁
意思就是说袁基本上袁进了朝阳区找白姐就行了遥 冶

正是因为文章的引荐袁白百何才得以加入野滕
家班冶遥 叶失恋 33天曳最早定了文章当男一袁但说是
男一袁也不过是二十几场戏袁有 105 场戏的女一黄
小仙袁一直没有想好人选遥 文章推荐了同学白百何遥
滕华涛回忆袁野我把白百何提出来问大家袁 这是谁钥
结果一群人特兴奋袁说起叶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曳袁那
角色特招男人喜欢袁说在赵宝刚的叶我的青春谁做
主曳里袁她唱的叶我不是随便的花朵曳特别好袁还有说
这是陈羽凡的老婆噎噎我一听袁羽凡我熟袁他老婆
倒真没见过遥 冶

就这样袁 滕华涛约白百何在三里屯见了一面袁
但先给她的不是叶失恋 33天曳的剧本袁而是电视剧
叶浮沉曳袁野我当时是觉得袁那个和大叔谈恋爱的白领
女形象袁从气质到经历袁她肯定没问题冶遥 后来事实
证明的确如此袁乔莉对白百何而言是一个并无悬念
的角色袁与之相对的袁是电影的筹备历经波折要那
时袁爱情尧文艺尧小清新袁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是市
场野自杀性行为冶袁起用一个全新面孔的小妞如白百
何袁无疑不是所谓的野安全模式冶遥 野说实话袁那时真
的要定她和小文的话袁风险真的是特别大遥 冶滕华涛
回忆说袁野但也就是和她通了通气之后袁白姐没有二
话自己耶噌噌爷到书店里买了叶失恋 33天曳的小说袁
读得如饥似渴后倍儿激动袁跟我说半天觉得黄小仙
和自己特别像遥 冶

从影至今袁演过那么多小妞袁白百何至今对黄
小仙念念不忘遥 野她是我第一个看上的角色要要要我

觉得我那么喜欢她袁是因为她很立体院这个女孩子
不是满身的优点袁她就是有她的缺点袁而且她很直
白地表现出来遥 最棒的是袁她失恋以后袁她越发地觉
得她没有必要改变她自己要要要那挺好的袁这世上总
有一个人袁是不需要你去改变的吧遥 冶很多人念念不
忘的那场叶失恋 33天曳里的戏袁正是关于白百何说
的野改变冶要黄小仙追着前男友的车拼命奔跑袁在她
野我不再要那一击即碎的自尊袁 我的自信也全部是
空穴来风袁我能让你看到我现在有多卑微袁你能不
能原谅我钥 求你原谅我冶的哑声独白里袁她随夜风飘
起的发梢和陈珊妮叶情歌曳痛彻心扉的旋律缓缓下
落袁然后被文章饰演的王小贱一掌拍醒要他们不知
道的是袁为了这一两分钟袁白百何拍了三天的大夜

戏遥
事实上袁生活中的很多时候袁正如滕导和小文

赐她的称谓野白姐冶那样袁白百何是个头脑清醒尧知
冷知热的大妞遥 12岁起袁她就独自来京袁上舞蹈学
校袁住集体宿舍袁大学一毕业先成家尧后立业袁以已
婚人的身份照样演绎在追求真爱道路上磕磕绊绊尧
作死作活的未婚小妞遥 宣传叶失恋 33天曳袁她让一众
媒体印象深刻且对答如流的是院野谈失恋的感受钥 我
没失恋呀袁所以一毕业就结婚啦浴 冶如今她的态度柔
婉了很多袁但观点依然鲜明院野哪个女的没作过钥 冶作
野其实是袁感情不成熟的一种表达和表现状态遥 我觉
得不是坏的袁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表达袁特别努力尧特
别用力尧特别使劲要如果你没有使过劲袁没有使错
过劲袁你怎么知道劲使得是对的呢钥 冶

接踵而至的新戏袁 白百何让人看到了她延续
野小妞气质冶的无限可能遥 在另一个亦为永恒少女代
表人物的周迅监制的长片 叶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
月曳里袁几乎是第一次演配角的白百何收获了香港
资深执行制片人安妮的赞许遥 野有一天我们拍大夜
戏聊天袁她突然看着我说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演
那么多角色我愿意相信袁我看过太多人袁看到你的
时候我就知道袁你是一个童真保留得非常多的人遥 冶
白百何说袁野我自己不知道遥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童
真袁我都已经 30多了袁我就知道元宝挺童真的遥 冶她
继续嘻嘻哈哈地说院野我就记得他小的时候袁我经常
逗他玩儿袁跟他吵架袁然后就看着他坐在我面前袁一
点点地眼圈就红了袁慢慢就哭了袁于是我就特别高
兴遥 冶

主动 or被动
和白百何同为双鱼座的电影叶分手合约曳编剧

秦海燕一直深刻记得她和她因改剧本 野不打不相
识冶的往事遥

野叶分手合约曳七八月开机袁四五月才找到我袁第
一件事就是派我去和当时在拍叶整容日记曳的白百
何沟通角色设定遥 冶秦海燕回忆说袁野在大悦城袁从一
两点等到四五点袁她一见面就和我说袁她不能认可
那个因为自己要去看花花世界尧五年后再来找男友
复合的患癌女孩儿设定要她很直接地说袁这个行为
太渣了袁一点也不可爱袁不是她能理解的情感遥 冶

在觉得意外的同时袁秦海燕也觉得白百何野很
性情冶遥 她们最后达成共识的角色设定是袁何俏俏五
年前已经得了癌症袁她是为了自己去治疗袁然后才
离开男友袁直到最后袁她以为她好了袁但是癌症复

发遥 野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双鱼座的袁 我能够理解
她遥 冶秦海燕说袁野一个事情袁的确可能是它来找我袁
但是我肯定要在这个中间权衡接受度袁在这个过程
中我要有掌控的可能性袁不然就会随波逐流袁那不
行遥 冶

在秦海燕新担纲文学策划的爱情电影叶恋爱中
的城市曳里袁白百何再次选定了一个在她看来相对
传统尧 毫不出格的小妞角色遥 野一个大龄未婚女青
年袁 老被逼婚又老念旧情袁 如何放下和启程的故
事遥 冶秦海燕说袁野她看了本子以后说特喜欢袁那个短
片里的女孩是她近一年里最认可的人物之一遥 冶此
片的六个新人导演之一冀佳彤肯定了白百何的演

绎遥 野我觉得这个女孩对喜剧节奏的把握非常棒遥 冶
她说袁野就完全那个点给到你要我们有一场在咖啡
厅的戏袁她化好妆之后要看街上的男人袁找一个人
陪她去参加前男友的婚礼袁她一回头袁那个好像在
说耶来吧爷的小表情袁让我们当时现场所有人都笑喷
了袁既微妙袁又太可爱了浴 冶

白百何的表演有一种野让不那么讨人喜欢的角
色改变命运冶的能力袁这让演戏的命运一再地敲她
的门遥 叶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曳选角时袁她是大二的学
生袁因为看电 影和晚自习两次

错过试戏袁居 然也没有被遗

漏袁念了三段 台词后顺利得到

了乔乔一角曰 拍完 叶与青春有
关的日子曳袁 她和戏中演情侣

的尧差了十岁 的音乐人陈羽凡

早早结婚尧生 子后袁 去参加佟
大为的婚礼袁 遇上正在为 叶我
的青春谁做主曳雷蕾一角头疼的赵宝刚袁稀里糊涂
地被坐陈羽凡边上的孙楠推荐袁又上了荧屏遥 正是
因为这两部与野青春冶有关的电视剧袁滕华涛和他的
团队注意到了这个其实根本是科班出身的老演员

的新人袁把她推到了叶失恋 33天曳的聚光灯下袁自此
红遍南北袁成为中国式小妞的一块金字招牌遥

如今算来袁戏龄也已十年有余要白百何的双鱼
座人生袁似乎永远都在走走停停的主动与被动里寻
找中间道路行进遥 野我觉得我永远是在一个特别被
动的情况下袁然后就被一些事情阴阳差错地推到了
前面去袁就一直都是这样袁永远都是这样遥 冶白百何
自己在镜头前若有所思地说袁野这好像是一个规
律要就好像有一些人说袁你第一次找了什么样的男
朋友袁你永远鬼使神差地就找这同一种遥 冶

我不是你想的小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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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TATOYOTA
Sterling McCall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眾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2015年新車提前清倉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前所未有2015年
4月份特惠方案

2015年份所有車型提供
零利息貸款或高至
2500元現金折扣

（Tacoma,Sequoia除外）

☆精通保險理賠法，AAA, 州農場保險指定修護廠
☆USAA, FARMERS, ALLSTATE, TEXAS
FARMERS BUREAU,G.M.A.C. 等等
OPEN SHOP PROGRAM

☆鈑金修護，爭取減或免自付款，保證復原如新
☆最新電腦控制，下吸式，氣熱，無塵烤漆房
（原廠標準，且有終身保證計劃）

☆修護期間，備有免費（收費）租車
☆全車開入式拉大樑機（三臺）

高價收買
三年內
車禍車

˙噴射式引擎，電腦控制系統專家

˙精修電系，噴射式供油系統

˙四輪（電腦鐳射）定位

˙原廠標準保養，冷暖氣

˙引擎修護，剎車，底盤，變速箱等等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Bellaire Auto Services & Collision
地址：76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Bellaire & SW Freeway）萬 利 車 行

誠信可靠……高能技師……技術一流……工作保證……價格合理……服務親切……嶄新設備

一 條 龍 維 修 服 務 中 心

．．完整檢測汽車中心
．．引擎調整
．．原廠配件
．．剎車、防凍液、傳動系統
．．方向盤及僻震器

．．皮帶、水喉
．．電池、開動器及整流器
．．防止損壞定期檢驗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價位保證滿意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AM-6:00PM

電話：713-484-7777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請攜帶保險卡）

○誠徵有經驗的修車技師

鈑金部
免費估價

Stanley Cheung
張 華

832-766-9888 （通國語、粵話）
10595 West Sam Houston Parkway S.

Houston, TX 77099
(US 59 South @ Beltway 8)GillmanHondaHouston.com

自1938年就開始服務華人社區

2015 Honda Accord EX-L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追求卓越追求卓越，，追求品質追求品質，，追求完美追求完美！！

* 強化複合地板，實木複合地板，
高光板，浮雕板，亞光板，
手抓紋等等，多種選擇。

* 多種高級靜音底墊
* 萬尺存貨，歡迎批發零售。
* 做地板找又福！作有福人！

又福地板

地址：9920Westpark Dr #107（靠Gessner）Houston TX 77063

www.yulfgroup.comwww.yulfgroup.com
TelTel：：281281--501501--83308330 OrOr 832832--978978--64406440

買買地板

送送靜音地墊

環球百葉窗簾環球百葉窗簾環球百葉窗簾
百葉窗簾耐磨、耐腐蝕，有藝術感，是高
檔生活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翻開百葉窗簾，您看到的，不只是外面的
自然風光，還有心靈深處家的溫馨。
訂做新穎，雙層卷簾窗簾

木質百葉窗專家

WWW.eweb4u.net/blinds
Email：cd_order@yahoo.com

電話：832-310-3532
傳真：832-201-7897

隔熱、環保、省電、美觀
免費估價、到府安裝

CD Global Shutter Inc.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116,Houston TX 77036 DYNASTY PLAZA (王朝)
展示廳 ( Show room）: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10

290
Genard Rd.

Be
ltw
a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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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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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Ge
ss
ne
r

Clay Rd.

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咨詢電話：
281-965-7485
281-908-3750

～讓陽光來去自由～讓陽光來去自由～讓陽光來去自由新穎窗簾新穎窗簾 (C.O.A.X.)(C.O.A.X.)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116,Houston TX 77036 DYNASTY PLAZA (王朝)
˙Ritaco.10060 W Sam Houston Pkwy .Suit 180 Houston Tx 77099

展示廳 ( Show room）:
可訂做木制百葉窗

室內窗戶裝飾可以體現主人的風格與品味。
◎您想裝扮一個有品味的家嗎？
◎您想擁有冬暖夏涼又能保護隱私的窗戶嗎？
新穎窗簾色澤豪華、內藏貴氣，與眾不同。
新穎窗簾好產品、價格優、款式新、顏色多。

網站：www.flightblin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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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瞬间 让男人感觉婚姻美好 婚姻里的魔鬼定律，已婚女人的情感江湖
魔鬼定律之一院丈夫

常常会像个孩子遥
再优秀的男人在婚

后仍然需要你的调教袁才
能从优秀的男人过渡成

为合格的丈夫遥 时间或许
比野八年抗战冶还要长袁其
中的智慧与耐心说难很

难袁难得很多对夫妻没熬
到火候就已经各奔东西曰
说容易很容易袁容易得转
眼就海阔天空恩义绵长遥
当然袁 要想成为一名好
野老师冶袁自己没点真本事
是不行的袁跟不上时代的
脉搏迟早会被 野学生冶炒
了鱿鱼遥

魔鬼定律之二院审美
疲劳是婚姻里的正常状

态遥 婚姻里的爱情不可能

永保新鲜袁不必要求你的
丈夫在数年或数十年以

后袁 还能对你激情满怀遥
一样东西看久了都会生

厌袁更何况我们还都有这
样那样的小毛病遥 婚姻里
的爱情应该像花瓶里的

那束干花袁 不再新鲜水
嫩袁却依旧骄傲地保持着
原先的风骨袁而且永远都
不会再腐败遥 审美疲劳本
身并不可怕袁可怕的是一
颗日渐麻木冷漠的心遥

魔鬼定律之三院忍耐
是有限度的遥

不要泛滥你的母爱袁
更不要把丈夫爱成了你

的儿子遥 把纵容当宽容袁
把忍耐当忍气吞声袁甚至
把爱到尊严沦丧当成是

爱的最高境界袁诸如此类
的傻事恋爱的时候干过

或许正常袁可结了婚后还
接着干袁 后果就会很严
重遥 你也会在痛苦的犹豫
不决里心伤不愈袁从此失
去对爱情和男人袁婚姻和
生活的所有信心遥 婚姻比
爱情更要具备原则性袁同
样神圣不可侵犯遥

魔鬼定律之四院不要
养成野黄脸婆冶的性格遥

贾宝玉曾经不解袁为
什么女儿家一嫁了人就

从野珍珠冶变成野鱼眼睛冶
了钥 其中理由除了某些丈
夫有眼无珠以外袁更多的
还是那颗野珍珠冶的自甘
堕落遥 不得不承认袁在一
些婚后的审美疲劳里袁也

免不了有的是被倒了胃

口的遥 会生活袁善持家袁少
抱怨袁多运动袁懂得把最
美丽温柔的一面留给丈

夫的女人袁不打袁天下也
都无敌手遥

魔鬼定律之五院能和
你结婚过日子的男人都

是基本上的好男人遥
既然你选择了嫁给

身边的这个男人袁你就应
该始终相信你爱的就是

这世间最好的袁而且这种
信念应该随着你们婚姻

的延续而越来越坚定遥 要
信任你的丈夫袁要给他更
自由广阔的天空袁爱是你
手中的线袁连着他身上的
衣遥 不要轻易打击他的自
尊袁你要自信成他的左膀

右臂袁一个真正能够顶天
立地的男子汉袁也值得我
们去崇拜遥

魔鬼定律之六院做好
随时转身的准备遥

我们没有办法要求

丈夫会一直爱我们袁并且
善待我们的婚姻袁正如我
们也有可能再爱上别人袁
或者中途放弃婚姻遥 婚姻
应该是实现自我价值的

地方袁而不是失去自我的
场所袁保持精神和经济上
独立的能力是婚前婚后

女人的必修课遥 实际上婚
后的女人更应该懂得这

种积极生存的法则袁拥有
跌倒了再爬起来的勇气遥
我们的年华总盛开袁任何
时候都不晚遥

四
种
特
殊
方
法
激
发
男
人
自
信

日 本 Livedoor
新闻网根据对一些

已婚男性的采访袁为
我们盘点了让男性

感觉结了婚真好的 5
个瞬间遥

一位 27 岁的建
筑师表示野结婚后每
天都能吃到美味的

饭菜野遥
野我妻子每天都

在充分考虑营养搭

配之后为我做美味

的饭菜袁真的让我感
觉很幸福遥 冶这位男
士如是说遥 只有身体
健康才能好好工作袁
所以说健康的身体

是很重要的遥 如果能
让丈夫这么想袁妻子
为丈夫做饭才有了

意义遥
一位 30 岁从事

广告业的男士说野结
婚后妻子一直等待

晚归的他冶遥
野我打电话说你

先睡吧没关系袁但妻
子却一直没睡等我

回来袁 真是超级感
动遥 冶男士说遥即使两
人结婚了也一直等

到男方回来才睡袁正

是这样才抓住了男

性的心吧遥 丈夫打电
话来时袁妻子说野我
知道了野的话袁丈夫
也不会感到被对方

等待而产生的压力袁
这样才是更好的做

法吧遥
一位 31岁的营

业员表示野结婚后生
了超可爱的孩子冶遥

野两个人有个好
宝宝袁看着自己的孩
子每天都在成长的

样子袁觉得他可爱得
不得了遥 野

的确袁如果光和
妻子在一块的话就

像恋人生活的继续

一样袁但是一旦有了
孩子生活立刻就不

一样了遥 一想到孩子
不断成长心情就好

得不得了遥
一名 25

岁 的 讲 师

说院野结婚让
两个人同甘

共苦遥 冶
野两个

人能分担痛

苦袁 那么喜
悦就会加倍

我们两个一直相互

扶持遥 野这位男士说遥
正因为两人结婚了

才能相互扶持遥 对方
不管在快乐的时刻

或是痛苦的时刻都

陪伴在自己身边袁两
个人都是十分有勇

气的吧遥
一名 38 岁从事

销售的网友表示 袁
野结婚让父母放心冶遥

野父母一直为我
担心袁 结婚有了孩
子袁这样也算孝敬父
母了遥 野男士说遥可能
建立新家庭袁让父母
抱孙子和孝敬父母

有着密切的联系吧遥
读了以上这些

内容袁你是不是也想
成为让丈夫觉得结

婚真好的妻子呢?

如果你想得到一个

阳光自信尧 充满激情的
另一半袁与其苦心寻找袁
不如依靠自己亲手打

造遥 通过自己传输给他
正面能量袁 用语言尧表
情尧 肢体语言为他建立
自信袁激发他的潜能袁给
他爱的鼓励尧 尊重和支
持袁 培养一个积极自信
心中有爱的优质男遥

用充满意外的言语

来表扬他遥 如果外表看
起来是肌肉男袁 那么肯
定经常会被一些 野真强
壮啊冶野非常爷们儿冶等

赞美之词

包围 袁对
于他们来

说听到这

些词汇早

已经十分

麻木 袁没
有什么新

鲜感以及

满 足 感

了遥 如果你也用千篇一
律的词汇袁 相信很快你
就会被他淡忘袁 不可能
引起他的任何注意遥

对于这样的男人如

果称赞他 野没想到你也
有这么温柔的一面冶等
对立性的事物袁 对于他
来说这是一个新的体

验袁 很容易就会把目光
投向你遥 比如说一个外
表很柔弱的男生袁 柔弱
可能就是他的自卑所

在袁如果相处的过程中袁
做出了一些很果断的事

情袁 你要不失时机的来
表扬他 野其实也挺男人
的呀冶等等遥

得到女人这样的夸

奖袁 男人首先感觉到前
所未有的刺激以及自尊

心极大的满足遥 你在他
的脑海里就会留下深刻

的烙印遥
把他和他所崇拜的

人放在一起比较遥 如果
称赞男人像他所崇拜的

人袁 那么他应该美的连
鼻涕泡都会冒出来吧遥
比如说如果他所崇拜的

人是苹果的乔布斯袁你
就可以用以下的话来称

赞他遥
野对了袁我觉得你现

在的生活方式很像当年

奋斗时期的乔布斯遥 冶等
等袁 百分之百能掻到他
的痒处遥 自己所崇拜的
人袁 换种说法也就是自
己想变成的人遥 那个人

的生存方式就是自己的

范本袁 指导着自己的想
法行动遥 如果这样称赞袁
男人就会不断涌出自信

心与满足感袁 感到别人
认可了自己的努力袁不
停回味那种成就感遥

传达别人的赞扬之

词遥 男人很在乎周围人
的评价遥 如果听到周围
人的尊敬和信赖的话

语袁会非常高兴遥 通过赞
美之声自己的自信心也

会不断增强袁 从而使自
己变得更加精益求精遥
所以你如果听到周围人

对他的称赞袁 一定要如
数的告诉他袁 并不是说
让你夸大袁 男人是需要
经常鼓励的袁需要哄的遥
野大家都说你很帅冶野他
们听了你的事情袁 都觉
得你很厉害袁很能干冶等
等来自周围人的评价袁
对男人的成长促进有着

不可小觑的力量遥
在男人遇到失败的

时候也不要忘记称赞话

语遥 这个时候正是他心
里防线薄弱的时候袁他
希望有人能肯定他之前

的努力袁即使是失败了袁
也渴望得到哪怕一点小

小的认同遥
在他最失望无助的

时候袁 一定要反复的告
诉他袁 他之前做的事情
虽然没有收到预期的成

效袁 但是毕竟已经努力
过袁就是值得人尊重的袁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没

有人会走的顺顺当当遥
所以适时的去进行

鼓励性质的表扬袁 让你
的男人在低落的时候可

以依赖你袁 当这种依赖
成为惯性袁 他就真的再
也离不开你啦遥 任何对
手也钻不到空子袁 毁掉
你们的爱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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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瞬间 让男人感觉婚姻美好 婚姻里的魔鬼定律，已婚女人的情感江湖
魔鬼定律之一院丈夫

常常会像个孩子遥
再优秀的男人在婚

后仍然需要你的调教袁才
能从优秀的男人过渡成

为合格的丈夫遥 时间或许
比野八年抗战冶还要长袁其
中的智慧与耐心说难很

难袁难得很多对夫妻没熬
到火候就已经各奔东西曰
说容易很容易袁容易得转
眼就海阔天空恩义绵长遥
当然袁 要想成为一名好
野老师冶袁自己没点真本事
是不行的袁跟不上时代的
脉搏迟早会被 野学生冶炒
了鱿鱼遥

魔鬼定律之二院审美
疲劳是婚姻里的正常状

态遥 婚姻里的爱情不可能

永保新鲜袁不必要求你的
丈夫在数年或数十年以

后袁 还能对你激情满怀遥
一样东西看久了都会生

厌袁更何况我们还都有这
样那样的小毛病遥 婚姻里
的爱情应该像花瓶里的

那束干花袁 不再新鲜水
嫩袁却依旧骄傲地保持着
原先的风骨袁而且永远都
不会再腐败遥 审美疲劳本
身并不可怕袁可怕的是一
颗日渐麻木冷漠的心遥

魔鬼定律之三院忍耐
是有限度的遥
不要泛滥你的母爱袁

更不要把丈夫爱成了你

的儿子遥 把纵容当宽容袁
把忍耐当忍气吞声袁甚至
把爱到尊严沦丧当成是

爱的最高境界袁诸如此类
的傻事恋爱的时候干过

或许正常袁可结了婚后还
接着干袁 后果就会很严
重遥 你也会在痛苦的犹豫
不决里心伤不愈袁从此失
去对爱情和男人袁婚姻和
生活的所有信心遥 婚姻比
爱情更要具备原则性袁同
样神圣不可侵犯遥

魔鬼定律之四院不要
养成野黄脸婆冶的性格遥

贾宝玉曾经不解袁为
什么女儿家一嫁了人就

从野珍珠冶变成野鱼眼睛冶
了钥 其中理由除了某些丈
夫有眼无珠以外袁更多的
还是那颗野珍珠冶的自甘
堕落遥 不得不承认袁在一
些婚后的审美疲劳里袁也

免不了有的是被倒了胃

口的遥 会生活袁善持家袁少
抱怨袁多运动袁懂得把最
美丽温柔的一面留给丈

夫的女人袁不打袁天下也
都无敌手遥

魔鬼定律之五院能和
你结婚过日子的男人都

是基本上的好男人遥
既然你选择了嫁给

身边的这个男人袁你就应
该始终相信你爱的就是

这世间最好的袁而且这种
信念应该随着你们婚姻

的延续而越来越坚定遥 要
信任你的丈夫袁要给他更
自由广阔的天空袁爱是你
手中的线袁连着他身上的
衣遥 不要轻易打击他的自
尊袁你要自信成他的左膀

右臂袁一个真正能够顶天
立地的男子汉袁也值得我
们去崇拜遥

魔鬼定律之六院做好
随时转身的准备遥

我们没有办法要求

丈夫会一直爱我们袁并且
善待我们的婚姻袁正如我
们也有可能再爱上别人袁
或者中途放弃婚姻遥 婚姻
应该是实现自我价值的

地方袁而不是失去自我的
场所袁保持精神和经济上
独立的能力是婚前婚后

女人的必修课遥 实际上婚
后的女人更应该懂得这

种积极生存的法则袁拥有
跌倒了再爬起来的勇气遥
我们的年华总盛开袁任何
时候都不晚遥

四
种
特
殊
方
法
激
发
男
人
自
信

日 本 Livedoor
新闻网根据对一些

已婚男性的采访袁为
我们盘点了让男性

感觉结了婚真好的 5
个瞬间遥

一位 27 岁的建
筑师表示野结婚后每
天都能吃到美味的

饭菜野遥
野我妻子每天都

在充分考虑营养搭

配之后为我做美味

的饭菜袁真的让我感
觉很幸福遥 冶这位男
士如是说遥 只有身体
健康才能好好工作袁
所以说健康的身体

是很重要的遥 如果能
让丈夫这么想袁妻子
为丈夫做饭才有了

意义遥
一位 30 岁从事

广告业的男士说野结
婚后妻子一直等待

晚归的他冶遥
野我打电话说你

先睡吧没关系袁但妻
子却一直没睡等我

回来袁 真是超级感
动遥 冶男士说遥即使两
人结婚了也一直等

到男方回来才睡袁正

是这样才抓住了男

性的心吧遥 丈夫打电
话来时袁妻子说野我
知道了野的话袁丈夫
也不会感到被对方

等待而产生的压力袁
这样才是更好的做

法吧遥
一位 31岁的营

业员表示野结婚后生
了超可爱的孩子冶遥

野两个人有个好
宝宝袁看着自己的孩
子每天都在成长的

样子袁觉得他可爱得
不得了遥 野

的确袁如果光和
妻子在一块的话就

像恋人生活的继续

一样袁但是一旦有了
孩子生活立刻就不

一样了遥 一想到孩子
不断成长心情就好

得不得了遥
一名 25

岁 的 讲 师

说院野结婚让
两个人同甘

共苦遥 冶
野两个

人能分担痛

苦袁 那么喜
悦就会加倍

我们两个一直相互

扶持遥 野这位男士说遥
正因为两人结婚了

才能相互扶持遥 对方
不管在快乐的时刻

或是痛苦的时刻都

陪伴在自己身边袁两
个人都是十分有勇

气的吧遥
一名 38 岁从事

销售的网友表示 袁
野结婚让父母放心冶遥

野父母一直为我
担心袁 结婚有了孩
子袁这样也算孝敬父
母了遥 野男士说遥可能
建立新家庭袁让父母
抱孙子和孝敬父母

有着密切的联系吧遥
读了以上这些

内容袁你是不是也想
成为让丈夫觉得结

婚真好的妻子呢?

如果你想得到一个

阳光自信尧 充满激情的
另一半袁与其苦心寻找袁
不如依靠自己亲手打

造遥 通过自己传输给他
正面能量袁 用语言尧表
情尧 肢体语言为他建立
自信袁激发他的潜能袁给
他爱的鼓励尧 尊重和支
持袁 培养一个积极自信
心中有爱的优质男遥

用充满意外的言语

来表扬他遥 如果外表看
起来是肌肉男袁 那么肯
定经常会被一些 野真强
壮啊冶野非常爷们儿冶等

赞美之词

包围 袁对
于他们来

说听到这

些词汇早

已经十分

麻木 袁没
有什么新

鲜感以及

满 足 感

了遥 如果你也用千篇一
律的词汇袁 相信很快你
就会被他淡忘袁 不可能
引起他的任何注意遥

对于这样的男人如

果称赞他 野没想到你也
有这么温柔的一面冶等
对立性的事物袁 对于他
来说这是一个新的体

验袁 很容易就会把目光
投向你遥 比如说一个外
表很柔弱的男生袁 柔弱
可能就是他的自卑所

在袁如果相处的过程中袁
做出了一些很果断的事

情袁 你要不失时机的来
表扬他 野其实也挺男人
的呀冶等等遥

得到女人这样的夸

奖袁 男人首先感觉到前
所未有的刺激以及自尊

心极大的满足遥 你在他
的脑海里就会留下深刻

的烙印遥
把他和他所崇拜的

人放在一起比较遥 如果
称赞男人像他所崇拜的

人袁 那么他应该美的连
鼻涕泡都会冒出来吧遥
比如说如果他所崇拜的

人是苹果的乔布斯袁你
就可以用以下的话来称

赞他遥
野对了袁我觉得你现

在的生活方式很像当年

奋斗时期的乔布斯遥 冶等
等袁 百分之百能掻到他
的痒处遥 自己所崇拜的
人袁 换种说法也就是自
己想变成的人遥 那个人

的生存方式就是自己的

范本袁 指导着自己的想
法行动遥 如果这样称赞袁
男人就会不断涌出自信

心与满足感袁 感到别人
认可了自己的努力袁不
停回味那种成就感遥

传达别人的赞扬之

词遥 男人很在乎周围人
的评价遥 如果听到周围
人的尊敬和信赖的话

语袁会非常高兴遥 通过赞
美之声自己的自信心也

会不断增强袁 从而使自
己变得更加精益求精遥
所以你如果听到周围人

对他的称赞袁 一定要如
数的告诉他袁 并不是说
让你夸大袁 男人是需要
经常鼓励的袁需要哄的遥
野大家都说你很帅冶野他
们听了你的事情袁 都觉
得你很厉害袁很能干冶等
等来自周围人的评价袁
对男人的成长促进有着

不可小觑的力量遥
在男人遇到失败的

时候也不要忘记称赞话

语遥 这个时候正是他心
里防线薄弱的时候袁他
希望有人能肯定他之前

的努力袁即使是失败了袁
也渴望得到哪怕一点小

小的认同遥
在他最失望无助的

时候袁 一定要反复的告
诉他袁 他之前做的事情
虽然没有收到预期的成

效袁 但是毕竟已经努力
过袁就是值得人尊重的袁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没

有人会走的顺顺当当遥
所以适时的去进行

鼓励性质的表扬袁 让你
的男人在低落的时候可

以依赖你袁 当这种依赖
成为惯性袁 他就真的再
也离不开你啦遥 任何对
手也钻不到空子袁 毁掉
你们的爱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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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瞬间 让男人感觉婚姻美好 婚姻里的魔鬼定律，已婚女人的情感江湖
魔鬼定律之一院丈夫

常常会像个孩子遥
再优秀的男人在婚

后仍然需要你的调教袁才
能从优秀的男人过渡成

为合格的丈夫遥 时间或许
比野八年抗战冶还要长袁其
中的智慧与耐心说难很

难袁难得很多对夫妻没熬
到火候就已经各奔东西曰
说容易很容易袁容易得转
眼就海阔天空恩义绵长遥
当然袁 要想成为一名好
野老师冶袁自己没点真本事
是不行的袁跟不上时代的
脉搏迟早会被 野学生冶炒
了鱿鱼遥

魔鬼定律之二院审美
疲劳是婚姻里的正常状

态遥 婚姻里的爱情不可能

永保新鲜袁不必要求你的
丈夫在数年或数十年以

后袁 还能对你激情满怀遥
一样东西看久了都会生

厌袁更何况我们还都有这
样那样的小毛病遥 婚姻里
的爱情应该像花瓶里的

那束干花袁 不再新鲜水
嫩袁却依旧骄傲地保持着
原先的风骨袁而且永远都
不会再腐败遥 审美疲劳本
身并不可怕袁可怕的是一
颗日渐麻木冷漠的心遥

魔鬼定律之三院忍耐
是有限度的遥
不要泛滥你的母爱袁

更不要把丈夫爱成了你

的儿子遥 把纵容当宽容袁
把忍耐当忍气吞声袁甚至
把爱到尊严沦丧当成是

爱的最高境界袁诸如此类
的傻事恋爱的时候干过

或许正常袁可结了婚后还
接着干袁 后果就会很严
重遥 你也会在痛苦的犹豫
不决里心伤不愈袁从此失
去对爱情和男人袁婚姻和
生活的所有信心遥 婚姻比
爱情更要具备原则性袁同
样神圣不可侵犯遥

魔鬼定律之四院不要
养成野黄脸婆冶的性格遥

贾宝玉曾经不解袁为
什么女儿家一嫁了人就

从野珍珠冶变成野鱼眼睛冶
了钥 其中理由除了某些丈
夫有眼无珠以外袁更多的
还是那颗野珍珠冶的自甘
堕落遥 不得不承认袁在一
些婚后的审美疲劳里袁也

免不了有的是被倒了胃

口的遥 会生活袁善持家袁少
抱怨袁多运动袁懂得把最
美丽温柔的一面留给丈

夫的女人袁不打袁天下也
都无敌手遥

魔鬼定律之五院能和
你结婚过日子的男人都

是基本上的好男人遥
既然你选择了嫁给

身边的这个男人袁你就应
该始终相信你爱的就是

这世间最好的袁而且这种
信念应该随着你们婚姻

的延续而越来越坚定遥 要
信任你的丈夫袁要给他更
自由广阔的天空袁爱是你
手中的线袁连着他身上的
衣遥 不要轻易打击他的自
尊袁你要自信成他的左膀

右臂袁一个真正能够顶天
立地的男子汉袁也值得我
们去崇拜遥

魔鬼定律之六院做好
随时转身的准备遥

我们没有办法要求

丈夫会一直爱我们袁并且
善待我们的婚姻袁正如我
们也有可能再爱上别人袁
或者中途放弃婚姻遥 婚姻
应该是实现自我价值的

地方袁而不是失去自我的
场所袁保持精神和经济上
独立的能力是婚前婚后

女人的必修课遥 实际上婚
后的女人更应该懂得这

种积极生存的法则袁拥有
跌倒了再爬起来的勇气遥
我们的年华总盛开袁任何
时候都不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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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Livedoor
新闻网根据对一些

已婚男性的采访袁为
我们盘点了让男性

感觉结了婚真好的 5
个瞬间遥

一位 27 岁的建
筑师表示野结婚后每
天都能吃到美味的

饭菜野遥
野我妻子每天都

在充分考虑营养搭

配之后为我做美味

的饭菜袁真的让我感
觉很幸福遥 冶这位男
士如是说遥 只有身体
健康才能好好工作袁
所以说健康的身体

是很重要的遥 如果能
让丈夫这么想袁妻子
为丈夫做饭才有了

意义遥
一位 30 岁从事

广告业的男士说野结
婚后妻子一直等待

晚归的他冶遥
野我打电话说你

先睡吧没关系袁但妻
子却一直没睡等我

回来袁 真是超级感
动遥 冶男士说遥即使两
人结婚了也一直等

到男方回来才睡袁正

是这样才抓住了男

性的心吧遥 丈夫打电
话来时袁妻子说野我
知道了野的话袁丈夫
也不会感到被对方

等待而产生的压力袁
这样才是更好的做

法吧遥
一位 31岁的营

业员表示野结婚后生
了超可爱的孩子冶遥

野两个人有个好
宝宝袁看着自己的孩
子每天都在成长的

样子袁觉得他可爱得
不得了遥 野

的确袁如果光和
妻子在一块的话就

像恋人生活的继续

一样袁但是一旦有了
孩子生活立刻就不

一样了遥 一想到孩子
不断成长心情就好

得不得了遥
一名 25

岁 的 讲 师

说院野结婚让
两个人同甘

共苦遥 冶
野两个

人能分担痛

苦袁 那么喜
悦就会加倍

我们两个一直相互

扶持遥 野这位男士说遥
正因为两人结婚了

才能相互扶持遥 对方
不管在快乐的时刻

或是痛苦的时刻都

陪伴在自己身边袁两
个人都是十分有勇

气的吧遥
一名 38 岁从事

销售的网友表示 袁
野结婚让父母放心冶遥

野父母一直为我
担心袁 结婚有了孩
子袁这样也算孝敬父
母了遥 野男士说遥可能
建立新家庭袁让父母
抱孙子和孝敬父母

有着密切的联系吧遥
读了以上这些

内容袁你是不是也想
成为让丈夫觉得结

婚真好的妻子呢?

如果你想得到一个

阳光自信尧 充满激情的
另一半袁与其苦心寻找袁
不如依靠自己亲手打

造遥 通过自己传输给他
正面能量袁 用语言尧表
情尧 肢体语言为他建立
自信袁激发他的潜能袁给
他爱的鼓励尧 尊重和支
持袁 培养一个积极自信
心中有爱的优质男遥

用充满意外的言语

来表扬他遥 如果外表看
起来是肌肉男袁 那么肯
定经常会被一些 野真强
壮啊冶野非常爷们儿冶等

赞美之词

包围 袁对
于他们来

说听到这

些词汇早

已经十分

麻木 袁没
有什么新

鲜感以及

满 足 感

了遥 如果你也用千篇一
律的词汇袁 相信很快你
就会被他淡忘袁 不可能
引起他的任何注意遥

对于这样的男人如

果称赞他 野没想到你也
有这么温柔的一面冶等
对立性的事物袁 对于他
来说这是一个新的体

验袁 很容易就会把目光
投向你遥 比如说一个外
表很柔弱的男生袁 柔弱
可能就是他的自卑所

在袁如果相处的过程中袁
做出了一些很果断的事

情袁 你要不失时机的来
表扬他 野其实也挺男人
的呀冶等等遥

得到女人这样的夸

奖袁 男人首先感觉到前
所未有的刺激以及自尊

心极大的满足遥 你在他
的脑海里就会留下深刻

的烙印遥
把他和他所崇拜的

人放在一起比较遥 如果
称赞男人像他所崇拜的

人袁 那么他应该美的连
鼻涕泡都会冒出来吧遥
比如说如果他所崇拜的

人是苹果的乔布斯袁你
就可以用以下的话来称

赞他遥
野对了袁我觉得你现

在的生活方式很像当年

奋斗时期的乔布斯遥 冶等
等袁 百分之百能掻到他
的痒处遥 自己所崇拜的
人袁 换种说法也就是自
己想变成的人遥 那个人

的生存方式就是自己的

范本袁 指导着自己的想
法行动遥 如果这样称赞袁
男人就会不断涌出自信

心与满足感袁 感到别人
认可了自己的努力袁不
停回味那种成就感遥

传达别人的赞扬之

词遥 男人很在乎周围人
的评价遥 如果听到周围
人的尊敬和信赖的话

语袁会非常高兴遥 通过赞
美之声自己的自信心也

会不断增强袁 从而使自
己变得更加精益求精遥
所以你如果听到周围人

对他的称赞袁 一定要如
数的告诉他袁 并不是说
让你夸大袁 男人是需要
经常鼓励的袁需要哄的遥
野大家都说你很帅冶野他
们听了你的事情袁 都觉
得你很厉害袁很能干冶等
等来自周围人的评价袁
对男人的成长促进有着

不可小觑的力量遥
在男人遇到失败的

时候也不要忘记称赞话

语遥 这个时候正是他心
里防线薄弱的时候袁他
希望有人能肯定他之前

的努力袁即使是失败了袁
也渴望得到哪怕一点小

小的认同遥
在他最失望无助的

时候袁 一定要反复的告
诉他袁 他之前做的事情
虽然没有收到预期的成

效袁 但是毕竟已经努力
过袁就是值得人尊重的袁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没

有人会走的顺顺当当遥
所以适时的去进行

鼓励性质的表扬袁 让你
的男人在低落的时候可

以依赖你袁 当这种依赖
成为惯性袁 他就真的再
也离不开你啦遥 任何对
手也钻不到空子袁 毁掉
你们的爱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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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瞬间 让男人感觉婚姻美好 婚姻里的魔鬼定律，已婚女人的情感江湖
魔鬼定律之一院丈夫

常常会像个孩子遥
再优秀的男人在婚

后仍然需要你的调教袁才
能从优秀的男人过渡成

为合格的丈夫遥 时间或许
比野八年抗战冶还要长袁其
中的智慧与耐心说难很

难袁难得很多对夫妻没熬
到火候就已经各奔东西曰
说容易很容易袁容易得转
眼就海阔天空恩义绵长遥
当然袁 要想成为一名好
野老师冶袁自己没点真本事
是不行的袁跟不上时代的
脉搏迟早会被 野学生冶炒
了鱿鱼遥

魔鬼定律之二院审美
疲劳是婚姻里的正常状

态遥 婚姻里的爱情不可能

永保新鲜袁不必要求你的
丈夫在数年或数十年以

后袁 还能对你激情满怀遥
一样东西看久了都会生

厌袁更何况我们还都有这
样那样的小毛病遥 婚姻里
的爱情应该像花瓶里的

那束干花袁 不再新鲜水
嫩袁却依旧骄傲地保持着
原先的风骨袁而且永远都
不会再腐败遥 审美疲劳本
身并不可怕袁可怕的是一
颗日渐麻木冷漠的心遥

魔鬼定律之三院忍耐
是有限度的遥
不要泛滥你的母爱袁

更不要把丈夫爱成了你

的儿子遥 把纵容当宽容袁
把忍耐当忍气吞声袁甚至
把爱到尊严沦丧当成是

爱的最高境界袁诸如此类
的傻事恋爱的时候干过

或许正常袁可结了婚后还
接着干袁 后果就会很严
重遥 你也会在痛苦的犹豫
不决里心伤不愈袁从此失
去对爱情和男人袁婚姻和
生活的所有信心遥 婚姻比
爱情更要具备原则性袁同
样神圣不可侵犯遥

魔鬼定律之四院不要
养成野黄脸婆冶的性格遥

贾宝玉曾经不解袁为
什么女儿家一嫁了人就

从野珍珠冶变成野鱼眼睛冶
了钥 其中理由除了某些丈
夫有眼无珠以外袁更多的
还是那颗野珍珠冶的自甘
堕落遥 不得不承认袁在一
些婚后的审美疲劳里袁也

免不了有的是被倒了胃

口的遥 会生活袁善持家袁少
抱怨袁多运动袁懂得把最
美丽温柔的一面留给丈

夫的女人袁不打袁天下也
都无敌手遥

魔鬼定律之五院能和
你结婚过日子的男人都

是基本上的好男人遥
既然你选择了嫁给

身边的这个男人袁你就应
该始终相信你爱的就是

这世间最好的袁而且这种
信念应该随着你们婚姻

的延续而越来越坚定遥 要
信任你的丈夫袁要给他更
自由广阔的天空袁爱是你
手中的线袁连着他身上的
衣遥 不要轻易打击他的自
尊袁你要自信成他的左膀

右臂袁一个真正能够顶天
立地的男子汉袁也值得我
们去崇拜遥

魔鬼定律之六院做好
随时转身的准备遥

我们没有办法要求

丈夫会一直爱我们袁并且
善待我们的婚姻袁正如我
们也有可能再爱上别人袁
或者中途放弃婚姻遥 婚姻
应该是实现自我价值的

地方袁而不是失去自我的
场所袁保持精神和经济上
独立的能力是婚前婚后

女人的必修课遥 实际上婚
后的女人更应该懂得这

种积极生存的法则袁拥有
跌倒了再爬起来的勇气遥
我们的年华总盛开袁任何
时候都不晚遥

四
种
特
殊
方
法
激
发
男
人
自
信

日 本 Livedoor
新闻网根据对一些

已婚男性的采访袁为
我们盘点了让男性

感觉结了婚真好的 5
个瞬间遥

一位 27 岁的建
筑师表示野结婚后每
天都能吃到美味的

饭菜野遥
野我妻子每天都

在充分考虑营养搭

配之后为我做美味

的饭菜袁真的让我感
觉很幸福遥 冶这位男
士如是说遥 只有身体
健康才能好好工作袁
所以说健康的身体

是很重要的遥 如果能
让丈夫这么想袁妻子
为丈夫做饭才有了

意义遥
一位 30 岁从事

广告业的男士说野结
婚后妻子一直等待

晚归的他冶遥
野我打电话说你

先睡吧没关系袁但妻
子却一直没睡等我

回来袁 真是超级感
动遥 冶男士说遥即使两
人结婚了也一直等

到男方回来才睡袁正

是这样才抓住了男

性的心吧遥 丈夫打电
话来时袁妻子说野我
知道了野的话袁丈夫
也不会感到被对方

等待而产生的压力袁
这样才是更好的做

法吧遥
一位 31岁的营

业员表示野结婚后生
了超可爱的孩子冶遥

野两个人有个好
宝宝袁看着自己的孩
子每天都在成长的

样子袁觉得他可爱得
不得了遥 野

的确袁如果光和
妻子在一块的话就

像恋人生活的继续

一样袁但是一旦有了
孩子生活立刻就不

一样了遥 一想到孩子
不断成长心情就好

得不得了遥
一名 25

岁 的 讲 师

说院野结婚让
两个人同甘

共苦遥 冶
野两个

人能分担痛

苦袁 那么喜
悦就会加倍

我们两个一直相互

扶持遥 野这位男士说遥
正因为两人结婚了

才能相互扶持遥 对方
不管在快乐的时刻

或是痛苦的时刻都

陪伴在自己身边袁两
个人都是十分有勇

气的吧遥
一名 38 岁从事

销售的网友表示 袁
野结婚让父母放心冶遥

野父母一直为我
担心袁 结婚有了孩
子袁这样也算孝敬父
母了遥 野男士说遥可能
建立新家庭袁让父母
抱孙子和孝敬父母

有着密切的联系吧遥
读了以上这些

内容袁你是不是也想
成为让丈夫觉得结

婚真好的妻子呢?

如果你想得到一个

阳光自信尧 充满激情的
另一半袁与其苦心寻找袁
不如依靠自己亲手打

造遥 通过自己传输给他
正面能量袁 用语言尧表
情尧 肢体语言为他建立
自信袁激发他的潜能袁给
他爱的鼓励尧 尊重和支
持袁 培养一个积极自信
心中有爱的优质男遥

用充满意外的言语

来表扬他遥 如果外表看
起来是肌肉男袁 那么肯
定经常会被一些 野真强
壮啊冶野非常爷们儿冶等

赞美之词

包围 袁对
于他们来

说听到这

些词汇早

已经十分

麻木 袁没
有什么新

鲜感以及

满 足 感

了遥 如果你也用千篇一
律的词汇袁 相信很快你
就会被他淡忘袁 不可能
引起他的任何注意遥

对于这样的男人如

果称赞他 野没想到你也
有这么温柔的一面冶等
对立性的事物袁 对于他
来说这是一个新的体

验袁 很容易就会把目光
投向你遥 比如说一个外
表很柔弱的男生袁 柔弱
可能就是他的自卑所

在袁如果相处的过程中袁
做出了一些很果断的事

情袁 你要不失时机的来
表扬他 野其实也挺男人
的呀冶等等遥

得到女人这样的夸

奖袁 男人首先感觉到前
所未有的刺激以及自尊

心极大的满足遥 你在他
的脑海里就会留下深刻

的烙印遥
把他和他所崇拜的

人放在一起比较遥 如果
称赞男人像他所崇拜的

人袁 那么他应该美的连
鼻涕泡都会冒出来吧遥
比如说如果他所崇拜的

人是苹果的乔布斯袁你
就可以用以下的话来称

赞他遥
野对了袁我觉得你现

在的生活方式很像当年

奋斗时期的乔布斯遥 冶等
等袁 百分之百能掻到他
的痒处遥 自己所崇拜的
人袁 换种说法也就是自
己想变成的人遥 那个人

的生存方式就是自己的

范本袁 指导着自己的想
法行动遥 如果这样称赞袁
男人就会不断涌出自信

心与满足感袁 感到别人
认可了自己的努力袁不
停回味那种成就感遥

传达别人的赞扬之

词遥 男人很在乎周围人
的评价遥 如果听到周围
人的尊敬和信赖的话

语袁会非常高兴遥 通过赞
美之声自己的自信心也

会不断增强袁 从而使自
己变得更加精益求精遥
所以你如果听到周围人

对他的称赞袁 一定要如
数的告诉他袁 并不是说
让你夸大袁 男人是需要
经常鼓励的袁需要哄的遥
野大家都说你很帅冶野他
们听了你的事情袁 都觉
得你很厉害袁很能干冶等
等来自周围人的评价袁
对男人的成长促进有着

不可小觑的力量遥
在男人遇到失败的

时候也不要忘记称赞话

语遥 这个时候正是他心
里防线薄弱的时候袁他
希望有人能肯定他之前

的努力袁即使是失败了袁
也渴望得到哪怕一点小

小的认同遥
在他最失望无助的

时候袁 一定要反复的告
诉他袁 他之前做的事情
虽然没有收到预期的成

效袁 但是毕竟已经努力
过袁就是值得人尊重的袁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没

有人会走的顺顺当当遥
所以适时的去进行

鼓励性质的表扬袁 让你
的男人在低落的时候可

以依赖你袁 当这种依赖
成为惯性袁 他就真的再
也离不开你啦遥 任何对
手也钻不到空子袁 毁掉
你们的爱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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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指责的广西玉林夏至荔枝狗肉节近日再起波

澜袁赵薇尧杨幂尧陈坤等众多明星在微博上发文讨
伐袁记者就此事联系玉林市官方袁但三天后仍未获
回应遥

近日袁杨幂尧赵薇尧陈坤等影视明星在新浪微博
中发文袁 呼吁民众抵制广西玉林荔枝夏至狗肉节遥
杨幂有关抵制玉林荔枝夏至狗肉节的微博袁已引发
超 20万次转发和评论遥 杨幂在微博中称袁野狗对人
的忠诚超越了我的想象袁我把狗作为朋友袁我不食
狗肉袁我反对以狗肉为食遥 为此袁我反对广西玉林夏
至荔枝狗肉节浴 冶

对于明星在微博上抵制狗肉节袁当地民众有不
同态度遥 在广西新闻网红豆社区的玉林论坛上袁网
友野小里亜美冶认为袁野玉林夏季暑气难熬袁湿气严
重袁所以古人吃狗肉以避暑气遥 玉林民间有耶吃了夏
至狗袁西风绕道走爷等说法袁夏至食狗肉能抵抗疾患
入侵袁是家乡的风俗冶遥
而玉林市官方至今保持沉默遥 5月 5日袁记者就

明星讨伐狗肉节一事致电玉林市市长热线袁工作人
员表示院野对于今年的狗肉节袁目前玉林市政府没有
相关回应遥 冶

随后记者拨打了玉林市政府办电话袁工作人员
告知此事需联系新闻办遥 记者联系新闻办后袁工作
人员要求先传真采访函再给予回复遥 当天下午袁记
者将正式的采访公函传真至玉林市委宣传部袁并短
信告知该部新闻科一王姓科长袁其称采访函已上报
有关领导袁 玉林市官方有回应后将尽快通知记者遥
但截至 5月 7日袁记者仍未接到玉林市政府关于此
事的回应遥

广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可达在接受

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院野玉林当地有吃狗肉的习俗
与当地的气候特点和传统饮食习惯有关遥 对玉林狗
肉节的抵制袁实际是地方民俗与动物保护之间的矛
盾遥 冶他表示袁吃狗肉是否当禁反映当今社会人们价

值观的多元化袁 对于多年形成的民间饮食习俗袁应
予慎重对待曰有人宣扬不吃狗肉也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现代人的人文关怀袁这种文化冲突亦体现了社
会的多元与进步遥 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应积极引
导民众理性对待地方民俗

野我脑海中又出现了另一幅图景院尼采离开他
在都灵的旅馆袁看见一个车夫正在鞭打一匹马遥 尼
采跑上前去袁当着车夫的面袁一把抱住了马头放声
大哭起来遥 冶这是米兰窑昆德拉叶不能承受的生命之
轻曳里的文字袁作家云也退在他的文章叶玉林的狗袁
都灵的马曳里面引用了这句话袁他希望能够借着哲
学家尼采的悲壮来表达自己对动物的悲悯袁以及对
伤害动物者的控诉遥 不可否认袁这种表达很有力量遥

著名的玉林狗肉节又开幕了袁但相比于去年舆
论的火爆袁今年似乎安静了不少遥 以前这几年袁救狗
与贩狗两种行为始终存在冲突袁拦车救狗的事件时
有发生袁而去年的玉林狗肉节则让这种观念冲突集
中爆发出来遥 不过今年双方都改变了策略袁为避免
刺激爱狗人士袁当街杀狗已经不被允许袁甚至野脆皮
狗肉冶的招牌不少都已经换了下来遥 而动保人士从
最初的砸狗场尧高速路拦车转变为花钱赎买尧作底
层访谈尧参加研讨会等袁他们都在寻求一种能够双
方接受的方式遥 说实话袁双方还远没到接受对方观
念的地步遥 昨天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一个条幅院野大家
都是爱狗人士袁你们爱生的袁我们爱熟的遥 冶这条幅
看上去表达着寻求和解的讯息袁 但还是暗藏挑衅遥
不过袁双方正在部分地承认对方的诉求袁比如当街
杀狗是一种冒犯袁比如拦车抢狗是一种侵权袁而这
些行为只能制造冲突和对立遥
玉林狗肉节从去年到今年的这种变化袁其背后

体现了观念演变的某种规律遥 用学者辉格的话来
说院野当一种传统深植于文化袁 渗入生活的方方面
面袁身处其中的人们反倒容易对它视而不见袁即便
有所认识也会视为理所当然袁因而觉得不值得加以
谈论曰只有当视野之内发生了截然不同并与之相悖
的事情时袁人们才像获得了一面镜子那样袁首次有
机会看清自己一直在实践着的传统遥 冶

无论我们对于狗肉节这个野习俗冶持怎样的观
点袁我们都应该对人们围绕这件事发生的转变感到
欣喜袁从冲突到妥协袁从激进到务实袁这背后实际上
正是文明的生长遥 如果在没有强迫的情况下袁人们
接受了这个观念袁 那这个观念就成为了新的传统遥
用云也退的话来说院尽管世上还存在着玉林狗肉节
这种野习俗冶袁尼采的时代毕竟已一去不返遥

与其野攻克冶玉林袁不如缓慢抬升文明的底线遥
当残忍遗弃尧 虐杀犬只的事情有解决之望了之后袁
我们或许才有资格对吃狗肉这事儿谈谈遥
有些新闻袁已经成了每年定时尧定期发生的保

留节目袁比如关于玉林的狗肉之争遥 年年的结果都
很相似要要要爱狗人士们气愤而来袁悲壮而归遥 一场
场 野攻防战冶袁 从食狗的历史直吵到老外的饮食禁
忌袁再吵到狂犬病卫生常识袁却无甚作用遥

没有多少共识袁没有多大改变袁该骂骂尧该吃
吃后袁疲惫的正反双方都偃旗息鼓袁鼓着怒气袁再待
来年遥 透过网页袁我能感受到许多爱狗者深深的无
力院他们花多大力气进攻袁就总是激起多大反抗遥 每
当有一个人声泪俱下地赞同他们袁就总会冒出另一
个人来不以为然地揶揄他们遥
为什么钥
一尧可以理解袁对于爱狗人士来说袁玉林无法忽

视袁那里太触目惊心袁它必须被攻克遥
那里发生着成批的屠宰袁那里有许多犬只哀求的眼
神遥 它们让我们联想到身边欢蹦乱跳的宠物袁在每
个清早和傍晚陪我们散步袁慰藉我们的孤独遥 我们
本可以不吃它们遥 在肉食的品种上袁我们本有其它
许多选择袁我们本可以从别处获得相同的营养遥
二尧在此袁先花一些闲笔袁讲一个似乎不相关的

故事院在同样位于西南的重庆大足区袁警方曾接到
过这样一起警情院当地一条小河边发现一具已腐烂
的遗体袁还有一条狗在旁昼夜疯狂嚎叫遥 事发地非
常偏僻袁方圆数里都少有人经过遥 很惊悚的一幕袁不
是吗钥 猛一看还以为是一起凶杀案遥 然而大足警方
了解到的真相令人扼腕院那具遗体是一条死去的小
狗袁而在旁不停嚎叫的是它的母亲遥 小狗出生后无
人领养袁被主人蓄意丢弃到这一偏僻的小河旁遥 母
狗一路寻找孩子袁凭着嗅觉灵敏袁它终于找到了袁却
又不小心把脖圈缠到旁边一株小树上袁始终无法挣
脱遥 在整整 70多个小时里袁 它眼睁睁看着孩子挣
扎尧喘息尧死去尧腐烂遥 如果不是民警赶到袁它同时还
将等待着自己的死亡遥 最后民警将母狗放生遥 比起
玉林的狗肉盛宴袁这事很小袁因此而死亡的狗也少
得多袁却让人感到很沉痛遥
我更想强调的是袁处心积虑地到偏僻之地遗弃

一只小狗袁这无关利益袁无关风俗袁只关乎主人的底
线意识遥 这才是我们更要改变的东西遥 当类似的遗
弃还在每天发生袁吃狗肉这事就谈不拢遥
三尧有一种东西袁叫做底线遥 什么是底线钥 就是

人们的道德和良知所能接受的最下限袁就是当务之

急最先应解决的事情遥 做到了底线袁并不一定就代
表美好曰但底线是不能触碰的袁它一旦被突破袁我们
就会感到锥心的疼痛遥 尽管这么说很不讨喜袁但我
仍觉得在当下的情景中袁野全民不吃狗肉冶 不是底
线袁只是我们的一个希望遥 相比之下袁不遗弃尧不虐
杀才是底线遥

野寻找底线冶袁这是一个技术活遥 被错误认定的
底线袁会让我们落入逻辑怪圈袁永远陷入无休止的
互撕之中遥 例如一些人念兹在兹的野不吃宠物狗冶袁
就不是真正的底线要要要你要求别人不吃宠物狗袁将
永远有人会反唇相讥院金毛尧拉布拉多就不能吃袁那
么田园犬就不妨烹而食之钥 乖萌的狗不能吃袁那么
丑陋的狗就不妨大吃特吃钥
据媒体报道袁 我国每年食用狗达 1000万只袁大

量被食用的狗只来源不明袁它们极大可能是来自被
盗抢尧毒杀的家养动物或者流浪动物遥
事实上袁我们目前应该守护的底线是院食者不虐杀袁
养者不遗弃遥 实现了这一点袁当然仍然是不够好的袁
仍然不是我们期望中最完美的状态曰但它却是我们
最应该力保的尧也最有可能实现的第一个目标遥

是的袁这些事袁目标不显著袁蕴含的感情不激
烈袁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能感动遥 但是它们有一个
特点院意义很大袁阻力较小袁对他人坚固的野合法利
益冶野饮食习惯冶野衣食饭碗冶不伤筋动骨袁却能不断
影响和改善人们的观念袁更重要的是袁它能为最广
泛的普罗大众所共同接受袁能帮助我们不断获得中
立群体尧甚至是一部分食狗者尧屠狗者的支持遥 我曾
打过一个比方院移风易俗这种事袁就像朝山巅推动
巨石袁它很难迅速实现尧很容易出现误伤袁然而只要
我们坚定去做袁每一寸的移动都有意义遥 一旦盲目
求快袁反而可能砸到我们自己遥

与其野攻克冶玉林袁不如缓慢抬升文明的底线遥
当残忍遗弃尧 虐杀犬只的事情有解决之望了之后袁
我们或许才有资格对吃狗肉这事儿谈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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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e in Guangdong are on top security alert
against possible terrorist attacks, two
independent sources close to the police say.
The increase in security comes amid ethnic
tensions in Xinjiang, which have spilled over into
violent attacks in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in the
past few years, and a warning from a prominent
counterterrorism expert that the growing number
of Uygurs moving to the Middle East for training
by terrorist groups poses a "very significant
threat" to China.
Exiled Uygurs and human rights groups have
complained of repressive government policies on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Xinjiang, as well as eco-

nomic marginalisation by the country's dominant
Han ethnicity.
But Beijing accuses Uygur separatists of terror-
ism that has left hundreds of people dead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Earlier this year, a leaked police document re-
vealed that human smugglers were helping
Uygurs flee the mainland via coastal Guang-
dong, indicating that the province had overtaken
the mountainous and tightly guarded western
frontier as the preferred route out of China.
The sources said Guangdong's heightened secu-
rity level was prompted by a tip-off of a possible

terror attack.
One source said the province had been on the
higher security footing at least since early this
week, while the other said it was expected to re-
main in place over the weekend. Guangdong has
become a springboard for Uygurs heading for the
Middle East via Southeast Asia, including Malay-
sia, Indonesia and Thailand.
About 600 Uygurs from Xinjiang had moved to
Syria and Iraq, according to Rohan Gunaratna,
head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olitical Vio-
lence and Terrorism Research at Nanyang Tech-
nological University.
Gunaratna said Uygurs who moved to the con-

flict zones of Syria, Iraq,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posed a higher risk to
China because they had joined either
al-Qaeda or the Islamic State, the noto-
rious Sunni Islamist militant group that
burst onto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last
year when it seized large swathes of
territory in Syria and Iraq.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 faced a sustained
threat from the Turkistan Islamic Party
trained by al-Qaeda. In the future, Chi-
na will face a threat from al-Qaeda and

IS, primarily by the Uygurs trained by these two
groups," he said.
He called for Beijing to take a two-fold approach
to deal with its ethnic conflict: developing better
intelligence, and stronger friendship and partner-
ship with the leaders of the Uygur community.
"A mere law-and-enforcement and intelli-
gence-level response will not help to reduce the
threat to China. It must go beyond this and en-
gage the [Uygur] community," he sai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has again focused on Chi-
na's treatment of its ethnic minorities after Thai-
land announced on Thursday that about 100

Uygurs detained in the country since
last year had been deported to China,
igniting angry protests in Turkey out-
side the Thai embassy and consulate,
which were forced to close yesterday.
Citing China's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
ty, Global Times - a tabloid newspaper
affiliated with Communist Party mouth-
piece People's Daily - accused Turkey
of interfering in China's crackdown on il-
legal immigration.
"According to [human smugglers'] con-
fessions, Turkish embassies, consul-
ates general and related agencies in
Southeast Asia … knowingly pro-
cessed proof of citizenship and issued
passports and travel documents to Chi-
nese people from Xinjiang," the report
said.
"They even falsely claimed these
Uygurs were their citizens and openly
rescued and took them away."
Some 170 Uygurs detained in Thailand
were sent to Turkey in late June, after
Thai authorities verified their nationality

as Turkish, reports said. (Courtesy www.scmp.
com/news)
The Turkish embassy in Beijing said it could not
immediately comment on the report.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Gunaratna agreed that Turkey played a role in
the movement of Uygurs, saying the Turkish em-
bassy in Kuala Lumpur gave passports to a few
hundred Uygurs, many of whom had settled in
Turkey.
Dilxat Rexit, a spokesman for the Germa-
ny-based World Uygur Congress, said the Global

Times report distorted the facts and reasons
prompting Uygurs to flee Xinjiang.
"I admit that a few Uygurs might take part in ter-
rorist attacks, but they can't represent all Uygurs;
there are many zealots from many countries go-
ing to join terrorists," he said.
"Beijing is trying to distort the fact that many
Uygurs have decided to flee Xinjiang because
they can't stand the systematic oppression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e said there were signs that the repatriated
Uygurs would face serious charges in order to
satisfy Beijing's political needs.

Lindy Li

Guangdong On Top Terror Alert As Growing Number
Of Uygurs Move To Middle East For Training

Lindy Li, 24, a southwestern Sichuan native who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t six, has launched a
campaign for the Democratic nomination to repre-
sent Pennsylvania's 7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Li moved to Britain after leaving her hometown of
Sichuan province at an early age of three, and
then emigrated to the Pennsylvanian town of Mal-
vern when she was six.
She graduated from Princeton University three
years ago and worked with Merck & Co and Mor-
gan Stanley before quitting as a wealth manager
to focus on the campaign.
Li can spea fluent Mandarin and worked very hard
as an ethnic Chinese, hoping not to be looked
down upon by Westerners. She was admitted into
Princeton with a full scholarship in 2008 and
served as the Class Council president during her
time at the University, the only woman to be elect-
ed to serve four consecutive years as a class pres-
ident.
Li told the Princeton's web portal that the experi-
ence she gained during her time as Class Presi-
dent has helped her to prepare for her candidacy.
Li, who currently lives in Radnor, Pennsylvania,
will face La Salle University's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and 2014 nominee Mary Ellen
Balchunis in the Democratic primary. If she wins,

she would be expected to run against the
Republican favorite, incumbent Senator Patrick
Meehan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The 7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comprising parts
of the Philadelphia suburbs, spanning Delaware,
Montgomery, Chester, Berks, and Lancaster
counties, is typically competitive and has been
given an exactly "even"
rating by the Cook
Partisan Voting Index.
If Li prevails, she will
be the youngest
serving member of
Congress as she turns
25 in December, and
the only women to
represent Pennsylvania.
Li was fully aware that
her age could be a potential political problem, but
was "ready to unleash the power of her genera-
tion," said the young path breaker. "There is going
to be a lot of skepticism because of my age but
patriotism, love of country, has no age." She was
quoted by the university's web portal.
In an open letter published on her campaign web-
site, Li promises to be the voice of "the women,
the young people, and forgottens of our great com-
monwealth." Her platform includes many of the is-
sues important to millennial voters, such as col-
lege affordability, climate change, women's rights,
and campaign finance reform.
Li has already received endorsement and support
from Democrats politicians, including former
vice-president Albert Gore, and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Albright, since she announced
the bid.
(Courtesy china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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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jiang officially became part of Communist China
in 1949.

Demonstrators shout slogans as they attend a protest in front of the Thai Embassy in
Ankara, Turkey, last week. Thailand confirmed it had forcibly returned nearly 100 Uighur

migrants to China, heightening tensions between Ankara and Beijing over the treatment of
the Turkic-speaking and largely Muslim minority. Turkish protesters attacked the Thai
honorary consulate in Istanbul overnight in protest over Bangkok's expulsion of the
Uighurs, smashing windows and ransacking parts of the building. (Reuters/Photo)

China's predominantly Muslim Xinjiang province has
long been riven by ethnic tension and unrest [AFP]

Lindy Li speaks during a campaign event in
this screenshot from a CCTV.

Location Of Urumqi In China's Xinjiang Province
Where There Have Been Violent Uygur Protests

Guangdong Police Ramp Up Security As Intelligence Reports
Show More Uygurs Leave Xinjiang For Conflict Zones In Middle East

24-Year-Old Ethnic Chinese
Woman Running For US Congress

澳大利亚一名男子种出巨大胡萝卜 长达 27厘米
据外媒报道袁自家菜地种出蔬菜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袁更别提

种出巨大个的蔬菜了遥 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名男子丹尼尔窑博莱特从自
家花园菜地拔出一个 27厘米长的胡萝卜时袁大吃一惊袁这根萝卜堪比
一整包切片面包的长度遥

据报道袁博莱特表示袁这根巨大的胡萝卜对他来说是个意外袁因为
他的狗经常去菜地里刨土尧搞破坏遥

此外袁博莱特指出袁他是 6个月前才开始种植胡萝卜的袁当他发现
这根野幸存冶的胡萝卜时高兴坏了遥

据悉袁目前世界上最长胡萝卜是由一名英国人以 5.84米的纪录保
持的遥

报道称袁虽然博莱特种植的巨大胡萝卜比起世界纪录来说还很遥
远袁但他还是舍不得将胡萝卜这么快就吃掉袁他打算留着这根胡萝卜做汤喝遥

澳州男子种出巨大胡萝卜 长达 27厘米

中新网 7月 1日电 野滚钉板冶在古代时是一种酷刑袁要求人躺在钉满尖锐铁钉的木
板上袁使受刑者痛苦不堪遥后来有民间艺人将其发展成一门类似于杂技的绝活遥不过袁你
听说过有猫咪滚钉板毫不畏惧,还能酣睡蹭脸尧泰然自若的吗钥

据报道袁近日有日本网友在社交网络上上传了一组图片袁图中一种黑白相间的猫咪
悠然自在地野躺冶在一片防护钉板的上面袁不过仔细一看袁这只小家伙似乎也没把整个身
体放在钉子上袁而是在中间的空隙间找到一处舒服的所在遥

虽然如此袁猫咪还是不断施展出野高难度冶动作袁比如不时用毛茸茸的面颊蹭钉子尖
儿袁闭着眼睛看似十
分享受袁而均匀地受
压使得钉子又不至于

刺穿它的皮肤遥 眼前
的一幕把刚好路过的

这名日本网友都惊得

目瞪口呆遥
有网友笑称袁这

让人想起了一些古时

的修行者在冥想时躺

在钉板上的情景袁而
这只猫咪看似也在思

考自己的野猫生冶曰还
有一些网友称袁猫咪
只是意识到这些尖锐

的金属屏障是它维护

自己和平安宁的最好

屏障袁不过这种扭曲的野舒适感冶还是常人很难体会的遥

淡定猫滚钉板无惧
酣睡蹭脸泰然自若

中新网 6月 30日电 据日媒报道袁近
日袁日本大分市郊区民众惊奇地发现袁一
只疑似被利箭射穿身体的白鹭不时在当

地上空盘旋遥 虽身受重伤袁但这只鸟却并
未表现出衰弱的模样袁 其时而在空中翱
翔袁时而与同伴在田间悠闲踱步袁令人称
奇遥

据报道袁 这只白鹭是在大分市周边
一处田地的上空被发现的遥 当地相关部
门工作人员在本月 29日经调查后认定袁
这只白鹭体长约在 30 至 40 厘米左右遥
早在 25日晚上袁就有民众陆续向该部门
反映袁称看到过这一情况遥

为对这只白鹭进行治疗袁 当地动物
保护部门几次尝试用网将其捕获袁 但都
由于鸟儿行动敏捷迅速而未能成功遥 目
前这只受伤的白鹭仍能活动自如袁 工作
人员正在寻找其他方式对其进行救助遥

此外袁 当地警方初步认为是有人故
意用弓箭伤害的这只鸟儿袁 现正以违反
日本动物保护相关法规为由对事件进行

详细调查遥

鸟坚强：白鹭遭箭射穿仍飞行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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