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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y Creek Ranch Plaza 商鋪獨家招租商鋪獨家招租 Pre-Leasing

位置佳﹕
Walmart Neighborhood Shadow,
小學對面﹐5 Mins to 99號公路
商鋪招租面積28,750 平呎,
2000平呎獨棟 Built to Suit

租金$32.00/平呎/年, NNN: $8.57/平呎/年
誠招﹕超市﹐學校﹐醫生﹐會計﹐餐廳

王王 迪迪
DavidDavid WangWang
專業商業專業商業地產經紀地產經紀

電話﹕+1 346 204 0267
微信﹕weixindavidw
電郵﹕dwang004@gmail.com

2016年動工 高消費區﹑車流量大
專業商業地產經紀

工廠﹑庫房
商場買賣﹑招租﹑管理

商鋪買賣﹑簽約
餐飲生意買賣

僑 社 人 物僑 社 人 物

羅茜莉羅茜莉 女士女士
20162016世華工商婦女協會美南分會會長世華工商婦女協會美南分會會長
宏武協會共同會長宏武協會共同會長
20152015台大校友會會長台大校友會會長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BB11

天后廟熱烈慶祝觀音菩薩暨九天玄女娘娘寶旦

江鎮江鎮煖煖副理事長副理事長、、雲偉嘉監事長親率信眾向呂祖先師上香敬拜雲偉嘉監事長親率信眾向呂祖先師上香敬拜 江鎮江鎮煖煖副理事長副理事長、、雲偉嘉監事長分送壽桃給與會人士雲偉嘉監事長分送壽桃給與會人士

江鎮江鎮煖煖副理事長親率信眾向觀世音菩薩上香敬拜副理事長親率信眾向觀世音菩薩上香敬拜
馬小卿堂主及江鎮馬小卿堂主及江鎮煖煖副理事長訴求聖恩庇佑副理事長訴求聖恩庇佑，，世界和平世界和平，，國國

泰民安泰民安，，風調雨順風調雨順，，四海昇平四海昇平 西曆西曆20162016年３月年３月2727日天后廟熱烈慶祝九天玄女娘娘寶旦日天后廟熱烈慶祝九天玄女娘娘寶旦

江鎮江鎮煖煖副理事長及其家母歡迎信眾及大德一起上天后廟敬香禮拜觀音副理事長及其家母歡迎信眾及大德一起上天后廟敬香禮拜觀音

菩薩暨九天玄女娘娘寶旦菩薩暨九天玄女娘娘寶旦

馬小卿堂主親率全體經生一起禮拜千手千眼大悲寶懺拜願馬小卿堂主親率全體經生一起禮拜千手千眼大悲寶懺拜願

祝福誠誦佛家祝儀觀音經祝福誠誦佛家祝儀觀音經

農曆丙申年農曆丙申年22月月1919日為觀世音菩薩寶旦日為觀世音菩薩寶旦、、慶賀大典上拜願祝福慶賀大典上拜願祝福

誠誦佛家祝儀觀音經誠誦佛家祝儀觀音經，，祈求聖恩庇佑祈求聖恩庇佑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育才學校學生連創佳績！
育才學校學生Leopold Guo在一月份的杜克大

學的七年級SAT考試中， 取得了滿分800分的好成
績。

Leopold 2015 年開始在育才學校補習數學，通
過補習，他的數學能力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育
才學校根據他自身的數學基礎，制定了比較詳細的
學習計劃，有針對性的對他進行輔導和練習。在打
牢堅實的基礎知識的前提下，更注重能力的培養，
精選例題和練習題，才使得他取得了這麼好的成績
。家長在得到結果的第一時間就打電話告訴了育才
學校的張老師，激動之情溢於言表，非常感謝育才
學校的補習和指導。並把五年級的女兒也送到育才
學校來補習。家長直接就告訴張老師，孩子就交給
你們了，我們放心，你們給輔導吧！這就是家長對
育才學校的最大的贊美和信任！

七年級的杜克大學SAT的考試，能 打滿分的
一個州每年也就三，四十人。能取得這麼好的成績
是學生，老師，家長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們育才學
校也為Leopold 感到驕傲！

育才學校十年級學生Bill Jiang 在 PSAT 的
考試中，取得了滿分800 分的好成績。

Bill 是 2015年暑假開始在育才學校補習，
通過一個假期的補習，數學成績和能力都有了
很大的提高。整個假期，他都在育才補習，九
年級的他一個假期選學了，Algebra II,Precalcu-
lus 兩門數學課，認真完成老師留給的主要作
業，並對做錯了的習題重新再做一遍，從而使
自己的數學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才能在
ＰＳＡＴ的考試中 取得這麼好的成績。

育才學校五年級學生Aliana Wang 在二月
份的美國初中入學考試中，取得非常好的成績
，被休斯敦最好的私立學校---ST. JOHN 入取
。

Aliana Wang 是2015年秋天來育才學校補

習的，通過育才學校有針對性的輔導和練習，她的
數學成績和能力有了明顯的進步和提高，在二月份
的入學考試中，各科都取得90分以上的好成績！家
長在得到好消息的第一時間就電話通知了育才學校
。

古語說的好： 名師出高徒！育才學校的張偉民
老師是大連理工大學附屬高中的高級教師，2002年
被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 HISD
從中國招聘， 直接來美國高中教高中數學，這在中
美兩國的高中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張老師使用
中美兩國的教學方法，使用育才學校自己編制的教
材，特別是 Word Problem Solving --- 數學應用問
題，能夠在短期內提高學生的成績，提高學生的數
學能力，這已經在很多的學生中得到了驗證，受到
家長和學生的好評。

聯繫電話：713-259-1565
Address：9730 Town Park Dr. Houston , Tx

77036 （華夏中文學校隔壁，舞會building）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梅子報導黃梅子報導

主持人鄧潤京主持人鄧潤京((左一左一))、、大華酒家老闆小平大華酒家老闆小平((左二左二))和美南新聞董事長和美南新聞董事長
李蔚華李蔚華((右二右二))合影合影。。((黃梅子提供黃梅子提供))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頻道15.3熱
門美食廚藝節目 「美食美客」 5日錄製第12集，節目由大華
酒家負責人小平展現精湛廚藝，現場製作 「湖南臘肉」 和
「小炒黃牛肉」 道地湖南菜，也帶來湖南酸辣米粉供賓客品

嘗，精彩內容，全在
下周一晚間7點半到8
點半播出，敬請準時
收看。
湘菜，也稱湖南菜

，是中國八大菜系之
一，刀工講究，調味
細緻，尤以酸辣和土
製臘味著稱，流傳幾
年依然讓老饕百吃不
厭，美味常掛在嘴邊
。
為讓觀眾回味家鄉

味，本集特別邀請原
中國城川香樓負責人
，現為大華酒家老闆
小平示範華人老饕獨
愛的湖南美食，在美
食美客主持人鄧潤京

協助講解下，兩道特色招牌湘菜
，湖南臘肉和小炒黃牛肉完整呈
現，讓人感受湘菜魅力。

小平首先示範湖南臘肉，做
法簡單，主要就是將臘肉切薄片
，熱鍋放少許油，將蔥蒜等調料
與臘肉一起翻炒至微彎，再快炒
調味後即可起鍋。但臘肉真正好
吃的秘訣就在於正確醃製臘肉。

小平說，醃製時間長，非常
費功，五花肉買回來到成品需花
10天。將五花肉買回來切成條，
用鹽和白酒調製，放在冰箱裡冰
三至四天，讓鹽水都勻稱了，再
放回冰香擱置一至兩天。接著把
肉拿出來晾乾，用鉤子掛起來將
鹽水滴乾，可用溫水沖一沖，掛一至兩天肉已乾的差不多，
進入燻肉部分，一煙燻完的肉，味道太重，不能馬上吃，要
讓肉吹一吹通風，在外頭晾上一天，就可食用了。

另一道小炒黃牛肉的特色是牛肉鮮嫩，帶點酸辣味很開
胃。牛肉搭配綠色芹菜和紅色泡椒，色香味俱全，非常夠味
，具湖南地方特色。

該集錄製時剛好是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的商業交流午

宴，小平與鄧潤京展示料理成品，讓現場賓客讚不絕口，湖
南菜完全擄獲賓客的心。

大華酒家提供正宗湘菜，小平具有多年經營餐館和烹飪
經驗，服務也相當親切，餐館營業七天，從上午11點至晚上
9點半，提供外送服務。地址14508 Memorial Dr. Houston,
TX 77079，電話281-496-1998、281-496-6668。

(休士頓/黃相慈報導) 美南國際貿易中
心(ITC)5日舉辦大型Kickoff Party，以商業
聯誼午宴形式，邀請數十位各行各業商務
人士與僑界領袖參與，建立中美商業合作
交流平台。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活動上
宣布ITC精英俱樂部投資項目計畫全面啟
動，現場也分別與 eHRI 和 Energy Re-
sources Tools & Services公司簽署商業合
約。

午宴吸引眾多政商名流齊聚一堂，休
士頓大學教授Gary Randazzo、曾任休士頓
臨時市長的 Ed Gonzalez、 Energy Re-
sources Tools & Services 代 表 Jerry
Griffith 與前哈瑞斯縣警長賈西亞(Adrian
Garcia)等賓客和僑界人士都熱情參與。

李蔚華致詞介紹美南國際貿易中心營
運宗旨和方向，他說，ITC提供許多商務合
作機會，吸引許多不同族裔各類商會進駐
，是一個很好的平台讓各專業領域人士對
接合作。他也表示，ITC 100精英俱樂部提

供休士頓當地雙向商務發展機會，拓展國
際貿易業務與建立海外關係網，能促進休
士頓當地的商業發展，歡迎有興趣的投資
者一起加入陣容。

李蔚華大力宣傳重點節目 「美食美客
」 ，邀請大家每周二中午一起觀賞廚藝節
目，除品嘗各國美食，了解休士頓在地的
餐館外，大家也可以一起談談生意，促進
經濟發展。

Ed Gonzalez也說，商務發展是需要各
界團結合作，休士頓經濟、能源、運輸、
醫藥科技、教育等，市府也能提供許多資
源，希望讓休士頓發展越來越好。其他嘉
賓也輪流上台發言。

活動上舉行簽約儀式，李蔚華分別與
eHRI 代表 Gary Randazzo 和 Energy Re-
sources Tools & Services 代 表 Jerry
Griffith簽署商業合約，象徵合作正式開始
，現場掌聲不斷。

小平小平((右右))與前哈瑞斯線警局局長賈西與前哈瑞斯線警局局長賈西
亞亞((左左))合影合影。。 ((黃梅子提供黃梅子提供))

ITC精英100投資項目全面啟動 政商名流齊聚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宣布精英計劃細節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宣布精英計劃細節。。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HRIeHRI代表代表Gary Randazzo(Gary Randazzo(左起左起))、、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
Energy Resources Tools & ServicesEnergy Resources Tools & Services 代表代表 Jerry GriffithJerry Griffith 和和 EdEd
GonzalezGonzalez在簽約儀式上合影在簽約儀式上合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美食美客大華酒家美食美客大華酒家 湖南地方特色菜湖南地方特色菜

湖南臘肉湖南臘肉((上上))和小炒黃牛和小炒黃牛
肉肉((下下))。。((記者黃相慈／記者黃相慈／
攝影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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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e Smile Dental
微
微
微 笑

笑
笑 牙

牙
牙 科

科
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拔牙，補牙，
根管治療，牙齒美容及兒童牙科，
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declares an "eas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ension in the wake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meeting with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Nuclear Security Summit.

According to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as first 
reported in China Daily, the talk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that lasted one and a half hour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heightened tensions related to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Meeting

The internationally monitored meeting between Obama 
and Xi finally occurred on Thursday, March 31, while 
the two leaders attended this year's NSS.

The meeting was an unrelated activity with the event, 
but it became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the summit 
especially after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revealed the 
gist of what the two most powerful men on the planet 
talked about.

"The Americans have said that they will not take 
sid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so it should not 
be a problem for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Wang 
declared, adding that China is confident that even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want to retain 
the warm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ir countries.

During the meeting, the two leaders discussed economic 
policies, nuclear security cooperation related to North 
Korea, and certain maritime issues that involve some of 
China's disputed territories.

According to China Daily, the Chines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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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Shake 
Hands, After A Private Discussion On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cknowledged the U.S.'s different view on the matter of 
their territories and admitted that it is important for all 
sides to participate in a dialogue to resolve the dilemma 
peacefully.

Disputed Territory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the 
South China Sea serves as passage for over $5 billion 
worth of trade with a bonus of vast undersea resources.

Taking this into consideration,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China--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countries--would 
declare "exclusion zone" as it navigates privileges it can 
claim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However, many other Asian countries including Brunei, 
Malaysia, Taiwan,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have 
placed claims o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region that 
it sparked a long-running dispute on who holds the 
territorial power over the contested areas.

While China appears to be outnumbered,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country i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smaller 
nations claiming territor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cause of this, the U.S. government seemed to have 
tak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rvening, something 
which China is not happy about.

In fact, Chinese President Xi warned Obama not to do 
anything rash in the guise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ahead of their meeting during the NSS. (Courtesy http://
en.yibada.com/articles)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pay homage to their ancestors and the 
found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n Tomb-Sweeping Day.[Photo/Xinhua] 

Ancestors For Annual Tomb-Sweeping Day

Chartered train service began for the first time between 
Xi'an, capital of West China's Shaanxi province, to the 
Mausoleum of Huangdi in Huangling county, to facilitate 
travel to honor the legendary ancestor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twice daily shuttle service will operate between April 
1 and 4 on the high-speed rail line in time for China's 
Qingming Festival, or Tomb-Sweeping Day, when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pay homage to their ancestors and 
the found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elaborate ceremony is held every year during 
Qingming Festival at the mausoleum of Huangdi, or the 
"Yellow Emperor," who according to legend reigned 
nearly 5,000 years ago and is regarded as the ancestor of 
all Chinese people. The tradition has been observ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mausoleum boasts ancient cypress groves, with more 
than 30,000 trees aged 1,000 years or more. 
One 5,000-old cypress tree at Xuanyuan Temple near 
the mausoleum is 20 meters high and is said to have been 
planted by the legendary ancestor. 
The trip to Huangling County is a 2 hour and 20 minute 
ride from Xi'an, while the train trip takes only half the 
time. (Courtesy http://www.chinadaily.com.cn/travel)

Related：

What is Tomb Sweeping Day?

Tomb Sweeping Day is a one-day Chinese holiday to 
commemorate and pay respect to a person’s ancestors. 
On Tomb Sweeping Day, families visit the gravesite of 
their ancestors to show their respect. Tomb Sweeping 
Day is also known as Clear Brightness Festival and Taqing 
Festival.
The alternative name Clear Brightness Festival comes 

from the weather, which is usually clear and bright during 
the third lunar month (April) when Tomb Sweeping 
Day is celebrated. The festival was originally the Cold 
Food Festival that began during the Early Zhou Dynasty, 
but it evolved into a tomb sweeping festival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when the Tang emperor would gift fire 
to his officials. The emperor would light a fire and light 
branches that he gave to his officials. While the fires would 
be extinguished by the time the officials made it to their 
homes, they would leave the branches on their doorsteps.
More and more flowers, yellow ribbons, and sea burials 
are chosen to pay tribute to late family members and 
others during the three-day Tomb-Sweeping holiday.
Tomb-Sweeping Day falls on April 4th this year. It's a 
traditional day for the Chinese to commemorate their late 
beloveds.

People used to burn paper money and other paper-
made articles with the intention of letting their late family 
members enjoy things in the spiritual world. However,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now choosing greener ways 
like hanging yellow ribbons since burning activities easily 
brought fire accidents.

South China Sea tensions eased after a meeting between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Nuclear Security Summit (Photo : Getty Images)

A woman ties a yellow ribbon to a ribbon to show her remembrance to her 
late family members at a cemetery in Nantong city, East China's Jiangsu 

province, April 2, 2016. [Photo/VCG] 

Mausoleum Of Huangdi In Huangling County, China

（本報訊）奧斯汀一家小學的音樂教
師日前因下載大量兒童色情影像而被執法
機構逮捕，此案的線索則是由Google 直接
向執法機構提供。

根據法庭的記錄，這名音樂教師把自
己下載的7部兒童色情影像上傳到Google
的賬號上。

31歲的音樂教師Joe Luis Martinez就
職於奧斯汀Rodriguez 小學，他被指控私藏
兒童色情圖像，將面臨最長10年的入獄。

奧斯丁獨立學區已經勒令該名教師離
職。並且，影像中沒有涉及有關該校學生

的內容。
根據指控，Google公司在2月25日向

全國失蹤和虐童報案網路上報告了有六部
影像已經上傳到Google的系統當中
同時，在3月15日，Google再次向該機構
報告，這名教師又一次上傳了另外一部兒
童色情影像。

德州兒童網路犯罪執法機構律師決定
，來自Google的兩次報告是同一個案件，
並且在3月24日迅速通知了奧斯汀警方。

指控中指出，被查獲的影像中的內容
都涉及成人男子和未成年青少年的非法性

交活動。
奧斯汀警方調查中發現，在Google賬

戶和 Facebook 上注冊的電話號碼同屬於
Martinez，並且上傳影像時在Time War-
ner 有線網路上注冊的ＩＰ地址也和Marti-
nez相吻合。

這名音樂教師告訴調查機構，他在一
個社交網站上發現了兒童色情影像並且將
其上傳到自己在Ｇｏｏｇｌｅ的賬號上，
並且下載到外部的硬盤上。

這名音樂教師目前被羈押在 Travis
County 監獄中，保釋金為１０萬美元。

美國首個售槍頻道開播 再次引發巨大爭議
（綜合報道）美國首個售槍頻道開播 再次引發巨大爭

議】據今日俄羅斯電視台報導，4月1日，美國首個槍支
購物頻道正式開播。據記者調查，只要消費者從槍支購物
頻道下單，就可享受20%折扣，並且不會對消費者進行背
景調查。電視購槍頻道的開播，再次引發了控槍人士的擔
憂。在美國，每年約有3萬人死於槍支暴力事件。

槍械暴力是美國社會重大的公共議題之一，特別是在
城市地區，並且與青年活動和幫派暴力息息相關。自1865
年林肯總統，以及後來的加菲爾德總統、麥金萊總統和肯
尼迪總統被暗殺以來，槍枝暴力對美國人來說已相當常見
。而槍枝暴力引發的重大事件，如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
、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暗殺，以及科倫拜中學大屠
殺、華盛頓特區狙擊手攻擊事件、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校園
槍擊案、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也時常引發對槍枝政策

的辯論。在美國，槍枝暴力與大多數兇殺案與超過
一半以上的自殺案有關。

在美國發生的槍擊案件中，很大比例都是非致
命性的。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估計，美國在
2000年總共發生了52447起蓄意、23237起意外非
致命槍傷。美國大多數因槍傷致死的人都是自殺，
2004年共有16907起自殺是使用槍枝的。[4]美國聯
邦、州和地方各級的法律政策試圖通過各種方法解
決槍枝暴力，包括限制由青年和其他“高風險”的
人購買槍枝、為購買槍枝設置等待時間、設立槍枝“回購
”計劃、針對性執法和制定警務策略、對違反槍枝法者從
重量刑、為家長和子女開設教育課程，以及在社區推廣。
研究顯示這些政策結果好壞參半。一些政策如槍枝“回購
”方案成效不大，而像波士頓 「停火行動」 （Operation

Ceasefire，減少幫派暴力的策略）已有效地減低青少年暴
力。槍枝管理政策在美國受到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的強烈
影響，該法案禁止侵犯“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
擁槍權倡導者一般鼓勵大眾捍衛憲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
權利.

（本報訊）休斯頓著名華裔企業家Frank Liu向母校
萊斯大學捐贈1650萬美元。這筆巨額捐款將用於鼓勵學
生追求創業，幫助該大學設立劉氏創業實驗室（Liu Idea
Lab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LILIE）。

捐贈人Frank１９７８年畢業於萊斯大學土木工程專
業，他希望通過創新的課程和項目學習創業，讓更多有
潛力和才華的學生施展自己的天分，推動整個休斯敦乃
至整個德州的創新。”
Frank 是休斯敦著名華裔地產開發商，也是 Lovett
Homes，InTown Homes 和 Lovett Commercial 的創始

人。他在休斯敦已經從事35年的地產開發。
Rice大學校長David Leebron也在新聞發布會上感謝

Frank和Cindy劉家庭基金會的慷慨支持，將為萊斯大學
的學生提供了一個來實現夢想的機會。 ”

LILIE將面向所有的本科生，由本科教育的主任Ab-
by Larson領導。集中關注休斯頓新成立的創新公司項目
。師生和創業導師見面，確定目標，隨後學生們將完成
商業計劃競賽，並由專家評審，最終的創業資金將頒發
給最有潛力的團隊。

Ｇｏｏｇｌｅ向執法機構報告Ｇｏｏｇｌｅ向執法機構報告
奧斯汀一名音樂教師非法下載色情兒童影像被捕奧斯汀一名音樂教師非法下載色情兒童影像被捕

鼓勵學生追求創業萊斯大學獲得華裔校友千萬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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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脊椎神經骨科脊椎神經骨科

電話﹕713-484-7400 傳真﹕713-484-7405(通國﹑臺﹑粵﹑英語﹑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地址﹕9630 Clarewood @Corporate, #A3,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後面)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專門治療
車禍﹑工作﹑及運動受傷
頭﹑頸﹑肩﹑背﹑腰痛與麻痹
坐骨神經痛﹑手腳麻痹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Tang Ho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
藥，不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
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 Best Vision

內設針灸診所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腿疼, 關節炎,
手腳麻木, 各種外傷,
工傷, 車禍……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電話: 713-270-0909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8:30am-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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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奉回馈社会为圭臬奉回馈社会为圭臬

朱鼎健，1974齣生于香港。1995年，

朱鼎健提前从加拿大安大略大学毕业，

以少东家身份进入深圳观澜湖。在加拿

大，朱鼎健曾做过超市售货员、餐厅服

务生。回国后，他从最基础的底层做起，

逐步接触对外事务，逐步熟悉高尔夫运

动、综合休閒旅游产业和房地产开发，

逐步尝试推广“高尔夫+地产”相结合

的创新模式，最终将观澜湖打造成《吉

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全球最大的高尔

夫球俱乐部。

2011年，在病重的父亲床前，朱鼎

健临危受命，正式接棒成为全球最大高

尔夫球会的二代掌门。

“一个大浪把你打到水底，要屏住

气衝上来，迎接100个大浪的袭来。”

接班掌舵后的朱鼎健，重创业，重发展，

新增商业地产、养生旅游和品牌输出三

大领域，使观澜湖成为六大板块并驱，

多元化、全方位发展的产业王国。

但朱鼎健并未止步于此。自称“完美

主义者”的他又斥资数亿元与华谊兄弟及

冯小刚合作，共同打造了“观澜湖华谊兄

弟电影公社”，深圳“观澜湖新城”等项

目也纷纷拔地而起。在他大手笔进军商业

地产下，观澜湖集团成功转型为世界级的

高尔夫和多元休閒产业群。

“父母的早逝让我明白不能只追求

金钱，要多回馈社会。”朱鼎健将这一

理念奉为圭臬。观澜湖曾向四川地震灾

区捐款2600万港元，救助大地震中痛失

父母的无助孤儿。近20年来，观澜湖集

团在慈善公益方面的捐赠总额已超过5

亿元。

坐在採访桌对面的这位华商，刚刚

年过不惑。在论资排辈的商界，他的同

龄人或许才刚开始崭露头角，而他已挂

上许多令人艳羡的头衔：世界最大高尔

夫球会的拥有者，国内旅游休閒产业的

领航人，港区最年轻的全国政协委员

……然而，谈到对于自己的定位，他却

毫不犹豫地说：“我首先是一个爱国爱

港的企业家，这是我给自己的标签。”

他是朱鼎健，观澜湖集团主席兼行

政总裁、香港骏豪集团主席。作为家族

企业的继承人，他守业有成，创业亦有

成；作为新一代华商，他展现出的是超

乎年龄的勤奋踏实与责任担当。

我是创二代我是创二代，，不是富二代不是富二代

朱鼎健正式进入公众视线，大概始

自2011年。那一年，他的父亲、香港实

业家朱树豪因病过世，年仅37岁的朱鼎

健作为长子，一夜之间需要接手的是拥

有世界第一高尔夫球会的庞大家族企业。

无所适从或许是大部分人会有的反应。

而朱鼎健之后的选择，让外界对这个总

是带著灿烂笑容的年轻人刮目相看。

“我从小就很怕一句话，创业难守

业更难。接班之后，我就对自己说，既

然守业更难，那我不如就做创业的工

作。”朱鼎健笑称，选择继续“创

业”，是因为从小就有的“心理阴

影”。但真正的原因，或许是那股融入

血液的拼劲，让这个潮州人的后代不甘

于只做一个守成者。

从2011年到2016年，短短几年间，

朱鼎健不仅完成了从“背靠大树可乘

凉”的商界新秀到把握公司全局的“掌

舵人”的完美转身，而且凭藉大胆的魄

力和敏锐的判断力，不断扩大企业的发

展版图，带领观澜湖集团实现了从1.0版

到2.0版的转型升级。

这份成功并非凭空而来，背后是朱

鼎健付出的常人难以想像的心血和汗水。

“刚刚接手时，压力真的非常大，公司

高层都是比我年长许多的前辈。怎样去

融合？如何赢得大家的信任和支援？真

的只能靠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以勤

补拙，以身作则。”朱鼎健说。那段时

光，让他仿佛又找回了21岁刚刚毕业回

国进入公司时，那种从最基本的拼音开

始学习中文，从最基层的迎宾、剪草开

始接触高尔夫球产业，一切从头学起的

干劲和韧劲。

如今，这家最初仅仅涉足体育产业

的企业，已经发展成为涵盖教育、电

影、旅游等8个不同领域，拥有世界最

大高尔夫球会、最大矿温泉中心、亚洲

最大电影摄影棚的旅游休閒产业巨擘，

资产值、评估值都比从前翻了数倍。

“这是让我感到最自豪的事。”谈及

此，始终言辞谦逊的朱鼎健，眉宇之间

难掩自信与锐气。

相比“富二代”，朱鼎健现在更愿

意用“创二代”、“勤二代”来形容自

己。他坚信：“只有当你比别人想得更

远，走得更快，愿意付出得更多，你才

可能有更大的收穫。”

我要做的是给社会增值我要做的是给社会增值

与印象中“在商言商”的传统商人

形象不同，朱鼎健常常提到一个词：使

命。言谈交流间，这个刚过中年的华商，

流露出的是远超年龄的沉稳理性，谈的

最多的则是社会责任。

“在我‘创业’成功之后，很多人

都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我的

人生目标不是要超越我的父亲。”在朱

鼎健看来，他的使命，于私是将从父亲

手中接棒的事业做好做强，于公则是持

之以恒地践行回馈社会的理念。他始终

认为，父亲留给他的最大财富，不是钱

财，“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观”。

在为企业制定的“3P”价值观中，

朱鼎健将保护地球(Planet)放到了与盈利

(Profit)、以人为本(People)同样重要的位

置。“重视环境，维护生态，这些听起

来好像很虚，但实际和我们的生活很近。

作为商人，我要做的事就是增值，不仅

要给企业增值，更要给整个社会增值，

为社会做贡献。”

这个信念贯穿于朱鼎健事业发展的每

一次重要决定。几年前，他在海南海口投

资建起了一座集娱乐、养生等多功能为一

体的火山岩矿温泉主题公园。整个公园就

地取材，几乎全由当地特有的火山石堆砌

而成。“这样既突出了当地的文化内涵，

又保护了原有的地形地貌。”这也成为让

朱鼎健颇为骄傲地将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

有机结合的一次尝试。

企业家之外，朱鼎健还有一个特别

的身份：港区最年轻的全国政协委员。

这让他有更多的机会践行承担社会责任

的使命，也让他将对于社会和国家的担

当放在更高的位置。2014年，朱鼎健将

温泉主题公园建设所基于的新理念“第

六产业”写进提案，为国内城镇化建设

如何避免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的难题提

供可参考的借鉴。

而细翻朱鼎健近年来提交的提案不

难发现，从加强香港内地青年文化交流

到推动低碳绿色新型城镇化建设，从推

进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人员

互利互通便利性到编制农家乐、民俗综

合评定国家标准，他的建议总是跳脱出

他所从事的行业和经营的领域，他关注

的目光总是聚焦于社会发展的痛点，立

足于国家战略的高度。

我有信心继续向前发展我有信心继续向前发展

关于企业的未来，这个思维活跃、

行事严谨的“掌门人”早已制定了清晰

的发展路线。“我们的公司也有五年规

划，2016年是我们‘六五规划’的开局

之年。接下来，我们将要打造观澜湖的

3.0版，在文化、网际网路等产业深耕细

作。”

和父亲朱树豪一样，朱鼎健将奋斗

的主场继续锁定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

初，朱树豪是第一批跨过罗湖桥进入中

国大陆投资的香港商人。如今，朱鼎健

沿著这条路继续向中国大陆转移事业重

心。“我们将全力以赴地做好中国市

场。”朱鼎健说。

脚步的坚定来自于对中国发展的信

心。在现场聆听了今年李克强总理所做

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朱鼎健用‘新、

实、准’三个字概括了自己的感受：

“这份报告重视创新在未来五年整体发

展中的作用，坦率务实地面对政府需要

继续突破的问题，准确把握了未来各领

域的工作方向，让我们华商有信心、有

干劲继续向前发展。”

而在这个已将社会责任和国家意识内

化于心的华商看来，不仅要把准社会发展

的脉搏，分享国家繁荣的红利与机遇，更

重要的是将自身事业的拓展与国家战略的

推进相契合，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为“行动派”，朱鼎健的脚步总

是先于他人。去年12月，他在海南海口

投资打造的一条充满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东南亚风情的“南洋街”正式运营，吸

引了东南亚众多餐饮、手工艺等行业的

华商前来开店设点。“国家正在大力推

进‘一带一路’战略，我希望将这裡打

造成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商贸沟通的

平台和集散地，发挥我自身以商引商的

作用，推介丝路文化，同时引入更多外

商来中国投资发展。”说到自己的目标，

朱鼎健的目光炯炯有神。

谈及平时忙碌的工作，朱鼎健淡然

地笑称：“我从来不说自己很忙，只会

说过得很充实。因为当你特别重视一件

事，你就永远都会创造时间去完成。”

或许正是那份敢拼敢闯的干劲和脚踏实

地的韧劲给了朱鼎健打拼的持久动力，

而那份对于社会的使命、对于国家的重

视与热爱，则让他在忙碌中享受充实，

收穫成功。

華商朱鼎健華商朱鼎健：：
我不是富二代我不是富二代 回饋社會為圭臬回饋社會為圭臬

菲律賓街頭菲律賓街頭““塗鴉塗鴉””
吸引路人眼球吸引路人眼球

馬卡蒂是菲律賓的中央商務區馬卡蒂是菲律賓的中央商務區(CBD)(CBD)和金融中心和金融中心，，當地商會贊助藝術家在當地商會贊助藝術家在
一些街頭地下通道頂部創作五彩繽紛的畫作一些街頭地下通道頂部創作五彩繽紛的畫作，，已然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已然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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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的第四紀更新世晚期罕見的第四紀更新世晚期（（260260萬年前萬年前））
的西伯利亞猛獁象顱骨連象牙在香港展示的西伯利亞猛獁象顱骨連象牙在香港展示。。極極
具歷史價值的中國珍寶具歷史價值的中國珍寶----康熙帝禦寶康熙帝禦寶““敬天敬天
勤民勤民””檀香木異獸鈕方璽在香港展示檀香木異獸鈕方璽在香港展示。。當天當天，，
香港蘇富比拍賣行舉辦一場傳媒預展香港蘇富比拍賣行舉辦一場傳媒預展，，介紹拍介紹拍
賣精華重點賣精華重點。。香港蘇富比香港蘇富比20162016年春季拍賣會年春季拍賣會
將於將於44月月22日至日至66日在會展中心舉行日在會展中心舉行，，呈獻逾呈獻逾
30003000件珍品件珍品，，總估價逾總估價逾2222億港元億港元。。

湖南發現湖南發現3535座東周古墓群座東周古墓群
出土寶劍寒光逼人鋒利依舊出土寶劍寒光逼人鋒利依舊

近日，湖南汨羅發
現東周時期墓葬35座，
密集程度高，時間跨度
數百年。這批墓葬已出
土的文物有青銅劍、銅
鏡、陶罐、帶鉤、滑石
璧等文物10余件。“此
次發掘的青銅兵器，雖
然已過2000多年，但劍
身鋒利依舊。”羅仁林
說，這件青銅器非常鋒
利，保存狀況非常好，
約52公分長。

跨境電商稅改在即
一些海外代購怕漲價大量囤貨

綜合報導 “無論你是代購還是旅遊，以後只
要帶東西回國超過2000元人民幣就得繳稅了，4
月8日以後代購國外產品全面漲價！不要再等降
價了，沒可能了！趕緊囤貨吧！”《關於跨境電子
商務零售進口稅收政策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公佈後，一些代購紛紛在朋友圈上貼出了這
樣的話，不少電商也在平臺喊出“免稅血拼最
後一波，4月8日全線漲價”“稅改囤貨季”，吆
喝著網民趕緊囤貨。

目前，個人自用、合理數量的跨境電子商務零
售進口商品在實際操作中按照郵遞物品徵收行郵
稅，稅率普遍低於同類進口貨物的綜合稅率。並且
行郵稅還享有一定的免稅額，即對貨值在5000元
人民幣以下的隨身行李、稅額在50元人民幣以下
的郵遞物品予以免征。

但《通知》規定，自2016年4月8日起，將實

施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稅收政策，並同步調整行
郵稅政策。同時規定，單次海外購物免稅額度是
2000元，全年累計額度是2萬元，在限值以內，
關稅稅率暫設為0；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取消
免征稅額，暫按法定應納稅額的70%徵收。

“囤奶粉的明顯多了。以前顧客大多都是一次
買一箱，現在買三箱，大家還是害怕以後會漲
價。”從事澳洲奶粉代購的全職媽媽劉婧婧告訴中
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4月8日新政策開始實施
後，她會根據具體的情況適當調整價格。因為行郵
稅的調整對代購影響很大，以前只要稅額不超過
50元，都可以享受免稅優惠。但4月8日以後就不
行了，一罐200元的奶粉，以前享受50元的免征
稅額，稅收為零。稅改後要多繳納11.9%的稅，
最後付賬變成200+200×11.9%=223.8元。每罐
奶粉多掏近24元。

她覺得，雖然稅改絕對會對銷量產生影響，但
是考慮到一些電商網站存在假貨問題及國內食品安
全問題等原因，“為了下一代的健康，媽媽們一般
都不會‘手軟’，至少我的老顧客應該還會通過代
購渠道購買奶粉”。

在此次稅收政策調整中，現行入境行李物品
5000元免稅值並沒有改變。《通知》提到，不屬
於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的個人物品，以及無法提供
交易、支付、物流等電子資訊的跨境電子商務零售
進口商品，可以按現行規定執行。

從事韓國化粧品人肉代購李季在《通知》公佈
的第二天在韓國代購行程中多囤了一些低價的化粧
品，雖然在他看來，稅收政策的變化對於“人肉代
購”影響不大。

剛大學畢業的小花在從事俄羅斯化粧品代購，
她認為，稅改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現在還沒
開始大批量囤貨，我們的銷量也和之前差不多。”
小花說，她現在處於觀望狀態，剛開始起步的他們
銷量並不是很大，如果政策調整後價格上漲很多，
他們也會調整代購價格，“如果價格和國內專櫃差
不多的話，也許我們就不做代購了”。

記者梳理髮現，新政策執行後，對原來處於免
征稅額內的單價500元以下的商品影響最大，像食
品、保健品、奶粉、紙尿褲等，消費者購物成本可
能會上升。

但有些商品稅率還略有下降。例如高檔化粧
品，如果按一次購買按1000元計算，政策調整前

行郵稅稅率為50%，政策調整後的最終稅率則為
32.9%，稅負比之前還有所減少。

從事義大利代購的樂樂最近忙得不可開交。她
說，部分顧客擔心新政策出臺後之後海淘的商品會
有大幅度漲價，開始囤一些低價且常用的化粧品及
此前看中一直沒出手的奢侈品。“這幾天我每天的
事情就是逛街、買東西、發貨。”樂樂還提到，她
的一些從事代購的朋友利用政策的變化促銷，在朋
友圈發一條出臺新政策的資訊，好多顧客都會來詢
問。

樂樂認為，很多代購不了解新政策的具體內
容，顧客也不了解，所以會出現大量囤貨的情況，
“還是要去研究一下4月8日之後，價格到底會怎
樣變化”。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斌表
示，相比於此前零售包裹多數為零徵稅的情況，
此次調整後“海淘”成本肯定會有所增加，但海
淘仍有優勢。只要在限值以內，其綜合稅率水準
低於限值以上貨物稅綜合稅率和此次調整後的行
郵稅稅率，尤其是對母嬰類等消費品，總體影響
有限。

“跨境電商零售進口規模的迅速發展，對一般
貿易進口貨物形成了不公平競爭，造成了國家稅收
的流失。此次政策的發佈主要是為了維穩市場，使
進口商品的價格趨於穩定，使新興業態與傳統業
態、國外商品與國內商品的稅負更加公平。”國務
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說。

綜合報導 跨境電商稅改在即 一些
海外代購怕漲價大量囤貨作為鋼鐵大國
的中國，在國際上一直有著較大影響力
，進入三月以來，國內鋼市瘋狂拉漲，
更加引發全世界的關注。相信此刻說中
國鋼材的變化將影響全球鋼材的走勢，
一點也不為過。此前因為中國產能過剩
嚴重，導致國內鋼價不斷下跌，國外鋼
價亦是一路跟隨下滑。2016年3月鋼價
迅速開啟拉漲的序幕，國外鋼價亦是止
跌拉漲，一扭前期“頹廢”。

3月國際鋼市整體回溫，北美、
歐洲、亞洲鋼材價格指數均出現明顯上

漲。
雖說中國鋼價的上漲會對國外鋼材

價格產生一定影響，但此次外圍鋼價同
時上漲的理由如下：美國長材市場維持
強勢，由於廢鋼價格上漲以及進口線材
價格走高，當地線材價格不斷追高。雖
然需求有所回溫，但市場實際需求未必
能承受如此高價，因此從長遠來看，市
場依舊存在風險，持續提價能否被接受
還有待觀察。歐洲長材市場繼續上漲，
隨著天氣轉暖當地需求釋放，再加上原
材料價格不斷拉升，歐洲長材市場喜迎
春。亞洲長材市場大幅拉漲，由於國內

利好消息不斷，三月國內市場價格不斷
拉漲，出口價格也不斷攀升，目前螺紋
鋼出口報價在330美元/噸（FOB）左右
，方坯出口報價在310美元/噸（FOB）
左右。日本主導鋼廠上調4月螺紋鋼出
廠價，由於需求不斷回溫，商家多數看
好後市，認為價格仍有上漲空間。

最近中國鋼材價格再次進入頻繁震
蕩格局，而且隨著4月唐山世園會的臨
近，河北地區限產情況將落到實處，屆
時鋼企將有30%至50%不同時間限制減
產，這對當前國內鋼價來說可謂是重大
利好。雖然前期鋼價已經過大幅炒作透

支，但經歷過
2015年的歷史
新低後，全國
鋼材庫存偏低

且較為集中，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對價格
的持續走高形成了良好的基礎。加之無
論國內外市場，每年3月開始都是新一
輪需求的啟動周期，這對鋼價的走高形
成剛需支撐。

對於後期走勢，首先原材料方面，
淡水河谷因環境許可證問題或被迫減產
1億噸，產量縮減或將在接下來的幾個
月出現。這就意味著，港口礦石到貨量
或仍增速緩慢，利於價格堅挺或跌勢收
窄。另一方面，當前中國國內鋼價大幅
拉漲，一定程度上縮減了部分出口量，

但隨著國外價格的走高，市場後期或仍
將維持常量交易。綜合來說，隨著需求
的整體回溫，未來市場格局將更加“風
雲變幻”，雖然當前市場利弊兼有，但
中國鋼材的優勢不是可以隨意抹殺的，
就未來來看，鋼材價格不會因為中國的
常量出口而再次下滑，反而應該是在不
斷復蘇的需求中震蕩上漲。但前面提到
，利弊兼有，2016年鋼材用鋼量需求相
對往年來看，確實有一定縮量，這在一
定程度上加劇了鋼價不斷走高後的風險
。但是風險與機遇同在，合理的調整空
間，扎實的需求基礎，才是價格持續走
高的王道。

國際鋼市能否回春 中國再成關鍵



海歸就業 BB44 BB99傳奇人物

親子教育

星期三 2016年4月6日 Wednesday, April. 6, 2016 星期三 2016年4月6日 Wednesday, April. 6, 2016

2015年留學人數52萬
“海歸”就業壓力不比“土鱉”小

3月 16日，教育部公布了2015年度我

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2015年度我国出国

留学人员总数为52.37万人，其中：国家公

派2.59万人，单位公派1.60万人，自费留

学48.18万人。2015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

总数为40.91万人，其中：国家公派2.11万

人，单位公派1.42万人，自费留学37.38万

人。

这厢这厢：：留学增速放缓留学增速放缓

启德教育广州公司总经理刘湘分析指

出，尽管2015年出国人数增长率（13.9%）

对比2014的11.1%有小幅增长，但总体来看，

中国的出国留学人数增速正在放缓。据教

育部数据显示，出国留学人数从2009年增

长27.53%之后，每年都有小幅度的下降，

2013年的增长率下降幅度较大，只有3.58%。

2014年，增长速度略回升，达到11.09%。

她认为，尽管留学消费越来越接近大众化，

但还没达到大面积普及的程度，所以增长

率放缓也在情理之中。

2015年度与2014年度的统计数据相比

较，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和留学回国人数均

有进一步增加。出国留学人数增加6.39万

人，增长13.9%；留学回国人数增加4.43万

人，增长12.1%。随著年度回国人数与出国

人数的增长，两者之间的差距呈逐渐缩小

趋势。年度出国/回国人数比例从2006年的

3.15：1下降到了2015年的1.28：1。

从1978年到2015年年底，各类出国留

学人员累计达404.21万人。其中126.43万人

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

277.78万人已完成学业；221.86万人在完成

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佔已完成学业群体

的79.87%。

那厢那厢：：回国人数攀升回国人数攀升

留学专家王丽霞认为，从数据可以看

到，出国留学人数增速放缓，回国人数不

断攀升，留学生回国人数大于出国人数的

拐点或将在5年内出现。回国人数之所以增

长迅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我国国

力提升，经济发展迅速，无论是进驻国内

的国际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给“海归”

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二是我国对留学人

员回国就业创业的政策福利不断增多，服

务逐步完善；三是出国留学人员中独生子

女佔了相当一部分，因为牵挂家庭而选择

回国发展也不在少数。而这些“海归”通

常是在海外积累一段时间工作经验，再选

择回国，这样就业优势更大。

随之而来的则是就业等现实问题，回国

“海归”之间的就业竞争，“海归”与国内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也更激烈。因此，学

生在出国前，提前进行相对完善的个人规划

、职业规划，以便更好地按照职业目标规划

留学每一步，提升留学竞争力，显得非常重

要。广之旅“精英出国”留学中心总经理邹

肇煌建议，学生在选择专业上应该做一些改

变，以提高求职成功率，比如结合我国“十

三五”规划纲要重点发展産业来选择专业，

比如选择金融、石油工程、法律、建筑、

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

国内外都好就业的专业。

““海归海归””回国求职常遇四大难题回国求职常遇四大难题

一是容易错过外企校招季。通常知名

外企都会在每年的9月、10月开始第一轮

传统校园招聘，这个时候“海归”正在海

外学习，通常较难在学习期间抽空回国参

加企业校招、面试；

二是不清楚外企对应聘者的真正要求。

事实上，外企除了看学生的学历背景，还

看重学生的综合能力，包括领导力等综合

素质。而且，部分工作对学生的专业背景

要求并不高，比如咨询公司恰好是希望招

聘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包括历史学、社会

学等较冷门的专业背景，以此提供给客户

更全面的资讯。所以学生求职前了解企业

需求，能更好地命中目标企业；

三是留学前没有明确目标与个人优势。

在留学前没有明确目标，也不明确自己的

优势。因而在留学期间没有集中精力去培

养和优化自己的优势。往往在应聘时难以

突围，体现不出自己的与众不同；

四是缺乏面试技巧。不知道如何展示

自己，缺乏演讲能力及沟通能力。而这点

在外企面试尤为重要。

““海归海归””名企面试七步有备而战名企面试七步有备而战

第一步：进行背景测评，确定职业方

向及制定能力提升方案。

第二步：根据学生个人水平及未来发

展可能性，定位目标企业。这样，学生就

知道自己发展方向在哪，让留学更有针对

性。

第三步：进行专业职场培训，包括提

升求职技能、商业必备知识学习、热门行

业面试题目应对训练、ppt制作技巧训练、

市场/财务模型搭建、工作报告制作流程训

练等。

第四步：打造个性化简历。

第五步：实战演练。包括进行模拟面

试辅导，参加商业案例竞赛比拼提升实战

能力。

第六步：申请全球500强名企实习，增

加求职背景实力，提高对职场认识。

第七步：申请名企全职职位，获得名

企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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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有海外研究生學歷，卻躲躲閃閃只出示內
地的本科文憑。記者從昨天人才市場舉辦的招聘活
動和智聯招聘提供的信息中獲悉，由於不少內地企
業不認可僅在海外學習壹至兩年，且本碩不同專業
的研究生學歷，很多“海歸”不得不擱置花費了數
十萬甚至百萬元重金在海外就讀的研究生學歷，而
重拾起原先在內地高校學習的本科學歷作為就業敲
門磚。

赴英壹年語言最有長進

小A6年前就讀於東華大學紡織服裝專業，本科
畢業後，禁不住國內金融熱的誘惑，她到英國壹所
大學學習金融。小A告訴記者，英國讀研究生只要
壹年，她去的那所大學應該說在英國排名很靠前，
這樣花費不算多，拿到洋文憑後可以回國馬上找工
作。但事與願違的是，回國後，小A應聘了多家銀
行、金融機構，幾乎所有的招聘單位對她的英國金
融研究生學歷都搖頭。在碰壁多次後，小A只好拿
出東華大學的學歷去應聘相關單位和崗位。

小A承認，在英國的壹年中她最有長進的是語
言。剛去英國的前半年自己是在適應環境和熟悉語
言，後半年才學了點金融知識。她同時欣慰地告訴
記者，已經有單位給了她offer，但自己對這份工作
不太滿意，想找份更好的工作。

記者發現，不被認可的“海歸”大都是僅在海
外學習了壹至兩年拿到的文憑，他們在國內讀本科，
到海外讀研究生，尤以英國學習金融、商科專業的
最多、最典型。

企業不會盲從於洋文憑

智聯招聘海外招聘資深人士徐超介紹，“海
歸”回滬者中，估計有壹成半至兩成在半年、壹
年或更長時間裏會找不到滿意、適合的工作。之所
以得不到認可，是因為用人單位會覺得這些“海歸”
並沒能通過海外學習掌握到更多的知識，特別是對
於本碩專業不壹致的學生，他們在國外學習的時間
太短。

“素欣”等招聘單位認為，現在越來越多的企
業唯才是用，不會盲目崇拜洋文憑。對於那些海外
短期學習的研究生，長期從事HR工作的人士壹眼
就能看得出問題。他們分析認為，5年前國內出國
留學很熱，銀行、金融、證券行業被很多人認為賺
錢多，由此導致許多人盲目追逐跟風，結果這批
“海歸”回國就業卻只能脫下“洋服”換上“國裝”
找工作。

多數人資行業人士對此表示認可。徐超認為，
“海歸”回國找工作應該與內地大學生壹樣，需要
調整心態，變換角色，找準定位，這其中包括薪酬
不能過於理想化，工作單位不能過於求高、求大。
“找工作，跨國公司不成，可以找合資企業或優秀
民營企業。其實企業大有大的好處，小有小的優點，
‘海歸’在中等或中等以下規模企業工作，或許可
以得到更多鍛煉，更被企業重視。”

親子教育 謹記三多四少原則
父母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父母不僅要關心孩子的身體健康，還要關心

孩子的精神健康，給他們豐富的精神養料。這就要求父母在面對孩子時做到“三多四少”。

八大黃金準則
避開親子教育的雷區

如何才能跨如何才能跨

越亲子沟通的鸿越亲子沟通的鸿

沟沟??亲子沟通之亲子沟通之

八大黄金法则八大黄金法则，，

助父母轻松解决助父母轻松解决

亲子冲突亲子冲突，，优化优化

家庭关系家庭关系。。

亲子教育法则一、孩子生气时，父母

要保持冷静

孩子火冒三丈时，父母可千万别跟着

激动，否则接下来只会吵得不可开交。此

时父母的最高行为原则是：孩子越火，父

母越冷。

亲子教育法则二、批评孩子的行为，

而非人格特质

告诉孩子，他有些地方做错了。当父

母批评行为本身，孩子知道他只要改进行

为，就有可能改善他在父母心目中形象。

父母如果对孩子说“你这个笨蛋!”“你

这个不争气的人!”孩子就会认为，父母

对他这个人有成见，可能打消了改变的念

头。

亲子教育法则三、当孩子分享心事时，

不要做出早就了解的模样

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认为自己的感受是

独特而唯一的，所以当大人一眼就看穿他

们的行为动机的时候，孩子就会觉得无趣

而且不愉快。当孩子好不容易有了一些成

长的心得，父母应该积极配合，站在孩子

的角度来听孩子的心声。

亲子教育法则四、尊重孩子的隐私

孩子希望受到尊重。因此，父母应该

给孩子一些空间，允许他们保有自己的隐

私，侦查举止会破坏孩子对家长信任。父母

和孩子可以制订一个专属的“孩子的隐私

合同”，写下什么事情父母可以知道，哪

些事情属于孩子的隐私。

亲子教育法则五、当顾问，不当领导

在与青春期孩子沟通时，父母说话时

的语气十分重要。如果用命令口吻，可能

会吃闭门羹，换一种语气就会更贴近孩子

的内心，如“我建议你可以考虑……”。

亲子教育法则六、不说“但是”

有些父母常希望和孩子交流，于是他

们耐着性子听完了孩子要说的事，接下来

就说：“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是你的想法

是错的。”父母使用“但是”一词，会让

孩子渐渐感受到父母并为未认真倾听自己

，不过摆姿态，从而厌倦交流。家长可以

用“如果……会更好”句型来取代“……

但是……”。

亲子教育法则七、澄清语意的沟通法

孩子很容易对父母的意见有过多错误的

解读，因而造成不必要的情绪反弹。为了避

免这样的误会，父母可以用一个很好的沟通

方式，就是做语意上的澄清—— “我的意

思不是……，我的意思是……”。

亲子教育法则八、做建设性的批评

孩子行为不当时，父母应使用建设

性的批评技巧来开口，以成功地协助孩

子矫正行为。例如，孩子早上出门，来

不及吃早饭。建设性的批评做法，则应

该是谈事件、感觉、期望和好处。如

“你今早出门没吃早饭。我很担心，你这

样做会伤身体。我希望从明天开始，你

每天都吃早饭，这样一来，你就更有精

神，也能长得更高!”

掌握了以上的原则，父母就能轻松地

避开亲子沟通的“地雷”。

多些亲子时光

年轻父母总是太忙，孩子太多时间交给老人照看。

其实，幼小生命更需要与他血缘最亲近的人的气息才能

更安全更健康地成长。而且，独生子女特别需要父母做

他的大朋友，陪他一起玩，一起开心，一起困惑，看动

画片，做手工，探秘自然……孩子潜移默化中就能从父

母身上体会到好奇、热情、聪慧、坚持、勤奋、独立、

负责任等许多优良品质。

多点悉心相知

每个人都有独立和成长的需求，但幼小的孩子还需

要成年人的牵引，更需要内心得到别人的理解。成长过

程中，孩子不仅需要有人照顾他们的身体免于饥寒，更

需要有人在内心深处陪伴他，理解他，关照他的心灵。

父母经常和他聊聊天，谈谈心，孩子会变得更加开朗、阳

光。

多了解孩子感兴趣的

东西

父母知道孩子最

喜欢吃的食物，却可

能不了解孩子的爱好。

尤其当孩子慢慢长大，

父母会对他们感兴趣

的东西了解得越来越

少。他最喜欢什么游

戏，最爱看什么书，

最爱听什么音乐？了

解了孩子感兴趣的东

西，父母才能真正走

进他们内心。

少些关怀强迫

仁父慈母虽然很

爱孩子，但有时容易

过度，容易对儿女担

心过多，关心太多，

这样反倒会让孩子更

依赖，心里没有主见，

没有安全感。

少为孩子做事

为孩子担心过多，

就意味着父母为儿女

承担过多，追着孩子

喂饭，帮孩子拎书包

……其实，让孩子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这

样他们才能更独立，

也更健康。

少对孩子责骂

许多父母，一方

面为孩子承担过多的事务，另一方面，自己不愉快时，又

将挫折和不如意转移到孩子身上，动不动就斥责。对孩子

来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他生命重要的一部分，任何

一个人不安，他都会不安，任何一个人受到排斥，他都

会感到受排斥。

少给孩子物质表扬

每个幼小的心灵都是纯洁的，他们更需要得到的是

美和纯真，而不是被物化的事物充填内心；同时，孩子

需要父母及时引导，带他们学会自我克制，学会文明礼

貌、勤劳、坚持等美德，而不是父母一味地表扬和赞美。

小编总结：父母是孩子的精神导师，好的父母不

仅要能够满足孩子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要满足孩

子的精神生活，让他们成为一个拥有更加健全的人格

的人。

汪宏坤 從75元到億萬富翁

改變命運的開始
1986年高中还没毕业，看到家里状

况很差，作为长子，汪宏坤萌发了出外

打工补贴家用的念头。他来到武汉，在

一家家具厂当喷漆学徒工。汪宏坤学技

术很勤奋，不到3个月，就能够独立工

作了，但是，月工资也就200来块钱，

日子过得不宽裕。结婚并生了小孩后，

他的生活更加拮据。

面对这样的处境，汪宏坤开始问自

己，是不是一辈子都要这样活下去？

1992年快过春节时，他把妻儿送回

老家，打算自己去北京打工。大年初七

那天，他向妻子要了100块钱做路费，

“当时就觉得这钱太少了，能多一点是

一点。”所以，临走前一天晚上他跟几

个朋友打麻将，“就是想赢啊，可越想

赢越赢不了。”结果他反而输了25块钱，

也没敢跟妻子说，就揣着剩下的75块钱

上路了。

从这时起，他的命

运开始悄悄地改变。

自己當老板才能改變現
狀

汪宏坤是当年进城

打工大潮中的一员，当

年与他一同出来打工的

人如今很多都已回到老

家，盖了房子，过上了

“安居乐业”的日子。

但是汪宏坤不是这样的，

“我想的是怎样发家，

而不是赚了钱就盖房子

过日子。”

1992年到北京后，

他成为一家家具公司的

普通油漆工。不久后，他发现，这家公

司的工资结算方式是月薪制，成本高、

效率低，于是向老板建议改为计件制，

漆好一件家具得一份钱，这样调动了员

工积极性，效率大大提高。同时，他向

老板提出自己要承包车间，做质量监督

和技术指导工作。一年下来他赚了两万

元。

这两万元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汪

宏坤感慨：“中国一些企业家的第一桶

金是说不清的，但我的第一桶金是明明

白白的，起码是说得清的。”

汪宏坤把这“清白的”第一桶金全

部寄回了家，想让父亲帮他存着这笔钱，

没想到他父亲把这些钱全部用来买砖买

瓦建房子，还对他说：“以后你在北京

混不下去了，就回来，我给你在马路边

上盖个房子。”他很生气，两万元就这

么没了，但是父亲的举动更坚定了他自

己创业的决心。

“要自己创业当老板，才能彻底改

变现状。”1994年，他用在北京打工攒

下来的3万元钱租了个厂房，自己当起

了小老板。当时北京家具市场刚刚兴起，

汪宏坤的生意很快火了起来。

总结经验，汪宏坤认为，北京当时

的家具行业进入门槛低，自己及时抓住

了机遇，同时凭着在同行中相对较高的

技术水平，工厂很快发展了起来。

鍥而不舍，跨越死亡邊界
事业刚刚发展之际，汪宏坤遇到一

次重大的考验。

创业伊始，汪宏坤既做木匠又干喷

漆，还经常出去送货。一次晚上坐卡车

出外送货，途中出了车祸，整个人穿透

挡风玻璃飞了出去。送到医院一查，右

腿粉碎性骨折，脾破裂造成腹腔大出血，

躺在医院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工厂自

动停产，订单无法完成，刚刚发展起来

的生意面临夭折。

医院对汪宏坤进行了两次手术，第

二次手术后感染，他开始发高烧，医生

没办法，只好把他放在大冰块上降温。

这样昏迷了几天后，汪宏坤醒了。“当

时有从天堂掉到地狱的感觉。”苏醒过

来的汪宏坤话还说不出来，心里却始终

放心不下工厂。

在医院住了17天，汪宏坤呆不住了。

他趁护士不注意溜回工厂，把订单找出

来，一手拄拐，一手喷漆，一直干到凌

晨。他的举动重新赢得了客户，客户主

动提出延迟交货时间，生意得以继续下

去。

回顾那段经历，汪宏坤说，自己是

“憋着一股劲，就是不甘心”。经过了

这次死亡的考验，他对人生、生命都有

了新的认识，“从那时起，我的志向更

高了。”他要继续把公司做大做强。

现在总结自己的创业经验，他觉得，

就是靠了这股锲而不舍的精神，才把当

年的小厂发展为现在的华威集团。

我不認為自己是成功的
汪宏坤经常会被一些好奇的人问起

当年如何从75元发展到现在的亿元资产，

他总是不置可否。“与朋友在一起时，

我经常感到很大的压力，同时代的企业

家优秀的很多，我离成功太远了。”

今年4月29日，汪宏坤当选为安徽

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简历上长长的头

衔中又多了一行。

这些荣誉，都被汪

宏坤当做压力，“有了

压力，我会去想怎么能

把自己的企业发展得更

好。”

目前，汪宏坤正投

入数亿元倾力建设华威

家具工业园，同时为公

司上市作准备。

在别人看来，这个

有志向的农村青年

一定有很多豪言

壮语。汪宏坤却

不以为然，“我

的理想是现实的，

在不同时期内会

因具体情况变化而改变。”刚到北京的

时候，汪宏坤想的就是要比在武汉打工

时多赚点钱，最大的理想是能在北京买

套房子。现在，汪宏坤对自己5~10年内

的发展规划是，争取早日让公司上市。

对于中国富豪榜上的前几名，汪宏坤并

不羡慕，“我们的起点不一样。”汪宏

坤关注的是一步步把公司做好。

采访结束后，临走时，汪宏坤对记

者说：“财富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精神。如果当初我放弃了，就根本走不

到今天。”这句话也是汪宏坤对所有创

业者想说的心里话。

14 年前帶著 75 元錢闖蕩北京，
14年後在北京擁有資產數億元的華威
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汪宏坤的經歷被
公認為創造了壹個打工奇跡。但是，
當提及“從 75 元到億萬富翁”這壹
說法時，這位臉上始終帶著笑容的總
裁嚴肅了起來，“中國現在優秀的企
業家太多了，我離成功還有很大的差
距。”

今年 36 歲的汪宏坤出生在安徽
農村，現為香港華威家居集團有限公
司董事長、北京家具行業商會會長、
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副秘書長。目前
集團下屬的子公司涵蓋了家具制造、
裝飾工程、房地產開發、門窗制造、
餐飲等領域，員工1000余人。

李斌 與汽車行業一起成長

大学积累了创业信心

“读大学时，我修了近100门专业课程，打了

四五十份工，在学习的同时尝试创业，寻找值得自

己坚持的东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李斌说

自己的专业学得并不好，但是他凭着兴趣辅修了法

律和计算机等专业的相关课程，其中，计算机课程

让他最着迷。

“当时学校开放的计算机房一共只有20多台

电脑，是装备最原始的PCXT，我一有时间就泡在

电脑前。”正是在大学里培养的对计算机的热情，

让李斌对互联网的发展前景深信不疑，也让他在日

后的职业道路上毅然选择了心仪的互联网领域。

在大学校园里，李斌作过市场调查、卖过考研

资料、当过某文化公司高校总代理。1996年，他

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李斌眼中的大学生活是忙碌而目标明确的，他

并不认为学业与创业会有什么矛盾，“现在想来，

大学里数十次的打工经历绝不仅仅解决了经济问题

，最重要的是积累了我的创业信心”。“学知识的

同时，还要敢于尝试不同的职业道路，最终目的是

要找到自己最热爱的东西。”李斌说。

“开始做易车时，我对这两个行业的发展前景

都已经有了大致判断，直接让我产生创业决心的是

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汽车消费用户与互联网用户的

重合度特别高。”李斌介绍说，互联网在20世纪

90年代末形成热潮，而当时汽车进入家庭的比例

也在逐年加大，这一点让他确定了自己的方向是正

确的。

李斌认为，在中国，互联网在汽车行业获得发

展的机会很大，互联网在促进汽车进入家庭中的服

务功能将有很大发展空间。

就这样，易车网在2000年6月正式起步。

互联网寒潮前后的几度辗转

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一角，透过书架上层的玻璃

可以看到一排整齐摆放的文件夹。李斌指着那些蓝

色的文件夹说，里面是公司早期的业务记录，完好

地保存着所有加盟企业和个人会员的资料，见证了

易车服务网经历过的一段起伏，同时也是整个易车

公司起落故事的组成部分。

就是这些资料，李斌携带近6年。那是在互联

网遇到寒冬的时候，公司80名员工只剩下7个，公

司从写字楼搬到居民楼，李斌还坚持将这些资料保

留下来，他相信会有一天能够重新出发。

同样是这些资料，6年后，洗尽尘封的痕迹，

重新摆上了易车总裁李斌的案头。他的预测没有错

，汽车用户会员服务借助网络发展已经呈现出逐渐

明朗的趋势。“如今，易车重整旗鼓，继续这项业

务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了。”经历过挫败的李斌再

次提出这个业务时，自信的口气里更透着理智和沉

稳。

易车服务网成立后的3个月中，表现出了良好

的发展势头，公司在北京地区发展了两万多会员，

其中有2000多名为收费会员，网站的首页日均访

问量达到100万人次以上。但在2000年年底，随着

互联网冬天的到来，易车的股东信心动摇，刚刚起

步的易车也陷入危机。“互联网行业的急剧走低和

大股东对互联网的信心动摇，是新生的易车遭受沉

重打击的致命因素。”几年后，李斌这样分析当年

的危机根源。

5年后，整合汽车相关服务企业、提供汽车用

户会员服务的商业模式，重新被公司提上业务发展

的日程，并拥有了新的名称“易车会”。李斌介绍

说，这不仅是简单的名词变动，还蕴含了易车个人

会员服务发展的商业模式。在线上，“易车会”是

一个Web2.0模式的汽车社区，提供个人汽车网络

门户；在线下，“易车会”是一个开放的、易于延

展合作的商业和服务平台，用户将获得易车整合提

供的汽车相关增值服务。

丰富的行业资源是竞争的优势

6年间，易车构建了一个覆盖全国20个主要汽

车消费市场、所有在销车型、1000多家会员经销

商实时发布的新车报价数据库，并通过和新浪、搜

狐、雅虎、腾讯等门户网站合作的方式，每月为

1000多万用户提供购车查询和网上预订服务。从

早期的行业咨询、研发并销售汽车经销商管理软件

、数字营销服务等业务开始，易车的核心业务逐步

形成系统的新车购车资讯服务（易车网www．bit-

auto．com）、二手车交易信息服务（优卡二手车

网www．ucar．cn）和汽车用户社区与会员服务

（易车会）。

李斌当初对汽车和互联网行业的结合点的看好

似乎已经被证实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而今年，在这

个初露蓬勃之势的行业里，陆续出现了不少竞争者

，对多方位的汽车消费资讯服务行业表现了很大的

兴趣，很多从来没有显山露水的公司纷纷拿到数百

万美元的融资。

对此，即将面临“蛋糕争夺战”的易车却显得

乐观。“目前，在新车领域，我们的实力是第一位

的，我们占这个行业最大的市场份额，在一些新的

机会，如二手车和线上线下汽车服务方面，易车也

更容易成功。”李斌说，现在易车每个月仅在线上

就能影响1000万个汽车用户，而在线下，又能影

响500万个汽车用户。

李斌认为，中国汽车市场与西方的最大不同

在于，这个时期内，大多数汽车用户是在购买第

一辆汽车，所以，从第一辆车开始，用户为汽车

做各种保养、关注车市资讯甚至卖旧车换新车都

会受到当初购买这辆车的信息来源的影响，因此，

易车为自己开拓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易车的

发展模式主要通过为汽车用户（包括潜在购车者

和车主）提供服务，影响了用户的汽车消费决策

而获得资金收入。

李斌介绍说，由于经过百年汽车工业发展，国

外汽车市场已经进入高度细化阶段，他们的很多小

店，卖车就是卖车，修车就是修车；而中国的汽车

业是这几年爆发形成的，4S店既卖车又修车，金

融信贷和汽车保险服务，还组建自己的车友俱乐部，

组织各种车友活动，去年《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

颁布以后4S店又可以买卖二手车。

“4S店成了一个汽车消费产品和服务的集散

地，而易车与全国1／3的汽车经销商进行新车业

务领域的商务合作，也就顺理成章地可以把业务拓

展到二手车交易业务，发挥渠道上的协同优势。”

李斌这样描述易车的资源优势。

李斌相信，经历过风雨的自己还有易车会逐渐

跟自己喜爱的这个行业一起走向成熟。

從寫字樓到居民樓，從居民樓再到寫字樓，6年內，易車公司的老總辦公室經過幾度
搬遷，總裁李斌也終於成功嫁接了汽車與互聯網兩個朝陽產業，讓汽車消費資訊服務在
網絡天地中如虎添翼。

如今，易車公司已正式啟動了它的第二輪融資。談及自己艱辛的歷程，李斌提到了
他上大二時自己租間小平房就提槍上馬的創業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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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
˙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每一對助聽器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713-795-5343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移民體檢

星期三 2016年4月6日 Wednesday, April. 6, 2016 星期三 2016年4月6日 Wednesday, April. 6, 2016

(中英文應診)

★SCURLOCK TOWER
6560 Fannin, Suite 1554
Houston, TX 77030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DR. DAVID S.C. HO, M.D.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博士
田納西州大學醫學院專科
德州專科醫師執照
任教德州大學醫學院及
貝勒醫學院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地
址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營業時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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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酒駕肇事猛于虎——
關注甘肅農村道路交通事故頻發
司机一杯酒，亲人几行泪？

生日一场酒，酿称大悲剧。陇南市

礼县盐官镇新山村的郑某流下了悔恨之

泪。

今年3月11日，是郑某的生日。晚

上，郑某在家吃过晚饭，与几位邻居、

朋友聚会小酌，喝掉2斤白酒。到了晚

上10点多，大家仍不尽兴，又来到镇上

一家KTV唱歌，喝掉一箱啤酒。

12日凌晨，郑某等5人开车到镇上

找地方吃夜宵，车到镇上一所高中附近

时，撞倒3名少年，送医院抢救无效死

亡。据礼县交警调查，事发时驾车人郑

某及肇事汽车车主的血液酒精含量均达

到或超过每140毫克／100毫升，构成醉

驾。

就在“3· 12”礼县交通事故前后，

陇南市武都区、宕昌县先后发生两起较

大交通事故，分别造成3人和3人死亡，

事故肇因，都与酒有关，且都发生于农

村、节假日、夜晚或凌晨。其中，武都

区“2· 18”交通事故，是农历正月十一

期间，武都区某乡的4名年轻人在乡上

聚会，酒酣耳热，驾车上了高速，驶向

陇南市区，行至半途，车损人亡。

与礼县“3· 12”事故同一天，宕昌

县一辆轿车于深夜一头撞到停在农路边

的一辆大卡车上，4人当场死亡。据警

方介绍，事发前他们也在聚会。

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频发。自“酒

驾入刑”以来，城市酒驾势头有所遏

制。然而，农村点多面广，“驾驶文

明差，违法成本低，交警力量弱”。

而且农村道路酒驾不易发现，容易发

生事故。

酒驾在乡村，监督有困难

3月16日晚，陇南市9县（区）的城

市街头、乡村要道，警灯闪烁，号称当

地“史上最严”的酒驾大整顿启动。此

次全警参与，“事先没有风声，事中不

讲人情”，“依法严处一批、吊销一批

、拘留一批”。

陇南地处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当地交警反映，近年来这里农家乐旅

游服务发展较快，乡镇KTV、酒吧也在

增多，出入这些场所的驾车人群有可能

成为“潜在的酒驾者”。

然而，部分农村群众对酒驾违法的

观念比较淡漠。3月15日，礼县交警启

动酒驾大整顿，当晚在乡村道路上发现

多起酒驾事故，还有的涉嫌醉驾。

该县公安交警大队长王红中带领警

务人员在“3· 12”礼县交通事故现场设

卡查车。凌晨时分，一名被拦下车的男

子一口酒气。经查，这名男子与“3· 12

”事故的肇事者郑某竟是同村的。

截至3月20日，陇南市查处酒驾22

起，涉嫌醉驾11起，其他严重交通违法

443起，20人被行政拘留，3人因涉嫌醉

驾被刑事拘留。

酒驾与醉驾，普法待深入
鉴于甘肃农村交通安全状况，该省

副省长、公安厅厅长马世忠明确要求举

一反三，制止此类事故频繁发生。

据陇南市交通局统计，“十二五”

期间全市打破了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为零

的局面。全市修建农村公路1.21万公里

，佔全市公路总里程的 1.33 万公里的

72%以上。快速加密的农村路网，打破

农民脱贫的“出行难”这个瓶颈，使农

村交通运输“井喷式”发展。

相比之下，农村交通安全监管力量

不足。在陇南9县（区），三四个农村

交警中队对应20多个乡镇是常态。陇南

市多个县区的交警坦陈，农村日常交通

安全监管频次偏少，“农村交通安全和

普法宣传亟待加强”。

记者从陇南市政府了解到，当地

整顿酒驾的同时，将在农村现有警力

基础上增派一批警力，进一步强化农

村地区道路执法管理力量，并依托乡

镇党委政府、村两委、派出所加大巡

查、预防。

从源头劝诫酒驾，用身边的案例警

示大众。陇南工商、食药监部门决定，

在餐饮、娱乐场所公开曝光一批影响较

大的酒驾等违法交通行为。涉及党政机

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酒驾人员，在依

法处罚的同时抄告相关主管部门，给予

党纪政纪处理。

危險“三無”車，為何頻現街頭？——代步車市場亂象調查
外形小巧时尚的代步车如今在不少城市道路

中频频出现，虽然给不少人带来了便利，却也因

无牌照、无驾照、无保险成为“安全陷阱”。记

者在北京、江西、安徽等地採访了解到，打著助

残、助老名义出现的老年代步车已成为全国性的

消费维权问题。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表示，“三无”代步车

不能成为“三不管”的法外産品，中消协将从支

持消费者诉讼入手，启动对代步车问题的维权工

作。

“三无”代步车市场热销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安徽大市场内，一家名

为“凯一路”的电动车销售门店门口，摆放著各

色车身的三轮、四轮代步车，其中三轮的一款售

价6800元，四轮的一款售价8000多元，“这两款

销量好，一个月能卖几十辆。”店员説。

“不用上牌，不用考驾照，不用买保险，车

子付了钱就能开上路。”据该店销售人员介绍，

店内的代步车速度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40公里。

“不用买保险，不过你放心，这种车速度很慢，

属于非机动车，如果发生了磕磕碰碰，交警不会

找你麻烦的。”这位店员説。

放学时间，在江西省南昌五中门口，几辆颜

色鲜艳的老年代步车格外显眼。一名老人告诉记

者：“买这车就是为了接孙子上学放学的，我年

纪大了，没法考驾照。有了这种代步车，还是挺

方便的。”

据了解，真正的老年代步车实则为一种医疗

器械，车速基本控制在每小时10公里之内，以速

度低、刹车灵、安全可靠、方便为标准，且不能

在机动车道上行驶。

但记者在各地採访中发现，全国多地市区道

路上出现的老年代步车，速度多在每小时40至50

公里，价格从5000元至6万元不等。商家常以不

需要任何驾驶资质、不需要担心道路交通违法处

罚为卖点来销售。

那么市场上“三无”的老年代步车是否真的

安全呢？

据北京市交管局统计，从2011年至2013年10

月，北京市涉及代步车的交通事故已发生757起

，伤858人，死亡136人。

2014年，安徽省一位残疾老人驾驶“温心”

牌四轮助残代步车发生交通事故，老人与妻子在

事故中死亡。司法鉴定指出涉案车辆不属于残疾

人专用汽车，而属于机动车。厂家生産“温心”

牌四轮助残代步车并未获得国家关于生産机动车

的公告许可。目前，死者家属已将生産厂商告上

法庭。

莫衷一是的“身份”

记者在採访中发现，老年代步车究竟是机动

车还是非机动车，各方説法不一。

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机构负责人许一卿介

绍，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代步车在道路上发生了

交通事故后，由交警委托鉴定中心做鉴定，“目

前我们接到的这类鉴定并不算多，但几乎每次鉴

定结果都是机动车。”

合肥市协警李平坦言，在路上看到这种不上

牌、没驾照到处乱窜的代步车“头都疼”。他表

示，交警往往会将其看作非机动车不予处理。

江西省工信委装备处副处长郭芳表示，根据

国家要求，纯电动汽车在续航里程、最高时速、

车辆设计上都有十分严格的要求。但现在这些被

商家冠以“老年代步车”的车辆，大部分没有经

过国家强制性质量检测，质量上没有任何保障，

从各项指标来看并不在电动汽车范围内。

合肥工业大学新能源汽车工程研究院教师吉

祥表示，根据《新建纯电动乘用车企业管理规定》，

産品应符合双一百（最大续航里程100公里，最

高时速大于100公里）要求。

此外，由于监管空白，一些小作坊“鱼目混

珠”，粗制滥造老年代步车。记者调查发现，江

西省也有多家代步车生産企业，但江西省质监局

接受採访时表示，该省质监部门从未给任何企业

发过有关代步车的生産许可证。

既正视社会需求也完善标准及法规

由于各部门对老年代步车的定义不同，导致

其从生産到上路行驶，都成了监管的“灰色地带”。

面对这种情况，业内人士呼吁正视老年人、残疾

人的相关需求并给予正确引导，同时尽快完善相

关标准及法律法规。

“代步车有客观的市场需要，很难一禁了之。”

吉祥认为，在三四线以下城市及乡镇农村，由于

交通没有大中型城市发达，廉价的“老年代步车”

可以给中低收入人群、老年人群体、残疾人群体

带来诸多便利，这部分市场需求不容忽视。全国

人大代表、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首席培训师曹晶认为，对于代步车等低速电动

车，我国应出台国家技术标准以规范産品设计、

生産制造过程，同时也便于企业加强质量监管，

改进提升産品品质。

吉祥建议，地方政府应当完善交通法规，制

定代步车等低速电动车的路面管理政策，并且驾

驶员也需持有驾照。例如，山东省沂南县已对符

合要求的低速电动汽车允许挂以“沂电”开头的

地方牌照，并且要求驾驶员持C3驾照方可上路，

在二级及以下公路上行驶，时速不能超过60公里。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蒋苏华建议，各监管

部门要明确责任划分，杜绝监管的“灰色地带”，

避免出现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失责行为。

与此同时，消费维权方面的工作也需进一步

增强。根据新消法规定的公益性职责，中消协将

从支持安徽消费者提出诉讼的个案入手，展开对

代步车市场情况、质量问题、安全隐患、社会管

理等调查及维权工作，以消除安全隐患。

今年2月18日和3月12日，甘肅省隴南市農村地區陸續發
生3起較大交通事故，累計造成11人死亡。來自公安部交管局
的消息稱，近年來發生在農村道路上的事故逐年上升，比例已佔
我國年交通事故總量的壹半。

我國農村道路點多面廣、路況復雜，酒駕不易察覺，容易發
生事故；加之農村車輛增加，餐飲娛樂場所增多，鄉村交通安全
壓力明顯加大。

維京海盜千年寶藏重見天日

包括愛爾蘭胸針

古老神秘的海盗宝藏，竟然在英国苏格兰田野中被发现。金属探测器专家麦克莱南

日前发现一隻“神秘银壶”，竟有上千年曆史，而这些古代宝藏可能让麦克莱南换来真

正的报酬。

报道称，47岁的麦克莱南于2014年9月时利用金属探测器在苏格兰邓弗里斯与盖洛威地

区发现一批上千年前北欧维京海盗留下的宝藏，其中一个神秘银壶最吸睛。

经过两年时间，神秘银壶内容物近日曝光，里面放有来自爱尔兰的银胸针、伊斯坦堡的

丝绸，还有黄金指环与水晶，上述仅是100件发现文物中的其中几样，而这些物品可追溯至

西元9到10世纪，这只银壶也是英国有史以来发现到最大的海盗宝藏。

英国宝藏部门目前正在管理及评估文物的价值，之后这些文物将会分配给苏格兰的博物馆，

发现文物的麦克莱南有权利分享部分宝藏以及获得报酬。

对于这些维京海盗文物，麦克伦南并不陌生，在2013年就已经发现超过300枚中世纪的

银币。而现在苏格兰地区也被专家誉为是“有史以来发现最显著的海盗宝藏囤积地之一”。

奇葩！英國女子訓練鸚鵡用馬桶上廁所
一位鹦鹉爱好者成功训练自己的鹦鹉在马桶上

大小便，并教会它听懂多种指令。该鹦鹉聪明伶俐，

人见人爱，认知水准已达6岁儿童程度。

39岁的鹦鹉爱好者波琳· 格思里（Pauline Guth-

rie）来自于苏格兰佩斯里。从五年前开始，他便养

了一隻非洲灰鹦鹉，并给它取名为斯凯拉（Skylar）。

波琳决定要好好地训练它，并教它用马桶上厕所。

波琳称，斯凯拉十分聪明，只要有食物奖励，它几

个小时就学会了。非洲灰鹦鹉是一种非常聪明的鸟

儿，认知水准与6岁儿童差不多。它们擅长模倣各

种各样的声音。

目前，斯凯拉不仅会去马桶上厕所，还会听懂

许多其他指令，比如波琳问：“基思·莱蒙说了什麽？”

斯凯拉会马上回答：“马铃薯!”斯凯拉想吃东西时，

便会说：“妈咪，我要喝茶!我要喝茶!”每次斯凯拉

知道自己闯祸了，便会撒娇：“妈咪好漂亮!”，

“妈咪，亲我!妈咪，亲我!”。面对这麽俏皮可爱的

小傢伙，谁还忍心教训它呢？波琳称，有一次，邻

居跑来敲门，以为出什麽事了，最后才发现原来是

斯凯拉在房里乱叫“救命”，令人哭笑不得。好在

邻居们现在已经习惯古灵精怪的斯凯拉了。

寵物狗臉部被蜜蜂蟄腫成面包
仍咧嘴憨笑超可愛

你“肿”么了？泰国一隻黄金猎犬因被蜜蜂叮

到，脸整个肿到变成猪头，眼睛也因为被挤压眯成

一条线。但即使这只黄金猎犬备感疼痛，乐天的它

仍露出灿烂笑容，可爱模样掳获不少网友的心。

脸书用户“Natthathida Nilbut”日前上传黄金猎

犬的照片，表示姐姐的爱犬不小心被蜜蜂叮，肿到

变成“面包超人”，眼睛也被挤得小小的。但它被

送往医院治疗后，仍咧嘴憨笑，可爱指数破表。

先前，也出现过许多狗狗被蜜蜂螫的案例。家

中宠物若不慎被昆虫蜇，可能会出现过敏症状，甚

至导致气管肿胀而至致命。如果有类似状况，可以

将小苏打粉加入少量水，搅匀至糊状，涂在宠物们

被蛰的部位，并且尽快就医。

公雞在收容所悠閑蕩秋千
公鸡也爱荡秋千？澳大

利亚动物收容中心 Edgar's

Mission中的一只公鸡就喜欢

荡秋千，并且有超强的平衡

感。

这只公鸡可以在一条绳

子上前后不停摆荡，让许多

网友啧啧称奇。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有

一隻公鸡坐在一条绳子上，

悠闲地来回摆荡，展现超

强平衡感。很多网友看到

后直呼“好强！”、“感

觉好悠闲舒压喔”，也有

网友笑说“是在训练核心

肌群吗？”。

超強平衡感驚呆網友

研究發現：情投意合者關係更穩定長久
老话说得好，物以类聚，所谓

持相反意见的人能相亲相爱的说法

只有去童话故事里找了。近日，一

项被誉为“典范转移”的人类关係

研究发现，两个拥有类似价值观、

偏见、态度的人更易成为朋友或恋

人。

为研究“相似度”与两人关係

亲疏程度的关係，美国韦尔斯利学

院联合堪萨斯大学随机调查了3000

多人。调查人群的关係有熟人、朋

友、情侣和夫妻，研究人员通过询

问、记录、分析这些被调查人群的

价值观、偏见、性格等，发现两人

“相似度”越高，其关係越稳定、

长久。随后，他们又跟踪调查部分

初为情侣的大学生，发现性格、意

见有出入的情侣最终都难逃分手的

厄运。

韦尔斯利学院的心理学院教授

安哥拉· 班斯（Angela Bahns）说道

：“两位乘客在飞机上的初次谈话

或两名年轻男女的初次约会，交谈

过程中的“相似度”将直接决定他

们会不会再联繫或一起散步。”

所以，要想与他人一拍即合，

特立独行是行不通的，必须要与对

方有相似的价值观才行。不过，相

关研究人员警告，总生活在没有意

见不合或思维碰撞的圈子，反而不

利于自身发展。

研究事实归研究事实，人还是

要学会包容，接受他人正确的意

见。

日媒盤點懷孕中丈夫
讓妻子感動的5大行為

谢谢为我做的这些谢谢为我做的这些
“晚上去便利店帮我买饮品。”(28岁/

酒店· 旅行· 娱乐/销售岗· 服务部)

“为我买回来我想吃的东西。”(28岁/

团体· 公益法人· 政府部门/事务部职员)

当孕吐比较严重时，能吃的东西非常有

限，并且有时一整天都吃不下饭去。当然，

做饭是不可能的· · · · · · 这时，就算是晚上，

丈夫也会买回来容易吃下去的东西，说明他

多麽体贴啊。

谢谢为我做家务谢谢为我做家务
“在第二次怀孕时，比第一次时孕吐

更加厉害，工作完回到家就光睡觉，所以

从做饭、照顾孩子，到做家务都是丈夫一

个人”(31岁/团体· 公益法人· 政府部门/技

术人员)

“几乎所有的家务都帮我做，并且一直

惦念著我的身体状况。”(31岁/金融· 证券/

秘书· 助理职务)

“孕吐期间，几乎一整天都在床上度过

，帮我做所有的家务并且一句怨言都没有，

下班后经常给我买回来一些胶状食物或者营

养口服液。”(31岁/

其他)

虽然工作很辛

苦，但是在下班回家

后，仍帮忙做饭、打

扫卫生等。虽然这时

躺在床上的妻子会

感到很抱歉，但也

只有这时候可以这

麽任性了。等到身

体状况好了之后，

再做一些丈夫喜欢吃

的东西之类的来补偿

一下丈夫吧。

让我转换心情让我转换心情
“为了让我换换心情，带我去旅行”(30

岁/运输· 仓库/事务部职员)

“为我弄到了我喜欢的体育选手的亲笔

签名。”(29岁/医疗· 福利/技术人员)

怀孕期间行动总是会受到限制，因此容

易积攒压力。察觉到这些后，带著妻子去旅

行、给妻子弄到喜欢的东西等丈夫们做的这

些想让妻子放鬆心态的事情，都会让妻子感

到很开心吧。

谢谢为孩子著想谢谢为孩子著想
“对我说谢谢我每天在腹中抚育著孩

子，为我做按摩。”(29岁/金融· 证券/营业

人员)

“每天都跟肚里的胎儿说话。”(31岁/

医药品· 化粧品/营业人员)

不仅关心怀孕的妻子，腹中的胎儿都惦

念著，这简直就是绅士啊。注入两个人的爱

情而出生的婴儿，也一定会很幸福吧。

谢谢你一直爱著我谢谢你一直爱著我
“度过了不安的怀孕生活，到了剖腹产

的前一天晚上，住进医院，要自己一个人在

医院里度过不安的一夜，丈夫便给我发来了

短信，说这些天辛苦了，以后一定会好好珍

惜我，于是我哭了。”(30岁/其他)

“因为要回家生产所以就回了娘家，于

是丈夫给我寄来了信。”(30岁/机械· 精密机

器/事务部技术人员)

“怀孕期间，自己情绪不稳定，但丈夫

总是默默地听我发泄自己的情绪。”(31岁/

小商铺/销售职位· 服务部)

从为了让妻子消除不安情绪的短信、书

信中可以感受到丈夫传来的满满的爱意。如

果能感受到这样的心意，肯定会感动到哭。

似乎也能再一次有“能和这个人结婚真好”

的感觉吧。

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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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愿意张开双臂热情拥抱

异文化的人们，首先应该拥有一

颗理智的头脑，这种理智时刻提

醒自己“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而任何一种看上去很美的文化，

任何一个生活富足、环境优美的

国家，都可能具有将人淹没、令

人窒息的一面。

一位博士朋友正在从事一

项很有意思的研究，研究的对

像是嫁到瑞士的中国女性的生

活状态。因为我对文化身份问

题有点积累，故她时常跑来和

我讨论。不过，最近几次与她

交谈，我明显感觉到她的情绪

有些低落。细细一问才知，随

著研究从框架设计进展到人物

访谈阶段，她接触了越来越多不

远万里嫁到瑞士的中国女子，了

解到很多以往完全难以想像的

事实，导致了心情的沉重。

“你以为跨国婚姻像社交

媒体上写得那麽浪漫吗？那你

就错了。”她不无自嘲地对我

说，“十桩童话般的跨国婚姻

里，有九桩最后成了悲剧。”

在我的盘问之下，她大致

描述了这群远嫁他乡的中国女

性的生存图景。在离开中国之

前，她们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

育并拥有一份收入丰厚的跨国

公司的工作，正是通过这份工

作她们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并义

无反顾地抛下国内优越的生活

嫁到了瑞士。但来了以后，情

况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由于缺乏必要的语言技能

（瑞士通行德语和法语，英语

使用极为有限），她们难以找

到如中国国内那样好的工作，

并最终大多被丈夫要求做全职

主妇，在家相夫教子，以节省

开支（因两人同时工作纳税比

例大大提高）。

而这样的日子久了，夫妻

双方在家庭中的角色不免因其

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形成差异，

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甚至出现家

庭暴力现象。更有甚者，一些

与亚洲女性结婚的欧洲人，打

心眼里期望的就是娶一个温柔

恭顺、唯自己马首是瞻的妻子

，这种被中国的网民谑称为

“直男癌”的男性在欧洲同样

屡见不鲜。于是，带著对未来

美好生活憧憬嫁到这个童话般

的国度的那些优秀而独立的

中国姑娘们，最终绝大多数

成了只能在家做家务带孩子

，并事事都要仰人鼻息、看

人脸色的居家主妇。很多人

甚至在抑鬱状态中

早早得了一些慢性

病，有人不到40岁即患癌症离

世，而她的丈夫很快便又从中

国娶来新的妻子。

我被这位博士朋友的研究发

现所震惊，但与此同时心情也变

得与她一样沉重。发掘事实是学

术研究的魅力，也是学者们精神

压抑的来源。我不知道那些中国

女子当初做出远嫁决定时，是否

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有过全面

的考虑。但正如我在其他一些领

域的观察所显示的，跨文化的交

流——包括一切精神的交流、情

感的交流、爱情的交流，远不如

各种流行文本中所彰显的那样浪

漫纯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

一过程始终伴随著误解和曲解；

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如跨国婚

姻），它甚至可能会给当事人带

来残忍的打击乃至悲剧。

所以，在我看来，那些愿

意张开双臂热情拥抱异文化的人

们，首先应该拥有一颗理智的头

脑，这种理智时刻提醒自己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而任

何一种看上去很美的文化，任

何一个生活富足、环境优美的

国家，都可能具有将人淹没、

令人窒息的一面。这麽说也许

涉嫌“亵渎”爱情，以及那些

为了爱情义无反顾的可爱的人

们。但在听闻了那麽多令人压

抑的跨国婚姻故事后，我满脑

子只回荡著一句话：在任何时

候，相信科学，总没有错。

女性在懷孕期間，總是有很多的麻煩事，這時丈夫的支援是
不可缺少的。就算幫忙做壹點小事妻子都會很開心。那麼，就讓
我們壹起來聽壹下在懷孕期間丈夫做的讓妻子感動的事吧。

總結
妻子正在懷孕期間，丈夫卻壹點也不關心，不幫

忙做家務，這樣的事情也經常會聽到，然而也會有人
忘不掉這種怨恨，導致成為中年離婚的原因之壹。但
是，像上面所說的那樣那麼體貼的丈夫，即使成為爺
爺奶奶後也會很相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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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文學 哈哈鏡

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的学者们进行了一项调查并得出结论称，对婚姻期

待值过大更容易导致婚后很快离婚。

美国学者们对130对夫妇进行了为期4年的调查。调查过程中向他们

提出各种有关对婚姻的期待、对家庭生活满意程度、克服困难的能力等

问题，并记录成视频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很多人期待与现实生活不符

的婚姻生活，并且离婚的情况不少。原因是期望另一半承担责任，而不

想共同解决问题或矛盾。

学者表示，维持婚姻的最佳方法是对话。夫妻应该公开讨论所有问题

，并表现出真实的情感与愤怒，而不是把它们积累起来。

女性最討厭男性十大用語女性最討厭男性十大用語，，你說過沒你說過沒？？

前段时间的3月8日女人节，一项统

计调查让不少被称作情商低的“直男癌”

们躺著中枪。因为一不小心，自己对女

朋友或妻子常说的话顺利入选女性最讨

厌十大用语。最让广大男人们想不到的

是，排名第一的竟然是颇具暖心属性的

“多喝热水”。这下，男人们炸锅了：

做男人太难了，说什麽都不对！究竟是

女人太感性还是男人太现实？记者昨日

调查发现，对于这份调查并非女性都这

麽看，所以说那些在女神节“放过血”

的男人们可以稍微心安点了。

真相

女性需要的是情感交流

“感冒让多喝水，‘大姨妈’来了

也是多喝水，不高兴了多喝水，热了多

喝水，冷了多喝水，水是万能的啊？”

小小是众多90后中的一位，就在前段时

间还和闺蜜讨论过男友说话得去治病的

毛病。在小小看来，多喝点热水属于典

型的只会说不会做的。这句话和“吃了

没”“早点睡”一样都是太过敷衍。以

前不是有句话叫做女生问“你在干吗”

就是“想你了”的意思吗？同样的，当

她抱怨说冷了感冒了的时候要的是你切

切实实的关心、实实在在的行动。

因此，在不少女性看来，“吃了没”

“早点睡”美其名曰关心，其实就是和

早上好、晚安一样的礼貌用语，“感觉

一点都没有温度！”记者的另一位女生

朋友如是说。还有一种则是会让人气不

打一处来的，“他们那样的话，明显不

是讽刺就是逆反心理！”譬如“呵呵”

“随便”“你忙”“你又怎麽了”，

尤其是那句“都是我的错”，女生朋

友普遍的感受是，“感觉是我们逼他

们逼到没办法了，被迫认错呢，谁听

了高兴呀！”

不过男人们不要觉得不说这十句就

跳过了雷区，会惹女生们不高兴的话还

多著呢，譬如这项统计刚一齣炉，大家

就纷纷在后面留言补充，不过和这十大

不少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譬如“不

是早和你说过吗”“无所谓”“你自己

看著办”“你想多了”“你要这麽想我

也没办法”以及各种语气词“嗯、哦

……”男同胞们，要想成功哄好女朋友

和老婆，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哟。

对此南京晓然心理谘询的心理专家

认为，女性真正需要的是情感上的交流

，男女相处时，如果希望关係融洽。男

性不妨改变下自己日常的说话习惯，不

要直来直去，哪怕绕弯子最后回到你要

表达的意思，但在女性看来，你是和她

一起思考、交流过，而不是应付差事。

焦点

怎麽说话决定是暖男还是直男癌

“多喝热水、你又怎麽了、呵呵、

以后再说、都是我的错、随便、还在吗、

吃了没、你忙、早点睡。”就是以上这

十组词彙，可以说自从这份调查发佈，

除了暖男们还可以暗自窃喜，大量所谓

被形容为大男子主义，情商低的直男癌

们估计这些天来觉都没睡好！因为这十

组词彙从字面上看大多数都具有关怀性

质，个别词彙甚至在处理男女关係时有

“自降身价，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姿态

，但依然被受调查女性不依不饶地列入

不欢迎用语。从这一点上说，那些平时

喜欢甩狠话的男性是不是牙都要笑掉了

。

在宁南一家软体公司被称为“码男”

的张硕是少有的工科幽默男，人缘极好，

尤其是女性。在张硕看来，自己平时的

言语丝毫没有暧昧或献媚的意思，只不

过把话换个方式说。自己说得开心，听

的人也满意。“就像是看到美女，大家

都习惯惊叹啊，打招呼啊，但都是这样

别人也就习惯了。”如果换成自己，就

会是另一种模样。“哇，你今天的粧是

不是化得也太重了？”“我没化粧啊！”

“没化粧也能这麽漂亮？”

但如果换成是情商低的所谓直男癌，

前面说的再漂亮，不抵你后面多半会说

的一句话：“呵呵，谁信啊！”从这一

点就能看出，都是同样的话，但怎麽说，

在什麽情况下说很重要。会说话，情商

高的男性会被女性称呼为暖男，不会说

话，情商低的男性则被多半形容为大男

子主义。所以在很多人眼里，这种“直

男癌”就像是病，得治。不然，好好一

句话能让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圈氛围十分

尴尬。

镜像

男性也有十大讨厌女性用语

昨天，这份以女性角度立论的调查

报告一经公佈，不少男性在朋友圈也炸

了锅。“光关心还不行，还得会说话，

这当男人也太难了吧。”“还最讨厌男

性十大用语，我们也能总结个最讨厌十

大女性用语，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对

于这份更多像是在代表女性向告诉男性

应该怎麽做的调查，可以明显感觉到，

凡是反应激烈的男性，多半是情商低的

直男癌。

不过，记者在网上搜了搜，还真有

男性最讨厌的女性用语名目。比如“我

不喜欢你找别人啊”“这两件衣服哪件

好看”“我要减肥，可我又饿了，怎麽

办。”“心情不好，没有为什麽”“你

看看××男朋友，再看看你”“你太不成

熟了”“我妈说了”等。採访中，部分

婚后当了妈妈的女性也表示，婚前婚

后，无论男女，在说话、做事方式方

面或多或少和恋爱时会有变化。在这

一群体看来，她们倒不会在意调查统

计的十大讨厌用语，而是老公的另一

些话。比如“你记性怎麽这麽差，我不

是和你讲了吗”“家务我不会干，我搞

不好”“不就是玩个游戏(手机)吗，至

于嘛”“你以为我上班没压力啊，回来

还跟我讲这麽多”“不就是和兄弟去喝

个酒吗”“女人不都要生孩子吗？有那

麽痛吗”……

如此看来，无论热恋成家还是学习

工作，只要是有男女性别差异的地方，

都会有对相互间语言表达方式的要求。

如果自己很介意这些方面的话，不妨也

多自省下自己，是否也有在异性看来不

喜欢的说话、行为方式。其实，解决起

来也不难，心理专家就表示，只要双方

能多沟通交流，多为对方想，让这些讨

厌用语变成喜欢的字眼也未必不可能。

喊冤

婚后女人的心思更难懂

结婚之前的热恋期间，杨先生和女

友(现在的老婆)一个电话就能聊上一个

小时。如今，两个人的婚姻已经步入第

七个年头。用杨先生的话说，“该聊的

好像都聊完了。”和许多夫妻一样，自

从宝宝出生后，全家人的心思似乎都放

在了孩子的身上。“偶尔也会吵架，但

是那种天翻地覆的吵架几乎是不存在了

。”杨先生说，有一次妻子发烧，杨先

生就和这条微信里说的一样，让妻子多

喝点水。没想到的是，妻子却发了火，

反而责问杨先生，“喝水有啥用？”为

此，妻子甚至和他冷战了两天。这究竟

是怎麽回事？杨先生半天没想通。

昨日，杨先生特地把这条微信发给

了妻子陈女士。看完“女性最讨厌男生

说的话”，陈女士哈哈大笑，说里面10

条，最起码中了5条，这5条就是“多喝

热水”“你又怎麽了”“以后再说”

“都是我的错”“随便”。陈女士还特

地就其中两条进行了案例剖析点评。

“上次我生病，你让我喝热水，可是没

见你主动把热水倒好给我啊，我要的是

实际行动。”陈女士说道。另外一条，

“都是我的错。”陈女士说，在吵架过

程中，男方说出这麽一句话，给她的第

一感觉就是，“这明显是不服气的认错，

态度不诚恳。”陈女士说，男人犯了错，

除了口头上的认错，必须要在行动上有

所补偿，比如买个礼物之类的，然后再

来一点甜言蜜语，这样才能打动她，最

终接受男方的道歉。

听完妻子的一番话，杨先生心底倒

吸了一口冷气，“女人不管是婚前婚后，

心思都是这麽难琢磨。”

辩论

不少女性并不这麽认为

对于这项统计，记者和多位已婚女性

聊到时，大部分人看了都笑了笑，反问记

者，这大部分都是调查的恋爱中的女性吧？

要是从已婚女性来看，老公若能时不时这

样做，其实心里都暖暖的呢。

南京市民陈女士已婚八年，以上十

点内容，她说除了“你又怎麽了”以外，

其他的都压根不会觉得讨厌，甚至不少

话如果婚后这麽多年老公还对你说，著

实是贴心的老公。例如“多喝热水”

“还在吗”“吃了没”“早点睡”，尤

其是那句“都是我的错”更让人感动。

“如果结婚多年，遇到矛盾的时候，老

公还能说出那句‘都是我的错’，那是

对另一半莫大的包容心，也说明其领悟

了婚姻的相处之道。不是有句话吗，夫

妻相处没有真正的对错，但如果老公肯

每次都认错，那真是足够的爱你”，陈

女士说，这麽好的话，已婚的女人们求

之不得，又怎麽会讨厌呢？

“多喝熱水”“妳又怎麼了”“呵呵”“以後再說”……
女性最討厭的男性十大用語，妳說過沒

“直男癌”們直呼躺著中槍，其實男性也有最討厭的十大用語。

彪炳史冊的兩次惠博戰彪炳史冊的兩次惠博戰
秋天是金色的，沉甸甸的果实是金

色的，很多树木的叶子也是金色的。地

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的岭南惠州，

此时却满目苍翠，繁花似锦。在惠州西

湖的南面有座高榜山，四季如春，青山

滴翠。屹立于山顶那古香古色的独特建

筑，是古代学子期盼祥云吉瑞、金榜题

名的挂榜阁。站在端庄、威仪的挂榜阁

上眺望，美若仙境的惠州风光便一览无

余：两江泛清波、白鹭翔西湖；霞映飞

鹅岭，楼宇向碧空。半城山色半城湖的

惠州，以她绝美的自然风光和优质的空

气质量指数，名列全国最适合居住城市

排行榜，尽显悠闲与安逸。然而，78年

前的一天，碧空如洗的蓝天上，突然出

现一群黑色的魅影，很快逼近民居，随

后投下一颗颗恶贯满盈的炸弹。一座座

无辜的民房、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顷刻消

失在浓烟火光之中。这天是1937年9月

12日，日本侵略者带给惠州人民无尽灾

难的开始就在这个秋天。

据《广东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

产损失》一书记载：“1938年10月9日

，日本海军第五舰队护送运载的巨大船

队悄然向大亚湾进发，11日黄昏，抵达

惠阳大亚湾，12日凌晨2时左右，日军

先头部队登陆，开始了对广东陆地的侵

略。”

这支魔鬼部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

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到1942年 2月 5

日，惠州城先后三次沦陷。在八年抗战

期间，日军共造成惠州“直接伤亡人口

近2.2万人，其中，死亡和失踪人口近

1.7万人，受伤人口超过5000人；间接伤

亡人口超过10.2万人。全市伤亡人数总

计超过12万！”

面对惨绝人寰的日本侵略者，惠州

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进行了八年

的艰苦抗战。抗战初的两次惠博战，是

独九旅官兵英勇还击，对进攻惠州城的

日军以顽强打击的反击战。它彪炳史册

、可歌可泣！

独九旅是惠州守军国民党第十二集

团军独立第九旅（简称“独九旅”）。

抗战之初它是一支英勇善战，不畏强敌

的威猛之旅。当时驻守于潮汕地区，曾

与日军多次交战，有力遏制了日军从汕

头进犯内陆。1941年春天，调至惠州至

博罗一带进行整训。当时约有一个师的

兵力，成为日军攻占惠州的最大阻力。

1941年5月9日，日军调集约两万余

人的陆军、空军和骑兵三个兵种的精锐

部队，以大包围之势进攻惠州、博罗，

意欲歼灭独九旅主力，使惠博地区不再

有正规部队驻守并与之抗衡，从而实现

对沿海地区的控制。

从香港培理英文书院副院长白韦先

生生前留下的文字记述中获知，当时独

九旅的武器装备远不如日军，尤其重武

器。这就决定了独九旅不宜固守阵地，

只能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取敌不备，伺

机进攻。惠博战前，独九旅旅长容干将

兵力作了精心部署：司令部设在惠州城

里居中指挥；625团周文浩部置于柏田

、林村之间，以便支援前沿部队；627

团陈树英部担任正面作战部队，设防于

飞鹅岭一带高地；626团刘克雄部仍按

兵不动驻守博罗，用以拒敌。

5月9日这天，日军的侦察机飞到独

九旅的前沿阵地进行了一阵疯狂扫射，

阵地的掩体上空烟尘滚滚，弥漫着树木

草丛烧焦的味道。这是日军的火力侦查

。与此同时，在东江的惠博江面上出现

了日军的汽舰，也在刺探我方沿岸守备

的实力。进攻主力的陆军则兵分几路，

呈包围圈之势推进：一部分联队直指博

罗城和沿惠樟公路陈岗至飞鹅岭，欲取

各战略高地；另一部分联队由淡水、永

湖直下攻击西江之线，由派尾渡河围攻

625团的防线。当时敌军出动的兵力约

有两至三个联队，部署可谓周密。狂妄

的日军凭着他们在大亚湾登陆时未遇到

什么顽强抵抗，10个小时就攻陷了广州

的“神速”，确信此战必胜无疑。

飞鹅岭位于惠州市区南湖西面，形

似飞鹅，高70多米，是西湖的制高点。

曾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的主战场。

孙中山、蒋介石、周恩来都曾亲临飞鹅

岭指挥过战斗，它也是惠州古城的天然

屏障，自然是日军攻击的目标。日军先

用炮火的优势，对我军阵地进行了疯狂

地打击，严重摧毁了多处掩体。令日军

万万没想到的是，独九旅官兵面对强敌

毫不退缩，奋起抵抗。627团利用山上

的战壕与机枪掩体，顽强坚守在阵地上

。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官兵们坚持到

11日晚才向梁化和大岚转移。鬼子发现

后，立即派飞机追击，先后派出16架、

22架、6架飞机沿途进行尾随侦查和扫

射。料敌如神的627团，利用黄昏和夜

间陆续从高山丛林中的小

路撤退，让无头苍蝇般的

鬼子一次次地扑空。

在627团顺利撤退途中

， 当3营撤到大岚崇山之

巅的山顶时，只见仅有一

条尺余宽的羊肠小路可通行。下临百丈

绝壁，上无树木遮蔽。姚坚营长想让筋

疲力尽的战士们喘口气休息片刻，哪曾

料到被急红了眼的敌机发现，瞬间，敌

机群蜂拥而至俯冲扫射，姚坚和20多名

士兵不幸牺牲。

第一次惠博战日军共伤亡200余人

，因苦于找不到独九旅的主力而颓败收

兵。

1941年12月1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向

日本投降，香港沦陷。大批进步爱国人

士纷纷转移到惠州。在我党东江纵队的

发动下，东江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

。曾被派去救援香港的独九旅又奉命撤

回惠州一带，拱卫沿海，担任警戒。几

种抗日力量日渐融合，这让日军如鲠在

喉，决心拔掉当时能与之抗衡的主力部

队独九旅。于是，1942年初再次向惠州

一带发起进攻，第二次惠博战打响。

因战乱关系，第二次惠博战的文字

资料很少。在市党史研究室邱少雄副主

任和宣教科李卫科长的帮助下，我找到

为数不多的相关记载，。

1942年2月1日，日军精锐部队——

酒井部中川联队队长率2000余人，从东

莞桥头出发，沿惠樟公路向惠州进犯。

战前独九旅已将兵力做了周密地部

署：司令部设在惠州城郊，627团扼守

飞鹅岭、高榜山一线，正面迎击敌人；

626团扼守丝线吊金钟一带；625团布防

于林村、文头岭地区，留作机动。

日军中川联队出发后，经潼湖、黄

洞一路未遇到大的抵抗，长驱直入惠州

。第二天上午逼近挂榜山（今高榜山）

，被阻在望乡台下无法前进。望乡台是

座高约200米的山峰，粤系军阀代表，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济棠部之前曾在

山顶用钢筋水泥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带。

在四周陡峭的山体上暗堡与战壕环布，

形成较好的防御体系。627团已在此做

好了迎战准备。

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的苏定明老师曾

从当年亲历者那里了解到，日军没有贸

然行动，先调集所有的炮火对准望乡台

阵地狂炸了半个多小时。整个望乡台都

弥漫在硝烟火光之中。当时逃到望乡台

山坳里里的新村村民们亲眼目睹了整个

过程。炮火停下不久，日军见没一点动

静，大约有300多个鬼子就分成两队，

开始猫着腰从正面和南面向山上爬去。

前面的鬼子爬离堡垒约三分之二处时，

山坡越来越陡，他们的速度渐渐慢了下

来。这时，堡垒中突然喷出三条火舌，

随即枪声大作，所有堡垒和战壕里都响

起了枪声。前面的鬼子像木偶一个个应

声倒下，有的直接滚下了山坡。

半个小时后日军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反攻速度比第一次快。鬼子再次兵分

几路，一支60人的先遣队和一支120人

的策应部队，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分别

从两侧向山顶进攻。同时还有10多个背

着炸药的鬼子，鬼鬼祟祟地沿着山坳分

散前行，想趁机炸毁我暗堡。当敌军进

入我最佳射程之中时，随着 “打！”的

口令，子弹便密集地向着鬼子射去。先

遣队几乎全部丧命。这时三个背着炸药

包搞偷袭的鬼子已接近我碉堡，千钧一

发之际被神枪手发现并全部击毙，其中

一个鬼子直接滚下了山崖。鬼子的伤亡

人数越来越多，两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

。我方也有20多名官兵牺牲，其中还有

一名排长。

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修整后的日

军又连续发动了两次进攻，密集的炮火

向翻地般地落在我方阵地上，不计其数

的轻重型机枪也炒豆般地连续扫射，随

后满山遍野都是小鬼。面对四倍于己的

敌人，627团的官兵奋勇迎战，他们依

仗有利地形，集中火力分别歼灭相对集

中的敌人。气急败坏的中川联队长见组

织的几次进攻均遭惨败，亲自带着警卫

来到望乡台下的牛峡日军指挥处实地查

看。正好被627团的丁营长在望眼镜中

发现，他立即调集神枪手和迫击炮。副

连长兼前线观察哨长陈海生指挥炮架，

亲自测距发射，第一发炮弹落在了中川

前面没打中，吓得鬼子全都趴在地上。

紧接着炮手马上矫正炮位，第二发炮弹

在中川身边炸响，这个恶贯满盈的日军

精锐部队的联队长当场毙命。

无论日军如何变换战术、疯狂反扑

，独九旅官兵士气高涨，越战越勇，誓

死捍卫阵地。机关枪的子弹和手榴弹纷

纷在敌群中开花，炸得鬼子屁滚尿流，

连续打退了日军的四次进攻。战斗一直

持续到晚上八时许，枪炮声才逐渐稀落

下来。当时有新村大岭的居民亲眼看到

鬼子用白布裹着中川的尸体，用马驮着

败退而去。

此战共打死打伤日军230多人，击

沉敌舰两艘，击毙战马五匹。这是日军

自1938年登陆大亚湾侵入华南以来，损

失最为惨重的一次。

次日，日军又从石龙等地抽调了各

地兵力6000余人，兵分三路再次进犯惠

州。独九旅2000多名官兵抵抗了一天一

夜，终因寡不敌众、孤立无援，不得不

向水口、马安、平潭、梁化等地转移。

两次惠博战是当时整个华南战区声

名大振的战役。面对武器装备精良的日

军，独九旅官兵奋勇还击，大长了中国

军队的威风，鼓舞了惠州地区人民的抗

日斗志。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大无畏的

爱国主义精神可歌可泣！它也强烈震撼

了我，一个八路军老战士的女儿。于是

，提笔为参加两次惠博战的独九旅官兵

写下这篇文章，用以告慰牺牲的英灵，

并向曾与日军搏杀的独九旅官兵们表示

崇高的敬意。

70多年过去了，重温这段历史，两

次惠博战仍是我们文明城市惠州值得骄

傲的记忆。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时，

独九旅以大局为重，誓死抗击外来侵略

者，不做亡国奴，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英雄已逝、浩气长

存。在惠州抗日殉国的独九旅将士将永

垂不朽！

成就更好的自己
3年前，我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前夫甚

至没有等到七年之痒就出轨了。我伤心、委屈、

愤怒，不明白为什么我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对

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却换来这样—个结局。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坍塌了，彷徨无助中，我

到处寻求温暖，家人、朋友、同学……每个人都

耐心地听我哭诉，都站在我这边谴责那个忘恩负

义的男人，都拿他们婚姻中的烦恼来安抚我受伤

的心灵。虽然那么多人同情我，可我还是深陷在

感情的泥潭中难以自拔。因为每个人都说我已经

做到了最好，可是没人告诉我为什么他还是义无

反顾地离开了。

直到遇到好友以晴。以晴原本在石家庄某局

工作，但“不安分”的她受不了机关枯燥单调的

工作，几年前辞职去北京发展。既有工作能力又

有很商情商的她，很快成为某大能源公司的高级

白领。她休假探亲，一回来就被我缠住了。

和其他人不同，以晴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听

我哭诉。等我说完，她微笑着拉我走到镜子前，

问我：“认真看看自己，这样一个蓬头垢面、满

脸哀怨的女人，你会喜欢吗？”

我仔细望着镜中的自己，突然想大喊：我不

认识这个女人！这个阴郁邋遢，披头散发，胡乱

地把身体塞进蓝T恤、碎花家居裤的女人竟然是

我？而我旁边的以晴，白色长裙飘飘，淡紫色的

珍珠耳坠轻轻摇曳，精致的眉、酒红色的唇、珠

贝光泽的脸颊、温柔的笑容，我和以晴，就像来

自两个世界里的人。

以晴抚着我的肩头，“还记得吗？你以前是

个多么温柔可爱的女孩。我们一起去饰品店买发

卡，我选了紫色，你选了淡粉，然后你戴着那只

发卡去参加校友会，他一下子爱上了你。”那个

曾经甜蜜的回忆浮现在我眼前，我的内心却那么

酸涩。“以前，你总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去

约会，开心的笑容都让我嫉妒。结婚后你渐渐疏

远了我们，偶尔见面，你也常常不修边幅，只是

一直在说他，他的爱好、他的工作、他逗你开心

、他惹你生气……仿佛你的生活里只有他。我提

醒过你，爱情不是迷失自己，而是为了让自己成

长，但是，感情的路也许只有自己走过才能明白

。”

以晴的语调很轻柔，但却像重锤敲击在我心

里。回想我的婚姻，为了他的口味，我每天都会

在菜里放我不喜欢的辣椒；夏天怕他热，我在生

理期也会忍着受凉打开空调；每次他和我商量事

情，我总是说只要他高兴就好；他是音乐发烧友

，为了让他给设备升级，我很少再为自己添置新

衣……我为他做了那么多，他却说“你的爱让我

太沉重”。难道我真的爱得失去了自我？

“爱情，不是让你成为情感的奴隶，而是为

了成就更好的自己。”以晴说，“这么多年来你

一直在为他而活着，你想过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

吗？”

以晴把我推进卫生间，“先舒舒服服洗个热

水澡！然后我告诉你该怎么做。”以晴家的洗澡

间不大，但舒适而精致，带着淡淡的栀子花香。

洗完澡，我觉得自己也变得神清气爽了。以晴拿

出一条淡紫色的长裙让我换上，“这可是我的最

爱啊。”换好衣服，修眉、化妆、梳头……我什

么也不愿想不愿做，只坐在那里任由她摆布。半

个小时之后，以晴再次把我拉到镜子前，我一下

子惊呆了，虽然镜子里的女子还是一脸忧伤，但

那精致的妆容，飘飘的裙袂，却让我身上有了一

种雅致而美丽的气质。

“女人，从来不应该是‘为悦己者容’。我

们的美丽，是为了让自己更自信、更阳光，是为

了成就更好的自己。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成为

更好的自己，你就不会在爱中迷失自我，也才能

更轻松地与爱人相处。”以晴从书架上抽出几本

书，笑眯眯地塞给我，“外表的修饰很重要，内

心的修炼更重要。读完这几本书，我保证你会从

那个苦闷的井底蹦出来。”书很杂，有心理学、

有旅行、有名家美文、有财经。

不管怎么样，至少漫漫长夜不再那么难熬。

跟随着书籍，我的目光从眼前的烦恼里跳出来，

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这片大天地里，我的

痛苦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想到这里，我离婚后第

一次发自内心地笑了，以晴那个井底之蛙的比喻，

还真是形象。

一周后，以晴回北京了。我的心情虽然还有

些抑郁，但我已经开始学习用读书、与好友聚会

和保养自己排解不良情绪。3个月后的一天，我

和好友开怀畅谈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想起他已不

再心痛。我曾经以为自己一辈子都离不开的男人，

就这样风淡云轻地离开了我的生活。

之后的日子里，家人朋友也都惊异地说我变

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有气质了。我告诉他们，

其实每个女人都可以变得美丽，只要她学会如何

成就更好的自己。我的变化也吸引了一些优秀的

男士，我们的话题可以从身边小事到国际风云，

看着他们有些惊讶的表情，我开心地笑了，并不

是女人美丽了就只能是花瓶。

经朋友介绍，我遇到了在一家大公司做高管

的男友。经历了失败感情的我，学会了不再每天

粘着他，不会为他偶尔失联患得患失，也学会了

在尊重他的同时表达自己的想法……当然，我更

不会忘记每天用读书来滋养自己的心灵。交往半

年后，男友向我求婚了，他说，既然我变不成让

你天天捧在手里的书，就变成陪在你身边的老公

吧。

他默默無聞，卻是抗日第壹名將
要评选抗日第一名将，很多

人都会提起张自忠，提起薛岳，

还有杜聿明、王耀武、张灵甫、

孙立人……当然，这些人也都是

响当当的抗日名将，但在我今天

要说的这个人面前，他们还真不

敢理直气壮地排第一。

这个人叫罗卓英，广东省大

埔县人。

相比上面那几位名将，罗卓

英的名字好像并不怎么响亮，很

多年轻人甚至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但实际上，在抗日战场上，罗卓

英的大名可谓如雷贯耳。

罗卓英跟陈诚是保定军校的

同班同学，还是同桌，因此两人

关系极好，亲如兄弟。陈诚是蒋

介石最宠信的人，有了陈诚这层

关系，罗卓英自然也深受蒋介石

器重。

众所周知，陈诚以11师起家，

自任师长，罗卓英则是副师长；

11师扩编为第18军之后，11师师

长的位子就交给了罗卓英；陈诚

高升后，罗卓英则接管了18军。

陈诚的嫡系俗称“土木系”，即

十一为“土”，十八为“木”，

18军也成为国民党军五大王牌之

一，蒋介石最信任的王牌军。

在18军历史上，共出过5位

一级上将（陈诚、罗卓英、高魁

元、胡琏、方天）、4位参谋总

长（陈诚、周至柔、桂永清、高

魁元）、两位海军总司令（陈诚、

桂永清）、1位空军总司令（周

至柔）、1位陆军总司令（高魁

元）、20多个军长，在国民党军

中，绝对独占鳌头。而这些名将，

可以说大多都是罗卓英一手培养

出来的。

八年抗战中，罗卓英率部参

与了大多数会战，其参战之频繁、

战区跨度之大、战绩之辉煌，可

以说无出其右者，比较典型的有

下面几次。

抗战全面爆发后，淞沪会战

首当其冲，日本集结了30多万精

锐，中国则调遣了80多万精兵，

以上海为中心展开了铁血厮杀。

在淞沪会战中，最惨烈的当属罗

店争夺战，镇守罗店的即为罗卓

英的第18军，硬是以血肉之躯，

将日军的猛烈进攻挡了回去，其

惨烈程度，连日军都称为“血肉

磨坊”。

此战中，罗卓英几乎每天都

在前线指挥，几次都险些被日军

击中，但始终不下前线，打出了

中国人的威风，以至于“扶桑童

稚知名姓”。

接下来是参战兵力更多的武

汉会战，此时的罗卓英，已升任

第19集团军总司令，先在第三战

区作战，又被调到第九战区，后

又到第五战区，跨越上千公里，

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给日

军以迎头痛击，也因此赢得了

“救火队”的称号。

还有被何应钦誉为“抗战以

来最精彩的一战”的上高战役，

总指挥即是罗卓英。上高战役，

是台儿庄战役之后中国军队取得

的第二次伟大的胜利，以伤亡两

万余人的代价，消灭了日军1.5万

余人，在整个抗战史上也是非常

少见的。战后，总参谋长何应钦

给罗卓英发贺电：“捷音远播，

举国腾欢，收赣北空前未有之战

果，作战国最后胜利之先声。”

蒋介石也高兴地称赞此战“空前

胜利”，“胜利之年开胜利之先

河”。在抗战史上，中国远征军

的意义非常重要，为了配合美英

的太平洋作战，蒋介石派出几十

万军队，远征印度缅甸，打出了

国威。而远征军的总指挥，就是

罗卓英。

在罗卓英的帐下，有杜聿明、

孙立人、戴安澜、郑洞国、廖耀

湘、宋希濂等名将，能带领这些

大名鼎鼎的名将出征，足见罗卓

英的威望之高。

有人曾统计过，在八年抗战

时期，以十项重要指标为依据，

即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战

区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大型

会战总指挥、副总指挥、单位集

团军参与会战次数、殉国将领、

授衔上将、青天白日勋章，这十

项指标累计来计算，罗卓英以21

次排名第一，接下来是孙连仲的

19次，薛岳等4人的14次，陈诚

、王陵基的13次……

罗卓英的21次具体如下：集

团军总司令2次、副总司令1次、

战区司令长官1次、副司令长官2

次、会战总指挥1次、副总指挥4

次、亲率集团军参与会战次数8

次、授衔上将1次、青天白日勋

章1次。民国元老于右任曾盛赞

罗卓英“行三万里程，打二百回

仗”，看看罗卓英参与过的战役，

确实如此，单以集团军总司令的

身份参与过的大型会战，就多达

8次，转战于全国5个战区，甚至

远征国外，“行三万里程，打二

百回仗”，并不夸张。

搞笑版：男人真的累
饭后谁洗碗一直是困扰我家

的一个大问题，只因我和老婆都

比较懒。于是，我提议：“要不

咱们猜拳吧？输的人洗！”老婆

摇摇头娇羞地说：“才不要呢，

人家是淑女来着，猜拳这么粗鲁

！”

我想了想又提议：“那咱们

猜硬币吧！”说罢，我从口袋里

掏出一枚硬币，突然她抬起手就

给了我一巴掌：“你小子居然敢

藏私房钱！”

……我上哪儿说理去？

有了那次的教训，我便极不

情愿地承担起饭后洗碗的工作，

老婆却只负责在沙发上对着电视

傻笑。有一天我忍无可忍，大声

问道：“能不能过来帮把手？”

她头都不扭地说：“哎呀，

我才不想动呢。”

我继续抗议：“凭什么你就

老坐沙发上看电视，我就得干活

啊！”

她回道：“这你可不能和

我比了，我有一个好老公，你

有吗？”

……为什么明明是夸我，我

却笑不出来？

终于有一天，老婆良心发现

了，吃过饭主动要求洗碗。大概

是她“业务”太生疏，打碎了一

个，我可逮到羞辱她的机会了，

便问道：“连个碗都洗不好，你

和白痴什么关系？”

老婆慢慢地扭过头，淡定地

说：“夫妻关系。”

今年3月27日是西方的复活节。

近来，外国频出考眼力找不同的图

片，而这次，他们显然也不想放过

复活节这个好时机。匈牙利艺术家

杜道尔夫就借著复活节的主题，创

作了一幅满是复活节兔子的图画，

并要求读者在其中找到一颗复活节

蛋。报道称，杜道尔夫一将此图上

传到社交网站后，立刻引起了网友

们的疯狂寻找。

据悉，每年春分日月圆之后第

一个星期日就是西方的复活节。但

由于每年的春分日都不固定，所以

每年的复活节的具体日期也是不确

定的。但节期大致在3月22日至4

月 25日之间。由于历史起源的关

係，复活节的象徵包括天鹅蛋、兔

子等。

狗狗享奢華生活成名媛
引領犬類時尚潮流

看到这只小狗，也许你会感叹“人不

如狗”。英国一隻富贵吉娃娃不仅拥有自

己的衣柜和珠宝首饰，还有各种高档美容

产品，主人单是花在它身上的钱，就高达

3万英镑。

这只幸运的吉娃娃两年前由约瑟芬和

女儿凯利购入，两母女之后将生活全部重

心，放在它的身上。

坐婴儿车防弄脏爪子

她们给它买了个性化的婴儿车，一个

豪华的配套便便袋，以及数不清的衣服和

假发。

约瑟芬说，给吉娃娃配备婴儿车，是

不希望让它把爪子弄脏。为了让它出门时

能避开所有危险，她还为婴儿车配备功能

齐全的吊灯。

每次经过宠物精品店时，约瑟芬都会

给吉娃娃带点礼物回家。这只体型娇小的

吉娃娃，还有著一个塞满各种配饰和服装

的大衣柜。约瑟芬还会带著它去做美容和

皮肤护理，其用的护肤品和化粧品都是高

档货，包括牙膏、洗髮水、护髮素和指甲

油等。

约瑟芬同时经营著一家伦敦犬类时尚

网站，由这只吉娃娃当模特。她说，它也

算是时尚界的小名人了，在社交网路上有

约3万个粉丝，部份还是社会名流，在一

定程度上引领了犬类时尚潮流，很多粉丝

会依照它的最新搭配，来给爱犬购买衣服

和配饰。

常做美容皮肤护理

约瑟芬说，花在吉娃娃身上的每一分

钱都值得的，因为小狗的生命太短暂，一

定要让它过得开心，不留遗憾。

她又称，吉娃娃自己也很享受这一切，

它喜欢躺在黑色天鹅绒躺椅上，也喜欢在

浴缸内泡澡，还很享受美容的过程。凯利

则说，吉娃娃是她们最好的朋友，她们十

分爱它。

收到千本同樣小說捐書
書商無奈將其堆成城堡

在国外，许多人在看

完一本书后会顺手把书捐

出去。而有时由于捐出的

书本太多，让受赠的书店

十分苦恼。

报道称，近日，英国

南威尔士一家慈善书店就

因为在短时间收到上千本

一样的书籍而无法处理，

书商最后竟然将书堆成了

城堡形状。

报道指出，英国乐施

会在南

威尔士

的一家

慈善书

店近日收到近千本一模一样

的小说书籍。而店家希望民

众能多捐一点别的书。但无

奈书本太多，最后，店家竟

然将这些小说堆砌成了一座

小“城堡”。

此外，店家也打算将

堆积如山的小说进行筛选

后，多馀的部分可以拿去

转卖或进行回收。

据悉，当地许多读者

过去也常因为看完某个流

行小说后不想留著，而把

书籍捐到慈善书店的情况。

只是这次捐到书店的小说

实在是太多了，给书店造

成不小的困扰。

乐施会员工博赫斯表

示：“我们非常感谢大家

的爱心捐献，但是希望大

家不要再捐同样的小说了，

多捐一点60、70年代的黑

胶唱片也很好。”

澳大利亞章魚變“劫匪”
順走潛水員相機後逃走

来自澳大利亚维州的潜水员科

勒尔近日潜水拍摄时，不幸遭遇

“抢劫”，而“抢劫犯”竟然是一

隻1.5米长的章鱼，章鱼抢完录影

机后就消失在了漆黑的海水中，留

下科勒尔独自在原地目瞪口呆。

据报道，今年23岁的科勒尔是

一名潜水爱好者，她近日在拍摄潜

水录影时，一隻巨大的章鱼将她价

值 600 澳元的 GoPro 高清录影机

“顺走”。

科勒尔表示，事后她不知道应

该报警称自己的相机被偷还是丢失

了，虽然她也不抱有任何希望能将

相机找回来，但是她认为那只失窃

相机肯定会录下一些“令人惊讶”

的视频。

据悉，科勒尔拍摄的原因是想

像其他潜水员一样，能发现橙色章

鱼，其他几个潜水员前几天就在这

片水域看到了这群生物。

“我当时在海床上看到了章鱼

的眼睛，然后它就突然对我发起攻

击，我的手里当时拿著相机，结果

它就用一个触角把相机抢走了。它

的突然出现令我吃惊，但是我并不

害怕。因为能看到章鱼本身就令人

兴奋，我猜它是被相机上亮著的红

灯吸引了。”科勒尔说。

她表示，希望能有人捡到失踪

的相机，因为里面有珍贵的影像资

料。“我很想要里面的照片和视频

，所以如果有人找到它，我肯定会

给予报酬。每个人都不相信我所遭

遇的一切，因为这听起来太不可思

议了。”

报道称，科勒尔在自己的社

交网站上描述了事情的经过，有

位幽默的网友在下面评论道：

“这个章鱼太聪明瞭，你也许需

要到它的 ebay 页面上把相机买回

来了。”

外國人考眼力玩瘋了外國人考眼力玩瘋了：：
復活節兔群藏了一隻蛋復活節兔群藏了一隻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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