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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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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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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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風采

丁 綺 女士
鋼琴家﹐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並在休斯敦大學音樂系獲
得鋼琴演奏專業碩士學位﹒現在是美國鋼琴教師協會成員﹒她
的學生多次在國際﹑國內的大小比賽中獲獎﹒

B12休城讀圖

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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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黃麗珊 整理

大合唱《華盛歡迎你》（全體老師和理事們）

熱烈慶祝華盛中文學校建校十五周年

慶典會場座無虛席，洋溢著歡樂喜慶的節日氣氛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群領事
致辭

詩歌朗誦《愛心滿天》（二年級下午班）

大合唱《讓我們蕩起雙槳》（三年級上/下午
班）

配樂朗誦《遊子吟》 （五年級上午班）

雙人鋼琴演奏 March Militaire Op.51 No.1 （一年級周盎冉和四年級
周有容同學） 魔術串燒（五年級李冠頤同學） “百字大關”識字競賽一等獎獲獎同學合影

李水蓮牧師周日蒞臨信義教會分享
-----作個智慧幸福的母親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現在
哈里斯縣估稅員和收稅員，
Mike Sullivan, 正在努力為哈
里斯縣居民挽回縣政府的財政
收入損失，回收過去幾年裡在
哈里斯縣拖欠的房產和房地產
稅。縣政府驚奇地發現，現在
在哈里斯縣有幾千套空置或荒
廢的房子。Mike Sullivan提醒
市民，成千的空置房產和房地
產，已經造成房產市場不穩定
和房價一直下降的狀況。這個
市場流通轉壞的主要問題之一
是許多房產業主多年來都拖欠
縣政府房產稅所造成的。

現在Mike Sullivan通過來
自哈里斯縣拖欠稅務律師，
Linebarger Goggan - Blair &
Sampson律師事務所的幫助，
哈里斯縣政府對從整個哈里斯
縣欠稅主人找回拖欠稅的效率
已經大幅度提高。估稅員和收
稅員， Mike Sullivan 說: “這

些拖欠物業稅房子的主人是將
不公平的交稅負擔扔在哈里斯
縣納稅人的肩上，因此，我們
必需要收回房子物業稅主人拖
欠的每一美元的稅款”。每個
月，我們的目標是收回拖欠稅
款，並把幾千套空置或荒廢的
房子出售給新房主的手中。

就在2016年 5月這個月
，共有387套空置或荒廢的房
子被公佈拍賣。Mike Sullivan
已經為哈里斯縣居民成功回
收 $2,853,469美元。2016年
到目前為止，哈里斯縣估稅員
和收稅員， Mike Sullivan 的
辦公室已經從每月的銷售稅收
回$13,987,752美元。如果你
有 問 題 ， 請 致 電
713-274-8000。如果你想要
了解更多關於哈里斯縣政府的
銷售稅，請訪問哈里斯縣政府
的網站 http://www.hctax.net
。

華夏學人舉辦安全講座
榮幸邀請到休斯頓警察局資深警官擔任講員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曾為著名藝人
的李水蓮牧師，於周日( 五月八日） 母親節
當天蒞臨信義教會，與大家分享她的信仰旅

程。而當年與她同在台灣演藝界，前台灣電
視公司的著名歌星皮梅仙，也由先生與兒子
們陪同來到信義教會唱聖歌，使該教會一時

星光閃閃，好不熱鬧。
當天以大家最耳熟能詳的一曲 「

愛的真諦 」 揭開序幕。信義詩班獻
唱＜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最知心
的朋友＞李水蓮牧師以親身體驗闡述
母愛的偉大及慈母為她禱告的力量，
順服的女兒使她成為幸福的母親，她
並1簡述聖經幾個偉大母親的故事。
並以真實的事例說明一個賢妻良母對
家庭和諧的重要性。聚會中皮梅仙以
優雅沈穩的歌聲演唱 「 野地的花 」
，以及李水蓮牧師與前曉士頓中國教

會的主任牧師陳國安伉儷合唱 「
奇異恩典」 ， 都感人至深。

李水蓮牧師是上個世紀70、
80年代著名港臺及東南亞地區的
藝人康嘉欣（李牧師藝名），曾
與香港著名導演許冠文與明星許
冠傑，許冠英及喬宏合作演出
《天才與白癡》。1984年11月，

李牧師在法國蒙召獻身事主，隨即完全退出
演藝圈，進入美國新澤西國際佈道會神學院
學習。3年後，李牧師創辦紐約藝人福音團
契，在華人藝術團體為主做工。1996年9月
21日，李牧師在臺北藝人之家由周聯華，寇
紹恩等多位牧師組成的牧師團下被按立為牧
師。三十多年來，李牧師在上帝的國度辛勤
耕耘，在世界各地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帶
領眾多的人決志信主。

百利市信義教會鄰近TMC，原為信義美
國人教會，近年來隨著訪問學者的增加，信
義教會決志投入華人福音事工，現在幼兒園
已經有許多華人孩童，平日也開設ESL使訪
學家屬能夠學習英語、融入美國生活。信義
教會也建造信心公寓(Faith House)以低廉的

價格提供外地
來休士頓求醫
的人租房。中
文禮拜創立年
餘，前後已有
約六十多人參
與，歡迎所有
華人朋友來參
與信義教會活
動。

信義教會
主日固定活動
：9:30 AM 早
餐/9:45 AM 成
人及兒童主日
學/10:50 AM
中文崇拜（Faith Center）/12:00 PM 午餐,
Faith Lutheran Church (信義教會)

地址： 4600 Bellaire Blvd, Bellaire, TX
77401 (百利大道與Ave B 交叉處)

網站：www.faithbellaire.org
中 文 牧 師 談 俊 峰 聯 繫 電 話: (832)

540-6802

圖為李水蓮牧師（康嘉欣
） 分享聖經故事的情景。
（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陳國安牧師（右一）指揮信義詩班獻唱。（ 記
者秦鴻鈞攝）

（本報訊）由華夏學人協會、德
州安徽同鄉會、休斯敦湖南同鄉會聯
合主辦的安全講座於2016年 5月 7
日週六下午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圓滿舉
行。

安全講座由德州安徽同鄉會前會
長承寧主持，華夏學人協會前會長何
子敏協調，休斯敦湖南同鄉會會長吳
安萍總結，到會的還有安徽同鄉會執
行副會長方勝、副會長趙美萍及近
50名男女老少參加了講座。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休斯頓警察局
有16年警齡的資深警官Ted Wang
給大家作一堂別開生面的安全講座
。 Ted警官目前在警察局擔任公共
關係事務的工作。

Ted 警官首先就提到這星期在
Katy一家運輸公司發生的槍擊事件,
每個人都認為這種槍殺、爆炸事件自
己不會撞上，但是我們必須為一些不

太會發生的災難做好準備，畢竟它們
是會發生的，有時就發生在我們身邊
。

那我們怎樣在槍擊中倖存呢？請
記住六個字及順序：逃跑、躲藏、搏
鬥；能逃命的先逃命，無處可逃的找
地方藏起來，無處可逃又無處可藏才
進行搏鬥。 Ted警官還播放了一段
休斯頓警察局錄製的錄像，大家通過
觀看短片更加深了印象。

當Ted警官談到與會者感興趣的
怎樣預防和應對機動車搶竊；怎樣注
意個人安全的內容，聽眾們很活躍，
不時有人問問題。今天還邀請到另一
位Gary Ho 警官和我們分享了一些交
通安全的法規和執行。比如說在百利
大道中國城有人亂過馬路已有2人被
車撞死了，現在有警察專門開罰單給
亂過馬路的人，不要以身試法，更不
要拿生命去冒險。

此次講
座安徽同鄉
會 贊 助 了 5
張 5 月 16 日
演出的黃梅
戲票，活動
結 束 前 有 5

位幸運的聽眾抽獎得票。
感謝兩位警官 Ted Wang 和

Gary Ho抽出他們寶貴的周末時間給
我們辦講座，讓我們增多一些安全意
識，有時生死就是一線之隔！祝您及
家人安全、健康、幸福！

通過來自哈里斯縣稅務律師事務所的幫助
哈里斯縣每月公佈和拍賣欠稅的房子

圖為資深警官Ted Wang 上周六在
華夏學人等會 「 安全講座 」 上主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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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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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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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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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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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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e Smile Dental
微 笑 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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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五對民眾開放

地下
儲水池

神秘的

美國最大零售百貨
連鎖業者Wal-Mart將再
度出現門僮，它在全美
的五千間賣場，大部份
都將在今年夏天，完成
配置，門僮的任務不只
是在消費者進門的時候
，問候顧客，也要負責

查對收據和商品，提防
宵小偷竊他人購買的商
品。

在賣場門口設置門
僮，是Wal-Mart創辦人
（山姆華頓）想出的點
子，目的是在激烈的競
爭中，突顯服務品質，

四 年 前 ，
Wal-Mart 取 消
了門僮的設置，
現在，它決定恢
復，因為管理部
門覺得這有助於
給消費者留下愉
快的印象。除了

表 面 工 夫 之 外 ，
Wal-Mart也從提高鐘點
工薪資、優化購物環境
以及加快結帳速度等多
方面著手，要改善消費
者的購物經驗。

Buffalo Bayou公園休斯頓

(本報訊)很少有人知道休斯頓有一個神秘壯觀的
地下景點，其實，截止到2010年，這個位居Buffa-
lo Bayou 公園的地下儲水池才逐漸被當地居民所了
解。

2010年，Buffalo Bayou合作機構準備購買靠近
Jamail Skatepark的一塊土地，工程的諮詢師查看了
曾建於1926年但被城市遺棄和破壞的舊有的地下水
庫，諮詢人員考慮是否可以利用這個地下的水庫空
間來改造成為一個地下停車場。

然而，當記者Lisa Gray在休斯頓紀事報的網站
上報導了這個消息後，他們竟發現了一個類似古代
建築的壯觀景點，從頂部照下來的無數光束，光影
綽綽，幽深如鏡，空谷傳響，與歌德式風格的大教堂不相
上下。

5月13日本週五，Buffalo Bayou 公園地下蓄水池將
首次對民眾開放，讓市民一覽休斯頓罕見的地下風景。

休斯頓日前遭遇重大水
災，許多街道被淹，一些道
路被迫關閉，截止昨天，兩
條之前因水淹而關閉的街道
重新開放投入了使用。

其中一條道路是自FM
1093 的 Westheimer Park-
way到 South Fry 道路重新
投入使用，另外一條道路是
自6號高速公路的Clay 道路
到 Brittmore 道路的路段。

納稅日當天，哈瑞斯防
洪控制區報告稱，受到強暴
雨的影響，美國工程部隊，
蓋文斯頓區域已經從Bark-
er 水庫和 Addicks 水庫向
Buffalo Bayou洩洪。

Addicks 水庫地區內部
的 道 路 包 括 Patterson
Road, Bear Creek Drive 以
及 War Memorial Street 目
前仍舊不能通行。
Barker水庫所在的道路其中
一條道路是自 FM 1093 的
Westheimer Parkway 到
South Fry 道路被大水淹沒
不能夠通行。

如今受到影響的以上兩
條道路重新投入使用。

日前遭到大水淹沒的
休斯頓兩條道路
重新投入使用

Wal-Mart賣場
將恢復門僮設置

China’s internet regulator has ordered the country’s biggest search 
engine to change how it handles medical advertisements and stop 
ranking results largely by the fees it charges, as the government 
wrapped up an investigation prompted by the death of a student with 
cancer. The team was made    up of officials from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and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 the regulator of online advertisement.
Nasdaq-listed Baidu has been under mounting public pressure since 
a couple said online that their   21-year-old son died of cancer after 
receiving immunotherapy at a hospital in Beijing. Baidu said it would 
make the necessary changes and establish a billion-yuan fund to 
compensate consumers who suffered from misleading adverts hosted on 
its site.
The paramilitary force’s ¬hospital in Beijing, where the ¬student 
received treatment, was found to have violated regulations on 
outsourcing some ¬specialist departments, and to have made false 
claims in medical ¬advertisements.

China’s probe into Baidu highlights concerns over firm’s dominance of 
internet searches

The inquiry came after a public outcry over the death of Wei Zexi, 21, 
who sought cancer treatment at the No 2 Beijing Armed Police Hospital, 
which topped his Baidu search. Wei and his family paid 200,000 yuan 
(HK$240,000) for the treatment but it did not save him. Doctors say the 
immunotherapy treatment he received is still in the experimental stage.
Health authorities, officials from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C) and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launched the joint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earch engine and the hospital 
last week.
The CAC found Baidu’s business model – which allows advertisers 
who pay a fee to be featured more prominently in search ¬results – had 
affected Wei’s choice of treatment.
It also required Baidu to provide distinctive labeling for sponsored 
search results, which should account for no more than 30 per cent of 
results displayed on a page.

Additionally, the company would need to establish a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people who suffered losses from misleading adverts 
found on the site could claim compensation, it said.
The company said it would alter its search engine operations and 
advertisement rankings as suggested, and set up the compensation fund.
Baidu must go through all medical advertisements shown in its search 
results and remove those by medical institutions that had not been 
qualified by regulators, the CAC said.
The company must change its search result model, as the listings 
returned were determined by fees the companies paid, the authorities 
said.
Chinese newspaper People’s Daily faces backlash after warning patients 
against ‘miracle cures’
The treatment was administered at the biological treatment center of the 
Second Hospital of the Beijing Armed Police Corps.
The parents said their son learned of the treatment and the hospital by 
researching the disease on Baidu, and that the hospital was listed second 
from the top on the first page of search results.
Before Wei's death, he also had posted about his experience on the Q&A 
website Zhihu, calling the treatment useless and criticizing Baidu's p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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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ing practice.
Paid listing is an internet advertising model used to direct traffic to 
websites. The system, under which an advertiser pays a search engine 
for each time an ad is clicked, has long been a major source of revenue 
for Baidu.
Compared with other search engines such as Google, which clearly 
marks search results that are advertisements with a color label, Baidu's 
paid listing results do not have clear labels.
Instead, they are marked by two small, gray characters denoting the 
listing as a paid promotion.
In a media statement, Wei's parents said: "We don't want any 
compensation, nor will we sue any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While 
our son posted his experience online, his purpose was simple: just to let 
more people know the therapy is useless."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and the military’s health bureaus 
ordered the hospital to terminate its partnership with the private 
Shanghai Claison Bio-tech, which provided the experimental cancer 
treatment. The hospital should clean up similar outsourcing deals with 
other private contractors. The hospital and its private contractors must 
immediately stop advertising. Private hospitals were estimated to have 
contributed at least 10 billion yuan to Baidu’s ad revenue in 2014, 
according to a report carried by Tencent Technology last year.
The authorities also called on the hospital to punish the doctors 
involved and suggested charging those who broke the law, without 
elaborating. The doctor in charge of Wei’s treatment had engaged in 
“bad behaviour”, the authorities said. (Courtesy http://www.scmp.com/
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 

Company To Stop Ranking Results By Fees It Charges--
Hospital Ordered To Clean Up Outsourcing Arrangements

Federal Disaster Assistance
 Includes Right of Appeal

AUSTIN, Texas – Not every Texas resident who registered 
for federal disaster assistance following the April 
tornadoes and flooding will qualify for aid. However, an 
appeal process   can ensure those affected by the storms 
will receive all aid for which they are legally eligible.

Eight counties are designated for assistance for the April 
17-24 storms: Austin, Colorado, Fayette, Grimes, Harris, 
Parker, Waller and Wharton.

Applicants from those counties have 60 days from the 
date on FEMA’s decision letter to file their appeal. The 
FEMA letter describes the amount and type of assistance 
being offered.

To appeal FEMA’s decision, write a letter explaining 
why the amount or type of assistance authorized is not 
correct. The appeal should include any documentation 
that supports the claim.

The letter should also include:

applicant’s full name

applicant’s registration number on all pages

the FEMA disaster declaration number on all pages

signature of the applicant.

The letter must be signed, dated and mailed to:

FEMA
National Processing Service Center
P.O. Box 10055
Hyattsville, MD 20782-7055
Letters may also be faxed to 800-827-8112 with a cover 
sheet marked: Attention – FEMA or uploaded to the 
applicant’s account on DisasterAssistance.gov.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on pages 9-10 of the 
FEMA booklet, “Help after a Disaster: Applicant’s Guide 
to the Individuals & Households Program.” This free 
booklet is available in multilingual formats as a PDF to 
download at fema.gov/help-after-disaster.

Texans can register online at DisasterAssistance.gov or by 
phone at 800-621-3362 (FEMA) or TTY 800-462-7585. 
Applicants who use 711 or Video Relay Service may call 
800-621-3362. Multilingual operators are available. The 
toll-free numbers are open from 7 a.m. to 10 p.m., seven 

days a week.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exas recovery, visit the disaster 
webpage for the April storms at fema.gov/disaster/4269; 
or visit the Texas Divis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website at txdps.state.tx.us/dem. Follow us on Twitter @
femaregion6.

FEMA's Mission

FEMA's mission is to support our citizens and first 
responders to ensure that as a nation we work together to 
build, sustain, and improve our capability to prepare for, 
protect against, respond to, recover from, and mitigate all 
hazard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Contact
Robin Smith | FEMA External Affairs | Media Relations
202-702-7125 | Robin.E.Smith@FEMA.DHS.gov

Wei Zexi was treated at the Second Hospital of Beijing Armed Police 
Corps after finding its ad online.

Austin Joint Field Office 
May 7, 2016 

DR-4269-TX-NR-010 
FEMA News Desk: 571-208-8757 

SBA PIO: 916-847-2638

The parents of Wei Zexi, a computer science major at Xidian 
University in Shaanxi province who died of a rare form of cancer, wait 

outside a funeral home in Xianyang, Shaanxi, on April 13. [Photo/
China Daily ]

News Release

Chinese College Student Searched Baidu Site For Cancer Cures 



B3海歸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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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展各部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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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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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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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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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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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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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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送孩子出国留学后，有多少打算回国就业的？

毕业后在国外找工作并非易事，回国找工作会不会

变成“海待”（海带）？近日，教育部发布的《中

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5》对海归们就业现状进

行了说明。

留学人数 VS 回国人数

到 2015 年年底，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达

404.21万人，年均增长率 19.06%。回国人数也在不

断增加，2015 年是 40.91 万人，累计回国人数达

221.86万人，年均增长率超过20%。

根据近几年的数据，每年回国人数和出国人数

的比例大概是70%-80%，也就是绝大多数出国留学

人员学成后，会选择回国就业。

海归就业特征

留学回国人员具备哪些特征呢?根据调研数据

分析，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占60%。留学回国就业

人员平均年龄是 27.04岁，其中硕士 26.56岁，博士

32.09岁。80.7%的留学回国就业人员具有硕士研究

生学历，9.5%为博士研究生学历，9.8%具有本科和

专科学历。

留学热门专业

在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中，管理学、理学、经济

学是最热门学科方向，其次是工学、文学和法学。

不同学历背景的人群专业方向存在较大差异，博士

学位的主要专业方向有化学、材料、经济学、电子

与电气工程、机械工程和计算机科学。而硕士研究

生学历人群中，人数比例较高的专业方向为金融、

会计、工商管理、管理学和国际商务等。本科和专

科的专业构成接近于硕士研究生学历组，主要为工

商管理、经济学、会计等。

海归就业意向

此外，蓝皮书还对留学回国就业意向进行了调

查。结果显示，近一半(49.3%)的留学回国人员期望

在北上广深地区寻找职业发展机会。在选择就业时

，职业发展空间、工作地和薪酬福利是留学回国人

员考虑最多的因素，其中75%的受访者愿意在东部

沿海城市发展。金融、教育、文化、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是留学回国就业人员最期望工作的行业。

2/3的留学人员青睐企业作为就职的目标机构，29%

的受访者选择了外资企业，20%选择国有企业，还

有 17%选择民办企业。其次是事业单位(14%)、高

校和科研机构(11%)。仅 3.3%的留学回国人员期望

自主创业，但和上一年相比增加了1个百分点。

留学热门国家

留学回国就业人群的留学国家较多，按人数比

例排列，主要留学国家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

韩国、日本、法国、德国、俄罗斯、加拿大、乌克

兰、新加坡、荷兰和瑞典。博士研究生学历的留学

回国人员主要留学的国家为美国 (28.95%)、日本

(12.90%)、英国(9.95%)、法国(6.48%)、德国(5.57%)、

韩国(4.91%)、新加坡(4.58%)、澳大利亚(3.60%)和

加拿大(2.49%)。硕士研究生学历的留学回国人员留

学英国的人数最多，占 42.52% ，其次是美国

(18.83%)、澳大利亚(10.41%)、法国(4.24%)、韩国

(3.26% )、日本 (3.04% )、德国 (2.40% )、俄罗斯

(1.65%)和加拿大(1.19%)。本科和专科学历的留学回

国就业人员中，21.27%留学韩国，其次为英国

(10.63%)、美国(9.56%)、 澳大利亚 (8.86%)、 加拿

大 (8.54%)、日本 (7.97%)、俄罗斯 (7.72%)、马来

西亚 (4.49%)、新西兰(3.10%)和乌克兰(1.90%)。

留学时间

留学回国就业人员平均在国外学习的时间为

21.47个月。博士研究生所花时间最长，为 46.30个

月，硕士研究生平均所花时间最短，为16.17个月。

本科和专科的平均留学时间为36.62个月。

总而言之，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选择到国外学

习，其中自费留学占90%，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回

国政策发生较大变化，一方面通过人才项目的形式，

吸引高层次人才回国;另一方面，通过建设留学人

员创业园，打造优良的创业平台和环境，吸引更多

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各个地方会出台一些不同政策，

留学人员也需要格外留意。

编后语：在小编看来，海归求职就业不能简单

的从入职底薪来判断自己是否“值钱”。作为用人

单位，更看重的是求职者的工作能力。有海外高等

文凭只是一块敲门砖，能否运用自己的所学胜任该

职位，是否具备可塑性、是否具有长期发展的潜力，

这才是真正具备就业竞争力的表现。有时，即使海

归入职底薪不高，但并不证明没有发展空间，因为

从长期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归职场提升的速

度还是远远高于本土毕业生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不能只看眼前。

海歸就業現狀：
《中國留學回國就業藍皮書2015》

在送孩子出国留学后，有多少打算回国就业的？毕
业后在国外找工作并非易事，回国找工作会不会变成
“海待”（海带）？近日，教育部发布的《中国留学回
国就业蓝皮书2015》对海归们就业现状进行了说明。

海歸回國就業期待好通道
近日，海外人才发展平台Lockin China（络可

英）联合招聘兄弟会在北京共同发布《2016中国海

归人才发展趋势报告》。报告显示，由于信息和经

验上的缺失以及时间点的错位等原因，使得大量海

归们回国就业成了问题，很大比例的海归回国后都

要经历几个月甚至超过半年的求职期。这与毕业前

就能拿到OFFER的很多本土学生相比，反而成了

求职的“弱势群体”。该报告还针对2016年海归人

才需求进行了广泛调研发现，外资企业成为海归就

业的“抢手货”，金融业成为海归求职热门行业的

首选，电商、“互联网+”等行业同样备受海归青睐。

随着近年来海外留学的不断升温，留学生数量

也在持续增涨。加之各留学地移民政策的收紧，使

得留学生想留在海外变得愈加困难。而中国正以良

好的经济发展形势，以及企业对国际化“人才”的

旺盛需求，不断地吸引着各地海归人才的回归。据

统计，2015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 52.37万人

，而回国人员总数达 40.91万人，较 2014年占比增

长 12.1％，如此大量的海归人才，其竞争不容小觑

。2016年预计全国高校毕业生在 770万以上，再加

上出国留学回来的约 50万以及没有找到工作的往

届毕业生，预计将有1300万毕业生会同时竞争工作机

会。

该报告显示，近 70%的海归暂无工作经验，

30.5%的海归预期年薪高达 10万元至 15万元。他们

虽是名副其实的“精英”，但由于对国内人才市场

了解的匮乏，使不少“海归”错失良机，遭遇求职

尴尬。其实，海归的求职之路并非渺茫，对国内就

业环境进行深度剖析，是海归创业成功的关键。

报告针对2016年海归人才需求进行了广泛调研

发现，外资企业成为海归就业的“抢手货”。数据

表明，由于海归留学背景与外企工作环境相吻合，

反差较小，更容易适应，而外企薪资较高，使得留

学回国人员对外资企业尤为中意。一向受国内求职

者追捧的稳定性极高的国有企业，海归期望值反倒

明显降低。

另外，在海外留学生中，超五成就读商科，而

就读商科中，超七成就读金融相关专业。因此，海

归就业多集中于金融业，排名第一。电商、“互联

网+”等行业同样备受海归青睐。

Lockin China CEO孔晶晶指出，海归在求职过

程中有诸多的限制与不便，互联网招聘必然会成为

海归回国求职的最主要渠道，但目前尚未有成规模

、专业的完全针对海归特质的招聘网站。而Lock-

in China平台发布的所有职位都适合于海归，真正

为海归人才和企业量身定制。其中，Lockin Match

系统智能测评+推送的流程，不仅可以提高招聘效

率，而且还能降低招聘成本。与之配套的线下活动

海归圈，也为海外高校的留学生和归国的海归提供

了一个免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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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法國巴黎，民眾漫步香榭麗舍大道。據巴黎市政廳表示，自5月份開始，巴黎最著名的街道香榭麗舍大街
將於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日禁止車輛通行，以此應對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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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口境內被譽為“中國66號公路”的“草原天路”近期開始進入
收費時代，門票價格為50元/人次。從張北縣政府官網發佈的資訊來看，
“草原天路”收費經過了聽證會論證通過，並由縣政府批准。此事依然引
發了不少人的質疑。小編帶你免費領略“草原天路”的絕美風光。

全國首個景區“零碳婚典”在拙政園舉行

來自蘇州、揚州和鎮江等地的五對新人在鳥語花香的江南園林—拙
政園，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婚禮——全國首個景區“零碳婚典”。

巴黎香榭麗舍大道首次迎來車輛禁行日

李克強：堅決取消對民資的歧視性條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全國推進
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
電視電話會議併發表重要講話。
李克強指出，要抓緊建立行業準
入負面清單制度，堅決取消對民
間資本單獨設置的附加條件和歧
視性條款，做到同股同權，保障
民營資本合法權益。

內地營商便利度全球排名升
12位

李克強說，黨的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
高度重視有關工作，提出明確要
求。本屆政府緊緊扭住轉變政府
職能這個“牛鼻子”，簡政放權、
放管結合、優化服務三管齊下，
中央和地方上下聯動，取得明顯
成效。他援引世行報告說，本屆
政府成立以來，非行政許可審批
徹底終結。中央層面核準項目共
減少76%。95%以上外商投資項
目和98%以上境外投資項目改為
網上備案管理。前置審批精簡
85%。中國內地營商便利度全球
排名兩年提升12位次。

衡量改革成效辦事方便多少
李克強說，簡政放權改革成

效必須要有具體衡量標準：一要
看改革後企業申請開辦的時間壓
縮了多少；二要看投資項目審批
提速了多少；三要看群眾辦事方
便了多少。要形成明確的量化指
標，不能用模糊不清的概念。李
克強要求，今年再削減國務院部
門行政審批事項和中央指定地方
實施行政審批事項50項以上；削
減國務院部門設置職業資格比例

達到70%以上；削減一批生
產許可證、經營許可證和資質認
定。中央層面核準企業投資項目
削減比例要達到90%以上。

突發敏感事件及時發佈資訊
李克強說，公開透明是現代

政府基本特徵，要全面推進政務
公開，讓權力在陽光下運作。要
堅持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
外。及時發佈突發敏感事件處置
資訊，回應社會關切。要加大政
府資訊數據開放力度。目前我國
資訊數據資源80%以上掌握在各

級政府部門手裏，“深藏閨中”
是極大浪費。過去較長時期一
些地方和部門的資訊化建設各
自為政，形成“資訊孤島”和
“數據煙囪”，嚴重制約政府
效能提升，給企業群眾辦事創業
造成很大不便。必須下決心打通
數據壁壘。

做到同股同權保障民資權益
李克強說，要促進各類市場

主體公平競爭，凡是法律法規未
明確禁入的行業和領域，都應允

許各類市場主體進入；凡是已向
外資開放或承諾開放的領域，都
應向國內民間資本放開；凡是影
響民間資本公平進入和競爭的各
種障礙，都要通通打掉。要抓緊
建立行業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破
除民間投資進入電力、電信、交
通、油氣、市政公用、養老、教
育等領域不合理限制和隱性壁
壘，堅決取消對民間資本單獨設
置的附加條件和歧視性條款，做
到同股同權，保障民營資本合法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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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世界銀行發佈的最新《移民與
發展簡報》顯示，由於油價及其他因素抑制了
國際移民收入及其給家人匯款的能力，發展中
國家2015年匯款流入僅小幅增長。2015年官
方記錄的發展中國家接收匯款額為4316億美
元，比2014年4300億美元上升0.4%，其增
速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低。

報告指出，匯款增速放慢開始於2012年
，2015年由於油價下跌加劇，低油價對許多出
口石油的匯款輸出國，如俄羅斯和海灣合作委
員會國家造成衝擊。2015年很多匯款接收國都
出現匯款萎縮，包括世界最大匯款接收國印度
。歐洲和中亞各國的匯款流入收縮20%，塔吉
克和烏克蘭受影響最大，俄羅斯經濟表現不佳
和盧布對美元貶值也是導致該地區匯款流入下
降的原因之一。

從匯款流入總額看，印度2015年仍蟬聯榜
首，吸收匯款約690億美元，比2014年700億美
元有所下降；其他匯款接收較多的國家包括：中國
、菲律賓、墨西哥和尼日利亞，吸收匯款分別為
640億美元、280億美元、250億美元和210億美
元。

世界銀行全球指標局局長奧古斯托·洛佩茲·克拉羅斯表示，
匯款是億萬家庭重要的和相對穩定的收入來源，也是很多
發展中國家的外匯來源。如果匯款增速繼續放緩，甚至出現
急劇滑坡，世界很多地區的貧困家庭就會面臨嚴峻挑戰，導致
營養、醫療和教育問題。

報告認為，在2015年觸底之後，匯款流動預計今年將有
所恢復，增長推動因素包括美國和歐元區經濟繼續復蘇以及匯
款輸出國美元匯率趨穩。除了貨幣走向外，油價是這一前景面
臨的一個關鍵性下行風險。

客觀理性看待中國的總體負債率
綜合報導 近期，一些境外機構和媒

體又開始擔憂中國的債務問題了，稱中
國遭遇到了與2008年美國同樣的“明斯
基時刻”；境內也有學者借用“明斯基
時刻”這個概念。那麼，中國的債務壓
力究竟如何？是否到了不可自拔的程度
呢？

按照公開統計數據計算，2015年中
央和地方債務余額約為26.2萬元，除以
當年GDP總額，總負債率是38.7%，不
算很高。但地方政府負債率達到23.6%
，屬於偏高區域。還有人估算地方政府
的債務率超過100%。2015年8月，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報告稱，
2014年末中國實體部門(不含金融機構)
的債務規模為138.33萬億元，實體部門
杠杆率為217.3%。

彙豐銀行測算的結果是，截至2015

年，中國債務規模與GDP之比達249%
。一部分是對外債務，國際清算銀行計
算為8770億美元；另一部分國內債務，
主要集中在企業(尤其是國企)債務。截
至2015年末，政府債務與GDP之比為
44%。如果將政府的或有負債包含在內
，政府債務總規模與GDP之比會擴大至
接近64%；但即便是按照這一水平來看
，政府負債總體仍屬可控。

盡管這些數據的口徑有些區別，但
都反映出中國地方債務水平偏高和企業
債務負擔偏重的現實；但另一方面，中
央政府債務率很低，居民債務率很低，
大有調節余地。針對這些問題，2016年
，中國政府鮮明地提出並扎實地落實
“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
補短板”的政策，高度重視低效債務、
冗余債務、風險債務問題，也采取積極

措施彌補短板，釋放改革紅利。其中一
項重要改革訴求，就是大幅度提高直接
融資比重。通過擴大資本市場規模，拓
展資本市場深度，將大量的儲蓄資金轉
為股權投資，是我們具備的優越條件。

截至目前，我國直接融資占社會融
資總規模的比重僅為13.9%，這一數據
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甚遠，如美國，
2015年直接融資規模占比超過80%。
中國完全可以通過制度調整，擴大直接
融資的比重，降低實體經濟的債務負擔
。

筆者認為，考察中國政府和企業的
負債率、杠杆率問題，既要看國際上的
一般經驗，也要看本國具體實際；就國
內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來說，也有很多
不同的情形。負債壓力大不大，杠杆率
高不高，關鍵還是看資金使用的效率如

何，看經濟結構和融資結構調整的空間
多大。

在美國很流行的“明斯基時刻”是
個什麼概念呢？簡單說，就是資產驟然
大幅貶值，債務大範圍違約，金融危機
即將引爆的時刻。因美國經濟學家海曼·
明斯基 (Hyman Minsky， 1919-1996)
首先提出，所以用他的名字命名。明斯
基及其思想因2008年金融危機而名噪西
方學界，其邏輯關系大致可以概括為：
投資波動是經濟波動的主要來源，而其
微觀基礎便是金融不穩定性，即借款人
和貸款人的風險波動。這個說法有一定
參考價值，但也談不上有多麼高深的內
涵。

對任何一個經濟體來說，發展經濟
都需要負債。從2000年到2015年，全
球經濟都是在債務的基礎上發展的，債
務基本是GDP的3倍以上，部分發達國
家甚至是3.8倍。可以說，債務風險在
任何一個經濟體都是客觀存在的；但風
險會不會像暴風雨一樣來臨，其實是由
經濟體系、社會風氣、人民心態的疊加

成效來決定的。
美國社會長期寅吃卯糧，人們無節

制消費和浪費，金融寡頭貪得無厭、翻
雲覆雨，危機不來反而是奇怪的。而中
國，不僅總的負債率可控，而且，外債
在世界主要經濟體範圍內較低。同時，
中國GDP的總量在全球排第二位，解決
債務問題的手段也比其他國家多。

可以說，雖然中國存在“債務風險
點”，但不具備“嚴重債務風潮基礎”
。

筆者認為，不斷湧現出來的各種危
機概念，作為對全球經濟發展中新問題
的思考和提出警示，本身是值得尊重和
重視的。但如果拿這些概念硬套在所有
新興經濟體身上，則會編織出一張“失
真的全球畫卷”。

中國的發展有自身獨特的邏輯。中
國經濟發展有政治制度優勢，有區域互
補優勢，有內部市場潛力，有技術升級
空間，還有國際合作需求，但需要加強
法治化和深度市場化。這才是中國經濟
的真實“性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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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明明那样喜欢着对方，如今却不清楚自己还喜不喜欢

对方。如果有这种感觉，也许就是恋爱疲劳综合征患者。下面，

将介绍恋爱疲劳综合征产生的原因、表现症状以及对策。

原因、症状：

1、对对方太过用心

很女性会因为太过喜欢对方，所以不管什么都愿意为他去

做。想要通过这种爱情表现形式，告诉对方自己有多喜欢你。

但是，如果这时对方却说“不需要为我做这么多”“你这

样会让我感觉有负担”的话，心情不免一下子沮丧起来，陷入

到一种曾经那么喜欢你现在却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

2、恋爱初期就是热恋期

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有没有一种不管牺牲什么都要跟他在一

起的念头？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喜欢他的心情也被无限地夸

大。有时候冷静下来想想，发现居然为他做了这么大的牺牲!

反而会对爱情产生退缩的心理。

3、失恋

以被拒绝的女性居多。抱着“以后我再也遇不见这么喜欢

的人了”这样的想法，心也一点点地消沉下来。

刚分手的时候都会有一点这样的心情，但是如果太过沉

浸于这种情绪，就会对工作、对任何事都无法集中精神。

对策：

1、暂时不谈恋爱

最好的休养方法就是“暂时不谈恋爱”。分开之后会重新

发现很多有趣的事，继续在一起反而会被恋爱的压力压垮。我

们需要一段时间，做回自己，重新评估恋爱对自己的意义。

2、失落是必然的

恋爱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有失落的时候。但这绝对不是

坏事，而是必须经历的过程。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如

果这样想就会感觉轻松许多。

3、恋爱不是全部

几乎所有的恋爱疲劳综合征患者，都把恋爱摆在第一位。

恋爱固然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它绝对不是人生的全

部。除了恋爱，人生中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和事情，比如，家

人、朋友、工作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恋爱疲劳综合

征患者，不妨在这些事情中转换心情、提高情绪之后，再重新

面对恋爱试一试。这样一来，也许会变得轻松一些。记住，任

何事都不要投入过多的精力，这才是最重要的。

喜歡還是不喜歡？
日媒教妳判別戀愛

疲勞綜合征
随着社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变性”

早已不是新鲜事，然而艺人变性后的感情世界

始终是大众关心的话题。近日，卡戴珊的继父

凯特琳-詹纳频登各大娱乐版面头条，她在历

经了离婚、变性等变动后，私生活更加受到外

界关注。日前她脚踩高跟鞋现身街头，上楼梯

时险摔倒，窘状连连，好在身旁有壮汉陪伴搀

扶。据悉，当凯特琳还是“布鲁斯”的时候，

曾与卡戴珊家族女掌门克里斯-詹纳有过一段

23年的婚姻，2014年两人离婚，目前凯特琳处

于单身状态。

欧美变性艺人的情感生活千姿百态，而亚

洲变性艺人的感情世界同样五彩缤纷。现在就

跟随小编，将目光转回亚洲，了解变性艺人冲

破枷锁后的情感生活。

刘霆：单身 渴望轰轰烈烈的爱情

刘婷本名“刘霆”，2005年为照顾患尿毒

症晚期的母亲，毅然踏上背母求学之路，被评

为“全国道德模范”。她又是一个挣扎在道德

与本性之间的易性病人，身为男儿郎，却渴望

变成“女娇娥”。4月 8号，刘婷以一个完整

女人的身份向全世界宣告变性成功。刘婷说，

目前国内外已有多名导演和她接触，表示要为

其量身打造电影。刘婷表示：“做演员也是自

己的梦想，我知道这很天真，但还是要天真下

去。”

目前刘婷处于单身的状态。据《南方周末》

报道，刘婷喜欢看琼瑶的电视剧，时常幻想自

己是剧中的女主角，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刘婷的妈妈陆永敏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也表

示：“我和其他母亲一样，希望她早点结婚，

找到一个真正接受她、珍惜她、爱她的人，我

恨只图她的美貌来撩她的人。刘婷的人生已经

很坎坷了，在婚姻上不能再受打击了。”

金星：已婚 与丈夫相守10年恩爱如初

中国最杰出的现代舞舞蹈家金星，现任

“上海金星现代舞蹈团”团长兼艺术总监。

2011年因为 SMG主办的《舞林大会》更成为

街知巷闻的话题人物。由她主持的《金星秀》

凭借辛辣的点评，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以及不

娇柔做作的真性情赢得了一众粉丝。

金星是内地第一个公开坦承变性身份的公

众人物。她在 28岁时选择做变性手术，而后

收养了3个孩子，圆了自己的母亲梦。2005年，

她遇到了真命天子汉斯并结婚，二人相恋 10

年，至今依旧恩爱甜蜜。目前，金星不仅拥有

幸福的家庭，更跻身世界上成就最高的中国舞

蹈家之一，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

河莉秀：已婚 享受甜蜜的夫妻生活

河莉秀被称作韩国“最美的变性人”，是

亚洲最著名的变性艺人之一，原名李庆烨。

1997年到1999年间，河莉秀到日本学习发型师

课程，她在 23岁时完成变性手术，摇身变为

性感女神，成为韩国广告、乐坛及电影界宠

儿。

2007年，河莉秀与年纪比她小的老公郑英

镇结婚，婚后她因为无法生小孩，忍痛要老公

去和别的女人结婚生子，但老公却断然拒绝，

同年二人举行了盛大婚礼。2014年，河莉秀与

老公迎来了结婚 8周年，二人还特地拍摄了一

组婚纱照，来纪念这段经历风雨的感情。

Poy：单身 曾与古天乐传绯闻

Poy，1985年出生，是泰国著名变性女艺

人，17岁成功变性成美女。于 2004年获得了

Miss Tiffany的头衔，在泰国享有极高的人气。

如今活跃于泰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演艺圈。Poy

在2013年的贺岁档大片《扫毒》中饰演毒枭，

剧照曝光后网友纷纷评论Poy“比真正的女人

还要美”。

据香港媒体报道，Poy在新片《扫毒》中

跟古天乐、张家辉及刘青云合作，凭美貌及性

感身材迷倒片中“老公”张家辉。不过在现实

中Poy却独爱古天乐，来港跟导演陈木胜及林

小明见面时，古仔亦有出席饭局，期间Poy却

遭古仔一句：“咦！你胖了啊！”导致Poy整

晚不敢进食。当消息传至内地及泰国后，两人

被指互生好感，又盛传Poy为古仔狠甩相恋五

年的泰国男朋友。对于被指见异思迁，Poy坦

言与男友已经分手，但否认古仔是“第三者”，

还维护对方说：“他对我好似妹妹一样，我觉

得他没追过我，不好扯人家进来，不想破坏他

声誉！”

利菁：已婚 与小14岁老公相爱至今

利菁，1962年 10月 25日生，是台湾一位

变性艺人，东森一号传奇人物，本名吴中铭。

22岁时通过手术成为了一名女性。和其他变性

艺人不同的是，利菁始终否认她做过变性手术，

而是坚称她是双性人，同时拥有男性女性的性

特征，具有生育能力。在购物频道(东森媒体

集团下属)担任主持人时，利菁展现了她惊人

的销售天赋，打破了多项销售纪录，包括：85

分钟卖出 700多台笔记电脑，60分钟卖出 250

台房车，80分钟卖出 380颗一克拉钻石。2004

年起，她开始主持多档综艺节目，如《钻石夜

总会》《超级偶像》《麻辣天后宫》。

2002年，利菁与比她小 14岁的男友许育

仁成婚。虽然利菁和老公年纪相差十四岁，不

过两人平常打打闹闹简直就像小孩子，每天出

双入对一起工作、生活，至今相守13年，依然

恩爱如初。

刘熏爱：单身 变性成嫩模桃花不断

刘熏爱，现为台湾时尚界和电视圈的新星，

原名刘子华，1986年 12月于台北市桃园县出

生，18岁那年通过变性手术成为女性。刘熏爱

不仅外型甜美还拥有好身材，年纪轻轻便被列

为最有潜力的嫩模之一。在《时报周刊》专访

中坦承做过变性手术，是在十八岁那年由第二

任男朋友金钱赞助所完成的。

据台湾媒体报道，刘薰爱变性后曾和台湾

伊林小模杨淳斯交往，对方在新闻爆发后才知

道她是变性人，但最后因男方劈腿导致分手。

之后刘熏爱又和小甜甜绯闻男友陈威翰交往 1

年多，但被爆料同时劈腿红花乐团主唱小B，

可说是桃花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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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中的6大關鍵點，爸媽一定要知道

在教育研究领域， 3~6岁被称为“潮湿的水泥”

时期，意思是说：3~6岁是孩子性格的形成期，像

“潮湿的水泥”一般，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这一阶

段过后，“水泥”慢慢凝固，孩子的基本性格慢慢

固定下来，再想有大的、彻底的改变是很难的！

研究表明， 孩子一生中80%~90%的性格特征、

志向理想、生活方式，都是在这个阶段成型的！这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在这个孩子成长如此关键的阶段，幼儿教育一

定要注意下面几点：

一、正确对待孩子的“执拗”
3~6岁的孩子，往往有很多“执拗”的行为。

比如，他本来用的这个牌子的儿童牙膏，有一

天妈妈给他换了一个牌子，他就立马不乐意了，大

哭大闹；

有的孩子睡觉前一定要妈妈给他关上卧室门，

爸爸关就不行，要不然就不睡觉，非得闹一阵子；

有的孩子一定要自己剥橙子，即便橙子都被他

抠烂了，也不要大人帮他剥，否则就扔地下不吃了……

其实，3~6岁是孩子内心建立“秩序”观念的

时期，他们会在生活的小事中建立自己的“秩序”，

并去极力维护自己的“秩序”，比如一定要自己剥橙

子。一旦有人打破了孩子内心的“秩序”，孩子内心

就会变得没有安全感，变现为不可理喻的任性、哭闹。

二、正确对待孩子对色彩、空间的探索

3~6的孩子有两个很喜欢的游戏，一个是垒高，

一个是涂画。

垒高：孩子开始喜欢把枕头、纸盒之类的东

西垒得高高的，然后推到，再垒，再推倒，乐此不

疲。 其实，孩子正是通过这种游戏，慢慢建立起

自己的“空间感”，开始对三维空间有初步的感知。

涂画：你家里肯定有个“大画家”，把墙壁、

桌布、衣服画得乱七八糟，有时干脆把自己都弄得

跟大花猫似的。其实， 孩子往往在3~6岁的时候，

变得对色彩非常敏感，他们通过到处涂抹的方式，

来辨识、发现生活中的不同色彩。

三、正确对待孩子的“自私”

3~6岁的孩子，往往非常“自私”，占有欲

很强：想让他把零食、玩具跟别人分享，是件很难

的事，甚至别人的东西他还要去抢。

实际上， 这种现象是孩子“自我”意识逐渐

增强的结果，他们会通过占有一件东西来满足自己

的存在感，证明自己的存在。

家长们需要做的，一是尊重孩子的所有权，自

己的东西愿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让他自己决定，不

要强迫他；另一方面，拿别人的东西要征求别人的

许可，如果别人不愿给，可以尝试用自己的东西去

交换，而不是硬抢。

四、正确对待孩子的“脏话”
在 3~6岁孩子嘴里，总是不时飘出“揍死你”

“笨蛋”“你是大粑粑”之类的脏话，很多家长觉

得这是“不学好”的表现，往往很严厉地批评孩子，

甚至用“拧嘴”“揪耳朵”这样的手段来惩罚他。

但是最后却发现，孩子说脏话的行为并没有因

我们的惩罚而消失，反倒是时间长了孩子自己就渐

渐不再说了。

所以，不要对孩子的“脏话”如临大敌，否则

正合他意。听他说，然后表现得平平淡淡，表现出

一点无聊，可能会很好地打击孩子说脏话的兴趣，

时间一长，自然就过去了。

五、帮助孩子建

立“分类”“分配

”的概念

3~6的孩子渐渐对

数量、归类开始感兴趣，家长没必要早早逼着孩子

学数学，但是可以通过生活实际帮助孩子建立“数

量”“分类”“分配”的概念。

做法也很简单，每次逛完超市回来，让孩子帮

忙把蔬菜、零食、水果等进行分类；晾干衣服后，

让孩子帮忙把上衣、裤子、内衣、袜子进行分类；

吃饭时，把分发碗、勺、筷子的权利教给孩子。孩

子们往往很乐意干这些事情！

六、 最重要的：保持温馨的家庭环境
在所有的外部因素中， 家庭环境对于孩子的

影响是最不知不觉而又最深刻的，既影响了孩子的

生活习惯、生活作风，也影响了孩子对“家庭”这

一概念的理解，关系到孩子成年后能否组建并维系

好自己的新家庭。

干净的地板、墙壁，整洁美观的房间布置，都会

让孩子身心愉悦，他也更愿意去维护环境的整洁；家

庭成员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谦让的“家

风”，有利于孩子养成乐观开朗、彬彬有礼的性格。

随着智能手机、iPad等电子产品的普及，“低

头族”低龄化趋势日渐明显。春节期间常常可以看

到少儿低头玩手机或 iPad。请关注——“低头族”

低龄化该如何防范？

无论是在公共场所，还是在家里，常会听到细

嫩的声音叫着：“爸爸、妈妈，我要玩手机！”

“屏奴”低龄化趋势导致中国“少儿低头族”数量

日渐庞大，不仅令家长为之担忧，也引发了社会广

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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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头族”源于网络词汇，是指那些不论何时

何地都拿着手机不停摆弄的人们。如今，“低头族”

也出现了低龄化的倾向。不少家长发现，只有三五

岁的孩子，却已经喜欢上摆弄手机，玩起来还相当

熟练，寻找手机中的游戏精准无比，而且拿起来就

不愿意放下。

有一个 3岁儿子的方女士，最近一段时间非常

烦恼，原因是儿子越来越爱玩手机，每次一见到她，

不再像从前那样第一时间搂住她，而是跑去翻她的

包，看她的手机在哪。“这太可怕了，如果孩子从

小就变成‘低头族’，那长大不是更让人担心？再

说孩子的眼睛也受不了啊。”方女士深深叹了口

气。

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发布的第六次中国未

成年人互联网运行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未成年

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高达 96.8%；北京市妇联发布

的《2013年中国城市儿童生活形态报告》也显示：

4岁至 6岁孩子中，约有 53%会上网，将近八成的

未成年人使用移动终端上网。

记者近日走访多名家长发现，不少孩子在 2岁

左右就开始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其中，

有不少家长称在哄孩子玩耍或者吃饭时使用过手机、

iPa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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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智能设备长大的“屏一代”，已经普遍

出现了近视问题。来自同仁验光配镜中心的数据显

示，和 10年前相比，初次配镜主要人群从 11岁左

右直线下降至去年的 7岁，在儿童医院还有三四岁

的儿童前来配眼镜。

“对于儿童而言，常盯电子屏幕的危害更大。”

北京同仁医院屈光中心主任周跃华解释说，人的视

觉神经通路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铺设好了，但是还

要逐渐发育成熟和健全。视敏度（俗称的视力）到

6岁时基本接近成人水平，这段时间是视觉发育的

关键。

电子产品玩多了容易导致眼疾，手机的危害更

加严重，远超电视等。“因为电视在室内，调出的

光线也相对柔和，而手机不论在强光下还是在黑暗

中，对幼儿的眼睛刺激极大。幼儿的眼睛还在发育

期，没有完全成熟，可塑性大，这也使得更多的幼

儿因为玩手机得了眼疾。”周跃华强调，对于儿童

而言，用眼都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太近，但也

不宜过远。用眼一段时间左右，就应远眺，让眼部

肌肉放松休息一下，这样有助于保持肌肉的调节力

始终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

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儿童眼及视力保健技

术规范》也提出，儿童持续近距离注视时间每次不

宜超过 30分钟，操作各种电子视频产品时间每次

不宜超过20分钟，每天累计时间建议不超过1小时。

2岁以下儿童尽量避免操作各种电子视频产品。

周跃华还建议，有关部门应要求生产商提供儿

童视力防护标准，并在其产品外观和使用说明中标

注此产品可能造成的视力损害，对消费者尽到应有

的告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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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屏幕依赖”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

除了视力下降，还可能诱发颈椎、睡眠等方面疾病，

其对儿童心智发育的负面影响更令人担忧。

英国一项针对5岁至13岁儿童的调查显示，会

上网、会玩电脑游戏、会使用 iPhone或 iPad的孩子

基本生活技能差，65%不会泡茶，81%不会看地图，

45%不会系鞋带。教育专家担心，长时间使用电子

设备可能危害儿童的阅读和交际能力。

“一些迷上电子设备的孩子，注意力难以集中。”

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杨青不无担忧地表示，他们的

兴趣点总是游移不定，甚至连他们最沉迷的游戏，

都是这一个还没有玩完，就迫不及待地想玩下一

个。

“屏幕依赖”对儿童的心智发育也会造成不良

影响。医

学专家表

示，儿童

迷恋智能

手机、平

板电脑等

电子设备

，分不清

现实与虚

拟，容易

淡化现实

人际交往

，社交、

语言表达

能力会退

化，有的

孩子甚至

不愿跟现

实生活中

的人交往

，从而导

致自闭。

教育专家指出，亲子教

育的缺失也是“屏奴”低龄化的重要原因，有些家

长为图省事，寄希望于“电子保姆”，导致孩子过

早接触数码产品；一些家长自己就整天沉湎于触屏

手机或平板电脑，孩子难免会效仿。因此呼吁家长

应做到在孩子面前不玩手机，并多抽空带着孩子学

习、游戏或者做运动，在活动过程中增进彼此的感

情。“无论何种方法，与小孩沟通很重要，如果只

是一味限制、打压，只

会收到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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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壹荻：無意中影響著中
國歷史的傳奇女性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故事，

在整个中国都家喻户晓。一直以

来，对于他们这段感情，坊间的

态度基本分为两派，一派是“于

凤至派”，对赵四小姐颇多指责，

认为她破坏了张少帅夫妇的婚姻；

另一派则是“纯真爱情派”，一

切是非皆不论，只谈美好的爱情，

甚至还给这段情感找了一个模版

王子与灰姑娘。

其实，感情这个事情本来就没

有是非可论。若要说是追求纯美

的爱情，就是追求纯美爱情；若

要说是伤风败俗、破坏他人家庭，

无非就是换了个说话的立场而已。

不过在这段感情中，作为当事人

之一的少帅张学良却始终遵守一

个准则 他只有一个妻子，不纳妾。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学良也

免得落了“薄情郎”的坏名声。

这个赵四小姐，铺天盖地的

信息足以说明她是一个值得探究

隐私的人物。这个出生于香港、

祖籍浙江兰溪的江南女子从小生

长在境遇不俗的官宦家庭。从她

曾经用过的几个名字就可以看出，

这丫头从小就接受了多方的文化

她母亲为她取的名字叫“香笙”；

她平时常用的名字是“绮霞”，

据说是她出生时天空正好划过一

道霞光；她从 小有个英文名

“Edith”，所以她又有一个取谐

音而定、也是比较广为人知的名

字“一荻”。当然了，无论她使

用什么名字，后世人们口中相传

最频繁的还是因为她行四而得的

“诨名” 赵四。

赵四不算漂亮的那一类，顶

多也就是个中上等，但她身材好，

爱打扮也特别会打扮，再加上她

喜好运动，嗜好读书，所以内外

兼修，使她具有与一般人完全不

相同的高雅气质。正因为如此，

她曾经成为天津《北洋画报》的

封面女郎。

1927年，赵四16了，出落成一

个婷婷玉立的少女。就是这个小

荷才露尖尖角的年华是最喜欢玩儿

的，当时天津的社交场对她充满

了无限的吸引力。说到这里，我忽然

想起了一个人物 俄罗斯作家列

夫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那

个伯爵小姐娜塔莎 豆蔻年华的赵四

与娜塔莎简直就是一样一样的人。

初入社交场的赵四就听说了

张学良。她想见识见识这是怎样

一个风华绝代的美公子。这一好

奇不打紧，竟拉开了一个为世人

传说了半个多世纪的动人爱情故

事的序幕。而赵四这一生的荣耀、

艰辛、相随相守也就从此奠定了。

第一次与张学良见面时，正

值豆蔻年华的赵四不施粉黛，与

舞场中其他妖艳的女子相比，她

显得格外超凡脱俗，虽然偏坐在

大厅一隅，却一下子抓住了张学

良的眼球，赵四也好似真的等到

了自己生命中的王子。两人匆匆

一聚便已一见钟情。

此时，张学良正驻防天津，

大帅张作霖也紧握着国家权柄，

张家满门都荣耀已极。但未来是

谁也无法预测的，这种初尝禁果

的快乐随着皇姑屯的一颗炸弹爆

炸而葬送了。张学良返回奉天、

赵父探知女儿与少帅的感情匆忙

为女儿订了婚，这段露水感情原

本是可以就此划句号了，毕竟此

时赵四的心性还没有成熟，那种

像火花一样一闪而过的情感未必

能够在她心里留下深刻的灼痕。

张学良返回奉天后忙于处理政务，

东北全境在少帅带领下百业待兴，

张学良竟病倒了。赵四闻听这一

消息之后，心中那团小火苗重又

燃烧起来，为了那个心中的“王

子”，她赵四不惜放弃家里花团

锦簇的生活、不惜放弃明媒正娶

的尊贵、甚至连一个女孩儿家最

该保留的那点儿矜持都不要了。

一张纸条宣布她抛弃一切，投奔

自己的“幸福生活”去了。赵家

从此再“没有”了这个女儿。

一个女孩子，抛家舍业地追随自

己心爱的男人，这在于凤至眼里，既

可怜又无奈，她收留了这个跪在

她面前苦苦哀求的女孩子；而张学

良对于赵四的突然到来也始料不

及，思忖再三，张学良做出一个

决定：如果你愿意跟着我，我不

会赶你走，但也不会纳妾，即便

是将来两人结合、生子了，这种

情况也不会改变。张家为赵四专

门辟出一处独立而安静的住所，就

位于大帅府左近。从此，张学良

出入时，身边有了两位女子常随

左右，一位是他的夫人于凤至，

另一位、走在稍后的就是少帅新

“请”的“私人秘书”赵四小姐。

赵四被张府接纳后的生活重又

归于平静、祥和，夫人于凤至是

个识大体的女人，从不为难赵四。

赵四在这样的环境中身心愉悦，

很快就为张学良生下一子 张闾琳。

但这样的生活在那样的时代是可

遇而不可求的，难得的几年平静，

很快就被日寇入侵的铁蹄踩碎了。

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

事变”后被囚禁，两个女人是被

蒋介石获准陪同的惟二人选，但

毕竟当时赵四所生的儿子闾琳年

幼，需要母亲照顾，所以在张学

良最初被囚禁的三年中，赵四并

没有陪同在张学良身边。她先带

着儿子居住在上海的公馆，上海

沦陷后，她又被迫转往香港定居。

如果不是张学良获自由的希

望越来越渺茫，如果不是于凤至

突发乳腺癌，后来可能也就不会

有“赵四小姐与张学良”的故事

了。但世事就是这样弄人，赵四

像被上天择定的人选一样成为张

学良的患难知己。在随后的半个

世纪中，赵四取代了于凤至，始

终伴随在张学良身边。张学良从

少帅之尊一跌而成为阶下囚，失

却了以往的风采；赵四与他相守，

经历着他的经历，痛苦着他的痛

苦，每一分每一毫都有着深切地

感受。他们俩人相依为命，张学

良把一切希望和欢乐都寄托在赵

四身上，赵四则尽全力给张学良

以安慰和照料。见过的人都说，赵

四小姐经常身着蓝衣，脚登布鞋，

几乎洗尽铅华，终日陪伴在张学

良身边，令人感动。

这一段艰难历程改变了赵四的

人生轨迹。无论是她与张学良终于

得到于凤至大度的祝福结成连理，

还是后来她与张学良终于获准恢

复自由并在夏威夷定居，对于她

赵四来说都归于平淡了，唯一真

切的就是从始至终的那份真爱。

赵四2000年去世前特意遗言后

人，要在她的墓碑上刻上《圣经》

中的诗句：“复活在我，生命也在

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复

活。” 这，或许就是赵四对自己

荣辱坎坷一生的感悟和总结了。

蒋百里留学日本，而其平生精力也就

在研究对日作战，其在《国防论》和其他

著作中更准确地阐述对日战略，归纳起来

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

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

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

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

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

，迫使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

华中、华南的传统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

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中国沿江的

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

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

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

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

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事实上，虽然蒋百里在 1938年早逝，但中

日战争的发展，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

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

握。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掷地

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

针，即《国防论》。《国防论》的扉页题

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

中国是有办法的！”“胜也罢，败也罢，就

是不同他讲和！”

北洋时代，参谋总长张怀芝几乎从不

到部办公，也不发薪水，部员无事可做，

整天下棋看报，喝茶聊天。张总长过年难

得到部团拜一次，即被部员包围索饷，声

称，快饿死了。张总长悠悠答曰：你们觉得

肚子饿了，赶快把裤腰带煞煞就不饿了。

又有参谋本部部员中有被欠薪 17年之久的

，以至于某宪兵少校连长被撤职后，向陆

军总长索要历年欠薪两千元，总长无奈，

又让他回宪兵司令部任中校科员。

大总统黎元洪视察陆军检阅使署，检

阅使冯玉祥告苦：军队生活太苦，军士每

天吃的都是小米饭，希望多给些粮饷。黎总

统答：小米最富营养价值，多吃头脑清楚，

我很爱吃。

1920年江苏督军李纯忽然死亡，原因

成谜。接任督军的齐燮元称李纯系因对时

局失望，愤而自杀。督军署秘书长周嵩尧

认为李纯无论自杀他杀，齐都有重大嫌疑，

坚决不予留任。齐燮元为此颇觉丢人，在

周的辞呈上批“老友弃我”，并赌咒“李

纯如是我刺死，将来一定在南京吃卫生丸

子（子弹），不得好死”。抗战胜利后，

齐燮元果以“汉奸”罪名在南京雨花台被

枪决。

1920 年，皖系王永泉第

二十四旅以援闽名义南下，

行至苏皖地区，屯留蚌埠不

进。江苏督军直系大将李纯

恐王永泉与皖系地方势力

勾结，于己不利，但又苦无

名目驱赶。苦思冥想，终于

想出一个“津浦路有鼠疫南

侵”的借口，成立江苏省会

临时防疫局，对各种交通

工具严加控制，时人谓“如

果这样持久下去，我们将不

死于疫而死于防”。后王永

泉旅由浦口登船赴闽，该局

也以鼠疫平息而告结束。

1923 年，大总统黎元洪

与欲为总统之直系领袖曹锟

交恶，直系断绝黎大总统私

宅水电，冯玉祥并派兵包围

之。农商总长李根源天天去

黎宅，称“保护总统”，但

他一个卫士不带，只带了个京

剧名角程砚秋。

直奉战争时，有人向曹

锟进言，称直军大将王承斌

系奉天人，有可能通奉。王得

知后，对曹及身旁人说：

“奉天是我的娘家，直隶是我的婆家，哪

个出了门子的姑娘，能够顾娘家不顾婆家

的？”

奉系跟曹锟开战，张学良偷闲去天津

看曹锟的四弟曹锐，说：“四大爷，我正

跟三大爷打仗，外面乱，你别出去。”曹

锐哭笑不得。

在曹锟的几个兄弟中，曹锟与曹锐感

情最厚，曹锐又把自己的独生子曹士藻过

继给了曹锟，因此曹锟对曹锐十分信任。

曹锟执政期间，现金多由曹锐主管，连同

曹锐的私蓄大部分存在美商花旗银行、英

商汇丰银行和法商东方汇理银行。这些存

款都是用的假名字，由曹锐经手主管。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逮捕了曹

锐，目的是要曹锐吐出贪污赃款，报销一

批军费开支。曹锐误以为冯玉祥要杀他，

所以吞了生鸦片自杀。

旧桂系的领头人，广西督军陆荣廷称：

“前几天有人说我是绿林出身，应该算是

盗阀，我听了颇觉惭愧，觉得他们太过于

恭维我了。盗还有阀吗？不错，我曾经做过

强盗，我以为做强盗总得要具备几个条件

吧，如打家劫舍、谋财害命、杀人放火、

掳人劫赎等等才算是强盗行为。但是我行

盗的地方是安南，不是中国。杀的是压迫

安南人的法国鬼子，谋的是法国鬼子的财，

不是中国人的，更不是安南人的。我打法

国鬼是替安南人打抱不平，是为祖国报仇

啊。诸君啊！法国鬼子把我们的兄弟之邦

夺去，还不应该杀他吗？”

北洋军第六镇被人称为“北洋第一

凶师”，是出了名的伤大将。清末民初，

历任镇统、师长没有一个得善终。

赵国贤，河南省项城人。早年投袁甲

三部，后在袁世凯之亲军中任职。入新

建陆军，曾历任武卫右军宿卫营统领等职

，授陆军第六镇镇统，并授记名提督衔。

清末赴广东潮州任总兵。辛亥时被义军围困

，自缢而死。

吴禄贞，字绶卿，湖北省云梦县人

。早年曾入湖北武备学堂，后官费入日

本士官学校一期步兵科。毕业归国后，

历任东三省督练处参议、延吉边务督办

、加副都统衔、督办，受锡良赏识，授

副都统。同年任第六镇统制。辛亥，密

与张绍曾、蓝天蔚联络，准备响应革命

，倾覆清室。至石家庄与阎锡山联合，

拟乘隙进占北京，旋被袁世凯派周麟符

刺杀于石家庄车站。

马继曾，甘肃河州回人。民国后任陆

军第六师师长，兼署江西赣北镇守使，率

部至湘西，任第一路司令，进攻护国军，

后因北洋第七混成旅旅长唐天喜，受蔡锷

30万银元贿赂，发动叛乱，兵进师部，兵

败自杀。据说唐天喜出身河南戏班，受袁

世凯厚恩提拔，这次唐叛马殉，直接刺

激袁世凯病情加重，龙驭上宾。

[简介]
蒋百里将军(1882-1938),名方震,晚号澹

宁,以字行,硖石人。1901年留学日本,4年后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名列全校

之冠。翌年回国,即投身军界,一生以建立现

代国防为职志。1906年赴德国研习军事。

1903年在东京主编《浙江潮》。1912年任

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38年 5月起任陆军

大学代理校长。他是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

论家,国民党高级军事顾问、陆军上将。蒋

百里是把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

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其代表作《国防论

》凝聚着他一生军事著作的精华。蒋百里

学贯中西,为现代著名军事家,于文学、史学

也都有很高的造诣。1920年他与郑振铎、

沈雁冰等发起组织 “文学研究会”。期

间整理欧游所得,写成《欧洲文艺复兴史》

。1923年他又和胡适、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

。蒋百里多才艺,书法有晋唐气韵。著作有

《蒋百里先生全集》行世。

[天生是兵家]
蒋百里为清末秀才，胸怀报国志,投

笔从戎,1901 年东渡扶桑,在日本陆军士官

学校深造,与蔡锷、张澜、许崇智、张孝

准、孙传芳等同窗。由于成绩优异,蒋百

里、蔡锷、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

杰”。

蒋百里学成回国,投身革命活动,训练

新军,于 1912年冬出任保定军官学校首任校

长,他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将

帅的陈铭枢、唐生智、方声涛、刘文岛

、张治中、陈诚等。

蒋百里将军一生研究对日作战,1923年

即断定中日将来决战之地为平汉线以西

的襄阳、洛阳、衡阳,他所作的《国防论》

成为指导当时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方针。

[蒋介石想杀之却不敢杀]

蒋百里受中日甲午之战刺激很深,矢志

抗日救国。1937年之初,他奉蒋介石之命,秘

密考察南北防务,从山东、河北、山西、河

南到湖南、湖北、广东,长途跋涉,风尘仆仆

,奔波万里。尔后接受蒋介石的委托,登庐山

,为暑期训练班各省高级将领授课。讲学期

间,他把一生的军事著作和讲稿,精选修订,

编成一册《国防论》,全书洋洋10万言。当

时正值抗战前夜,敌强我弱,国民党内恐日心

理相当严重,蒋百里却在卷首写道:"……千

言万语,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

法的!"《国防论》的影响远及海外,"二战"

期间,名将艾森豪威尔、蒙巴顿等人曾多次

引用蒋百里《国防论》的有些论断来阐述

战局。

蒋介石虽很器重蒋百里,但从不授予他

兵权。1938年秋,蒋介石任命蒋百里为中国

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代理校长,仍由自己

兼校长。蒋百里随校携全家搬迁,取道湘桂。

事必躬亲,心力交瘁,因操劳过度,罹病于 11

月 4日在广西宜山与世长辞,年仅 57岁。噩

耗传来,举国震悼,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

石亲临主祭。“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

蒋百里为陆军上将。

抗战胜利后,蒋百里遗体迁葬浙江杭州

西子湖畔南山公墓。1971年,蒋百里的侄子

蒋复璁(曾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台湾故宫博

物院院长)和薛光前主编《蒋百里先生全

集》,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蒋介石亲

为题签。此举表示出了他对蒋百里先生的

复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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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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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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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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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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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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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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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青岛一消费者手机一夜“偷跑”千

元流量费一事见诸媒体，再度引起网民热议“流量

费被盗刷”的话题。记者调查了解到，手机流量被

盗刷的原因较多，其中以恶意应用程序夹带的木马

盗刷流量最猖狂。专家建议，流量监控提醒、用户

改善网络使用习惯等多措并举，可降低“天价流量

费”产生的可能性。

一夜流量费7000元

近日，山东青岛的一名消费者收到“手机欠费

7000多元”的通知。

“欠下天价流量费”的迟女士告诉记者，3月

25日她的手机突然欠费停机，她连续交了两次话费

依然被限制呼叫。随后她收到一条联通客服短信：

“您的当前话费合计为7164.37元。”迟女士联系联

通客服，得知其中有7106.27元为上网费。

迟女士每个月的话费套餐中流量为 1G左右，

但因为住的地方上网不方便，她在腾讯视频手机客

户端上办理了“视频流量包月”服务，每个月6G，

这 6G 流量只能在腾讯视频手机客户端上使用。

“这些流量用完就自动停了，不管是 4G、3G和 2G

就都上不去了，不可能产生上网费。”迟女士说。

迟女士说，她随后与联通客服进行了沟通。联

通认为，可能是手机软件在后台“偷”走了流量。

对此，迟女士表示，她使用的是苹果手机，系统封

闭，软件相对安全。“流量最多的就是系统升级，

但我的手机已是最新版本，且非ＷｉＦｉ环境下，手

机也不会自动下载。”

“经媒体报道后，联通撤消了7000多元的欠费

，还给我补偿了 200元话费。”迟女士说，“联通

公司的说法是，升级系统产生漏洞，把限制使用流

量的号码全放开了。但即使放开了，我也不可能使

用7000多元的流量。对此，联通客服说可能是系统

漏洞误产生了多余的流量费。”

“这次误产生的费用比较多，所以我发现了。

如果是10元、20元，消费者不在意可能就交了，但

这对消费者很不公平。我也建议他们尽早修补这个

漏洞。”迟女士说。

谁“偷”了上网流量？

迟女士一夜被“盗”7000元流量费一事，让

“谁动了我们的流量”讨论被网民热议。记者调查

发现，手机流量“被盗”涉及多方，其中恶意应用

程序夹带的木马盗刷流量最猖狂。

用户在运营商网络上传或下载内容，就会产生

流量数据，运营商通过一套数据流量计算系统得出

用户使用的流量多少，再根据用户使用的时间、地

点、具体套餐等，进行流量的程序鉴定。

中国移动的工程师汪先生告诉记者，从运营商

后台监控的数据来看，流量盗刷基本多是一些非正

常应用导致的。

他表示，非正常应用导致木马盗刷流量的可能

性极大。一般盗刷流量极其隐蔽，普通用户很难

发现。

“很多人都片面的认为流量被盗刷是运营商的

问题，其实运营商只是管道提供商，提供客户与内

容的链接，其本身与内容无关，有时候难免会觉得

成了‘冤大头’。”汪先生说，运营商从内容方面

封堵是不现实的，目前注册在案的内容提供商很少，

也不知道哪些应用是非正常应用，实际在流量单子

中，业务代码基本默认。

汪先生还表示，客户的使用不当也是流量狂刷

的主要原因。

有着多年电信工作经验的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

告诉记者，当下消费者使用的ＷｉＦｉ网络可靠性

普遍不强，在不关闭移动网络、数据流量的情况下

使用，也可能会产生流量费用，尤其在观看视频的

情况下，流量消耗会非常大。

“微信、微博等ＡＰＰ用户体验逐步完善，其

推送必然会产生流量费用，虽然每一条的流量费用

不高，但加起来也是不可小觑的数目。”付亮说。

从运营商的角度说，4G提速以后网络较之于

以前快了很多，肯定会产生比以前多的流量。“以

前２Ｇ、３Ｇ网络没有４Ｇ网络流畅，我们享受到

了更快的网速，流量一定会有相对的提高。”业内

人士分析道。

此外，运营商网络出现故障的特殊时期也会造

成“跑”流量。运营商偶尔会出现计费单位错误、

套餐配置失误、定向力量ＡＰＮ开启失败等，用户

的手机端都会不可避免的产生高额流量。

流量监管路在何方？

迟女士并不是第一个遭遇”天价流量费”的人。

此前，广州的龙女士“4小时耗 23Ｇ流量”，某位

女士出国旅行后流量费高达 1.4万元。“天价流量

费”时有发生，流量监管路在何方？

记者了解到，目前电信行业三大运营商针对流

量超额问题都制定了一些规避手段。运营商可实时

采取控制流量费用、分费用阀值等多措并举，智能

控制流量使用。

以中国移动为例，部分省份会启动“双封顶

”措施，当用户手机流量费用达到 500元或者使用

流量达到 15Ｇ时，运营商会自行停用客户的数据

流量。

汪先生表示，电信主管部门仍需加强对应用市

场的监管，加大对盗刷流量的恶意ＡＰＰ打击力度，

整顿无序的ＡＰＰ市场。提倡公众从安全的应用市

场下载ＡＰＰ，“从正规的应用商店下载应用，是

避免此类问题的好方法。因为应用商店是进行筛

查的。”

此外，促进ＡＰＰ备案制度也可降低流量被盗

刷的风险。“目前，在运营商处备案的内容极少

，只有像微信、百度等这些主流内容提供商服务

代码可以识别，以后可考虑到运营商处备案，运

营商则有权利将接入的耗费巨大流量内容列为黑

名单。”

付亮则建议，运营商作为渠道商，可在后台监

控客户的流量使用情况，在流量异常的情况下及时

提醒用户。如可考虑“武力拦截”，用户流量使用

异常的情况，运营商可短信提醒，用户需给运营商

回复短信“是”，才可以继续使用。

专家还建议，用户也要逐渐改善使用数据流量

的习惯。如在有ＷｉＦｉ网络的情况下，尽量关

闭数据流量，并将手机里的耗费流量的ＡＰＰ设

置为仅在ＷｉＦｉ环境下使用。

海屯高速壹套牌大貨車撞死人

肇事司機10天後投案
本报报道了在海屯高速

路上一辆大货车与轿车相撞

后逃逸，澄迈交警悬赏 1 万

寻线索的事。近日，经警方

多次上门做工作，肇事逃逸

的车主王某向警方投案自首。

详见报道>>海屯高速货车与

轿车相撞后逃逸 交警悬赏万

元寻线索

4 月 20 日下午，海屯高

速公路 25公里处，一辆拉沙

大货车与轿车相撞，造成一

死一伤。澄迈交警

接警赶赴现场，发

现现场除遗留死者

、伤者及车辆零件

散落物外，再无任

何线索。澄迈公安

局高度重视，成立

专案组，连夜开展

调查工作。民警经

比对核实，确定肇事嫌疑车

为一辆橘黄色东风牌自卸货车，

但该车是套牌车。随后，经

多方查证肇事司机为该车车

主49岁的海口秀英区石山村人

王某，而王某属于无证驾驶。

民警先后 5 次赶赴疑犯的老

家，但未能抓到人。通过在

本报悬赏，从心理上施加压

力，同时耐心做工作，4月30

日，王某投案自首。目前，

嫌疑人已被羁押。

繼母拿農藥當中藥哄騙3個孩子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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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9日，阜阳市发生一起悲剧，3名未

成年孩子服下农药，被送往当地医院救治，其

中一名17岁少女抢救无效死亡。让人意想不到

的是，给3个孩子喂下农药的，是他们的继母。

据悉，案发前继母曾与孩子的生父因家庭琐事

打架，生父离家出走。随后，继母把3个孩子带

回老家，逼他们喝下农药。

吵架后带三个孩子回老家

小雪今年19岁，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小

雪的父亲和生母都是阜阳人，早些年前往沈阳

打工时，又陆续生下了另外两名女儿和一个儿

子。2015年1月，小雪的生母因病去世。同年9

月，小雪的父亲和阜阳女子刘某某在沈阳结婚。

2016年3月，两人又生了一个孩子。

据小雪介绍，父亲和刘某某结婚后，关

系相处得并不融洽，两人经常发生口角，甚至

打架。今年 4月中旬，小雪的父亲和刘某某再

次打架，父亲被砍伤后离家出走。“父亲离家

出走后，我就买了张火车票从沈阳回阜阳，

想回老家看看。”小雪告诉记者，“4月 28日

到了阜阳，当天我得知刘某某带我的 2 个妹

妹和小弟弟也回阜阳了。”

倒出三杯农药看着孩子喝

冬冬是小雪的二妹，今年 16岁。回忆起 4月

29日回到阜阳后发生的事情，冬冬仍然万分恐

惧。“来之前，刘某某说我们生母的坟塌了，

要带我们回来给生母修坟，把我们骗了回来。”

冬冬说，“29日上午到了阜阳后，她直接把我们

带回了家，并把我们3人一人关在一个房间里。”

3人被关在房间里后，刘某某拿出了之前

准备好的农药，倒进 3个塑料杯里，让 3个孩

子喝下去。

她说这药能治百病，除了能治牙疼外，喝

了对身体也好。冬冬说，“我二姐小美喝了一

点后，觉得气味难闻不愿意喝。由于小美之前

牙疼，刘某某说这是中药，气味本来就难闻，

看着二姐让她把一杯药喝完了。”

二姐喝完后，刘某某又看着让冬冬喝药。

“我喝了一口，觉得味道很刺鼻，而且辣嗓子，

就吐了出来。”冬冬说，“刘某某看我吐出

来了，说了声‘可惜’，就去小弟的房间，让

他喝药了。”

年仅17岁的小美不幸身亡

没过一会，冬冬觉得身体不适。这时，她接

到了小雪的电话。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小雪

让冬冬赶紧打电话报警。随后，冬冬打了 120

急救电话，3个孩子被送往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生对 3个孩子进行治疗。不幸的是，因

为喝了太多农药，17岁的小美不幸身亡。

昨天，记者在医院急诊住院部看到了还躺在

病床上的小弟，他今年13岁。姐姐冬冬吐出了农

药后，还抠小弟的喉咙让他吐出来一些，两人

这才躲过一劫。“当时小弟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嘴唇已经发紫了，神志不清。”小雪说，“治疗

了几天，医生说他还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

记者从当地警方了解到，目前刘某某已被

当地警方控制，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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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1.3萬中國家庭移民美國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大陆 13000多个家庭通过

EB-5移民美国，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让人们感

受到了第三次移民潮的到来。与第一次劳工移民潮

和第二次技术移民潮不同的是，当前的移民潮以投

资移民为主。

上万家庭获批EB-5签证

来自EB-5行业协会 IIUSA的消息，本月3日最新

的EB-5投资者来源地报告显示，1992-2014财年，中

国大陆累计 13392个家庭获得 EB-5签证，远远超过

世界其他国家。

中国大陆累计有13392个家庭获发投资移民签证

I-526(有条件绿卡，两年后转为永久绿卡—侨报网注)，

占所有获批人数的 67.5%，投资金额累计达 66.96亿

元。

中国移民的四大主体

一是留学结束后先在国外就业，随后移民的。

二是企业家及大中型企业里边的高级管理者和

技术精英。这一群体的显著特点是以投资移民和技

术移民为主，而且大部分人在移民之后，仍会在中

国继续发展，之所以现在移民主要考虑孩子的教育，

未来自身的养老，当然还有对未来中国的忧虑。

三是演艺界明星，这一群体人数虽少，但拥有

的财富却是巨大的，他们最显著的特点是移民后，

绝大多数人的事业还在中国，移民的原因和企业家

群体差不多。

四是腐败官员及其家属，无论从财富角度，还

是从其他方面评价，这一群体移民造成的负面影响

都是非常大的。

但凡投资都有会风险，投资移民的风险可能更大：

政策变化

EB-5的本质是为刺激美国经济，增加就业机会

和投资而设立的移民签证，这意味着它在相当程度

上受美国经济状况的影响，经济状况出现波动时，

移民政策也会随之放松或收紧。美国政府对来自中

国大陆移民的态度也影响EB-5签证的成功率。

投资风险

由于移民投资人对移民政策的不了解以及投资

项目事实信息的缺失，如隔山买牛，有的项目出现

投资问题，移民投资者无法察觉，等事情败露后，

可能损失惨重。

拒签风险

有的人以为投资人投资至少 50万美元后，经营

成功就可以拿到永久绿卡，其实不然。移民投资人

在投入 50万美元后，一旦申请通过，申请者将获得

两年短期“绿卡”。在这两年期间，申请者通过投

资努力经营，再向移民局证明其在美投资已取得约

定的成果，可获得永久绿卡。

一旦两年内雇佣工人数量达不到法定要求，便

失去了申请永久绿卡申请资格，打道回府，损失大

量资金和时间。

歐盟移民提案引來爭議
中東歐國家拒攤派移民

欧 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分析人士所说的一个应

急计划的细节，以应对数十年来欧洲最严重的移民

危机。但该计划在中东欧国家引起强烈反对。

该计划包括一个“公平机制”，要求各国接受

一定数量的难民或支付相当于罚款的金额。该计划

立即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引起强烈反弹，这些国家之

前就没有理会盟要求所有成员国接受难民份额的呼吁。

当地时间 2016年 3月 10日，希腊 Idomeni，移民

持续滞留希腊与马其顿边境临时营地，围着卡车哄

抢食物。

欧盟官员说，这一全面修改欧盟庇护制度的计

划旨在确保各成员国处理一定比例份额的流动移民。

赴欧移民人数去年达到百万。提案中包括取消对土

耳其公民免签证旅行限制的建议，欧洲议会6月份将

就这一提议进行表决。

像波兰和匈牙利这些国家已经拒绝接受大量移

民，理由是担心这样做会破坏他们主要是单一族群

的社会。

在宣布计划细节时，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蒂默曼

斯说，不应允许各国选择他们要如何应对影响到整

个欧盟的危机。

当地时间2016年3月3日，希腊 Idomeni，移民在

希腊与马其顿边境与警察发生冲突，部门移民躺在

铁轨上阻断铁路轨道抗议。

大多数移民的目标是到达德国和瑞典，但是像

希腊和意大利这样的前沿国家承担了新移民的最沉

重负担，而他们的资源已经捉襟见肘。

欧盟委员会的提案寻求通过制定配额来分配责

任。如果一个国家接收其指定的寻求庇护者人数的

50%以上，这些国家就可以选择将移民送到其他国家。

选择不接收移民的国家必须支付费用来帮助那

些接收移民国家。蒂默曼斯说， “所有成员国都要

作出贡献，以示团结。”他说，“这也可能采取财

政一体的形式。”每个移民所需金额估计为将近 3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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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綠卡險遭吊銷

近日，洛杉矶尔湾市居民梁先生（化名

）在入境时受到阻拦，海关负责人表示，虽

然梁先生每半年登陆一次美国，但是他自拿

到绿卡以后没有在美国购买房产，也没有家

人在美居住，因此移民局有权将绿卡收回。

海关：要么放弃绿卡要么请律师向法官申诉

梁先生于2012年投资移民成功，由于生

意仍在国内，为了维持绿卡身份，梁先生计

算时间，平均每 5个月登陆一次美国。“其

实当时来美国也没有特别的业务，只是为了

维持绿卡，有时住在朋友家，有时住在宾馆，

一般停留半个月也就走了。”梁先生说。

2014年中旬，梁先生在拿到绿卡后第四

次登陆美国时被海关拦下，海关人员详细询

问了梁先生在美国住址以及生意情况，告诉

梁先生他有两个选择：一是放弃绿卡，但是

梁先生本次可以作为旅游签证继续入境，以

便解决一些在美遗留事宜；二是移民局暂时

扣留梁先生绿卡，梁先生可以聘请律师，至

于为什么不长期居留美国，为何不在美国买

房等缘由，需要梁先生向法官解释清楚。

本想只是来美小住，没想到程序一走就

是半年时间，期间梁先生不能离开美国，一

旦回国将视为自动放弃绿卡。梁先生通过朋

友介绍聘请了洛杉矶当地律师，再通过法院

排期，向法官表达了诉求：并非是梁先生不

想在美国居住生活，而是中国仍然有生意需

要处理，而且梁先生本次来美就是物色房屋，

马上就要将妻儿接至美国，不巧证件被扣留。

法官经过考虑，认为梁先生仍然有在美

国居住的愿望，因此判决归还绿卡，但是也

再次向梁先生宣读了绿卡持有条件。梁先生

拿到绿卡后百感交集，不敢耽搁，随即在最

短时间为儿子办理转学手续，并在美国购买

房屋。目前梁先生依然中美两国来回跑，入

境时再未受到“刁难”。

律师：半年来美小住不能满足绿卡持有条件

针对梁先生所遇到的情况，洛杉矶华人

律师张军表示，梁先生的遭遇并不稀奇，半

年来美小住不能够满足绿卡持有条件。

“绿卡的全称叫做美国永久居民，意为

拿到绿卡后应该永久居住在美国。”张军说，

“生活在中国需要缴纳税款，保险，水电气

暖，买车买房，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张军

表示，媒体报道中，不买房就退绿卡，这样

的说法是不谨慎的。在美购买房产是证明一

个人有意愿长期居住美国的态度及客观条件，

而并非是移民局强制绿卡持有人买房。

张军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

一是在美国购买房产，置办在美国生活所需

要的一切基础设施，就像梁先生将太太和孩

子带来美国生活，在美国买车，考驾照，每

个月定时缴纳水、电、物业等各项费用。

“不需要每一样都办齐，但是至少要有点样

子。”张军说。

第二个方式是，在美国的移民网站申请

白皮书（Travel Document），白皮书的意义

在于向移民官表达了仍然愿意持有绿卡，只

是由于工作、家庭、健康等客观合理因素，

不能长期在美国生活。这些理由都是美国移

民局可以接受的。白皮书一次申请两年有效，

两年内不回到美国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此外，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人律师

告诉记者，其实律师们经常会受到移民局邀

请，参加圆桌会议，以便了解移民局最新动

态以及领导精神。该律师说，一般上面的领

导都会说只要你遵守规则和法律，在入境时

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律师表示：“我认为移

民局的某些领导会有点高高在上了，其实他

不太了解底下官员具体的办事情况。一般的

新移民如果真的遵照规则按时来美，其实仍

然有很多都会在入境时被官员盘问。因此，

还是小心一些，能够越多表达在美生活意愿

就越好。”

综合美国侨报网报道，近日，洛杉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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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美国居住生活，而是中国仍然有生意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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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要将妻儿接至美国，不巧证件被扣留。

法官经过考虑，认为梁先生仍然有在美

国居住的愿望，因此判决归还绿卡，但是也

再次向梁先生宣读了绿卡持有条件。梁先生

拿到绿卡后百感交集，不敢耽搁，随即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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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有意愿长期居住美国的态度及客观条件，

而并非是移民局强制绿卡持有人买房。

张军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

一是在美国购买房产，置办在美国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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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向移民官表达了仍然愿意持有绿卡，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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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效，两年内不回到美国也不会有任何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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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加圆桌会议，以便了解移民局最新动

态以及领导精神。该律师说，一般上面的领

导都会说只要你遵守规则和法律，在入境时

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律师表示：“我认为移

民局的某些领导会有点高高在上了，其实他

不太了解底下官员具体的办事情况。一般的

新移民如果真的遵照规则按时来美，其实仍

然有很多都会在入境时被官员盘问。因此，

还是小心一些，能够越多表达在美生活意愿

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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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乙：
自由，對無法以創造為業的

人來說，是一種放逐
本次威尼斯文学节主题为

“文明的十字路口”，邀请全球

26位作家、艺术家出席，包括墨

西哥的 paco ignacio taibo 二世、

澳大利亚的 arnold zable。本次活

动的亚洲色彩比较浓，除了中国

作家阿乙，还有韩国的金光圭、

叙利亚的 khaled khalifa、以及拥

有法国国籍的黎巴嫩作家 amin

maalouf、拥有法国国籍的越南作

家 linda le，以及来助演的拥有美

国国籍的伊拉克音乐家 amir elsaf-

far。

活动期间，恰逢长篇小说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E

ADESSO）意大利文版出版，阿

乙就此发表题为《新时期的虚无

》的讲演，讲述无聊情绪对现代

青年的侵蚀，“我的这部小说讲

的正是一名精神上无所皈依的青

年为摆脱无聊而逾越法律及道德

秩序的故事”阿乙说。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

写作来源于一起真实的案件。发

生在 2006年。一名高中生杀害自己的女同学。没有

人能清楚他作案的动机。这起案件被定义为“无由杀

人案”。“我看到报道时很兴奋。那个杀手是一个对

未来没有什么兴趣的人。我记得自己有两年的时间都

在断断续续地思考他为何干下这件伤天害理的事。”

阿乙说。

在这个案件中，阿乙说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从 1997年到 2006年，将近十年的时间，我自己表

现得极其无聊。那正是我 21岁到 30岁的黄金时期，

我将这样的时光付之虚度。无聊和悔恨几乎噬空我的

心灵。我记得有一个周末，我在举目无亲的郑州街头

徒劳无益地行走，感觉没有任何目标会接纳我，一直

这样恐慌地走到天黑，才因为饥饿，找到一家餐馆，

将安顿自己。........因此我看到赵大伟这个案件时，看

到他所透露出的那些寂寞、孤独、自闭的零星信息，

觉得找到一个相似的自己，一个突破法律和道德边界

的自己。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赵大伟也和我一样，根本

无法用掉自己。正是因为无法用掉自己，他选择一场

猫鼠游戏。”

“自由一直是可贵的概念，然而就像 30岁以前

的我，自由却是我不配享用的东西。我用吃饭、睡觉

、敷衍的性爱、孤零零的体育活动和一边进行一边深

深后悔的游戏来打发这样的自由。我没有能力处置它

。我到现在都能听见当初几次起床起不来，那床板所

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响。”阿乙在演讲的结束说道

“我相信有很多中国老人怀念1960、1970年代的

贫穷生活，并不仅仅因为那时财富分配比较公平，贫

富差距不大，也有集体生活的原因。很多人在离开集

体生活后，无法处理自己的自由。自由，对无法以创

造为业的人来说，有时正是不自由，是一种放逐。”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出版方 Metropoli d’

asia出版社老板 andrea berrini介绍，阿乙今年即将出

版的新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也将出版意大利文版

。该书意大利文版译者麦保磊说，阿乙的到来在意大

利汉学界引起了轰动，很多当地媒体诸如《英特纳雄

耐尔》杂志、《elle》杂志、《Il manifesto》、《晚

邮报》等都给予了大篇幅的报道。

《晚邮报》将这部小说视为当今中国的隐喻，阿

乙说，“只是对一部分人的状况的刻画。存在一些像

小说主人公这样的人，他们极其无聊，没办法振作起

来。这当然跟他们自己有关系，但同时也跟整个时代

缺乏一种理想主义有关。美好的理想主义，不是通过

役使他人来实现某种目标，而是鞭策自己成为一个积

极生活的人。”

中国70后代表性作家阿乙的长篇小说《下面，我

该干些什么》意大利文版近日面世，阿乙也受邀参加

威尼斯文学节并发表题为《新时期的虚无》的演讲。

《白鹿原》：
一部讓莫言都怔住的家族史小說

平静的一天，陈忠实生活在乡下的祖屋。

就在这一天，他收到一封薄薄的信件，来自

《人民文学》，信件交接那刻，他难掩激动，

因为经验告诉他，厚厚的信件，代表原稿被

退回，而眼前这封信，是希望的可能！

1992年，《白鹿原》初刊于人民文学出

版社主办的《当代》杂志，1993年 6月，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白鹿原》单行本。尔

后，这部沉甸甸的小说以星火燎原之势，席

卷大江南北。

莫言依然记得他初次阅读《白鹿原》的

心情。那会儿，他正在酝酿他的下一部长篇

力作《丰乳肥臀》，这部令莫言倾注心力，

又惹了不少麻烦的小说，承载了莫言的文学

野心。站在寻根文学的脊背上，手执魔幻现

实主义之剑，莫言这位文学骑士，要义无反

顾颠覆传统历史语言，将一个个崇高符号还

原为“人”的本位，他深知家族史小说在中

国文学史的地位，曹雪芹的《红楼梦》、鲁

迅的《狂人日记》、巴金的《家》，乃至同

期的《平凡的世界》、《妻妾成群》，莫言

也想创作一部了不起的家族史小说。但当他

读到《白鹿原》，他怔住了。

《白鹿原》可能是当代中国，最好的一

部家族史小说，它也完全有资格，在文学史

树立起属于自己的丰碑。莫言在家族史小说

上的野望，陈忠实，这个来自陕西的，早先

甚至挤不进一流作家的汉人，先于他完成了

大半，甚至，陈忠实借此构筑了自己的文学

王国。一如高密之于莫言、鲁镇之于鲁迅、

但泽之于君特· 格拉斯。

无论有意与否，《白鹿原》的出现，都

是反思文学与寻根文学从1到2的巨大补充，

在《白鹿原》中，你会发现，历史也许未必

是螺旋上升的，它可能毫无规律，人也许根

本不会因为悲剧而避免悲剧，我们也未必比

古人更加精明。白、鹿两家争斗不休，到头

来却仿佛仍像西西弗斯般陷入生活的瓶颈，

“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

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

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的土地上，

冤冤相报，代代不已，看似时代剧变、家族

更迭，本质却依然如往昔。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

七房女人。”《白鹿原》开篇这句话，拥有

让人过目不忘的魔法，人物、情节、时间的

重新整合，在简短的概括中充满张力，像是

浩瀚的海洋连通陆地的小塘清水，读者借此

游入，渐渐地，陈忠实那汪洋恣肆的语言海

洋，尽收观光者眼底。

“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凡人却

看不透圣人的作为；凡人和圣人之间有一层

永远无法沟通的天然界隔。圣人不屑于理会

凡人争多嫌少的七事八事，凡人也难以遵从

圣人的至理名言来过自己的日子。圣人的好

多广为流传的口歌化的生活哲理，实际上只

有圣人自己可以做得到，凡人是根本无法做

到的。凡人们绝对信服圣人的圣言而又不真

心实意实行，这并不是圣人的悲剧，而是凡

人永远成不了圣人的缘故。”

我依然记得初次阅读《白鹿原》时看到

这句话的冲击，那天下午，我借来同学桌柜

里的这本书，老老实实看完，合上书本，不

由长舒一口气。在我的笔记本中，我记录了

不少内里的句子，其中一句是这样的：“好

好活着！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

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

的最后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一个重

要的转折开始一个新的辉煌历程；心软一下

熬不过去就死了，死了一切就都完了。”好

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他/她这辈子寤寐

求之的，大抵是耗费一段人生，倾注心力，

写出一部对得起自己，经得起时代考验，停

笔那刻不由感到“生而无憾”的作品。于是

曹雪芹有了《红楼梦》、普鲁斯特有了《追

忆似水年华》、哈珀· 李有了《杀死一只知更

鸟》，对于他们而言，一辈子写就这一部作

品，已然足矣，而对于陈忠实，《白鹿原》

就是这么一部作品。

1995年3月8号，陈忠实写下这么一句话

——创造着是心地踏实的。而如今，这位扎

根于土地的作家，再无法于人间进行心地踏

实的创造，他就这么，毫无防备地与世长辞，

作为他的读者，我不免感到无措。几度思

量，为求心安，这篇简短的文章，权当我的

纪念。

驚心動魄！
實拍加拿大男子縱身躍下瀑布

近日，一段视频记录了加拿大

33 岁的男子克里斯•莫扎 (Chris

Mezai)在伦德布克瀑布的 40英尺(

约12米)高处纵身一跃的震憾画面。

视频中，克里斯赤裸着上身

翻过围栏并脱下鞋子，在瀑布边

上停顿数秒后，大胆地跃入奔腾

的水中，现场传来一片惊叹声，

令人不禁担心他的安危。幸好不

久后克里斯浮出水面并游到附近

的岩石处岸边。

据报道，由于该处并没有立警

告牌，所以克里斯这种行为没有违

法。事实上，克里斯这样做非常危

险，因为水下可能有岩石，也可能有

汹涌的暗流，很容易发生意外。

美 12名警察被困電梯內
消防員施救拍照“留念”

据外媒报道，我们常说“有

困难找警察”。那警察有了困

难，而且是一群警察有困难，要

找谁呢？消防员表示：找我们

呀！日前，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

城的十几名警察被困在了一部电

梯里，多亏消防队出动，他们才

脱困。

据报道，本月 27日，堪萨斯

城警察学院

的一部电梯

出故障。这

一故障，就

把 12 名警察

关在了电梯

里，警察学

院于是赶忙

向当地消防

局求救。

消防员

们赶到后顺

利施救，警

察们毫发无

损。不过，

他们的自尊

心可能有点“受伤”，因为他们

困在电梯里的尴尬场景，被消防

员拍了下来，照片还被传到了网

上。这张照片引发消防员和警察

热烈响应。有消防员表示“这场

景实在太美”。

对于 12 名被关在电梯里的

警察，他 们 得 到 的 教 训 是 ：

坐电梯千万别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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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攝影師實拍鯨魚與
海豚共同嬉戲畫面

美国摄影师桑迪•里奇

(Sandy Rich)在美国加州圣迭

戈的海边通过无人机拍摄到鲸

鱼和宽吻海豚共同嬉戏的画面。

图片中，四只宽吻海豚和

两头灰鲸在海中喷水、旋转、

跳跃，看上去其乐融融。它们

在色彩斑斓的海水中嬉戏，展

现出一幅绝美的画面。

早在 2011 年，摄影师和

海洋生物学家罗莉•马祖卡

(Lori Mazzuca)就曾在夏威夷

拍摄到海豚在座头鲸背上玩耍

的画面。这些照片被发布到社

交网站“脸谱”网上后，类似

的照片也随之不断出现。

同年，一个科学家团队拍

摄到宽吻海豚靠在座头鲸身上

休憩的照片，每当海豚滑落下

来，都乐此不疲地爬回座头鲸

身上，科学家推测它们正在进

行某种游戏。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名年轻作家在自

家办公室的墙上以及天花板上手写出哈里

波特小说的开卷，其内容、样式与原著如

出一辙，引发人们追捧。

39 岁的麦乐迪斯•迈克卡德尔(Mere-

dith McCardle)是一名青年作家。她曾经因

为 J.K罗琳的《哈里波特》系列小说而大受

启发，现在她也希望这些文字能够继续激

励自己，于是她将《哈里波特》的开卷手

写在办公室的墙上和天花板上，以便随时

鼓励自己。

为了向 J.K罗琳致敬，她努力使写出的

文字与原小说保持一致。她特地在学校借

了一台投影仪，将小说中的文字利用投影

仪投射到她将要写字的墙上和天花板上，

然后按照投影下来的字迹书写。

但是很快她便发现想要模仿投影仪下

的文字并非易事。她表示刚开始以为花 20

个小时进行摹写已经足够，但后来发现 20

个小时远远不够，她大大低估了这项“工

程”。所幸经过 60小时的辛苦工作，她终

于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程”。

迈克卡德尔表示，自己不会再在剩余

的墙上继续书写小说的其他部分，她说那

样毫无意义。一堵墙已经非常不错了，她

对现在的结果非常满意。

美迪斯尼樂園
“機械象”高空飛行引驚嘆

在美国加州阿纳

海姆的迪斯尼乐园上

空，一头巨大的“机

械象”在直升机的牵

引下飞翔而过，场面

令人惊叹。

迪斯尼设计师维

罗妮卡•怀恩特(Ve-

ronica Wyant)表示，

这头“机械象”本属

于迪斯尼“森林巡航

”板块。之前由于其

颈部损坏，他们不得

不在 1 月将其送去维

修，现在则是将修复

好的“机械象”送回

公园的 “ 尼罗河”

景观区。

飞行员肯•克劳

斯(Ken Krauss)也说，

用直升机运送 “ 大

象”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类

似的运送在此之前他已做过两次。

他接下来的任务是将树上的人造

“蟒蛇”送去修理。待所有修复

工作完成后，“森林巡航”主题

板块将于5月6日重新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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