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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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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剪影

陳納德基金會休士頓分會成立
揭幕大會
由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成立的「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
員會」(Diversity Political Coalition) 31日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召開
Kick Off揭幕大會﹐並推動首要項目成立「陳納德基金會休士頓分會」﹐
幫助其基金會募款﹐該圖為陳納德將軍孫子及外孫女出席剪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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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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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日錄製第19集，由休士頓知名小沈陽餐
館廚師高風臣帶來兩道東北涼菜 「白菜粉絲
拌蜇皮」 與 「透龍黃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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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夏天氣溫漸熱，為讓觀眾食慾大開

，特地邀請小沈陽餐館廚師高風臣帶來兩道
涼拌菜，酸甜味的白菜粉絲拌蜇皮與酸甜辣
味的透龍黃瓜，都能讓人消暑，胃口大開。
兩道料理也簡單易做，在高風臣廚師示範和

主持人鄧潤京的講解下，觀眾可輕易學
會兩道家常涼菜。

白菜粉絲拌蜇皮所需要的材料非常
簡單，白菜、紅蘿蔔、粉絲為主要食材
，其他蒜、糖、醋等都是涼拌好幫手。
先將白菜切碎與紅蘿蔔切絲，加入蒜、
糖、醋等調料輕抓拌勻，高風臣說，涼
拌手抓拌法，不需抓太重，輕輕抓勻比
較不會讓水分流失，接著拌勻後，加香
菜，以及蔥薑條的調料油，就可裝盤食
用。

第二道透龍黃瓜，則注重刀工，將

小黃瓜交叉斜切不
切斷，可讓黃瓜呈
現漂亮的造型，把
黃瓜延展開來，可
展現穿透力，非常
透亮，顧名思義為
透龍黃瓜。另外可
用青椒甜椒切片做
擺盤，第一次先用
鹽手壓拌勻，第二
次用醋泡黃瓜，最
後用辣椒油加重口
味。高風臣說，調
料可依個人可為調配，但首重刀工，若下刀
技術不好，就無法展現穿透造型。成品酸甜
辣滋味都有，非常開胃。

錄影當天剛好是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
會(Diversity Political Coalition)揭幕大會與陳

納德基金會休士頓分會成立，吸引不少僑界
重要人士出席。休士頓小沈陽餐館有道地正
宗的東北菜，營業時間為一周七天，周一至
周日上午11點至晚間9點半，地址9888 Bel-
laire Blvd #158, 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995-9982。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由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
李蔚華及多位僑界重要人士成立的 「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會」
(Diversity Political Coalition)5月31日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
上午召開Kick Off揭幕大會，活動上推動首要項目任務，成立
「陳納德基金會休士頓分會」 ，幫助其基金會募款，陳納德將軍
孫子Mike Chennault與外孫女嘉蘭惠(Nell Calloway)及僑界人士
、關心美國政治脈動的相關人士都出席參與。

在活動正式開始前，擔任陳納德航空軍事博物館主任的外孫
女嘉蘭惠，先向與會嘉賓描述陳納德將軍率領美國飛虎隊來華助
戰的英雄事蹟與中美並肩抗戰史實，為讓社區更多關心歷史的民

眾廣為周知，現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也看得到一些珍藏史料照
片。

活動上，Mike Chennault與嘉蘭惠一同參與陳納德基金會休
士頓分會揭幕大會，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副總領事趙宇敏受邀
出席活動，社區重要贊助者包括Greatland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負責人Stephen Le、廈門總商會副會長陳建輝與中華總商會會
長孫鐵漢等人也參加剪綵儀式。嘉蘭惠表示，感謝社區各界支
持，代表大家對歷史的重視和尊重，讓更多人可以緬懷陳納德
將軍，撫今追昔。現場也揭幕一幅中國新疆名畫家專屬打造的
大型陳納德將軍畫像，讓眾人驚艷。

活動另一重頭戲，則是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會揭幕大會，
會場上先簡略播放投影片，說明成立宗旨和初衷，全體在合唱
美國國歌，以宣誓愛國情操。

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會為中立性政治組織，今年3月成立
，為集結更多政治力量，因而召開揭幕大會，讓社區更多人能善
用資源。創始人李蔚華致詞表示，在國殤日過後，成立這委員會
格外有意義，代表著歷史里程碑。

李蔚華說，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會有四大任務，首先是結
合民間社團做公益性活動，定期舉辦社區慈善項目，籌措基金，
藉由資源的整合，讓社區更為團結。第二，製作政治脫口秀節目
(TV Talk Show)，定期邀請專家學者針對不同政治性議題，包括
大選、時事和社區議題進行探討。第三，召開群眾大會，藉由各

族裔代表的團結力量，集結群眾力量，為不同族裔的群眾發聲，
政治行動委員會成為大選最重要的交流平台，保障選民權益。最
後，為政治團隊募款，透過籌款運動與自願性捐款方式籌集資金
，達到輔選目的。

會場上，多位委員會贊助者也輪流致詞，大家都一致認同該
行動委員會可達到為不同族裔發聲保障選民權益的功效。曾為美
國飛虎隊一員的余厚義(Lewis Yee)也捐贈一本 「歷史的記憶」
一書，提醒眾人追憶歷史，展望未來。

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會揭幕
首為陳納德基金會休士頓分會募款

美食美客小沈陽秀東北菜 涼拌菜退火開胃

陳納德將軍孫子Mike Chennault(前左三)與外孫女嘉蘭惠(前左四)和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前左五)等人參與剪綵。(記者黃相慈／攝影)

主辦方揭幕儀式，籌備正式開始。(取材官網)

主持人鄧潤京(左)與廚師高風臣(右)示範東北
涼菜。(記者黃相慈／攝影)

白菜粉絲拌蜇皮(上)與透龍黃
瓜(下)。(記者黃相慈／攝影)

透龍黃瓜首重刀工。(記者黃相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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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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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休斯頓Memorial槍案調查仍在繼續 多個疑點仍待解決

民調：逾六成美國人認為美國不如從前受尊重美休士頓汽車美容店槍案 2死數傷

（本報訊）休斯頓Memorial社區上周日發生的
重大槍案，造成2人死6人傷亡，震驚休斯頓全城
，警方已經查獲，作案槍手本人是一名25歲的阿富
汗退伍軍人，目前有關此案仍有多重疑點，為什麼
槍手選擇在陣亡將士紀念日節日期間作案，為什麼
槍手能夠選擇社區洗車場的地形作為作案現場，此
外，槍手的作案動機以及槍支來源是否合法，這些
都是警方繼續調查的重點。

根據美軍退伍軍人的記錄，槍手Dionisio Gar-
za III 曾在阿富汗服兵役期間屢獲嘉獎，對政府有不
滿情緒，他曾多次參加反對同性戀，猶太人以及
Walmart超市的抗議聚會。

槍手Garza的家屬向警方反映，槍手作案前自
稱感覺不適，有可能是憂郁症發作，這名退伍軍人
此次從加州到休斯頓，一方面希望和朋友在一起，
另一方面希望能夠在休斯頓找到工作，他上周三離

開加州，周六抵達休
斯頓，周日隨即作案
。
警方表示已經在案

發現場的牆壁上找到
一些隨意的亂塗，顯
示該人有嚴重的精神
疾病，但是還不能夠
確定是槍手所為，但
警方可以肯定槍手和
任何恐怖組織沒有關
聯，Memorial 社區
洗車場的業主 Paris
Nichols 回憶，29 日
當天上午，槍手走向
自己妻子，首先開槍

擊中正坐在奔馳車中洗車的一名老客戶 Eugene
Linscomb頭部，並聲稱：“這名男子是惡魔”。

洗車場業主嚇得癱倒在地，並向上帝祈禱，而
這位槍手表示“我不會傷害你，因為你是基督教徒
。”業主夫婦得以逃生。

在案發之後的一個小時裡，槍手Dionisio Gar-
za III開始向街道行人漫無邊際的進行射擊，至少發
射了200多發子彈，社區陷入一片混亂，居民紛紛
尋找地方藏身。

不僅如此，槍手Garza還使用AR-15步槍5次
擊中巡邏監視的空中直升機，同時，現場的Cono-
co加油站也被子彈擊中起火，直到一個小時之後，
特警隊擊斃了槍手。在現場還發現了槍手的一個軍
用書包，內有出生證明等多件物品，還曾一度被認
為裡面裝有爆炸物品。

 
















（本報訊）1名男子今天闖入美國休士頓1家汽車美容店開槍，槍殺1名顧客後
，遭警方霹靂小組擊斃。

美聯社報導，現場有多人中槍或受傷，包括1名因為有武裝，原本遭當局認定
為嫌犯的男子。警方今天稍晚表示，正在進一步調查該男是否涉案。

另有2男1女因傷住院，但根據警方透露，3人都沒有生命危險。兩名中彈員警
今天稍晚已經出院。

警方在上午約10時15分獲報後趕抵現場，目前尚未釐清犯案動機。死亡的顧
客50來歲，當時才剛剛開車進入店裡，不到1、2分鐘後，槍手就闖入店內開始開
槍，店裡的人倉皇四散尋找掩護，並報警求援。

（本報訊）皮尤研究中心公佈的調查結果認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美國正在失去
他國的尊重，過去10年認為美國不如從前強大的國家增加了一倍。

調查報告指出，相信美國不如從前受尊重的受訪者所占的比例為61%，只有
14%的受訪者相信，其他國家比從前更尊重美國了。

此外，認為美國不如從前強大的美國人達到53%， 2004 年約有 20%的受訪者
持這種觀點。

報告同時稱，72%的美國公民認為他們的國家是世界軍事大國，54%的受訪者
認為美國是世界主要經濟大國。

2005, with a 
growth of 31.8 
percent than the 
previous year, 
the export value 
of high-tech 
products of 
China reached 
US$218.3 
billion, 
exceeding US$200 billion for the first time.
Priv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have 

also made great headway, some becoming group 
corporations with annual output values of several 
billion yuan. Their high-tech products now account for 
over half of the domestic market for such products. 
Establishing export bases for new and high-tech 
products in selected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plan 
for developing trade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first designated export bases, selected because of 
their rapid overall development, rich talent, excellent 
equipment, and rapidly growing export of high-
tech products, include the Beijing Zhongguancun 

northern section of the 3rd Ring Road presents both 
permanent and short-term exhibitions. It was opened 
to the public in September 1988. As a national museu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is an important front of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whose main task 
is to disseminate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mong the public, and help increase the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literacy of all citizens.
The activities of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include 
popular science 
e x h i b i t i o n s , 
Astro-vision film 
shows, training-
based education 
programs and 
experiment-based exhibition programs. The museum 
covers an area of 40,000 square meters, of which 
16,000 square meters is for exhibition halls.

"Our biggest advantage is that we, as a socialist 
country, can pool resources in a major mission," the 
president said.
Xi also stres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ich talent pool 
of scientists with global vision, and entrepreneurs and 
technicians good at innovation.
He promised to respect the creativity of scientists and 
support free and bold scientific exploration.
"Scientists should be allowed to freely explore and test 
the bold hypotheses they put forward," Xi said.
He promised to grant leading scientists more power 
and liberty to decide upon the direction of their 
research, and greater management of research funds 
and resources.
The government's duty is to draw up strategies and 
work out plans, and enact policies and offer services, 
he said.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raise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the 
whole of society to release the creativity of 1.3 billion 
Chinese, Xi said.
He urged CAS and CAE academicians to contribute 
their wisdom when the country is making major and 
long-term policie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o 
set example for younger scientists.
The CAS and CAE should also play a better role as the 
country's premier S&T establishments, leading other 
institution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n addition, the president urged the CAST to better 
serve scientists and help raise people's scientific 
literacy. (Courtesy http://news.xinhuanet.com/
english/2016-05)

year 2030, and decided to roll out a large number of 
S&T projects, he noted.
He encouraged scientists and technicians to respond 
to the country's major strategic demands, strive to 
advance research into core technologies and move up 
to the world's S&T "high ground."
To be the world's major S&T power, the state will have 
to champion first-class institutes,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innovation-oriented enterprises. This 
will also support the authoring of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original research, said Xi.
Moreover, the president stressed the role that scientific 
research plays to bolster overal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advanc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implementing the tasks of cutting 
overcapacity and excess inventory, de-leveraging, 
reducing costs and addressing points of weakness, 
more advances in innovation are needed, Xi said.
Public S&T services should be increased, so that the 
people can enjoy a more livable environment, better 
health care and safer food and medicine, he added.
Reforming scienc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was another priority the president listed in 
his speech.
He stresse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try to form 
an energetic scienc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through deepen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while continuing to better allocate resources and 
evaluate research findings.
Xi said the country will provide bigger support for tech 
companies, especially small and medium firms, and 
reorganize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ountry also plans to create a few cities or regional 
centers that are attractive to outstanding innovation 
industries.

China Science & Technology Museum
The Museum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BEIJING, May 30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et the target of China becoming a leading 
power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by the 
middle of this century as he addressed a major S&T 
conference on Monday.
China should establish itself as one of the most 
innovative countries by 2020 and a leading innovator 
by 2030 before realizing the objective of becoming 
a world-leading S&T power by the centenary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2049, Xi said.
He made the remarks at an event conflating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 the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CAE), and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ST).

The conference, 
chaired by Premier 
Li Keqiang, was 
also attended by 
senior leaders 
Zhang Dejiang, 
Yu Zhengsheng, 
Liu Yunshan and 

Wang Qishan.
IMPORTANCE OF INNOVATION
Xi, also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stressed the role of 
S&T as a bedrock upon which "the country relies for 
its power, enterprises rely for success, and people rely 
for a better life."
"Gre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apacity is a 
must for China to be strong and for people's lives to 
improve," he said, calling for new ideas, designs, and 

strategi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now ranks among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in some important fields in S&T development, 
Xi said.
The country is in an important transitional stage from 
quantity to a leap in quality, and from breakthroughs 
in limited areas to an improvement in overall capacity, 
he said.
The president hailed innovation as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as well as 
mankind.
"It won't do without innovation, nor will it do if the 
innovation is carried out slowly," Xi said.
"We could be thrown into an unfavorable situation 
and miss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 or miss an 
entire era -- if we 
fail to recognize 
changes, respond 
to changes and 
innovatively seek 
changes," he 
added.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ina to implement its strateg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Xi said.
This strategy aims to ensure China's decision-
making power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improve its 
core competitiveness, accelerate adjustment of its 
development pattern, solve deep-rooted problems, 
better guid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normal," and maintain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economic development, Xi said.
In seeking to become a world-leading S&T power, 
China aims to speed up S&T innovations in all fields 
and seize the initiative in global S&T competition, Xi 
said.
PRIORITIES FOR INNOVATION
Speaking at the event, the president listed five priorities 
for innovation.
Stressing the priority of developing cutting-ed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 said China should strive to 
take a leading role in S&T research.
To this end, the country should have a global vision, 
establish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a timely manner, 
be confident in innovation, and be known for original 
theories and discoveries, he said.Xi also called for 
efforts on launching key projects to create a world-
class research network.
"Currently, the state needs the strategic suppor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re urgently than ever 
before," said the president.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outlined the nation's 
long-ter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ategies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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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as built up thousands of new and high-tech 
development zones. In the 53 state-level new and 
high-tech development zones, a great many sci-tech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put into use in production. 
Over 30,000 were identified as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these zones, 20 of which had annual production 
values over 10 billion yuan, more than 200 over five 
billion yuan, and 3,000 over 100 million yuan. In 
these zones, the average growth in major economic 
indicators has been maintained at 60 percent per 
annum for 13 years running, and they have become 
important engines of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ddresses an event 
conflating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country's 
two top think tank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d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Beijing, China, May 30, 2016.

 (Xinhua/Photo)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was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founded 
in February 1986. Its role is to support basic research 

and some applied research projects using government 
appropriations in line with the state's guiding principles 

and sci-tech development policies.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trategy 
Celebrates Its Establishment In 2007

Carl Konigsberg 1953-201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and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s in Tianjin, Shanghai, Heilongjiang, 
Jiangsu, Anhui, Shandong, Hubei, Guangdong, 
Shaanxi, Dalian, Xiamen, Qingdao and Shenzhen. The 
Pearl River Delta,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Beijing-
Tianjin region have the greatest concentration of such 
export bases; consequently export volumes of new and 
high-tech products from these areas account for over 
80 percent of the national total. (Courtesy www.china.
org.cn/english/feature)

Area Realtor and Life-Long Supporter
Of Local Charities Has Passed Away

Carl Konigsberg, born December 13, 1953, passed away May 26, 2016, joining 
his parents Anne (July 5, 1931 – March 14, 2014) and Isaac (February 22, 1925 – 
December 31, 2015). Carl was a man of great passion. He was for many years active 
in the Big Brothers of Houston program and actively supported both the St. Judes 
Hospital and the Shriners Hospital and Burn Institute in Galveston.      
Carl loved and is survived by his family, including children Leticia (husband 
Mike Olson), Gabe (wife Roxanne Werner), and Mark, (and his children's mother, 
Stella Konigsberg), his sister Geri Konigsberg, as well as his grandchildren Drake 
and Simon Olson and Oliver Konigsberg. As the owner of Infinity Realty in The 
Woodlands, Carl also enjoyed many friendships with colleagues in the real estate, 
banking and finance industry.
A funeral service for Carl will be held on Wednesday, June 1, 2016, at 11 am at 
the Woodlawn Garden of Memories, 1101 Antoine, Houston.Carl's final gift was 
his life-saving donation to LifeGift, an organ transplant organization. His donation 
will be used to help many people across the region. For those so desiring, memorial 
contributions may be sent to St. Judes Hospital, the Shriners Hospital in Carl's name 
or to a charity of your choice. (Courtesy Houston Chronicle, May 29,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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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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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遠程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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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兩會為海歸帶來4大機遇
擁有多重政策福利

两会虽然落下帷幕，但许多

海归仍在关注两会。这是他们关

注国家发展动向的一种重要途径

，也为其创新创业提供了思路与

方向。本期我们采访多位海归，

他们谈了对于两会的议题与政策

的理解。

聚焦发展热点 带来就业机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打造智慧城市，改善人居环境。

“智慧城市”作为解决多种城镇化

问题的新思路，涉及行业广泛，给

海归就业与创业带来了新机会。

中国基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裁王金宝在“海归季谈——

海归代表畅谈两会”上说，城市

的发展应该加强创新，结合本土

特色，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打造

出更多的国家共有、地区特色的

智慧城市。

郝磊 2014 年回到国内，同年

创立了北京迪科达科技有限公司。

他此前在索尼本部担任研发科嵌

入式研发工程师，读完博士之后

决定回国。“我觉得，传统意义

的安防系统无法满足人们现在的

需求。智慧城市符合发展趋势，

所以我选择了‘智慧安防’作为

创业切入点。”

智慧城市的发展需要人才。郝

磊的团队是清一色的海归。他相信

开阔的思维与先进的技术结合起

来，可以闯出一片天地。“智慧城

市符合社会发展。这是一条很长的

路，但是前景十分广阔。”郝磊冷

静地分析道。

顺应发展脉搏 积极创新创业

在今年两会中，创新创业被屡

次提及。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

发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

“互联网+”集众智汇众力的乘数

效应。

“创业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

人脉储备也要充足，而且还要符合

大环境的要求。”高齐从英国毕业

后投身互联网行业，3年的打拼让

他感触颇多。“互联网在中国只是

起步阶段，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现

在的创业环境比较好，特别是和互

联网结合的创业项目越来越多，政

府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所以我回

国以后选择投身于互联网领域。”

虽然国内针对海归创业的优惠

政策越来越多，政府资助金额也在

不断增加。但是，创业过程中存在

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还需要海

归主动学习、思考。“不是说海归

创业就有优势。虽然当前‘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大环境对创业十

分有利，但主要还是看创业者自身

的技术水平、能力和经验。这些才

是最重要的条件。”高齐希望今后

能够继续出台一些有利于创业者的

政策，让他们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学

以致用。

提高教育质量 重视人才培养

“今年两会，我的一个提案就

是‘加强人才队伍培养，助力一带

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是国家

战略，实施的关键在于人才。但是

目前，经贸合作、外语、法律、财

税政策等方面都缺乏人才。因此我

建议，相关部门可以结合‘一带一

路’战略的发展需求，发挥高校的

作用，加强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例

如在学校建立国际化人才库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诚通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立群在海归季

谈会上说。

他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

实施，需要国际化经贸合作人才。

比如熟悉跨境电子商务、境外项目

投资、知识产权交易、物流运输、

国际贸易以及金融和资本运作等国

际化人才。

对于人才培养，北京化工大学

教授贾梦秋表示，随着我国高等教

育大众化不断深入，高等教育发展

的重心已经由数量

扩张转变为质量提

升。人才培养和知

识生产是高等教育

的两大使命，提升

高等教育质量必须

从这两点出发，在

院校内部优化结构

，凸显特色，不断

增强服务经济社会

能力。

在面向应届毕

业生招聘青年教师的信息中，部分

岗位都明确要求应聘者具有海外学

习经历。贾梦秋说，“高层次留学

人才在我国科技发展中发挥着独特

作用。”

多重政策福利 提供平台机遇

谷歌人工智能 AlphaGo 与人类

高手的围棋对决吸引了无数人的关

注。人们在感叹人工智能强大的同

时，也对我国的科技创新抱有诸多

期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

2020年，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 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

才强国行列。

当前，在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

国创业方面，中央和各地政府出台

了一系列鼓励政策。日前正式发布

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

要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把人才

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加快推

进人才发展体制和政策创新，构建

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提

高人才质量，优化人才结构，加快

建设人才强国。

“2015 年 8 月底，新修订的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明确规定

，科技人员从科技成果转让净收入

或者许可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 50%

的比例，大大激发了科技人员创新

创业的活力和成果转化动力。”中

科院创新孵化投资公司总经理蒋磊

表示，这在法律层面上完善了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进一步

激励科研人员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

海歸就業壓力不比土鱉小
求職遇到諸多困難

3月 16日，教育部公布了 2015年度我国

出国留学(微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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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增速放缓

留学专家刘湘分析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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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出国留学 52.37 万人，回国

40.91万人，两者数值正逐年接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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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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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79.87%。

那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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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占了相当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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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纲要重点发展产业来选择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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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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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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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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法國火山爆發 熔岩崩裂噴涌而出

土耳其舉行變性人大賽
參賽者同臺爭艷

以色列首屆變性人選美大賽
長腿“佳麗”鬥艷

以色列特拉維夫，首屆
以色列變性小姐選美大賽舉
行。12 名變形小姐入圍選
手參加。 圖為以色列阿拉
伯血統的 Taalin Abu Ha-
nah獲得冠軍，她將有望代
表以色列參加9月在西班牙
巴塞羅那舉行的國際變性小
姐選美大賽。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
變性人大賽，眾多參賽者同
臺爭艷。最終由羅莎琳達·佩
雷斯（Rosalinda Peres）奪
得冠軍。

民間投資出現異常：增速低、占比降、風險升
查堵點、摸痛點、破難點，國務院組

成的9個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專項督查
組陸續出發，分赴18個省（區、市）開展
為期10天的實地督查。這是國務院首次對
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開展專項督查。本
次督查的目的是激發民間投資潛力和創新
活力，促進民間投資回穩向好。那麼，當
前我國民間投資狀況到底如何，有哪些具
體困境、又該如何加強民間投資的引導和
管理，進壹步激發民間投資的潛力和活力
？

民間投資出現異常
增速低、占比降、風險升
此次專項督查堅持了企業內部動力和

外部發展環境齊頭並進。強調操作和落
實，“接地氣”、易推行、解難題，並見
微知著，為改革深入創造平臺和條件。

民間投資也稱非公有制經濟投資，大
致範圍包括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個體企
業的投資以及混合所有制企業中的民間資
本出資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非公有制
經濟快速發展，在穩增長、促創新、增就
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
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性力量。2015年第三
季度末，我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達
到25.6萬億元，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
比重為 64.8%，占比持續提高。但自
2015年第四季度特別是今年以來，受多
重因素影響，民間投資增速有所放緩，運
行中的矛盾增多，占全部投資比重出現下
降。截至4月末，我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
的增速為5.2%，尚不及全社會固定資產
投資增速的壹半，占比也下降到了62.1%
，同比下降了3.2個百分點。隨著多個指
標下降，民間投資的風險也在累積。

民間投資的這些異常變動，引起了黨
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國務院要求此
次督查要突出問題導向，以釘釘子的精
神，深入查找問題，分析原因，系統梳理
民間投資中存在的各種具體問題，重點抓
好四個方面：壹是對法規政策落實情況的
督查，二是對政府管理服務情況的督查，
三是對市場環境建設情況的督查，四是對
企業自身發展情況的督查。

從此次專項督查的著力點來看，堅持
了企業內部動力和外部發展環境齊頭並
進。在結構上，將外部環境作為督查整改
的關鍵點，設計了改革落實、政策服務、
基礎瓶頸三個關鍵環節，並就此開展全面
調查；而將內部動力作為政策促進的關鍵
點，要求弄清楚企業家精神、企業家訴求
和企業治理中的突出意見和節點究竟是什

么，換位思考，站在企業家的角度找問題、
求化解。本項督查雖然沒有專門覆蓋宏觀
大題，諸如“政府融資‘擠出’”“基礎
貨幣供給下降”“資產價值‘剪刀差’”
等等，但強調操作和落實，“接地氣”、
易推行、解難題，並見微知著，為改革深
入創造平臺和條件。

民間投資發展之“困”
“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
民間投資的發展難題應不是內部的、

內生的，而應該主要來自於外部發展環
境的影響。具體來說，有“玻璃門”
“彈簧門”“旋轉門”三種困境。

目前，國務院的調研報告和內容還
未出來，本文暫時拿不出權威數據和結
論來說明民間投資的難點和“瓶頸”究
竟有哪些。但根據民營企業經營效率、
融資成本和全員勞動生產率等三個指標
來看，民營企業分別高於全社會平均水
平2.7個、1.9個和2.2個百分點，民間
投資的發展難題應不是內部的、內生的
，而應該主要來自於外部發展環境的影響
。具體來說，有“玻璃門”“彈簧門”
“旋轉門”三種困境。

第壹，“玻璃門”情況。所謂“玻璃
門”是指準入限制由顯性變為隱性，仿佛相
關壁壘大幅度取消，但實際上看得見、摸不
著，不僅導致企業空歡喜壹場，甚至形成了
損失浪費，並使政府信譽受到損害。

典型的“玻璃門”情況，在金融行業
表現得較為明顯。2015年，我國完成5家
民營中小型銀行的組建試點後，年初的
《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要“推動具
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
行等金融機構，成熟壹家，批準壹家，不
設限額”，2016年金融體制改革和銀監
會工作任務中再次重申了這壹要求。但到
目前為止，除了原有的5個示範性的民營
中小型銀行外，尚未得悉又將新設立哪壹
家民間資本發展設立的中小型銀行。

再如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
）中社會資本合作方的問題。在財政部《關
於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
題的通知》中，明確指出“政府和社會資本
合作模式要求平等參與、公開透明”，並
“與社會資本的管理效率、技術創新動力有
機結合，減少政府對微觀事務的過度參與，
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與質量”。從上述目標
和要求來看，社會資本合作方應側重於效率
和創新，並強調平等和公開，企業規模大小
、自有資本多少、經營時間長短等因素不應
是PPP模式下政府選擇的關鍵點。但在實

踐中，壹般中小企業還是較難從PPP業務
中實現突破，目前開展的第二批206個PPP
示範項目中，大部分社會資本合作方都是央
企、省屬國企或其他大型企業，中小企業的
準入性依然不足。

第二，“彈簧門”情況。所謂“彈簧
門”就是將政府準入監督的基本基調確定
為“NO”，即對市場主體是“若無批準即
禁止”（門打開後，被彈簧自然關閉）；
而政府或主管單位甚至成為代言人，壹旦
已進入企業表示競爭加劇，利潤下滑，政
府就開始收緊準入（門開得越大，彈簧形
成的阻力就越大），形成對後進者的不合
理負擔，並導致更高水平、更富創新能力
的新興企業被行政性手段不合理擠出。

“約租車”市場與“出租車”市場之
爭，就是“彈簧門”現象的重要表現。“出
租車”不限行、不限號，以快捷、便利、全
面、高效和適宜的費率來服務公眾的效率型
出行需求，是其合法存在的依據和條件。由
於“出租車”準入在先，又多是大公司背
景，國際慣例是通過壹定的牌照“租金”將
服務標準的維護和業務的組織性保障交給了
市場主體，以減輕政府的監管壓力。該類
“租金”本身是應依法打破和減低的對象，
而不是持續維護並鼓勵不斷增值的“資
產”。現在，有了與“互聯網+”高度融合
的“約租車”市場之後，企業代政府維護市
場和開展服務形成了重大的模式創新，所需
成本補償也在快速下降，“租金”自然應該
下降，牌照也當貶值。但降多少，怎麼降，
則應由市場說了算。但現實卻是部分地方的
交通部門、運管部門，本末倒置，將“租
金”挺在前，將管制拿在手，將公眾服務棄
在後，“彈簧門”不僅自動關，而且還關得
很嚴，許多更高效率的民間投資也只能在
“門”前壹聲嘆息。

第三，“旋轉門”情況。“旋轉門”
是指在準入程序和環節增加了大量累贅和
不合理的繁細，從而導致企業在準入後，
面臨各種各樣的要求，又不知從何處做起，
最終導致相應要求無法實現，相關業務無法
開展，最終退出準入，回到行業之外。在5
月9日的全國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
服務改革電視電話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強
調要“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革煩苛
之弊，施公平之策，開便利之門”，就是
對“旋轉門”的切實批評和改革要求。

“旋轉門”現象在實踐中比比皆是，
有輕有重，有政府轉型和改革不到位的
原因，也有市場主體的政策信心不夠或
理解力較低等問題。在此次國務院的督
查中，四川成都餐飲同業公會秘書長袁

小然表示，“現在在成都開家餐館，審
批周期還是有點長，壹般壹個店要開張，
走程序需要4至6個月。在這期間，投
資者要承擔工人工資成本、店面租金等
費用，資金壓力很大”。如此，流動性
支撐不住的企業，在這個過程中就算踏
進了旋轉門。而西南區域的歐陽女士則
面臨另壹種情況。2014年，她從國家發
改委、財政部等官網上看到了中國將推
進“海綿城市”建設和試點的新聞。她
積極著手準備，並安排專業技術人員和
設計人員赴德國學習，還進口了相關設
施設備。但在與當地住建等部門的溝通中
，得到的答復先後是“不知道這件事情
”“不知道該不該我們管”“不知道怎
麼幹”等回復。而今年年初該市被納入
國家“海綿城市”的試點城市名單，歐
陽女士卻已遣散專業人員，變賣了進口
設備，轉型到某大城市的文化產業中了
。面對新機遇，她只能壹聲嘆息，於自
身而言，是對政策缺乏信心，於當地政
府而言，則是缺少必要的學習和溝通。

民間投資轉型之“進”
“親”“清”兩型政商關系
尤其要堅持構建新型“親”“清”

政商關系、主動服務民營企業，激發民
間投資轉型的潛力和活力，實現企業、
社會和政府多贏。

面對民間投資的復雜環境和結構性問
題，政府必須伸出“看得見的手”，尊重
市場規律，遵守市場規則，全面深化改
革，積極落實各項政策舉措。尤其要堅持
構建新型“親”“清”政商關系、主動服
務民營企業，激發民間投資轉型的潛力和
活力，實現企業、社會和政府多贏。

“親型”政商關系，要求政府攜企
業之手，聞市場之道，優化民間投資環
境。首先，清理和修改不利於民間投資
發展的法規政策，切實保護民間投資的
合法權益，培育和維護平等競爭的投資
環境。在制訂涉及民間投資的法律、法
規和政策時，要多聽取有關商會和民營
企業的意見和建議，充分反映民營企業
的合理要求。

其次，應在政府性資金安排中確保
民間主體的公平待遇。包括財政預算內
投資、專項建設資金、創業投資引導資
金，以及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和外國政府
貸款等，要明確規則、統壹標準，對包
括民間投資在內的各類投資主體同等對
待。支持民營企業的產品和服務進入政
府采購目錄。

再次，應加大對民間投資的融資支
持，加強對民間投資的金融服務。各級
政府及有關監管部門要不斷完善民間投
資的融資擔保制度，健全創業投資機
制，發展股權投資基金，繼續支持民營
企業通過股票、債券市場進行融資。

第四，應全面清理整合涉及民間投
資管理的行政審批事項，簡化環節、縮
短時限，進壹步推動管理內容、標準和
程序的公開化、規範化，提高行政服務
效率。進壹步清理和規範涉企收費，切
實減輕民營企業負擔。

另壹方面，“清型”政商關系則要
求守法律之規，立公廉之矩，加強對民
間投資的引導和管理。要建立健全民間
投資服務體系，充分發揮商會、行業協
會等自律性組織的作用，積極培育和發
展為民間投資提供法律、政策、咨詢、
財務、金融、技術、管理和市場信息等
服務的中介組織。

在放寬市場準入的同時，要切實加強
監管。各級政府有關部門應依照有關法律
法規要求，切實督促民間投資主體履行投
資建設手續，嚴格遵守國家產業政策和環
保、用地、節能以及質量、安全等規定。
要建立完善企業信用體系，指導民營企業
建立規範的產權、財務、用工等制度，依
法經營。民間投資主體要不斷提高自身素
質和能力，樹立誠信意識和責任意識，積
極創造條件滿足市場準入要求，並主動承
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除此之外，新聞媒體也要大力宣傳
中央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
濟發展的方針、政策和措施。客觀、公
正宣傳報道民間投資在促進經濟發展、
調整產業結構、繁榮城鄉市場和擴大社
會就業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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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让男人主动示爱

也可以，可是有一些事情他们

是绝对不会做的，特别是以下

的7件事，千万别指望他会做。

一起来看看。

1、别指望男人会纵容你的生

活陋习

大部分女生都很在意个人

卫生，特别是在床上运动进行

时，可是凡事都有极个别的现

象，有这么一些女人就不太注

意自己的个人卫生，也会有很

多生活陋习。

恋爱初期，男人女人都容

忍对方的陋习，他可以默默帮

你收拾房间，或许可以帮你洗

臭袜子，但是，一旦他知道自

己的女友地位不可动摇，那么

，他就会想方设法来限制和改

造你，这是所有男人的通病，

男人虽然大大咧咧，但是却不

愿意跟有生活陋习的女人过一

辈子，特别是在床上的时候，

看到邋遢的你，什么兴致 都会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2、别指望男人会默认你幽会

旧情人

女人本来就多情，特别是

遇上旧情人的时候大多都会自

作多情，以为跟自己有过一段

感情男人的内心世界总会保存

一份情感，自以为爱过她的男

人会仍然爱着她。这不是男人

的通病，而是男女的通病。

不管是被甩还是甩人，恋

人分手后多半还是愿意与前男

友前女友保持联络。但是男人

内心的情感是极其自私的，他

可以允许自己私会旧情人，却

无法容忍你去幽会前男友。

3、别指望男人会永远相信你

的鬼话

恋爱或者婚姻中我们都会有

一些善意的谎言，虽然谎言是善意

的，却毕竟依然是谎言，千万别

指望男人会永远相信你的鬼话。

有恋爱经验的女人都知道，

虽然男人不能不骗但也绝对不

是那么好欺骗的。虽然男人也

喜欢听甜言蜜语，可并不是男

人不知道你甜言蜜语的欺骗性，

只是他不想揭穿你，谁叫他那

么的爱你呢？

4、别指望男人会在床上主动

向你示爱

大部分女人认为，男人在床

上再能干也没有用，因为绝大多

数女人在上床之前都需要男人告

诉她，是不是愿意为她做任何牺

牲？假如只是玩玩，很多女人会

离你而去，除非是有交易。

可事实是，没几个男人会在

床上主动向你示爱。不是男人不

愿意，而是当男人的欲望来袭的

时候，他已经按捺不住，更别说

跟你甜言蜜语主动示爱了。

5、别指望男人会永远像恋爱

般爱你

女人比男人更加现实，她们

在谈恋爱的时候就会考虑到结婚

以后的柴米油盐，不会像男人那

样只想花前月下。因此，女人的

恋爱是有时候段的，结婚后的女

人想到更多的是柴米油盐，任何

指望着老婆仍然可以像恋爱时的

甜蜜都是幼稚的，美满婚姻的功

效只有一个，那就是可以将爱情

催化成亲情。

6、别指望男人会放过一个变

心女人

女人知道如何收拾出轨或劈

腿的男人，因此，当男人用强硬

态度来对待女人的时候，通常都

会陷入女人的报复陷阱，智商低

的女人会大吵大闹，智商高一些

的女人则会分居但是永不离婚，

等把小三也拖成了黄脸婆，男人

的兴趣自然也就没了，然后，这

样的花心男人就只有等着被女人

修理了。同理，男人也不会放过

一个变心的女人的。

7、别指望男人会把未来定义

成即将

女性朋友在恋爱的时候很喜

欢问男人未来几年的计划，希望

听到男人的宏图大略，让自己的

未来更有保障，更加有信心。可

是，千万要记住，别指望男人会

把未来定义成即将。

一般来说，男人对于未来的

定义是不超过一年时间，在恋情

方面有什么未来的规划也只是指

年内需要做的事情，而女人则不

同，女人指的未来可以是50 年

甚至是一辈子，当男人爱上女人

可能想到的只是短暂的亲热，

而女人则会幻想从恋爱到结婚

到生子，然后，两个人一起携

手到白发苍苍。

男女有别，女人千万别把

自己的想法强加在男人身上，

更不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因

为男人的思维跟女性的思维有

着太大的出入。如果你爱他，

就不要勉强他做一些不喜欢的

事情，让他在床上主动示爱，

千万别指望了！

婚戀心理：
永遠別妄想男人會做7件事

喜歡到停不下來
日媒教妳初次約會聊天小技巧
美女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吧，

在与男生初次约会时，说的每句

话都好像在试探彼此的距离一样

……小编以为除了千锤百炼后的

人气女以外，大家应该经历过也

不知道该怎么办吧。

但是其实在你苦苦摸索该说

什么好的时候，你们两个就已经

没有以后啦!在这里，为了帮助大

家摆脱困扰，小编参考了以前

『Menjoy!』杂志内容，给大家介

绍一下“在初次约会时拉近彼此

距离的聊天小技巧”。

1：聊聊彼此的学生时代

不要意外，这个话题其实最

能拉近两个人的距离啦。因为大

部分的人都有过学生时代，在了

解对方的同时，也可以体会到共

同感“啊，我们也是这样!”“我

们学校也有这条规定，好巧呢”

。而且，在心理学中，向对方介

绍自己的过去可以起到拉近距离

的效果。

2：聊聊美食吧

这个话题是绝对不能少的哟

。特别是当男生来主导两个人的

约会时，可以借由这个话题了解

女生的偏好。

在女生的角度上，如果想要

帮助男生了解自己的话，聊这个

话题一定没错。

3：聊天时不要转移话题也不要追

问

下面是最后一个技巧了。举

个例子来说，当你觉得对方说的

话很无聊时，你一定会这样说

“比起那个我觉得呢……”“这

样说来的话……”打断对方试图

转移话题对吧。

但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在男生看来就已经影响到接下来

的约会了此外，如果你在他说完

以后接着追问“然后呢”的话，

男生会觉得你在强迫他进行对话

。所以，最好的做法是看着他，

点点头并保持沉默。怎么样？初

次约会时会感到紧张的各位美女

，一定要参考这些聊天小技巧，

让他的心迫不及待的走向你吧!

直覺不可靠？
外媒揭秘須遵循直覺行事的10種場景

人们往往认为直觉不太可靠，

然而有些时刻人们却不能不相信

直觉。时尚杂志《COSMOPOLI-

TAN》盘点了 10 种场景，在这些

场景中，人们最好遵循直觉行事。

1.你对在一个危险的地方下车

感到害怕

在出现这种感觉时，最好等公

交车开到更远的站台再下车，而不

是深夜独自身处在某个让人感到害

怕的地方。当你独自留在这个令人

恐惧的地方时，你会后悔没有等几

分钟，在下个站台下车。

2.你跟一个男人相处时感到毫

无缘由的不适

即使他没有跟你说“嗨，我

包里有一把刀，而且我是一名精

神病患者”，你却依然有种不好

的感觉时，这通常不是个好现象。

你应该对他说你累了，然后回

家。最好不要等到自己的怀疑被

证实时，才采取上面的举措。

3.你感觉自己忘记带钥匙

立刻翻找自己的包，来确定

自己是否带钥匙。请一定要这么

做，因为请锁匠也不便宜。

4.你思忖是否应该使用避孕套

答案很简单，在这种时刻，

你的直觉总是对的。有远见永远

没有坏处。

5.你不确定自己是否想买这件

衣服

当你购物时，必须要虔诚地

遵循一项准则：如果你试了一件

衣服后，第一反应是“哇”，那

么就买下这件衣服。否则，就不

要购买。如果违背了上述信条，

那么你就会拥有一件昂贵的晚礼

服，然而它却一直被压在箱底。

6.你感觉这个人并不适合你

你的另一半温柔体贴，但你

却感觉他并不适合自己。那么，

就没有必要因为提出分手而感到

内疚。这种关系必然会到达一个

临界点，那时你们会无缘由地争

吵，因为你并不像你希望的那么

爱他。所以，请跳过这个阶段吧，

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7.你感觉别人提供的工作岗位

并不明晰

如果你感觉这份工作好得简

直就像在做梦，那么你很有可能

就在做梦。如果有人给你提供一

份年薪百万，每天只需要工作3小

时的工作，而这家公司却连办公

室都没有，那么就不要考虑这份

工作。

8.你感觉身体条件不再允许聚

会

你真的很想去今天晚上的酒

吧聚会，但是感觉身体支撑不住

，那就不要去。否则，第二天清

晨你会发现自己在超市的停车场

里奄奄一息，所以最好还是留在

家里吃些健康的食物。

9.你感觉忘记给某件电器断电

或忘记熄灭蜡烛

检查电器是否已切断电源只

需要两秒钟，这可以使你避免一

年都为找一间新的公寓而忙碌。

10.你想分手，但他送给你一

件礼物

就因为他给你买了你每月都

要去一次的百货商店里你最喜欢

的饼干，你就要放弃分手么？你

真的想下个月还绝望地等着他的

短信，仅仅因为他偶尔给你买饼

干么？当然不。

孩子有這三個表現
說明缺乏安全感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感是孩子心

灵成长的重要基石，能帮孩子更好地融入社会，这与

父母的教养方式关系密切。下面这些宝宝的异常举

动，可能就是安全感缺失的表现。

1.经常害羞或害怕。健健在幼儿园跟小朋友们玩得

非常好，可在老师面前却很羞涩。老师和他说话，他就

像做错了事，一直低着头，满脸通红，说话结结巴巴。

建议：面对权威（如老师、长辈）感到害怕，见

到陌生人害羞，都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建议家长多

与老师沟通，可采取亲近式交流帮孩子减压：当孩子

面对陌生人害羞或害怕时，家长不要觉得丢脸而斥

责，要包容孩子，摸摸他的头、蹲下来亲切地安慰

他。请老师多鼓励孩子，共同帮助他。

2.父母在与不在大不同。小多对妈妈非常依赖。

只要跟妈妈在一起，就手舞足蹈的，可妈妈一离开，

就大哭大闹。

建议：依赖父母也是孩子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可

能与获得关爱不够有关。建议首先多跟孩子做情感交

流，不能把孩子甩给老人或保姆。出现类似情况后，

父母可采用触肤情感刺激帮孩子找回安全感。比如每

天下班回家先抱抱孩子，睡前给孩子一个吻。

3.总与小朋友起冲突。康康很容易和小伙伴起冲

突，稍不顺心，就用“拳头”解决问题

建议：这类孩子的家长往往态度简单粗暴，家庭

氛围也不和谐，导致孩子对外界人和事心存戒备。他

们用霸道的行为掩盖内心的敏感与脆弱。建议家长首

先要反省自己，而不是一味责怪或打骂孩子。其次要

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从权威型家长逐步向民主型转

变，遇事讲道理，用榜样作用逐步引导孩子养成平

和、友善的性格。

等妳們忙完，我就長大了！
据媒体报道，都市白领平均每天陪伴孩子

的时间不足 1.05小时，近六成的人不同程度

错过了孩子成长的关键时刻。陪伴渐渐成为一

个家庭的稀缺资源。爸爸妈妈总以为孩子会永

远相伴身边，却没有想到孩子的成长只是一瞬

间的事情。

因忙碌而忽略孩子，因游戏而拒绝孩子，

因缺乏沟通而造成孩子的叛逆性格……以下漫

画中的这几个场景，或许就是你和孩子间的日

常写照。

1.因忙碌而忽略孩子

有多少个周末是在加班中度过?上一次陪

孩子逛公园是什么时候?有时，连自己也说不

准，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有空”。

2.因欲望而推脱孩子

真的是时间不够吗?有时候只是懒惰与欲

望在作祟。

3.因学业而责骂孩子

“你再这样妈妈要生气了”是“最伤孩子

的十句话”之一。然而，为了逼迫孩子做不喜

欢的事情，父母总以这样的语言威胁孩子。殊

不知这样却起了反效果。

4.因游戏而拒绝孩子

其实孩子的需求永远是陪伴。不论是哪个

孩子，总把“你陪我玩”挂在嘴边。然而父母

的心总是太小，装不下孩子的愿望。

5.因缺乏沟通而产生代沟

孩子不听父母的，往往因为父母也从未认

真倾听过孩子的声音……

6.因错过孩子成长而懊悔

如果当时多陪陪孩子，结果是不是就不一

样?当父母才醒悟过来时，孩子已经成为“问

题宝宝”了。

成长无法重来，但陪伴可以现在开始

虽然性格叛逆，但孩子的内心依然爱着父

母。成长无法重来，但父母的陪伴可以从现在

开始。有家长陪伴的孩子性格会比较开朗，学

习生活等方面也能得到更加全面的照顾。

那么，作上班族为家长，我们该如何合理

利用时间陪伴孩子呢?

四个原则让你不再错过孩子的成长

1、多多拥抱孩子，向孩子表达爱意

专家指出拥抱可以缓解孩子的不安，让孩

子感受到温暖。因此，家长记得多给孩子拥抱，

并告诉孩子：“爸爸妈妈爱你。”

孩子得到拥抱，就会感受到家人的爱，也不

会感到过度的孤单寂寞。定期为孩子准备爱心早

餐，并告诉孩子今天会争取几点回家。孩子感受

到自己被在乎，会尝试着去理解与家长分享。

2、不要错过对孩子有重要意义的日子

因工作关系，很多家长不能时刻陪在孩子

身边。但是，家长要记得对孩子比较重要的时

刻比如孩子的生日、毕业典礼等等，并尽量不

要错过这样的时刻。

平时，家长疏于陪伴孩子，可以借此机会

为孩子带来满满的父爱母爱。倘若在这样重要

的时刻，家长没有参与，孩子肯定心里不舒服，

也会逐渐产生隔阂。

3、利用假期休息时间多多陪伴孩子

对于上班族家长来说，难得的节假日是休

息放松的好机会。然而，家长可别忘了只顾自

己放松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陪伴孩子。

其实这样的时刻正是你与孩子建立良好关

系的最好时机。家长可以多带孩子外出家庭

游，并积极地与孩子参加各种活动。这样的活

动会逐渐的拉进彼此的距离。

4、利用点滴时间多和孩子聊聊天

很多家长总抱怨没有时间可以陪伴孩子与

孩子交流。其实不然，家长可以利用接孩子放

学的路上跟孩子聊聊学校生活以及学习情况。

或者，家长可以利用晚饭后的时间，跟孩

子讲讲故事甚至可以分享自己的童年。利用生

活中的点滴时间，便可以让您能够了解孩子的

生活以及想法，何乐而不为呢?

对孩子而言，成长，最重要的就是陪伴。

其实孩子在家长身边的日子也就那么几年，利

用零散的时间，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

这样的陪伴，才是“有效”的陪伴。

這些相貌特征會遺傳給孩子
父母一个大眼睛一个小眼睛，孩子会像谁？父母

一个皮肤白一个皮肤黑，孩子的皮肤会黑还是白？每

对孕育新生命的父母都会好奇地想知道，孩子到底有

哪些相貌特征会像自己。事实上，相貌特征的遗传有

一些普遍规律可循，当然除了遗传外，影响因素还有

环境及环境与遗传的交互作用。下面我们就来具体探

讨一下相貌遗传的奥秘。

我们通常关注的外貌特征包括肤色、身高、胖

瘦、眼睛、鼻子、下巴、耳朵等，按照遗传倾向或者

概率的大小，区分为近乎百分百的“绝对”遗传(包括

肤色、下巴和双眼皮等)、有半数以上概率的遗传(包括

身高、胖瘦等)和后天可塑的遗传(包括声音、腿型等)。

肤色。它总是遵循父母“中和”色的自然法则，

父母皮肤较黑，绝不会有白嫩肌肤的子女；若一方白

、一方黑，那么在胚胎阶段“中和”后，大部分会给

子女一个不白不黑的“中性”肤色，但偶尔也有更偏

向一方的情况发生。

下巴。这是“不容商量”的显性遗传。比如父母

任何一方有突出的大下巴，子女们常毫无例外地长着

酷似的下巴，像得有些离奇。

双眼皮。如果父亲是双眼皮，大多数会留给子女

们，即便有些孩子出生时是单眼皮，长大后多数会慢

慢变成双眼皮。此外，大眼睛、大耳垂、高鼻梁、长

睫毛等都是五官遗传时从父母那里能得到的特征显著

性遗传。

身高。身高有

70%取决于遗传，

后天因素影响只占

30%。若父母都高

，孩子高的机会为

75%，矮的机会为

25%；如果父母中

一人较高，一人较

低，孩子的身高就

取决于其他因素。

由于孩子的身高受多重因素交互影响，建议孩子在发

育阶段合理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再加上

适当的运动，这些都有助于身高发育。

胖瘦。如果父母中有一人肥胖，孩子发胖的几率

是30%；如果父母双方都肥胖，孩子发胖几率是30%~

60%。也有说法认为，母亲在孩子体形方面起的作用

较大。胖瘦大约有一半可以由人为因素决定，孩子完

全可以通过后天的合理饮食、充分运动使体态匀称。

声音。它属于先天遗传后天可塑。通常男孩的声

音大小、音调高低像父亲，女孩像母亲。但这种由于

父母生理解剖结构的遗传所带来的影响，多数可以通

过发声训练来改变。

腿型。这也属于先天遗传后天可塑，抛开腿长腿

短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后天锻炼使双腿变得修长健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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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元老”汪東興不倒之謎：
曾與多位高官沖突

1955 年，汪东兴被授

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

衔，而此前他既没有显赫

军功，也没有出奇战绩，

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

线上小心翼翼的努力。他

作为罗瑞卿副手，直接掌

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对

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

绝大责任。他除了在 1958

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

管内务的副省长外，再也

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

他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

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

书记，还是北京卫戍区三

人核心小组、中央军委警

卫局负责人，十一大更是

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

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

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

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

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

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

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

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

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

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

立了大功的。而叶群几次

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

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

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

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

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

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

诺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

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

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

（不止如此，因为毛泽东

对汪东兴亲口说了要设国

家主席，要让林彪当国家

主席）。所以，毛泽东对

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

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

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

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

等少数人知道外，其他的

都很泛泛。一旦当毛泽东

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

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

东一边。1966 年打倒刘少

奇是如此，1970 对林彪动

手时也是这样。

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

东一人而已，为了迅速解

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

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

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

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

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

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

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

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

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

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

至愿意担当游泳池派往毛

家湾的卧底（当然没有成

行）（汪东兴与毛家湾亲

近，甚至把毛泽东的文件

拿给叶群看。为什么毛泽

东容忍了？因为这是毛泽

东的意思，否则早把汪东

兴下监狱了）。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

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

帮开始反感，他立刻布置

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

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

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

他不动脑子可能也就在于

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

子，这就是在他的老主子

升天之后了。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

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

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

理，所以，他经常代表毛

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

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

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

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

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

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

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

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

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

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

70 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

人？不是摆老资格，就是

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

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

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

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

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

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

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

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

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

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

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

的情况。

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

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

了叶剑英，搞得叶剑英老

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

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

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

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

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

自恃有华国锋撑腰，以致

于继续怠慢这位老谋深算

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

下了苦果。

复出后的邓小平在谈

及同四人帮在 1974 至 1975

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

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

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

党校公开讲：邓小平和四

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

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

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

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

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

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

这种话传到邓小平的耳朵

里，结果一定是可以预料

得到的。

1977 年中央讨论关于

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

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

主席早在 1958 年就说过陈

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

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

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

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

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

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

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

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

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

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

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

1979 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

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

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

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

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

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

兴同志已经是走

在了革命的后面

，他不但不能为

继续改造我们的

党，发展我们的

国家，修正以往

错误的政策提供

好的建议，反而

一再干扰中央的

决断，这样的同

志继续在党中央

的领导岗位上，

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

志也是不会答应的。

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

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

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

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

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

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

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

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

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

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

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

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后，

他唯一的表示就是：看来，

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

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

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

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

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

有力的回应，所以，他对

此比较意外。

1976 年的怀仁堂事变

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

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

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

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

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

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

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

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

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

创中国 20年的新局面做了

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

实，也是不容抹杀的，也

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

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

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

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

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

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

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

基本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

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

来经常（在 90年代后）和

华国锋见面外，已经不再

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

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

一部回忆录，还遭到了来

自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

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

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

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

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

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

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

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

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

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

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

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

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

自赶到纪念堂，毕恭毕敬

地敬献花圈、花篮，成为

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的早

来常客。

附：汪东兴的儿
子汪振凯简介

汪振凯，男，汉族，

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现任

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

主任，少将军衔。历任北

京市红星农场管理部伙食

科科长、管理部副主任，

解放军西郊训练基地第一

警卫组副组长，组长。装

甲兵学院营务管理部副部

长、副政委、政委。军事

科学院行政部部长、训练

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

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党委

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办

公厅副主任，少将。

附 2：汪东兴的
女婿康永年简介

康永年，男，汉族，

现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后勤部管理局副局长，

武警大校军衔。历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 84450部队机关

干事、后勤部干事、科长、

组织处副处长、武警北京

总队机关管理局行政处处

长、局长助理、副局长、

代理局长、局长兼政委。

武警总部机关管理局副局

长、党委副书记。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汪东兴、
护士吴旭君在天安门城楼上

方大曾：第一位
在抗日戰場上

為國捐軀的攝影記者

方大曾，1912年7月13日出生于一个外交官家庭，

从小热爱摄影，在中国摄影水平整体落后于世界的那

个年代，他几乎是无师自通地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摄影

师。方大曾虽出身于官宦之家，但他的镜头中没有达

官贵人，更没有风花雪月的仕女照，对社会的关注让

他频频将镜头对准底层百姓，思考着社会的黑暗与不

公。进入上世纪30年代，面对风起云涌的战争形势，

热血青年方大曾拿起相机，饱含激情地记录了中国军

民的抗战准备，同时揭露出日军的种种丑恶行径。

1938年2月，当著名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 卡帕来

到中国抗战前线进行采访时，或许很难想象，许多中

国同行此前已经用手中的照相机阐释着他的名言了——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方大曾，无疑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传奇人物。

1936年年底，绥远抗战爆发。方大曾只身北上，

深入绥远抗战前线。在持续40多天的战斗中，他凭借

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与毅力，孤身一人在茫茫荒原

上追逐着战火的脚步，拍摄了大量纪实照片，真实地

记录了绥远抗战的过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方大曾第一时间赶赴前

线。在华北战场上拍摄采访了 3个月后，这位蜚声国

内的战地记者突然失踪，从此再无音讯。

他是第一位在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的摄影记者，将

生命的形态永远定格在了25岁，只留下家人和朋友年

复一年的等待。

余华在其《消失的意义》中这样评价：“方大曾

的作品像是上世纪30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

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这些精美的画面给今天的我们

带来了旧式的火车、早已消失了的码头和工厂、布满

缆绳的帆船、荒凉的土地、旧时代的战场和兵器，还

有旧时代的生活和风尚。然而那些在一瞬间被固定到

画面中的身影、面容和眼神，却有着持之以恒的生机

勃勃……当一切都消失之后，方大曾的作品告诉我们，

有一点始终不会消失，这就是人的神色和身影，它们

正在世代相传。”

时至今日，方大曾拍摄的837张照片悉数为国家

博物馆收藏，这位传奇的战地摄影记者终于从尘封的

历史中被重新发现，连同那段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同

进入现代人的视野。

《绥远——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

是国家博物馆的杨红林先生自2010年起研究方大曾照

片的所得。他将这些珍贵的照片“嵌入”真实的历史

当中，引领读者重新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更以

此来展现一代传奇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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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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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救人溺亡的儿子讨要

“见义勇为”称号，失独父亲江

志根在奔波１６年无果后，选择

将当地政府告上法庭，江苏镇江

中院１３日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

如何看待“未成年人见义勇

为”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热点，加

之这起案件持续时间长、地方领

导出庭应诉，引起众多网友包括

法律界人士的热议。从保护未成

年人出发，当前各地对其见义勇

为行为普遍是“不鼓励、不提倡”

的态度，但是在见义勇为后，不

授予荣誉称号又可能会给家属造

成更大的心灵创伤，两者之间的

关系该如何权衡？

“这是儿子死得值不值的问题”

江志根是镇江句容市的一位

农民。２０００年，其１２岁的

儿子江伟华为了救落水的伙伴，

不幸溺亡。之后，句容市见义勇

为基金会曾正式发文，认定江伟

华的见义勇为行为，并决定进行

奖励慰问，包括发放家属慰问金

以及逐月进行家庭补助。

１８日中午，江志根告诉记

者，虽然２０１１年时得到一次

性抚恤金１０万元和困难补助５

万元，但自己更想得到一张荣誉

证书。“钱对我没有用，就要一

个名分。”他说，“儿子做了好

事，如果得不到表彰，觉得很对

不起他。”

为了这张证书，江志根１６

年以来去过句容、镇江、南京甚

至北京等地，通过找律师或者政

府相关部门，为儿子讨要称号。

许多人在背后说他傻，认为“钱

拿到就行了，其他的都没有意义。”

但江志根坚持认为，“这不是一

张纸的问题，是我儿子死得值不

值的问题。”

为何１６年未等到一张荣誉证书？

记者了解到，２０１１年，

由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三级

见义勇为基金会等单位派员参加，

专门就江志根反映的问题形成

“会议纪要”，明确解释了为什

么不能颁发荣誉证书——少年儿

童心智未成熟、自我保护意识不

强，如果监护不到位，容易造成

严重后果。参照全省乃至全国对

见义勇为行为表彰奖励的实践，

均不提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因

此对江伟华的见义勇为行为仅进

行奖励抚恤，并由句容市见义勇

为基金会对江伟华家属作出抚恤

决定，不另发荣誉证书。

１３日下午，就原告江志根

诉被告句容市政府“不履行见义

勇为行政处理法定职责”，镇江

中院公开开庭审理。江志根没有

聘请律师，被告方则是由句容市

一名副市长出庭应诉。

在法庭上，原告江志根请求

被告为江伟华见义勇为的事迹颁

发荣誉证书和表彰决定。对此，被

告代理律师解释，句容市相关部门

已经认定江伟华的见义勇为行为，

并根据相关规定特例为江志根颁发

了抚恤金、困难补助金１５万元及

其他相关补助。至于为何未颁发荣

誉证书，２０１１年专门会议形成

的“会议纪要”，已经研究做出不

发荣誉证书的决定，符合法律规

定。而且当年江志根领取抚恤金时

也签字认可处理方式，再行起诉理

应不受法律支持。

在充分听取双方陈述后，法

庭表示合议庭将在庭后进行评议，

案件将择日宣判。江志根告诉记

者，当年他之所以签字，是因为

自己文化程度低，对事情了解得

不够清楚。现在能肯定的是，只

要得不到荣誉证书，他还会继续

讨要说法。

来自南京的律师吕剑峰认为，

江志根选择用一场诉讼来主张自

己的权利，同时当地政府由主要

领导出庭应诉，双方都是通过法

律途径来解决问题，不管结果怎

样，其方式都值得肯定。

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该如何体现人

格价值？

对于这场“一张证书引发的

诉讼”，有多位法律界人士提出，

对未成年人的见义勇为行为，原

则上确实是“不鼓励、不提倡”，

但是当涉及具体案例时，还是要

进行具体分析，而见义勇为行为

的认定和荣誉授予，均由各地公

安、民政等部门进行。

事实上，江苏省内之前有完

全不同的处置先例。２０１５年，

１３岁的徐州少年李明宇（化名）

为救呛水的同伴溺水身亡，家人

希望能为其申请到“见义勇为”

称号，但所在区见义勇为基金会

多次请示省市两级见义勇为基金

会，得到的答复都是“不授予”。

上级部门拒绝授予的理由，正是

因为李明宇救人时尚属未成年，

不应予以表彰。

而在更早之前的２００２年，

江苏高邮１１岁少年夏世祥为救

落水同伴溺亡，被扬州市见义勇

为基金会授予“见义勇为”称号，

之后还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有网友指出，这几起案例，某种

意义上也体现出“法理和情感”

之争，在“未成年人见义勇为是

否该表彰”上，应明确相关规定，

至少在同一省内，统一标准，避

免此类争议再发生。

记者翻阅网上留言发现，许

多网友表达了对江志根的同情，

但也有网友提出，发证书并非难

事，但是如果对未成年人见义勇

为行为做出肯定表态，可能会导

致其他未成年人效仿，这样并不

利于未成年人成长。而从保护未

成年人的角度来说，有关部门应

该保护未成年人，不鼓励其承担

超出自身能力的社会责任，更不

鼓励牺牲生命。

“从保护未成年人出发，对

于见义勇为行为我们不应当鼓励，

这可以理解。”吕剑峰说，但是

“值得深思的是，如果要表达和

普及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不鼓

励态度，即使不表彰，也应充分

尊重和肯定见义勇为者的人格价

值尊严，进而更好地告慰逝者并

抚慰其家属。”

團伙以招聘高鐵乘服員
為名詐騙50余人涉案70余萬

冒充铁路部门领导、工作人员或亲属、电视

台工作人员等，发布招聘“高铁乘服员”假消息

，骗取保证金与好处费，致使 50余人上当受骗，

“高铁乘服员”被换成了列车保洁员，直到列车

保洁员合同一年到期失去工作，受害者们才向警

方报案。近日，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北站地区分

局破获一起合同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3人，

涉案金额达 70余万元，《法制日报》记者今天上

午从北站警方了解到此案的侦破经过。

今年 1月 22日，刘女士等 50余人到沈阳市公

安局北站地区分局经侦大队报案，称刘某德、吴

某春、胡某军、刘某兴、王某环 5人利用虚假身

份，以沈阳铁路招聘高铁乘服员工作为由，骗取

每人保证金1至5万元。

接到群众报警后，北站地区分局立即成立专

案组，周密部署，克服重重困难，最终侦破此案，

先后将犯罪嫌疑人刘某德、胡某军、刘某兴抓

获。另犯罪嫌疑人吴某春、王某环在逃。

警方查明，去年3月，刘某德从北京某保洁公

司主管王某环口中得知，该保洁公司正在招聘到列

车上做保洁服务的保洁员。为非法谋取利益，刘

某德与王某环商议，由刘某德出面冒充铁路部门领

导，并授意吴某春、刘某兴等冒充铁路工作人员或

亲属、电视台工作人员，在社会上发布招聘“高铁

乘服员”合同制工的假消息，由胡某军负责为招聘

租用办公场地，伪装成“铁路员工招聘办公室”。

与前来应聘“乘务员”的刘女士等 50余名被害人

签订了带有铁路名头的8年工作合同。

在收取每人保证金 1至 5万元后，吴某春以

“盖章”为由将合同收走，随后又以交保险为由，

让被害人再次各签订了一份甲方为北京某保洁公

司的为期8年的空白工作合同。而刘某德等5人通

过宣传铁路招聘合同制员工的虚假信息，与应聘

人员签订假铁路劳动合同，每招聘 1人收取万元

以上好处费，五人分成，共非法获利70余万元。

去年4月，被害人刘女士等人按照合同约定，

到列车上工作，发现原本是“高铁乘服员”的工

作却变成了打扫卫生的列车保洁员。虽然发现上

当受骗，但为了把当初交的“好处费”赚回来，

刘女士等人没有选择报案。

直到去年 12月，该保洁公司与沈阳铁路局为

期 1年的服务合同到期，刘女士等人失去工作，

后向警方报案。

目前，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刘某等 3人已被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警方正在抓捕另外两名在逃的

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故宮回應“口咬九龍壁”：
觀眾碰不到 會定期拍照存檔

针对此前有网友自称咬下故宫九龙壁石块，

故宫在其官方微博 @故宫博物院 中作出回应

称，“经现场确认，九条龙的龙头距离地面近 3

米，且九龙壁前一直有护栏相隔，正常情况下观

众不会碰触到九龙壁。”故宫博物院称，“多年

来，没有发现人为破坏九龙壁的行为。”

据悉，故宫九龙壁位于内廷外东路宁寿宫区

皇极门外，是一座背倚宫墙而建的单面琉璃影

壁，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改建宁寿宫时烧造。

壁上九龙以高浮雕手法制成，形成

很强的立体感。

对于平日里如何对九龙壁进行

保护，回应中也做出了说明。其中

提到，九龙壁是珍宝馆区域的重要

景观，每天吸引很多中外观众前往

参观和拍照，是故宫博物院的管理

重点：皇极门前有专人值守，主要

负责九龙壁的安全和观众参观秩

序；九龙壁前设有石材护栏加强保

护(原来是铁质护栏，为了提升环境

与景观，去年改为石材护栏)；工作

人员定期对九龙壁拍照存档，并将

部件脱落情况进行记录。

故宫博物院也在微博中表示，强烈谴责任何

破坏文物和文化遗产的行为，同时也反对任何借

公众关注文物保护而进行炒作的言行。文化遗产

应当得到全社会应有的保护和尊重。未来，故宫

博物院将继续努力，通过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努

力保护文化景观的完整性。欢迎社会公众和媒体

继续对故宫博物院给予关注和监督，同时，再次

呼吁观众文明参观，主动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让壮美的紫禁城守住尊严、永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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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葡萄牙“壹帶壹路”促合作
投資移民贏利好

近日，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

员会委员吕凤鼎大使参加了中国驻葡萄

牙大使馆和代表葡萄牙外交部的外交学

院主办的“中国大讲堂”系列活动，讲

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影响。

此次活动邀请了葡萄牙经济部国秘、外

交学院院长等葡萄牙政府官员、各国驻

葡使馆人员、EDP电力公司董事、旅葡

华人华侨、中资企业、留学生代表等出

席。

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

员吕凤鼎大使

“一带一路”促商机

旅游、海洋、人文、教育等领域合

作以及面向葡语国家、欧盟国家的三方

合作，正成为中葡合作新的增长点。目

前，中国企业和个人在葡投资总额已近

80亿欧元，葡萄牙成为中国对欧投资的

第五大目的地国，葡萄牙对华投资也在

稳步发展。中葡两国在“一带一路”建

设方面的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面

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中方愿意积极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与葡萄牙发展战略实

现有效对接，为中葡两国各自的发展，

为有关地区的发展、合作和稳定增添新

的动力。

更多国人投资葡萄牙

葡萄牙自开展黄金居留政策以来，

可谓是打开了移民的大门。世贸通移民

集团独家推出葡萄牙百亩庄园地产项目

，投资者通过投资庄园地产可以获得全

家欧盟身份，畅享欧洲生活，自由选择

欧洲名校。并且投资葡萄牙庄园地产，

是投资人对个人资产跨国配置的绝佳形

式，同时土地具有更加保值的特点，可

以传承给子女。2016年恰逢世贸通移民

集团推广欧洲项目五周年，作为国内首

家与葡萄牙驻华大使馆启动葡萄牙黄金

居留计划正式登陆中国的移民机构，五

年间，世贸通先后会晤葡萄牙、塞浦路

斯、希腊、西班牙总统等重要领导。并

先后在欧洲多国设立客服中心，上千个

中国家庭通过世贸通成功移民欧洲。

2016年世贸通重磅推出“资产配置年”

概念，唤起业界及投资人对个人资产跨

国配置的关注。世贸通设计的庄园及庄

园地产投资移民产品，使中国投资者实

现了地主梦、庄园梦、生活国际化梦。

2016下半年美國 加拿大 歐洲
移民形勢解析

2016年即将过半，对移民行业的人

来说，2016年上半年可以说是利好频传

：美国 EB-5 法案延续旧政，加拿大开

始逐步实施放宽移民的政策，魁北克省

投资移民重开并增加了中国地区的名额

，欧洲移民稳步推进。5月初，匈牙利

国债移民再颁新政，移民可一步到位拿

永居，总体来看，2016年上半年可以说

为移民群体提供了良好的移民时机。那

么，2016年下半年移民形势会怎样呢？

和中移民专家给出了这样的解析：下半

年的移民形势或将变得严峻。

美国

2016年9月30日，EB-5法案到期，

美国国会或将 EB-5 政策改革提上日程

，2015年议员提出的涨价方案或将给予

充分的讨论。而且，美国 EB-5 政策自

实施至今，已有20余年，投资额度无任

何变化，现在由于汇率变动与国际形势

变化，都将成为 EB-5 涨价或变政的诱

因。

加拿大

2015年加拿大在移民政策方面，一

改严苛态度，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放宽移

民准入的政策，另外，魁北克投资移民

也在今年 5月重启，申请条件不变，名

额增加到了1330个，也预示着加拿大移

民有望迎来新的春天。

欧洲

近年来，随着世界主要移民国家纷

纷提高移民门槛，欧洲成为投资移民群

体炙手可热的新选择，欧洲各国政府也

推出适合本国的投资移民优惠政策来吸

引投资者，国债移民、购房移民等，成

为世界投资移民的新选项：申请门槛低

、投资额度少、超高性价比，更有申根

国之间护照免签，使欧洲投资移民受到

了投资者的欢迎。可以说，欧洲的投资

移民是稳步前进的，政策也是相对稳定

的。2016年上半年总体来说没有什么大

的变化，只有匈牙利修改了移民法案，

不过，这个修改对移民群体是大大的有

利的：一步到位拿永居。2016年下半年

，欧洲各国的移民政策应该不会有太大

的变化，但是，随着各国移民饱和度的

逐渐上升，未来，各国不排除会提高门

槛，增加移民的难度。“移民要趁早”

，这是移民行业普遍的信条，犹豫观望

，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时机，和中移民提

醒您，移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

个机会成本，抓住机会，省下的不止是

时间和金钱，还有为各种复杂的申请材

料忙碌奔波的忧心；错失机会，有可能

与梦想国度永久擦肩。

50萬歐移民歐洲，
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項目區別

目前中国人到海外投资主要出于三

个目的，移民、投资、追求不同的生活

方式。以这三点作为选择投资标的的基

础，欧洲移民项目备受追捧。同样是50

万欧移民欧洲，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

投资移民项目有什么区别吗？

投资移民爱尔兰

申请要求：根据爱尔兰投资移民法

案的规定，不是属于欧盟国家的公民在

申请移民爱尔兰时，主申请人需要年满

18周岁，同时没有犯罪记录；其次，需

要拥有 200万欧元的资产。投资 50万欧

元的流动资金入政府认可的投资移民项

目，即可移民爱尔兰

项目优势：

爱尔兰是一个高福利国家，人均已

超过英、法等国，排名世界第十一位；

爱尔兰是欧盟除英国之外唯一以英语为

母语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 7大英语国

之一；爱尔兰英语环境对于移民子女的

教育及未来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投资移民葡萄牙

申请要求：在传统移民国家的移民

政策日趋严格的形势下，葡萄牙买房移

民政策自 2012年 10月开启全新投资移

民方式，申请人在当地购买50万欧元的

房产或土地才可以完成移民手续的申请

。购买地产的范围可以是公寓、别墅、

商业地产或土地、庄园，只要在葡萄牙

境内购买即可。

项目优势：

葡萄牙移民局对购买房屋的种类、

数量没有限制，而且随着经济形势的改

善，葡萄牙的房价也在不断上涨，房产

的升值空间巨大，如果在拿到葡萄牙的

永居身份以后，就可以出售房产获得收

入，且不会影响获得的身份。

申请要求：西班牙购房移民新政策规

定，凡欧盟外第三国公民购买西班牙50万

欧元以上房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西

班牙长久居留签证，并可以享受相应的福

利待遇，可以自由进出26个申根国。

项目优势：

西班牙旅游业的繁荣加快了其经济

的复苏，也惠及房地产市场。2014年以

来，西班牙宏观经济逐渐升温，房价也

连续数月保持上涨，这使得许多外国游

客在游玩之余考虑投资西班牙房产。

美國投資移民認購熱潮
僑外聚焦時代廣場

3月 9日，美国移民局

表示，STEM 学生 (Science

科学、Technology技术、En-

gineering 工程、Math 数学)

OPT Extension(实习许可延

期)将从原来 17个月延长至

24个月，新证预计在今年5

月 10日生效。也就是说，

STEM学生OPT的总时间将

从原来的29个月(12个月+17

个月)延长到 36 个月(12 个

月+24个月)，合计三年。业

界人士表示，新政最大受益者将是赴美

攻读STEM专业的印度及中国留学生，

估计超过30万人。

据启德留学美国教育中心介绍，

STEM学生OPT时间的延长，留学生将

更容易找到全职工作。“毕竟美国企业

愿意招能够更长时间进行实习的国际学

生，这样可以有更多时间考察学生的工

作能力，从而增加学生被正式录用的机

会。”那么，对于STEM留学生来说，

如何充分利用这一利好，在留学过程中

提升职场竞争力？

OPT延长有助于留学生在
美就业

OPT是学生身份到工作身份的过渡

阶段。学生在OPT实习期间找到能签订

正式雇佣合同的工作单位，并获得H1B

工作签名名额，就能将学生身份(F1)转

换为工作身份(H1B)。需要注意的是毕

业前3个月即可申请OPT,申请时不需要

找到实习工作，也可以获批，但毕业时

必须已找到实习。从OPT生效时间开始(

第一次申请OPT只能获得 12个月)，学

生可有累计 90天的无工作时间。STEM

学生可以再申请24个月的OPT延期，只

要证明自己仍在实习即可，期间学生有

累计 60天的无工作时间。因此，STEM

学生总共可以有 150天的无工作时间。

一旦超过了这个时间规定，学生就必须

回国。

因此启德建议，美国学校最容易吸

引到学校优势专业的对口企业进校招

聘，因此学生最好在留学前，就提前

做好职业规划，按照专业排名选校，以

便通过学校的资源得到更多专业对口的

企业招聘机会。同时学生进入留学阶段

后，也应逐步准备，包装自己尽量达到

全球 500强公司的要求，以征服未来外

企实习岗位、全职岗位的面试官。

求职对策——学会按企
业要求包装自己

对于不少海外留学生而言，进入外

企工作是理想之选。但外企的进入门槛

高，如何为自己在求职之路上赢得更多

资本，成为留学生关注的焦点，为此启

德教育集团在今年推出了职场领航计

划，为留学生进入更优质的企业实习

和工作铺路搭桥。启德职场领航项目合

作方，全国大学生求职教育领导品牌

CareerFrog(职业蛙)CEO杨玉智先生，分

享了他眼中的四大求职“法宝”：

一、留学期间，注意锻
炼英文沟通能力。

“从多次招聘经验看来，80%的面试

人进行前两分钟自我介绍时，其实已经会

有结果：在前两分钟HR会留意其表达是

否流畅，举止是否专业，回答问题能否吸

引到我，如果答案全都是NO，其实基本

就被拒绝了。因此，学生在留学期间，锻

炼好英语沟通能力非常重要。另外，在大

学期间，学生可以思考名企实习或工作面

试最常见的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

哪里来？”“你到哪里去？”

“你是谁”就要申请者自我介绍，

讲述自身的优缺点，以及平日喜欢/讨

论什么。“很多人不了解自己有什么技

能，为什么要面试这家公司，为什么这

家公司要请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的工作

底线。比如是更喜欢朝九晚五、程序化

的工作，还是喜欢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杨玉智认为。

“你从哪里来”就是让申请者讲述

自己过往的经历，包括每一次实习/课

外活动中，具体做过哪些工作，战胜过

哪些挑战，有什么经验/教训，从中证

明自己以后能走多远。比如一份工作非

常需要申请人坚持，如果申请人在面试

时，提及自己一年 365天每天都跑步 30

分钟，每天坚持用凉水洗澡，就能显示

自己非常有毅力，从而打动面试官。

“你到哪里去”就是想了解申请人

的职业方向、人生追求。

二、梳理 “ 卖点”和
“差距”。学生可以通
过做 Excel 表格，梳理自
己的经历，找到自己的
“优势”和“差距”。

杨玉智认为，学生可以从大一开

始，以月为单位，记录自己每个月做

过什么事情，可以体现哪些成就，反映

哪些素质。“通过梳理，可以看看自己

到底牛在哪里。比如通过梳理，学生可

能会发现自己大二参加了全国辩论比

赛，大三参加了国际性辩论比赛，对

自己非常擅长演讲这个能力更加了解。

日后向企业陈述优势时，更能显示自己

擅长演讲这个优势。万一四年都没有做

过牛的事情，那现在就可以去尝试。”

另外，学生可以通过常接触的人来

增进对自己的了解。比如给 10个最好

的朋友、5个老师、几个同事发邮件，

问对方喜欢自己和讨厌自己的三个理由

，为什么愿意跟自己做朋友/合作？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你闺蜜喜

欢/讨厌你的地方，可能跟你同事喜欢/

讨厌你的地方，是不一样的，这能让你

更全面地了解自己。”

三、留学期间，进入相似
的公司实习积累经验。

学生可以在留学期间采取“近水楼

台先得月”方法，先进入工作内容相似

的公司实习，了解同类型公司的运作，

对比自己的长处、短处，了解自己要进

入心仪公司存在的差距，再去培养这些

能力，务求“一步到位”进入大企业工

作，而不是等毕业了，才去找实习、全

职工作。杨玉智说，他就是大学期间，

先去人力资源工作室做咨询工作，然后

再去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做咨询，坚定

要做咨询这个职业目标，并逐步积累相

关经验。“当我 2010年去罗兰贝格求

职时，已经具备了咨询顾问的基本能

力，并最终打动面试官，正式入职。”

四、利用 STAR原则展示
优势。

申请人在面试时，不妨充分利用

STAR原则，就每个优势讲述一个自己

专属的故事。所谓STAR原则，即Situ-

ation(故事发生的情景)，Task(当时的具

体任务)，Action(为了完成任务采取的

行动)，Result(实现的结果)。“建议选

择最终成功了的故事来分享，因为这样

才能体现你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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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說悼念楊絳先生，
卻又不肯聽從她的囑托

导语：杨绛先生走了。尽

管她生前曾再三表示，不希望

去世成为新闻，但公众还是营

造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刷屏运

动。书评人唐山认为，这是因

为公众需要逝者，需要消费突

发事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暂

时地重拾起感动、真诚和理

想。但这种感动是外部世界赋

予的，而非真我的思考产物，

在追寻感动之前，我们应先去

追寻真正的自我。我们都生活

在尘世中，唯有主动与它保持

一段距离，才能给自我腾出空

间。尘世越进逼，我们就越要

退后，相比于杨绛先生那一

代，今天的我们毕竟还是有处

可退的。纪念一个人，就不如

多去读她的书。

杨绛先生走了，这一次，

无法再“万人如海一身藏”。

在信息化时代中，私密

已成奢侈品，虽然杨绛先生

生前曾再三表示，不希望去

世成为新闻，不希望被打

扰，可事实是，尘世最终还

是狠狠地纠缠了她一把。

据说，有的媒体几年前就

已经准备好了稿件，专等这一

天，还美其名曰“预案”。

实在搞不懂：该有怎样

强大的内心才能做到一边祝

寿，一边却在偷写悼念文章，

且盼着能早日发表。也许，

我们确实习惯了这种分裂，

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向：

今天是伪君子，明天是真小

人。

生与死，本是偶然事件，

应该上帝说了算，可有了B超

，生就成了必然事件，同理，

有了“预案”，死亡也成了必

然事件。于是，不论怎么挣扎

，最终都无法免成为他人的工

具。我们亵渎了上帝，所以活

该再亵渎彼此。

这能埋怨媒体人吗？当然

不能。

媒体人面临两难：不追

这种新闻，会被视为缺乏职

业精神、漏报选题；而追这

种新闻，又在良心上难以过

关，会遭受访者斥责。媒体

只是一种职业，如果社会不

需要，谁肯去做这种吃力不

讨好的事？

问题的关键，在于公众需

要逝者，需要将死亡这种个人

事件变成一次集体狂欢。

因为我们都太繁忙，被

各种压力催跑，生活日渐变

成单调的朝九晚五，甚至丧

失了时间感，而没有时间感，

也就没有了意义感。

回想 10 岁到 20 岁，一

幕幕是那么清晰，再回想30

岁至 40 岁，连前后顺序都

经常记错。时间长度相同，

感受却完全不同，因为前者

我们要面对太多新鲜事物，

后者则多是重复再重复。

于是，我们才需要消费

突发事件，通过突发事件，

我们才能暂时地重拾起感

动、真诚和理想。

这，并非某个具体的人的

责任，而是现代性的客观结果

。现代性是一种组织方式，它

不断在攫取资源，不断在扩张

——它一方面加速改造着外部

世界，一方面又加速改造着每

个人的心灵世界。

正是在现代性的挤压下，

环境不断恶化，世界日趋单

调，甚至连我们的睡眠时间

都在迅速缩短……一切可能

的领地都被最大化地占用

了，则敬畏、隐私、安宁之

类，又如何能抵抗？于是便

有了这样的滑稽局面：人人

都说悼念杨绛先生，却又绝

不肯听从先生的嘱托。

表面看，我们都在头上标

出“利他”的光环，可结果却

是，我们共同塑造了一个“害

他”的氛围，而这样的恶性循

环，何时才能终结？

突破现代化的困境，只

有一种方式——自我醒觉。

即：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

们脑海中所呈现的那些东西，

很可能是外部世界赋予的，

而非真我的思考产物，在追

寻一份感动之前，我们应先

去追寻真正的自我。

我们为什么会沉浸在现代

性中不知自反？因为从小到

大，教育、社会、文化等都在

告诉我们：世界从来如此，世

界只能如此，这才是最正确的

结果。并通过考题、命令、习

惯、成功案例等方式，内化为

我们的主动行为。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

每次波澜，都会有那么多激

情洋溢的“智者”站出来指

点江山，为什么在我们的网

络上，总有无数激情洋溢的

评论家，为什么再渺小的话

题，都能演变成两派对骂

……当语言已沦落为一种发

泄工具，只为追求更麻辣、

更犀利而存在时，我们事实

上再一次被现代性所套牢。

我们真能醒觉吗？真配

拥有自我吗？

于是想到杨绛先生在

《隐身衣》中写下的话：

“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

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

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

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每

个灵魂都需要一件隐身衣，

可懂得这一点的人，实在太

少。

“二十五年间，我是一

个零。我开始有点困惑，后

来觉得自在，所以改革开放

以后，还自觉自愿地把自己

收敛为一个零。”杨绛先生

的这份清醒，正是通向自我

的法门。我们都生活在尘世

中，唯有主动与它保持一段

距离，才能给自我腾出空间。

尘世越进逼，我们就越要退

后，直到退无可退为止。

不被裹挟，不受诱惑，

不因宏伟理想而迷醉，也不

因众人如此，便随波逐流。

看上去，这并不复杂，但又

有多少人能真正践行？天下

熙熙，却难见见独立人格。

其实，杨绛先生那一代

可退的空间并不多，甚至连

家都是不尽安全的。多少夫

妻互相告密，多少父子反目

成仇。好在，钱锺书与杨绛

是一种相遇的关系，可即使

有了相遇，也注定无法逃脱

时代的风吹雨打。在《我们

仨》中，杨绛先生曾写道：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

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

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

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

到尽头了。”

从理想出发，忍受着种

种苦痛，却发现一切只是骗

局，当自由与尊严都已失去

时，才发现，原来谋一个容

身之所，竟是这般艰难。早

知如此，我们又何必当初？

但，相比于杨绛先生那一代，

今天的我们毕竟还是有处可

退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

要像个呆瓜那样向前拥挤呢

？为什么仍不愿给逝者最后

的安宁呢？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

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

称焉。”从没有所谓完美的

人，却有完美的创作。那么

，纪念一个人，就不如多去

读她的书。

“我們仨”失散於一九九八年歲末，
如今終於團聚了

本文节选自《我们仨》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

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

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

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

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

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

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

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

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

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

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

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

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

“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

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

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

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

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

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

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

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

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

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

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

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

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

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

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

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

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

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

“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

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

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

《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

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

“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

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

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

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

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

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

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

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

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钟书翻得

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

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

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

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

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

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

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

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

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

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

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

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

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

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

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

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

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

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

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

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

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

呢。但钟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

“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

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

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

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

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

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

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

烦恼和忧虑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钟书于一九九

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

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

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

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

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

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

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

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

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

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

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

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据俄罗斯“时代新观点”

新闻网5月18日消息，俄罗斯

车里雅宾斯科州克什特姆市

一名 7岁男孩将近 23万卢布(

约合人民币22724元)分给朋友

们，还将 17万卢布(约合人民

币16796元)扔进泥潭中。

据报道，该名 7岁男孩独

自一人在家中，无意发现约

40 万卢布 (约合人民币 39520

元)现金。这名男孩最开始只

是拿了 1000卢布(约合人民币

98.3 元)并花掉，购买了“食

品”。当地媒体称，这名男

孩拜托一名比他年龄大的小

孩给他买蟹棒，并把剩下的

钱都分发给了玩沙子的小孩们。

此后他回到家并又拿出

了很多钞票。同样将这些钱

分给了在院子里玩的小孩

们。此后他因害怕遭到父母

批评责罚，而把剩下的钱扔

到了离家不远的泥潭里。

男孩的妈妈回家后发现

财物丢失，但只从泥潭中捞

出 3.2 万卢布 ( 约合人民币

3145 元)，而剩下的钱款则

由那些孩子的父母自觉地归

还给了这名男孩的父母，男

孩分发出去的钱款都是大额

钞票。但尽管如此，成功寻

回的钞票并不多。据悉，有

近 10 万卢布 ( 约合人民币

9830 元)并没有寻回。

俄7歲男孩大方送錢
將約2.3萬元送給朋友

英12歲女孩改換性別
以男孩身份重新生活
据英国《每日邮报》5月 18日报

道，12岁的英国女孩沙妮丝•奥利弗

(Shanice Oliver)自出生以来就觉得自

己是一个男孩。在与母亲交流商量之

后，她改名为沙恩•奥利弗 (Shane

Oliver)，开始以男孩的身份生活。

在沙恩很小的时候，

他的妈妈就注意到他对女

孩的玩具不感兴趣，而喜

欢恐龙和乐高等男孩子气

的玩物爱不释手。随着年

龄的增长，沙恩开始讨厌

穿裙子和长袜，在他姐姐

的婚礼上，他甚至想穿上

西装而不是伴娘服。当沙

恩向妈妈倾诉他厌恶以女

性身份生活时，妈妈感到

非常痛心，但仍选择尊重

孩子的意愿。她表示只要

沙恩能幸福，一切都不是

问题。

如今沙恩已经以男孩的身份生活

了两个月，他的同学和老师都非常支

持他，沙恩也变得自信了许多。与此

同时，沙恩也将接受儿童和成人心理

健康中心的帮助，讨论他未来的计划。

實拍南非巨鷺活吞
碩大鯰魚震撼畫面

据英国《每日邮报》5月 18日报

道，近日，在南非哈特比斯普特水库

(Hartbeespoort Dam)附近，一只巨鹭

捕捉了一条硕大的鲶鱼并将其活活吞

下，相关视频记录了这惊奇的一幕。

视频显示，这只巨鹭站在浅水滩

中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突然它猛地

扎入水中，用喙刺起了一条硕大的鲶

鱼并将其转移到陆地上。随后巨鹭试

图用尖喙叼起鲶鱼并将其吞下，无奈

鲶鱼体形过大且多次掉落。在几次尝

试未果之后，巨鹭终于将鲶鱼活活吞

入腹中，整个过程令人惊奇。

巨鹭是世界上最大的鹭鸟，可高达

1.4至1.5米。它们主要以鱼、蛙及小型

哺乳动物为食，每天需要进食2到3次。

研究表明：
南極冰川或將縮減300千米

据英国《每日邮报》5月

18 日报道，一项新的研究显

示，如果地球持续变暖，南

极洲的冰川将收缩 300千米，

在几百年之内海平面将上升3米。

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共同对南极洲东部最大的冰

川——托腾冰川进行研究。

通过研究冰川如何随着时间

的变化增多或减少，科学家

们发现冰川总量是在围绕着

一个临界值波动。他们表示

如果全球变暖的情况没有改

善，冰川融化将在下个世纪

突破这个临界点，成为一个

不可逆的过程，那时冰川融

化的速度将会越来越快。

马丁•西格(Martin Sieg-

ert)教授表示，“南极洲东部

的冰川比预想的还要脆弱。

托腾冰川已经在减少，而温

暖的海水将会让冰川变得更

不稳定。”

该研究表明，托滕冰川虽

然只是南极洲东部冰原的一个

出口，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却不

可忽视。再加上南极洲东部冰

原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冰原，所

以一点小小的改变都会对整个

地球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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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在线专稿：据英国《每日邮报》5月15日报道，在过

去 3 年中，美国马里兰州 27 岁女子切尔西 · 科温顿 (Chelsea

Covington)始终保持在公共场合赤裸上身，以呼吁人们正常看

待“裸胸”行为。她还将自己的经历发到博客上，以便争取

更多人的支持。

科温顿说：“对于女性来说，赤裸上身行走会给她们很

大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当你满怀信心、和平而宁静地赤裸胸

部时尤其如此。”科温顿将自己在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

州、纽约州以及新罕布什尔州等地的“裸胸”行程拍摄成纪

录片，并上传到名为“Breasts Are Healthy”(胸部是健康的)的

博客上

科温顿说，她非常喜欢“裸胸”，实际上她更喜欢“不

穿上衣”(Topless)这个中性的词语。她说：“除了让自己感觉

更舒服外，裸胸让我感觉更自由。”科温顿说，现在并没有

很多女性体验到这种舒适自由，许多人认为裸胸是一种“丑

陋的无耻行为”，而她的工作就是帮助改变这种思想。

科温顿表示，她与警察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在她裸奔

时曾经有人报警，但最终的结果是她与警官挽臂合影留念。

她说：“我在公共场合曾与警察有过多次对话，通常会吸引

许多人围观，但最终警察都允许我继续裸胸之旅。”当然，

科温顿也曾遭遇尴尬。她与未婚夫在布鲁克林Prospect公园散

步时，被一名男子当街辱骂。而她只是静静地站着，继续吃

葡萄。

新罕布什尔州此前曾出台法律，禁止女性在公共场合暴

露乳头，但数月后被废除。此外，在美国许多州，如犹他

州、印第安纳州以及田纳西州等，在公共场合女子裸露胸部

都是犯罪。

近年来，“解放乳头”运动也获得很多关注。2014年，

布鲁斯· 威利斯(Bruce Willis)的女儿丝考特· 威利斯(Scout Wil-

lis)曾在 Twitter上发布自己在纽约的裸胸经历，以抗议 Insta-

gram 的审查政策。尽管在纽约州赤裸上身属于合法行为，

但威利斯的举动依然引发许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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