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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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rby Lammers 先生
行政領導教練及講員
知名商業心理書籍「Building Next Generation Leaders 」作者
受邀至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商業午餐會議演講﹐分享職場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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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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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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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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錄製第
20集，由金山日本料理店(Kaneyama)的壽司師傅
George帶來兩道爽口開胃生魚片 「日式海鮮沙拉」
(Seafood Salad)與 「炙鮪魚生魚片」 (Tuna Tat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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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天氣炎熱，容易影響食慾，為讓觀眾胃口
大開，特地邀請金山日本料理店師傅George帶來清
爽無負擔的生魚片料理，用精緻的食材，製作出真
正日式原產料的海鮮沙拉和炙鮪魚生魚片，精通日
本菜的主持人翁大嘴也在一旁解說，觀眾一飽眼福
之餘，也可以輕易學會兩道生魚片輕食。

日式海鮮沙拉作法簡單，主要是嚴選新鮮食材
，這次選用的是鮪魚(Tuna)、鮭魚(Salmon)、白鮪
魚(White Tuna)、蝦、蟹肉棒等，將生魚片切塊，
與新鮮水果和蔬菜一起涼拌，加點兩湯匙海鹽、檸
檬和橄欖油。George說，海鹽可綜合沙拉口感，再
擠上一顆檸檬，讓沙拉口感升級，爽口不膩。翁大

嘴說，日餐以簡便出名，講究是用原材料顯現出食
物鮮味。最後攪拌均勻，擺盤後即可。

另一道菜炙鮪魚生魚片是店內人氣招牌菜，用
新鮮生魚片，搭配營養價值相當高的酪梨(Avocado)
作裝飾，用特製辣油調味，比起一般的清淡生魚片
料理口味偏辣，適合愛吃辣的觀眾，但也因為特殊
辣口感，讓料理較夠味。

錄影當天剛好是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
一個月一次的商業午宴，吸引不少政商名流

出席，美南新聞董事長與ITC主席李蔚華介紹該日
式餐館料理，大家輪流品嘗美食，讓在場嘉賓讚不
絕口。

金山日本料理店提供正宗日式生魚片和壽司，
營業時間為一周七天，周一至周日上午11點半至晚
間10點，地址9527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63，電話713-784-5168。

美食美客金山日本料理 生魚片鮮味開胃爽口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14日舉辦
每個月大型午宴，以商業聯誼和國際論壇形式，邀請各行各業商
務人士與僑界領袖參與，建立多元商業合作交流平台。活動上，
專門從事行政領導培訓教練及出版商業心理叢書 「Building
Next Generation Leaders」 作者Kirby Lammers，受邀到美南國
際貿易中心擔任午宴主講人，分享商業領導成功秘訣。

Kirby Lammers致力於專業商業行政領導培訓，擔任教練及

講員，經常受邀至各大企業、電視台和電台演講
，自己也主持電台節目。

Kirby Lammers表示，在瞬息萬變的商業市
場中，最重要的就是維持熱情和動力，除了專業
的商業談判和協商以及看準投資商機外，商業競
爭中不外乎就是維持熱情能量。他也現場與大家
玩起簡單的互動遊戲，藉由拍打全身的簡單運動
，找回正向能量，更能面對競爭激烈的商業領域
。

活動中美南新聞董事長及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主席李蔚華也介紹新成立的 「多元族群政治行動
委員會」 (Diversity Political Coalition)，介紹營運
宗旨和委員會成員。

李蔚華說，德州國際社區政治行動委員會為
中立性政治組織，成立宗旨有四大任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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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炒熱政治議題討論度，全新政治脫口秀也在6月14日首

錄，未來每個周三晚間7點半至8點半現場直播，讓所有熱中政
治的觀眾可一起參與。

同時間，美食美客節目當天也邀請金山日本料理店示範日式
生魚片，李蔚華也大力宣傳，並推薦該餐館，大家有空可前往捧
場。現場大家邊吃美食邊談生意，促進經濟發展。

ITC商業午宴促進經濟交流 宣傳全新政治脫口秀節目

召集人李蔚華(右三)介紹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會成員。
(記者黃相慈／攝影)

董事長李蔚華 (左二)推薦金山日本料理，右二為師傅
George。(記者黃相慈／攝影)

金山日本料理店師傅George(左)示範海鮮沙
拉，右為主持人翁大嘴。(記者黃相慈／攝影)

日式海鮮沙拉(上)與炙鮪魚生
魚片(下)新鮮爽口。(記者黃
相慈／攝影)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右三)與主持人翁大嘴(左一)、師
傅George(左二)等人合影。(黃梅子提供)

華夏學人協會將於六月二十五日舉辦第二十六屆“味全華夏杯”乒乓球團體比賽

安良工商會定於本月26日星期日下午在安良大樓二樓舉行健
康養生講座，由資深女中醫師李韻梅主講食療養生，羅榮華師傅主
講應急自救點血療法，另外特別邀請永年太極中心楊俊義大師主講
太極與養生，歡迎各界人士屆時光臨。

安良工商會舉行健康養生講座
 




華夏學人協會將於六月二十五日周六在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
主辦第二十六屆“味全華夏杯”乒乓球團體比賽。本屆乒乓球比
賽由美國味全公司贊助，德州中文台和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協辦
，華夏學人協會主辦。本次團體比賽將根據選手水平及自願報名
的方式分成A(高級組) 和B(中級組) 兩組進行比賽。A組參賽隊伍
有六隊，B組則有七隊。A組和B組各分兩個小組進行循環賽，
而後每組的前兩名晉級半決賽，進入交叉淘汰賽。交叉淘汰賽勝
者進入決賽爭奪冠軍，負者爭奪季軍。

參賽規則：每個隊由3-4名選手組成，至多一名選手超過
2400分，每隊前三名運動員總積分不超過6500分。凡沒有美國
乒協積分的參加者由比賽委員會根據其實際水平指定積分。比賽
先二盤單打， 再一盤雙打， 最後二盤單打， 先勝三盤的隊獲勝

。每盤五局三勝。比賽用新球40+。
獎勵辦法： A組前三名發給獎金（一二三名每隊獎金

分別為$200, $70和 $50）和3個優勝獎杯；B組的前三名
授予3個優勝獎杯。

報名費：每人15美元 (包括午餐和飲料)。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6月22日。每組以報名先後循序

到滿12個隊為止。參賽隊必需在報名截止前報名，以方
便組織和管理。

地點：Texas Table Tennis Center (TTT) 德州乒乓球
訓練中心

5902 Sovereign Drive, Houston, TX 77036
時間：2016年6月25日早8：30， 星期六

聯系人：
方一川 Yichuan.Fang@gmail.com (404) 889-0919;
趙世清 Zhaosq@yahoo.com (678) 920-1040;
魏 波 Weibo88@yahoo.com (713) 205-1608.

圖為出席籌備會的各社團代表合影。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相隔20 年，台北故
宮博物院珍藏文物將於今年第四度來美展覽。
展出台北故宮超過150 件歷代皇室珍藏藝品，
其中包括首度在美展出的 「 肉形石」 及宋徽宗
書法作品等。現美國巡迴展第一站將於本周末
（ 6 月17 日） 至 9 月 18 日在舊金山亞洲藝術
博物館展開，結束後將移往休士頓美術館。為
此休士頓美術館資深發展員Valerie Greiner 等
人在 「 美中友協」 李娟主席的安排下,13 日（
周 一 ） 上 午 在 Central Office of Harmony
Schools會見僑社領袖，召開籌備會。包括 「

美中友協 」 李兆瓊， 「 文化中心 」 理事會主
席李雄夫婦， 執行長華啟梅， 「 美華協會 」
方宏泰，陳綺玲，以及李成純如，劉曉，劉妍
等僑社領袖。他們討論如何為非營利單位的美
術館尋找經援，贊助，也希望發動更多的人 前
來觀賞這項文物展。第二次的籌備會議將於6
月 22 日（ 周三） 上午八時半在 Central Of-
fice of Harmony School 舉行。

德州休斯頓美術博物館將展出台北故宮博
物院巡迴帝王品味精品展; 展覽日期將從2016
年10月23日開始至2017年1月22日，為期3

個月。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精品展的文物寶
藏，歷經了中國古代八百年的歷史傳流，集
結宋元明清天子的藝術豪情。本次在休斯
頓 美術博物館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的參展藝術品計有百餘件，包括
繪畫，書法，陶瓷器，玉器，彩繪和歷史文
檔，為中國古代宋，元，明，清四個王朝所
創作或收藏，時間跨越1100年至1908年的
800年。
文物是文化的載體，文明的軌跡。長久以
來，博物館負有承載文化，傳遞人 類智慧
的使命，而隨著時代的變遷，亦承擔起文化
外交的使命。 根據藝術界權威《藝術報》
（The Art Newspaper）的統計，2015年 全
球最熱門的博物館前二名為法國羅浮宮，英
國大英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名列第6名

， 是 全世界參觀人數最多的10
大博物館之一，也是亞洲地區最
熱門的博物館。文化與藝術的
力量能跨越政治藩籬與國界，深
藏瑰寶的故宮，不僅是歷史的見
證者，也是美的使者。 藝術是
通往世界的鑰匙 故宮擁有傲視
全球的華夏典藏。

在故宮與世界相遇 藝術讓
我國活躍於國際舞臺，臺灣能見
度也藉由一 次次的館際交流而
增加，所以除寶物借展海 外，
故宮也積極商借他國重要展品來
臺展出， 規劃具歷史深度，文
化內涵，藝術及美學價值 的展
覽，提供民眾一睹世界級巨匠畫
作或展品 的機會，讓國內的藝
術視野與國際接軌。 英國《金
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更於2016年 2月21
日撰文報導，臺灣正以博物館 外交提升國際間
的參與度。 故宮是以多元史觀的文化發展，以
及亞洲宏觀視 野重新詮釋策劃南部院區展覽，
帶給觀眾嶄新視 野。 當保護人類文化遺產已成
為普世價值，博物館內豐富精美的文物典藏，
不僅滋養著臺灣的美學教 育，是文創產業的活
水源頭，是國人共同的記憶，更是讓世界看見
臺灣，走向臺灣最美的使者。

許多展品屬首次越洋在美國亮相，有多件
絕世珍品被譽為 「國之重寶」 。其中宋徽宗親
筆的詩墨寶，元世祖忽必烈歷史文物，明永樂
多元化文物，清朝康熙, 雍正和乾隆皇帝，以及
慈禧太后的絕世珍品，包括享譽海內外的工藝
品及宮廷珍藏文物。展覽將詮釋每件文物的主
題，風格與工藝，深入探索4個王朝在中華文
化中所起到的軸心作用，帝后的藝術品味和見
解，和文物寶藏對傳承與發展中華藝術做出的
貢獻。

「 帝王品味--- 台北故宮博物院精品展」 將來休市巡展三個月
休士頓美術館十三日結合僑社領袖，共商展覽大計

圖為休士頓美術館資深發展部主管Valerie Greiner(
左立者) 在籌備會上講話。（右） 為亞洲藝術部助理
Beatrice Chan. （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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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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ZXW
德州新聞

小
簡體-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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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屬巧合？奧蘭多槍案後德州副州長發推特招致批評

美健保費明年大漲德州達60％

奧蘭多大屠殺 美槍械股飆漲

（本報訊）奧蘭多的槍案已經造
成49人死亡，成為美國歷史上最為慘
痛的槍擊事件，當大多數人都在為死
者哀悼，聲討極端恐怖分子，或是為
同性戀機構爭取權益之際，德州副州
長Dan Patrick被發現在案發的當天晚
上，用自己的推特賬戶推出了一句來
自聖經新約的一句話：“不要被欺騙
，上帝不能被嘲弄，這個人自食其果
。”

這段話在推特上出現後引起社會
的極大反響，有人認為德州副州長針
對此次槍擊事件的評論不當，同時對
槍案悲劇缺乏正確的判斷力。德州民

主黨成員已經要求德州對此事道歉。
一些推特用戶也對副州長的做法給予
了批評。

Patrick 副 州 長 的 助 理 Allen
Blakemore針對此事對外發布聲明澄
清，此次推特上的內容和槍擊慘案純
屬意外巧合，並且很快刪除了這段推
文。

他表示：聖經上的這番話每周星
期天晚上7點都由副州長在推特上准
時發布。此外，另一條來自聖經的引
言也在30分鐘之後發出，內容是：
“正義的拯救來自上帝，上帝是困境
中的堡壘。”

當天，德州民主黨主席Gilberto
Hinojosa對同性戀社區遭遇的不幸表
達了祈願和哀悼。

他稱，仇視和暴力在美國無處藏
身，遺憾的是，在德州人民都在為弗
羅裡達州的悲劇感到悲傷之時，德州
的Patrick副州長卻匪夷所思，做出這
樣的事情，請Patrick副州長盡快給予
道歉，做出正確的做法。

目前，佛羅裡達州警方仍在調查
該槍案是否與國際恐怖機構有關，同
時，槍手是否是一人作案。

 














佛州奧蘭多一家夜總會昨天發生重大槍擊案，槍械製造
業股價不跌反升。

制槍業的 「史特姆. 魯格公司」 （Sturm Ruger & Co.）
今天早上9點34分，股價上漲百分之8.7，達到每股62.43
元，是自二月底以來，股價上漲最多的一天。另一家制槍公
司 「史密斯暨維森控股公司」 （Smith & Wesson Holding
Corp.）股價更是漲了百分之10，達到23.57元，是該公司自
一月五日以來，單日上漲最多的一天。

這種現象是槍支業典型情況，每逢發生重大槍擊案，制
槍業反而生意明顯增加，因為許多人擔心政府加強管制槍支
買賣，恐怕奏出新法規，會讓他們更難買到槍支。 「全國快
速犯罪背景檢查系統」 （National Instant Criminal Back-
ground Check System）負責檢查購槍者的申請， 「史密斯
暨維森控股公司」 說，從今年一月以來的三個月申請案件增

加百分之25。這段期間發生南加聖伯納迪諾市恐怖槍擊案，
以及受到巴黎恐襲影響。

奧巴馬總統說，奧蘭多周日發生的槍擊案，被認為是美
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大型槍擊案，這提醒我們在現行法律之
下，美國很容易獲得武器。 「我們必須抉擇，這是不是我們
所要的國家形態，而且也要決定我們是否仍然毫無作為。」

民主黨籍可能提名總統候選人希拉蕊，今天接受美國有
線電視新聞網（CNN）訪問時說，將來要推動依照 「常識」
而產生的槍支管制措施，包括對大家所說的攻擊武器的半自
動步槍禁止買賣。

在美國買槍有多容易，可能比一杯星巴克要來得輕鬆。
調查顯示，全美一共發出了超過6萬張的槍枝販售執照，遠
高於國際咖啡連鎖品牌星巴克的1萬間分店。也就是說，每
一間星巴客附近，可能就有6名槍支賣家正等著生意上門。

（本報訊）數百萬名自付全額健保保費民眾明年將
飽嘗保費暴增的痛苦，而且政府沒有分毫補助。美聯社
12日報導，德州最大健保業者 「藍十字藍盾」 甚至打算
將明年平均保費調漲近60%。

民眾將在今年秋天接到這個壞消息的通知，而此時
正是總統大選進入白熱化的最後階段。

歐記健保依據收入提供消費者補助，約1000萬人享

有該補助，使得全美無健保族降至9%，為歷史新低。而
收入聯邦貧窮線四倍以上者，無法享有補助，這些人是
個人收入超過4萬7520元，四口家庭收入超過9萬7200
元者。

由於各大健保業者實施歐記健保法後呈現重大財務
損失，以致許多地區保費明年都會攀升。登記歐記健保
的人數比預期要少，新投保人的健康也比預期更差，使

得政府體制要穩定健保市場面臨困難。
凱瑟家庭基金會的李維特說： 「獲得政府補助

的民眾不必面對保費上漲的苦惱，但須自掏腰包
支付全額保費者則別無選擇。」 他估計，全美自

付保費民眾可能有500萬到700萬人。
德州魯夫金小鎮居民史密斯別無選擇，只能投保提

供健保的唯一業者藍十字藍盾（Blue Cross Blue Shield
），該公司要求明年保費平均調漲近60%，他說，他的
每月保費約350元，和汽車貸款已不相上下，而且他看
病得開車到鄰縣，因為靠近家的醫院不在健保網絡內。

with overcoming 
the limitations of 
ordinary life. The 
pine, cypress, plum 
and bamboo are 
favorites because of 
their ability to grow 
in harsh weather 
conditions and rough terrain.
Garden design is considered to be an art form in China, 
but one will also find other art forms like calligraphy, 
painting, poetry, dance, flower arranging and viewing 
stones in a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
History
The China Garden 
at the U.S. National 
Arboretum is a joint 
effort. China’s Academy 
of Forestry will provide 
structures, rockery, 
furniture, art work and 
some plants, as well 
as skilled craftsmen to 
assemble the buildings.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the 12 acre site, all site 
preparation work, foundations for the structures, 
utilities, plants and long-term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
In 2003, Madam Jiang Zehui,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visited the U.S. National 
Arboretum to view the proposed site of the China 
Garden.  Madam Jiang and then Under Secretary for 
Research, Education and Economics Joseph Jen signed 
a Letter of Intent to establish a joint working group for 
the China Garden.
The following year, Chinese and American design 
teams held working sessions to discuss concepts 
and establish subcommittees. In October 2004, the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and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formal agreement to 
cooperatively construct the China Garden at the U.S. 
National Arboretum.
Over the next year, American and Chinese design 
teams continued to finalize the design plans while site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In January 2006, a formal site 
dedication for the China Garden was held at the U.S. 
National Arboretum. The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the 
Chinese Ambassador,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participated in the 
ceremonies.
In 2006 and 2007, 
the U.S. Commission 
of Fine Arts and the 
National Capital 
Planning Commission 
approved the master 

Related
Merkel Says China 

Market Status 
Resolvable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believes China 
could be granted market 
economy status without a 
trade war erupting between 
Beijing and western nations 
worried about much cheaper 
Chinese imports ruining 

competition.
At a news briefing in Beijing on Monday, the German 
chancellor warned that current discussions about 
granting China the status of a market economy mustn't 
be "emotionalized," saying that she was confident a 
solution could be found "along the lines of what was 
promised 15 years ago."
Merkel, who began Sino-German government 
consultations on Sunday, is in favor of giving China 
that status. But a number of European countries are 
reluctant to give up the legal defense against cheap 
Chinese imports.
When China became a member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 2001, it accepted a non-market 
economy status until the end of 2016, making it easier 
for WTO members to impose anti-dumping duties on 
Chinese exports.
Dumping occurs if a company is exporting a product to 
another country at lower price than the normal value of 
the product to cut out a bigger market share and drive 
out competition.
But China now says that the WTO accession accord 
will automatically make it a market economy by 

the end of 2016 - a position contested by some EU 
members.
Much work to be done
Anger still persists within the 28-nation bloc over 
Beijing undercutting foreign industries with its 
heavily subsidized goods, 
particularly with massive 
overcapacity in sectors 
such as steel.
However, China's premier 
Li Keqiang told the news 
briefing that unilateral 
trade protection measures wouldn't help resolve the 
problem. Low-end steel, he said, wasn't something 
China wanted to produce or sell and that it was 
committed to phasing it out.
"China has already fulfilled its obligations on joining 
the WTO. What's needed now is for the other parties to 
fulfill the matching obligations they had promised," Li 
added, warning that China didn't want to "fight a trade 
war because this will benefit nobody."
In response, Merkel stressed the need for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foreign firms amid growing pressure 
from industry to confront China more forcefully. A 
number of sectors, including services and construction, 
accuse Beijing of not following through on its reform 
promise of allowing foreign companies greater access 
to its domestic markets.
"Germany has always presented itself as an open 
investment market," Merkel said. "We expect 
reciprocity also from the Chinese side."
Li Keqiang promise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take 
more step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reating everyone 
equally, with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Courtesy 
http://m.dw.com/en)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has urged China 
to speed up reforms in the steel industry and other 
economic sectors to avoid a further rift with Brussels. 
Beijing is waiting for the EU to give it market economy 
status.
Merkel arrived in China on Sunday for the fourth Sino-
German joint cabinet meeting, attended by ministers 
from both sides. Following her speech, she was due to 
meet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at Beijing's Summer 
Palace.
In a speech to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Beijing last Sunday, Merkel said: "No one is interested 
in increased trade wars. But we must also talk openly 
about the remaining issues." The chancellor was 
referring to China's overproduction of steel, which is 
being dumped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Warning that overcapacity was causing a big headache 
for Europe's steel industry, she told the audience that 
"we must have a level playing field."

China has promised 
reforms of its heavy 
industries, but several 
countries claim 
Beijing is stalling, 
because the changes 
will result in the 
loss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jobs.

Beijing is urging Brussels to recognize it as a market 
economy - a pledge that was made when China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15 years ago. The 
confirmation is expected in late 2016, but some EU 
states are hesitant to change the bloc's trading status, 
given China's ongoing overproduction in several 
sectors.

Several issues raised
Merkel also called on 
Beijing to play a larger role 
in solving international 
crises, telling her student 
audience that "economic 
strength brings a greater 
responsibility." She urged 
China's leaders to maintain 
the rule of law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referring 
to territorial disputes with 
neighbors in the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
The German leader also called for an improved legal 
framework in China to allow German companies 
to invest more easily in the country. She also raised 
concerns from Germany's IT sector about Chinese 
cyber espionage, adding that closer cooperation could 
only be achieved if the issue was tackled.
The German leader 
is also expected to 
raise human rights 
issues with Chinese 
leaders, following the 
crackdown on activists 
and rights lawyers, 
many of whom have 
been detained since last summer.
The relatives of former Deutsche Welle journalist Gao 
Yu have asked Merkel to raise her case with Beijing. 
The 71-year-old correspondent, who was found guilty 
of espionage in April 2015, has requested permission 
to travel to Germany for medical treatment, which has 
so far been den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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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a Garden At The U.S. National Arboretum

Madam Jiang Zehui,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plan for the China Garden. A year later, the new Farm 
Bill became law, giving the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authorization to build the China Garden and raise 
funds for its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Now, with your generosity and support, we will build 
the finest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 in North America. 
Support the China Garden
Once completed, the China Garden at the U.S. National 
Arboretum will be the finest example of a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 in North America.
You have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bring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the China Garde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e U.S. National Arboretum is a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acility 
for ornamental trees, shrubs and floral plants. 
Encompassing 446 acres in northeast Washington, 
D.C., the Arboretum is a national center that welcomes 
visitors all year round.
The Arboretum is home to a series of world-class 
display gardens and collections, including Asian 
collections, azalea collections, the National Bonsai 
and Penjing Museum, the National Herb Garden and 
the National Grove of State Trees. The next major 
addition will be the China Garden.
The China Garden at the U.S. National Arboretum is 
based primarily on gardens found in Yangzhou, China. 
These gardens blend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imperial 
gardens found in northern China with the statuesque 
grace of southern China’s private gardens.

The China Garden, 
situated on 12 lush 
acres in the heart of 
the U.S. National 
Arboretum, will 
display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natural objects 
and man-made 
structures and 
incorporates five 
key elements 
found in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s:
Chinese scholars 

used rocks as art in their homes. Large and porous 
garden rocks are often considered to be among the 
most valuable in a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 These 
ageless objects symbolize the dwellings of Taoist 
immortals. 
Water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central component of a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 serving as a balance for the 
other elements found in the garden. The best sites for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s are on the edges of lakes 
with views of the mountains.
The arrangement of structures divides a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 into smaller sections with one or 
more scenic views. The buildings are designed to 
accent the garden with windows and doorways that 

frame scenic 
views in their 
courtyards 
and beyond. 
Certain plants 
are favored 
for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s 
because 
of their 
association 

Together we can make this extraordinary vision a 
reality to be enjoyed today and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Make your generous, tax-deductible donation in one 
of two ways:
-- To donate by making a secure payment online – go 
to this website:
http://usna.usda.gov/ChinaGarden/Support.html
-- Or, you may donate directly by contacting the
U.S. National Arboretum Director: Director,                                                                                                 
U.S. National Arboretum
3501 New York Avenue, NE
Washington, DC 20002
(202) 245-4539 

“我希望您與許多在中國和美國的人民一樣，來共同支持作為

美中長遠關系發展的美國國家中國園項目。”

-前美國國家中國園基金會主席 鮑勃•斯托曼

“I hope you will decide to join with the many others, both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support the National China Garden as a 
lasting tribute to U.S.-China relations" 

– Bob Stallman,Former President, National China Garde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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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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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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樣的企業歡迎海歸？
什么樣的海歸受歡迎？

只有了解国内就业市场，准确定

位，才能让自己在国内的发展更加顺

利。

从北京地区就业落户的留学回国

人员就业机构类型数据看，留学回国

人员在京就业的主要机构类型为国有

企业(23.85%)和民办企业(19.40%)。其

次为外资企业、国家事业单位和金融

机构。

“毕竟是花了钱、花了时间，当

然希望自己能有更大的优势。”毕业

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小

吴(化名)表示，出国留学归来，希望

自己能够拥有比别人更高的起点。很

多人认为外资企业更看重海归，事实

并非如此。受各种因素影响，外资企

业招聘人才时也不那么“偏爱”海归了。

首先，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可能

会聘用同等能力或学历的国内求职者

而非期望值更高的海归。另外，现在

很多大型企业的中高管理层职位表现

出激烈的全球化人力资源竞争态势，

海归的发展空间有限。

其次，虽然海归有“留洋”经历，

比没有留学经历的同时期应聘者适应

性强、思想更国际化，但是外资企业

往往在海外有母公司，本身就是国际

化的产物。其在中国的良好发展更依

赖于本土化程度，所以新回来的海归

因缺乏国内的经历，对企业没有那么

大的吸引力。

现在更加欢迎海归入职的是民营

企业。以前很多海归都不把民营企业

考虑在求职范围内，一心只奔着外资

企业去。近年来，民营企业发展迅猛

，更由于其自主性强、经营灵活等优

势，令不少海归投奔而来。如果得到

老板的赏识，工资翻倍也有可能。

民营企业的领头羊新浪网的人力

资源总监段冬表示，企业首先需要看

到的是员工的价值，员工能够给企业

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在招聘员工时，

那些有一定海外工作经验的海归更受

欢迎，尤其在审计、财务等方面，都

需要有海外经验的人。

“找到工作了吗？”这句话成为

海归同学见面使用率最高的问候。

“名校头衔再响，也会毕业，也要考

虑找工作。”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

设计专业的程雪表示，现在，海归这

个身份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一种优

势，反而是一种劣势。名校毕业的程

雪回国找工作并不顺利，“很多企业

看我的简历，要么担心我在国外的待

遇比较高，回来后不能在企业安心工

作；要么顾虑我缺乏本土工作经验。”

在现在的就业形势下，称心如意

的工作确实难找，但也不难发现有三

类海归在求职中大有优势：基础理论

研究人才、高新技术研发人才和高层

次管理人才。

基础理论研究是学术发展的根

基，它以高度的概括性、系统性、普

遍性指导着实践活动。据了解，中国

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才并不少，但

能够做出真正推动人类发展研究成果

的人却是凤毛麟角。中国想要实现从

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的角色转变，必

须在基础知识领域加强人才的培养和

引进，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因此，

引进基础理论研究人才是当务之急，

故而研究基础理论的海归往往会在求

职中有优势。

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步至今，已经成为拉动国家和

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火车

头。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北

京全景赛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CEO陈

忠苏提到，中国的高新技术研发人才

缺口始终较大，许多做科研的海归回

国之后，都被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一

系列的指标、任务，也就是所谓的

‘短、平、快’项目。高新技术研发

人才大有可为。

香港铁路中国业务首席执行官易

珉曾提到：“一个社会的进步要靠技

术的革新来推动，而一个社会的品质

则要靠管理来维系。”随着全球化进

程加速，中国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

广度融入并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

管理水平的提高，决定着中国的发展

速度和发展质量。因此，无论是与海

外联系紧密的跨国企业，还是事业单

位，都需要具有国际视野、经验丰富、

知己知彼的海归管理人才。

国外毕业季将至，海归即将面临

就职。只有准确定位自己的人才类型

，找准合适的就职单位，才能在千军

万马的应聘者中脱颖而出。

美高校迎畢業季
名校中國留學生對未來信心滿滿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又到美国

高校毕业季，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

合会在组织毕业晚会，有 200多人参加。身

为世界一流学府的准校友，对于未来，大

家都信心满满，“工作算挺好找的。”

经济博士生、中国学生会副主席石凡

奇说，学生会每年举办迎新、歌手大赛、春

晚、毕业晚会等四个大型活动，目前约 800

多位成员。不是每个学校的中国学生会都

会独立举办毕业晚会，但斯坦福中国学生

会特意举办了晚会，一方面庆祝毕业，另

外也是促进社交，让毕业生、校友，甚至

外校人士有平台能交流互动。

除毕业的喜悦以外，大家最关心的当然还

是未来的出路。今年毕业的经济博士许睿就说

，自己的专业是宏观经济，已经找到工作，将

到国际货币组织(IMF)担任经济学家，“虽然斯

坦福这里环境很好，但总是要离开的。”

她认为，经济博士找工作不算难，系

上一年大概收20多位博士生，中国学生少则

2、3位，多则 6、7位，“基本上只要找到

工作都可以毕业，差不多一半走教职。”

博士后研究的孙若愚则说，来湾区一

年半，觉得湾区非常舒适，特别是他研究

背景与计算机科学、统计，以及电机等领

域都相关，硅谷有很多同行，“感觉非常好。”

今年要从国际教育政策硕士毕业的张茜

则说，除学业以外，斯坦福的学生社团也很

发达，包括中国学生组织的社团。例如她参

加中文话剧社，曾在学校的春晚表演，不但

演出具有水平，且大家的“颜值更是爆表”。

在斯坦福大学读环境工程的樊湖波也

说，自己本科在清华，参加清华艺术团，到

了斯坦福大学之后仍维持兴趣，曾担任春晚

的导演，并创办一个阿卡贝拉的歌唱团体。

他谦称自己不太学术，也不搞科研，虽然念环

工，但决定未来回中国从事金融相关工作。

他解释，自己曾在风险投资与私募基

金实习过，对于“靠嘴吃饭”领域比较有兴趣，

“在这里我不会代码，做一个工科生不会写

代码实在是活不下去。所以(一直以来我)多

上商学院跟法学院的课，练习其他技巧。”

海歸博士在天津：
十年耕耘 收獲“好吃”稻米

初夏的中国北方田野，草长

莺飞，鸟语花香。崔晶站在田埂

上，一边组织食味米科研人员指

导农户进行水稻插秧，一边用仪

器检测风速。望着眼前郁郁葱葱

的田野，他开始憧憬 5个多月后

的收获。

2001年3月，日本爱嫒大学，

刚刚参加完博士毕业典礼的崔

晶手中拿着两份工作邀请：一

份来自日本大型企业年薪 200

万元人民币的高薪聘请，一份

来自天津农学院，邀请函发自

天津市人民政府高层次人才引

进办公室。

把“研制中国食味米”作为

自己科研方向的崔晶，毅然拒绝

了高薪诱惑，带着日本著名水稻

专家楠谷彰人送给他的珍贵资料

和一台水稻叶片叶绿素快速测定

仪，踏上了归国的行程。那一年，

崔晶40岁。

6 年后，崔晶在天津宝坻区

黄庄洼有了自己的食味米研发生

产基地，同时在天津农学院建成

了世界先进水平的水稻品质 · 食

味理化成分分析及米饭食味评价

实验室，开始进行深入的选种、

育秧、移植、生长期管理、收

获、烘干、储藏、脱壳磨成精

米、运输保管等科学研究。崔晶

带领其科研团队在天津默默耕耘

了十年。

“天津地区种植水稻历史悠

久，其地理位置、气候、土壤和

灌溉水源等条件，适宜生产优质

稻米。”崔晶说，每一碗好吃的

米饭都是优良品种与气候、水、

肥、土的最佳结合产物。“天津

最适合生育期在 160 至 165 天的

水稻品种生长，好品种一定要种

在对的地方，特别是优质食味米

品种。”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

努力，崔晶最终借鉴日本水稻食

味育种法，对天津固有品种进行

食味改良，研发出了父本、母本

均为中国自有水稻品种的食味稻

米“津川 1号”，取得了中国内

地首例以稻米品质作为第一指标

的科研成果。

过去十年，崔晶创造了中国

稻米市场第一个食味米品牌“崔

晶博士食味米”，主编出版了中

国内地第一本水稻食味专著《水

稻食味学》；主持建立了中国第

一个旨在开展食味研究的机构

“中日水稻品质 · 食味合作研究

中心”，并获得了天津市“优秀

留学人员”、“优秀留学回国青

年创业者、天津市科技传播之

星”和“天津市科技进步奖”等

荣誉。

“我学习、研究的目的就

是让这些知识为国所用。”回

顾自己的创业经历，崔晶表

示，近年来，很多海外学子像

他一样，怀揣专业知识和梦

想，响应祖 (籍)国的召唤，回

来创新创业。他庆幸自己当初

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人们对食物的追求正在由

‘吃饱’向‘吃好’转变，水稻

科研从侧重产量向侧重品质转

变，势在必行。”崔晶说，未来，

外观品质好、食味上成的优质稻

米种植，既是中国水稻种植“供

给侧改革”的重要一步，亦是中

国稻米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

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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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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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亞方舟”與挪威海岸警衛隊船隻相撞

全尺寸複製的“諾亞方舟”在挪威奧斯陸港口附近與挪威海岸警衛
隊的船隻發生碰撞，導致船體受損。

西班牙舉行泥漿日障礙賽跑 選手摸爬滾打變“泥人”

西班牙馬德里郊
外的 El Goloso 軍事
基地，民眾參加“泥
漿日”障礙賽跑，摸
爬滾打變“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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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蘭基輔，藝人在烏克蘭首都基輔表演“玩火”技藝。烏克蘭每年
一度的國際火節晚會在首都基輔舉行，藝人們齊聚參加盛會。

維權成本高、週期長 智慧財產權保護成了企業難言之隱
綜合報導 “一個好產品剛進入市場，沒幾天整個村子都在生產

一模一樣的東西。”日前，浙江桐廬縣一位制筆企業老闆心裏的
“苦水”，反映出當前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困難。

據了解，近年來，浙江智慧財產權案件收案量持續增長。智慧
財產權民事一審案件收案量從2011年的7597件上升至2015年的
16999件，年均增長率達22.3％。遠高於其他民商事案件的收案增
長率，顯示出各方智慧財產權保護意識的增強和保護力度的加大，
但“侵權容易維權難”的怪象卻讓智慧財產權保護成為企業的“難
言之隱”。

浙江高院院長陳國猛告訴記者：“維權成本高、週期長、舉證難
、賠償低一直是制約智慧財產權司法保護的瓶頸。”

紹興駿馬機械製造有限公司總經理對記者講述了他的經歷。幾
年前，駿馬曾遭遇一次專利侵權，兩項發明專利被侵犯。然而去報
警時，警方無能為力，不知道該如何受理。“因為它不是一筆實實

在在的錢被偷了。”
“後來我只能起訴到法院，但法院要求自己舉證。而自己舉

證難度非常大。等了兩年多時間，法院終於判下來，判對方賠
我12萬元。”陳國猛告訴記者，如此辛苦的維權過程讓他心力交
瘁。而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研發的產品，被人輕
鬆模倣，等了兩年只是這樣的結果，讓他心寒。

駿馬的遭遇並非個例。新華三集團首席技術官尤學軍告訴記者
，新華三在智慧財產權保護過程中也遇到類似情況。尤學軍認為，
在國內侵權很容易、成本很低，對權利人來說舉證又很難、投入
大、維權效果不明顯。“正因為投入與獲得不成比例，所以不少企
業選擇不了了之。這樣的環境不改變，很難激發企業創新活力。”

此外，尤學軍還認為，當前昂貴的智慧財產權維持費用也不利
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據了解，目前在我國，發明專利授權後，每
年需要交一定金額的維持費用。而且維持年限越長，費用越高。一

旦不交年費，專利就會失效。
以專利有效期20年算，維持智慧財產權的所有費用加起來，我國

企業機構的成本甚至高於美國。而國家智慧財產權局的一份報告顯示
，我國發明專利的平均維持年限不到5年，遠低於美國、日本、德國
等國家。

“我們希望政府部門能降低這方面的成本，無疑也是降低企業
的創新成本。對國家來說，整個社會的創新氛圍也會愈發濃厚。”
尤學軍說。

近年來，浙江省也在嘗試通過第三方調解，打造智慧財產權多
元化糾紛解決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與訴訟的高額成本不同，第
三方調解可降低成本、縮短週期、節省人力並提高效率。據統計，
2015年，浙江省通過各類訴調對接機制處理的智慧財產權糾紛共計
6748件，其中調解成功3050件。

“史上最嚴”奶粉新政將實施
監管引發大洗牌？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在6月8
日發布了被稱為“史上最嚴”的《嬰幼
兒配方乳粉產品配方註冊管理辦法》，
這份從今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辦法》
明確了將以藥品管理方式規範配方奶
粉。有業內人士認為，此舉雖然能提升
行業規範、提高國內市場上的奶粉質
量，但也擔心會給中國奶粉市場格局帶
來壹次“大洗牌”。

新政
市場上三分之二奶粉配方將被淘汰
北京青年報記者了解到，此次正式

發布的《辦法》最大亮點在於明確了
“用藥品管理方式規範配方奶粉”，嚴
格限定了嬰幼兒配方乳粉產品註冊申請
人必須為生產嬰幼兒配方乳粉的企業。
而且在我國境內生產銷售的嬰幼兒配
方乳粉和進口的嬰幼兒配方乳粉都應
當取得食藥監總局頒發的註冊證書。
根據規定，只有具備相應研發能力、
生產能力和檢驗能力，符合粉狀嬰幼兒
配方食品良好生產規範要求，對出廠產
品實施逐批檢驗的企業，才能申請產品
配方註冊。

此外，正式發布的《辦法》對配方
奶粉管理限制配方數量也比意見稿更加
嚴厲——從原來每個企業可生產5個系

列15種產品配方，縮窄至不得超過3個
配方系列9種產品配方。這直指當前嬰
幼兒配方乳粉配方過多、過濫，甚至配
方制定隨意、更換頻繁的問題。有行業
人士表示，“嬰幼兒配方乳粉的終極研
發目標是接近母乳，從本質上說每段的
嬰幼兒配方乳粉實際上只有壹個配方。
因此此次規定的三個配方其實就是要求
企業按照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按
不同年齡段生產三個段位的奶粉，而不
是為了市場銷售進行“配方營銷”。

據了解，目前很多國內企業采取
“壹張配方打天下”的策略，即把壹個
基礎配方組成成分及含量略作修改及形
成新的配方以新的產品名稱進行營銷，
這往往是為了不同市場結構、不同銷售
渠道等營銷策略上的考量，而對於奶粉
本身並沒有任何好處。據統計，目前我
國103家嬰幼兒配方乳粉生產企業共有
近2000個配方，個別企業甚至有180多
個配方。預計在新政實施後，目前市場
上三分之二的奶粉配方都將被淘汰。

影響
新政預計空出150億元市場
有證券分析機構表示，新政實施後

預計有 1/4 的中小品牌奶粉將出局，
“能清理出約150億市場份額”，而這

部分市場將被其他品牌瓜分。據統計，
目前奶粉行業毛利率在60%以上，按照
國內品牌的銷售費用率普遍在40%左右
、海外品牌約20%計算，國產奶粉的營
業利潤率大約在10%左右，海外品牌則
在20%左右。而隨著新政後奶粉市場品
牌集中度的提升，奶粉企業的盈利能力
有望恢復，其中國內奶粉企業利潤提升
的空間較大。

此外，隨著全面二孩政策帶來的預
計200萬新生兒增量顯然對於國內奶粉
市場也是利好，預計這壹政策效果將在
今年下半年體現。有數據顯示，二孩政
策疊加猴年出生率提高的因素將帶動奶
粉需求，下半年國內奶粉行業有望出現
需求和競爭格局雙改善的局面。

現狀
七年間洋奶粉暴增4倍 國產奶粉僅

增18%
此次《辦法》中明確，我國將對國

內生產的奶粉與進口產品實施統壹的註
冊管理方式，希望通過此舉能讓消費者
更加客觀認識國內外產品情況。而對於
可能被此次新政“清出市場”的眾多中
小品牌奶粉，壹些投資機構分析稱國產
大品牌奶粉可能會接盤空出的市場因而
迎來利好。

不過對於這種投資機構的分析，
有國產奶粉企業在接受北青報記者采
訪時私下表示“恐怕沒有這麼樂觀”。
這位人士表示，國內消費者對國產奶
粉的信心恢復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快，
而且受到消費水平提高和洋奶粉價
格松動的影響，她擔心被中小品牌國
產奶粉空出的市場可能更多會被洋奶
粉搶占。

而北青報記者獲得壹份統計數據似
乎也證明了這位國產奶粉企業人士的擔
心並非多此壹舉——數據顯示，2008年
三聚氰胺事件後至2015年，我國乳粉
（含嬰幼兒配方乳粉）產量從120萬噸
增長至142萬噸，七年間增幅僅為18.3%
；而同期進口乳粉量（含嬰幼兒配方
乳粉）則從14萬噸增長至72萬噸，增

長了四倍多。其中，2013年、2014年
進口量甚至分別達到97萬噸和104萬噸
。而這壹數據還不包括大量消費者通過
海外代購、跨境電商等方式從境外直接
購買嬰幼兒配方乳粉。

據業內人士指出，消費者對國產奶
粉的信心恢復將是壹個很漫長的過程，
有證券分析機構在對於國產奶粉上市公
司的風險揭示中唯壹強調的也是“食品
安全問題”。而在這期間，隨著海淘的
越發便利、洋奶粉價格的降低以及中小
城市和農村消費能力提升等因素的影
響，洋奶粉的滲透率可能還會加強。但
有壹點可以確定，無論是國產奶粉還是
洋奶粉，隨著奶粉新政的實施，行業的
品牌集中度會有所提升，這對整個行業
的利潤水平應該有利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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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覺得女人哪些小動作很性感？
女人最耐人寻味的情感往往是超视

觉、超触觉、超感觉的，特别是女人肢

体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令人销魂的诱惑

小动作，不仅是女人最性感的身体语言，

也是女人最真实的情感表达，也是男人

无法抵挡和最容易被女人攻陷的最薄弱

的心理防线。

1、含羞答答，不自觉间地将头低

下。初次见面，小女子副含羞答答的样

子实在让人喜爱，尤其是不知所措的慌

乱神态和问一句答半句的那种娇柔，更

流露出未经情爱的原始神态，这种神态

是其他恋爱过的女子所没有的，更是久

经性爱女子所没有的。

2、腿部摩擦，偷偷摸摸的冒险刺

激。女人的销魂小动作应该是不经意的，

也是未经雕琢刻意的，比如跟男朋友约

会时，两人在别人看不到的桌子底下用

脚相互碰擦调情，或者女生干脆把玉腿

放在男友大腿上，这种牢固的恋爱关系

是可以赶走隐藏情敌的。

3、双手捧脸，全神贯注看着你说

话。当你喜欢的那个小女生安静地坐在

你面前，沉浸在你叙述的某一个故事的

情节之中时，她不经意之间的那种双手

捧脸的自然动作，顿时会让你感到她的

纯情和可爱，那种泰然自若绝对是攻陷

男人最有力的武器。

4、嘟着小嘴，一副受尽委屈的样

子。女生在生活中遇到无奈或者是惊叹

时，通常会不经意的扬眉或嘟起小嘴，

让人顿时感觉到女人特有的一种妩媚、

性感和超可爱，这是醉倒男人的一种女

人味，这时的表情和肢体语言融合出俏

丽、温柔、甜美和古典。

5、衣着性感，若隐若现透出小可

爱。女生如果上身穿一件宽大的长长的

可以裹住臀部的宽松T恤，下身看不到

其他裤裙，这种居家穿着让人看上去很

舒服，上半身温馨，下半身自由，遮得

恰到好处，露得也恰如其分，透露出十

足的性感。尤其是那双修长的双腿可以

魔力四射和得到呈现，很简单，却诱惑

力十足，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内衣吸引，恰如其分露出事业

线。女人最性感的行为不是明目张胆地

挑逗你，而是在看似普通的外衣里面若

隐若现出漂亮的高档内衣，假如早晨女

人这样做的时候，故意有无意识的眼光

瞥上男人一眼，绝对会让男人终生难忘。

此后的一整天，男人总会回想起那件长

裙下的黑色内衣，或者衬衫里面带粉色

小花的漂亮胸罩，这一天时间过的好长

啊！

7、轻声细语，小女子尽显欲迎还

休。女人的诱惑力在于跟男朋友在一起

时的那种有距离感随意性，特别是女生

跟你轻声细语说话的时候，就算是拒绝

你想跟她亲热的企图，相信也没有男人

会对她大声吼叫，反倒是你会感到她很

可爱，不忍心去粗鲁地破坏眼前的美好。

于是，她的那种欲迎还休会更加挑逗你

的情感神经，让你对她更加痴迷不悟。

不管男人花心不花心，也不管男人

是西门庆还是柳下惠，就算是心静如水

四大皆空的出家高僧，要看到让自己眼

前一亮的女生时也会注目一视，毕竟，

漂亮女生不但可以养眼更可以让男人心

旷神怡。因此，当男人与心仪女生不期

而遇时，总会用心去品味这种风情和美

丽，尤其当女生看到你在看她时表现出

来的羞赧，那种不由自主的低头，那种

偷偷瞄你时的那种神态，以及面对男人

主动和热情时的忸怩和腼腆，一定会点

燃男人对异性的那种渴望与兴奋。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是
真的嗎

好男人，以经常被发好人卡而著称！

坏男人则以情商高而著称，这两种男人

的结果更是乌龙，一个情场老手的女人

会喜欢上好男人，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

则会喜欢坏男人。两种选择，两种年龄！

好男人的出手概率要小得多，因为

好男人开始追求之前就要考虑负责任的

问题，所以不完全中意的不会去追，条

件不成熟的目前不能追，对方已有男友

的不能追，未来前景不看好(例：在不同

城市)的不能追，限制极多。而坏男人反

正也没打算负责任，只要对方有点姿色，

或是触手可得，一概先追了再说。

好男人诚实，没钱没关系就实话实

说，对女方的缺点也坦诚相告，往往让

女人很失望。而坏男人随便编两个故事

就可以显得自己实力超群;对女人花言

巧语又很容易让她们心花怒放，认为找

到了知己伯乐。在这个浮躁的社会背

景下，好男人多年的辛苦努力换来的

成果多半还不如一个坏男人用 3 分钟时

间编出来的故事更能让女人心动。 好

男人总想着尊重对方，不会找机会调戏

非礼。而坏男人通过调笑，酒精，跳舞

等方式随时刺激女人的荷尔蒙，一有机

会就把对方占为己有。女人的快感一旦

被调动起来，反而很快会爱上这个男人

。坏男人一次嘿咻的效果往往超过好男

人默默的多次付出。有些傻女人认为男

人上了她就是爱上了她;更傻的女人认

为一旦被男人上了，她就必须爱上这个

男人。女人的本性中隐含着逆来顺受的

基因。

好男人真心付出，把双方的感情看

得很重，心态容易不平衡，为一些小事

和女友争吵。而坏男人心想：反正我不

过是做一场游戏，找点刺激罢了，哄哄

她得了，生个什么气啊?心态更平和，反

而显得成熟个性好。 坏男人的约会经

验通常比好男人多得多。参照第一条，

坏男人一有机会就出手，即使不成功也

积累了经验，逐渐了解了女人的心理。

女人大多不理智，有种种莫名其妙完全

不合逻辑的偏见。坏男人通过大量的实

战经验在约会时把这些表面工作做得很

好，而好男人却懵然不知，被唰了都不

明白为什么，还以为是自己实力不够。

双方发生争执时，好男人自尊心，原则

性强，不会轻易迁就对方，往往为些小

事谁都不让步，最后只能分手。而坏男

人脸皮厚，认个错比喝稀饭都容易，往

往轻而易举就能哄得对方回心转意;当然

，那是在他还没有玩腻的时候，否则即

使女方让步他也能找出借口分手，有时

候女人反而会一再让步，彻底沦为坏男

人的玩物。

好男人原则性强，循规蹈矩，往往

显得乏味。而坏男人一心追求刺激，变

化多端，常常给女人以新鲜感。不知不

觉中，女人就被坏男人迷惑住，控制住

了。 如果女人认识到双方不合适，提

出主动分手。好男人只会采取光明正大

的手段，实际效果有限;而坏男人可以不

择手段，死缠滥打，威逼利诱。女人的

惰性强，情感多变，又容易向强势低头，

常常摆脱不了坏男人的下三滥手段。

這睡覺姿勢夫妻關系更親密
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网站报

道，心理学家认为：同床共枕的人，特

别是夫妻，他们的睡觉姿势从潜意识的

层面表现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真实关系，

而这种关系是无法伪造，不受控制的。

你可以尝试刻意地以某个姿势睡觉。而

你醒来时仍旧保持的姿势对你来说是最

舒服的。

研究表明：大多数夫妻(42%)睡觉

时背靠背;31%的夫妻睡觉时面朝同一方

向;而只有45%的夫妻面对面睡觉。面对

面睡觉的夫妻中，34%的夫妻会彼此接

触，准确的说是相互拥抱;12%的夫妻，

虽然没有拥抱，但都非常接近对方——

在 2-3厘米的范围内。只有 2%面对面睡

觉的夫妻隔着半米左右的距离(如果床

足够大)。

睡觉时面对面拥抱的夫妻感情稳

定，他们的关系比转向一边拥抱的夫妻

更加和谐。而转向一边睡觉的夫妻对彼

此的满意度高于背对背睡觉的夫妻。对

于睡觉时不接触对方的夫妻来说，转向

同一方向的夫妻幸福感指数最高，接下

来是背靠背的夫妻，最后是面多面的夫

妻。怀斯曼教授认为睡觉时夫妻之间的

距离是反应彼此关系最主要的因素。据

怀斯曼教授的调查，睡觉时拥抱的夫妻

中 94%感觉幸福，满

意，并深爱对方。而

睡觉时不拥抱的夫妻

中只有 68% 感到幸

福。同时睡觉时距离

为 2-3 厘米的夫妻中

感到幸福的比例比那

些相聚更远的夫妻高

20%以上。

有些夫妻分床

睡，有些甚至不在

同一房间睡觉，他

们中彼此相爱的比例

是多少呢?类似的研究将进一步证实。

目前大多心理学家认为，分开睡更有利

于健康。因为这样不会影响彼此的睡眠。

很多人觉得夫妻之间相拥而睡是非

常正常的，但是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夫

妻间的相拥而睡可以很好的帮助增加两

者的感情的，自然也是不容易的。

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條一定要打破的
“““““““““““““““““““““““““““““““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育兒規矩”””””””””””””””””””””””””””””””

我们的问题在于：到底怎么

才算是完美的孩子呢？要知道，

有些时候，偶尔踩线或者违规也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请跟随

我们建立一个良性的“无政府状

态”吧，打破10条老规矩！

1、不得弄乱

这似乎是一条金科玉律：孩

子等同于混乱。孩子天生就是主

妇的梦魇，看着空空如也的碗

橱，闻着孩子浑身散发的气味，

或者当你看到他正用你最昂贵的

口红 在镜子上作画时；再或者，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孩子眼中一张

整洁的白色沙发能用来做什么

呢？哈，这不就是一张平整的画

布等着自己涂鸦嘛！那么又用什

么来“作 画”呢，面包屑混果

酱看上去不错！——此时，你一

定要开始崩溃了吧？

等到小家伙把一切都弄得一

团糟之后再想办法收拾，不但占

用大量时间,还会让你抓狂，这不

是聪明的主妇应当选择的方式。

好方法是你可以去扯上一大块廉

价的布，需要的时候预先把它铺

在沙发上就好了，哪怕一次画不

完下次继续都行！你也可以适当

地限制小家伙的活动空间，比

如一间屋子，如果条件允许，可

以把他限制在自家花园里。但是

绝对不要一点自由不给，泥土、

水、颜料虽然会弄脏家具，但它

们同样会赋予孩子创造力和快乐

的感 觉。

2、不可吃“垃圾”食品

如果你不是那种每天忙得四

脚朝天的父母，通过电视或者报

纸你一定注意到最近几年来有关

儿童体重超标的报道越来越多，

这引发整个社会对于儿童食品和

儿童营养学的讨论和关注。在这

场讨论中有一点是没有异议的，

那就是富含糖类、盐、脂肪的

“垃圾”食品对于儿童健康有直

接影响。

理想情况下，儿童每天应吃

三顿家人做的饭菜，其食谱至少

要包括新鲜谷物和蔬菜。然而现

实情况多半达不到这种要求，饼

干有时也会成为儿童餐桌上的

主 食。年轻的妈妈们常为她们

无法提供更好的饮食而感到内

疚。但是请注意了：如果你的小

孩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和主

食，并能保证正常的活动时间，

那么偶尔吃 上一顿比萨饼或是

巧克力大餐也没有关系，并不会

因为摄入过多的热量而引起肥胖。

3、不要旷课

“在我童年时，最幸福的事

情就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妈

妈突然决定带我出去踏青。那种

感觉实在美妙，远比呆在托儿所

有趣得多”，家住北京的李女士

对 我们回忆说。李女士今年刚

满 30岁，有个 4岁的女儿。“那

时，妈妈会带着我到海边转上一

圈，听听海浪的声音，呼吸新鲜

空气，有时还会给我买上只雪

糕，那就 太高兴了。我也想成

为那样的母亲。”

当然，你不能想带儿子出去

玩儿就带他去。学校或者托儿所

也不希望你频繁地这样做。不过

在某些对你或者孩子来说很特别

的日子里，如果刚好赶上一个好

天 气，为什么不试着放上一天

假呢？要知道走进大自然的怀抱

对孩子来说也是重要一课，一点

也不比 ABC、123 来得次要。除

此之外，如果硬要给自己“教唆”

小 家伙旷课找个理由的话，或

许在户外感受自然能保持孩子身

体健康也勉强算上一条吧。

4、不要拿食物玩儿

这条规则，是很多妈妈对孩

子的要求。把胡萝卜拿在手里当

枪，把西红柿酱涂满全手画画，

把鸡蛋扔到地上当玩具？？所有

这些事情，会让每个妈妈生气、

着急。妈妈们最希望看见孩子乖

乖地吃完碗里的最后一粒米饭。

但是，对于一个2岁的孩子来说，

食物绝不仅仅只是用来“吃”的，

它们显然还可以用来“玩”和

“学习”。将手指伸进碗里搅拌

食物，可以让孩子理解质 地、

形状、颜色、温度以及味道的含

义；他们愿意自己拿着勺子吃饭，

虽然会舞动一会儿，再吃一口，

但这同样可以促进孩子手眼配合

能力。

所以，不要太过介意饭桌变

成了乱七八糟的战场，把手上的

抹布放起来，踏踏实实地看着孩

子自己折腾他的食物，等他玩累

了、玩饿了的时候，再将正式的

美餐递到孩子的嘴边吧。

5、盯住他就行

每位父母都知道孩子需要并

且希望大人时时刻刻的关注，但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要时刻注意

到他们就可以了。比如在他们玩

游戏的时候，我们在旁边看着；

或者你一边工作，一边随时抬起

头来看看他在做什么。

更多的时候，得到你的关注

只满足了小家伙的部分需要，你

还应当鼓励他与你做面对面的交

流。这种交流对于母亲和孩子之

间 a的感情尤为重要，在锻炼语

言 的同时，能够使孩子觉得家

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地方，在这里

他能畅所欲言，完全敞开心扉。

如果你没能做到这点，那么在抚

养子女过程中的最宝贵温馨的回

忆将离你 而去。

6、不可乱穿衣服

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姑娘穿上

一身合身得体的衣服的确是一幅

足以引人注目的画面。然而并非

每个小家伙的审美都与街上的成

年人一般无二，活动场中穿着怪

异且玩儿起来不亦乐乎的“野孩

子”往往更为常见。这是因为儿

童对于自主穿着方面的觉醒要比

审美方面的觉醒早得多。

做父母的当然不愿意带一个

穿鳄鱼服的小家伙上超市购物，

然而如果孩子坚持，我们就应该

让他自己做主；同时，在小饰物

方面，你也大可以给他些自主选

择的余地，这不但有助于孩子独

立性的培养，同样会激发他的审

美感。

7、别学我的样子，要按我说的做

父母难免会有一些坏习惯，

尽管这些坏习惯不会对正常生活

造成多大的麻烦，但我们总是希

望这些坏习惯不要在孩子身上继

续。比如随便发誓，吃饭时下手

抓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吃饭前不

洗手，却同时要求孩子吃饭前必

须洗手的话，就未免太不公平了。

我们常说：“做的比说的重要”

就是这个意思。孩子会更倾向

于 学习周围的“榜样”，无论

是好坏。如果你实在管不住自己，

就是想在睡前来点儿甜食，那么

就千万不要让小家伙看到或是听

到。否则，如果小家伙也要求来

一块巧 克力作为睡前甜点的时

候，你就不能拒绝他。

8、睡觉时间一到就得上床

每位母亲都会动手制定一张

合理的睡眠时间表，这对孩子的

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它不但能避

免让孩子过于劳累，还能帮助孩

子理解时间的概念；同时，它还

能保证每天有一点母子交流时间

并使其成为一种习惯。

不过有时候这种硬性规定会有些

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周末或者节

日的时候。有时额外的半小时玩

耍时间就能避免小家伙的小心灵

受伤。

如果让你选择：要么带小家

伙出去吃饭但是需要晚睡半个小

时，要么把他扔在家里，这样就

能维护纪律的严肃性，你会如何

选择呢？

或许有些妈妈已经选择过后

者了，当她吃完晚餐心满意足地

回家时，发现小家伙正肿着双眼

躺在床上睡觉，眼角的泪痕还没

有隐去呢。说到这里妈妈们恐怕

心 都要碎了。为什么不能让小

家伙一起感受一下欢乐的气氛

呢？而且你可以第 2天让他多睡

一会儿，把昨天晚睡的时间补回

来，以防疲劳过度。

9、不可和陌生人说话

一段时间以来市面上充斥着

“危险的陌生人”之类的故事，

似乎任何一个从你孩子身边经过

的陌生人都是潜在的阴谋分子。

尽管不能否认其背后的真实素

材，然而多数故事被人为夸大了。

当然，你需要教会孩子如何

拒绝不相识的人给予的礼物以及

食物，并且不要跟随自己不认识

的人走。但如果你的孩子从小拒

绝与任何不认识的人交往，久而

久之则不利于孩子今后在这个社

会中生活。

其实，养育子女的一大乐趣

就是你会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对你和

孩子更加开放了！过去互不相识的

两位母亲会因为都带着小孩子，而

停在路边交流彼此的育儿经 验；

平时不会注意的老奶奶会突然跑过

来和善地告诉你需要注意些什么。

你可能会发现与陌生人交谈起来既

轻松又快乐，那么为什么不让孩子

分享你的乐趣呢？

追问养鸭子的老先生他的饲

养心得，或是与停车场见到的同

龄人唧唧咕咕一番，这都是属于

孩子的乐趣。只要能保证处于父

母的监控之下，不妨多给他们一

点自由交往的空间。对孩子们来

说，这个世界大着呢！（对我们

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10、不要在家具上乱蹦

为什么不呢？双人沙发或是

你的大床是非常不错的“弹跳训练

场”，尤其是外面下雨，你无法带

他去运动场释放过盛的精力时。

对有些父母来说，保持床面

的清洁事关重大，绝对马虎不得。

即使那些能够能放任自己的枕头

被“小祖宗”踩在脚下的父母，

也很少能够容忍孩子把卧室搞

得 天翻地覆。父母们会担心孩

子损坏家具，更会担心他们弄伤

自己。可是当你别无选择（比如

天气原因）只能呆在家里时，在

成人的监护下，放任孩子在卧室

中自由活 动也不失为一种释放

精力和帮助他们睡眠的好办法。

5点戒律妈妈必须遵守

· 有些必须坚持

孩子们需要知道有些东西是你绝

对不会容忍的，比如：危险的行

为、暴力的行为、恶意的淘气。

· 安全第一

孩子们缺少必要的安全知

识，比如他们肯定不知道火能带

来多大的灾难，所以一定要保证

房间里安装了保护孩子的必要设

施，也千万不要留孩子一个人呆

在家里。

· 强调正面因素

当孩子犯了些错的时候，要

学会从他们的错误中了解他们

“为什么会这样做”，“想达到

的目的其实是什么”——通常我

们会从中了解到孩子们在这些错

误背后的好意与努力。

· 注意卫生

天天盯着孩子刷牙、洗手——

这样的事可能让你很厌烦了，但

这却是必须要做到的。良好的卫

生习惯，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至关

重要。

· 批评事情而不是孩子

孩子需要明确知道无论如何妈妈

是爱他的。因此，当你需要批评

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就事论事，

不要直接将孩子定义成“自私鬼”、

“淘气包”，而是要告诉孩子：

你做的这件事，妈妈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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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中旬，袁世凯后裔

在河南项城开了一个联谊会，这次

会议只安排了一场学术讲座，主讲

人是袁世凯研究专家骆宝善。袁

世凯生于 1859年 9月 16日，联谊会

召开当天正是袁世凯 150 周年诞辰

纪念日。自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其

后代恍若掉进了历史夹缝中，各自

为生存挣扎沉浮。这样的袁氏家族

的联谊会以及稍后的祭祖活动，是

袁世凯辞世后的第一回。袁氏后裔

无论是留在大陆的，还是迁徙到台

湾的，一直是遭受打压的对象，摆

脱不了难堪的命运，让人有“不幸

生在帝王家”的感叹。白云苍狗，

岁月变迁，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演

化，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趋于冷

静；随着一些史料的逐渐公开，对

袁世凯的评说开始多样化。

史学家评袁：渐趋冷静
动笔写本文时，大洋彼岸传来

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去世的消息。唐

德刚 1920年生于安徽，抗战时期就

读于中央大学历史学系，1948年留

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

校任教，后半生著述等身，其中五

卷本《晚清七十年》尤其为人称

道。该书第五卷《袁世凯、孙文与

辛亥革命》重点评述了袁世凯与中

国近代史的关系，唐文称袁是“最

正式的正式大总统”，文中说：

“袁世凯则是在‘辛亥武昌起义’

一周年时，经由中华民国正式国会，

合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其合法性，和当选的法律程序，和

华盛顿所经历的法律程序，几乎完

全一样的。”唐德刚说的是一个常

识，但是多年以来，这个常识却被

人们忽略。唐氏并非是做翻案文

章，而是针对历史疑窦，为袁世凯

作有罪辩护。

袁世凯最为后世诟病的有三件

事：戊戌变法告密、与日本签订二

十一条以及称帝。唐氏认为，光绪

与几位近臣搞政变，绝无成功可能，

派谭嗣同到法华寺游说袁世凯，试

图围攻颐和园抓捕慈禧，更是视宫

廷政治为儿戏。“袁世凯对这种情

况，却了如指掌，他怎能糊涂到与

谭嗣同作一夕之谈，就参加他们的

幻想政变呢？他改变不了当时那个

铁定的局面，而这一局面发展到六

君子被杀，变法流产。若要把这出

悲剧怪到老袁头上去，纵以春秋笔

法，责备贤者，亦稍嫌过分也。”

论及袁世凯与二十一条，唐氏分

析，1914年日本人利用欧战爆发、

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向中国提出二

十一条，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既不

能接受，又不敢贸然拒绝，只有一

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让外交官顾

维钧“泄密”，以引起国际关注和

干涉，达到的效果是全国民心沸腾，

主张对日作战。“其实袁世凯并未

完全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原要求中

的‘五号七条’，也全部被袁政府

拒绝了。吾人如把日本提出的二十

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

比，可见二者有霄壤之别。”(唐德

刚：《袁氏当国》，第 146 页，广

西师大版)关于洪宪称帝，唐氏说那

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此间袁世

凯翻来覆去，对皇帝的御座，又

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这

现象只是袁世凯的矛盾思想所反映

出来的矛盾行为，不是单纯的欺骗

行为也。”除了为袁世凯作有罪辩

护外，唐德刚还提到了袁氏的功劳，

如在朝鲜监国时的英名，小站练

兵，创建中国现代警察，呼吁废除

科举，兴铁路办教育等。

唐德刚身在海外，闲云野鹤，

下笔信马由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而在国内，也有学者对有关袁世凯

的史实作严肃认真的梳理和思考，

骆宝善教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骆教授是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研究

袁世凯的。人物研究得先从最基础

的史料搜集工作做起，20多年来，

他不仅一直在大陆搜集相关史料，

还远赴日本、中国台湾等地，搜集

查阅，钩沉梳理，目前，《袁世凯

全集》已经编撰结束，共计二千五

百万字，分 30 册，16 开本，预计

2011 年出版，作为向辛亥革命 100

周年献礼的成果。骆教授说，袁世

凯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流人物，研

究近代史，这个人无论如何是绕不

过去的。袁世凯政坛生涯的最初十

年，他进行了体制内的各种尝试，

从练兵、废科举到直隶省的工业、

财政、教育改革，堪称当之无愧的

新政领袖。即使是在安阳“养政治

病”期间，各种政治势力关注的焦

点仍在袁世凯身上。对洪宪称帝，

骆教授认为是袁的一个政治污点，

但袁称帝的背景太过复杂，袁的悲

剧是全民族的悲剧。骆教授现在想

做的有两件事：一是编《袁世凯年

谱长编》，二是写《袁世凯正传》。

对于袁世凯研究，骆教授目前感到

最匮乏的仍是史料，而且史料中不

少颠倒事实、歪曲真相的文字需要

审慎辨别。

重说袁世凯：仍是尴尬
袁世凯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

早年脚踏实地，志向高远，无论是

做朝鲜监国，还是在山东巡抚任上

推行新政，或者是天津小站练兵，

在当时都具有不小影响，有口皆碑。

他在仕途上得以平步青云，与个人

修为和努力奋斗分不开。晚期失误

以及导致袁氏政权彻底垮台的洪宪

称帝，使袁世凯背上千古骂名，遭

受社会舆论一边倒的谴责谩骂。唐德

刚说：自民国以来，没有一本书、一

篇甚至一页文字，评价过袁世凯的

正面作用。说袁世凯复杂，还包括

他的个人品行和性格：一方面勇猛

威武，知人善任，视财富若浮云；

一方面玩弄权术，变化多端，狡猾

欺诈……多种元素集中体现在他身

上，使他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的混合

体。

复杂的还不仅仅是袁世凯那个

人，还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袁世

凯的后半生，始终被多种政治势力

纠缠撕扯，袁氏沉浮其间，恍若沉

浮于迷雾之中，在历史迷宫中构成

一幅模糊不清的图景。这一切都随

洪宪帝制的失败轰然倒塌，曾经笼

罩在他身上的光环退去了，取而代

之的是魔鬼面具。这之后无论哪个

政治派别，都以骂袁为时尚，骂袁

为革命。袁世凯从一个活生生的人，

蜕变成了一个丑角符号，代表的是

阴谋、欺骗、谎言、奸贼、独裁、

告密、窃国大盗等等全世界所有的

罪恶。于是近百年来，袁世凯所处

时代的更多真实情况已经没有人关

心了，一面模糊的镜子又怎么能让

后人引以为鉴呢？

历史上的反面人物，是个值得

认真探索的话题。随着时间推移，

人们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在不断提

高。脱离当时的话语体系评价历史

人物，不真实也不公允。有人将一

个袁世凯分解成三个阶段来认识：

少年有才气，中年有英气，晚年暮

气重重，到他称帝时则完全是“尸

居余气”，所以一遇拂郁，气机窒

塞，如怒马陷入泥淖，气息奄奄了。

袁世凯复辟帝制有诸多原因，在弥

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

对于这个“他”，大多数人认定是

长子袁克定。然而真正害袁世凯的

只能是他自己，是他对中国社会的

认知能力和历史局限性。从这个意

义上说，袁世凯的悲剧不仅是他个

人的悲剧，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

同样是个悲剧，而且是更大的悲剧。

这与袁世凯个人的历史局限性有关，

也与中国的封建专制土壤有关。正

如唐德刚先生所说：“客观历史早

已注定了他这个边缘政客不论前进

或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的悲剧人

物。”

遗憾的是，进入了 21世纪，对

袁世凯的全面认识也还是不易，重

说袁世凯仍是尴尬。那种以谩骂方

式评说历史人物的习惯也并没有绝

迹。要人们像史学家那样冷静地面

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还有相当的距

离。“大国崛起”是当今最为常见

的一个词语，而发掘真实的历史并

冷静地加以评说，不正是一个大国

的国民们应该做到的吗？

袁世凯家族：

厄运与荣耀
袁世凯幼年即过继给袁保庆为

嗣子，离开项城，四海漂泊，后又

因与大哥的家族矛盾，再也没有回

到这块土地。但是项城父老始终没

有忘记在外的游子袁世凯。他们念

念不忘袁世凯，认为袁老四是为家

族挣了面子的大人物，然而袁世凯

带给这个家族的，只是短暂的荣耀，

以及之后漫长的厄运。

2007年岁末，笔者曾随电视台

前往项城、安阳、天津、北京等地，

拍摄专题片《袁世凯家族》，听袁

氏后裔讲述了许多亲历的往事，当

时种种萦绕心头，挥之不去。记忆

最深刻的有一句话：“那年月，如

果能回炉投胎，真的想改了这个

‘袁’姓。”这样的话，但凡经历

过那些不正常岁月的中国人都能够

理解。昔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带

给全民族深重灾难，更何况黑帽子

戴在头上的袁氏后裔？

在天津，我曾随 80多岁的袁家

楫老人，去他父亲袁克文的墓地探

望。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儿子，也

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如此显赫的历

史人物，其墓地的凄凉景象却让人

唏嘘不已。在一望无涯的荒草丛中，

竖立着一块矮小的石碑，断裂成了

两半，上头镌刻的“袁克文之墓”

模糊不清。袁家楫告诉我们，石碑

原是名家方地山(也是袁克文的儿女

亲家)写的，“文革”中被砸了，现

在这块碑，是前些年花钱请当地石

匠重打的。如果不是看见石碑上的

几个字，很难相信这里是袁克文之

墓。当时还涌来一群人，扛着铁锨

锄头，走近一看，原来是附近村民。

他们高声说自己长年看护这个墓地，

听说墓中葬着位大人物，现在要大

人物的后代付一笔补偿费！袁家楫

老人息事宁人，把自己的电话号码

告诉村民，让村民以后去天津找

他。村民们走后，袁家楫苦笑着

说：摊上这样的先人，好事没有，

麻烦事一大堆。面对老人的苦笑，

我们无言以对。

前不久，笔者收到了一位署名

Sam的台湾读者的来信，向我打听

袁家诜的下落：“袁老师曾在课堂

上叙述老家冬天时的童趣，这令我

印象深刻。那时的她双脚不便，而

从未让人背过一次，我们教室在二

楼，我常在楼下等她上课，每每希

望背她上楼，可她总是艰辛地一步

步撑着扶梯上楼，这么多年了，我

仍记得她蹒跚的步履和坚定的眼

神……老师还在的话，也九十好几

了吧？袁家诜老师是我在台湾第一

次接触到的大陆籍师长，也第一次

知道，原来历史人物是可以历历在

目的。我不知道老师后来回到家乡

了没？希望她的晚年是没有乡愁

的……”

袁家诜是袁世凯五公子袁克权

的二女儿，1949年前去了台湾。因

是袁世凯的孙女，饱受摧残和磨

难，生平遭遇有说不尽的苍凉。她

晚年皈依佛教，在晨钟暮鼓中寻求

安宁。在袁家人馈赠笔者的《袁家

诜诗集》中，有这样一首：“盈衢

缇骑避无力，四十年来逃罪忙；百

代豪情光一瞬，三瓯薄名泪千行。

悬悬微命身如蚁，赫赫淫威势若

狼；回首江湖风暂歇，残躯犹得

近篇章。”诗前小序云：“追怀四

十年，自(民国)三十七年八月离家以

来，由无业至有业；由无家至有家，

由只身逃祸至携手奋斗，不觉已逾

四十载矣。而今鬓星星，齿摇摇，

精力就衰，豪情不再，追怀既往，

尚喜残生幸保。今后唯有所记，有

所述，庶吉光片羽，得付我手足及

后辈，籍吾家三代以来逃杀、逃难、

逃祸之苦，因之有以自立，不负先

人尔。时民国八十年七月也。”这

样的诗句和文字，正所谓 “伤心人

别有怀抱”。家国兴衰，身世飘零，

悄然化为泪水滴落纸上，世间又有

几个人知道？

袁克文的儿子袁家骝留学美

国，成为国际一流的高能物理学

家。他的夫人吴健雄是全美物理学

会会长，曾获美国“国家科学勋

章”，国际编号 2752号小行星被命

名为“吴健雄星”。袁家骝与吴健

雄的婚姻颇有戏剧性，一个是袁世

凯之孙，一个是反袁世凯义士之

女，他们的结合惟有用缘分来解

释。1973年袁家骝访问中国，不仅

带来当时世界上最新的核物理方面

的信息，也给袁家后人带来改变命

运的机会。周总理亲自批示为他们

落实政策，袁世凯第三代后人陆续

回到原籍。当时，周恩来还对袁家

骝说：“袁家出了 3个‘家’，你

祖父是政治家，父亲是文学家，你

是科学家，现在，袁家后人中又有

了共产党员，你们袁家真是一代比

一代进步了！”能客观看待袁世

凯家族的，也许周恩来是第一人

吧。

这个女人是有野心的，也有手段。林彪对“出

山”并不积极，甚至有些迫不得已。但是叶群喜欢，

林彪不“出山”，她就没法出头。说到底，她是想当

第一夫人。

迟泽厚：有份文件说，全国解放之后，林彪长期

称病，也就是装病。他到底有没有病?

关光烈：当然有病。最早的病是 1938 年被国民

党晋军误击的枪伤，以后的怪病则主要来自衡宝战

役。1947 年我在东北见过林彪一面，那时候看他身

体还是不错的。1949 年南下作战，总是抓不到白崇

禧部队的主力，49 军又在青树坪吃了一点小亏，他

很着急。他打仗不胡来，整天思考，不断调整部署，

几天几夜睡不着觉。衡宝战役一结束，白崇禧最精

锐的部队被消灭了，他也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回武

汉治疗。以后他又到北京，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

暲决定给他注射“苯巴比妥”，也叫“鲁米那”，

是一种有助于睡眠的镇静药。林彪出事之后，有人

说他吸鸦片、扎吗啡，其实就是这种药。我到林彪

那里工作以后，他仍天天打这种针。给他打针的是

一个男卫生员——林彪身边没有女工作人员，叶群

说这是为了照顾首长的影响。林彪一般晚 11 点钟睡

觉，睡前打针，打过针后一般就不能再干扰他。第

二天起床之后，林彪经常会向打针的战士讲他昨夜

的感受，不断总结经验。

林彪的怪病，主要是神经过度兴奋。他怕光，怕

水，怕风，说拉肚子就拉肚子，说感冒就感冒。他患

感冒也和别人不同，光出汗，不打喷嚏。感冒了，他

也不躺，端坐在沙发上。很多医生看不透他的病。林

彪身上还有一颗子弹头，卡在骨头缝里，因为手术有

危险，一直也没有取。若说林彪没病也可以，他的大

部分内脏是好的。

迟泽厚：有人揭发林彪装病，说他一顿饭能吃一

只兔子，是这样吗?

关光烈：哪有这事!林彪饭量很小，而且吃得很

怪。他的菜除了加盐之外不加其他佐料。一顿饭经常

是一条小鱼，几片瘦猪肉，一个青菜，一个汤，一个

小馒头，食品路子越吃越窄。

迟泽厚：林彪对在庐山取代彭老总当国防部长，

是什么心态?

关光烈：林彪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我没听见

他在私下里谈论彭德怀。但我曾两次经历过他要求不

当国防部长。一次是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挨了

批，罢了他的官，叫林彪当国防部长。有一天休会，

我到林彪的房子(我不与林彪住在一起)里去，他要我给

总理打个电话，说他身体不好，不宜当国防部长。他

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请总理向毛转报。当时叶群在

场，但她不讲话。我转身出门往山下走，走了不过二

三十步，叶群便从屋里出来把我叫住，她叫我先别打

这个电话，说这个事儿她还要和“首长”商量一下。

以后这件事便没下文了，不知道叶群是怎样和林彪商

量的。

第二次是 1962年 3月的一天，林彪患了感冒，叶

群坐着林彪的“吉斯”汽车去了王府井百货大楼。林

彪要我给毛写个报告，说他身体实在不行，请求辞去

国防部长职务。我当场拟了个稿子，念给林彪听，他

说可以了，我即到办公室誊抄。誊清后封好，等林彪

的车子回来后发出——当时林彪那里只有这一辆汽

车，而且也只有这一辆车能进中南海。叶群回来了，

她一见我就问她出去后有什么事。我把林彪叫我写信

的事讲了。她马上紧张地问：发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

发。她松了口气，吩咐：压下，压下!等我的消息。她

还再三交代：以后只要她不在家，林彪交办的事，不

管多么紧急，都要等她回来以后再作处理。林彪写给

毛泽东的报告，就这样又作罢了。她和林彪讲了些什

么，不得而知。

葉群：想當第一夫人
阻止林彪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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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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小型電動車：：：：：：：：：：：：：：：：：：：：：：：：：：：：：：：
該禁“上路”還是給“出路”？

时速 60 公里以内、乘员不超过 4

人、总质量不超过 1200公斤……近年来

这样的四轮小型电动车持续“走俏”，

业内估算目前市场保有量约为200万辆。

这样风靡市场的电动车却游离于监

管之外。专家指出，此类车辆行业标准

和监管政策的缺失，再加上数量迅速扩

张，可能造成城市交通管理的“破窗效

应”，建议尽快为小型电动车指明“出路”。

“走俏”背后：“三不管”、价格低

一组数据令人心惊：从 2011 年至

2013年10月，北京市涉及“代步车”等

车辆的交通事故发生 757 起，伤 858

人，死亡 136人。然而，这样的车辆在

一些地方却“大有市场”。

记者在河北燕郊一家名为晟鑫车行

的销售店了解到，一款外形仿 smart的小

型电动车按配置不同售价在 1.8 万元至

3.8万元之间。一些热销款一周内能往北

京卖 100多辆。在燕郊，几乎每一个公

交车站都聚集着数辆载客小型电动车。

山东是小型电动车的主要产地之

一。据山东省汽车行业协会不完全统

计，去年全国小型电动车产量约为70万

辆，其中山东省主要小型电动车企业产

量达到34.7万辆，同比增长53.7%，产量

连续三年增长超过50%。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电动车主要风靡

在城市交通的“最后一公里”。一些人口

密集的小区距离公共交通车站较远，有

些人不愿意坐黑摩的，只能选择电动车就

近代步。再加上此类车辆不限号、体积

小，在城市边缘地带使用更加频繁。

然而，产量和使用量快速增加的背

后，却有隐忧。这种车辆因“不用上牌

照、不需驾照、没有保险”而被称作

“三无”车辆，对正常道路交通造成一

定干扰。此外，由于我国尚没有针对这

种车型的行业标准，生产质量参差不

齐，存在安全隐患。

“别说扣车、拘留了，刚把车拦下来

有的老人就情绪激动，说小型电动车既

然可以生产、销售，为什么不让使用。”

北京一名一线交警说。

无标准、执法难，助长“作坊式”生产

近年来，老年代步车等小型电动车

在我国城乡市场走俏，数量已相当于一

个中等规模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但是

关于小型电动车“合法化”的讨论一直

没有停止。

一些人认为小型电动车作为纯电动

车的一种，符合国家节能政策且能够满

足中低收入群体需求；也有人认为小型

电动车对于电动汽车行业技术升级的贡

献有限，且在城市需要占用大量道路资

源会加重拥堵，应该予以取缔。不可忽

视的是，小型电动车行业发展的不确定

性正在增加。

——安全隐患凸显。由于低速电动

车不上牌，行驶过程中占用机动车道、

闯红灯、随意并线、逆行等违反交通法

规的行为时有发生。此外，北京市消防

局相关负责人指出，电动车火灾已经成

为影响北京消防安全的突出问题，电气

故障、短路、线路故障等安全风险大。

——“作坊式”企业恶性发展。由

于小型电动车未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

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生产企业纷

纷以“电动观光车”“老年代步车”

“电动助残车”等名义生产销售。但是

缺标准也助长了“作坊式”电动车恶性

发展。记者在山东等地看到，部分小型

电动车只是在三轮车的基础上加装了一

个玻璃外壳，安全性与上路行驶的要求

相差较远。

——上路管理遭遇难题。2013年北

京市交管部门明确，电驱动或者燃油驱

动的四轮“老年代步车”按照机动车管

理，车辆需要上牌，驾驶人需要持照。

但这一规定难以落实，问题就在于这类

车辆未列入国家《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

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不能上牌照。

改变无序状态 “一禁了之”不现实

26日，全国41家小型电动车企业在

山东德州针对 100款电动车举办“测试

大赛”。“小型电动车行业七八年来一

直在逆境中发展，我们希望国家能尽快

出台相关政策。”山东省汽车行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魏学勤说。

“对小型电动车‘一禁了之’是不

现实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裕生认为

，小型电动车的发展能够促进电池、电

机、电控等相关产业的成熟，也能够为

自主品牌电动汽车积累技术和人才。他

建议，将低速小型电动汽车从汽车管理

的体系中单列出来进行管理，结束生产

和使用的无序状态。

魏学勤认为，大型车企瞧不上小型

电动车微薄的利润，而愿意生产小型电

动车的摩托车、汽车配件企业又不具备

生产资质，这直接导致了小型电动车无

序竞争、野蛮生产。他建议，我国对小

型电动车的监管应当从管理企业转为管

理产品，避免不合格的产品流入市场。

目前，山东省已在部分县区探索小

型电动车地方管理体系。如山东省沂南

县对产品质量符合相关要求的小型电动

车，允许挂“沂电”开头的地方牌照，

驾驶员持有C3驾照可在二级及以下公路

上行驶，并可购置交强险。

受访专家表示，针对小型电动车的讨

论不能无限期进行，相关管理部门也不能

对市场和百姓的需求“充耳不闻”。历史

证明，市场选择的“逻辑”往往更能经得

起时间考验。从目前小型电动车的购买人

群来看，可以通过加强行业监管，挤出那

些妄图逃避上牌、上保险等监管的人；对

于以低价格购买电动车的需求，也应该通

过适当方式允许其合理、规范发展。

“我們只是需要男生”
女性求職遭遇“隱性歧視”

維權難
花费时间精力到用人单位实习，却

在最后才知道单位“底牌”，因性别原

因被拒之门外。日前，２０１６年应届

毕业生小羽（化名）遭遇了一次最感无

力的就业性别歧视。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很

多女性在求职过程中再次遭遇到了“只

限男生”的歧视门槛，让她们更加绝望

的是，这些性别歧视的关键词不再见诸

招聘公告，而是以难以察觉的“隐性歧

视”出现。监管乏力、举证维艰，女性

求职者的权益该如何保障？

实习三个月仍被拒之门外 就业

“隐性歧视”抬头

日前，2016年应届毕业生小羽（化

名）遭遇了一次最感无力的就业性别歧

视。去年 8月，小羽在网上看到了某国

家级科研单位的招聘信息，历经简历、

笔试、面谈、面试等层层筛选，她最终

入围实习环节。在三个月的实习期中，

领导甚至派她去全国多地出差。

可是，就在今年 3月，小羽却接到

单位通知，经研究决定将仅有的一个户

口指标给一位仅实习了18天的男生。小

羽拨通了用人单位领导的电话，该领导

表示：“我们不是性别歧视，我们只是

需要男生”。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曾在北京等地

多所高校进行了一次相关调查显示，高

达 86.6%的女大学生受到过一种或多种

招聘性别歧视。被访女性平均受到性别

歧视的次数达17次。

与招聘公告中写明“只限男生”相

比，“隐性歧视”表现得灵活多变，例

如“拒收或不看女性简历”“不给女性

笔试、面试机会”“不给女性复试机会”

或“提高对女性的学历要求”等。

2016年 4月，智联招聘开展了“职

场妈妈生存现状调查”，回收的 14290

份有效问卷中，超过 95%的女性受访者

认为生育会对女性的职场发展产生影

响，有近九成女性认同“全职妈妈重返

职场有难度”。

性别歧视“明枪”变“暗箭” 女

性维权难“出招”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面对就

业中的性别歧视逐渐由“招聘公告”转

向“幕后”，求职者发现“中招”后，

无论从监管到举证都无从下手。

一家由数名本科生、研究生共同成

立的大学生组织“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

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曾向人社部

门举报 500多家企业公开发布含有性别

歧视的用工信息。

“根据2004年颁布的《劳动保障监

察条例》，劳动监察大队受理的投诉范围

不含招聘阶段。但该条例与新出台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不衔接。”中

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刘明辉表示，就业

促进法显然是把这个职责给了劳动监察大

队，应把监察权前移到招聘阶段。

就业性别歧视进入到司法程序后，

举证环节也成为难题。虽然近年来，

“黄蓉案”“马户案”“高晓案”等一

系列反就业性别歧视案件胜诉，但举证

仍然是该类案件的难点。尤其是很多企

业已经将“只限男生”这样的条件从招

聘公告中撤除，转向设置“隐性门槛”。

举证往往只能采取录音、录像的方式。

“在胜诉案件中，原告都进行了录

音、录像，但能够做到这样的毕竟是少

数，很多求职者在遇到性别歧视时没有

保存证据的意识。”刘明辉说。

专家：保障就业公平需多方发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教授李银

河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就业中

的性别歧视更加明显了。她认为，用人

单位往往担心女性产假会影响工作，而

二孩放开对此也将产生较大影响。因

此，应支持反就业歧视立法，只有通过

了相关法律，才能更好地保护妇女权

益，并对违法用人单位严惩。

面对“隐性歧视”中举证难的问

题，刘明辉建议采取“立案举证责任倒

置原则”，受害人只要提出用人单位有

就业性别歧视嫌疑，举证工作就要由用

人单位来进行，他们需要举证说明自己

不存在性别歧视行为，并阐明不予录取

理由，一旦举证不足或者说明不正当，

用人单位将会受到相应处罚。

专家认为，还应进一步完善妇女生

育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让守法企业

面临过大的压力。可推动用人单位缴纳

生育保险，这样女性在生育时，可以通

过生育保险来支付部分产假工资，减轻

用人单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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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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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外集团联合美国移民基金推出的第 82个侨外美国移

民EB-5项目——时代广场百老汇体验中心即将登陆“纽约

最中心”、年均客流量达3亿人次的纽约时代广场，将打造

一个超级商业综合体。项目一经推出，即受到了业界和投

资人的广泛关注。在时代广场百老汇体验中心项目的活动

里，侨外的老客户们现场分享了自己的移民心路。

其中，希望中国事业和孩子教育能内外兼顾的D小姐

，虽然也同意孩子应尽早地接触海外教育，但在关于孩子

自身的学习和融入文化的时间选择上，D小姐则给出了自

己的观点。同时，她也将自己在美国不同城市的所见所闻

，一一和大家做了阐述，对未来有同样选择困惑的朋友们

给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指导性建议。

移民，就是为了一切更好！

“生活不只有苟且，还要有诗和远方！”身为北方人

的D 小姐，在说到为什么要选择移民时，自带着果敢与豪

爽精神：一是为了孩子有更高的平台和更广阔的视野；二

是为了让老人有一个健康的养老环境。

其实D小姐一开始并没有想到移民，因为她觉得实现

这两个目标，“只要我从北方搬到远离雾霾的珠海去，然

后让孩子到与国际更接轨的香港、澳门那里的学校去读书

就可以实现目标！”。D小姐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雷厉风行的她安排好在北方打下的事业后，很快就和家

人移居到了珠海，只是让她没想到的是，到了珠海之后他

们却慢慢发现，这里并不是像她想的那样能够满足她的期

待。“那时候，我就觉得这里已经不是我们的目标了，我

们得再找个更好的！” D小姐爽朗的笑道。

美国是D小姐最终选择的目的地，之所以选择它，除

了因为美国的教育资源世界第一，还因为D小姐到现在都

还记得去美国的第一站——在纽约的那种感觉。“作为世

界上排名第一的城市，去之前肯定对纽约会有各种各样的

想象。”，但是当D小姐踏上纽约的土地时，却发现这个

城市完全背离了她印象中的大都市的样子。

“美国城市历史的传承做得很好，传统与现代融合的

非常完美，这和我们国家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比如纽

约，在一个街道里能看到不同的建筑特色，能感觉有很雄

厚的文化感。先进的、传统的、时尚的、古老的……让人

觉得每一个角落都有自己的魅力，自然、舒服。”

时代广场和百老汇，就是纽约！

在“世界的十字路口”纽约时代广场，D小姐发现享

誉全球的百老汇并没有与国内一样有自己的主体大厦，而

是像棋子一样散落在时代广场不同的街区。“百老汇就是

一个单纯的品牌，却吸引、带动着每一个慕名而来的人，

人们在百老汇不同的地方放松的欣赏着自己喜欢的剧目，

而不是像过场一样走马观花……”D小姐觉得那种感觉是

以前没有遇见过的：“‘时代广场和百老汇就是纽约’，

当站在百老汇时，我对这句话有了更多的理解”。

众所周知，享誉全球的百老汇区的中心地带为第 42街

的时代广场附近的12个街区，这一区域分布了多达40家剧

院，并已成为美国商业性戏剧娱乐的最中心。然而鲜为人

知的是，虽然百老汇周边剧院林立，但真正在百老汇大道

上的剧院只有 4 家，其中一家，就是皇宫大剧院，并因珍

贵的文化历史被纽约市地标保护委员会纳入纽约历史遗产

进行保护，并受到委员会“如果要在纽约百老汇剧院区选

出一个最知名的剧院，此荣耀将毫无疑问的归给皇宫大剧

院”的高度评价。

2016年，作为百老汇的百年历史遗产——皇家大剧院

将迎来一个信息化时代的革新计划，即时代广场百老汇体

验中心项目。该项目将保留皇宫大剧院原貌的同时，开辟

全新百老汇表演艺术体验馆，实现不同角度观看百老汇音

乐剧台前幕后盛况，让游客深度体验世界艺术胜地的传奇

震撼。此外，项目还对原址上的希尔顿逸林时代广场酒店

进行翻新重建，构建全新的集高端酒店、一流零售娱乐空

间、可变成开放舞台的高科技LED广告显示屏为一体的世

界中心商业旗舰，全新升华纽约时代广场的娱乐体验！

移民，还是选择大城市更靠谱！

在关于孩子自身的学习和融入文化的时间选择上，D

小姐认为孩子应尽早地接触海外教育，对孩子自身的学习

和融入文化是比较有益的，如果孩子在高中之前还没有接

触到新的教育环境和文化模式的熏陶，孩子在新事物的适

应力上就会大打折扣。同时，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D小姐

，又提出如果孩子太小就离开，则会影响孩子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汲取，从而造成一种文化积累的缺失。她建议应在

这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如今，D小姐的大孩子已经在美国

读到了 11年级，她最初为家庭设立的目标基本达成，这是

让她最满意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从D小姐的事业中心仍然保持在国内和孩

子的未来学习环境两个层面，侨外顾问给出的建议是选择

教育资源集中的大城市，而D小姐希望去与珠海的城市状

况差不多的佛州，以便自己和家人更快的适应当地的生活

。不过，很快D小姐就后悔了“我发现我必须要考虑现实

问题，就是作为暂不移居的我，去美国时‘落地就回家’

渐渐成为了我的首选，也就是我未来生活的地方必须要交

通便捷。还有，孩子成长中的视野培养氛围很重要，还是

选择经济、社会、文化的环境氛围等等比较好的大城市会

更好！”

2016 年侨外移民力荐的“美国 EB-5”典藏精品——

时代广场百老汇体验中心项目，地处“世界的十字路口”

纽约时代广场，项目商业综合体的模式不仅迎合了时代

广场高游客访问量、高零售消费、高酒店房价和高入住

率的市场需求，也提供了极为安全的 EB-5 投资模式：

EB-5 仅占总成本 14%；就业盈余高达 84%，充分保障绿

卡安全；项目开工的第一年 LED 广告牌即可完工运营产

生收入；此外，经第三方评估，项目运营稳定后总价值

将高达近 53 亿美金，是 EB-5 总贷款的 17.7 倍，充分保障

投资人的资金安全。

据悉，作为侨外移民 2016年力荐的“美国EB-5”精品项目

，时代广场百老汇体验中心项目首发一个月以来就有近200

位投资人认购该项目。随着活动在各城市的持续推进，侨

外美国投资移民EB-5项目——时代广场百老汇体验中心项

目认购将持续升温，有意向的投资人需抓紧把握。

移民葡萄牙之前，
您真的了解葡萄牙嗎？

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走出国门奔赴

欧洲，欧洲移民热潮从未如此高涨。其

中，作为欧洲明珠的葡萄牙移民更以其

宽松、便捷、优质的“黄金居留许可”

计划受到诸多葡萄牙投资移民者的青睐，

只需在葡萄牙购买价值不低于50万欧元的

房产即可一家三代畅享葡萄牙美好时光。

不过，移民是一件关乎家人、关乎

生活的大事，移民前应该做好充分的准

备。你真的了解葡萄牙移民吗？葡萄牙

移民好吗？ 下面我们将为你盘点葡萄牙

最具特色的一些小事，带你全面了解葡

萄牙移民的好处！

▲开始和结束的国度：地尽于此，

海始于斯！葡萄牙位于欧洲大陆西南

角，欧洲大地在这里结束，浩瀚的大西

洋从这里开始。

▲海上大帝国：五百多年前，葡萄

牙人建造了很多葡式大帆船，进行了一

场浩大的海上大发现，到达了非洲、亚

洲、美洲的很多地方，成为了一个非常

强大的海上大帝国。

▲葡萄牙语：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和

地区讲葡萄牙语。比如巴西、安哥拉、

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东帝汶、澳门……

这些地方以前都被葡萄牙统治过很长时

间。葡萄牙语是世界第五大语言，有超

过两亿人使用。

▲欧洲蓝调“法朵”：“法朵”是

最著名的葡萄牙传统民谣。葡萄牙大街

小巷的酒馆、咖啡室和会所都会飘来法

朵的弹唱声。法朵（Fado）本义“命运”，

音乐带有淡淡的忧伤，被称为“欧洲蓝

调”。

▲文化首都科英布拉：科英布拉是

座大学城，已有 700多年历史，被称为

葡萄牙的文化首都。这里曾经诞生了葡

萄牙六位国王，也建立了该国的第一所

大学（同时也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

一）——科英布拉大学。

▲人骨教堂：在葡萄牙历史古城埃

武拉有一座人骨教堂，教堂墙壁和厅柱

上镶嵌了 5000多具人骨，旁边写着“我

们的骨头等着你们的”。这是因为虔诚

的天主教徒以将尸骨献给上帝为荣。

▲鳕鱼：葡萄牙人是个非常讲究吃

的民族，海鲜饭、葡国鸡、盐包鲈鱼等

都是著名的葡式美餐。但要说起“国

菜”，一定非鳕鱼莫属。葡萄牙人自称

有1001种烹调鳕鱼的方法！

▲蛋挞：蛋挞来自于葡萄牙。葡萄

牙人特别爱吃甜食，蛋挞只是传统甜品

里的一种。里斯本海边贝伦地区有家百

年老店，那里的蛋挞最正宗味美！

▲托篮节：“托篮节”有 2000多年

历史，是女子成人仪式，每四年举办一

次。节日当天，身穿白衣的姑娘把巨大

的托篮顶在头上参加游行。每个托篮的

高度都和少女的身高一样。

▲软木：葡萄牙有“软木王国”之

称，每年软木产量占世界一半以上。这

种被视为“国宝”的材料生长在栓皮栎

树上，葡萄牙种植栓皮栎的面积占世界

栓皮栎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星星山脉：葡萄牙最高的山，也

是葡萄牙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欧洲最

好的生态保护区之一。它是一个巨大的

花岗岩山脉，那里峭壁峡谷形状奇异，

溪流湖泊遍布，适合远足、丛林探险和

滑翔运动等。

葡萄牙的特色还有许多，诸如葡国

公鸡、葡萄牙瓷砖等，到了葡萄牙，更

多的特色美食、文化、建筑等，正等着

您去探寻！

買房要交哪些稅
美國買房要註意些什么

随着美国签证制度进一步放

宽，以及中国中产阶层人数继续

增加，未来在美国买房的中国人

还会持续增加。那么，在美国买

房要注意些什么呢？

买什么类型的房子？

首先要搞清买哪种类型的房

屋。美国房地产市 场的房屋种

类很多，最主要的有独栋别墅

(house)，联体别墅(town house)，

公寓(Condo)。对于投资者而言，

独栋别墅最具投资价值，公寓最

没有投资价值。从过去30年美国

公寓价格变化规律看，公寓建成

之后价值 会逐年递减，因为美

国的人工很贵，老旧的公寓需要

花费大量的钱去维护，所以超过

20年房龄的公寓基本就无人问津

了。而独栋别墅却恰恰相反，虽

然房屋也有老 化的问题，但所

在土地是永久产权的，土地在一

直升值。相信大家都很容易弄明

白这个道理。

养房费用有哪些？

1)房产税

房产税在美国各个州和地区

都不同，一般在 1%多一点。政

府会对每个房子做一个评估价，

然后根据评估价计算房产税。很

多国内非专业的投资人对房产税

都有误解，其实按 1%计算，就

是你交100年房价才 涨一倍；实

际上 100年之后房价早已涨了至

少10倍，房产税根本就可以忽略

不计。同时在中国虽然没有房产

税的概念，可是只有70年产权，

房子的建筑成本只 有 2000多人

民币一平米，也就是说大部分成

本都是土地成本，把房子的土地

成本分摊到70年里，你所花的钱

比美国的房产税其实还要高不少。

2) 房屋保险

在美国购买房产的同时，一

般都会购买房屋保险。一栋50万

美元的房子，房屋保险费每个月

都在 100 美元左右，一年就是

1200美元。此外，在自然灾害多

发的州往往还要额外增保一份自

然灾害险，例如加州要加保地震

险，南方城市要加保飓风险等。

3) 物业费

物业费主要是针对公寓而言

的，别墅一般没有物业，都是自

己建房自己维护，物业费为零或

者每年只有一到两百美元；那种

开发商建一大片新别墅的情况需

要特别 注意，物业费可能比较

贵。公寓的物业费大约每年 3000

到 5000美元，越是年代久远的公

寓维护成本越高，物业费也越贵。

面积计算与国内不同

美国房子面积是以人能居住

的面积来计算，不是以建筑面积

计算，美国别墅的地下室的，如

果没有专修，这就不会算在居住

面积里的，阳台和车库也都不计

算在 内，够人性话吧！不仅如

此，综合美国的房产价格，不能

只看单纯的面积价，而是要根据

整个小区附近房子的价位。很多

人买房子买的是独栋别墅和联体

别墅，而别 墅的价格受到多方

面影响，比如地区好坏、车库多

少、室外花园土地面积多少等综

合因素。但是有一点，举例：

当房子标明是 2000(大约 200平方

米)平方英尺，售价 30 万美元，

那么，这个 2000平方英尺一定是

实际居住面积，是不包含车库、

阳台、地下室和公用 过道、电

梯等。

哪些要素影响房价？

一般美国独栋别墅至少三卧

起，联体别墅两卧起，当然卧室

、卫生间越多价格也就越高。同

一个区域内，房子价格往往和卧

室数量成正比，价格不是采用中

国国内的面积乘以单位价格来计

算。此外，美国别墅外的花园土

地面积越多，总价也会越高。

买房与移民无关

买房与移民美国没有直接的

联系。外国人只需要提供身份证

明和合法入境美国的签证就可以

在美申请购买房产。买房可以被

视为一种投资行为。

买房交哪些税

美国买了房子虽然永远都是

自己的，但买房后每年都要交税

，直到永远(除非你卖掉)。美国

政府每年征收相当与房地产值百

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财产税。相

当于每过五十到八十年，你就要

把你的房产值，再向政府交一

遍。如果你没有钱按时缴纳房产

税，那么，美国政府可以没收你

的房产。把你的房产拍卖，用以

抵偿欠税。

另外根据美国各州的法律不

同，业主每年所需缴纳的物业税

为房子总价的 0.5%-3%不等。如

果 出 租 ， 还 要 缴 纳 租 金 的

5%-10%作为管理费。中国的富人

一直在盼着房子升值，而很多美

国人却巴不得房子降价，因为地

产税会随着房价涨跌。

卖房赔了也要交税

“外国人”在美国的房产，

如果是出租， 每年获利部分的

交税额为个人所得利润的 20%，

如果一年的个人所得为 5%-7%，

即这 5-7%的 20%要交税。扣除房

子的折旧费，一般 3.5%左右的

20%为实际交税的费用。美国国

税局定义的外国人，不是正常意

义上的外国公民，而是一年中在

美国居住时间未超过 183天的外

国人。

如果房产卖掉，则需要交房

子获利的 33%，在此之前卖方还

要支付房地产经纪公司费用、卖

方的过户公证费、屋主产权保险

费、县政府过户税、市政府过户

税、一年的房屋保修费、白蚁检

查费、屋契文件准备费、文件公

证费、经纪公司的法律规范监督

费等等，另外还需还清所有尚未

支付的地产税、社区费等，这些

费用几乎要占去房屋全价的 7%

左右。

卖房开支最大的一笔费用是

请经纪人，大约占房价的 6%，

但唐人街很多人拥有房地产经纪

人的执照，就是专门为了在买卖

房子时，可以省掉经纪人的费用。

另外，无论你投资房产是赚

了还是赔了，外国人卖房必须要

向美国税务局缴纳所得税，由产

权公司在过户时就扣除房价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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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文學《敵後戰場》
彰顯群眾路線的勝利

军旅作家郑怀盛的新作

《敌后战场》（白山出版社），

以翔实的史实资料和生动的阐

述，彰显出我党我军在敌后战

场上的胜利，这也是群众路线

的胜利。

把群众广泛组织起来，是党

和军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工

作的重点。八路军、新四军每到

一地，总是先联合地方政权、进

步团体、进步人士，组织成立

“战地动员委员会”，或者转变

某些已经普遍存在的合法组织

（如抗战后援会）的性质为统一

战线的团体。再通过这些综合

性 年龄、性别等特点，将工、

农、商、学、青年、妇女、儿童

等各界救亡团体组织起来，分别

召开群众大会，成立农民救国会、

工人救国会、商人救国会、青年

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

进而组成自卫军、义勇军、侦探

队。还按照文化、娱乐、体育、

互助、合作等形式，发起各种吸

引群众参加的组织，如成立文化

界救亡团体、战地服务团、慰劳

队、运输担架队、募捐队、合作

社、互助社、抵制日货十人团等

等。由于积极发动和认真组织，

敌后各群众团体发展相当快。

1939年初，华北各根据地加入农

工青妇各救亡委员会的会员就有

548.2 万人，加入自卫队的有

402.5万人。经过10个月的努力工

作，11月加入各救亡委员会的会

员增加到750万人。到1940年中，

发展到约1000万人。到1944年中，

参加各种救亡组织的群众增加到

1600 万，有不脱离生产的民兵

150 万人。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参

加各种救亡组织的群众，1944年

达到 900万人，不脱离生产的民

兵50万人。

《敌后战场》一书深刻显示

出，群众路线使军民之间结下了

鱼水相依、骨肉相连的亲密关系。

在白山黑水间，太行山之西东，

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东江琼崖，

人民军队英勇作战，为了消灭侵

略者，保护人民，子弟兵有 45万

名指战员伤亡，其中八路军伤亡

34 万多人，新四军伤亡 8 万多

人。在反“扫荡”、反“蚕食”、

反“清乡”、反“强化治安”中，

为了支援人民军队打胜仗，为了

保护子弟兵伤病员，为了掩护部

队官兵或其子女，成千上万的

“堡垒户”“堡垒村”“子弟兵

的母亲”“子弟兵的父亲”“红

嫂”“奶娘”“王二小”，为抗

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付出

了重大牺牲。

《敌后战场》一书深刻显示

出，群众路线实现了全民总动

员，真正做到了“有钱的出钱，

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

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

技能”“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

装起千百万同胞来”。尤其广大

妇女积极动员家人参军上战场，

到处出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

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参

战”的场面。民众之中蕴藏的战

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通过

群众工作挖掘出来了，形成了无

敌的力量。

《敌后战场》一书深刻显示

出，群众路线创造了人民战争的

游击战法。1938年 5月，毛泽东

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提出

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战略思

想，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武装

民众实行自卫，配合军队作战，

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毛

泽东群众路线思想通过党和军队

实践，在抗日根据地得到贯彻，

激发起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抗战

热忱。在敌后战场，游击战遍地

开花。著名的百团大战第一阶段

交通破击战，主力兵团、地方兵

团参战近 40 万人，而民兵群众

参加破路的也有 40 万人次，形

成了一场三结合武装力量一起上

阵的大规模大范围的典型的人

民战争。抗日根据地的广大民

兵在日寇残酷的“三光”政策面

前，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广泛

开展了人民游击战争。他们在

“武装起来，保卫家乡”的口号

下，一面生产，一面作战，巧妙

地创造了麻雀战、地雷战、地道

战、围困战、伏击战、破袭战、

联防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样式

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作战方

法，坚持人自为战、村自为战，

打得日寇侵略者闻风丧胆，草木

皆兵。敌后战场广大民兵，在侦

察敌情、封锁据点、破坏交通

、袭击敌人，以及在敌人进攻

时带领群众进行坚壁清野、掩护

群众、保卫地方政权的斗争中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民兵战绩辉

煌，震惊中外，谱写了无数可

歌可泣的人民战争的壮丽篇章。

在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军队的“拿手好戏”游击

战，看家本领“群众路线”，使

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军民团结抗

战的中流砥柱，使八路军、新四

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成为

中国抗日战场的中坚力量，尤其

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

后战场逐步转变为中国抗日战场

的主战场，使抗日根据地经历了

从开辟、巩固、发展到建设人民

解放区的历程。八年抗战的实践

表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敌后战

场领导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胜

利的战争，实行群众路线是一个

决定性的因素。同样，在日本投

降以后的解放战争中，也是依靠

群众路线，人民解放区逐步扩大

到整个中国大陆，夺取了全国解

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

《太平輪》故事創作引紛爭：
兩部圖書以此為名

“太平轮这样的重大历史事

件，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每个

人都可以对它进行创作和演绎。”

《太平轮》小说的作者高仲泰就纪

实作品《太平轮 1949》作者张典

婉对自己的小说《太平轮》感到

“非常不高兴”，指出：“我的小

说和她的作品、和吴宇森导演的电

影是彼此独立的，完全无关”。

“不高兴”的张典婉在接受

一家网媒采访时称自己“因为电

影《太平轮》很受伤”，认为

“吴宇森连太平轮的受难者家属

都没有见过，就拍了这个电影，

我觉得对不起那些遇难者和家属”，

之后称“有一个叫高仲泰的人，

写了一个有关台湾地下中共特工

的长篇小说，去年赶在电影上映

前出版，名字也叫《太平轮》。

出版方跟风借力，让我非常不高兴。”

去年 12月，吴宇森导演的电

影《太平轮》上映。同时在书店

里，人们也看到两部以此为名的

图书被摆在了显著位置，然而却

很少有读者分得清这两本书与一

部电影的关系，也正是这种混乱，

让关于《太平轮》故事创作的纷

争持续到今天。

记者了解到，关于太平轮事

件的文学作品目前数量十分稀少，

其中，小说《太平轮》是三年前

江苏无锡籍作家高仲泰以这一事

件为背景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而《太平轮 1949》是台湾作家张

典婉于 2009年在台湾出版的关于

太平轮事件的纪实文学。

高仲泰称，自己在写作过程

中并没有看过张典婉的《太平轮

1949》，写小说的过程中也不知道

吴宇森在拍摄电影《太平轮》。

“我创作的这部小说是三年前的事

，是从记叙台湾生活的一本书中读

到了太平轮事件的。虽然只是琐碎

的片段，我还是深为震撼。”高仲泰

说，后来他开始收集素材，采访了

几位死难者的后人，包括查阅了

1949年的《申报》和原始档案，

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部小说。

高仲泰称自己创作的小说

《太平轮》之所以让张典婉“不

高兴”，原因可能是“我的一部

分故事情节和太平轮的真实历史

是不一样的”。

“我和吴宇森导演的电影其

实都是以太平轮为背景创作的虚构

故事。”不过他认为，小说的魅力

就在于虚构，“这是文学和艺术上

允许的做法，因为创作形式的差异

感到不高兴是没有必要的”。

高仲泰承认，太平轮事件是

张典婉首先详细写作的纪实文学作

品，“对于她的努力，我是很钦佩

的”，但是“她认为别人再拿这个

创作是侵犯到了她的创作”很牵强。

“太平轮这个题材有一定的公共性，

不能因为你母亲是乘太平轮逃亡到

台湾的，太平轮就是你的了。只许

她写，不许别人写。”高仲泰说，

“就像泰坦尼克号，电影一再拍出，

小说一再出版，至今还有新作问

世，而太平轮题材的作品少之又

少。”而对于出版社将两本书在电

影上映时推出营销策划，“即使出

版社跟风借力，这也是市场的正常

现象，干吗要生气呢？”陈梦溪

長篇紀實文學作品
《愛國詩僧八指頭陀》出版

近日，由湖南船山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和读

山诗社联合出品，由圣辉、刘安定、何漂合著的

长篇纪实文学作品《爱国诗僧八指头陀》于湖南

地图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作品深刻记录了近代

爱国诗僧释敬安（八指头陀）的人生轨迹和心路

历程。

释敬安，俗名黄读山，字福馀，法名敬安，

字寄禅，湖南湘潭县杨嘉桥镇银湖村人。少以孤

贫出家，致力诗文，得王闿运指授，才思日进，

入“碧湖诗社”。曾于宁波阿育王寺剜臂肉燃灯

供佛，并烧二指，自号八指头陀，曾任浙江天童

寺等多个名寺的方丈。辛亥革命后，当选为中华

佛教总会会长，时湖南等地发生寺产纠纷，应众

邀入京请愿，到京未达目的，即圆寂于法源寺。

后杨度为之刊刻《八指头陀诗文集》。释敬安学

佛未忘世，当日本侵略中国时，其《寄日本罔千

仞》诗中有“中日本来唇齿国，掣鲸休使海波生”

句，望其能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光绪三十二年，

向前往天童寺附近采集标本的师生大声疾呼：外

国侵略者“将以奴隶待我中华”，要求师生以

“卧薪尝胆”、“铁杆成针”的精神唤醒“睡

狮”。其诗作把爱国忧民的思想与佛家悲悯众生

的教义交融为一，故人称他为近代爱国诗僧。释

敬安著有《嚼梅吟》1 卷、《嚼梅吟补遗》、

《诗集》及文集 2卷，《语录》4卷。杨度为刻

《八指头陀诗集》10卷及续集8卷，《八指头陀

文集》1卷。1984年，《八指头陀诗文集》由岳

麓书院出版。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

圣辉说：“中国的僧侣中不乏文化精英。历史上

，以诗闻名的僧人很多，如唐代的齐已、皎然，

宋代的惠洪、大慧杲等。然能够以方外之身，察

民生疾苦、歌爱国强音的，也就寥寥几人了。大

慧杲算一个，八指头陀亦然。《爱国诗僧八指头

陀》描写了八指头陀的传奇故事，是一本能让读

者深度了解近代中国佛教史和诗歌史的著作。”

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成员、中华诗词学会驻会名

誉会长郑伯农特此撰联：“空门几度挥椽笔；诗

国千秋仰圣僧。”

纪实文学作品《爱国诗僧八指头陀》是

研究晚清民国时期佛教历史和诗歌艺术的重

要著作，也是研究近代湖湘文化的力作，该

书的出版填补了湖南近代文化名人研究的又

一个空白。

附《爱国诗僧八指头陀》作者简介：

圣辉，男，汉族，湖南湘潭人。现任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反邪教

协会副理事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闽南佛学

院院长、湖南佛学院院长、长沙麓山寺方丈等。

刘安定，男，汉族，湖南湘潭人。

美國珍稀錯版郵票失而復得
市場估價20萬美元

一枚60多年前被盗的美国珍稀错版邮票“倒置

的珍妮”2日正式被转交给它的合法所有者宾夕法

尼亚州学术图书馆。馆长罗杰· 布罗迪说，这对集

邮爱好者来说真是“了不起的一天”，他原以为找

到邮票“希望渺茫”。这枚“倒置的珍妮”于4月1

日出现在斯宾克拍卖行，联邦调查局随后依法“接

管”。

拍卖委托者凯文· 奥尼尔是在爱尔兰老家从祖

父那里继承了这枚邮票，“被交公”后，他获得

5 万美元奖励。1955 年，纽约艺术品收藏家埃塞

尔· 麦科伊在弗吉尼亚州一场展会上展出 4枚“倒

置的珍妮”，均被盗走。麦科伊决定死后把邮票

所有权遗赠给宾州学术图书馆，2 日由联邦执法

部门转交的这枚“倒置的珍妮”正是其中之一。

其余 3枚中有两枚分别在上世纪 70年代和 80年代

被找回。

“倒置的珍妮”是美国1918年发行的航空邮票

，面值 24美分。由于邮票上绰号“珍妮”的 JN—4

型双翼飞机图案被印倒了，当时只印制了 100枚，

因此十分珍贵。

路透社报道，两天前，一枚“倒置的珍妮”以

118万美元高价成功拍卖。宾州学术图书馆说，2日

收回的那枚“倒置的珍妮”是整版邮票的第76枚，

市场估价为20万美元。他们将继续寻找第四枚被窃

邮票的下落。

阿聯酋壹航企現全球最貴機票
倫敦墨爾本往返52萬

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日前推出了全球最

贵机票。该航空公司的伦敦-墨尔本航线的贵宾

舱往返机票价格竟然高达 5.5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52.2万元)，令无数网友直呼坐不起。

该奢华客舱位于空客 A380 的头等舱，为

超豪华的三室套房，客厅、卧室以及独立浴室

一应俱全，还配有独立的管家和厨师。客厅里

配备了 32 英寸的 LCD 平板液晶电视、真皮双

人沙发和两张折叠餐桌;卧室里有舒适的双人

床，床单为意大利设计师亲自设计，这在商业

航空中尚属首例。

昂贵的票价当然享有非凡的服务。该机票还

提供各种私人服务，如往返机场的豪车接送、私

人休息室，甚至有私人旅行礼宾负责搞定旅客的

各种需求，从预定餐厅到买音乐会或比赛门票，

一切事物均可代办。

该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非常注重

自身产品和服务创新，并为航班上的舒适、娱乐

、交流和服务树立行业标杆，让每位客人享受最

顶尖的航空飞行体验。

美前總統肯尼迪情書將被拍賣
內容“肉麻”

美国中文网日前援引纽约今日新闻消息称，美

国前总统约翰· 肯尼迪亲笔情书将被公开拍卖。在

这封四页纸的信中，肯尼迪大展情话功力，在信中

写道，“你为什么不从郊区过来看我，哪怕只来一

次？你为什么不答应我。”

这封亲笔信写于1963年10月，写完后却从来没

有被寄出去。人们推断这封信是写给情人玛丽· 平

肖· 迈耶的。

玛丽· 平肖· 迈耶是一位中情局特工的老婆，她

于1964年10月被人刺杀，恰恰是这封情书写完的一

年后。玛丽· 平肖· 迈耶的谋杀案至今悬而未决。

而这封信也是肯尼迪留下的最后几封绝笔信，

就在这封信写完一个月之后，他就遭到了刺杀。

1963年11月22日12:30，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

菲茨杰拉德· 肯尼迪在夫人杰奎琳· 肯尼迪和德克萨

斯州州长约翰· 康纳利陪同下，乘坐敞蓬轿车驶过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迪利广场(Dealey Plaza)时，遭

到枪击身亡。

这封信的大致内容如下：

“你为什么不从郊区来看我，哪怕过来一次。

要么来这里找我，要么下周去卡纳维拉尔角或

者19日在波士顿。

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你也许不喜欢，甚至不过来。

但是我想要你来。

你说过，希望

我能得到我想要的

感情。

但是这么多年过

去了，你应该让我知

道你爱我。

你为什么不快

点告诉我？”

这封信是用白

宫的信笺纸写的。虽然纸张的抬头被撕下去了，但

是在灯光下还是可以看到已经褪了色的总统密封水

印。

这封信将于 6月 16日放在网上拍卖，预计拍卖

金额可达3万美金。

人们不太清楚这封信为何没有寄出去，肯尼迪

的私人秘书伊芙琳· 林肯把它作为总统的遗物给保

存了下来。

名人签名拍卖行(RR Auction)将在 6月 16日至 6

月23日对该信件进行网上拍卖。

通过核实笔迹，该拍卖行确认这份情书是真的，

而历史档案也显示，肯尼迪 10月 19日的确在波士

顿，出席一场民主党的筹款活动。该情书估计售价

将高达 3万美元。与其一同拍卖的还有肯尼迪的其

他一些物品，包括他用过的一把木质摇椅。

外國網紅靠裸體瑜伽出名
黑白線條展現人體之美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以表演裸体瑜伽

闻名的外国网红Nude Yoga Girl(裸体瑜伽女孩)

最近上传了2段黑白视频，向37万名 Instagram追

随者展现惊人的身体柔韧性和灵活性。

这两段视频都是通过《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杂志的账号上传的。在视频中，这位 26

岁的女子带着浓重的口音解释称：“我不会告诉

你们我的名字，但你们可以通过 Instagram了解我

，我是Nude Yoga Girl。”她称

将一直保持账号匿名，因为她

认为这是表达自己最好的方式

。

Nude Yoga Girl 解释自己

账号受欢迎的原因时称， Ins-

tagram 账号将她对瑜伽和摄影

的激情结合起来，同时也可

以帮助其他人喜欢自己的身

体。她说：“我认为自己从

瑜伽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自信，要从内心深处爱

上自己的身体。”

“ 裸体瑜伽女孩”最初

因发表美丽照片而出名，她

通过调整照明光线来掩饰自

己的隐私部位，以防触犯 Instagram 的内容管

理政策。截至目前，这个账号只有 3 张照片

被 Instagram 删除，因为 Instagram 禁止女性直

接展示裸露的乳房和臀部。账号的所有者说

：“我认为 Instagram 的政策非常合适。尽管

我现在不得不使用 Photoshop 软件修改照片，

使得有些照片不够真实，但我认为严格的监

管政策非常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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