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na Wang 女士
德州共贏房地產
AW Real Estate Group LLC
商業﹕酒店﹐辦公樓﹐購物中心﹐倉庫﹐公寓/土地﹐農場﹐飯店等
買賣﹐倉庫﹐租賃﹒
住宅﹕新舊房屋買賣﹐投資﹐出租管理
直線﹕713.979.8242
微信號﹕w923374519w
anna.wang@awreg.com
www.awreg.com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Tel:713-952-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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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1. 糖城(Avalon)最好學區湖景房，院子大帶遊泳池。4房3. 5浴，精裝修，木地板。
Clements 高中。售價$629,900.

2. 米城(Heritage Colony) 兩層樓房，2850尺，4房加書房，3.5浴，步行到學校及
超市。僅售$325,000.

3. 糖城91年建二層樓，3房2.5浴，新空調系統，花崗巖臺面，定制櫥櫃，超大後
院。2490尺。售$216,000。

4. 福遍區3房2.5浴，主臥樓下。高屋頂，正式客廳和餐廳，保養如新，走路到小學
和高爾夫球場。售$288,000

5. 近醫學中心公寓房，2房2浴2層，步行到輕軌 - 附加車庫 - 更新所有電器，小
區2遊泳池 - 俱樂部會所 - 涼亭 - 網球 - 公園。僅售$153,500。

6. 福遍區有鐵門社區，驚人的兩層大宅，湖景，現代廚房裝修，木地板，高屋頂，獨
特陽臺。5-6房3.5浴，3880尺。僅售$ 279,900.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832-858-4838
faywang2008@gmail.com

明星地產經紀

微信號：faywang2020

Fay Wang 王飛雪

15年地產經紀經驗，
為您爭取最高利益

Annie Miu（地產助理）
廣東話832-716-4656

保證短期買掉!

買賣房屋請找飛雪團隊
全美銷量第一名牌經紀公司 RE/MAX Southwest

買賣房屋﹐免費提供3天搬家車使用﹐免費送部分室內裝修﹐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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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Alief區國際大遊
行 (Alief International Parade) 由 Alief 社 區 協 會
(Alief CommunityAssociation, Inc.)舉辦，今年遊行
隊伍眾多，高達85組不同組織參與，5日數百名遊
行隊伍在美南新聞前廣場集合出發，大家發揮創意
，精心布置遊行花車，展現多元族群融合概念，現
場熱鬧有活力。

位於休斯頓西南部的Alief區是一個具多元文化
的社區，中國城及越南社區就座落於此。為促進且
維持各族裔移民與社區、學校等組織良好聯繫，
Alief社區協會每年都舉辦國際遊行活動，希望藉由
「Alief 驕傲」 (Alief Proud)展現自身的文化特色，
增加彼此間的交流互動。

Alief社區協會表示，今年擴大遊行規模，眾多
組織積極參加，遊行主題是為了展現Alief社區的多
元文化特色。

因為參加人數眾多，出動警力封街維持秩序，
遊行隊伍在美南新聞前廣場整隊出發，由聯邦眾議
員Al Green與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打頭陣，趁著
大選最後一個周末，代表德州第9選區，Al Green
也積極呼籲社區踴躍投票，維護自身權益，並向選
民致意。

遊行隊伍豐富多彩，以年輕學生和各校的儲備軍官
學生(ROTC)為主，Alief學區的各級學校啦啦隊及軍樂隊
展現自己的才華，呈現精采表演，現場充滿軍樂聲和歡

呼聲，在在表Alief區一份子的自豪感。其他參加隊伍也
有HEB、Chickfila、麥當勞和各越南社區的宣傳花車，
大家步行約一個多小時結束，充分展現社區向心力和多
元性。

Alief國際大遊行 多元族裔凝聚社區向心力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前五)與越南社區代表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年輕學生遊行隊伍在美南前廣場整隊出發。(記者黃相慈／攝影)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左三)與聯邦眾議員 Al Green(左五)
與各社區代表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充滿活力的啦啦隊表演。(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圖與文）為促進中美
教育學術交流，中隆興雅國際體育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代表莊健(左三) 4日造訪美南
國際貿易中心(ITC)，與德州理工大學
(Texas Tech University)校方代表、國際
專員Victoria Oin(右二)等人洽談教育項目
合作，莊健說，目前北京國內的大學有教
育項目可與德州理工大學做對接，這次來
這裡實地走訪，雙方討論中美教育環境和
未來學術走向，希望未來可有交換生項目
或學術研討交流，加強兩地教育發展。美
南新聞董事長與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
蔚華(左四)熱情接待，並帶領一行人參觀
美南新聞、電視台和印刷廠，了解美南新
聞電視爆頁傳媒集團運作方向。圖為一行
人參觀完導覽後合影。

中美教育項目對接合作 促進學術交流發展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國

大選倒數計時，提早投票已在4日截止
，隨著兩黨總統大選候選人炒熱話題，
今年選民投票率較以往高出許多，哈瑞
斯縣現場投票人數與郵遞選票在內，創
新高約達100萬；趁著大選最後一個周
末，候選人把握時間造勢拉票，選舉氣
氛濃厚。

自提早投票10月24日開始，哈瑞
斯縣選民投票踴躍，此後投票站一直大
排長隊，投票率已打破所有的記錄。在
以休斯頓市為主的哈瑞斯縣，當地投票
站涵蓋多元族裔人口，在提早投票最後
一天，哈瑞斯縣書記官辦公室就宣布，

提早投票哈瑞斯縣選民現場投票高達
70萬0982人次，破歷史新紀錄。周五
也大約有將近17萬至19萬人次，總計
包含郵遞選票，投票人數高達近100萬
。

哈瑞斯縣書記官辦公室說，這次投
票人數相當踴躍，超過四分之一的合格
選民進行投票，打破以往紀錄，對於選
民重視公共事務的態度非常正面積極。

目前，還有部分的選民想等到選舉
日當天再投下神聖一票，哈瑞斯縣選民
服務處呼籲還沒完成投票的選民，一定
要在11月8日完成投票，維護自身權
益。

哈瑞斯縣提早投票踴躍
近100萬人次破歷史新高

王維國音樂室第十一
屆學生音樂會於 10 月 29
日 在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的柏林音樂廳成
功舉辦。典雅精美的音樂
廳裡，男士著正式的專業
表演服，紳士風度十足，
女生衣各款漂亮裙裝，淑
女氣質神現。學生們邁著
優雅的台步，款款來到舞
台中間，合著鋼琴伴奏，
一個接一個地放聲歌唱，
表達，演繹，傳遞著深深
的情感。

36位學生演唱了風格
各異的幾十首中外歌曲，穿越時間，從遠古到如 今，從春夏到
秋冬，從陽光明媚到月光下，飛越空間。從祖國大江南北、長城
內外，到歐美古老小鎮;從阿里山到青藏高原，從大海邊到水鄉
江南，一首接一首的美妙歌聲，歌頌著愛情，熱愛著祖國，想念
著家鄉，訴說著思戀。兩小時間，大家乘著歌聲的翅膀，翱翔於
美麗 迷人的四季風景，體會著悲歡離合各種心境。天地之大美
，人類之大愛，都濃縮於音樂會的首首歌，聲聲情。

優美的歌聲，讓我們彷彿回到了故鄉，回到了童年。 《在
那桃花盛開的地方》，遊子們日夜思念的故鄉，彎彎的小路，還
有那條清水河， 記載了多少童年的夢想!《鄉音鄉情》，觸動了
心底深處淡淡的《鄉愁》 ，那也是故鄉親人們的呼喚:“歸來吧
，浪跡天涯的遊子”;我們跟隨《七月的草原》上的歌聲，來到
眼前的是那美不勝收的畫面: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紅太陽》，蝴
蝶翩翩起舞，蜜蜂嗡嗡聲響，少女縱情歌唱;《天路》帶我們走

進人間天堂，仰望巍巍《青藏高
原》 聳立雲間，留給觀眾無盡的
思念。無論我走到哪裡，無論我
身在何方， 歌聲把《我和我的祖
國》緊緊相連。

學生們演唱的“星夜搖籃”
、“古老的歌”、“相見歡”、
“紅樓一夢”;英文歌曲“Speak
Softly, Love” 、 “Beautiful
Dreamer”、 “Bring Him Home”、“You Raise Me Up”、
莫扎特的歌劇詠嘆調“如果她會跳舞”、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陽
”等不同曲目的藝術歌曲，拓展了音樂室的藝術風格，引領了不
同的藝術風範。胡海麗抱著女兒豆子演唱的“星夜搖籃”，創意
無限! 女兒一歲生日，海麗帶她一起登台。舞台上，海麗萬般柔

情，飽含慈愛地深情傾訴對女兒的祝愿。小豆子沐浴著母愛，安
靜，幸福地依偎著媽媽，好奇地環視台上台下，小手合著媽媽的
節奏輕輕揮舞，歌聲溫馨感人，陶醉、滋潤、融化著每一個現場
觀眾的心。一歲嬰兒和媽媽同台演唱的畫面，成為這次演唱會最
大的亮點，最美麗的風景。這樣的演唱形式和風格，必將成為經
典!

王維國音樂室第十一屆學生音樂會成功舉辦
鄉音鄉情--呂少明
鄉愁--王川峰
思戀--王忱
阿里山的姑娘--Renee孫
故鄉的小路--張維衡*
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陳景科*
小草--江寧*
媽媽的吻--Sarah於*
望月--張志青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Nicole何*
Bring Him Home Michel Schönberg--鄭媛娥
我的伯爵 Mozart--於韶
古老的歌--梁書敏
大海啊故鄉--Isabelle錢
月之故鄉--吳柏慧*
星夜搖籃--胡海麗
青藏高原--劉有芳*
Speak Softly, Love Andy Williams--吳亞飛
故鄉有條清水河--李瑞芳

鄉音鄉情--王若莉
相見歡--鍾玉梅
七月的草原--李若若
月之故鄉--常莉*
我和我的祖國--車申
美麗家園--遲晶達
天路--何林鴻*
鄉愁--魚勇
Beautiful Dreamer Stephen Foster--蔡淑娟*
生死相依我苦戀著你--孫虹偉*
故鄉的雲--張娟
紅梅贊--張維佳
我的太陽 Eduardo di Capua--劉鈞
桃花紅、杏花白--李琳
You Raise Me Up Lovland Rolf--梅紅
紅樓一夢--崔婕
北京頌歌--侯勤農
一朵鮮花鮮又鮮--李琳 顧之浩
鄉愁--遲晶達王維國

節目單

10月29日下午，第七屆休斯頓恆豐杯中國
象棋大獎賽在恆豐銀行大樓12層的大廳落下幃
幕。經過6輪激烈的積分循環賽，曾獲北美地
區冠軍的胡玉山不負眾望，以五勝一和的優異
成績榮獲了本屆大賽A組冠軍，並摘取了$500
美元獎金。這是他第七次蟬聯休斯頓中國象棋
大賽的冠軍。 B組的冠軍和$150美元獎金由
Luan Pham (越南) 獲得。 A組第二至第四名分
別是： Benjamin Ta (越南)，Chinh Le (越南)，

Yogi Do (越南)。 B組第二至第四名分別是：
Minh Nguyen (越南)，田釗，Trung Nguyen (越
南)。

大賽設定A組和B組，參賽棋手自由選擇
組別。相對而言，A組選手具有較強的實力。本
屆比賽推陳出新，首次實行混合編排，分算成
績，這樣A、B組的棋手就有機會彼此交鋒，
使比賽異常激烈。 B組的冠亞軍分別戰勝了多
名A組的選手，令人刮目相看。越南驍將Minh

Nguyen 第一次參賽，便一鳴驚人，取得了B組
亞軍的好成績。來自天津的小將田釗，雖然在
前三輪的賽事發揮欠佳，但後三輪三連勝，最
後奪得B組季軍。值得一提的是越南棋手Yogi
Do剛剛在九月份卡爾加里舉行的北美杯象棋一
舉獲得個人冠軍，卻爆冷僅取得A組第四名的
成績。這也正反映了休斯敦象棋臥虎藏龍、人
才濟濟的可喜局面。

本屆恆豐杯象棋大賽得到恆豐銀行的全力

支持和徐建勳國際律師事務所和休斯頓象棋協
會主席鄭守賢的協同贊助。中國駐休斯頓總領
館易川領事，恆豐銀行公關部經理周明潔分別
預祝比賽圓滿成功。鄭守賢先生，徐建勳律師
， 知青聯誼會副會長馮雪親自出席了閉幕式，
並為獲獎棋手頒獎。本次比賽由休斯頓象棋協
會主辦。

2016第七屆恆豐杯中國象棋大獎賽鳴金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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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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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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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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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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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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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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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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前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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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天地

上海警方兵分六路查看監控上百小時後找回走失男孩

28日清晨，上海警方在杭州

西湖边找到失联多日的男孩，并

将其送回家。10月25日，上海13

岁学生李子壬的离家出走牵动了

多方关注。澎湃新闻(www.thepa-

per.cn)获悉，3天来，上海警方发

动了地毯式搜索，兵分六路前往

苏州、南京、嘉兴、杭州等地侦

查，查看监控视频累计上百小

时，最终于28日清晨，在杭州西

湖边找到失联多日的男孩，并将

其送回家。

10 月 28 日 13 时 30 分，失联

了 3 天的李子壬被民警接回上

海，下车时李子壬被母亲急切地

抱进怀里，母子相拥而泣。

李子壬被母亲急切地抱进怀

里，母子相拥而泣。事情回到 25

日 18 时 42 分许，上海市公安局

静安分局天目西路派出所接报警

情称，一名 13 岁的初中生在恒

通路附近走失。为了详细了解情

况，派出所派出巡逻车将家长接

到了派出所，询问其走失原因，

了解孩子的体貌特征等情况。1

个小时后，警方迅速启动了视频

搜索，并通知巡逻民警工作中注

意发现，值班组民警则前往附近

网吧、游戏机房找寻。然而，整

晚的查看，民警获取的有效线索

并不多。 “这一晚共有6人

轮班，把整个辖区的探头翻了个

遍，不间断查看。”天目西路派

出所副所长孙耀俊说，由于孩子

没有带手机，其次因为年纪尚小

，也没有身份证，警方寻人的难

度不小。

26日中午，警方决定扩大搜

索范围，前方侦查员很快获得一

条重要线索：孩子曾出现在上

海 火车站售票大厅。循线追

踪，当日 20时许，民警发现孩子

于 25日 18时许出现在地铁 1号线

富锦路站。“当时仅有这么一段

轨道交通监控视频，由于地铁站

内客流量大，而孩子的目的性不

明确，我们查看时精确到秒，一

旦时间有误差，方向就会偏差。”

静安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

王轶介绍，在分析地铁站视频

时，孩子穿的蓝色外套并没有出

现，这再次加大了搜寻难度。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进入地铁

站以后，孩子便把外套脱掉了，

早已经身穿白色短袖校服。”

起初考虑到孩子可能去了同

学、朋友家，在玩了一天之后可能

折返回家，警方开始在地铁沿线视

频搜索，并实地走访。与此同时，

还有警力查看地铁监控视频，排除

了他人跟随孩子等可能性。

27日凌晨 1时，民警与家长

共同在富锦路地铁站附近搜寻。

清晨，前方侦查员通过技术手段

得到重要突破，发现孩子 26日早

上曾出现在江苏太仓一辆公交车

上。

办案民警迅速赶到太仓，经

过当地警方协助，回放了近 3小

时的监控视频，锁定孩子乘坐大

巴去了南京。

随着地点的变换，静安公安

分局逐步投入六路警力，分头行

动。“不仅南京，沿线其他站点

如苏州、嘉兴我们也都部署了警

力，因为不确定他在哪一站下

车。”王轶说。

27日中午，就在民警赶到南

京的时候，孩子已经坐上大巴前

往杭州。“后来在交谈过程中，

他告诉我们，（去杭州是）因为

杭州曾经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过，

相对熟悉。”

民警再次驱车前往杭州，当

晚到达后，在杭州警方的协助下

翻阅视频监控直到 28 日凌晨 3

时，总算将走失的孩子锁定在湖

滨区。

28日 8时，在车棚过了一晚

的李子壬终于被找到。

李子壬在浙江杭州西湖附近

被找到。“当时他的状态比较

累，因为没睡好觉，但自理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方位感也比较

好，没有冻着饿着。他和我们

说，自己也很后悔。”

离家 3天，13岁男生经历了

什么？据他自述，10月25日从家

出走后，他乘坐地铁 1号线到富

锦路，再走到美兰湖地铁站，此

后便沿着沪太公路一直走了七八

个小时，在 26日凌晨 2时到达太

仓浏河一公交站。26日中午他乘

坐大巴到达南京小洪山客运站，

在南京市区逗留了一下午，当日

20时许返回小洪山客运站。27日

一早，他再次坐上大巴，从南京

前往杭州，傍晚抵达西湖。3天

里，他睡过宾馆沙发，也在车棚

下休息过，随身带着小饼干充饥。

澎湃新闻记者从静安警方得

知，此次连续多日搜寻，共投入

警力 40多人，查看监控视频时间

累计上百小时。而从接报当天开

始，直到孩子被找到，天目西路

派出所的民警们几乎没有休息

过，累了就闭会儿眼。

“能及时找到孩子，得益

于各地热心市民的支持，也得

益于我们上海公安的大数据平

台。比方说在搜寻过程中我们

调阅的 300多个视频探头，派出

所接报后与分局、市局乃至外

省市公安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联

动，包括热心网友向我们公安

微信、微博提供的信息线索等

等，都是大数据应用中的一部

分。”王轶称，整个寻找的过

程中，还有许多热心市民给警

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尤其是

上海的许女士最早向警方提供

了孩子在杭州出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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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

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今

年初，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反腐败国际追

逃追赃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从

2014 年全面启动，到 2015 年提

速换挡，再到 2016年攻坚克难，

一组组数据清晰见证着反腐败

国际追逃追赃稳步向前推进的

坚实足迹。

10月3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

网站刊发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相

关数据。2014年我国成立中央反

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

办公室以来，先后开展“天网

2015”“天网 2016”专项行动。

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 9月，已

从 70余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

员 2210 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

363人，追赃 79.94亿元；集中曝

光国际刑警组织已发布红色通缉

令的 100名涉嫌犯罪外逃国家工

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

人员，截至目前“百名红通”人

员已有35人落网。

归案“红通”人员逃亡时间

最长达18年

2015年 4月 25日，“百名红

通”人员名单公布的第三天，反

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第一线就传

来捷报，潜逃海外 14年之久的戴

学民被缉捕归案，成为首个落网

人员。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

我国先后从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新西兰、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 35

名“百名红通”人员。

35名到案“百名红通”人员

涉嫌的犯罪类型包括贪污、受

贿、行贿、诈骗和滥用职权等，

其中近半数涉嫌贪污。例如，辽

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

支队案件审理科原科长付耀波，

伙同支队原出纳员张清曌利用职

务便利侵吞巨额农民工工资保证

金等公款，并于 2014年 9月携款

出逃。两人最终在加勒比海岛国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被缉捕归

案。

2016年 7月 13日，外逃美国

长达 18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

员朱海平回国投案自首，这也是

已归案“百名红通”人员中外逃

时间最长的。35名到案“百名红

通”人员里，潜逃时间在 5年以

内的占到一半以上。其实，潜逃

时间与追逃难度直接相关，一般

而言，潜逃时间越久，追逃的难

度越大。戴学民、黄玉荣、张丽

萍和朱海平等人尽管潜逃海外十

余年，但通过务实的国际合作，

最终仍被缉捕归案或主动投案自

首。

20个省区市有“红通”人员

到案

《“百名红通”人员张大伟

从美国回国投案自首》《朱海

平、郭廖武投案自首 “百名红

通”人员三分之一归案》《“百

名红通”人员王雁威被缉捕归

案》……点开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专栏，

“百名红通”人员归案的时间进

程一目了然，从 2015 年 4 月到

2016 年 10 月，几乎每个月都有

“百名红通”人员归案。

100 名“百名红通”人员案

发地点分布于 23个省区市，其中

广东、浙江、江苏等东南沿海省

份相对较多。“百名红通”人员

名单集中公布以来，20个省区市

在追回“百名红通”人员的战役

中有所收获。

北京、辽宁、福建、山东、

湖北和广东等6个省区市各追回3

名“百名红通”人员，上海、江

苏和河南等 3个省区市各追回两

名“百名红通”人员，河北、山

西、吉林等 11个省区市各追回 1

人。

超半数归案“红通”人员从

西方发达国家追回

“如果能跑到一个跟中国没

有引渡条例(约)的国家，可能会

相对比较安全一点。”“百名红

通”2号嫌犯、人称“亿元股长”

的李华波面对镜头追忆外逃之路

时作出这样的陈述。事实上，大

多数“红通”嫌犯在选择外逃目

的地时，往往将目光聚焦于尚未

与中国缔结引渡条约的美国、加

拿大等国。但通过积极推动追逃

追赃国际合作，诉诸劝返、遣

返、异地追诉等手段，我国从英

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追回“百

名红通”人员共计 19人，占归案

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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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能是世界上最複雜的選舉
距离 11月 8日大选投票日不

到一周，美国总统大选吸引了全

世界的目光。被舆论戏称为“骗

子与疯子”的两位候选人在大选

中上演了“邮件门”“录音门”

等跌宕起伏的剧情。那么，这部

狗血“宫斗戏”还有哪些大幕还

未拉开? 又该如何收尾?

“选举人团制度”有可能背

离民意倾向

在人们眼中，美国是一个民

主制国家，美国总统是由全民直

接选举产生的。实际上，这一常

识性的表述并不准确。美国的政

体是共和制，美国总统不是由全

民一人一票直选产生的。根据美

国宪法，各州选民在总统大选中

选出的只是选举人。大选后，各

州的选举人组成全国的选举人

团，最后由选举人团的投票来决

定总统选举的结果。

事实上，这种办法是由美国

的历史和国情所决定的。美国各

州的情况差别非常悬殊，人口分

布极不平衡，其中九个州就居住

着全国一半的人口，比如人口最

多的加利福尼亚州有近 4000 万

人，而面积最大的阿拉斯加州只

有几十万人。选举人团由全美

538 名选举人组成。美国各州拥

有的选举人票数目同该州在国会

的参、众议员人数相等。如加州

选举人票达55张，而阿拉斯加州

则只有3张票。

美国选举人团制度是在 1787

年的联邦制宪会议上确定的。根

据最初的规定，大多数州的选举

人由各州议会选派，选举人将在

全国统一的投票日内分别在各州

投票选举总统，赢得选举人团票

多数的候选人成为总统，第二名

为副总统。而随着政党的出现和

发展，选举人团逐渐被两大政党

所控制，选举人开始按照党派立

场投票。至 1824年，各州基本都

采取了由选民直接选取选举人的

方式，除了缅因和内布拉斯加两

个州外，均实行总统候选人“胜

者全得”制度，即在一州获得选

民票最多者获得该州所有选举人

票，并非按普选票得票比例分配

选举人票。

通常选举人团的选举与选民

的意愿是一致的。因为它实际上

只是按照选民的意愿履行确认程

序。但是由于“胜者全得”的选

举人团分配规则，美国历史上曾

出现过几次普选结果与选举人团

的选举结果相背离的情况。如

2000年民主党人戈尔与共和党人

小布什的竞选。当时，戈尔在大

选日获得的普选票比布什多 33.7

万张，而在选举人团的选举中却

比布什少 5张。这就让人感觉不

公平。

尤其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戈

尔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仅比布什

少得几百张，可是该州的25张选

举人票全都归了布什。这显然是

忽略民意。从民主的角度来说，

不遵循选民意愿，而服从了选举

人团的选择，不能不说是对民主

的伤害，或者说是一种制度缺

陷，也因此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

久的“世纪选举诉讼”，最后在

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下才解决了

这个问题。当美国人为民主与法

制的平衡而大伤脑筋时，未曾想

最后一锤定音的居然是非民选的

最高法院。

如果所有候选人都未能获得

半数以上的选举人票，则由国会

众议院从得票最多的前三名候选

人中选出总统。如 1824年杰克逊

与亚当斯的竞选结果就反映了这

种制度设计的缺陷。当时共有四

个候选人竞选总统，选举结果是

杰克逊得票最多，但他的普选票

与选举人票都只获得相对多数，

并未过半。按照美国宪法的规

定，当无人获得过半数的选举人

票时，就得由众议院决定谁做总

统。选择总统的权利于是就落在

了众议员手上。在这一次角逐

中，豪门出身的亚当斯在首轮投

票中就获得了 13个州的支持 (当

时共有 24 个州)，达到了获胜所

需的多数。杰克逊败选后非常愤

怒，到处声称亚当斯偷走了本来

属于他的总统职位。

对于当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的大选，希拉里稳获的选举人票

数达到 115票，而特朗普只有 49

票。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特朗普

民调支持率低于希拉里，然而，

比起支持率落后，特朗普面临的

更大难题是如何凑齐获得胜利所

需的至少 270张选举人票。由于

特朗普之前声称质疑选举投票被

操纵，并表示不接受败选结果，

表达出了对选举制度的极端不信

任。因此，此次大选日投票结果

公布后是否会出现选举诉讼还有

待观察。

选举人团制度是美国共和

制、联邦制和分权与制衡原则结

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多种利益间

妥协与协调的结果，因此必然存

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与弊

端。美国要求改革选举人团制度

的呼声不断，在过去两百多年

里，美国国会曾有 700多项法案

要取消选举人制度，但由于多种

因素阻碍，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一场总统大选实际上相当于

参加51场小选举

美国总统选举的复杂性使其

堪称全世界耗时最长、难度最

大、花钱最多的选举。竞选班子

在制订策略时，不仅要考虑全国

范围内不同阶层、年龄、收入、

职业、族群等选民的一般诉求，

还要特别关注各个州和各个地域

的具体要求和利益，实际上相当

于参加51场小选举。

美国总统选举程序复杂，过

程漫长。选举的主要程序包括预

选、各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确定

总统候选人、总统候选人竞选、

全国选民投票、选举人团投票表

决和当选总统就职。预选是美国

总统选举的第一阶段，通常从选

举年的年初开始，到年中结束。

其间，各党派竞选人将争夺本党

总统候选人提名。

预选有两种形式，分别是政

党基层会议和直接预选。前者是

指两党在各州自下而上，从选举

点、县、选区到州逐级召开代表

会议，最终选出本党参加全国代

表大会的代表。后者在形式上如

同普选，一个州的两党选民同一

天到投票站投票，选出本党参加

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大多

数州目前采用的预选方式。

预选结束后，民主、共和两

大政党将分别在第三季度召开全

国代表大会，主要任务是最终确

定本党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7月 19日，共和党在全国代表大

会上正式宣布提名特朗普为总统

候选人。7月 26日，希拉里在民

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获得总

统候选人提名。

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总

统竞选便正式拉开帷幕。这一过

程一般要持续八至九周。在此期

间，总统候选人要耗费巨资，通

过广告大战、发表竞选演说、召

开记者招待会以及进行公开辩论

等多种形式，阐述其对国内外事

务的政策主张，以赢得选民对自

己的信任，争取选票。如希拉里

和特朗普的三场辩论分别在 9月

26日、10月9日和10月19日举行。

全国选民投票是在选举年 11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后的星期二

举行。全国选民投票日也叫总统

大选日。由于美国总统选举实行

选举人团制度，因此总统大选日

实际上是选举代表选民的选举

人。选民投票时，不仅要在总统

候选人当中选择，而且要选出代

表 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 538名

选举人，以组成选举人团。赢得

270 张或以上选举人票的总统候

选人即获得选举胜利。

今年大选日是11月8日。由于

美国横跨六个时区，因此，各州、

甚至同一州的东西部投票开始和结

束时间都有所差别。位于东北部的

新罕布什尔州两个小镇最早开始投

票，最晚投票的是阿拉斯加州和夏

威夷州。各地投票站一般开放12个

小时。各地计票结果在投票站关闭

后开始宣布。因此，根据各州选举

人票归属情况，通常大选日当晚就

能决出选举获胜者。真正的总统选

举则是在12月第二个星期三之后的

第一个星期一举行，今年即是12月

19日。届时，各州被推选出的选举

人将前往各州的首府进行投票，最

终选举出美国第58届总统。当选总

统将于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职。

在美國生活久的人，
为啥反而越來越傻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叹呢？先说

说几个经历小故事，

小故事：

一中国留学的小伙子在美国，和一

位美国女孩谈恋爱， 一次手牵手过公路

路口，红灯，看到来车还有一点点距

离，男生就拉着女朋友冲了过去，女朋

友很生气，这样的男人不能要，红灯都

敢闯，还有什么坏事不能做？分手！

这位男生回到中国发展，和中国

女孩子谈恋爱，过公路路口，红灯，来

车还有一点点距离，就拉着女朋友的

手，在那里等，等车过以后再过公路，

结果，中国女朋友很生气：连红灯都

不敢撞的男人会有什么出息，分手！

这只是一个笑话，但很好的说明

了在不同的地方，人们有不同的思维

方式。

作者在中国亲身经历：

在很多公共场所，都贴有“禁止

吸烟”的标志。可是我看到也有人就

站在禁烟标志下吸烟。我问朋友，不

要紧吗？朋友说，他禁他的，别人想抽

还是抽。

在美国，规矩一定出来，肯定是

要遵守的，要是你不遵守，你自己也

没有好果子吃。所以，人们已经习惯

按照规矩办事，一板一眼。

关于开处方药的小故事

有一回，中国的一个朋友托我从

美国给他得癌症的母亲带一点药回

去，还告诉我药的名字，我满口答应。

不就是一点药嘛！

去药店买，药店说这种药要医生

的处方，要处方就去找医生开呗。

我有很熟悉的医生朋友，肯定没问

题。结果到那个医生把事情一说，人

家一口回绝：不行！没有见到病人，

坚决不能开。

我知道有这么回事，美国法律的确

是这么规定的。但是我没想到这么严

重，这么好的关系，都不能网开一面。

后来朋友告诉我，那个医生也是逼不得

已。人家当个医生那么难（4年大学+4

年医学院+3年住院医生，都还只是普通

医生而已），给你开个药，违规操作一

次，被查出来，马上吊销行医资格，他

前半生的努力就付诸东流了。

这件事情看起来好简单，我却没

有办成，谁让我刚开始满口大话答应

了别人，这下只能红着脸跟朋友解释

了。有了这件事情的教训，就不敢轻

易答应帮这样的忙了。

再来说说罚单的事：

以前在中国，有的朋友在交警局

有关系，开了罚单可以找熟人说一下，

罚单马上取消。好像现在也不行了？

在美国，开了罚单，不会找熟人，

因为找了也没用。自己有错就认错，

缴罚款；没错就写信说明情况或者上

法庭跟那个开罚单的警察对峙。

你也可以不交钱不去说明，那就

等着扣分。

各种费用和罚款，你也可以不交，

没关系，没人会来催着你交。可到时候

麻烦的还是你自己。

布什总统的女儿不满 21岁喝酒被

开罚单，同时罚社区劳动24小时。

关于信用

前一段时间，美国有一款苹果手

机，只要 99美元就可以买到，不过你

必须和通讯公司签协议，保证以后2年

内都使用他们的电话网络，而且每个

月有固定的套餐花费。而这种手机在

市面上最少要600美元。有很多人可能

会说，可以先签协议，到时候不用他们

的网络，不交电话费了，换卡不就行了。

嘿嘿，可以，你可以不交，可以不用

这个卡。

但是，你总得用电话吧，当你去其

他公司开电话时，你会被告之：你因为

欠过其他公司的电话费，所以你的信用

不好，要开新户，可以，先交押金。

在美国，有专门的信用公司，有一套

完整的监督系统，给人们打分。你的

信用度要是不好，平常可能不觉得有

什么，可当你要申请贷款，办公司，

买房子等，就有可能贷不了款，或者，

贷了款，却比别人的利息高很多，你

要为自己的欠一点点小钱，这样的不

诚信付出很不划算的代价。

到时候你才会发现：天啦，我的

信用怎么那么差？什么时候欠款，什

么时候迟还款，在你的信用报告上一

清二楚，有些事情你自己都忘了，信

用公司可记载得清清楚楚哦。

金融危机奥巴马一家出游，被美

国民众不满抱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还有，就是惹了谁，不管他是什

么人，什么背景，法律面前人平等，

总统，总统女儿又如何？没什么了不

起，也没有必要找谁谁谁，也没有必

要说“我爸是李刚”，找一个好的律

师，比什么都重要。

当场死亡！4名中国游客赴美自驾

游遇车祸全部惨死 原因是左转弯未让

直行，就是典型的案例，因此，在美

国生活惯了的人，总是会渐渐习惯做

什么事都守规矩，在美国有完整的监

督体系，找关系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

也习惯了有什么事情，就自己解决，

不会去找关系，难得动那种脑筋，自

然而然就越来越傻气。

既然选择了美国生活，就的老老

实实的守规，就这样简单可爱地傻下

去吧。

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一個人在美國是什么感受？？？？？？？？？？？？？？？？？？？？？？？？？？？？？？？
一个人在美国是什么感受？

关于打黑工

不要以为国外比国内好，生病只

能自己一个忍，不敢也不能去医院。

每天就是早上 10 点多到晚上 10 点多

的生活，在餐馆面对堆积如山的盘子，

或者面对一排排待收的桌子，稍微一

点不麻溜就被老板骂，国外工作很讲

究效率与速度的。别人欺负你，你也

不知道怎么吭声。 假期因为没什么朋

友，也是一个人在家，英语也不是很

厉害，在外面跟别人说不上几句话，

要知道去美国这些大国打黑工最难受的

就是耐着寂寞了。

关于租房

后来在 rice家找好了室友。自己租

了两室一厅，3男 1女混住，大家非常

和谐。rice则是把他的桌子椅子之类的

家具全送给我。我花 50块钱买了他女

朋友的气垫床。这把椅子现在还在我屁

股下面。气垫床则是用了 4年以后终于

退役了。对于气垫床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关于办证

真正所谓的麻烦，无非就是国内那

些去教导处敲章，结果被管章的阿婆一

句话气的半死跑断腿系列而已；我可以

保证，这样的事情到了美国还会有。

DMV 的大爷心情不愉快就让你下次再

来，常有的事情。 ISSS 在你办 CPT

的时候管事的那位正好大姨妈，对你没

好脸色，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你要

知道对什么样的人做什么事，会有什么

后果。记住你的目的。

关于孤独

不用担心。孩子，根据我的经验，

你是不大可能体会得到“自己一个人”

的。最多就是飞机上一路。下了飞机到

了学校，会有同学、有Orientation、有

各种活动，要做各种事情、测试周边的

各种食物、Scavenger hunt 满山乱跑，

你根本没时间觉得孤独。你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如果你主动去接触周围的信

息，会发现你身边其实处处都是“帮

助”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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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營業六天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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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千世界

危機！澳近海珊瑚大規模白化死亡

最新调查显示，在经历了历史上最严

重的白化后，澳大利亚大堡礁的珊瑚正在

大量死亡，此外，它们还遭到疾病和自然

天敌的威胁。

当自然环境状况发生异常变化，如海

水温度升高时，珊瑚便会排斥微小的共生

藻，最终白化死亡。

在今年早期因海水温度上升而导致珊

瑚大规模白化现象出现后，昆士兰海岸线

以外长约 1429英里(约 2300千米)的生物多

样性地带上，北部三分之一地带的珊瑚都

已白化死亡。詹姆斯•库克大学澳大利亚

珊瑚礁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安德鲁•霍伊

(Andrew Hoey)说道：“今年 3月，我们观

察到有大量白化的珊瑚依旧存活着，但这

周我们再去的时候，已经不多了。然而这

些为数不多的幸存下来的珊瑚还面临着天

敌蜗牛的威胁。”格雷格托尔达(Greg Tor-

da)和他的团队刚刚从蜥蜴岛回来，他们说，

3 月份的时候，该岛还有 40%的珊瑚存

活，现在已经不到5%了。

研究人员称，虽然珊瑚的最终死亡

数量还在统计中，但很明显这次的白化

现象要比前两次严重得多，这是自 1998

年和 2002 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白化现

象。安德鲁贝尔德 (Anderew Baird)补充

道：“今年 3 月至 4 月期间，大堡礁北

部约 435 英里(约 700 千米)长的区域的珊

瑚发生了严重的白化现象，但是南部地

区的珊瑚相对来说要好得多。当我们再

次调研的时候，发现南部珊瑚的情况比

我们预想的要好。大堡礁中部还有近

40%的珊瑚，而且它们正在慢慢地恢复

颜色。”

农业发展、海洋生物以及气候变化等

因素都给大堡礁的生态环境带来很大影

响。澳大利亚政府近日前刚刚公布了一组

照片，描绘了当这一世界奇观变成一片荒

芜时的景象。

法國小鎮禁UFO降落
見到外星人立即逮捕

如果外星人要登陆地球，可能会

避开法国一个名叫“教皇新堡”的小

镇，因为小镇明文规定：禁止外星飞

碟在小镇“飞越、降落或起飞”。事实

上，这条法令生效于62年前。1954年，

有报道称目击外星飞船，小镇时任镇

长吕西安 · 扬就颁布了这条法令。法

令还规定，一旦见到外星生命立即逮

捕。直至今日，法令依然有效。

小镇现任镇长克洛德· 阿夫里尔告诉

蓝色法国电台：“我不打算碰这条禁令。

它增添了情趣，创造了没啥坏处的口碑，

没有人会觉得受骗。”在互联网时代到来

之前，这条法令就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

注，好多记者从远方赶来采访时任镇长

扬。扬的儿子埃利耶 · 热纳说，父亲

“想给教皇新堡做广告”，他成功了。教

皇新堡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之一。

好萊塢女星裸照遭泄案
黑客因竊取照片獲刑18個月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中文网 29 日报道，一名黑

客因为攻击了包括好莱坞

女星詹尼弗 · 劳伦斯在内

的多个明星网络账户，并

盗走了一些裸照和不雅视

频，而被宾夕法尼亚的法

庭判刑 18 个月。

36 岁的赖恩 · 科林斯在

今年 5 月承认有罪。他攻

击了超过 600 人的用户名和

密码。

科林斯通过寄送让人误

以为是来自谷歌或者苹果公

司的电子邮件让这些名人上

当。除了劳伦斯外、凯特· 厄

普顿、斯佳丽 · 约翰逊和科

斯滕 · 邓斯特的网络账户也

在受攻击之列。

科林斯被指控在 2012年

到 2014 年期间获取这些照

片，但是没有受到公布照片

的指控。

检控方的声明表示，

“调查人员没有找到任何证

据显示科林斯与泄露这些照

片有关联或者科林斯分享或

者上传自己获得的信息。”

科林斯攻击了至少 50个

iCloud账户和72个Gmail账户。

法庭上的档案显示他使用了

的一些邮件账户名让人看起

来像是来自服务器的。

科林斯在洛杉矶受到指

控，但是在宾夕法尼亚州被

判刑。

法拆除加萊“叢林”難民營
巴黎街頭露宿者激增

法国本周开始拆除北部港市

加莱的“丛林”难民营后，涌入

首都巴黎扎营露宿的移民激增至

少三分之一。

加莱是英吉利海峡隧道入

口，多年来是以英国为目的地的

移民的非法中转站。24日，法国

政府终于动手清除加莱难民营，

将那里的 6000多名移民转移到全

国各地的收容所。

负责安全事务的巴黎副市长

布罗塞尔 28日，目前露宿在巴黎

东北部街头的移民约有 2000 至

2500 人，而几天前的人数仅为

1500人。当中一些人来自加莱，

另一些来自其他地方。

报道称，这些移民多数滞留

在巴黎斯大林格勒与饶勒斯地铁

站之间，过去两天该处新增了四

五十个帐篷，现有 700至 750个帐

篷。

巴黎警方 28日上午到该市的

临时移民营巡逻时，原本在大路

的中央分隔带露宿的移民们纷纷

收起帐篷暂离。警方在检查他们

的身份与庇护申请文件后，又让

他们回到原处继续扎营。法国内

政部长卡泽纳夫当天说，当局将

在接下来几天内拆除这个临时移

民营。

巴黎市已计划开设两家移民

中心，但它们一共只能收容不到

1000 人。巴黎副市长布罗塞尔

说，移民们必须得到收容，但采

取行动的应是法国联邦政府，而

不是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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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區最大水電站“填心髒”
總填築量相當于6個“鳥巢”

11月1日下午，甘孜藏区雅

砻江干流和鲜水河汇合口下游 2

公里处，伴随着第一仓心墙防

渗料被填筑进大坝，两河口水

电站的大坝心墙填筑工程启

动。这座崛起于近 3000米高海

拔寒冷地区、迄今我国藏区工

程规模和投资最大的水电站建

设项目工程，进入主体建设新

阶段。

两河口大坝坝高 295米，是

目前中国已建或在建的第一高

土石坝，坝体总填筑量相当于 6

个“鸟巢”。水电站建成后，

将对下游电站产生巨大的补偿

调节效益，极大改善川渝电网

汛期电量富裕、枯水期电量不

足的不合理电源结构，同时进

一步改善长江上游的生态环

境，增强长江下游的防洪能力。

直击

大坝“填心脏”黏土层反

复碾实

两河口水电站位于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境内，

为雅砻江中游“龙头”梯级水

库电站。在雅砻江干流中游规

划建设的7座梯级电站中，两河

口水电站装机规模最大，设计

年发电量为110亿千瓦时。

开工两年，两河口水电站

终于迎来心墙填筑。在高绝陡

峭的群山险峰中，记者看见“v”

形大坝已初现雏形，数十辆重

车正有序地将黏土铺设其中间位

置，并反复碾实。“心墙就等于

是大坝的’心脏’。”雅砻江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陈云华介绍

道，在水电站的建设中，大坝的

心墙是关键中的关键，填筑质量

直接影响着整个坝体的抗渗防水

功效和安全性能。

从整体规模上看，两河口

水电站大坝 4300万立方米的总

填筑方量相当于6个“鸟巢”的

体积，是目前国内填筑量最大

的土石坝之一。

事实上，两河口大坝综合

规模和建设难度位居全世界土

石坝工程前列。陈云华说，水

坝建设将克服“高海拔、高边

坡、高土石坝、高泄洪流速”

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与挑

战，助推我国高土石坝建设跨

入国际先进行列。

未来

枯水期可增加二滩水电站

全年电量

高坝出平湖的景象将在什么

时候出现呢？记者了解到，整个

工程计划 2021年实现首台机组

发电，2023年全部工程竣工。

据介绍，两河口水库正常蓄

水位2865米，总库容107.67亿立

方米，调节库容65.6亿立方米，

具有多年调节能力。两河口水电

站建成后，与雅砻江下游锦屏一

级、二滩水电站两座大水库联合

运行，总调节库容达149亿立方

米。届时，通过中、下游水电站

水库的补偿调节，在电力最紧缺

的枯水期，可以增加二滩水电站

全年的电量。

针对这一点，陈云华列出

了一组数据，两河口水电站的

建成，将增加平枯期电量225亿

千瓦时。两河口的调节作用，

还给金沙江、长江上的乌东德

、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

三峡和葛洲坝水电站带来巨大

的补偿调节效益。经测算，增

加六大电站枯水年平枯期平均

出力229万千瓦，增加平枯期电

量117亿千瓦时。

值得注意的是，两河口水

电站建成发电后，每年相当于

减少燃煤消耗 1330万吨，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 2130万吨，减少

二氧化硫排放 20万吨。陈云华

说：“到时候，四川可以逐步

替换掉火电，全面实现清洁能

源。”

中國發布“中國機器人”
認證標志及首批認證證書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国家质检总局、中国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认监委2日向

全球发布“中国机器人”认证

标志，同时颁发首批中国机器

人产品认证证书，这标志着中

国正式建立实施机器人检测认

证制度。

这是记者当日从在上海举

行的 2016“国际机器人检测认

证高峰论坛”上获得的信息。

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张沁

荣在致辞中表示，建立机器人

标准、检测和认证体系，是实

施质量强国和制造强国战略，

推动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

国产品向中国品牌“三个转变”

的重要举措。国家质检总局、国

家认监委将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

共同推动中国机器人检测认证工

作迈入制度化、规范化，充分发

挥标准检测认证在机器人产业的

质量技术基础作用，提升中国在

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和国际话语权。

“中国机器人”认证将成

为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机器

人产品的质量标志，助力中国

机器人质量控制和自主创新能

力提升，助推机器人产业进步

升级，增强中国在全球机器人

产业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制定

方面的话语权和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中国机器人产业

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机器人市场。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为 32996

台 (包括外资品牌)，同比增长

21.7%；今年 1 至 9 月继续保持

高速增长，产量达到 5.09 万

台，同比增长30.8%，比去年全

年增长率高出约9个百分点，年

均增速将远高于全国工业和装

备制造业增速。但与世界先进

国家相比，中国机器人产业发

展处于起步阶段，标准和检测

认证体系尚不健全，缺乏必要

的技术门槛和市场引导手段，

产业综合竞争力偏低，整体质

量水平亟待提升。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标准

检测认证，助力产业发展”。

陸團觀光效益蒸發400億
台當局撥款3億被指杯水車薪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陆

客来台人数急冻，台“政院”将

推振兴岛内观光措施，拟提拨 3

亿元 (新台币，下同)补助旅行

社，每团最高补助 45000元，最

快本月中上路。但业者直言，今

年陆客减少近 80 万人次，等于

400 亿元观光效益“蒸发”，3

亿经费杯水车薪恐缓不济急。

此外，台当局预估也将针对

全台 48 万名军公教所持有的每

年 16000元旅游卡，限缩一半比

率，约 8000 元配合振兴岛内旅

游，并用于陆客冲击最大的“重

灾区”县市消费，包含新北市、

桃园市、嘉义县市、高雄市、花

莲县、台东县、南投县及屏东县。

根据台“交通部”提出的振

兴观光措施规划，补助陆客团转

型岛内旅游行程，包含三天两

夜、两天一夜及一日游行程，每

团补助上限最高 45000元，一日

游最高补助 15000元，包含每人

每日餐费 300 元、住宿费 600

元、交通费补助二分之一，每

团成行人数限 10 人以上，每名

旅客至少受惠上千元。

其次，若邻里小区、学校、

民间团体新增岛内旅游活动可申

请补助 5000 元，生态旅游补助

5000元；若雇用华语导游则有额

外补助。

不过，520后陆客来台“断

崖式”下坠，餐厅、购物店都传

出倒闭潮，尤其 10 月起衰退人

数逐渐明显，根据估计，今年来

台旅客将比去年减少 70到 80万

人次。

業者：內地發展機會大
港人願北上內地工作升10%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香

港劳工处与香港中国企业协会26

日起一连两天举办招聘博览会，

共有 45 间香港及内地银行、金

融、贸易等企业参加，提供逾 3,

000个职位空缺。

现场不少企业招聘港人到内

地工作，有企业认为，港人语文

能力较好、工作态度认真及敬

业，在内地发展有一定优势。亦

有企业指出，近 3年愿意到内地

工作的港人上升 10%，显示港人

明白内地发展机会大。

香港劳工处 26 日举行招聘

博览会，大部分为全职职位空缺，

包括业务总监、精算、法务专员

等，大部分职位空缺的学历要求

为中学以上或少于两年相关工作

经验，26日共有约700人入场。

现场提供不少内地职位空

缺，亦有香港本地企业期望招聘

港人到内地分公司工作。汇泉国

际有限公司共有 5个于内地办事

处工作的空缺。该公司人事部助

理经理陈小姐指，过往不少应征

者曾到内地实习，显示他们愿意

到内地工作，而香港人英文水平

较高，亦因信息流通而接触更多

不同的市场销售手法，故在内地

工作有一定优势。

华润集团提供逾 2,000 个职

位空缺，包括销售、行政管理、

投资分析等，大部分职位于内地

工作。该公司相关招聘负责人指

出，每年均会于全国进行招聘，

近 3年愿意到内地工作的港人更

上升 10%，显示港人明白内地发

展机会大。

负责人希望港人扩阔眼光，

不要只停留在香港，因内地企业

的发展愈来愈好，该公司未来更

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

展，港人有机会外派至其他地方

工作，发展机会更大。

中交通信(香港)有限公司计

划招聘销售工程师、客户服务等

员工于香港工作，该公司综合业

务部总经理孙沫指，上述职位均

需要与内地部门沟通，期望应征

者具有良好普通话沟通能力。

应届毕业生陈先生 26 日到

场应征，他表示，自己于厦门读

大学，如有适合工作也会到内地

发展，因可扩阔视野，亦对内地

发展前景有信心。

从内地来港修读城市大学会

计硕士的张小姐则说，香港工作

机会多，而且是国际金融中心，

冀留港发展汲取更多经验，故暂

不考虑返内地工作。

袁隆平種“海水稻”：
可改造的鹽堿地和灘塗達十幾億畝

在近日举行的 2016 世界生

命科学大会上，袁隆平介绍了

正在探索种植的“海水稻”。

据了解，青岛市日前成立了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这

是国内首个国家级海水稻研究

发展中心，袁隆平担任该中心

主任和首席科学家。该中心计

划在3年时间内，实现海水稻种

植亩产突破200公斤的目标。

而袁隆平希望未来能够培

育出亩产 300 公斤以上的海水

稻。之所以定下这个目标，袁

隆平说，种水稻需要施肥、灌

水、治理病虫害，这些都需要

成本。目前海水稻产量不高，

亩产只有100公斤左右，是半野

生状态。农民种了连成本都收

不回，积极性就不高。但如果

能提高到亩产300公斤，种海水

稻就划得来了。

袁隆平说，目前在青岛的

“海水稻”实验仍在推进，未

来期望能够用更咸更碱的水灌

溉。“全国有十几亿亩的盐碱

地没种庄稼，还有几千万亩的

滩涂，如果利用起来全国推广

一亿亩海水稻，每亩300公斤，

将增收300亿公斤，相当于湖南

省全年的水稻产量。” 袁隆平

认为，海水稻很有发展前途。

袁隆平介绍，海水稻推广

的关键是要提高其抗盐浓度，

在育种方面分两个路线：一个

是常规育种，把抗盐的特性转

移到高产品种上面来；另一个

是分子技术，把抗盐的基因克

隆出来转移到高产品种上去。

他还认为，分子技术效果更好，

但难度较大。

接受采访时，袁隆平还回应

了对杂交水稻“高产低质”的质

疑。有人认为杂交水稻虽然产量

高但往往质量不高，甚至有些

消费者偏爱外国优质米。袁隆

平表示，杂交水稻同时实现高

产和优质，难度很大，但产量

和质量不是对抗性的矛盾。

袁隆平说，“有人对杂交

水稻有片面看法，认为高产就

不优质，以前确实有些杂交水

稻品质一般。但要看到，上个

世纪，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问

题，必须把产量放在优先地

位。”袁隆平说，现在生活水

平提高了，人民不满足于吃饱，

还要吃好，我们也改变了战略，

既要高产，又要优质，但不以

牺牲产量为代价来求优质。

“我们已经培育出的杂交

水稻新品种大米‘超优千号’，

品质可以与市场上一种 80元一

斤的日本米媲美。日本商人专

门来找我们，并取样检测了，

评价说有弹性有嚼头，口感很

好。”袁隆平自豪地说。他认

为，一些优质米价格非常高，

有市场炒作的原因，通常老百

姓吃不起。他还强调，中国人

多，人均耕地少，我们要高产

优质，不能低产优质，保障粮

食安全就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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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今年上 5 年级

了，在学校经常会上课不

好好听课，在课上还带头

起哄。作业也不认真完

成，常常充满负面情绪，

我们大人平时工作都比较

忙，老师向我们反馈这些

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专家观点

丰台七小心理老师张

浩：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可

能有多种原因造成，需要

家长及时了解引起孩子这

种表现的原因，其中有可

能是因为父母工作过于繁

忙，导致孩子的一些诉求

得不到及时回应，使孩子

有种不被关注的感觉，为

了求得关注，会通过各种

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家长

应该在平时多与孩子沟

通，多关注孩子，給孩子

一个安宁，踏实的内心。

孩子上课捣乱、叛逆

需及早了解起因

张浩表示，孩子出现

一些上课带头起哄、不好

好完成作业等过激行为，

家长应该及早了解孩子产

生这种表现的根源。

一般来讲，可能会有

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在学校，

是否某位代课老师或者班

主任的某句话或者某个行

为使得孩子跟老师、跟学

校产生了抵触心理，或者

是在学校与同学发生了一

些不愉快的事情导致孩子

有种叛逆情绪。

第二种情况可能是，

孩子进入小学高学段提前

进入青春期，一般情况

下，孩子十三四岁就会进

入青春期，小学高学段的

孩子年龄一般都在十一二

岁了，会有一些孩子提早

进入青春期，这个时期的

孩子会有一种成人感，如

果家长对其平时管教过于

严苛，那么就会出现过激

行为，孩子感觉自己是大

人了，但事实上他的心理

还是属于比较幼稚的。

第三种情况可能是，

父母平时过于繁忙，不能

及时反馈孩子的需求，让

孩子有种“我不可爱，爸

爸妈妈不喜欢我”的感觉，

这就导致孩子产生一种

“求关注”的心理。

孩子犯错误，家长首

先要“接住”

张浩表示，作为家

长，第一，要允许孩子犯

错误，要明白孩子犯错误

都是正常的，不管孩子犯

了什么错误都要先“接

住”，静下心来接纳，千

万不能家长自己产生抵触

心理，如果一味苛责孩子，

就等于将孩子“推了出

去”，孩子以后有任何想

法都不会跟家长沟通，就

会将自己的心门关上。

第二，家长可以找一

个安静的环境，静下心来

跟孩子沟通，通过有建设

性的询问，尝试让孩子说

出心里话，找到孩子持续

这么做的原因，有针对性

地引导他。

第三，家长要经常抽出

时间来陪伴孩子，缺少陪伴

的孩子确实容易出现各种情

况。这个年龄的孩子心理特

别需要得到家长的支持，这

对于孩子特别重要。有父母

经常陪伴的孩子，内心是踏

实、安宁的。但缺爱的孩

子，得不到父母关注的孩

子，就会对父母有一种疏

远，会埋怨自己的父母，觉

得自己的父母不爱自己，还

会有自我贬低自己认为自己

不够可爱，那么孩子就会试

图通过其他的方式求得家长

的关注。

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如何與孩子消除隔閡零距離溝通

美国一位心理学教授用 3年

的时间，研究了两万名青少年，

研究发现：能够把日常生活的事

情经常向父母倾诉的青少年，较

少出现学习成绩欠佳或染上吸

毒、酗酒等恶习的现象；多数的

事实是，孩子满 11岁之前，通常

什么都跟父母说，父母总是他们

最先想到的倾诉对象。但是从十

二三岁到成年的那几年里，情况

会变得完全相反，他们会先去找

朋友倾诉，然后也许是老师或辅

导员，最后才轮得上自己父母。

同时，越来越多的父母都感觉

到，他们已经很难跟10几岁的子

女进行足够的沟通。通过众多教

育专家的研究和为人父母者的实

践证明，以下 6种方法是帮助父

母消除与子女之间隔阂的好办法。

一、做一个好听众

随着年龄的增大，许多青

少年认为坐下来同父母细诉衷肠

是一件很别扭的事。而对于父母

来说，必须设法让子女觉得那样

做是很自然的，其诀窍就是要让

家里时时有一种“聆听的气氛”，

这样孩子一旦遇上重要事情要跟

人商谈，自然会来找你。要达到

这个目的，其中一个好办法就是

经常抽空陪伴孩子并做一个好听

众，而晚饭是全家共聚的好机

会。可惜这一点往往被一些父母

忽视。同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

多的青少年很少同父母一起吃晚

饭。父母如果每天晚饭时肯留心

听儿女说话，会让儿女觉得自己

受重视，而创造这样的“聆听气

氛”会很有效。

二、学会与子女平行交谈

用平行交谈的方法跟青春期

的儿女谈话往往能引起热烈的反

应。所谓平行交谈，即父母与子

女一起从事一些普通活动时进行

交谈，但重点要放在活动上，而

不是谈话的内容，双方也不必互

相看着。这种谈话方式会让父母

和孩子都感到轻松自在，而对父

母来说尤其如此。几乎从事任何

活动都能得到这种相处的机会，

例如和孩子一起看电视或进行体

育活动。一位父亲就很会利用这样

的机会：“我常常和 14岁的儿子

在清晨打羽毛球，那时候我们往

往谈起某位老师或学校里发生的

某件事情，但都只是随便聊聊，不

是严肃的讨论。我发现儿子很喜

欢这种形式的谈话，从这种活动

中我也较好地了解到儿子的情况。”

三、只做顾问不做“指导员”

有时父母提出的意见即使很

好，孩子们也不喜欢，因为他们

需要的不是“指导员”，而是顾

问——只会细心地聆听，协助他

们做出抉择，不是插手来干预他

们的事情而是建议他们改弦更

张。要是孩子把事情搞砸了，不

宜直接干预、批评，孩子不喜欢

别人指出他们把事情搞得一塌糊

涂，更不需要别人教他们如何走

出困境。父母应该协助子女仔细

检讨这件事，青少年往往能自行

想出叫人拍案叫绝的解决方法。

四、给孩子足够的自由天地

青少年需要感觉到自己的生

活并非完全由父母来控制，孩子

到了一定年龄都渴望有自己的空

间，父母尽量不要擅入他们的房

间，不要让他们觉得只有跑到外

面才会有这样的空间。我的一位

同事在这方面就做得很

好，他说：“孩子的房

间里常常挤满了他的朋

友，他们或谈天说地，

或吃东西，或玩电子游

戏，虽然经常吵吵嚷

嚷，但我觉得这并不要

紧，因为只要孩子没有

变坏，很安全就行了

当代的青少年越来

越渴求有自己的私生活，

他们往往因此变得感情

冷淡、喜欢独处，不肯

与父母在一起。有些父

母被十几岁的孩子避开

或推开会感到很难过，

其实这是青春期子女正

常的表现，很多父母不

明白的是，尽管孩子想

避开父母，却不希望父

母也这样对待他们。

五、把要说的话写

下来

很多专家建议，做

父母的把不想直接向子

女说或可能不中听的话

写下来。因为把话写下来，你的

话就会显得很有分量，一般人会

认为白纸黑字更加可信，而且可

以一看再看。有一位美国的母亲

发现她 14岁的女儿已经开始同男

孩子约会了，她想向女儿强调**

可能引起的危险后果，但是每次

刚刚开口，女儿就不耐烦地说：

“这些我早就知道了。”于是这

位母亲就写了封信给女儿，她在

信中细说了她的忧虑，还说她知

道自己不能对女儿凡事都要过问

，然后她把信放在了女儿的床上

。女儿一直没有表示收到过这封

信，直到三年后的一天，母女俩

正在厨房里忙着，女儿突然开口

说道，她正在等待那个人的出

现，因为“那封信影响了我”。

六、不要无所不问

青少年通常不会把很多有关

自己的事告诉父母，如果你的孩子

也是这样，你应该把孩子告诉你的

任何事情都视为礼物，加以珍视

曾有一位身为人母的同事，

有一天她 15岁的女儿回家后就抽

抽搭搭地哭泣，但没有告诉她原

因。于是她陪女儿坐在沙发上搂

着她，过了一会儿，女儿就走出

房间不哭了。那位母亲始终不知

道女儿为什么哭，但她明白那一

天女儿需要的不是自己的提问而

是慰藉。几年后母女俩谈起这件

事时，女儿已经记不起哭泣的原

因，但是她说她记得当时母亲在

她身边，而对女儿来说，母亲在

身边才是最为重要的。

对刚刚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进

行教育，是一个需要不断与之进

行对话的过程，要不断地重新调

整与孩子间的关系，要进行坦率

的沟通。青少年真正需要的是这

样一个引导者：一个成熟而明白

事理、在他们需要帮助时，能够

立即伸出双手援助的人。而对于

天下所有为人父母者来说，看着

自己的儿女慢慢地成长，并且渐

渐地了解他们自己，学会自己解

决问题，这就是最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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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虎子的出租屋，我

很想再碰到他的姐姐，或者去和

她说几句话，我一直被她沉静的

温顺所吸引，但虎子和二哥却很

不积极。虎子家姊妹四个，在虎

子来西安站住脚之后，两三年

内，他把他们都弄到了西安，也

卖菜，同住在这个村子的这栋楼

里。但说也奇怪，这么近，姊妹

们的关系却不十分亲密，也没有

吵架，即使过年过节，也很少在

一起吃饭、聊天。以二哥的观

点，其他姊妹不满意虎子太喜欢

与人交往，尤其是过往的老乡，

牵扯太多，花钱手太大。虎子老

婆则意味深长地说：“反正别想

在她家吃个饭。”

快言快语的她先说了他们来

西安的经历。

“俺们来西安都快二十年

了。1992年收罢苞谷来的。女儿

红红一个多月，我抱上来了。娃

儿（儿子）一岁三个月，留在他

外婆外爷家。我卖菜，女儿跟着

我，冬天可冷，我弄个小被子一

包，抱上去，立在火边烤着，冻

哩浑身发抖。

“那两年多可怜，下午去咸

阳蹬一车菜，来回得六七十里，

七八百斤，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

到家。早晨五点多就得到市场。

一车能赚二三十块钱。风里来雨

里去。当时觉得不错。

“中间三年都没回去，三年

都没见娃儿。第四年回去，把庄

稼收收，地不种了，给人家，不

回去了。好几年，一年都是挣个

两三千块钱，就这也行。条件好

一点，你虎子哥他们姊妹都来了。

前几年生意好，从七点半到十一

点半，就不住秤，一天净利润有

三百块钱。现在又不行了。弄个

新市场，看着可好，市场不行，

要钱的地方倒是不少，四块地板

砖的地方，一个月九百六十块，

卫生费垃圾费又一二百块钱。不

干也得掏，就这还得开后门送礼。

“俺们娃儿老埋怨俺们俩，

说从小不管他，扔到外婆家。还

和他爸吵架，说俺俩对他和红红

不一样。我说，房子给你盖盖，

老婆给你接接，那还不算稀罕你？

那也是形势逼哩，那时候可怜，

没办法。要说现在的娃儿们真是

可怜，一年到头见不着爹妈。

“后来娃儿为啥不上学？他

说，人家上学爹妈跟着，买这买

那，我就一个人，我不上了。也

是我们常年不在家造成的，贵贱

就不上。我说，你上吧，不行我

回来算了，你好好上，反正不管

咋着能供起你上学。他又说，好

大学考不上，不好的大学上着没

啥意思，还不如去学个手艺。也

是，好多上大学的娃儿也没见有

个啥好工作。他不上就算了。农

村人就这样，你上了上，不上就

算了。不过还是有距离，俺们也

有感觉。看起来父母跟孩子不能

离，时间长也不行。这也是打工

带来的。

“对西安也没啥感觉。反正

就挣个钱，好坏跟咱也没啥关

系。要是有一天不抓咱了，那说

不定好一点。

我问虎子：“虎子哥，你挣

的钱也不少，咋就没想着在西安

买房？现在涨了，又买不起了，

有没有点后悔？

虎子耍赖似的嚷道：“谁在

背后编排我？哪挣多少钱？你看

我这花销多大，迎来送往，攒不

住钱。不过，咱根本都没想过在

这儿买房，涨多少跟咱也没关

系。反正咱也不在这儿住。”

“那就没有想着老了住西安？”

“打死也不住西安！”虎子

以异常坚决的口气回答我。

“都在这二十年了，在这儿

待的时间和梁庄都差不多了，还

不算西安人？”

“那不可能，啥时候都不是

西安人。”

“也没一点感情？”

“有啥感情？做梦梦见的都

是梁庄。”

“为啥不住这儿？”

“人家不要咱，咱也没有想

着在这儿。”

“那多不公平啊，凭啥咱就

得回去？”

“啥公平不公平？人家要啥

有啥，要啥给啥。城市不吸收

你，你就是花钱买个户口也是个

空户口，多少人在这儿办的户口

都没用，分东西也没有你的。连

路都不让你上，成天撵。路都不

是你的，那啥能是你的？农村人

本来啥也没有，只要能挣钱糊个

口就行，没想着啥。对西安没一

点感情，清是干够了。一不美

（生病）就想回家，咱就没想着

在这儿买房子。在这儿再美，就

是有保险，也不在这儿。我给你

说个实话，要是有吃哩有喝哩，

我就不出来了。”

据二哥讲，虎子在七八年前

已经有几十万元的存款。当时，

西安的房子并不贵，他们完全可

以拿钱买到一套不错的房子。现

在，那点钱什么也不是了，虎子

又一次被甩出城市的轨道。但是

，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城市

金融的涨落、好坏与他们的内心

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内心一直

停留在梁庄。我不理解的是，一

个在西安住了二十年的人，谈起

西安来，竟然如此陌生，甚至充

满敌意。但不管怎么样，自己的

小环境应该更舒适一点，这总没

有错吧。像虎子这样的情况，儿

女都已结婚，家里盖了一栋豪华

大宅，他们的基本任务完成，生

意也不错，应该租一个好一点的

房子住，这样阴暗、憋闷的环

境，对身体健康太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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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著名作家邓贤推出的

自己历时四年多创作的长篇纪实

文学《五百年来一大千》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国

画大师张大千的传奇经历为主

线，讲述了他复杂和充满争议的

一生。

在历史上，张大千留下了很

多“公案”，在大量的相关作品

中，他有很多面孔，也牵涉到了

民国画家群的很多历史掌故。他

曾被迫落草为寇，消极遁世做过

和尚，又大量伪造古人名画，乐

做“雅贼”。他也曾面壁敦煌，

将敦煌壁画传诸世界，同时又造

成关于文物保护和国家文物外流

的争议；他性格豪爽侠肝义胆，

即使造伪画也毫不隐晦自曝家

丑；他曾被齐白石拒之门外，又

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第一

人”；他与毕加索论画拍照，颇

受礼遇；他睥睨世俗，却曾献毛

泽东“荷花”，亦为蒋介石绘

“松下高士”；1949年，他选择

去台，最终又远赴巴西定居。他

挥金如土，情爱无数；他当土匪

却乐做“雅贼”；他做和尚却拒

绝受戒；他执教鞭又拂袖而

去……因为人放浪不羁，被傅雷

评价为“江湖义气，可慨可憎”。

张大千，几乎穷尽了一个艺

术天才人生传奇的方方面面，也

几乎穷尽了文人无行的方方面

面。他变成了纪实文学界和传记

文学界说不尽的话题，挖不尽的

富矿。

该书作者邓贤的母亲与张大

千女儿张心庆是同学，她们都曾

在四十年代的成都华英女中和华

美女中同窗就读。邓贤母亲还曾

见过画家本人。邓贤姐弟亦与大

千孙辈为中学同窗并一道下乡插

队，邓贤的写作得到张氏后人支

持并从海外获得大量第一手珍贵

史料。

邓贤虽以“抗战作家”闻

名，但却是个资深的艺术爱好

者，为了写作该书，他投入大量

时间和精力深入钻研有关国画与

西画的技法技巧和创作理论，系

统研读中国美术史和西方美术

史，大量研读古今中外最优秀的

经典美术作品。在书中，作家关

于张大千艺术与人生的得失，关

于中西绘画之比较，关于中国长

期存在的“画师画”与“文人

画”之争、关于“画谱”与“色

经”的关系，以及中国近现代绘

画的得失与进退、“诗书画印”

四艺同体与绘画功能消解等等，

都有极为精辟而独到的见解。用

邓贤自己的话说，他要“给画画

的人写本教科书”。

邓贤秉持不溢美不隐恶，不

仰视不差评的创作态度，熔艺

术、人生、争议于一炉，纳历史、

画派、人物成一体，用一个张大

千，牵出了书画界乃至整个文化

界的丰富话题，书写了一本或许

可以充当“话题终结者”的张大

千传，一个传奇画家的“精彩”

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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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評論：取消百分制是不是
“隔靴搔癢”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公布了

《河南省教育综合改革方案》，涵

盖了从幼儿园到小学、由中学到大

学的整个教育阶段。《方案》中提

到，“改进教育质量和人才评价机

制，坚决纠正以分数为主要指标的

考核倾向，逐步取消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成绩评定百分制”，实行了几

十年的百分制，可能在小学、初中

消失。

考试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教育制

度，百分制则是考试结果的记录符

号，考试分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

为测评教师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优

劣主要标准。很多人都认为，“以

分数论英雄”评优方式扼杀了学生

多种发展的可能性，由此，人们把

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归咎于百分

制。河南教育厅“逐渐取消百分制”

的举措看起来可谓“大快人心”，

但是细想起来，这一做法是否对

“唯分数论”的教育现状“药到病

除”却值得推敲。

考试制度之弊端“罪”不在百

分制。百分制是我国中小学普遍采

用的一种记录考试结果的方式，来

源于西方的教育测量运动，目的在

于精确对教育过程和成果作出定量

评判，集高区分度、精确度、便于

统计分析等优点于一体。但是，这

种记录方式很容易让人产生只要分

数高就能获得认可，“分数就是一

切”的错觉，所以很多教师、学生

和家长把分数高低作为全面评价一

个学生的指标。其导致的结果就是

学校和教师围绕分数和应试设计教

学计划，而忽略了素质教育的目标、

阻碍了学生自身的全面发展。由此

可见，开展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进行考试制度

的改革，而取消百分制则实属“隔

靴搔痒”之举。

当然，河南教育厅的“逐渐取

消百分制”的做法无可厚非，可

以说是一种可喜的进步，但是其

做法却陷入一种对教育评估方式

采取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的形而上

学错误之中。百分制是一把双刃

剑，也是我们选拔人才的一种评

估方式，利弊参半，需要我们辩

证的看待，科学的运用，从而趋

利避害。事实上，考试制度的弊

端只有进行制度本身的变革才能

“药到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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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成语已经成为我们文

化的一部分，它们生动形象，包

含哲理，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些高

度凝练的段子，契合了人心，于

是几千年几百年来刷屏，变成了

成语。

而成语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出

自春秋战国，例如“邯郸学步”

“围魏救赵”“自相矛盾”“叶

公好龙”等等。除了这些，有些

成语也产生于思想家、文学家的

诗文当中，因为其文章脍炙人口，

导致其中一些词句也流传甚广，

久而久之就成了成语，“唐宋散文

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也是个产

成语的专业户，我们来学习学习。

接地气：

可怜的动物形象击中人心软肋

韩愈的求学求职经历都是挺

坎坷的。寄居在长安，刻苦攻读，

参加科举考试，好不容易考上了

进士，又要参加吏部的选拔考试，

当然也是一番磨砺。韩愈在此期

间的心路历程，都有诗文为证，

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他向有关部

门求援的两封信，一封是《与陈

给事书》，一封是《应科目时与

人书》。《与陈给事书》是从人

心角度去展开全篇文字的，而

《应科目时与人书》，则是设了

一个寓言，将自己比作一条“变

化风雨，上下于天”的龙，却被

困在旱地上，什么都干不了，遭

到水獭和小鱼小虾的嘲笑，希望

得到帮助。关于这篇的艺术手

法，本版已经有过分析和鉴赏，

不再重复，而这里就其中的成语

说一说。

韩愈自况是人中之龙，并非

“常鳞凡介”，本来可以上天入

地，呼风唤雨的，可是得不到应

有的帮助和提携，致使他一直很

困顿和颓丧，辗转在京城，落魄

在长安，就像巨龙困在沙滩上，

十分无奈。这个时候，身陷困境

中的他，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求

援态度呢？韩愈思来想去，觉得

不应该自降身价、苦苦哀求。

然而，事实是：韩愈向唐朝

有关部门的有关官吏写信求援，

就已经有苦苦哀求的味道了；但

是文艺青年就是不同于常人，事

情的本质是在哀求，但姿态必须

矜持一点；也就是说要将这个事

实文艺化，韩愈是怎么处理的

呢？他这样描写这个细节，我韩

愈这条龙，就算是陷入困境，也

将继续保持我的骄傲，我的清高，

绝对不会向任何人请求帮助，主

动向人求救的那种情状该有多么

悲惨啊，简直就像狗狗对着主人

那样“俯首帖耳，摇尾乞怜”，

哼哼，这才不是我韩某人所为呢。

“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

非我之志也。”

于是，神奇的效果产生了，

人们没有记住韩愈这条龙是多么

地清高，多么地冷傲，却记住了

他描写的这条狗狗是多么哀怜，

多么卑微，于是“俯首帖耳”和

“摇尾乞怜”成了流传至今的成

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其形

象性。然而，韩愈描写的那条龙

也很形象啊，为何比不过狗狗

呢？这是因为龙毕竟神话色彩很

浓，离我们很远，寻常人当中有

谁比得上龙呢，倒是摇着尾巴的

小狗形象，真实地体现了我们普

通人为生活为前途奔波的无奈心

境，击中了我们的软肋，很接地

气，于是就刷屏了。

现炒现卖：给人写墓碑写出

好段子来

韩愈老师一向为官清廉，老

老实实拿薪水，安守本分，没想

过要贪赃枉法。《进学解》里借

学生的口吻说了他的惨状：“冬

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

至于自己呢？则“头童齿豁”，

工作辛苦，营养却跟不上，于是

头发稀疏，牙齿掉得差不多了。

确实有点寒酸和心酸。

当然，韩老师在不触犯法纪

的情况下，也想办法改善生活状

况。有什么办法呢？其中一个就

是“谀墓”，其实就是给死人写

碑文。一个有身份的士大夫去世

了，其后人当然想要墓碑上的碑

文写得好看一点，那就得请大V

来写，韩愈倒是当时的首选。

有一年，有一位名叫胡润博

的官员去世了，享年79岁，其后

人请韩愈写墓志铭。给官吏写生

平，赞美其清廉公正，奉公守法

是常备套路，这样刻在墓碑上也

好看，能得到后人的赞美。当

然，这位胡大人的生平也确实对

得起唐朝政府，也有基本的事实

作为支撑，但是想要有所流传，

就看韩愈怎么描述了。

韩愈写到胡大人早年凄苦，

“公早孤”，但是学习努力，

“能自劝学”，这应该不是吹牛

的，因为他考上了进士，又被吏

部选拔为官员，这个最有说服力，

“凡一试进士，二即吏部选，皆

以文章占上第”，说明他是应试

高手，也算是恰如其分。

然而，韩老师如果这么写就

平庸了，总得有一两处金句。别

急，韩老师既然是大V，自然有

良策。接下来，在写到墓主生前

的廉洁时，韩愈的发散性思维起

作用了，神乎其神地来了一句：

“洗手奉职，不以一钱假人”，

胡润博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曾

经负责渭河桥以东军队的物资供

给工作，虽然过手大量的军用物

资，但是他恪守本职，廉洁奉

公，分文不贪，绝不把朝廷的钱

私自给予别人。这句话就很形象

了，廉到什么地步呢？“一文钱”

都不苟且。形象到什么地步呢？

有画面为证：“洗手”，把手洗

得干干净净，不受一丝污垢，不

贪一钱便宜，干干净净，清清白

白。不管墓主生前到底清廉到什

么程度，韩愈这个极具画面感，

极具形象性的细节，却很有文学

效果。可以想象一下，当路人经

过胡润博的墓地时，看到墓碑上

写的“洗手奉职”时，都纷纷夸

赞，说写得形象生动，如在眼前，

于是，韩老师的“洗手奉职”刷

屏了，然后呢，变成成语了。大

家没有记住墓主是谁，但记住了

这幅画面，记住了清廉清白的画

风，当然，也就流传千古，刷屏

千年了。

不主故常：写工作报告也能

写出成语

韩愈将自己比喻成一条龙，

其实也不是吹牛的，他是真的有

两把刷子。韩老师不仅是个文艺

青年，而且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

颇有造诣，例如公元 817年，唐

宪宗命裴度征讨淮西军阀吴元

济，并且取得胜利，活捉军阀头

子吴元济，其行军参谋就是韩愈。

韩愈的军事才能来源于他在

战前对敌方形势的判断。早在讨

伐淮西之前，韩愈就写了一份战

前报告，分析讨伐吴元济的可行

性，其中重点分析了吴元济的政

治军事以及经济现状，找出其弱

点，为朝廷出兵在技术上寻找可

行性，这篇文章名为《论淮西事

宜状》。

在文中，韩愈认为，淮西军

阀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大，但

其实已经在日渐衰弱，经济实力

越来越不济，军事力量也受此牵

制，一日不如一日。“金帛粮畜，

耗于赏给”，财力已经被赏赐将

士耗费得差不多了，军队只好靠

抢劫度日；“执兵之卒，四向侵

略”，就算是掳掠有所得，但是

也弥补不了穷兵黩武这个大缺口，

“力尽筋疲，不偿其费”，已经

显示出财政上的疲态。这个时候

的淮西节度，就如同一个有力气

的壮汉，就算能以一当十，但是

日夜不停地叫嚣炫耀，也会支撑

不住，“譬如有人，虽有十夫之

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跃，

初虽可畏，其势不久，必自委顿”。

如果朝廷这个时候出兵，一定能

一举成功，消灭淮西割据势力。

韩愈老师的军事才能那可是

杠杠的，他不仅分析出淮西节度

使的虚弱，还分析该怎么出兵打

仗，行军布阵。他认为必须利用

地方上的老百姓自卫武装，将其

转化为常规部队，率领他们征讨

军阀。当然，在进军淮西的同

时，也要考虑到其他地方割据势

力可能会来支援，使朝廷军队陷

入四面出击的被动局面。韩愈却

洞若观火，认为此时其他军阀不

会真心出兵援助淮西，因为他们

只顾着自保，最多也就是假装出

强大的声势，为淮西助助威，呐

喊一下而已，韩愈的工作报告写

到这里，估计也是战略思维促发

了文学思维，于是写道“虚张声

势”，“然皆暗弱，自保无暇，

虚张声势，则必有之”。这四个

字，如同一个形象，将周边的军

阀们敲着战鼓，摇着战旗，一路

吆喝却不敢真刀真枪上阵的情

形，生动可感地描绘了出来。而

这种描绘因为极其有画面感，于

是也给了唐宪宗，以及平叛的将

士极大的信心，无形中壮大了自

己的战斗力。可见，这成语也是

战斗力啊。更奇妙的是，“虚张

声势”也刷屏了。

韩愈的诗文里产生的成语远

不止本文提到的这几个，本文是

从具体背景和个案分析其成语的

文学艺术魅力，借此我们可以学

习古人在表达上的经验。

美國家庭教育的
12大法則

美国一家媒体曾刊登过

一篇有关家庭教育的文章，

介绍了美国家庭中父母教育

子女健康成长的 12条基本法

则。

1.归属法则:

保证孩子在健康的家庭

环境中成长;

2.希望法则:

永远让孩子看到希望;

3.力量法则:

永远不要与孩子斗强;

4.管理法则:

在孩子未成年以前，管

束是父母的责任;

5.声音法则:

尽管孩子在家里没有决

定权，但是一定要倾听他们

的声音;

6.榜样法则:

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影响

是巨大的;

7.求同存异法则:

尊重孩子对世界的看

法，并尽量理解他们;

8.惩罚法则:

这一法则容易使孩子产

生逆反和报复心理，慎用!

9.后果法则:

让孩子了解其行为在现

实世界中可能产生的后果;

10.结构法则:

教孩子从小了解道德和

法律的界限;

11.“20码”法则:

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父

母与其至少保持20码的距离;

12.“四何”法则:

任何情况下都要了解孩子

跟何人在一起、在何地方、

在干何事，以及何时回家。

从这 12条基本法则中我

们可以看到，美国人的家教几

乎与读书、学习、成绩、升学

无关，而是注重“做人”，

注重品德、修养的培育。

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中

国的家庭教育，在我国，有

的家庭教育已成为学校教育

的延续、延伸。

做父母(家长)的几乎把

全部心思、精力、包括财力

都用在了子女的学习辅导、

提高成绩上，至于如何做一

个诚实、勤劳的人，如何做

到生活自理、生活自立等内

容，却“靠边站”。

于是，我们看到：有的

孩子仅仅学习好，其他方面

则“不合格”;有的孩子甚至

暴露出极端的自私、骄横、

毫无爱心等缺点和道德感缺

失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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