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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头在机关大院看大门几十年了

，一直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今年，孙

子小豆子放寒假了没人带，林老头就把

他接来，十几平方的门卫传达室，爷孙

俩吃住都在里面。

周一这天早上，保卫股的刘勇军刚

进单位大门就叫了起来：“林老头，我

们大院里怎么跑进来一只野狗，你是怎

么看大门的？”

林老头心里暗叫不好，这机关大院

墙高门严，连个狗洞都没有，怎么会冒

出条狗？会不会是小豆子出来进去的时

候没注意，把街上的野狗放了进来？

林老头赶紧跑到院子里一看，一只

毛色黑白相间的大狗正悠闲地趴在地上

晒太阳呢。他赶紧拿起扫帚去赶，那狗

很机警，飞快地跑开了。机关大院里有

三座办公楼，狗像是摸清了地形，东窜

西躲，林老头追得气喘吁吁，也没赶上

它。

刘勇军见了说道：“这是谁放进来

的，叫谁负责。”别看刘勇军只是个保

卫股长，平时说话官腔十足，拿腔拿调

的。林老头仔细想了半天，说道：“昨

天是周末没人来，我记得就王副主席来

过，他进来时还跟我打了声招呼。”

刘勇军眼珠子一转，说道：“原来

是王副主席，他是区爱狗协会的副主席

，这狗是不是他故意放进来的？不急，

你先别赶，等他开会回来我问问。”

林老头放下扫帚，扶着腰，回到传

达室，问小豆子：“你昨天有没有把一

只狗放进大院里？”小豆子的脑袋摇得

像拨浪鼓，林老头这才放心。这时刘勇

军来了，把手中的塑料袋往桌上一丢，

说道：“这是我早上买的早点，你拿去

把狗喂一下，学习王副主席有爱心，我

贡献两个包子。”

林老头赶紧点头，他看见小豆子望

着两个热热乎乎的肉包子一动不动，他

明白孙子的心，就说：“过两天爷爷带

你上街，给你买肉包子吃。”小豆子眼

睛里冒光，欢快地说道：“太好了，谢

谢爷爷！”

林老头让小豆子拿着肉包子去喂狗

，肉包子油光光的，散发着一股香味，

馋得林老头肚子“咕咕”直叫，他这才

想起自己还没吃早饭呢，忙在电饭锅里

煮上白菜泡饭。

小豆子拿着肉包子去喂狗，不一会

儿就蹦蹦跳跳地回来了。他开心地对林

老头说：“那狗可喜欢我了，还在我手

里吃了肉包子。”

林老头叮嘱道

：“你跟狗不熟，

小心它会咬人。”

小 豆 子 说 ：

“不会的，我们村

里的狗都跟我是好

朋友。”

林老头从电饭

锅里盛起泡饭，正

准备跟小豆子吃，

可还没吃进嘴，刘

勇军就气势汹汹地

进来了，他满脸通

红，像受了极大的

委屈般叫道：“王

副主席说他没有带

狗进大院，这狗要

是在大院里咬人可

不得了，你赶紧的

，不管用什么办法

都要把它赶出去！

”

林老头点点头

，放下碗就往院子里走。小豆子拦着他

，说道：“爷爷，你可别打它。”林老

头哄道：“爷爷只是把它赶出去，不会

打它的，它在哪吃的包子？”

小豆子往花坛的方向指了指，果然

，那条大狗还在花坛边，它一见林老头

拿着扫帚，马上机灵地跑开了，林老头

跟在后面追了几圈，也没撵上它。刘勇

军见了，也拿起一把铁锨来帮忙，两个

人对一条狗围追堵截，大院里像演大戏

般热闹，大家都围了过来。

秘书小周穿着职业套装，捧着玫瑰

花茶，亭亭玉立地站在窗边看了一会儿

，突然说道：“这狗我看着眼熟，好像

是、好像是郝局长家的边牧。”

刚停下来歇口气的刘勇军一听，惊

得从凳子上跳了起来，叫道：“你看清

楚了？这不是只野狗吗，咋成郝局长家

的了？”

小周对着刘勇军翻了个白眼，说：

“你自己傻，边牧和野狗分不清，我跟

你一样啊？”

刘勇军赶紧上网一查，果然，边牧

的图片跟眼前这条黑白毛色的大狗一模

一样，是名贵的犬种，价格不菲。

刘勇军早就听人说郝局长家养了条大

边牧，局长夫人可宝贝了。小周说道：

“郝局长的夫人出国了，局长这个星期又

出差，这狗没地方放，是不是他放到咱们

大院里来，让大家帮忙照看一下？”

郝局长去省城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了

，这时候打电话怕是会影响领导。刘勇

军仔细看看这狗灵巧的身姿、发亮的皮

毛，确实不像野狗，应该就是郝局长家

的边牧了。

小周继续说：“听说边牧是狗中智

商最高的，我记得郝局长说过他家的狗

可记仇了，别人对它有一点不好，它就

会告状。”

这话把刘勇军吓得一哆嗦：“一条

狗，它、它难道还会说话？”

小周轻蔑地说道：“这你就不懂了

吧，我上次在杂志上看到，一条狗过了

八年还把当初打它的一个小男孩认出来

给咬了呢。”

刘勇军听得脸色发白，赶紧把手里

的铁锨扔了，冲着林老头大叫：“快把

院门关好，郝局长出差三天，他的狗可

不能丢了！”

接着，刘勇军去外面买来面包、火

腿肠、茶叶蛋……看得小豆子口水直咽

。刘勇军拿着吃的去喂狗，那条大狗见

他来了就跑得老远，怎么都不过来。刘

勇军心里暗暗骂自己，连条狗的马屁都

拍不上，他没好气地站起身来，把东西

往林老头面前一丢，说道：“你去把它

喂了，在郝局长回来之前，可不能让它

瘦了。”

小豆子仰着头眼巴巴地望着林老头，

没等他说话，就说：“爷爷，我知道别人

的东西不能吃，爷爷会给我买的，这些我

都拿去喂狗。”说完，他乖巧地拿着东西

出去了，林老头的眼圈红了又红。

还别说，小豆子一出现，那条大狗

就跑上前，围着小豆子亲昵地摇尾巴，

大口地在他手上吃着东西。见狗吃东西

了，刘勇军这才放心。

三天后，郝局长回来了，刘勇军赶

紧汇报道：“局长，您家的狗在我们大

院里养得可好了，我专门给它买了许多

好吃的……”

郝局长打断他的话，说：“什么？

我家的狗？我出差前就把我家乐乐放到

宠物店去寄养了，它怎么可能在大院里

？真是可笑。”

刘勇军一听这话，脸涨得通红，呆

在原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时刚好林老头过来问刘勇军：

“今天要给狗吃点什么？昨天买的东西

已经吃完了。”

刘勇军气呼呼地说：“吃什么吃？

哪里来的狗，在这白吃白喝了这么多天

，你赶紧给我搞清楚。”

事情终于搞清楚了，林老头在大院

的下水道出口附近找到一个不大不小的

洞，那里有几块砖松了。

堵好了洞，怎么把这条狗捉住呢？

刘勇军想，要是在大院里搞得鸡飞狗跳

的，领导看到了，自己又得挨批。一不

做二不休，反正是条没主的狗，干脆买

点老鼠药把它毒死，找个地方一埋就干

净了。

刘勇军买了两个肉包子，放上药，

往林老头的传达室一丢，吩咐道：“再

给它喂一次食。”

刘勇军回到办公室，正哼着小曲喝

茶，郝局长一把推门跑了进来，把刘勇

军吓了一跳，忙站起来说道：“郝局长

，您有事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怎么亲

自来了？”

郝局长胖，跑得气喘吁吁，说道：

“我刚回来，宠物店的人跟我说，狗跑

了，你说大院里有只狗，它在哪？一定

是我的乐乐，我带它来过大院，它是来

找我的。”

刘勇军脑子里轰的一响，顿时觉得

天旋地转，他赶紧往传达室跑，边跑边

叫：“林老头，你等等……”

等刘勇军冲到传达室时，看见林老

头正抱着小豆子号啕大哭，小豆子口吐

白沫，奄奄一息地说：“狗、狗不肯吃

，我就吃了……”

人眼看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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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电视剧，只要是有正

反派的，“邪不能胜正”几乎是固

有的定理。稚嫩的我们根本无法理

解为什么反派要这么做，违反正义

违反道德观的选择是不该被允许的

。随着年纪的慢慢增长，学生时期

已经悄然变成了我们的「小时候」

，每每聊起都倍感天真。

记得在13岁以前，我是看TVB

度过的童年。

那时候的电视剧，只要是有正反

派的，“邪不能胜正”几乎是固有的

定理。稚嫩的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为什

么反派要这么做，违反正义违反道德

观的选择是不该被允许的。

随着年纪的慢慢增长，学生时

期已经悄然变成了我们的「小时候

」，每每聊起都倍感天真。

学会应酬，逢场作戏

我们开始学会了应酬，学会了

逢场作戏，在工作中不得不“虚张

声势”，甚至必须对老板低声下气

；和同事不管相处多麽不愉快，都

还是要堆上笑脸保持表面的友好关

系，常需要陪客户应酬，做一些自

己本来不那麽喜欢的事。我们变得

无法说真话，总觉得对每个人都要

小心谨慎，除了原本真正的知心朋

友，要再找到知己已经变得非常困

难，小时候和朋友放声大笑的玩闹

，似乎难以复见。

面包比爱情更重要

公主王子真的只是小时候的

童话故事，随着进入社会，自己

打拼，生活中的浪漫因子渐渐被

消磨殆尽，我们发现，没有面包

的爱情通常离「幸福快乐的日子

」有一段距离，当然不是指变得

爱慕虚荣，而是真实生活让我们

不得不考量现实，挑选另一半时

经济状况必须列入绝对的考量。

以前被问到爱情与面包的问题，

总会不假思索的选择爱情，现在

看来总觉得天真有余，浪漫过度

。

梦想只能留在梦里

每个人小时候一定有许多梦想

，想当画家、当太空人、当作家，

但当我们长大以後，开始以职业收

入与市场需求做为职业的率先考量

，似乎也开始落入既定的社会窠臼

，变得跟以前处罚上课涂鸦的老师

一样，认为梦想归梦想，未来的工

作一定要能够养家活口，要能被这

个社会广大需要，最好是进入大公

司，或是公家机关的铁饭碗也不错

。和後辈们聊到梦想只觉得不切实

际，我们已经忘记该怎麽作梦。

难以理解现在学生之间的流
行事物

以前一定有许多流行用语，在

同学间风靡的小游戏和让自己看起

来很酷的装扮，还记得以前的我们

都很乐在其中，但我们已然成人，

看现在的小朋友开始觉得有些流行

用语无聊当有趣，我们无法理解他

们，开始出现「现在小孩都在想什

麽？」的想法，还记得以前不解趣

味的大人都会这样说，如今似乎也

开始渐渐变成小时候不喜欢的无聊

大人了。

读书不算什麽，工作才是真
正的「压力大」

还记得初中、高中为了大考被

逼得无路可退，那时候考试就是全

部，沉重的压力让当时的你喘不过

气，而当你抱怨的时候，一定有许

多大人说：「读书才是最幸福的事

，等你工作就知道了。」这些话听

在背负升学压力的我们耳中是多麽

刺耳。但当我们步入职场，工作不

只是考试不及格这麽简单而已，可

能会影响升迁、薪水，连带影响到

家人甚至整个人生，我们也开始觉

得念书不需要面对金钱压力，其实

还算轻松，有时候也会忍不住吐槽

学生不知道珍惜学生时光，我们真

的已经变成小时候爱讲些刺耳话的

大人了吗？

成长让我们渐次褪去儿时的

稚气，甚至在黑白清晰的是非观

面前都像是患了白内障那样，一

个个模糊不清。但既然这是一生

的必修课，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

释然？

成長讓我們在是非觀面前患了“白內障”

和老公恋爱的时候婆婆就不

同意我俩在一起，他是顶着家庭

的压力才最终和我结婚的，为此

我也很感动他付出的努力，尽管

婆婆不喜欢我，我也竭尽所能的

去讨好她，老公也常在她面前夸

赞我，可越是这样，婆婆越不待

见我。我向老公提出要不买套新

房搬出去住，要不去外面租套房

子生活，总之我不想再看到婆婆

那张嫌弃的脸了，老公平日工作

很忙，我说了几次，他都不作回

答，要么就说工作太累不想谈这

件事，我知道他是刻意回避，我心里很受伤

。

我想，如果我怀孕了，婆婆也许会对我

好点，可不管我怎么努力，始终没能怀上，

为此我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我是内分泌

失调，必须调理好才能怀孕，也许我是因为

工作上的压力也比较大吧，老公说实在不行

就辞职在家备孕吧，家里不缺我这份工资，

可一想到如果我不上班，在家里就只能每天

面对婆婆，别说调理身体了，我估计会加重

内分泌失调。

后来婆婆住了一次院，老公给家里请了

一个保姆，一方面伺候婆婆，另一方面能帮

我们做些家务，这保姆并非是从家政公司请

来的，而是婆婆的一个远房亲戚，后来仔细

询问了我老公，才知道这是八竿子也打不着

的关系，是婆婆的干儿女的一个表妹，这也

能算亲戚吗?可是既然保姆都请到了家，我也

不好发表反对意见，想着来就来吧，至少我

不用每天下了班就赶回去给他们做饭，这样

也挺好。

半年以后，保姆突然怀孕了，我是在垃

圾桶里看到的验孕棒，当时我不知道婆婆和

老公是否知道这件事，就私下问了保姆，她

承认自己怀孕了，我说那既然你怀孕了，就

回家好好养身体吧， 工资我会让老公多给你

结算一部分的，不亏待你。可保姆却说她不

想走，我说女人身体要紧，你怀孕了，如果

还让你做家务，邻居看到肯定会说闲话。结

果婆婆进来了，也说要让保姆留下，我问婆

婆为什么，她说保姆是最能理解她的人，家

里可以再请个保姆，但是她的这个所谓的亲

戚不能走。尽管事后我多次要求保姆自行离

开，可她的态度也渐渐变了，开始和我顶嘴

，甚至不做家务，完全当自己是这个家的女

主人了。

我看这样下去也不行，就让老公出面赶

她走，可老公居然也不同意，说都是亲戚，

要是赶走她，面子上不好看，我说这跟面子

有什么关系，老公不仅没赶她走，还付双倍

工资，我是在老公手机上看到他的转账信息

才知道。说实话我很生气，老公和婆婆居然

都维护着这个保姆，不得不让我感到怀疑，

平日里我没觉得这个保姆做的有多好啊，怎

么就那么受他们的喜欢。

就在前几天，晚上我起床去客厅倒水，

经过婆婆房间时，听到她在说话，我以为是

她自言自语，可隐约的听到了保姆的声音，

这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于是就贴着门听

她们在说什么，结果，我竟然听到婆婆要保

姆安心养胎，她会尽快让她儿子和我离婚，

我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又使劲贴在门上听

，婆婆说打一开始就不喜欢我这个儿媳妇，

好不容易才做通了她儿子的思想工作和我离

婚，还对保姆说，如果她怀的是男孩，无论

说什么都会将她扶正。

我气的手直哆嗦，本想踹开门，可突然

没了那个胆儿，怯懦的回到房间，老公还在

熟睡，我躺在床上一夜未眠，第二天我找个

理由回了娘家，现在已经在娘家住三天了，

内心很矛盾，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了!

家庭需要
每個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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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一名少女漫画家栗原まもる 与

自由作家的老公Kidatetaku 在前年结婚，因

为两人都是自由工作者、性格比较随性，一

直都没有动力办婚礼或拍婚纱照。

于是夫妻俩人为了增加拍婚纱的趣味，

想出以爆炸画面为背景的“爆破”婚纱照。

他们找了一家提供爆破服务的摄影公司

，并前往特摄影片经常取景的栃木县岩船町

，在拥有“爆炸圣地”之称的岩船山上，进

行爆炸拍摄。

影片中，夫妻俩人分别穿上婚纱和礼服

，以充满幸福的表情看着镜头。

而背景却是大火爆发、冒烟，场面非常

违和，也相当惊人。

日本情侣拍爆破婚纱照

这是在玩命吗
两只 3个月大的小猫枕着一

个枕头，在一张小木床上甜蜜地

依偎在一起睡觉，身上还盖着可

爱的小花被，隔着屏幕都能感受

到其中浓浓的温馨和幸福。

两个小家伙一会儿平躺着，

动作一致地举着小猫爪，眯着眼

，睡得安稳舒适;一会儿又更换睡

姿，面对面搂着彼此，十分亲密;

一会儿，它们俩又低头抵着彼此

的前额，像一对沉浸在幸福中的

恋人，恩爱得羡煞旁人。

这对猫兄妹的主人说，除非

让两个小家伙睡在一起，不然它

们根本就无法入睡。猫兄妹虽然

有时候也会调皮，不过总体而言

都很乖，而且它们相亲相爱。

猫兄妹同床共枕甜蜜入睡
相亲相爱羡煞旁人

嫩模莫露露 18 日邀

朋友到家中拍"月饼人体

宴”，全身仅穿黑色内

裤，任意让男性友人於

她的胸部、私处、大腿

等部位放上月饼，这不

是剧情，是上演在裸模

莫露露家中一幕。

过程中还问大家开

不开心，并与其中一位

年纪稍长的友人接吻，

尺度大胆!而影片末端女

方家长冲出来，臭骂"伤

风败俗，你这个不要脸

的姑娘，都给我滚，都

走!都走!”让女生吓得不

知所措，男性友人一一

离去。视频已经流出爆

红网络。

裸模莫露露 18日邀朋友到家中拍"中秋应景照

”，全身仅穿黑色内裤，任意让男性友人於她的胸

部、私处、大腿等部位放上月饼，夸张的是，父母

最後冲出来大骂"裸体成何体统”，女生也吓得连

忙坐起，该影片流出后随即在网上造成疯传。

裸模莫露露身材火辣，经常接拍性感写真，

2012年曾出过 1张单曲，并参加各式车展活动，上

月底还流传一系列她的大尺度床照;这回在中秋节

前夕，她在家中拍摄一组"人体月饼”写真，虽然

令不少人开眼界，但网友纷纷质疑这又是炒作。

嫩模全裸月饼人体宴待客
私处仅以月饼遮掩

近日江苏村民在河里打捞龙虾时竟然发

现一只通体蓝色的小龙虾，网友们都惊呆了

，哪怕在水里养了十多天依旧活力四射，这

只蓝色小龙虾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变

出现蓝色小龙虾呢？

6月 9日，江苏省海安

县大公镇凌东村村民王小

丽家捉到一只蓝色小龙虾

，引得周围居民纷纷前来

观看拍摄。

蓝色小龙虾与正常的

红色小龙虾对比。小龙虾

通体蓝色，连胡须也是蓝

色的。由于独树一帜的颜

色，与普通的本地小龙虾

放在一起显得尤为可爱。

小龙虾虽然已经被王

女士饲养了十多天，但是

依旧活力四射。蓝色龙虾在在世界的发现案

例稀少，捕获蓝色龙虾的机会只有百万分之

一。水产专家称，可能是由于基因突变导致

的，但数量极少。

江苏现蓝色小龙虾网友们都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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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年壹度的中國高考即將開始，這是壹場牽動了
無數中國學子和家長的考試。因為人們知道，這場考
試可能將會改變自己的壹生。中國社會壹直推崇教育
和讀書，認為壹個人只要好好讀書就可以改變自己的
命運。所以也有諸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或
者“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等名言。壹
直到今天，中國人還是將好好讀書視為提升自己的機
會。
      但是在美國，讀書這件事本身，可能已經成為摧毀
壹個人改變命運機會的罪魁禍首。美國夢有壹個簡單
的理念就是自己只要努力，就會過上比父母更好的生
活。曾經推動美國社會上下流動的重要因素之壹就是
高等教育。而在今天的美國，上大學已經失去了曾經
的光環。它不單不能夠成為促進社會流動的助推器，
還可能成為自給自足路上的絆腳石。其中，學費越來
越貴，學位通貨膨脹，社會學科越來越不接地氣成為
美國高等教育問題的核心原因。
1、學費越來越貴

      眾所周知，在美國讀大學越來越貴了。過去 30 年
間，美國公立大學學費上漲了 213%，而過去 30 年的
通貨膨脹僅為 111.8%。而這其中很大壹部分都來自於
助學貸款。目前美國有 4 千萬人背負著助學貸款的壓
力。目前全美的助學貸款總額已經達到了 1.4 萬億美
元，是美國 2018 年聯邦政府預算的 1/3。1993 年，平
均每名助學貸款持有者背負 9400 美元貸款。而今天這
個數字已經超過 35000 美元。
      而且有研究表明，很多學生在申請助學貸款的時
候，壓根不去計算他們要還多少。有超過壹半的助學
貸款負債人都擔心自己可能壹輩子都還不完貸款。有
壹些專業容易找工作，有壹些專業不容易找工作。但
是學生在申請助學貸款的時候，政府並不幫助他們做
考量。2015-2016 學年，美國聯邦政府總共給讀心理
系的學生派發了 40 億美元的助學貸款，給表演系學生
派發了 35 億美元助學貸款。
       不可否認，其中壹些學生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最後還清貸款。但是事實就是這兩個專業在目前的就
業市場上並不吃香，而多數人將要壹輩子背負還款壓
力。可以說，貸款正在摧毀壹代美國人。助學貸款債
臺高築，也影響了美國政治文化的走勢。很多保守派
人士就認為，助學貸款的存在導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變成了社會主義者。這也成為 2016 年總統大學中伯

尼•桑德斯異軍突起的原因之壹。花了這麽多錢，那
至少美國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應該素養很高了吧？很
可惜，也沒有……2003 年，美國教育部對 1800 名接受
過大學人文教育的美國成年人進行了壹次調查，只有
不到 1/3 可以達到優秀水平。
      而哈佛和麻省理工也對接受自然科學教育的美國
成年人進行了壹次調查，調查報告稱：在大學物理課
中獲得尖子生（honor grades）分數的學生通常難以解
決基礎物理問題，而且壹旦試題和他們課本上的形式
稍作改變，他們就無法解答。花了大價錢卻出現這樣
的結果也並不意外，因為已經有大量調查研究顯示，
美國普通大學生平均每天花在學習上的時間不超過 3
小時。也就是說，其實送小孩去上大學，對於很多家
庭來說，就是花大價錢送小孩兒去度假。
2、大學文憑“通貨膨脹”

      目前美國大學正在面臨壹場學術領域的“通貨膨
脹”，課程越來越簡單，分數越來越高，學位越來越
不值錢，只好多學去競爭更高的學位。目前美國大學
本科教育正在面臨嚴重的下滑。2011 年，芝加哥大學

出版社出版了《學漂：大學沒咋學》。這本書由美國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教育學院院長 Richard Arum 根據自
己的調查研究撰寫。作者針對 24 所大學 2300 名大學
生從大壹入學到大二結束的表現進行了調查。調查發
現 45% 的學生兩年學習後，在思辨，綜合推理和寫作
領域沒有絲毫進展。而 40% 的學生在大學 4 年後，也
沒有學到任何東西。
     《華爾街日報》調查發現，15-24 歲的美國人每天
平均花費在跟學習有關的活動上的時間僅為 2.24 個小
時。但是他們會在購物，吃喝和娛樂上總共花費 7 個
小時。另外在過去 20 年中，美國人的平均文化水平也
有嚴重的下滑。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旗下的國家成
人識字能力評估項目發現，多數大學畢業生的識字素
養低於專業水平。很多人無法對不同新聞媒體的報道
進行比對，缺少基本的生活數學能力。
      《美國大學調查》顯示美國大學畢業生的文化素養
比在所有發達國家中墊底。甚至有許多大學畢業生的
通識考試成績和其他發達國家的高中生壹樣。
面對這樣嚴峻的情況，理論上講高等教育機構應該提

想實現“美國夢”？上大
學可能對妳有害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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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己的學術嚴格程度。但是恰恰相反。
       調查發現，僅有 9 所高等院校要求學生在畢業前
接受經濟學教育，僅有 5 所高等院校要求學生必須接
受歷史教育。雖然越來越多的學校都強調多元文化，
但是只有很少的學校要求學生修習壹門外語。
      更多的註意力都被投入到了自由派歡迎的學科中，
比如“性別研究”（Gender Study）。根據美國國家教
育統計中心報告顯示，較之 1990 年代，“性別研究”
專業吸引的學生已經上漲了 300%。
      本文並不想對專業本身進行評判，但是“性別研
究”絕不是壹個容易就業的專業。大學課程變得越來
越簡單，而大學畢業生也變得越來越低能。但是這壹
點卻無法反映著學習成績上。因為大學生的成績越
來 越 好。1983 年 時， 大 學 畢 業 生 平 均 GPA 為 2.8，
而 2013 年時這個數字已經超過 3.1。全美高等院校的
“GPA 通貨膨脹”都十分明顯，但是最明顯的是在私
立大學中。
       根據《紐約時報》研究顯示，目前全美高等院校
課程中，給出最多的成績就是 A，只有不到 10% 的成
績是 D 和不及格。換句話說，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學生
在卷面及格的表象下，是學習能力的不及格。學生學
的越來越少，而學校讓他們看起來學到了很多。學校
教學能力下降，但是學費連年上升。試想這樣的高等
教育機構是壹家公司，這種行為可能會被政府起訴為
欺詐行為。但是美國高校卻都在這麽做，每年還能獲
得大量來自納稅人的財政補貼。
3、大學錄取猶如密室政治

      如果進入名牌大學代表著能力和光明的未來，那麽

在美國進入名牌大學卻是壹個不那麽光明的事兒。妳
可以試著詢問壹個美國人或者任何壹個中國的留學中
介：進入美國名牌大學的標準是什麽？他們可能會說，
高 GPA，高 SAT 分數，盡可能多參加社會活動，有漂
亮的推薦信，最好有壹兩項少見的技能……但是如果
妳再問：有這些就壹定可以進入美國名牌大學嗎？答
案是不壹定……
       對於多數人來說，名牌大學的錄取辦公室簡直就
是壹個密室。名牌大學壹直拒絕為招生設定明確標準，
甚至有的時候人們需要將大學告上法庭來揭露他們的
錄取程序。
      其實，錄取本身就是大學不願言明的巨大權力。不
過在大量的抱怨和司法訴訟中，我們可以管窺壹些錄
取的標準，而這些標準並不好看。
       首先，有壹點可以肯定的就是。名牌大學絕對不
是成績最好的學生就能去。雖然哈佛大學裏頭很少能
看到成績很差的孩子，但是並不代表成績最好的學生
就能被錄取。更遺憾的是，成績最好的學生多數時間
壓根無法進入哈佛。那麽進入名牌大學到底有哪些潛
規則？讓我們來聊壹聊。
       首先就是傳承式錄取。如果妳的父母去了某名牌
大學，那麽妳進入這所名牌大學的幾率就會大大增加。
2011 年，高等教育研究專家 Michael Hurwitz 針對 30
所美國精英大學進行調查後發現，父母是校友的學生，
比父母不是校友的學生，獲得錄取的幾率高了 45%。
另外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家 Thomas Espenshade 的研究
發現，如果父母是名校校友，那麽申請該名校的學生
就相當於高考加了 160 分。背後的原因是大學清楚，

錄取校友的孩子可以提高他們籌款的能力。因
為多數大學的主要籌款對象就是成功的校友。
      第 二 就 是“ 平 權 法 案 ”（Affirmative 
Action）造成的優惠型差別待遇。也就是妳的
種族將會影響妳的錄取率。“平權法案”始於
20 世紀 60 年代，當時左翼思潮認為“誰成績
好誰有權優先升學”對“少數族裔”（黑人、
拉丁裔為主）不公平，因此該“適當照顧”這
些他們。但由於亞裔是美國學習最刻苦的群體，
這種“平權”讓亞裔成為最大受害者。有統計
顯示，普林斯頓大學亞裔申請者 SAT 成績需要
分別比白人、拉丁裔和黑人高 50 分、235 分和
280 分，而哈佛則要分別高出 140 分、270 分和
450 分才行。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已不止壹次公開表示，
“平權法案”是合理的、有效的、公平的，而
針對這種“實質上的不公平”進行的多次法律
訴訟挑戰（多數是自感遭受不公的美國白人發
起的），也大多不了了之。可以說，在美國的
大學錄取程序中，“種族”這壹概念滲透到各
個層面上。美國醫學院協會發布過壹份報告顯
示，非洲裔考生雖然平均分數較低，但是醫學
院錄取率為 56%。而如果壹個亞洲學生的考試
分數僅達到非洲學生的平均值，那麽該亞洲考
生的醫學院錄取率僅為 6%。
       很多大學都宣稱自己在錄取中絕對沒有考

慮種族因素，但是將兩所精英大學進行對比便可以得
出看到真相。
      加州理工是受到“平權法案”影響較小的學校，
該校亞裔學生數量占到學校人數的 43%。而在哈佛大
學，雖然亞裔學生申請數逐年上升，但是亞裔學生占
比只有 18%，人們普遍認為哈佛大學歧視亞洲人就像
他們當年歧視猶太人壹樣惡劣。那麽“平權法案”保
護的非裔和拉丁裔美國人是否就得到了更多的錄取機
會呢？其實也沒有……
       那麽他們的就學機會被誰搶走了呢？
     國際學生。根據《美國教育雜誌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2007 年數據表示，國
際學生在美國高等院校中的比例遠遠超過他們在全美
人口數量的比例。在美國常春藤盟校中，41% 的黑人
學生其實並不是美國黑人。根據《哈佛大學黑人生活
指南 /Black Guide to Life at Harvard》2004 年數據顯示，
在哈佛大學，超過 60% 的黑人學生都是國際學生或者
新移民。
      也就是說，這些精英院校中看起來好像是“少數族
裔”的學生其實壓根不是美國人。他們跟這個國家沒
關系，他們的祖先跟這個國家也沒關系，他們的祖先
也沒有受到過白人奴隸主的迫害。但是他們卻享受到
了“反迫害”運動帶來的優惠政策。也就是說“平權
法案”其實壓根沒有保護多少美國人……這公平嗎？
當然不公平。所以美國大學的招生辦公室索性從來不
給出明確的錄取標準。
( 美國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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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大規模海歸潮正在形
成，2017 年總數達 48 萬

     中新網日前壹篇有關 2017 年海歸
人 數 創 歷 史 新 高 的 文 章 表 示，2017 年
的各類回國人員總數達 48.09 萬，創歷
史新高，最大規模的留學人才歸國潮正
在形成。那麽，從十多年前的留學熱到
近期的留學潮，這種趨勢的改變意味著
什麽？
     自中國改革開放起，出國留學成為
不少莘莘學子的夢想，西方國家的頂尖

教育水準，吸引著不少追夢者，而隨著
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留學不再是難事，
出國留學現象日益盛行，但這樣的形勢
似乎在近年裏有所改變。
     中新網 4 月 24 日發表的壹篇文章
提 到， 中 國“ 累 計 有 519.49 萬 人 出 國
留 學， 其 中 313.20 萬 人 選 擇 在 完 成 學
業 後 回 國 發 展， 占 已 完 成 學 業 群 體 的
83.73%”。 這 篇 文 章 認 為 海 歸 人 數 不

斷攀升的原因在中國“通過完善各項政
策， 為 留 學 人 員 回 國 創 業 創 新 提 供 便
利，留學回國人員創業創新環境不斷優
化，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高質素留學人才
回國就業創業”。
     中新網的文章介紹說，人社部推出
海 外 赤 子 為 國 服 務 行 動 計 劃， 通 過 實
施壹系列資助項目，鼓勵各從業領域的
留學人員回國服務。美國喬治亞大學留

學生古懿說，其實留學生大量回國的現
象壹直存在，但他認為不能簡單地把留
學生回國等同於留學人才回國，因為留
學生分布在不同層次的學校和學科。據
他 觀 察， 理 工 科 的 碩 博 生 大 部 分 都 選
擇 留 下。 澳 大 利 亞 的 留 學 生 吳 樂 寶 也
留意到海歸人數的增加，但他分析說，
如果想留下的人員和想回國的人員人數
比例不變的話，隨著出國留學人員基數
的增加，回國的人肯定是要大規模增加
的。他還說：“另外壹個情況是西方國
家每年接受的技術移民有壹定額度，留
學生的整個基數在增加，移民的額度不
可能相應地按照這個比例提高，那麽出
國的人數增加，回國的人數肯定也在增
加。”
    《華爾街日報》去年發表的壹篇文
章表示，中國政府為鼓勵留學人士回國
推出了許多相關政策，包括建立旨在培
育海歸人員創業的產業園，還有提供各
種社會福利。古懿表示，中國政府的各
種人才計劃主要是針對留學歸國人員中
的高層次管理和技術人才，這壹部分人
如果不回國，那麽對中國政府來說是壹
種人才流失。吳樂寶也說，任何壹個政
權都是希望有自己的人才資源。另外，
留學生歸國落戶優惠政策也成為吸引海
外留學生回國的壹大因素。
     中國留學生對畢業後的去留問題尤
為煩惱。喬治亞大學的古懿表示，這些
選擇背後，存在很多復雜的因素。“回
去的人可能因為自己家庭有豐富的社會
資源可以利用，想念家人或者不能完全
適應所在國的環境；不回去的人會覺得
留下的話，事業上會有更好的發展；
也有人因為對中國社會存在的各種問
題感到不滿而選擇留下。”
     近年來，中國政府對海外的文化滲
透引起外界的註意。西方媒體報道說，
中國政府通過發展“軟實力”來增加
其在海外的影響力，並透過意識形態
的宣傳的，把海外學生從“西方價值
觀”隔離出去。那麽，中國當局在海
外影響力的增加是否會促成回國潮的
形成？吳樂寶說，這樣的現象並不會
增加中國留學生回國的幾率。他解釋，
愛國愛黨或愛西方之間沒有必然的聯
系。
（中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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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搗毀涉黃 APP: 女學生
宿舍開直播，不堪入目

小哥哥，妳想看什麽？給我點贊，給我打賞，妳
想看啥都可以。她們談吐直白誘惑，借著網絡直播平
臺表演不堪入目，傳播淫穢色情內容。

杭州市公安局召開新聞通報會，公布了上城警方、
江幹警方、下沙警方於近期搗毀九月久、七色（小公
舉）、PR 社這三個號稱美少女直播的涉黃 APP，涉及
10 多個省份，抓捕 93 人。

女大學生涉足黃播前途盡毀，被學校開除
曉曉（化名），95 後姑娘，杭州人，是浙江某地

壹名在校大學生。曉曉是從去年 12 月開始到九月久
APP 做黃播的，她進入這壹行的理由也非常奇葩。前
男友向曉曉借錢，曉曉從媽媽的支付寶拿了兩三萬給
前男友，但是到了還款日還不出來。後來曉曉跟認識
的壹男子說起這事，男子便慫恿曉曉做黃播。曉曉之
前在正規的直播平臺上也做過直播，有壹定經驗，便
有點動心。男子對曉曉說，他想跟曉曉借位假裝發生
關系，錄壹段視頻上傳，曉曉也同意了。結果假戲真
做，視頻流到了網上

視頻上傳後，壹名男子冒充深圳網警，說要調查
曉曉，讓曉曉到深圳配合調查，曉曉也去了。結果到
了深圳，曉曉又被這個男子給騙了之後，曉曉便正式
加入了黃播，因為是在校大學生，她的直播壹般都是
在深夜，地點是宿舍。她住的是下鋪，等室友們都入
睡後，她便拉起下鋪的床簾開始直播

從去年 12 月到被抓，曉曉賺了 6 萬元，但是代價
非常大，原本的大好青春盡毀，已被學校開除。還有
壹位在九月久黃播上比較火的主播欖菊（化名），在
做黃播之前，是壹名無業人員。

欖菊跟男友在浙江溫州相識，後到了四川。由於
兩人都無業，生活窘迫，男友愛好看黃圖，了解到網
絡黃播後，與欖菊商量，想以黃播賺錢。欖菊沒有做
思想鬥爭，同意了。之後，欖菊與男友的閨房視頻在
黃播上迅速躥紅。欖菊生意好的時候每周賺兩三萬，
但都跟男友壹起花了。

美 女 直 播 月 入 上 萬
元，直播內容毫無底線

現在網絡發達，直播
流行，除了生活娛樂還是
有很多正能量；但是這群
美 少 女 的 APP 直 播， 真
的讓人大跌眼鏡。說直白
點，所謂的美少女直播全
部都是黃播。記者從杭州
警方了解到，這群美少女
主 播， 基 本 都 是 80 後、
90 後，她們的日常生活，
除了在 APP 上進行黃播，
也混跡於夜場。

她們其中壹部分人的
想法是，不想跟別人發生
關系，但能通過直播裸露
從中獲利。也有壹部分直
播 者， 會 通 過 私 下 加 微
信， 然 後 與 客 人 見 面。
警方說，她們的想法很簡

單，通過直播能來錢，而且非常容易，來錢也很快。
主播以淫穢色情表演的形式吸引用戶，用戶以贈送禮
物的形式對主播進行打賞，壹般壹個禮物的花費在幾
十元到上千元之間。這些美少女直播基本月入都是上
萬元，如果長得好看壹點，錢更多。個別女主播壹年
非法獲利近 40 萬元。

杭州警方為了取證、查實這些涉黃的美少女直播，
也曾臥底混充看客進入到這些直播平臺，上城警方孫
警官對錢報記者說了壹句話：直播內容實在不堪入目。
另外經杭州警方查證，涉黃 APP 直播不僅僅限於晚上，
壹般白天直播收視率更高，可以說是從早上壹直直播
到晚上，只要有人看，只要有人打賞，就會壹直直播。

灰黑色產業鏈條的背後是利益驅動
這些美少女是如何加入到這些直播平臺的呢？這

裏講壹個詞叫家族長，這些美少女都是這些家族長拉
過來的，家族長以男性為多。這三個涉黃 APP 的組織
架構都很簡單，APP 運營方、家族長、美少女主播；
APP 運營方壹般會聯系家族長，家族長會利用手上的
資源，引進壹批美少女主播到 APP 平臺上直播，美少
女主播也會告知自己的閨蜜、小姐妹來平臺直播。

APP 運營方壹般抽取每個涉黃主播所得的 30%，
家 族 長 從 中 獲 取 10%20%， 美 少 女 主 播 獲 取 剩 余 的
50%60%。有些美少女主播為了多賺錢，也會私底下與
客人加微信，單線聯系發送視頻或者見面開房。這部
分所得，就屬於主播的額外收入。這三個直播平臺都
有壹定的共性特點，主播壹般都會在多個黃播平臺上
直播，傳播範圍很廣，社會危害嚴重；隱蔽性強，打
擊難度大，涉黃直播平臺軟件通常采取分享 APP 安裝
二維碼方式，在 QQ 群、微信群等相對封閉的網絡空
間進行傳播推廣，不易被發現。

同時，平臺本身往往采取了將後臺網站服務器架
設境外、不斷更換域名、使用 CDN 加速服務等方式，

增加了公安機關追查的難度。杭州公安說，利益驅動，
形成灰黑色產業鏈條。涉黃直播平臺通常分三個層級：
平臺開辦和運營者負責客服、資金結算和技術維護、
家族長負責招募管理、主播負責在平臺內進行淫穢色
情表演並接受打賞，在平臺外頻繁互動傳播淫穢視頻。
三者以利益為紐帶，形成了壹個看似松散自由，實則
聯系緊密的犯罪團夥。此外，壹些涉黃直播平臺還通
過在平臺上投放非法廣告進行導流牟利，更衍生出網
絡招嫖、網絡賭博、網絡詐騙、網絡盜竊、網絡黑客
攻擊等違法犯罪活動。

杭州警方表態，堅決打擊涉黃直播
為整治網上違法犯罪亂象，杭州市區二級網警部

門連續展開了網絡直播平臺傳播淫穢物品違法犯罪專
案打擊行動。4 月 2 日，聯手江幹分局出動警力 150 余
名，成功打掉了美少女直播 APP，在河南、福建、深
圳等 11 個省，21 個縣市抓獲並刑拘平臺運維、家族長
及群管、黃播主播以及組織賭博犯罪嫌疑人 50 人；

同日，聯手上城分局出動警力 100 余名成功打掉
了九月久直播平臺，在北京、福建龍巖、遼寧大連、
廣東深圳、山東菏澤、寧波、溫州、金華、衢州等 18
個省市抓獲並刑拘平臺管理層、家族長及主播等犯罪
嫌疑人 29 人；4 月 9 日，聯手經濟開發區分局出動警
力 70 余名成功打掉了 PR 社手機 APP，在廣州、河
北、北京、成都等地抓獲並刑拘平臺組織者和主播等
犯嫌疑人 14 人。扣押服務器和計算機等作案工具共 20
余臺，凍結資金賬戶 6 個共計 70 余萬元。現場提取的
476 部音視頻，經鑒定均為淫穢物品。

（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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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永元似乎撕開了娛樂圈壹道口子，這個口子裏
的主角就是馮小剛，而配角就是劉震雲、範冰冰、徐
帆等。北京時間 5 月 30 日，崔永元把炮口再次指向
了馮小剛和劉震雲，微博上發了 4 張圖片，配文仍是
簡單的“有的吃肉，有的喝湯”幾個字。
其中，第 1 張圖片是劉震雲接受媒體采訪的截圖。劉
震雲透露自己當年當編劇的第壹個作品《壹地雞毛》
拿到了 8 萬元人民幣（1 人民幣約合 0.1555 美元）稿
酬，“第壹次看到那麽多錢”、“眼睛都綠了”。第
2 張圖片是劉震雲談到馮小剛時，說自己時常看到他
多愁善感，突然就哭了起來。第 3 張圖片是馮小剛個
人奢華視聽室和天價藝術收藏的報道截圖。房間內部
裝修富麗堂皇，單單是墻壁上的壹個繪畫作品就已經
超過了 2,000 萬元人民幣價格，這是馮小剛通過拍賣
會弄到手的。第 4 張，崔永元又分享了壹張疑似演藝
合同的截圖。
從上可以看出，內容邏輯關系明顯，暗指馮小剛夫婦
很有錢，把劉震雲塑造成了壹個被埋在鼓裏的人，憑
電視劇《壹地雞毛》只拿到 8 萬。馮小剛新作《手機 2》
的開拍，讓《手機》與崔永元的“舊怨”重新被提起，
而崔永元也沒忘了這事，從 5 月 11 日開始炮轟與馮
小剛有關系和參演電影的部分人。
5 月 11 日，崔永元在微博上怒罵馮小剛及編劇劉震雲
稱“馮小剛是渣子大家都知道，劉震雲變成渣子速度
偏快了壹些。”還曬出 3 張與劉震雲聊天的截圖。
5 月 24 日，崔永元在微博曬出壹張中國女星範冰冰獲
得“國家精神造就者獎”的新聞，崔永元只發了“壹
個真敢發，壹個真敢領”10 個字，卻暗含嘲諷之意。
5 月 25 日，崔永元微博疑似爆料範冰冰在《手機 2》

中的片酬，顯示為範冰冰的片酬為人民幣 1,000 萬
元。崔永元在微博中表示“壹個真敢要，壹個真敢
給”。
5 月 26 日，崔永元微博發布馮小剛妻子徐帆在采訪
中的截圖。徐帆在談到馮小剛出軌時表示“反正我
們家是男的，吃虧的不是我們。”崔永元微博諷刺
道“壹個會幹，壹個會算”。
5 月 27 日，崔永元微博發文諷刺劉震雲女兒劉雨霖。
劉震雲女兒在采訪中曾表示：“我爸教我不要臉，
李安教我不要著急。”崔永元通過截圖並配文稱“妳
爸這個快，李安那個慢”，諷刺劉震雲女兒不要臉。
5 月 28 日，崔永元在微博中曬出疑似範冰冰的商業
合同，並配文稱“妳不用表演，妳是真爛”。
5 月 29 日上午，崔永元發微博稱範冰冰簽了“壹小

壹大雙合同”，1,000 萬人民幣只是壹部分，“不怕

曝光的小合同”價值千萬，而另壹份隱藏的“大合同”
價值 5,000 萬人民幣，也就是說，這個演員演壹部戲
拿了 6,000 萬人民幣片酬，而“這哥們兒只在片場演
了……4 天”。
5 月 29 日下午，崔永元針對範冰冰的回擊，發文稱，
“別急，大家都別急。學學馮小剛、劉震雲，怎麽擠
兌都不回嘴，多有文化多大氣。魯迅先生說：妳惡心
別人早晚會被別人惡心，靠數錢維持的快樂過不了五
月。”暗諷馮小剛和劉震雲。
另外，《手機》主要演員裏還包括葛優和範偉，目前，
崔永元並未炮轟這二人。尤其是葛優，他在電影《手
機》中扮演的《有壹說壹》主持人嚴守壹被看作是崔
永元的原型。
( 多維 )

個人照片遭公開售賣：被
盜圖者頻遭騷擾無計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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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日報君接到讀者小黑（化名）的來信。小
黑氣憤地告訴我們，他在北美地區的商店裏發現不少
貓糧狗糧的包裝袋上竟然明晃晃地標註著這樣壹句
話——“沒有來自中國的食材成分”(No Ingredients 
from China)。商家在產品外包裝上標註原料成份，這
無可厚非，但如此公然強調“無中國進口成分”，這
不是赤裸裸地歧視嗎？
     更氣憤的是，調查後我們發現，類似的事情之前就
已有發生，也有人向商家反應過這個現象，但他們並
不以為然，非但不道歉，還將“鍋”甩了回來 ... 據外
媒報道，4 月初，加拿大列治文華裔居民杜 (Lily Du) 在
她常去的商店買了袋狗糧，回家後正要打開，卻驚訝
地發現包裝袋上印有充滿歧視意味的壹句話：“沒有
來自中國的食材成分 (No Ingredients from China)”
列治文是亞洲以外華裔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華裔占
比壹度高達 52.5% 以上。這樣的標註，無異於在公然挑
戰華人的底限。
    “當看到這個包裝時，我覺得被冒犯了，這樣的產
品在市場上賣讓我覺得很不舒服。”更令她感到氣憤
的是，商家這種行為不僅充滿歧視意味，也容易引發
種族沖突：“這種類型的廣告等於在分裂我們的社區。
如果真的有人是因為‘不含中國產的原料’才買了這
袋狗糧，意味著這個人已經對中國產品有了偏見。這
款產品正在更進壹步讓消費者加深這種偏見。”杜購
買的狗糧，是美國品牌 the Honest Kitchen，隸屬於 Pet 
Valu 公司；印有歧視性標語包裝的狗糧在 Pet Valu 旗
下所有超市均有出售，包括杜去的 Tisol Pet Nutrition，
Bosley's 和 Paulmac's Pet Food 等。
       事後，有記者來到 Tisol Pet Nutrition 超市，找到
了杜購買的“歧視”狗糧，大家猜怎麽著，架子上壹

整排都是呢。當記者向店員詢問對該事的看法，店員
也表示看到產品被貼上這樣的標簽確實很奇怪：“我
不知道為什麽該產商單單標註了中國，或許因為某些
消費者認為，中國食品質量不太好…？”
      該品牌的創始人 Lucy Postins 也出面“解釋”了貼
標的原因：這不是針對某個國家的歧視，而是為了消
除部分顧客在“07 三聚氰胺汙染狗糧”事件後對產品
的信心。
    “2007 年，美國出現過壹次大規模的寵物食品召
回事件，在那次事件中，很多寵物失去了它們的生
命。”Lucy 稱，當年被召回的食品中，大部分都使用
了中國進口的食材成分，而那些成分中含有三氯氰胺，
對狗和貓來說毒性非常大，能奪命。自那次事件後，
人們開始擔憂使用中國食品成分的安全性。
      她還特意補充道：“Honest Kitchen 的消費者中有
很多是華人或中國公民，他們不想給自己的狗狗和貓
餵含有來自中國食材成分的糧食，所以我們這樣標註
並不是針對中國或中國人。
      然而，這個回答並不被消費者們接受，認為他們的
做法就是不折不扣的歧視。加拿大列治文的居民 Wang
表示：“我強烈認為這是對中華民族的壹種歧視，這
個標簽已經越了線。他們可以說中國曾有過食品安全
問題，但加拿大和美國也同樣出過食品安全問題，我
不認為他們可以根據以前發生過的事來給中國食品的
質量下結論。”
      日報讀者小黑也提出質疑：“這都 10 年過去了，
為什麽現在才在封面如此標註？”“為什麽不標 all 
American ingredients ？”的確，中國存在過食品安全問
題。
       據新華社報道，2008 年，中國三鹿集團生產的嬰

兒奶粉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導致六名嬰兒死亡。自
那以後，中國壹直在提高食品的安全性，2009 年頒布
了第壹部食品安全法。僅僅因為寵物食品召回事件，
就給中國食品的質量下了結論，是否不太妥呢？更何
況那已經是 10 年前發生的事情，時代在變化，中國也
在努力改善曾經的不足。
      食品安全，是全球性的問題。2017 年，歐洲爆發
“毒雞蛋”事件，在壹批雞蛋中驗出高濃度的有毒殺
蟲劑氟蟲腈，導致數百萬枚雞蛋下架；2008 年，加拿
大最大的食品加工企業之壹楓葉食品，曾爆發李斯特
菌感染事件，造成全國境內 22 人死亡；2018 年 3 月，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公司宣布召回壹款牛肉類寵物食
品，因產品受沙門氏菌汙染 ... 那我們再來看看 Honest 
Kitchen 品牌給出的這句解釋——“這不是針對壹個國
家，這是我們對食品安全的要求。”
       把“食品安全”定義為“不來自中國”，這不是針
對是什麽？這不是冒犯是什麽？尤其是對於壹家每年
收入 3000 萬美元的企業（其中壹些來自中國的客戶）。
對了，還想問問號稱“不針對任何國家”的 Honest 
Kitchen：藏獨又和食品安全有什麽關系？如果不帶
任 何 歧 視， 為 什 麽 官 網 上 有 這 麽 壹 句 ——（0: The 
number of food ingredients we use from China (PS, Free 
Tibet!)”？還搭配了藏獨的紅色？中國的確存在食品安
全問題，
      我們不否認，也不回避，努力找到原因所在，並加
以改正；但反思是我們自己的事，如果上升到國際層
面，還名正言順地利用這點侮辱中國，對不起，零！
容！忍！
( 北美留學生日報 )

商家公然辱華 包裝袋上特標註
“無中國成分” 華人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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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19歲走紅，低調嫁王思聰好友，
如今被寵上天

      大家都說，10 個豪門 9 個“花”，
在許多網友的思想裏，豪門有個緋聞，
三妻四妾都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娛樂圈
中的她，豪門老公卻特別的專壹，說到
這，許多網友都會覺得那壹定是顏值不
怎麽樣，其實不然，這位土豪老公還特
別的帥，是很多少女的夢中情人 . 今天，
就讓我們壹起來看看，這個她有著怎樣
的魅力，又何德何能讓這位豪門老公對
她如此的專壹。
     張嘉倪，在壹個普通的家庭出生，7
歲時學習舞蹈，9 歲去北京接受專業的
舞蹈訓練，之後考進了北京電影學院 .06
年 19 歲的她參加節目後取得了冠軍，
並在之後，演繹影視劇《又見壹簾幽夢》
走紅，壹時之間，知名度家喻戶曉，並
在娛樂圈中獲得了許多導演的人認可，
成為了娛樂圈內的“搶手貨”
      在這之後，她又演繹了許多部電影，
例如《極品女士第二季》、《城市戀
人》、《愛我，妳別走》等等。並依靠
自己入木三分的演技獲得了 2007 年新
浪第三季度最佳女演員獎、2010 年風尚
中國榜年度影視新人獎等優秀的成就。
並在前段時間，還帶來了最新的影視劇
作《溫暖的弦》獻給熒幕前的網友們，
此劇在湖南衛視金鷹獨播劇場首播，並
在騰訊、優酷、芒果視頻 TV 同步播出，
也引來了許多的網友和粉絲們紛紛追
劇，並每日靜守在電視與手機旁耐心等
待。
      張嘉倪在成名之後依然很低調，壹
點都沒有明星的架子，不管是合作過的
演員，還是劇組人員都給予了她很高
的評價，並且出道至今，幾乎沒有任何
緋聞，唯壹壹段被大眾知道的戀情也就
是和前任杜淳了，除此之外，在無“瓜
果”。
      之後，張嘉倪遇到了買超，並據說
買超是壹名圈外人，但也是壹名富二
代，並且根據網友爆料：買超與王思聰
還是多年的好友，並且在微博上買超還

經常誇獎張嘉倪，並說她是自己的小公
主。2016 年 10 月 9 日，張嘉倪曬出了
和寶寶的照片，圖中的母子兩人也是暖
化人心，可以說張嘉倪是非常低調的嫁
給了買超。至今，31 歲的張嘉倪也在 4
月 24 日宣布懷有二胎的消息，許多網

友也是紛紛送上祝福。
      從張嘉倪緋聞居少的這壹點上，我
們就能得知張嘉倪特別自律，加上顏
值、事業都十分成功，為人也十分低調，
並沒有因為自己得到的成就而迷失變得
自大上來看，難怪張超會被“迷”的死

死的，這樣的壹位好女人要去哪找呀，
在此，我們也祝福他們的事業能夠越來
越好，並且在未來的日子裏，也能夠壹
直幸福下去。
( 網易娛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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