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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笑聊房
從哭聊到笑

1、大家都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的根本是

优秀的人才，人才的根本是受到良好的教育，良好的教育的

根本是上一所好的学校，上好学校的根本是要有学区房，所

以房地产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

2、为什么要买房？

你把钱存银行，你不买房，你的钱就会被银行借给别人

来买房。

最后你住着别人用你的钱买来的房，还收着你的房租，

还用着你交房租的钱还房贷。

再后来，还用你的钱买来的房子，娶了你眼中的女神，

然后结婚还邀请你去，还要你掏红包祝福！

看完就问你慌不慌？！

3、昨日还能买西城，今朝只能买海淀；本月还嫌朝阳

贵，下月丰台也崩溃；今天亦庄不买房，明天河北去看房；

今日全款变首付，明日首付变车库；出去旅游四五天，回来

少个卫生间。

4、病房是个神奇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人的起点，也

可能是一个人的终点。宛如一面镜子，进来之后，照尽生离

死别，人情冷暖，还有赤裸的人性，这世上最暴露人性的是

医院的病房。

5、一对男女相亲，男的：你是怎样看待房市的！

女的一愣，随后脸一红沉默了好一会：只要姿势不太古

怪，我会尽量配合！但一定要让我喊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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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發現了
件可怕的事情
1、上厕所的时候发现手机没电了，闲着没事，也发现手

机挺脏的！于是就非常耐心仔细的擦呀擦，在我的努力之下

，手机变得跟新的一样，就在我非常开心的时候，我突然发

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厕纸扔啦。。。

2、在超市看到绿茶，就想起一次逛街，买了一瓶绿茶，

拧开瓶盖一看“再来一瓶”，换了之后再拧开看看，结果又

中了！高兴地换了之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手拿两瓶没盖的绿茶。。。

3、今天外边天很冷，宿舍的就决定谁穿的少，就让他去

楼下拿外卖，我一想那我脱光看你们怎么让我下去拿。

没想到他们马上凑上来拍了照，突然发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

事情：威胁我下去拿。。。

4、这次去相亲，女的长的还行，就是说话有点高傲。

她说她硕士毕业，我把我的博士证拿了出来。

她说她考了驾照，我把我的A1驾驶证拿了出来。

她说她有套房子，我把我的别墅房权证拿了出来。

她看后两眼放光，突然，她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说：

“咦！你不是前两天给我办证的那个人吗？”

5、我：“老婆，我到家楼下啦！”

老婆：“你不是说今天出差吗？”

我：“临时取消啦！你吃饭了吗？用我买点什么带上去

吗？”

老婆：“我想吃水煮鱼啦！你去饭店帮我买一份吧！”

我好像突然发现了件可怕的事情。。。

1、愚人节，同学和我说老师让我去办公室，我还真就傻傻的去了，

我进办公室以后在老师面前站了许久，老师问：“有事？”

瞬间明白被耍了，我郁闷的说：老师，校长找你。

2、劫匪：老大，不是说好了抢银行吗？你带我到群里来干嘛？

老大：笨蛋，抢银行有抢红包安全吗？

3、生活小常识：不带盖儿的镜子放在抽屉里的时候正面一定不要朝

上，不然打开抽屉时会把你吓得掀桌子！

4、“您好，你是XXX先生吗？”

“是的，干嘛？”

“您好，我们这里是公关公司，想耽误您一两分钟的时间做一个大

概五分钟的调查…”

5、刚领导问我：“你觉得这个项目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我：“我怕加班猝死。。。”

開心的過個愚人節

1、老王跟我抱怨：“段子手真是的，老是写我。我是那样的

人么？！现在害得隔壁邻居们都防着我，连串门聊天都不让了。”

我：“没事，不串门就不串门，有什么大不了。”

老王：“那不串门你让我怎么看望我的亲生儿子？！”

2、古时侯，有条街上有一卖冥纸的店铺老板贴出一联求对：

上联曰： “竹制纸糊，经不得风，见不得雨，鬼要。”

过往文人绞尽脑汁，竟无人能对。

后来，一卖夜壶的老者路过，看了看这上联，不假思索就对出

下联：“泥捏火烧，热不了茶，温不了酒，鸟用。”

3、古代人和现代人聊到生活质量，现代人说：我们现在联络

用电话，出门开宝马，你们古代人能比么？

古代人看看现代人说：我娶媳妇只为冲冲喜。。。

现代人：我曰你妹！

4、我：我发现我有变Gay的倾向！

同事：何以见得。

我：每次咱老板在上面讲话的时候我都有想艹他大爷的冲动！

5、哥们过来找我喝酒，我痔疮发作，不能喝，吃辣也不行。

哥们悻悻而返，走了几十米，他回过头来说：等你养好屁股，

我再来找你！

突然感觉我好像很危险。。。

很是搞笑
汙人都表現不錯

氣暈妳的熊孩子
侄子喜欢听我讲故事，晚上非要和我一起睡。我看他

穿着脏兮兮的裤子就说：“去，让你妈妈把裤子脱了再过

来睡。”

小侄愣了一下，跑过去对嫂子说：“妈妈，叔叔让你

把裤子脱了过去和他睡。”

我问儿子：“宝贝，爸爸今天带你去哪玩了？”

熊孩子回：“不行，小姨不让说。”

领儿子去公园湖边玩，儿子非要去玩船。

我：爸爸不敢玩，掉进水里你就没有爸爸了。。。

儿子：没事的，你掉进水里我就给你捞出来放鱼缸里

养着。

老婆掌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每个月给我的零花钱少

得可怜。闺女作为我的贴心小棉袄，到月底会瞒着老婆，

毫不犹豫地将自己零花钱分点给我！

直到有一天，我存了几年的私房钱被老婆全部搜走了。

只见闺女高兴地说：“妈妈！我卧底这么久，准备分

我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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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薛晓路导演，汤唯、吴秀波主演的《北京

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明天正式上映。昨日，导

演薛晓路携吴秀波来到暨南大学出席广州站首映

礼。儒雅的波叔与现场学生大方分享“爱情观”，

每句话都像情书一般。

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中，吴秀

波饰演独自生活在洛杉矶的华人房产经纪人Dan-

iel，年少时父母离异，一人到国外求学，内心充

满孤单，直到遇上汤唯扮演的焦姣才有了转变。

影片中，汤唯和吴秀波千里姻缘一“信”牵，在

彼此的通信往来中逐渐敞开心扉，两人曾在拉斯

维加斯、伦敦等多地数次擦身而过，最终相遇。

虽然故事和《北京遇上西雅图》没有关联，但和

上部影片一样，《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

仍然着重表现汤唯和吴秀波的精神恋爱。薛晓路

称：“我只是写了爱情的一种方式，也是很正常

的一种爱情方式。一段爱的达成，不管是通过书

信，还是言语，还是微信，最终还是需要精神交

流和沟通。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只是我们

在影片里用了书信的方式，显得很注重精神层面，

但其实所有的爱，都需要这种精神沟通和共识。”

吴秀波也说：“电影表述的内容和现实生活

很接近，两个人没有相识前就像平行线，这是我

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过程。我们在认识之前，从

出生开始，都要各自走过一段路。”被问及生活

中会不会认可这种书信渐渐培养出的感情时，吴

秀波称：“如果《北西》第一部讲的是缘分，第

二部讲的就是缘起，所有情感形成的根源，书信

形式就是一种缘起，我很欣赏这种方式。”他还

鼓励现场男生对身边女友说出“我爱你”，吴秀

波说：“交流要说重点，三个字比你说的五十个

字重要。”

吴秀波称，薛晓路故事中的生命态度是他非

常欣赏的，“我可以用它来对应我对职业和生命

的要求：尽我所能，表达尊重。”他说，在拍摄

《北京遇上西雅图》时，他觉得特别宁静温暖，

很想在一个地方停下来，甚至有了退休的打算。

但在拍摄《不二情书》时，心态有了变化，“我

觉得不管工作还是生活，一生都在路上，我只想

一直走下去。”

很多粉丝对吴秀波表达对他的喜爱。吴秀波

说：“其实角色给你们带来的快乐，不仅是我的

表演完成的，也是所有创作者一起完成的。现在

有这么多文艺作品，每个作品都在表达不同的态

度，而我们能够因为作品而感到如此和谐开心，

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人生见识。”

【金句不断】

关于片名

有同学问导演为什么影片只讲了美国和澳门

的故事，却要用《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

这个名字。导演薛晓路直言，拍摄时只是用“不

二情书”的名字，前缀是出于市场考虑才加上的。

吴秀波机智地回答说：“北京和西雅图相隔遥远，

并不是实指。就像为什么要叫暨南大学，因为

‘面向南洋、文传四海’。”现场同学非常受落，

报以欢呼和热烈的掌声。

关于汤唯

现场有粉丝问吴秀波，“你会不会当汤唯孩

子的干爹，或者是给孩子取名字提建议？因为你

太博学了！”吴秀波说先是笑着反问：“你觉得

我有资格给她的孩子取名吗？”接着说：“剧组

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两个问题，电影未来票房多少，

汤唯的宝宝究竟是男孩女孩。”

关于台词

“滚床单的美妙，最终会变成滚钉板的惨叫。

”这句台词在影片中出现了几次，导演薛晓路爆

料说，吴秀波在拍摄中坚决反对这句台词，老问

她这句台词改没改，导演一直拖着不告诉他，结

果影片中这句话最终由汤唯说出来。吴秀波说：

“因为我是老派的人，不知道现在的人口味都这

么重啊。”他还打趣道：“世界是一张大床单，

我们一起开心地滚来滚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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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秀波說話就像寫情書

蔣欣《歡樂頌》虐心升級
網友紛紛力挺樊勝美

“作为一个30岁的女人，没有一分钱存款，

哥哥结婚的房子首付是我出的，还贷也是我，

连生孩子的钱都是我出的”这是近期正在热播

的都市剧《欢乐颂》中的一段令人心疼的台词。

由蒋欣饰演的樊胜美，为了哥哥所惹出的祸端

而被父母逼着“买单”，为

了帮助家里四处奔波，却得

不到家里人的谅解。蒋欣以

精湛的演技，将这个仗义骨

子里却有一丝高傲的女人刻

画的惟妙惟肖，这段哭戏也

是赚足了所有人的眼泪。

所有的网友在心疼樊胜

美的同时，也纷纷在网络上

“筹款”力挺樊胜美度过难

关，对樊胜美喊话让她交出

账户地址，网友纷纷表示

“不行了我好想给樊胜美打

钱、小美哥哥地址给我，我

要给他寄窜天猴”，而蒋欣

也在自己的微博上跟网友道谢。在昨晚播出的

《欢乐颂》中，虐心程度又再度升级，在火车

站寻人的凄凉画面，实在令人感到心酸。接下

来樊胜美的生活会有所改善吗？关注每晚播出

的《欢乐颂》。

啥時生娃？生幾個？
黃曉明：在努力順其自然吧

由于黄晓明一直泡在剧组赶新片，直到 4日下

午 6点快吃晚饭时，记者才终于有机会与他完整对

话。实录如下：

记者：与你以往的电影相比，你认为你有哪些

突破？你如何评价自己主演的玄奘角色？

黄晓明：首先，演绎玄奘这个伟大的人物对于

我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

力求自己的演绎能够更加贴近历史。另外这部戏中

的印度语和梵语台词占很大比例，当时很多对戏的

演员都不会说梵文，因为这是很古老的语言，现在

已经很少说了。对于没有基础的我来说，更是一种

挑战。

《大唐玄奘》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演绎历史上

真实玄奘的影视作品。在电影里，他永远是一副风

尘仆仆、灰头土脸的样子，但是内心充满了安宁和

力量。作为我来说，我尽力把他的坚持和他的坚韧

，完整而真实的精神表现出来，让大家看到真实的

玄奘，是这样一个人物，一个真正的大师，一个真

正的修行者。

记者：演完玄奘有哪些收获？

黄晓明：我觉得这部戏最能传递的就是一种正

能量。玄奘大师身上有一种非常“单纯”的执拗，

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可以付出青春甚至生命，这是我

们现代人都非常缺少的品质。他对于信仰坚持的精

神也值得每个人去学习。

对我来说，出演玄奘是我表演生涯中的一个

挑战，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也更坚定了我要做一个

好演员的初心和梦想。拍戏过程中一直是玄奘大师

的精神支撑着我，虽然身体很痛，但心灵是纯粹

和安静的。

记者：2016年，你还有哪些作品推出？

黄晓明：我与刘德华合作的电影《王牌逗王牌

》今年会上映。另外今年也计划投资一些影视项目

，在里面加入一些新鲜的科技元素，例如现在很受

瞩目的VR科技。

记者：结婚快一年了，计划什么时候生小宝贝

？会不会放开多生几个？

黄晓明(电话里笑了)：在努力，顺其自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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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公主与七个可爱的

小矮人的故事可谓陪伴了不

知多少代人的童年，“白雪公

主”的美丽和“七个小矮人”

的勤劳、善良不无让人们喜爱

。但是，现实中也许真的有小

矮人存在过哦。他们被科学家

定义为全新人种。

弗洛里斯人是一个新的

人种，他们的别名叫小矮人

。这些小矮人是在 2003 年一

群考古学家前往印尼的一座

小岛探索时，从一个石灰石

岩洞中发现的，因为那座岛

叫弗洛里斯岛，所以这些考

古学家将这些小矮人取名

“弗洛里斯人”。

据考古学家研究认为弗

洛里斯人是人类族谱中的一个

分支，他们的身高堪比黑猩猩

，当地居民只有1米左右；脑袋

很小，只是正常人类脑袋的1/4

而已。他们是一个不与外界往

来的独立原始人类群体，正因

如此，才有了小矮人的体型。

不过，在考古界中对于

弗洛里斯人的争议与质疑也

是层出不穷。如一些考古学

家认为认为佛罗里斯人的骨

化石之所以小是因为这些人

类可能患有侏儒症或者脑部

畸形，这些病会造成脑容量

比正常人小。还有研究认为

，这些被发现的遗骨根本不

是新人种，而只是唐氏综合

症的患者。当然这些说法各

执一词，各有各的证据，也

需要长期的研究与验证。

不过网友对于这一发现

，纷纷发表热议看法，大部

分都吐槽“我只是关心岛上

有没有白雪公主”。换做是

正常身高的女性游客，一登

岛游览，岂不是变成“白雪

公主”呢，这样想一想也是

挺有创意呢。

还有人机智网友推测，

当年的安徒生是不是来过这

里，看到这样的景象，才写

出美妙的故事，那有可能白

雪公主的原型是真存在过。

考古学者发现“矮人岛”，身高只有一米

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

史，中国的历史辉煌灿烂，给

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宝藏，当然

也留下了很多的谜团，这其中

有很多是未解之谜，例如中国

野人之谜，神农架野人是我们

探秘的较为深入的一个谜题。

“野人”之谜历来被炒得

沸沸扬扬，是当今世界 "四大

谜 "之一。早在 1784 年，我国

就有西藏野人的文献记载。在

喜马拉雅山区不断有人目击野

人活动并有女性野人抢走当地

男人婚配生子之事。

除我国西藏和神农架外，

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流传着有关

"野人 "的传说，100 多年来北

美洲不断有人目击"野人"，并

称之为"大脚怪"，特征是与人

相象，直立行走，两臂摇摆，

全身是毛，身高 8-9 英尺，不

会讲话。专家认为这可能是古

代巨猿的后裔，还仅停留在观

察阶段。无独有偶，在西藏的

喜马拉雅山麓，在西伯利亚的

贝加尔湖畔等地还流传着 "雪

人"传说。

就目前有关部门收集到的

资料表明，在神农架目击到

“野人”的次数已达 121 次，

先后有 370 余人看到过 145 个

“野人”。

在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

察期间，有 4 名考察队员在考

察中两次看到过“野人”。

野人毛发：对搜集到的野

人毛发，科学工作者从光学分

析鉴定到镜制片鉴定，从对毛

发微量元素谱研究和微生物学

测试等，各项研究所取得成果

表明，野人毛发不仅区别于非

灵长类动物，也与灵长类动物

有区别，有接近人类头发的特

点，但又不尽相同。参加研究

的科学家认为，野人属于一种

未知的高级灵长类动物。

野人脚印：科学工作者对

野人的脚印的观测研究表明：

在神农架所发现的野人脚印与

已知的灵长类动物的脚印无一

等同，比人类的脚落后，比现

代高等灵长目动物的后脚进步

。两脚直立行走，可确信一种

接近于人类的高级灵长类动物

的存在。

野人的粪便：最大的一堆

重 1.6 公斤，内含果皮之类的

残渣和昆虫蛹等，可推想其食

物结构。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世界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未解之谜

，人类发展的如此漫长，在人

类的进化史上也给我们留下了

很多谜团，例如中国野人之谜

探秘最多的中神农架野人之谜

。

中国野人之谜-科学家探秘
最多的神农架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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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朗普入主白宮兩年後，美國選民即將在 11 月 6
日再進行壹場投票，這就是中期選舉。中期選舉每四年
壹次，它會選出新的國會議員，而非總統，但選舉的結
果卻可能對本屆總統余下任期的執政，甚至兩年後的大
選產生不小的影響。
兩院爭奪戰
       美國的國會分為參議院和眾議院。11 月 6 日，美國
選民將會選出這兩院的議員。眾議院和參議院共同起草
和制定法律。而參議院議員（即參議員）還有權確定或
駁回總統對高級政府官員和法官的任免。
      參眾兩院目前都由總統特朗普所在的共和黨控制。但
民主黨認為，今年他們可以在眾議院贏得多數席位，從
而取得眾議院的控制權。如果民主黨的計劃得以成真，
他們將有權拒絕實施總統的很多計劃，特朗普的很多行
動都將會受限和推遲。
     此前，特朗普想做的許多事情——諸如在美國和墨西
哥之間築墻，都必須先得到國會的批準。眾議院所有的
435 個席位都將在此次選舉中改選。如果民主黨想贏得多
數席位進而控制眾議院，他們至少需要從共和黨爭取 23
個席位。
      現在看來，這並非難事。很多共和黨人近期因各種原
因離開了眾議院，所以局勢難以預料。目前由共和黨控制
的參議院也同樣值得關註。此次選舉將會角逐參議院 100
個席位中的 35 個。如果民主黨想奪下參議院控制權，他
們需要從共和黨手中奪取兩個席位。但今年只有 9 名共和
黨參議員的席位會改選，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料將繼續維
持。
       那麽，如果參議院由共和黨控制，而眾議院由民主黨
控制，會發生什麽 ?
        簡言之，便是“僵局”二字。

      由於政府的“左膀右臂”在很多問題上無法達成壹致，
政府可能會隨時“關門”。在美國，當國會未能就全國範
圍內政府運作的資金問題達成壹致時，政府將停止運轉。
誰會獲勝 ?
       民意調查顯示，目前民主黨在很多方面領先。

     壹些專家預測，今年可能會出現所謂的“浪潮選舉”
（wave election），即在野的民主黨會大獲全勝。從歷史
上看，自美國內戰以來，總統所在的政黨在每次中期選
舉中，都平均會失去 32 個眾議院席位和 2 個參議院席位。
這無疑也預示著特朗普的敗北。
      特朗普目前的低支持率，也可能會影響民眾對共和黨
候選人的支持，並激勵民主黨人。特朗普是現代最不受
歡迎的總統之壹。 在特朗普任職期間，他的支持率壹般
都徘徊在 40％左右。我們也別忘了今年所謂的“粉紅浪
潮”。此次參加競選的女性候選人數達到歷史新高。

      例如，在密歇根州，角逐州長職位的候選人是清壹色
的女性，而民主黨的拉希達•特萊布（Rashida Tlaib）將
成為首名當選國會議員的穆斯林女性。越來越多的女性
前來參選，原因有很多。壹些候選人說，這是為了彌補
希拉裏•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在 2016 年的失敗，但
對特朗普政策的不滿是更主要的原因。但也有人認為，
由於美國經濟向好，共和黨的優勢可能會繼續維持。
      在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的薪資達到了九年來的最高
水平，在截至 9 月的壹年裏上漲了 2.8%，失業率也持續
下降。
        對特朗普意味著什麽 ?

      特朗普入主白宮後，其團隊接連爆出醜聞。例如，他
的團隊因“通俄門”正在接受調查，特朗普本人還被控
向壹名聲稱與他有婚外情的女子非法支付款項。到目前
為止，民主黨主要人物壹直拒絕公開討論替換總統，或
逼迫特朗普辭職。
      但假如真的發生，眾議院的多數議員將會對彈核案進
行表決。下壹步，總統將因“叛國罪、受賄罪或其他輕
重罪”的指控，受到參議院的審判。
       如果三分之二的參議員認定特朗普有罪，他將被免
職，由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取而代之。上壹
次由副總統接替總統的案例發生在 1974 年，時任總統理
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辭職，副總統傑拉爾德•
福特（Gerald Ford）入主白宮。
       最近壹次彈核案則發生在 1998 年 12 月，時任總統比
爾•克林頓（Bill Clinton）被控作偽證和妨礙司法公正，
但最終參議院宣布其無罪。不過，美國歷史上還從未有
總統因被彈核而遭到罷免。
      所以，大概率的結果是特朗普在接下來的總統任期中
受挫，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將會對他的部分計劃和政策
進行阻撓。
        接下來會發生什麽 ?

      中期選舉後不久，美國就將迎來 2020 年的大選。此
次中期選舉除了選國會議員，還會改選 36 名州長。在美
國，50 個州都各有壹名州長。州長是該州的主要發言人、
監督州法律，並可以任命地方官員和法官。目前的這 36
人中，有 26 人是共和黨人。
        當總統大選開始時，州長們通常會大力尋找財團進
行捐款，以支持他們政黨的候選人。因此，在此次中期
選舉中選出的新州長可能會對 2019 至 2020 年的總統競選
活動產生重大影響。下壹次美國大選將於 2020 年 11 月 3
日舉行，但競選活動在 2019 年就將展開。特朗普可能會
謀求連任，他的民主黨競爭對手將由 2020 年 1 月開始的
壹系列黨內初選決定。
(BBC 中文網 )

美國中期選舉選什麼？
這份指南告訴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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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4 日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
騰在知乎上的提問引發了熱烈討論。截止發稿時，這
個提問已經獲得了 391 個回答，帶來 1.3 萬的關註者和
將近 67 萬的瀏覽量。其中一名名為“半佛仙人”的回
答者從“斯格明子霍爾效應與互聯網數據存儲”這個
點上對於馬化騰的問題進行了詳細的回答。
      他提到：沒有意識到基礎研究重要性的企業，會失
去未來，例如中興。所以我們不得不，也必須大力投
入基礎科學，基礎科學的投入是需要幾十年不間斷，
這裏面需要政府，也需要社會資本，政府上百億砸進
芯片領域，馬化騰本人幾十億贊助成立西湖大學，各
個大學都在做青少年基金，大家已經看到了這個現實。
失去應用，失去很多；失去基礎，失去一切。這是我
們必須面對的未來。
      他還在其中提到了騰訊本身，還有和騰訊同處於深
圳的華為，來解釋基礎科學的重要性：基礎科學在當
今社會往往被應用科學所吊打，因為很多人都不理解
基礎科學的重要性。如果沒有電磁理論的麥克斯韋方
程，我們就不會有收音機、電視機、手機、GPS。我們
甚至不會有因特網和有線電視，因為電纜光纖的設計
也要靠麥克斯韋方程。如果沒有量子理論的薛定諤方
程，我們就不會有半導體工業，進而也不會有半導體
器件、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手機、電視機、LED
照明，以及一切電子儀器設備。如果沒有凝聚態物理
發現的巨磁阻效應，我們硬盤的容量將最多是 4GB，

而不是現在看到的 TB 級別。
      華為占盡 5G 先機的 polar，也是應用了土耳其科學
家的基礎科學突破。騰訊為了能將自己的數據賦能全
業務，也自建了基礎科學實驗室，各大高校挖人，每
年投入的資金不設上限。另外一位知乎用戶“霍華德”
也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表明自己是基礎科學的悲觀者，
並與劉慈欣持相同的態度：基礎科學已經停滯太久。
低垂的果實已經被采集殆盡，高懸的果實如受控核聚
變不知道要多少代價才能采到，其成
本甚至可能高於人類社會的承受能
力。
      有意思是的，劉慈欣也即將像馬化
騰一樣提出自己的一個問題。根據知
乎方面的解釋，這是知乎發起全新一
季互聯網十問 – “互聯網洞見者”活
動。從 10 月 24 日開始，知乎站內上
線專題頁，將邀請十位科技互聯網領
域的知名人士每天提出一問。此次參
與提問的前三位提問嘉賓依次為：騰
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
騰、今日資本創始人徐新、中國科幻
小說代表作家劉慈欣。
      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
官馬化騰於 24 日在知乎提出了近期他
最關心的問題：未來十年哪些基礎科

學突破會影響互聯網科技產業？產業互聯網和消費互
聯網融合創新，會帶來哪些改變？。
      這也是馬化騰時隔六年之後再次在知乎上發問。七
年前，馬化騰開始在知乎上活動，當時他關註了很多
內容，其中話題包括：微信、知乎產品改進，而問題
包括：與李國慶對罵的大摩女們究竟是誰？喬布斯教
給人的最重要的事是什麽？你心目中一家好的咖啡館
應該是什麽樣的？等等。
       六年前，馬化騰關註了話題：蘋果公司、用戶體
驗，同時發出了第一個問題：整個人類處於互聯網發
展的哪個階段？下一個十年，互聯網升級的大致方向
在哪裏？ 10 月 24 日剛好是程序員節，而馬化騰本身
也是程序員出身。他還是一名天文愛好者，一直長期
關心基礎科學研究。他捐贈未來科學大獎、科學突破
獎等科學獎項，向武漢大學、深圳大學、西湖大學等
高校等進行資金捐助，還在 2018 年“兩會”上建議設
立“青少年科學發展”專項基金。
       騰訊公司本身也持續投資於未來前沿基礎科學，
先後成立包括 AI 實驗室、機器人實驗室和量子實驗
室。此外，騰訊還連續 6 年舉辦 WE 大會，並且曾在
2017 年的 WE 大會上邀請著名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
進行演講；今年的 WE 大會依然是騰訊在年終的重頭
戲。
       在今年的一些論壇會議上，如今年 5 月 6 日在未
來論壇，馬化騰在演講中呼籲加大對基礎科學的研究
投入；在 8 月 23 日的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上他指
出，“我們不應該放棄在科技賽場提出‘世界波’的
夢想”；在 9 月 17 日的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他表示，
“人工智能是一場跨國科學探索工程”。
( 風眼 )

馬化騰焦慮了？
深夜驚現知乎，問了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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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套房“顫抖”，
           中國空置稅要來了？

房屋空置稅要來了 ? 近日，國務院參事、住房和
城鄉建設部原副部長仇保興在《參事講堂》上發表演
講。根據演講實錄，仇保興認為，應該對房地產稅進
行分類，率先出臺能夠精準遏制住房投機的消費稅、
流轉稅、空置稅，然後再從容地考慮物業稅如何開展，
“以達到理性遏制、逐步熨平房地產泡沫的效果”。

此觀點引發了對空置稅的熱議。華夏新供給經濟
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
長賈康在其微信公眾號發表文章表示：“仇保興建議
征收空置稅，我的理解是，他認為房地產稅要從容處
理，意思是說‘急不得’。”

空置稅在國外很常見，在國內也已經討論多年，
但遲遲沒有在政策層面開始執行。新京報記者采訪發
現，“空置”的界定是壹大難點，在實際中難以操作 ;
其次，中國房地產行業情況之復雜，也使得相關部門
對這壹調控工具保持謹慎態度。空置稅能否提升房屋
空置成本以減少投機投資性需求為市場所期待。

房屋空置稅要來了 ? 仇保興再提空置稅，賈康稱
“是壹個美好的願望”

10 月 9 日，國務院參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副
部長仇保興提出，可通過征收空置稅以遏制住房投機
泡沫。這不是仇保興首次提出空置稅。今年 4 月 11 日，
仇保興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手
段在發生變化，由過去中央集中發力調控到區域分散
調控，從行政命令調控到利用稅收、信貸等工具調控，
長遠看空置稅、消費稅都會陸續出臺。

空置稅主要是針對空置住房。仇保興提出，住房
需求逐漸減少是未來的壹個趨勢。根據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發布的報告，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在城鎮化率
峰值過去之後，人均住房面積約為 35-40 平方米。我
國絕大多數省份人均住房面積已經達到這個數值，這
意味著我國三四線城市的住房空置率會逐步上升，許
多地方當前已經出現的“空城”、“鬼城”現象會加劇。
這也意味著，壹線城市隨著人口的增長，房價上漲的
壓力非常巨大。

賈康在其微信公眾號發表文章認為，以空置稅促
成房地產健康發展，是壹個“美好的願望”。但如何
使空置稅可操作、具體如何落實，是當前面臨的挑戰，
目前還沒有看到比較好的解決方案。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後盤和林認
為，我國實行空置稅的條件還不成熟，類似空置稅需
要社會征信水平和體系建設達到壹定程度，尤其是形
成失信的約束機制，這樣整個社會的遵從成本降低，
即人們不再敢在空置稅上弄虛作假，因為成本太高，
只有這樣空置率的執法成本才能達到壹個理想狀態。

空置稅怎麽征收 ? 香港今年開征空置稅，繳稅金
額為年租金 2 倍

空置稅簡言之就是對空置的房屋收取壹定的稅
收，在國外較為普遍，法國、澳大利亞、英國等很多
國家均征收空置稅。以法國為例，房子空置壹年需繳
納房價的 10%，空置 2 年繳納 12.5%，第三年則需繳納
30%，並且同時附加稅金總額 9% 的手續費。據香港特
區政府官網，今年 6 月，香港宣布對壹手房開征空置
稅，對空置壹年或以上、未出租或自住的壹手住房，
按房屋年租金的 200% 征收“額外差餉”( 即空置稅 )。

香港的這壹稅率實際上很高，香港的“差餉”( 即
土地稅 ) 征收率為租值的 5%，空置稅則高達 200%。
以 2018 年 3 月住宅物業平均租金回報率為 2.5% 計算，
空置稅率按租金兩倍征收，大約等於樓價的 5%。舉例
來看，壹套月租金為 10000 港元的房子，年租金 12 萬
港元，需繳納空置稅 24 萬港元，而這套房子的售賣價
格可能只有約 480 萬。

香港對於空置稅的征收方法是，所有獲發占用許
可證達 12 個月的壹手房業主，每年須向政府申報房屋
的使用情況，若發現有房屋超過六個月時間未作居住
或出租用途，該房屋會被視為“空置單位”，業主需
要繳付空置稅。

空置率到底有多高 ? 標準不壹，按國際慣例，空
置率 5%-10% 為合理區間

中國的房屋空置率到底高不高 ? 目前較為權威的
統計數據來自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
中心 2014 年 6 月發布的《城鎮住房空置率及住房市場
發展趨勢》報告。該報告指出，2013 年，我國城鎮住
宅的整體空置率達到 22.4%，比 2011 年上升 1.8 個百
分點。分城市來看，北京的空置率為 19.5%，上海為
18.5%。這壹數值高於其他很多國家和地區，2011 年美
國空置率為 2.5%，歐盟主要國家 2004 年的空置率為
9.5%，日本 2008 年空置率為 13.1%。中國家庭金融調
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對新京報記者表示，該中心在
持續進行追蹤調查，目前可以透露的是，2017 年的更

新數據與此前的數據相差不大。
另壹個較為可信的數據來自於國家電網的調查。

今年 3 月，原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
主任陳錫文在央視某節目的講話中披露，以壹年壹戶
用電量不超過 20 度為“空置”標準，國家電網的空置
率調查結果顯示，2017 年，大中城市房屋的空置率為
13.1%，中小城市房屋空置率為 13.8%，鄉村房屋空置
率為 14.3%。

按照國際慣例，空置率處於 5%-10% 為合理區間，
10%-20% 是危險區間，超過 20% 為嚴重擠壓。無論采
用上述何種標準，我國空置率都偏高。盤和林對新京
報記者表示，很難有壹個標準去界定什麽樣的狀態算
空置，即使理論上有，在實踐中也很難操作。國外學
者計算空置率時，是把住房和其他商品用房的全部存
量作為分母，把壹級市場待售、待租的房產作為分子。
國內的學者，有的是用空置面積除以當年商品房竣工
面積來計算空置率，有的是用空置面積除以前三年竣
工面積之和。國內與國外學者計算空置率的方法並不
壹致，因此用國外的標準來衡量空置率是否過高，缺
乏科學性。

此外，我國房屋持有者與國外也不相同，國內很
多是為兒女未來上學、結婚等目的而購房，所以不少
是不出租、不裝修的。也就是說，我國的空置率應該
要比國外的標準高才符合真實情況。比如說，國外超
過 20% 就被視為危險信號，而國內可能在 30% 以內都
是相對合理的水平。

如何界定空置 ? 入戶訪問、電話訪問、查電表，
或存被規避的“漏洞”

實際上，國內對於開征“空置稅”的討論已進行
多年。早在 2010 年，北京住建委曾召開座談會，有參
會人士提出空置稅建議，對“不住不租不賣”的空置
房屋進行征稅，當時北京市住建委相關負責人表示“贊
成”。然而，國內空置稅卻遲遲未獲推進，至今從未
出現在官方文件或表態中。其壹大難點在於“空置”
的界定，房屋空置率數據也壹直沒有系統的統計結果。

從具體的統計方式上來看，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
研究中心的調查方法是入戶訪問、電話訪問，事實材
料基本來自被訪者的陳述。陳錫文透露的國家電網的
方法是查電表，壹年壹戶用電量不超過 20 度視為空
置。這兩種方式均存在可能被規避的“漏洞”。賈康
在其微信公眾號文章中表示，若半年或壹年電表不轉
就是空置，要處理壹下太容易了，在房屋內連上電器
就能避開交稅。靠居委會去監督更不可行，不可能做
到全時段監督，並且如果出現居委會和房主說法不壹
致的情況，難以仲裁。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提出了壹種
可能的界定方法：建議針對現房且全裝修住房進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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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交付鑰匙後 12 個月內可以通過相關水、電、氣等
月度消費流量來界定。類似工作可以交於物業管理公
司進行核查。若房屋沒有出租，或者房屋本身缺乏必
要的生活設施，類似廚衛等，則可以界定為存在空置
嫌疑。

空置稅能否抑制房價 ? 促進租賃市場房源的釋放，
壹定程度上抑制房價

為何會出現空置的現象 ? 嚴躍進對新京報記者表
示，不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僅從現實情況觀察來看，
部分空置房是合理的空置，比如房屋交付到裝修的過
程、業主短期旅遊造成的空置、房屋掛牌出租的時候
合理的空置等。而部分空置則是投資投機行為所造成

的，“寧可空置也不出租”的心態也存在。
前述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 2014 年的報告

指出了空置房的部分風險，除了形成了房產資源浪費
之外，空置房還占用了大量金融資源。空置住房的信
貸可得性 ( 實際獲得貸款家庭與有正規信貸需求家庭
之間的比例 ) 更高，獲得貸款的規模更大。據推算，
截至 2013 年 8 月，空置住房占據了 4.2 萬億的住房貸
款余額。仇保興也指出，中國民眾的資產 70% 以上沈
澱在房產中，而美國只有 30% 不到。

盤和林對新京報記者表示，空置稅的征收可以有
效打擊投機炒房行為，擠出投資性需求從而起到抑制
房價的效果。同時，空置稅可以促進租賃市場房源的

釋放，壹定程度上有利於房租的合理回落，推動租賃
市場的健康房展，房租回落也必將傳導到房價上面。
不過，他也指出，“這是政策執行到位的理想結果”，
實際執行中空置稅征收成本、空置標準界定等問題如
何解決，仍是壹大挑戰，執行不到位甚至可能適得其
反。

空置稅征收的壹個關鍵點在於不能影響實際需
求，政策需要把控壹個好平衡點。譬如，房主在為房
子尋租過程中，如何設置壹個合理的免征空置稅的時
間等。

( 新京報 )

出國移民

華男入境只因做了這件事 , 被
判坐牢終生不得再入美國！

10 月 22 日華人男子裴慶斌 (Qingbin Pei，音譯 )
在洛杉磯聯邦地區法院接受宣判，判處被告裴慶斌
在聯邦監獄服刑 12 個月零 1 天，罰款 $7500，刑滿
後 監 外 監 管 3 年 (Supervised release)， 之 後 遣 返 中
國，終身不得再次入境美國。裴慶斌本人對此宣判
表示滿意。然而，裴慶斌之所以面臨這樣嚴重的後
果只因為做了壹個動作——行賄！

入關例行檢查，竟然賄賂海關！

2018 年 5 月 16 日華人男子裴慶斌抵達洛杉磯國
際機場（LAX）在例行的通關檢查中，美國海關及
邊境保護局 (CBP) 官員要求翻閱他的手機信息，發
現了其妻子在美國生孩子的記錄，並且有其孩子的
出生證等照片。

17 日 清 晨， 裴 慶 斌 主 動 接 觸 拘 留 處 壹 名 華 裔
官員蔡某，在對方為其準備早餐時，詢問是否能用
1000 美元紅包，讓其幫忙把他弄出去。蔡某將此事
匯報給了自己的上級。上級指示他可以承諾放他入
境。17 日下午，蔡姓華裔官員開始回應裴慶斌，雙
方商量的價格從 1000 美金最終談到了到 6000 美金，
並錄下兩人談判的的全部對話內容！

讓人送錢結果雙雙被抓

在談妥好價格後，裴某向蔡姓警官要來自己被
扣的手機，打電話給他妻子，安排人送紅包到海關
來“贖”他。他的妻子找到替他們孩子辦證的王祖
磊，調查報告顯示，下午 5 點左右在機場壹間咖啡
廳，王祖磊詢問這位官員是否已經在裴慶斌的護照
頁蓋章。在得到肯定答覆後，王祖磊親手把紅包交
給蔡姓警官，接到裴慶斌之後，兩人轉身就遭到了
逮捕，並因涉嫌進入洛杉磯國際機場時行賄移民官
員被起訴！

在這之前，自以為聰明的裴某以為事情順利解
決甚至還詢問海關人員，“是否可以留下個人聯系
方式，以備方便介紹生意，解決未來朋友可能的不

時之需”。
而隨後在對王祖磊的詢問中，王祖磊表示自己

只是當地導遊，在美國持有綠卡，事發當天只是受
裴慶斌妻子所托，完全不清楚送錢的目的到底是什
麽？

律師表示，其實中國人“打點”海關的行為壹
直都沒停過，之前紐約有中國大媽欲用“陪睡”的
方式賄賂海關官員被捕。根據聯邦法律，賄賂聯邦
政府工作人員屬於聯邦重罪，最高刑期為 15 年。不
過，如果這個案件跟聯邦檢察官和解 實際服刑應該
不超過 3 年。釣魚執法在美國非常普遍，法律上爭
議的空間很少，幾乎所有的賣淫嫖娼都是經過釣魚
執法來進行的。 美國法律仔細嚴苛 有些在中國覺

得沒什麽大不了的事 在美國非常嚴重， 比如之前
小留學生打架鬥毆有人被判 13 年。所以華人，尤其
是新移民壹定要有法律意識，如果結果是認罪定罪，
他綠卡保住的可能性很小，並且如果罪名成立他需
要服刑，在刑滿以後很有可能被遣。

提醒廣大中國過來的遊客，美國海關是有權力
看手機的，妳可以不給他看，那他可以也會立刻遣
返妳。換句話說，除非妳不介意被立刻遣返，不然
海關可以查看妳手機。第二，釣魚執法是可以的，
不能成為辯護的理由。第三丶行賄在美國屬於重罪，
受賄也壹樣，聯邦工作人員通常有很好的退休保障，
不會因為壹點蠅頭小利，拿後半生的福利去換。

（華人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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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地利哈爾施塔特只有約 1000 名居民，很多歐洲
人都不知道這個地方，但中國和亞洲慕名而來的遊客
卻絡繹不絕。
     “中國遊客拯救曾經負債的奧地利小鎮”，德國《明
鏡》周刊 20 日報道稱，奧地利小鎮哈爾施塔特令人驚
奇地吸引了許多中國和亞洲遊客。哈爾施塔特是奧地
利上奧地利州薩爾茨卡默古特地區的壹個村莊，依山
傍水，在中國網絡上被稱為“世界最美的小鎮”。據
報道，該地今年的遊客數量預計將達到 100 萬人次，
其中 15 萬人在此過夜。
     “每個中國人都知道哈爾施塔特。對我們來說，哈
爾施塔特意味著小小的幸福。這裏有山有湖，小城美
麗，居民幸福。” 《明鏡》周刊引述壹位來自中國重
慶的女遊客的話說。報道稱，哈爾施塔特只有約 1000
名居民，很多歐洲人都不知道這個地方，但中國和亞
洲慕名而來的遊客卻絡繹不絕。來訪者口口相傳，當
地的田園風光照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極大地帶動
了旅遊業。許多提供布拉格、慕尼黑、薩爾茨堡、維
也納等地旅遊項目的中國旅行社，都把哈爾施塔特列
入了遊覽線路。2012 年，廣東省惠州市在沒有詢問該
鎮的情況下復制了小鎮，大大提高了該鎮的全球知名
度。
     報道稱，哈爾施塔特鎮鎮長亞歷山大•蘇爾茨積極
看待旺盛的旅遊業。他說，數年前，該小鎮財政還是
欠債狀態，面臨被並入的危險，現在已有盈余 16 萬歐
元，每年光廁所收入就有 15 萬歐元，比土地稅帶來的
收入還要多。但當地居民也有不滿，如小鎮從早到晚
沒有安寧的時候，遊客帶來的無人機亂飛等。但鎮長
不贊成限制遊客，而是提倡品質遊，希望吸引遊客在
當地逗留數天，細細品味田園美景。
 ( 環球網 )

             

這個歐洲人都不熟悉的

最美小鎮，被中國人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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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住重慶江津的黃莉覺得，自己的生活簡直就是
壹部活生生的電視劇。因接連生了兩個兒子，沒有生
下孫女，而遭到婆家的嫌棄。婆婆甚至還明白地告訴
她，如果放棄生，領養壹個女兒，他們願意幫忙帶孩
子甚至拿出 5 萬元積蓄扶持夫妻倆。
奉子成婚後 生下第壹個兒子
     26 歲的黃莉，老家在江津壹個農村，家裏姐弟三
人，她排行中間。上學的時候，因為學習成績壹般，
只考上了壹所大專院校，畢業後在江津本地找了壹份
辦公室的工作維持生計。21 歲的時候，她認識了現在
的老公，不久之後懷孕，便順理成章奉子成婚了。
黃莉說，結婚前她從沒去過老公家裏，也沒見過公婆，
只知道老公家離江津不遠，在壹個鎮上，家裏有 4 個
兄弟，沒有姐妹，老公則排行老幺。婚後，她住進了
婆家養胎生娃，這才第壹次真正跟公婆相處。
     “說心裏話，我挺佩服婆婆的，她能幹會操持。”
黃莉說，公公是壹個木匠，年輕時常年在外接活，婆
婆壹個人帶著四個兒子，裏外活路都靠她壹個人，自
然就練就了壹身本事，也養成了強勢的性格。但黃莉
生下兒子沒幾個月就回江津上班了。因為江津買的房
子小，加上夫妻倆都要上班，無暇照顧，便將兒子交
給公婆照看，婆媳相處時間不算很多，起初倒也相安
無事。
         連生兩個兒子 公婆嫌棄不願帶娃

       就在黃莉和老公結婚前，老公的幾個哥哥都相繼
結婚生子。說來也怪，跟公婆壹樣，三個哥哥家中生
的娃清壹色都是兒子，公婆楞是沒有盼來壹個孫女。
“老公以前就告訴我，婆婆喜歡女兒，這輩子最大心
願就想養壹個女兒。”事不遂人願，老公說這番話的
時候，黃莉並沒有往心裏去。因為在她老家在農村，
村裏人多少還有重男輕女的思想，她以為老公只是那
麽壹說，婆婆其實還是跟大多數人壹樣，更喜歡孫兒。
直到她兩年前生下第二個兒子。
       黃莉記得，生完孩子以後，老公在醫院打電話通
知了公婆。婆婆就問了壹句，男孩還是女孩？老公剛
說兒子，話音未落，婆婆就掛斷了電話，此後也沒到
醫院來看壹眼。
       黃莉心裏很不高興，自己剛辛苦生產完，公婆冷
漠的態度讓她感到寒心。老公則安慰她，婆婆家裏四
個兒媳婦，孫兒都生了壹堆了，她早就看淡了，並不
是不高興。但出院回家，黃莉還是明顯感覺到婆婆臉
色不好。在家裏悶悶不樂做完月子，黃莉急不可待地
想回江津上班，婆婆壹句話，讓黃莉難過了好幾天。
     “她說不會幫我帶娃，喊我們送回外公外婆家。”
黃莉硬咽地告訴記者，她老家在農村，條件本來就不
好，讓兒子回鄉下，她肯定舍不得。並且爸媽又要幹

農活，照顧小嬰兒沒有經驗，根本指望不上。可婆婆
態度十分堅決，說什麽都不讓把孩子留下。
       無奈之下，黃莉只好將孩子帶回江津，然後把孩
子外婆從老家接到壹塊兒幫忙看孩子，四個人擠在壹
個壹室壹廳的房子。
        婆婆突然提出領養建議 遭到拒絕

       今年春節，黃莉和老公帶著小兒子回家過年。考
慮到小兒子已經長大，更容易帶，或許婆婆能改變心
意繼續幫他們看孩子。於是，黃莉向公婆提出過完春
節把孩子放家裏的想法。
        婆婆的反應讓黃莉始料不及。

      “她起初挺高興的，說行，還說讓我們倆好好上
班，她會把孩子照顧好。”黃莉說，聽婆婆這麽說，
她內心很是感動，覺得婆婆原來也是壹個嘴硬心軟的
人，內心也挺舍不得孫子。可婆婆隨後的壹番話讓她
感到不可思議。
     黃莉說，婆婆當時神神秘秘地把她和老公拉到臥
室，把門關上，用商量的口吻告訴他們，她和公公想
了很久，打算讓他們倆再去領養壹個女兒，領養回來
以後，他們夫妻倆什麽都不用管，由公婆負責照顧以
及支付養娃的開銷。
       黃莉聽完，火冒三丈。她心裏想，放著自己的兩
個孫子不好好養，竟然還想去幫別人養娃，氣不打壹
處來的黃莉直接拒絕了。“我就說，這不合適，我們
自己家兩個娃都帶不過來。”黃莉說，婆婆當時沒有
說什麽，也沒有發火，而是安靜地轉身走出了房間。
自然，小兒子留在家裏的事情也是不了了之，過完年，
壹家人又壹起回到江津。

        拿 5 萬塊讓流產 再提領養的事

       就在不久前，黃莉再次意外懷孕。和老公商量了
壹下，他們決定把這個消息先告訴公婆，征詢他們的
意見。黃莉告訴記者，自從上次領養事件後，她真切
地感受到了婆婆想要壹個孫女的迫切想法。這壹次意
外懷孕，她默默祈禱能給公婆生下壹個女兒以彌補他
們內心的遺憾。但同時，她也害怕再生下壹個兒子，
惹得老兩口更加不開心。
       然而，公婆聽說黃莉懷孕後，就壹直堅持主張不
生。理由是，現在夫妻倆收入不高，又已經生了兩個
娃，壓力太大。“可是他們之前又讓我們領養壹個女
兒，這不是互相矛盾嗎？”黃莉認為，公婆就是篤定
了她還會生兒子，這才百般勸導。果然，婆婆借此機
會再次提及收養壹個女兒的事，這壹次甚至還說，只
要夫妻倆同意，他們還願意額外拿出 5 萬元積蓄，讓
黃莉做完手術後再好好調養身體。
      公婆的壹番話再次讓黃莉和老公驚得壹句話都說
不出來，她更是氣得此後壹個月都沒和公婆講壹句話。
後來，黃莉悄悄地打聽了壹下，不光她，其他幾個嫂
嫂，婆婆也曾私下詢問過是否願意領養壹個女兒，但
都無壹例外遭拒絕了。
       如今，黃莉也不知道到底該怎麽辦，如果堅持生
下孩子，如果是女兒那是最好，公婆幫忙帶娃，全家
人都高興。但如果生下的是兒子，無人照看，她的工
作肯定是做不成了，必須全職在家帶孩子，而少了她
這份工資，壹家人生活則將會陷入拮據。
( 重慶晨報 )

女子連生兩兒子遭嫌棄，
婆婆給 5萬讓流產領養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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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大地產公司KW 經紀人
UIUC 金融碩士背景

950 Corbindale Rd #100
Houston, TX 77024

Arianna Wang
ariannaw@kw.com
Cell: 832-992-2517

住 宅 / 商 業 / 投 資 管 理
賣房3D展示，買家隨時隨地看盡細節。
滿意度最高專業經紀人 - 友好,誠信,專業,敬業

FREE!FREE!
憑此廣告

免費為您的
房子做

市場評估!

憑此廣告可減$50門診費憑此廣告可減$50門診費
DR. SHUXIA WANG PH.D

王淑霞 醫學博士
 美國加州中醫藥大學

 博士生導師

國際癌症康復中心
International Cancer Rehabilitation Center

地址: 7505 Fannin st, ste120, Houston, tx77054 (休斯頓醫學中心)
預約電話:281-818-7928 / 702-526-6288  門診時間:(一至五) 9am-5pm

蛇精   桑黃抗癌膠囊 創造生命的奇跡  著名中醫腫瘤專家中醫內科權威王淑霞博士主診
本中心服務於來自世界各地的癌症病人，主要採
取中醫自然療法，主攻:中晚期肺癌、淋巴癌、胃
癌、腸癌、乳腺癌、子宮卵巢癌、前列腺癌、白
血病、紅斑狼瘡、骨癌等各種惡性腫瘤。

兼治：腦梗、面癱、更年期月經不調
、習慣性流產、風濕、類風濕，神經
元引起的周身癱瘓、吞咽困難，外傷
或扭傷性疼痛。

風
水
高手在民間！高手在民間！

大師 Tel. 346-760-8888
8518 Bellaire Blvd. Houston

國學易經 辦公室 家居/商埠
       風水裝修布局
八字命理 九星開運 相談終身
擇日命名 事業財運 婚姻感情
流年運程 風水擺件 水晶玉器

(中國城小肥羊隔壁)

本命年風水店本命年風水店本命年風水店

大師 Tel. 346-760-8888
8518 Bellaire Blvd. Houston

風
水

风水布局招财貔貅 旺财紫晶洞

憑此廣告購買
風水用品立減$20

憑此廣告購買
風水用品立減$20

Piano Tuning Service
鋼琴調音服務

Mr.Wenson Chang
張子威 先生

832-490-3538(H)   317-418-2645(C)

鋼琴調音

$100元
鋼琴調音

$100元
憑此廣告

可再得10%Off

憑此廣告
可再得10%Off

湘菜小廚 Spicy Hunan

紅燒肉、剁椒魚頭
、蘿蔔皮炒臘肉、
農家豆豉燒土雞、南瓜蒸排骨、酸辣粉皮、湖南小炒肉
、蒜苗回鍋肉、湘味幹鍋鴨、幹豆角臘牛肉

正宗特色湖南菜

電話：713-271-6666
7天營業 11:00AM--10:30ＰＭ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C307
(敦煌廣場), Houston, TX77036 憑此廣告，每周五、六、日晚餐堂食送紅油筍絲一份

龍學天下中文學校
Houston Dragon Academy 

Email:  wang3059920@gmail.com
網址： www.houstondragonacademy.org
地址 : 8915 Timberside Dr. Houston TX 77025

713-305-9920  713-858-8768
聯繫電話

憑此廣告，學費減10元！

Better Chinese, More Choices.
多學一門語言，多看一個世界！好中文，助未來！

蝦子海參 八宝鴨 龍蝦沙拉 炒鱔糊 白果魚圓 ……
小籠湯包 生煎包 粢飯糕 豆沙鍋餅 酒釀圓子 ……

送$6.99豆沙鍋餅一份

●原上海五星級飯店錦江酒家大廚
●美南電視《味全小廚房》客座主持人

●丁德忠師傅 主理

堂食消費滿$50
訂座電話：173-995-0985

店址：9968 Bellaire Blvd, Suite 160 Houston, TX 77036
送$6.99豆沙鍋餅一份

阿里餐廳阿里餐廳
巴勒斯坦風味的阿拉伯餐廳巴勒斯坦風味的阿拉伯餐廳

憑此優惠券用餐可獲:

20%OFF
8619 Richmond Ave. Suite#100, 

Houston, TX 77063
Tel:713.787.0400  Fax:713.787.0402

地中海風味菜：Pita餅、雜錦沙拉大薈、鷹嘴豆泥、
雞肉羊肉混搭燒烤、油炸土豆餡“三角”、黃油抓飯

、Mansaf奶油羊肉飯、阿拉伯水煙

地中海風味菜：Pita餅、雜錦沙拉大薈、鷹嘴豆泥、
雞肉羊肉混搭燒烤、油炸土豆餡“三角”、黃油抓飯

、Mansaf奶油羊肉飯、阿拉伯水煙

地址：9252 Bellaire Blvd, #C,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百佳超市旁）

龍門陣川菜館
堂食消費25元以上

take10%offtake10%off

★秘醬鴨  ★烤魚  ★饞嘴牛蛙
★宮保油條蝦 ★雙椒雞 ★香鍋系列

全新裝修，全新菜品，正宗川菜

11am至9pm,每週7天

堂食消費25元以上

電話：832-581-2091

Ramen King

羊肉串、牛肉串、烤扇貝、烤茄子
等幾十種燒烤及各種日式拉面

憑此優惠券
堂吃

每$30 立減$5
 每$50 立減$10

katy 的 華人有福了節日大酬賓

9555 Spring Green Blvd 
Suite A Katy TX 77494

832-437-5633

Ramen King

( 時代廣場 )專業按摩，一流服務，舒適環境，完善享受

完美養生完美養生 完美養生完美養生

10% OFF

832-742-5777
七天營業：10:00am—10:00pm

憑此廣告 

( 限全身按摩）( 需提前預約 ）

CHUNG WANG正宗港式燒臘在Katy Town隆重開張

*全班人馬來自紐約*
歡迎預訂 金豬和乳豬歡迎預訂 金豬和乳豬 特別推薦: 北京片皮鴨 脆皮腩肉

           蜜汁叉燒 琵琶鴨 貴妃雞 
特別推薦: 北京片皮鴨 脆皮腩肉
           蜜汁叉燒 琵琶鴨 貴妃雞 

好吃的還不止這些 .......好吃的還不止這些 .......

營業時間：早上十點半至晚上八點半  逢星期一休息

地址: 23119 Colonia Pkwy Katy, TX 77449  電話: (281)783-8383

常旺燒臘CHINESE BBQ 新張大優惠新張大優惠
凡惠顧購買

$25.00元或以上燒臘，
凡惠顧購買

$25.00元或以上燒臘，

贈送叉燒半磅贈送叉燒半磅歡迎光臨品嘗家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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