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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美東六天 $175起 美加東八天 $303起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266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286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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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北歐七天 $730起

（
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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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二
）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699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張家界三峽遊輪十一天
$$299299//人人 ((原原$$499499))

99//66 -- 99//1717
( 含三峽遊輪)

【本報訊】半杯清茶社將於7月11日星期六假Potomac Commu-
nity Center（PCC）會議廳舉辦半杯論壇，邀請文革中因言獲罪的
遇羅文先生，亦即因言遇害的遇羅克的胞弟，講述文革中甚囂塵
上的“血統論”和他家人的文革際遇，並將與聽眾進行探討與互
動。

經歷過文革的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和所謂剝削階級家庭出
身的，大多對“血統論”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有成份論，不唯成
份論，重在政治表現”，就是所謂“血統論”或曰“成份論”的官方
正式表述，其執行的重點在“有成份論”。“血統論”早在50年代
後期即已形成，到文革中發展到了極端。出身“地富反壞右”家庭
的青年，除極個別統戰對象，在參軍、升學、入黨、提幹、上調等方
面都受到嚴重的歧視。

文革時，遇羅文先生就讀于北京六十五中，1967年參與創辦
《中學文革報》。該報共出版了七期，以批判“血統論”為宗旨，每
期都有遇羅克的文章，包括那篇最有名的抨擊“血統論”的文章

《出身論》，呼籲平等待遇。遇羅克的觀點引發了讀者強烈的共
鳴。報紙一再加印，一時轟動京城，洛陽紙貴，直至中央文革領導
小組表態“《出身論》是大毒草”而被迫停刊。次年1月，遇羅文與
哥哥同時被捕。1970年3月5日，年僅27歲的遇羅克因寫作《出
身論》，反對“血統論”被處決。處決的地點至今仍然成謎。

在接下來的歲月裡，遇羅克的家人受盡了人間磨難。文革結
束後，遇羅文的胞姐遇羅錦以自己的經歷為背景，寫成《冬天的
童話》和《春天的童話》兩部小說，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遇羅文

先生于1975年再次被捕，被迫從事體力勞動，直至1979年才獲
得平反。2000年，遇羅文以自己和家人的經歷寫成的長篇自傳

《我家》，由社會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著名作家劉心武為之作
序。全書自始至終充滿對親人、友人和愛人的眷戀。有人問遇羅
文，是什麼力量支撐他們渡過了那麼多的難關？他回答：“在不幸
中生活，更體會到親情和友情的可貴……如果沒有這些親情和
友情，我們無法想像怎樣挺過一個又一個難關。”

文革結束迄今已近40年了。而關於文革的評價，從官方的
全盤否定，到近年來漸漸抬頭的翻案之風，折射出當今中國社會
價值觀的變遷。文革甚至被抹上了理想主義的色彩。唱紅的年輕
一代不知道或者不在意“血統論”為何物。對此，開啟傷痕文學的
第一人劉心武先生在《我家》的序言中寫道，“遇羅文的這部著
作，我以為應是新一代思考者與行動者的重要參考材料----畢
竟，這是本土的，浸著血淚的，具有典型性的，而且還活著，並繼
續生長著的歷史。”

唐太宗李世民說，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知
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遇羅克一家的文革經歷，正可以起
到警醒後人的“三鑒”作用。在這次演講中，遇羅文先生將就以下
話題與聽眾探討：1）“血統論”是統治的需要，2）文革前後以及當
下“血統論”的表現形式，3）“血統論”對我家的影響，4）對文革的
不同評價，5）文革會不會再發生。

半杯清茶社成立於2007年，成員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
本著以茶清心、以文會友的宗旨，半杯清茶社每月定期舉辦講

座，邀請學者、作家、和
專業人士答疑解惑，以
開闊視野，豐富閱讀，
提升境界，淨化心靈。
講座內容涵蓋歷史、文
學、藝術、音樂、攝影、
時事、政治、哲學、宗
教、文化、科學、社會、
教育等多個領域，為大
華府地區的朋友們提
供相互學習和交流的
機會。

講 座 時 間 在 2：
00-4：00 PM，講座前
後的時間用於品香茗、
嘗甜點、結新友、敘舊情等輕鬆的社交活動。半杯清茶社免費提
供精美的茶點，熱烈歡迎大華府地區的朋友前來參加。
時間：2015年7月11日(週六)下午1：45 – 4：30 PM
地址：波多馬克社區活動中心 Potomac Community Center,
Community Room
11315 Falls Rd, Potomac, MD 20854，(240) 777-6960
半杯清茶社網站：http：//tea4soul.org
聯繫郵箱：info@tea4soul.org

【本報訊】夏初夏染，如火芬
芳。時值2015綿綿夏日來臨
之際，一場由大華府中國西
北同鄉會精心組織發起，旨
在緊密西安與蒙郡姐妹城
市紐帶，介紹西安歷史文化
旅遊于華府百姓，弘揚中華
傳統文化于海外華裔子弟
的英文講座於六月二十日
在蒙郡洛克維爾圖書館欣
然而至。

華府僑界學界例來藏龍臥虎，英雄倍出，此
次講座亦得到蒙郡政府大力支持，故何人領銜
擔綱此次講坐不禁引人側目。西北同鄉會會長
雷曉春女士有幸請到來自西安外國語大學，目
前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任訪問學者的楊紅英教
授。楊教授早年畢業于西安外國語大學，澳大利
亞詹姆斯·庫克大學攻讀旅遊管理碩士，曾赴澳
門歐洲研究學會學習深造，獲“文化遺產與旅
遊”高級證書。中國國家旅遊局專家庫專家。主
要從事文化自然遺產解說與博物館語言譯介教
學與研究。論教育背景論學識積累論人品論武

功擔任主講為上上人選無出其右。
講座由西北同鄉會副會長，西北姐妹城市

委員會主任喬楠先生主持。喬會長首先向現場
聽眾簡短回顧西安蒙郡姐妹城市締結良緣過
程，並歡迎楊紅英教授做精彩講解。長安古城，
三千年歷史，十三朝建都，史料浩如煙海，家珍
不可勝數。如何在有限有一小時內，向海外聽眾
全面、詳實、細緻而又不失重點的介紹西安，成
了本次講座的一大觀點。楊紅英教授憑藉深厚
功力精心編寫，別具匠心的PowePoint show讓
現場所有觀眾屏息凝視：栩栩如生的兵馬俑，宏
偉的長安城牆，“中國”名字的來歷，青銅器裡的
豐鎬，秦磚漢瓦中的長安，還有霍尊正在吟唱的

Poet Li 遊走的大唐。不禁令人感慨
一生一定要來一次西安，或者至少
聽聽西安人說說西安。聆聽了講座
的華裔子弟對傳統中華文化嚮往，
令父母們欣慰動容。家長之一柴雨
涵女士在講座後向雷曉春女士這樣寫道：今天
帶我女兒聽了講座，非常好的介紹了西安歷史
和旅遊的講座。楊教授講的生動、有趣，英語說
的也很棒，抓住了小孩子的注意力。我女兒非常
期待她的（暑假）西安（夏令營）之行。謝謝西北
同鄉會組織的這次活動。講座前楊教授接受分
別二十五年的學生們獻花與使館教育處的明廷
璽先生一家現場助陣更為此次講座增添畫龍點

睛之筆。
為此次提供寶貴支援的有西北同鄉會會長

雷曉春女士，前任會長李暉，副會長喬楠，秘書
長劉玉紅，理事張蓉，太極社副社長何華及夫人
在內之西北旗下精兵強將。特別感謝蒙郡姐妹
城市委員會 Bruce Adam 和 Diane Vu 對此次講
座予以的大力支持。

2015西北同鄉會西安旅遊講座側記

半杯論壇7月11日講座“血統論”知多少-遇羅克胞弟談文革

遇羅文

各位校領導、老師
、家長和同學們：
大家好！

我是華夏中文學校
2014屆畢業生，名字叫
陳皓月。今天我想講講
我的返校感言。

轉眼間，我們從華
夏中文學校畢業已經過
去一年了。去年畢業典
禮的盛況以及與王老師
和各位同學惜惜相別的
場景還歷歷在目。從我
上學前班開始， 每個週
末到中文學校上中文和
各種才藝班，再去中國
城享受一次美味的中餐

， 已成為我十年不變的習慣。驟然間畢業了，週末不用早
起上中文學校了， 心裡還感覺空空的，似乎缺了一塊東西
似的。

人們常說十年寒窗苦，殊不知在這十年中，我們收穫
了多少知識和快樂。憑著在中文學校打下的基礎，我順利
地免掉了兩年的高中外語課程要求，使我有時間去學更多
的其他課程。為了不使我的中文水平退步，我開始閱讀中
文的哈里波特。讓我欣慰的是我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文章的
故事情節，而讓我苦惱的則是那些眾多的人名翻譯太難記
了。伴隨著各種中國的節日到來， 我還經常與美國同學們
分享中國的文化、服裝、食品等習俗。

在中文學校學到的知識將伴隨我們一生的成長。老師
的言傳身教，為我們樹立了做人的好榜樣。在這裡的點點
滴滴都化成了我美好的回憶。

非常感謝王老師和各位班媽、班爸熱情籌備組織了這
次王老師的畢業生返校活動，使我們有了這個機會再次相
聚，並且能與王老師和各位同學們交流我們的學習和生活
現況，暢談對未來的期盼。我知道不管我們走的有多遠，
在這裡，都會有無數的校領導、老師和家長們為我們祝福
， 而我們也會始終牽掛著你們。

謝謝大家！
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畢業生 陳皓月

2015年6月7日

各位校領導、老師、家長和同
學們：大家好！

謝謝大家！我是華夏中文學校2014
屆畢業生，名字劉靜婷，我今天要講的
題目是“離開中文學校後，我找到繼續
學好中文的有效途徑”。

謝謝大家！從華夏中文學校畢業後
，我便離開了我熟悉的環境，去了一個
陌生的城市。因為在十年級時，我申請
了一所靠近達拉斯的住宿學校，名叫
“德克薩斯數學和科學學校”（Texas
Academy of Math and Science）。很幸
運，我被錄取了，但我還是有些顧慮。
雖然這個機會對我來說非常難得，可是
我還是很擔心自己是否能適應那裡的一
切。即使這樣，我還是勇敢地去了這所
新學校。

謝謝大家！到了這所新學校後，我
很快就適應了那裡的新環境。可是一個
月後，在我第一次回家時，發現自己的
中文在那段時間裡漸漸地退步了，有些

重要的單詞要想很久才能記起。原來在
家裡時，我每天都用中文跟父母溝通，
每週還和外公外婆進行視頻交談，每個
星期也會去華夏中文學校上課。然而，
在新的學校，我說和學習中文的機會變
少了。開始擔心我的中文會退步，於是
和媽媽談起了我的顧慮。

謝謝大家！媽媽鼓勵我說，學中文
的途徑有很多，比如，可以在周末時看
看中國電視，讀讀中文的新聞，還可以
幫助學校裡從中國新來的學生，跟他們
聊聊天。我聽從了媽媽的建議。又過了
一個月，當我再次回家時，我不再那麼
擔心了，因為我找到了學習和鞏固中文
的有效途徑。

謝謝大家！這個夏天，我還準備回
中國教孩子學英文，同時也可以鞏固我
在華夏中文學校學到的中文基礎。這樣
我即學習了中文，也幫助了別人。經過
這個夏天，我相信自己的中文水平一定
會有所提高，我會這樣一直堅持下去的

。在新學年裡，我也會繼續努力學好中
文的。

謝謝大家！
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畢業生 劉靜婷

2015年6月7日

各位校領導、老師、家
長和同學們：大家好！

我是華夏中文學校 2014
屆畢業生，名字叫張瑞，我今
天要講的題目是“畢業後，我
的中文有了用武之地”。

記得我剛開始學習中文時
，完全是在為父母而學習。隨
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認識到
學中文的重要性。在華夏中文
學校學習中文時我也變得主動
、自覺、發自內心地想學好中
文，所以我的中文進步很快，
受到了王老師的表揚。

從華夏中文學校畢業後，
我發現在我們中學裡， 需要用

中文的機會很多。比如，有一
次，從中國來的老師到我們學
校參觀學習，學校要找會講中
文的學生給他們當翻譯。我就
自告奮勇地報名，並被學校錄
用。結果我沒想到在中文學校
裡學到的中文在我們的學校裡
派上了大用場。我流利的中文
翻譯令這些中國來的老師驚訝
，他們都誇我的中文講得地道
。並且當著我們校長的面表揚
我的中文講得好。從此，我們
學校的老師、我的美國同學們
也對我刮目相看。這使我受到
了很大的鼓舞，也更增強了我
說中文的自信心。在同學們私

下聊天時，談論學習中文的點
點滴滴也成了我們交流的一個
話題。

學習中文確實使我開闊了
眼界，也打開了另一扇與人交
流溝通的大門。學好中文，也
使我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感
謝華夏、感謝父母、感謝老師
，我會繼續學好中文，用好中
文，不辜負大家對我的希望。

謝謝大家！
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畢業生

張瑞
2015年6月7日

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
王美琴老師畢業生返校師生聯誼會” 畢業生、結業生髮言稿

陳皓月發言稿陳皓月發言稿--返校感言返校感言

張瑞張瑞--畢業後畢業後，，我的中文有了我的中文有了
用武之地用武之地

劉靜婷劉靜婷--離開中文學校後離開中文學校後，，我找到繼我找到繼
續學好中文的有效途徑續學好中文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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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的習近平主席特別代表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磋商的習近平主席特別代表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圖為圖為
愛國僑領愛國僑領、、美國最老的社團之一的休斯頓五邑同鄉會會美國最老的社團之一的休斯頓五邑同鄉會會
長戴慧怡女士緊握著首長的手用英語說長戴慧怡女士緊握著首長的手用英語說：“：“WelcomeWelcome
to Houstonto Houston””

20152015年年66月月2525日日，，美南臺灣旅館公會於美南臺灣旅館公會於66月月2828日舉行日舉行
盛大慶祝晚宴慶祝盛大慶祝晚宴慶祝3434週年誕辰週年誕辰。。理事長宋蕾理事長宋蕾（（GraceGrace
JacobsonJacobson，，中中））來到市府大樓接受市長代表來到市府大樓接受市長代表Vanessa(Vanessa(
右右))頒發賀狀頒發賀狀。。 20152015年年66月月2121日日，，第二屆中美大學校長論壇在萊斯大學商學院舉行第二屆中美大學校長論壇在萊斯大學商學院舉行

圓桌會議圓桌會議。。李大偉李大偉(David Leeborn)(David Leeborn)校長主持了這一有近百位校長出席校長主持了這一有近百位校長出席
的多邊合作盛會的多邊合作盛會。。

20152015年年66月月2424日中午日中午，，國際華裔女企國際華裔女企
業家暨專家協會會長宋蕾業家暨專家協會會長宋蕾（（GraceGrace
JacobsonJacobson，，左左））來到來到st Regisst Regis大旅館大旅館
出席美國共和黨總統後選人出席美國共和黨總統後選人Jeb BushJeb Bush
((右右))籌款說明會籌款說明會。。成功華裔覺醒成功華裔覺醒，，參參
與美國政治的勢頭一浪高過一浪與美國政治的勢頭一浪高過一浪。。

20152015年年66月月2626日日，，美國梁美國梁
氏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梁氏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梁
成運來到江蘇宿遷成運來到江蘇宿遷，，啟動啟動
第一輪白內障手術第一輪白內障手術，，為低為低
收入患者實施復明手術收入患者實施復明手術。。

20152015年年66月月2121日晚日晚，，在萊斯大學中美大在萊斯大學中美大
學校長圓桌會議開幕前學校長圓桌會議開幕前，，世界名人網總世界名人網總
編輯王福生喜逢原德州農工大學編輯王福生喜逢原德州農工大學（（TXTX
A&MA&M））院長院長、、現任澳門大學校長趙偉教現任澳門大學校長趙偉教
授授((右右))。。

20152015年年66月月2020日晚日晚，，四川大學謝和四川大學謝和
平校長平校長((前排中前排中))專門會見並宴請了四專門會見並宴請了四
川大學在休斯敦地區的校友川大學在休斯敦地區的校友。。謝校長謝校長
向校友們介紹了學校的良好發展勢頭向校友們介紹了學校的良好發展勢頭
和取得的成績和取得的成績，，描述了四川大學未來描述了四川大學未來
1010年的發展規劃和遠景年的發展規劃和遠景。。

20152015年年66月月2020日晚日晚，，黃氏宗親會在會所舉行端午鄉情黃氏宗親會在會所舉行端午鄉情--鄧麗君歌曲演唱會鄧麗君歌曲演唱會，，慶祝中慶祝中
國農歷端午節國農歷端午節。。

本報記者吳凱俊攝吳凱俊攝

20152015 Rock The Runway HoustonRock The Runway Houston時裝表演集錦回顧時裝表演集錦回顧

車展名模群亮相與本地設計師車展名模群亮相與本地設計師Clarence LamptonClarence Lampton合影於活動中合影於活動中

（（本報訊本報訊））20152015年年66月月2525日日- Rock The Runway Houston- Rock The Runway Houston 20152015時裝表演在時裝表演在Houston Momentum Audi CentralHouston Momentum Audi Central隆重舉行隆重舉行。。此次時裝秀上眾多模特穿著華麗時尚設計的穿著打扮穿梭在伸展道上此次時裝秀上眾多模特穿著華麗時尚設計的穿著打扮穿梭在伸展道上。。
發揮創意讓走秀不同凡響的表演發揮創意讓走秀不同凡響的表演。。本次活動在充滿歐陸風韻及具有懷舊趣味的伸展道上本次活動在充滿歐陸風韻及具有懷舊趣味的伸展道上，，提供別樹一幟的時尚平台提供別樹一幟的時尚平台，，讓更多本設計師有機會對外展示他們的作品讓更多本設計師有機會對外展示他們的作品，，從而推廣原創服裝品牌從而推廣原創服裝品牌、、促進時裝促進時裝
文化的發展文化的發展。。貴賓雲集讓現場熱鬧繽紛有加貴賓雲集讓現場熱鬧繽紛有加,,甜美浪漫又高雅精緻的品牌現場鎂光燈此起彼落甜美浪漫又高雅精緻的品牌現場鎂光燈此起彼落，，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時尚的系列時裝紛紛以感性的時髦造型登場時尚的系列時裝紛紛以感性的時髦造型登場

AudiAudi在現場的豪華電動車也是主秀在現場的豪華電動車也是主秀

設計師們運用高質感的精緻布料創造法式優雅的氣氛設計師們運用高質感的精緻布料創造法式優雅的氣氛 各具風格的流行創作各具風格的流行創作

成衣系列中將褶皺與芭蕾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成衣系列中將褶皺與芭蕾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CC22情感熱線

故事天地

CC77鳥語花香

二十年安裝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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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石品種最多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規模最大，，價格最低價格最低！！
批發批發！！

皇冠地板皇冠地板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9am-6pm

總店：Tel: 281-988-0060 中文專線: 713-574-2432
11727 W. Sam Houston Parkway Suite G ,Houston, TX 77031

8號公路南北從WestAirPort出口

各大名牌各大名牌 工廠直銷工廠直銷 批發批發零零

※顏色﹑種類多
※庫存量大﹑現場提貨
※價優品優﹑服務好

休士頓南分店：電話：972-467-8510 地址：3310 Telephone Rd. Houston TX 77023 www.crownflooringhouston.com

休士頓最具規模專業老字號

複合地板 12.3mm $0.99/SF &UP(僅材料)
複合地板 12.3mm $2.35/SF &UP(包工包料)
實木複合 1/2" $4.99/SF &UP(包工包料)

花崗石台面
$15.50/SF &UP

Corpper Peach & Tea Brown

40余種顏色供選擇
$1500以上送不銹鋼水槽

˙實木﹑複合地板
˙花崗石台面﹑櫥櫃
˙各大名牌地磚﹑地毯
˙室內外裝修

新年酬賓大優惠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上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832--353353--69006900
832832--877877--37773777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櫥浴更新。

8mm $$11..9999 /呎＆up

12.3mm $$22..3535 /呎＆up

12.3mm $$22..9999 /呎＆up

(高仿真複合地板)

$$44..99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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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天，我去了我心里

有光遥在窗前铺散开来袁薄薄的一线流光袁经由楼梯扶手的转折划
开成耀眼的一瞬遥

风起时袁纱帘被呼啸而来的时光吹得起起落落遥 颇像人一生命运
的跌跌撞撞遥

我记得袁有人告诉我袁和时光一样流逝的东西袁不会是生活遥那么袁
想问袁什么是呢?

姨妈的房子才刚刚搬进袁老房东却又急急地赶人遥 是吗袁脆弱地不
堪一击的弱者只能拘谨地对命运俯首称臣袁 乖乖承受出尔反尔的恶
果遥

风雨一炉袁满地江湖遥
从某个出口奔跑的风袁裹挟着命运大大小小的起承转合袁跳跃着袁

嘲讽着噎噎
有光遥 仍是一线流光袁却让人觉得异常讽刺遥
我在室内袁看不清它的所有面目遥

微闭双眼袁远方的渔火成了上下跃动的光束遥
三四个人袁结伴成群袁叽叽喳喳地说着某个话题遥 只是不懂这欢笑

被黑夜压了去遥 只是不懂这月光被孤单匿藏遥
街上袁有青灰色的路障袁不过十厘米宽遥 将生命的重量放置其上袁

摇摆不定遥 对自己可怜的平衡感一笑而过遥
好像所有人都是带着面具活着袁忘掉了自我遥 不会有喋血的风云

在气息奄奄的生活里掀起丝毫涟漪遥 可面具袁仍是不愿扔掉遥 撕碎了袁
便少了屏障遥

我看一出出悲喜交加的生活闹剧袁却分不清故事里外遥 哪个是我袁
哪个是你遥

所谓事出有因遥 可袁事实是袁有多少你说不出因的果袁讲不出原有
的爱和恨袁分不清所以然的背叛和杀戮遥 这袁就是生活遥

远处袁烟火在寂寥的夜晚绽放遥
你却比烟花还要寂寞遥

从看到赫塔米勒的叶赤足二月曳的第一眼起袁便顺着她的笔矢袁在
脑海中呈现一幅黑白的立体的长长的铁轨遥 朋友刚死的时候袁是赤足
二月遥 窘迫的压抑的情感好像将画面用了哥特式的手法调剂了一般袁
一种沉重喷薄而出遥

这里是八月遥
我继续着黑白色的天空遥 有谎言袁不可多得地穿插在有云朵的空

气里遥
没有雨水袁没绿遥 只剩蝉噪遥
人们都说袁独处吧袁那能找到自己遥 可灯光的下方袁连影子都失了

去遥 哪里还有谁的自我遥
我还能想起那个梦袁温暖袁清澈遥 醒来袁泪水已不足够遥
对于宿命论者袁梦里就是前世的自己遥 如是那样袁我宁愿奔跑在泥

泞的路上袁一路向西遥

米勒说院大地躺着袁我行走着遥 时日交叠袁我变老了遥

我想象袁未来袁你究竟是什么颜色遥
一路奔走袁穿越被尘土掩埋的铁器遥 有虫鸣打湿在脚踝遥 你笑了袁

关于期待遥
酒杯里有另一个自己遥觥筹交错间袁你的右肩明显比左肩要低遥我

记得袁你筷边的长辈轻轻拍了拍你遥
今夜有仙女座流星雨遥 天不时袁地不利遥 有云袁无星遥
长辈说袁要加油遥眉宇里尽是欣喜遥有人喝得酩酊大醉袁越过铁器袁

在回家的路上唱起了歌遥
多少次迎著冷眼与嘲笑袁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袁一刹那恍惚

若有所失的感觉袁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遥
鼻子一酸袁喉咙有些发紧遥
今夜是明天的起点袁要在最美好的岁月完成最美好的梦想遥
我知道袁未来袁你会是绚烂的颜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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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车菊(拉
丁 学 名 :
Centaurea
cyanus L.)
菊科矢车

菊属一年

生或二年

生草本植

物袁高可达
70厘米袁直立袁分枝袁茎枝灰白色袁基生叶袁顶端排成伞房花序或圆锥花序遥 总苞
椭圆状袁盘花袁蓝色尧白色尧红色或紫色袁瘦果椭圆形袁花果期 2-8月遥
矢车菊的故乡在欧洲遥 它原是一种野生花卉袁经过人们多年的培育袁它的"野"性
少了袁花变大了袁颜色变多了袁有紫尧蓝尧浅红尧白色等品种袁其中紫尧蓝色最为名
贵遥在德国的山坡尧田野尧水畔尧路边尧房前屋后到处都有它遥它被德国奉为国花遥
此种即是一种观尝植物袁同时也是一种良好的蜜源植物遥 边花可以利尿袁全草浸
出液可以明目遥 瘦果含油率 28%遥

矢车菊

一年生

或二年生草

本袁 高 30-70
厘米或更高袁
直立袁 自中部
分枝袁 极少不
分枝遥
全部茎枝

灰白色袁 被薄
蛛丝状卷毛遥
基生叶及下部

茎叶长椭圆状

倒披针形或披

针形袁不分裂袁边缘全缘无锯齿或边缘疏锯齿至大头羽状分裂袁侧裂片 1-3对袁长
椭圆状披针形尧线状披针形或线形袁边缘全缘无锯齿袁顶裂片较大袁长椭圆状倒披
针形或披针形袁边缘有小锯齿遥 中部茎叶线形尧宽线形或线状披针形袁长 4-9厘
米袁宽 4-8毫米袁顶端渐尖袁基部楔状袁无叶柄边缘全缘无锯齿袁上部茎叶与中部
茎叶同形袁但渐小遥 全部茎叶两面异色或近异色袁上面绿色或灰绿色袁被稀疏蛛丝
毛或脱毛袁下面灰白色袁被薄绒毛遥
头状花序多数或少数在茎枝顶端排成伞房花序或圆锥花序遥 总苞椭圆状袁直

径 1-1.5厘米袁有稀疏蛛丝毛遥 总苞片约 7层袁全部总苞片由外向内椭圆形尧长椭
圆形袁外层与中层包括顶端附属物长 3-6毫米袁宽 2-4毫米袁内层包括顶端附属
物长 1-11厘米袁宽 3-4毫米遥全部苞片顶端有浅褐色或白色的附属物袁中外层的
附属物较大袁内层的附属物较大袁全部附属物沿苞片短下延袁边缘流苏状锯齿遥 边
花增大袁超长于中央盘花袁蓝色尧白色尧红色或紫色袁檐部 5-8裂袁盘花浅蓝色或红
色遥
瘦果椭圆形袁长 3毫米袁宽 1.5毫米袁有细条纹袁被稀疏的白色柔毛遥冠毛白色

或浅土红色袁2列袁外列多层袁向内层渐长袁长达 3毫米袁内列 1层袁极短;全部冠毛
刚毛毛状遥 花果期 2-8月遥

形态特征

适应性较强，喜欢阳光充足，不耐阴湿，须栽在阳光充足、排

水良好的地方，否则常因阴湿而导致死亡。较耐寒，喜冷凉，忌炎

热。喜肥沃、疏松和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

主要分布于欧洲尧前苏联(高加索及中亚尧西伯利亚及远东地
区)尧北美等袁模式标本采自欧洲遥
中国主要分布在新疆尧青海尧甘肃尧陕西尧河北尧山东尧江苏尧湖

北尧广东及西藏等各地公园尧花园及校园普遍栽培袁供观赏遥 新疆尧
青海可能有归化逸生遥 模式标本采自欧洲遥

生长环境

地理分布

园艺观赏

高性种植株挺拔袁花梗长袁适于作切花袁也可作花径材料遥 矮型
株仅高 20厘米袁可用于花坛尧草地镶边或盆花观赏遥大片自然丛植遥
高型品种可以其他草花相称布置花坛及花境遥也可片植于路旁或草
坪内袁株型飘逸袁花态优美袁非常自然遥 还可做切花花卉遥
美容功效

能养颜美容尧放松心情尧帮助消化尧使小便顺畅遥 矢车菊纯露是
很温和的天然皮肤清洁剂袁花水可用来保养头发与滋润肌肤;可帮
助消化袁舒缓风湿疼痛遥有助治疗胃痛尧防治胃炎尧胃肠不适尧支气管
炎遥它是一种怕热不怕冷的花袁所以夏天在台湾很难种好它袁除非种
在高冷地区遥
沏茶

单泡袁适宜搭配绿
茶遥 取四茶匙矢车菊袁
用开水冲泡即可遥淡紫
色的茶汁袁可添加少许
蜂蜜更增风味遥

主要价值

植物文化

花语

矢车菊的花语是:遇见和幸福遥
细致袁优雅.也代表幸福
吉祥之花

普鲁士皇帝威廉一世的母亲路易斯王后袁在一次内战中被
迫离开柏林遥逃难途中袁车子坏了袁她和两个孩子停在路边等待
之时袁发现路边盛开着蓝色的矢车菊袁她就用这种花编成花环袁
戴在九岁的威廉胸前遥 后来威廉一世加冕成了德意志皇帝袁仍
然十分喜爱矢车菊袁认为它是吉祥之花遥 矢车菊也启示人们小
心谨慎与虚心学习遥
眼睛保护神

德国民间普遍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遥伟大的古代英雄阿尔
米纽斯(Arminius)在一次出征中袁不幸双眼染疾袁一天夜里袁战神
阿瑞斯来到了阿尔米纽斯的梦里袁告诉他清晨盛开在路边的蓝
色小花可以治好他的眼睛遥次日阿尔米纽斯果然在路边找到蓝
色的小花袁并把它捣碎敷眼遥 很快袁阿尔米纽斯的眼睛康复了袁
并凯旋而归遥 于是他称矢车菊为"眼睛保护神"袁并将它广泛传
播遥

与此种相近的

还有 1 种袁 即 C.
depressa MB. (Fl.
Taur. -cauc. 2:
346袁 1808; DC.袁
Prodr. 6: 578袁
1837; Ldb.袁 Fl.
Ross. 2 (2): 698袁
1845-1846: Boiss.袁
Fl. Or. 3: 635袁
1875; Czer. in Fl. URSS 28: 415袁 1963.) 袁 据苏联植物志 (第 28
卷) 该属的作者 C. K.毓刂剽刂蒯匮剡剜赜记载袁中国新疆伊宁及西藏西
部有分布遥 与矢车菊的区别在于袁它的内列冠毛刚毛为膜片状;
列冠毛刚毛长达 8毫米遥 它的模式标本采自苏联格鲁几亚遥 标
本未见袁兹开出上列文献及简要区别特征袁以作备忘遥

植物文化

植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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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袁白百何的大小银幕形象一直是大众要尤
其是中国男人喜欢的现代纯情小妞的范本遥

在叶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曳里袁她是多情又纯真的
大院少女乔乔曰在叶我的青春谁做主曳里袁她是一曲
惊艳的富家女雷蕾曰在叶失恋 33天曳里袁她是嘴快心
善 的 北 京 大

妞 黄 小 仙曰在
叶分手合 约 曳
里袁她是 一 往

情 深 的 模 范

女 友 何 俏俏曰
在 叶 浮 沉 曳
里袁她是 征 服

大叔的白领乔莉曰在叶私人订制曳里袁她是率性的情
境设计师小白噎噎即将到来的暑期电影档袁她又将
带来叶滚蛋吧浴 肿瘤君曳尧叶捉妖记曳和叶恋爱中的城
市曳袁从抗癌的漫画少女英雄熊顿开始袁每一个都是
看起来傻白甜的纯情小妞遥

当然了袁对一个女演员而言袁你很难说野纯情冶
是一个没有争议的好词要它可能意味着奥黛丽窑赫
本式的完美无缺袁但苍白无瑕也很可能难以企及伊
丽莎白窑泰勒式的复杂魅力遥

小妞型演员如白百何袁很容易让人以为她是前
者要当她穿着牛仔背带裤尧怀抱小猪公仔尧素颜出
现在摄影棚前的那一刻遥 她是我所见过的妆发速度
最快的女艺人之一袁 过程中一直拿着手机在玩游
戏袁快结束的时候她突然扭头大叫院野你们说浴 十九
关是不是特别难破浴 冶要这让我轻易地想起袁 因为
叶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曳 与白百何相识并结婚的陈羽
凡先生对她的一段评价与回忆院野我发过誓袁绝对不
会找这个圈子里面的人要直到我遇见她袁发现这个
行当居然也有这样的女孩儿袁想得不多袁就知道窝
在宿舍里打红警遥 冶

白百何在化妆间的沙发上歪着头尧 盘着腿袁却
对我回忆起当时常打的游戏叫野明星三缺一冶袁是一
个打麻将的游戏遥 野都不好意思说袁还是自己拿盘装
到电脑里的那种呢遥 冶她说袁野我就是想听里面的那
些明星配的音袁 用很多搞笑的方式讲打麻将的事
儿遥 冶陈羽凡就为这样的她野破了誓冶袁至今恩爱有
加要这一次袁骑着摩托车借着自己想溜一圈儿的名
义就溜到影棚来看老婆了遥 除此之外袁他的第二大
任务是经常为小高跟出门的白百何补带拖鞋袁野老

错觉以为自己撑得住袁哈哈浴 冶
白百何最近感兴趣的事儿是 野火锅冶袁 回京之

前袁她和另一主演陈坤正在重庆以同名戏的名义大
快朵颐遥 野水瓶座的陈坤真是一天有一半时间都活
在外太空浴 冶白百何说袁野最近接地气的片段袁是他有
一次拿筷子指着我们一堆演员说院别装袁别装袁你们
一个个下了银幕都是另一个模样浴 其实吧要他说得
对浴 冶她大笑遥

事实上袁无法否认的是袁演员的功力恰在于此遥
在任何一个光影化学作用着的片场袁装与不装在其
次袁最重要的是入戏要就像这次袁棚拍的极简黑白
片袁在有限的音乐和道具布景下袁你眼看着她或站
或坐袁被强光打得一览无余的通透眼神里袁无辜尧天
真和某种成熟交织混杂在一起袁表情间微妙的变化
就像微风掠过的发丝要在那期间袁白百何招牌小妞
式的娇嗔和撅嘴让一切在光影中诱人地生动起来遥

然后袁你会看到她那长款香奈尔套装也遮盖不
了的修长的双腿袁膝盖上的伤疤袁就像一个小小的
纹身遥

和人们想象的不同袁白百何坦言自己并不善于
受访遥 野元宝让我比以前柔和多了遥 叶肿瘤君曳这次出
来受访袁 有个很久以前采访过我的记者对我说袁你
比 以 前 好 多

了袁那时 你根本

不 愿 意 回答问

题袁问你 什么你

都 皱 着 眉头遥 冶
她 说 袁 野 其 实
我 觉 得 我身上

的 棱 角 来源于

我对自己的保护袁我有时候很无奈要大家在戏里面
看到我袁会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很好相处尧自来熟的
人袁但我反而是一个有陌生人恐惧症的人袁会紧张袁
因为你不了解别人的时候袁别人也不知道你的点在
哪儿遥 只有跟熟悉的人在一块儿袁我才会觉得特别
有安全感袁然后怎么都行遥 冶

说这段话的时候袁 她已经退回到化妆间里袁和
团队一起蹲着吃盒饭袁嚷嚷着看谁蹲功了得袁声音
里也会有烟嗓的质感遥 她在自己的牛仔背带裤里伸
展自如袁已经褪下了之前聚光灯下的华服袁尽管我
觉得那是一条很适合她的羽毛裙院有黑袁有白袁有亮
片袁 有衬衫的那种经典的蓝色格纹要一片一片羽

毛袁就像她自己身上混杂的特质遥
一个演惯了小妞的女演员袁其实拥有着那些你

所不知道的复杂的魅力遥
大爱 or小爱

电影叶滚蛋吧浴 肿瘤君曳的导演韩延和白百何有
一个野错觉早已认识冶的故事遥

野我和文章很
熟袁 同校不同系袁军
训的时候在一个排袁
后来租房子和他也

租在一个院儿袁所以
我老认为和文章熟

的我都熟袁因为走在路上也确实会照面打招呼遥 冶韩
延回忆说遥 野他总说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向他微
笑袁我说我其实是近视眼袁我怕得罪人遥 冶白百何笑
言袁野我这人也特别讨厌要我知道韩延是我们学校
特别优秀的毕业生袁食堂有段时间老滚播他的毕业
作品袁但他每次问我说耶我是学校的骄傲袁你没看到
吗爷袁我都说没有遥 冶

事实上袁俩人野错觉冶的缘分远不止于此院韩延
编剧的第一个电视剧叶我们这拨人曳袁白百何在其中
演乔乔袁和她自己的出道作品叶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曳
中的角色重名曰后来韩延执导叶第一次曳袁白百何又
来帮他串了一场戏袁演一个摇滚歌手袁陈羽凡去帮
着听的棚袁 她爽快地唱了一首 Beyond的 叶真的爱
你曳曰她告诉过他野文章没我潮冶袁从叶与青春有关的
日子曳合作到叶失恋 33天曳袁文章老问她借衣服穿袁
因为野拍戏的时候袁她更中性袁更不怎么修边幅冶曰他
开机时发过一条朋友圈袁说野我从来没拍过一个演
员袁我真的亲眼见过她 18岁时的样子冶袁野那时还没
有什么耶女神爷噎噎记忆里都是大学时期袁姑娘们扎
起的传统的马尾辫冶遥

但的确袁俩人之前的合作没有一个是像叶滚蛋
吧浴 肿瘤君曳的熊顿那样袁让白百何读了剧本后百分
百确定出演的袁而韩延也坦陈袁在得知自己要成为
此片导演后袁是自己在第一时间把剧本设法递到了
白百何手中遥 野我是边看剧本就边想到了她袁说实在
的袁我都想不出第二个人选能够完成这个角色遥 冶韩
延说袁野资方没有找她袁是因为怕被拒绝说袁和她以
往的戏路太重复要要要但我觉得这个不一样袁这不是
一个那种架空了的癌症患者的末世恋袁而是真正的
一群小人物的抗癌日记袁是大爱遥 冶

白百何自己则说院野熊顿是我演的第一个袁在现
实生活中真实存在过的人遥 很多人都认识她这样一
个人袁这对演员是个挑战袁挺刺激的遥 冶为了这个角
色袁她和韩延的争论不在少数袁尤其是关于一段 40
多分钟的尧从未被曝光的熊顿被跟拍的视频袁白百
何一直想看袁而韩延直到杀青都没有给她看遥 他的
理由是袁熊顿很可能把自己乐观和逗人的一面放大
化袁但若真的如此表现袁就是失真遥 白百何演了一段
时间后袁特别生气地去找导演理论院野你知道为什么
你看到的熊顿在那 40分钟的跟拍里面是放大尧失
真尧更加夸张的钥 就是因为袁当她知道别人跟着她的
时候袁她紧张了袁她越发地不想把自己内心里面的
恐惧表现出来要但袁她不可能是不恐惧的浴 冶野活在
熊顿的精神世界里的她袁我和她说戏时她最常对着
天说院熊袁是导演要求的浴 别怪我浴 冶韩延说遥

韩延很快在野她不可复制的惊人表演冶里读出
了她对熊顿式野恐惧冶的刻骨理解遥 在那场熊顿自知
自己不久于人世尧与妈妈告别的戏里袁白百何的处
理是院她在妈妈的怀里抬头袁却又不看着妈妈的眼
睛袁而是远方曰她明明在哭袁却是静默的要要要泪水以

一种惊人 的 速 度

在这个女 孩 儿 的

眼 里 奔 涌袁只在
她每一个 眨 眼 的

瞬间才会 跌落尧下
滑尧 碎得 体 无 完

肤袁 在她 的 脸 上

流成了一张地图遥 这时候袁台词才姗姗来迟袁带着深
刻的沙哑和咳意遥 野妈妈袁下辈子我们还做一家人遥 冶
她恢复了初生婴儿般的姿势袁她们抱在一起袁眼泪
也流到了一起遥 在那一刻袁没有人会不为这个女孩
儿的勇敢动容袁哪怕袁这种勇敢是基于恐惧袁是一个
女人面对命运的不得已遥

这样的处理袁让整场戏都充满了一种善解人意
的悲悯遥 事实上袁这场母女告别的戏在今年北京大
学生电影节的粗剪片试映现场得到了观众热烈的

情绪反应遥 野那场戏袁白百何一开口袁观众耶啪爷就笑
了袁然后笑完第二秒袁接着就哭了遥 冶韩延说袁野我们
总在说袁笑着哭要要要词已经被说烂了袁但我觉得白
百何这次真正做到了遥 冶

未完待续

我不是你想的小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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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TATOYOTA
Sterling McCall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眾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2015年新車提前清倉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前所未有2015年
4月份特惠方案

2015年份所有車型提供
零利息貸款或高至
2500元現金折扣

（Tacoma,Sequoia除外）

☆精通保險理賠法，AAA, 州農場保險指定修護廠
☆USAA, FARMERS, ALLSTATE, TEXAS
FARMERS BUREAU,G.M.A.C. 等等
OPEN SHOP PROGRAM

☆鈑金修護，爭取減或免自付款，保證復原如新
☆最新電腦控制，下吸式，氣熱，無塵烤漆房
（原廠標準，且有終身保證計劃）

☆修護期間，備有免費（收費）租車
☆全車開入式拉大樑機（三臺）

高價收買
三年內
車禍車

˙噴射式引擎，電腦控制系統專家

˙精修電系，噴射式供油系統

˙四輪（電腦鐳射）定位

˙原廠標準保養，冷暖氣

˙引擎修護，剎車，底盤，變速箱等等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Bellaire Auto Services & Collision
地址：76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Bellaire & SW Freeway）萬 利 車 行

誠信可靠……高能技師……技術一流……工作保證……價格合理……服務親切……嶄新設備

一 條 龍 維 修 服 務 中 心

．．完整檢測汽車中心
．．引擎調整
．．原廠配件
．．剎車、防凍液、傳動系統
．．方向盤及僻震器

．．皮帶、水喉
．．電池、開動器及整流器
．．防止損壞定期檢驗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價位保證滿意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AM-6:00PM

電話：713-484-7777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請攜帶保險卡）

○誠徵有經驗的修車技師

鈑金部
免費估價

Stanley Cheung
張 華

832-766-9888 （通國語、粵話）
10595 West Sam Houston Parkway S.

Houston, TX 77099
(US 59 South @ Beltway 8)GillmanHondaHouston.com

自1938年就開始服務華人社區

2015 Honda Accord EX-L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追求卓越追求卓越，，追求品質追求品質，，追求完美追求完美！！

* 強化複合地板，實木複合地板，
高光板，浮雕板，亞光板，
手抓紋等等，多種選擇。

* 多種高級靜音底墊
* 萬尺存貨，歡迎批發零售。
* 做地板找又福！作有福人！

又福地板

地址：9920Westpark Dr #107（靠Gessner）Houston TX 77063

www.yulfgroup.comwww.yulfgroup.com
TelTel：：281281--501501--83308330 OrOr 832832--978978--64406440

買買地板

送送靜音地墊

環球百葉窗簾環球百葉窗簾環球百葉窗簾
百葉窗簾耐磨、耐腐蝕，有藝術感，是高
檔生活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翻開百葉窗簾，您看到的，不只是外面的
自然風光，還有心靈深處家的溫馨。
訂做新穎，雙層卷簾窗簾

木質百葉窗專家

WWW.eweb4u.net/blinds
Email：cd_order@yahoo.com

電話：832-310-3532
傳真：832-201-7897

隔熱、環保、省電、美觀
免費估價、到府安裝

CD Global Shutter Inc.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116,Houston TX 77036 DYNASTY PLAZA (王朝)
展示廳 ( Show room）: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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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咨詢電話：
281-965-7485
281-908-3750

～讓陽光來去自由～讓陽光來去自由～讓陽光來去自由新穎窗簾新穎窗簾 (C.O.A.X.)(C.O.A.X.)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116,Houston TX 77036 DYNASTY PLAZA (王朝)
˙Ritaco.10060 W Sam Houston Pkwy .Suit 180 Houston Tx 77099

展示廳 ( Show room）:
可訂做木制百葉窗

室內窗戶裝飾可以體現主人的風格與品味。
◎您想裝扮一個有品味的家嗎？
◎您想擁有冬暖夏涼又能保護隱私的窗戶嗎？
新穎窗簾色澤豪華、內藏貴氣，與眾不同。
新穎窗簾好產品、價格優、款式新、顏色多。

網站：www.flightblin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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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司推出情感伴侣机器人 大 S自称懒得管汪小菲 婚后给爱人多留些空间
据报道袁大 S近来出

书袁再度回顾与汪小菲相
识闪婚的过程袁当初两人
因安以轩尧安钧璨牵线认
识袁第 4度约会就聊天聊
到天亮袁汪小菲突冒一句
野要不要跟我结婚冶袁她瞬
间心动决定嫁了袁隔天就
冲教堂外互戴戒指袁2011
年补盛大婚礼遥

结婚后袁男男女女们
面对各色的诱惑袁一旦把
持不住自己的情感袁就会
深陷婚外恋的尴尬境地袁
这通常就是一个陷阱袁越
陷越深袁到最后将会让自
己满身伤痕还一无所

有浴 那么袁婚后女人如何
保持自己的吸引力袁而不
被男人所束缚呢钥

给爱人多留些空间遥
两性的结合是感情尧生活
的结合袁 而不是个性尧人
格的溶解袁双方更不是彼

此的影子袁因此不要迫求
形影不离遥 否则袁就像不
停地吃东西会使人丧失

食欲一样袁老粘在一起也
会使人兴趣索然遥男女之
间的关系袁只有部分共同
定点袁双方能各有自己的
朋友和嗜好袁能有更多的
话题遥

有分开的时候袁才有
想念对方的时刻遥彼此给
对方一个距离袁 一个空
间袁让其去渴望尧去充满
柔情地等待遥 所以袁适当
的小别袁增加夫妻间的新
鲜感遥 俗话说" 小别胜新
婚"袁从心理学上讲袁这是
由于人为地造成距离袁使
彼此在对方的心目中的

形象有了常新常青遥
形成了一种良性的

效应袁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
没有距离就没有自由袁没
有距离就没有吸引袁时空

的间隔往往会增加爱的

强度遥
有少数人难以接受

爱人与异性的正常交往袁
总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会

被"挤掉"袁于是常常干出
一些愚蠢的事情院爱人接
了一次异性的电话或家

中来了一位异性朋友袁或
拐弯抹角地打听人家袁或
对来的客人左审右视曰也

有人以宣布" 纪律"的
方式控制对方的活

动袁包括侦察书信尧干
涉社交袁 甚至跟踪追
击袁 使对方没有一点
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袁
等等曰这样做的结果袁
决不可能赢得对方的

吸引袁而恰恰相反袁当
事人往往把自己置于

被冷漠的位置遥
可以这样想想袁"

占有" 得这样吃力尧这
样紧张尧 这样戒备森严袁
还有什么爱情可言钥

靠看管住的婚姻袁还
有多少爱情的内涵呢钥 爱
情首先是一种自觉自愿

的感情袁是一种被对方的
强烈吸引袁 是推也推不
开尧 斩也斩不断的牵念遥
既然自己在婚前可以战

胜一切竞争对手获得恋

爱的成功袁为什么婚后反

而没有这样的气派袁而只
能凭借一纸结婚证书或

依靠压抑对方的精神生

活袁来苟延已到手的一切
呢钥
多一些幽默感遥 善解

人意袁才有可能促进两情
相悦遥 面对纷坛繁杂的社
会生活袁尤其是家庭生活
中的琐事袁有时确实需多
一些承受困难的勇气和

驾驭生活的能力遥
家庭中的幽默袁可以

减轻心理上的压力袁尤其
是夫妻生活中的幽默语

言袁常常能激起感情上的
浪花遥 因为幽默是坚毅尧
冷静尧智慧尧能力的象征袁
是家庭矛盾的调和剂遥

让夫妻间保持吸引

力的方法看似通俗简单袁
但实际上却道出了夫妻

相处之道的玄机院 理解尧
包容和爱遥

婚
姻
就
是
嫁
给
习
惯
和
性
格

形似缩小版卡

通人物野大白冶袁会察
言观色袁它就是号称
全球首款能识别人

的情感并与人交流

的机器人 野胡椒 冶
(Pepper)遥

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 (CNN)22 日
报道袁日本软银集团
将野胡椒冶推向市场
后仅 1分钟袁1000 台
这款机器人就已售

光遥
能识别人类话

音和表情遥 野胡椒冶一
身白色袁身材短小精
悍袁 高 121 厘米尧重
28公斤遥

据软银集团介

绍袁野胡椒冶自带摄像
头尧 触觉感应器尧加
速器袁并且具备野类

似内分泌系统的多

层神经网络冶遥 它可
以识别人类的音调

和面部表情袁从而与
人类交流遥

按这家企业的

说法袁野胡椒冶主要是
为了让主人野高兴冶袁
野它不是工作机器
人袁而是人类的情感
伴侣冶遥

野胡椒冶据信可以
根据与人的互动特

点形成自己的 野个
性冶袁它的情绪受野人
类的表情尧言语和周
边环境影响冶袁野当熟
人靠近时袁它会表现
放松曰 受人夸奖时袁
它会高兴曰 当关灯
时袁它会怕黑冶遥 目前
只会说 4种语言

CNN 22 日报

道袁一些开发者也承
认袁野胡椒冶目前有局
限性袁会错误地作出
反应袁但这款机器人
将通过共享云信息

不断地完善自身遥
目前野胡椒冶只会

说 4 种语言袁包括英
语尧法语尧日语和西
班牙语袁但开发商将
于几个月后在其网

上软件商店中上传

其他语言版本遥
软银集团还说袁

他们打算今年秋天

推出野商务胡椒冶袁专
门服务于商务人士遥
首批野胡椒冶的售价
为 1600美元袁外加每
月 200 美元的数据
更新和保险费遥

CNN 报道 袁软
银打算在 野胡椒冶推
向市场的头 4 年亏
本运营袁预计将在第
5年实现盈利遥
本月 18日袁软银

集团与中国电子商

务巨头阿里巴巴集

团尧富士康公司共同
宣布达成协议袁阿里
巴巴尧富士康将向软
银旗下的软银机器

人控股公司渊SBRH冤
分别注资袁以各自获
得它 20%的股份遥

根据

协议 袁软
银尧 阿里
巴巴 尧富
士康三方

将联合把

野胡椒冶和
机器人产

业带到全

球市场遥

许多女人误解婚姻

就是嫁一个男人袁 而不
知道还要嫁给这个男人

的习惯和性格袁 以及这
个男人背后的家族遥 这
种认识上的错误袁 让我
们在这个世界上袁 看到
了不少破碎的婚姻遥

婚姻有三重境界遥
第一重境界院 和一个自
己所爱的人结婚遥 第二
重境界院 和一个自己所
爱的人及他(她)的习惯
结婚遥 第三重境界院和一
个自己所爱的人及他

(她)的习惯尧还有他(她)

的背景结婚遥处在第一
重境界的夫妻袁婚姻相
对稳固遥处在第二重境
界的夫妻袁婚姻比较稳
固遥处在第三重境界的
夫妻袁 很少见有离婚
的遥
在这个世界上袁那

些白头偕老的人袁 一生
基本上都结三次婚遥 第
一次是在饭店里袁 在亲
朋好友的恭喜和祝福

中袁 与一个自己所爱的
人结婚遥 第二次是在家
里袁 两人经过几年磨合袁
互与对方的习惯结婚遥
第三次是在家族里袁与
对方的各类亲情结婚遥
第二次和第三次结婚与

第一次相比袁 有很大的
不同遥 没有隆重的婚礼袁
没有亲友前来祝贺袁惟

一在场的是双方默契遥
真正的婚姻袁 往往

都是发生在最后两次遥
现在好多人结婚两三年

就离婚了袁 如果仔细地
分析一下袁就会发现院原
因就是没把自己的婚姻

从第一境界推入到第二

境界遥
大家都知道袁 沸腾

的水能杀死细菌遥 热恋
和沸水一样袁 也能杀灭
当事人身上的缺点和不

足遥 那些热恋中完美无
缺的白马王子和小鸟依

人的姑娘袁 进入婚姻这
杯不温不火的水之后袁
缺点和不足会像细菌一

样重新回来遥 这时你必
须跨入婚姻的第二境

界袁和他 (她 )的习惯结
婚袁接纳和包容他(她)的

缺点遥 否则袁婚姻就会因
根系过浅而萎缩遥

那些本来是非常恩

爱的一对袁 几年后莫名
其妙地离婚了遥 十有八
九是拒不进入第二境界

的结果遥 婚姻进入第二
境界之后袁 就很少有人
把离婚挂在嘴上遥

在心理上袁 他们已
接受了对方性格中的不

足遥 有的甚至还把对方
的这种不足变成自己的

一种关怀遥 这时的婚姻
是甜美和温馨的袁 呈现
出的最大特点是宽容和

互补遥
然而袁 婚姻的温馨并不
能代表婚姻的稳固遥 稳
固的婚姻还需要第三次

升华袁 那就是与对方的
各类亲情结婚遥 也就是

说袁把你对他(她)一人的
爱扩展到他 (她)的父母
和亲友遥 并且在这种爱
中袁 对婚姻有了智慧的
领悟院 你的另一半不单
单属于你袁他(她)还属于
他(她)的父母和朋友袁甚
至还属于他(她)自己遥

在爱情的世界里袁
许多男人往往误解婚姻

就是娶一个女人袁 而忽
略了还要娶过来女人自

身的追求袁 以及女人身
后的背景遥 许多女人误
解婚姻就是嫁一个男

人袁 而不知道还要嫁给
这个男人的习惯和性

格袁 以及这个男人背后
的家族遥 这种认识上的
错误袁 让我们在这个世
界上袁 看到了不少破碎
的婚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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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院丧失理智是很容易的事袁恢复理智
则需要一个过程遥 这个道理自古皆然袁但自从有了
病毒式传播的新媒体之后袁 情况好像变得更严重
了遥 这两天袁一则带有病毒营销嫌疑的讯息袁在社交
网络热传遥 仅仅 24小时袁这条吁求野人贩子一律死
刑冶的图文袁被转发了超过百万次袁不少人的朋友圈
被这条讯息野刷屏冶遥

各方观点院
揖反对死刑铱死刑救得了孩子吗钥 法学博士姜晓

妍女士称院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袁我个人非常非常
愤恨人贩子浴 可是袁正因为学过几年法律袁让我学会
理性尧客观的看待问题遥 首先袁死刑对犯罪的震摄力
非常有限袁故意杀人罪的首选是死刑袁可现实是故
意杀人的犯罪无法禁止曰其次袁如果判人贩一律死
刑袁那人贩子就会成为活在刀尖的亡命之徒袁中国
人都知道袁亡命之徒可怕且不好抓袁把人贩一律判
死刑袁 更可能的是把被拐的孩子陷入危险境地袁也
增加警察抓捕的困难曰最后袁我学程序法的袁在心里
对犯罪嫌疑人有一种无罪推定情结袁不管多么罪大
恶极的嫌疑人都要给予辩护的机会袁而不能一律判
死遥 法学博士齐晓伶院因为人贩一旦即将被抓袁就会
面临死刑袁亡命之徒会怎么对待手无缚鸡之力的孩
子钥 带着一起被抓钥 孩子得到解救钥 广州律师张慧院
犯罪分子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应该遵循罪刑法

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袁简言之袁就是重罪重判袁轻罪
轻判袁罚当其罪袁罪刑相称遥 不应该一刀切尧所有的
人贩子都应该判处死刑袁应该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
来做判断遥 现实中袁有不少人贩子贩卖的儿童袁是由
其亲生父母主动出售的袁 人贩子在中间起中介作
用遥 并且袁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袁通过严刑峻法来
震慑犯罪袁不是最好的办法遥 不是说法律越严苛袁犯
罪行为就越少发生遥 也就是说袁死刑未必能根治人
贩子问题遥

揖业内人士铱对于罪行严重的人贩子应该判处
死刑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表示袁对罪行严重的
人贩子应当判处死刑袁 否则不足以震慑此类犯罪遥
就此话题袁陈士渠在接受叶广州日报曳记者采访时表

示袁拐卖儿童罪的起刑点就是 5年袁最高可以判处
死刑遥 并不是说当前我国对人贩子的处罚不够严
厉袁实际上袁这些年国家对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一直
都是从重处罚遥 自己提出这个建议的初衷就是袁今
后在处罚罪行严重的人贩子时应多使用死刑遥 有网
友们对人贩子判处死刑会刺激人贩子铤而走险尧威
胁到被拐儿童的安全袁陈士渠表示袁人贩子拐卖儿
童的初衷是为了经济利益袁 而不是威胁其生命安
全袁所以这一点不用担心遥

揖各方共识铱当前对买方处罚偏轻人贩子固然
可恶袁但法律界人士指出袁当前对买孩子的买方处
罚偏轻袁也是拐卖儿童案件多发的重要原因遥 曲靖
市中级人民法院李雪松院长曾侦办多起拐卖儿童

案件遥 通过对近年来发生在当地的拐卖儿童犯罪案
件分析袁他认为袁人贩子之所以猖獗袁一是销路顺
畅袁有较大买方市场遥 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袁一些人
置法律于不顾高价收买儿童袁以延续香火或显示家
庭人丁兴旺袁 这就为人贩子拐卖儿童提供了市场遥
二是高额利润袁诱使犯罪分子铤而走险遥 三是作案
易得手袁不易被揭发遥 拐卖儿童较之拐卖妇女更安
全袁 即便日后儿童被解救也无检举揭发的能力袁无
法指认罪犯和提供证据袁从而使犯罪分子可以逃避
打击遥 李雪松认为袁当前的法律实践中袁对买孩子的
人成为打击盲点遥 在现实的打拐行动中袁对人贩子
的处罚都比较严厉袁但对收买者则处罚较轻或者不
处罚遥 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是造成买方市场需求
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遥 他建议袁对于买孩子的一方
也应该严厉处罚遥 全国人大代表王军也表示袁当前
对野收买冶被拐儿童方面的打击力度太小遥 按照法律
规定袁如果收养或收留方没有虐待行为袁就可以免
于处罚遥 只有加大了对买方的处罚力度袁拐卖儿童
的主要渠道和动机就被卡死了袁相信拐卖儿童的行
为也会减少遥 全国政协委员许钦松在今年两会上提
交了野关于打击拐卖儿童行为冶的提案袁他建议加快
完善立法尧增强全民野反拐冶野治拐冶的意识和能力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曳 第 241条第六款规定院野收
买被拐卖的妇女尧儿童袁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袁不阻
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袁 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袁
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袁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遥 冶许
钦松认为袁这一法律规定应该修改遥 野目前拐卖儿童
之所以猖獗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买方市场的持
续旺盛遥 买方一般不会受到刑法的惩罚袁很多经济
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家庭袁购买被拐卖儿
童的行为没有后顾之忧遥 冶许钦松说遥

揖延伸阅读铱
国家近年来已对人贩子加大惩处力度北京市

益家家事律师团崔利民律师表示袁根据叶刑法曳的规
定袁犯拐卖儿童罪的袁处 5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
刑袁并处罚金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袁处 10年以上有
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袁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曰情
节特别严重的袁处死刑袁并处没收财产院(一)拐卖儿
童集团的首要分子曰(二) 拐卖儿童 3人以上的曰(三)
以出卖为目的袁使用暴力尧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
儿童的曰(四)以出卖为目的袁偷盗幼儿的曰(五)造成被
拐卖的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尧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
果的曰(六)将儿童卖往境外的遥 实际上袁近年来袁国家
已对拐卖儿童的人贩子明显加大了惩处力度遥 人贩
子被判处死刑袁已经不是头一回了遥 2012年 6月袁公
安部督办的云南蒋开枝重特大拐卖婴儿犯罪案在

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遥 法庭以拐卖儿童
罪袁判处蒋开枝死刑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袁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曰判处彭庆托无期徒刑袁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袁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遥 1988年至 2008
年间袁蓝树山单独或伙同他人在广西宾阳县尧巴马
县等 12 个县袁钦州市尧凭祥市尧贵港市尧河池市等
地袁先后将被害人韦某某尧黄某某等三十多名 3至
10岁男童拐卖遥蓝树山拐卖妇女尧儿童袁非法获利共
计 50余万元遥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审理认为袁其拐卖妇女尧儿童人数多袁时间长袁
主观恶性极深袁社会危害极大袁依法判处其死刑遥 后
经二审维持原判袁目前袁蓝树山已被执行死刑遥

凤凰网评论院
抛开具体的内容袁仅仅从现象上来看袁这不过

是中国社交网络一次周期性尧 现象级的舆论井喷遥
每隔一段时间袁社交网络上就会就某一热点议题广
为转发尧传播遥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袁当人们压抑的表达袁郁结
到一定的程度时袁只要有一个合适的议题袁就可能
引发情绪性的舆论井喷遥

这次的吁求野人贩子一律死刑冶的讯息热传也
不例外遥 它和一年来的诸如雾霾尧暖男等曾经引发
情绪性舆论井喷的议题一样袁既安全袁又切中人们
焦虑的情绪野软肋冶遥 例如袁雾霾议题袁切中人们对环
境污染的无助和愤懑曰暖男议题袁切中女性对低质
量婚姻和糟糕伴侣关系的不安和隐忍遥 这次吁求
野人贩子一律死刑冶的议题袁则切中了人们对社会治
理的不满和怨怼遥

之所以将这样的现象称为 野情绪性的舆论井
喷冶袁原因在于袁积极转发的大多数参与者袁并没有
对拐卖儿童事件有过更多的思考袁只是从感性的角
度袁去体验野如果我的孩子被人贩子拐卖了冶的情
绪遥 而这种情绪背后袁对应着社会治理的深度积弊遥

这么多年来袁野打拐冶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
的根治袁原因并非缺乏严刑峻法遥 中国现有的法律袁
对拐卖妇女尧儿童的人贩子袁并不缺乏处以死刑的
条款曰在司法实践中袁每年都有因为拐卖妇女尧儿童
情节严重而被判处死刑的判例遥

为了加强对社会的管理袁一些地方建立了卓有
成效袁遍及每一个基层村落尧社区的网格化维稳体
系袁一些上访者袁无论隐藏多深袁都能被迅速地识别
处理遥 如果这个体系用于治理拐卖妇女儿童现象袁
结果又会如何钥 如果比较中美失踪儿童找回的概
率袁其数据差异令人咂舌遥 缺乏网格化维稳体系的
美国袁失踪儿童找回的比例超过 97%曰而中国失踪
儿童找回的概率却不足 1%遥

严刑峻法并不能有效阻止人贩子的犯罪行为袁
关键是执法环节袁而不是司法环节遥 基层的大多数
执法机构袁处置涉野拐冶案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遥
而且袁相当比例诱拐尧贩卖儿童的现象袁牵涉到机构
犯罪袁它们发生在个别基层的福利院尧孤儿院遥

那些义愤填膺积极参与转发的人们袁虽然出于
对治理的不满袁但他们也选择性忽略中国社会贩卖
儿童现象的主要原因袁并迁怒于对人贩子的处罚不
够遥 他们与其说是在为那些因为拐卖而失子的家庭
吁求袁不如说是为了满足自己无需勇气尧也没有任
何风险的廉价道德优越遥

他们没应考虑到的是袁一旦对人贩子一律施以
死刑袁那么在罪行败露时袁人贩子将更可能杀死拐
卖的儿童袁因为一旦被捕反正后果都一样袁杀死儿
童甚至可以野消灭冶直接证据遥

如果吁求对人贩子一律判死的人袁真的站在失
子家庭的立场上做选择袁那么他们是倾向于野解救
孩子并无论如何保证孩子安全冶袁还是野宁可让被拐
孩子冒生命危险也要对人贩子严惩不贷冶呢钥

已有分析文章有理有据地揭露袁这次热传的图
文讯息袁包含了某交友网站的广告推广链结遥 不知
道策划和推动这次情绪性舆论井喷事件的营销机

构袁有没有聆听过失子家庭的诉求袁并站在他们的
立场上去感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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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教育，爸爸请出席！
对于孩子袁常听到家长的担心院孩子学习有这有那问题袁怎么办钥

孩子性格上有这有那问题袁怎么办钥 但是袁问这些问题的基本都是妈
妈遥而分享会上袁也是袁绝大多数是女士袁是妈妈遥当然这跟男女能量特
点有关袁但是也看出一个问题是袁育儿教育袁依然妈妈管的多遥 家庭之
中需要爸爸妈妈的配合袁一切就会很轻松遥所以在这个父亲节袁感恩父
亲的同时袁致各位爸爸们袁育儿教育请出席浴

我常说袁现在家庭教育里放下溺爱还相对比较容易袁但要做到不
放纵袁却很难遥 为什么袁因为爸爸去哪儿了遥

妈妈这边明白了溺爱袁然后给孩子放开袁但是如果不是出于纯爱袁
很容易去到放纵遥放开的前提是袁这个孩子能在那个当下感受到别人遥
也就是要很好的社会化遥社会化就是你要明白这个世上除了你还有其
他人袁你也要尊重到他们的感受遥你是作为环境的一部分袁需要去提高
环境的能量袁否则环境会给你一个反作用袁最终你自己也要付出代价遥

这个过程基本从幼儿园开始袁尤其从上了小学后袁更加要开始明

确规则袁到三年级要完成遥
而制定规则是男人的强项遥 男人精确起来可以军事化一样管理袁

几点几分必须完成遥 只要他们认为一定要做的袁就可以不折不扣的执
行遥规则是男性能量遥执行的时候就是不讲感情的袁不是说今天心情好
就放宽点遥 所以如果爸爸能很好担负起规则的一块袁那妈妈只要负责
心灵抚慰袁然后两个人配合袁就可以很好很轻松的完成遥

以前你说孩子还好袁怎么给到他更多自由了就管不着住了遥 其实
不是遥原来还好袁是因为有一个外在强制的力约束着袁而现在这个力撤
掉了袁他反而不知怎么管理自己袁其实这就是真实的他遥所以你要让他
慢慢明白袁这个社会有规则有底线袁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袁不是说你爽
到自己了其它什么都不管了遥 你要让他去感受到周围的环境遥 你可以
告诉他袁老师只有一个人袁要管那么多小朋友袁如果今天你不做袁明天
他也不做袁就像大家一起做操袁你踢腿他抬手袁大家就无法去完成一个
组织遥

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袁责任与诱惑袁如何平衡遥
责任是什么袁就是你答应的事就必须去完成遥 就像上学做作业袁作

为中国公民袁九年义务教育你必须完成袁作业是你和老师的约定袁也必
须完成遥当然你可以制定一个自己家家规袁说作为我们家的孩子袁必须
念到本科袁也是可以的啊遥 那你不完成作业袁老师会通知妈妈袁妈妈还
是会盯着你完成袁你不乐意可以哭袁妈妈没情绪袁哭完还是要完成遥

诱惑是什么袁就是我想玩遥 所以要让孩子明白怎样去平衡袁去学会
自我管理袁这才是我们要去到的方向遥责任你必须完成袁那么如何去安
排好完成就可以玩了啊遥但是如果你说不要责任袁那就连玩也没有遥这
个社会没有说一直玩就可以了袁而没有责任遥

比如学钢琴袁孩子选择学袁可以袁那你要告诉他这个缴费后就是以
一个学期为界袁中间不管你喜不喜欢尧开不开心都要坚持到一个学期
结束遥 想换袁当然可以袁学完一学期后遥 所以不是你说今天不喜欢老师
就不见不学遥你今天说不喜欢老师就不见袁不喜欢作业就不做袁那以后
结了婚说不喜欢就离袁工作不喜欢就换吗钥这真的是一种放纵袁很多年
轻人就是如此遥那当孩子说不喜欢不要学袁你可以单独私下跟孩子说袁

这个必须学袁既然你选择了袁就要坚持完这个学期袁然后你可以重新选
择遥 哭闹可以袁哭完继续完成遥 收拾几次袁他就知道袁任何事是有底线
的遥

上学后袁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让孩子学会如何有效的利用时间遥 每
个人每天的时间是有限的袁都是 24个小时袁那么你如何利用和分配好
这有限的时间袁学会时间规划就显得很重要遥 这是一种如何利用有限
的资源达到一个高效的结果的能力袁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到的方向袁
而不是盯着一次两次作业有没写完遥

和孩子讲袁可以很简单的画个图给他袁他很快就会明白遥 这个线袁
表示你放学后这么多时间袁那么怎么安排呢钥 你回家袁可以先玩袁看电
视袁吃饭袁玩游戏袁切橡皮袁磨蹭袁做作业袁睡觉遥 你也可以吃饭袁和妈妈
闹不开心袁不想做袁发脾气袁吃东西袁做作业袁睡觉遥那还有呢袁你可以回
家吃饭袁开始做作业袁然后玩袁睡觉遥 选一个吧遥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袁怎么安排怎么规划袁这个规则由孩子
自己来定遥爸爸妈妈负责配合执行遥不要管他开始定的有多不可行袁不
合理袁你就当不知道袁照做遥 执行一次袁让孩子自己明白这个不是很合
理袁然后调整袁调整到合适为止遥要让孩子明白袁这个时间是他自己的袁
他是他时间的主人袁自己不规划好袁是要付出代价的遥而不是父母去制
定袁其实都是父母希望孩子怎么做袁这样孩子就会怨啊袁又不是我想这
么做遥

另外袁在制定规则时袁你要定一个行为反射遥 就是制定了袁做不到
怎么办钥 违反了怎么办钥 社会上就是这样袁法律也是如此袁你不遵守就
要承担相应后果遥 比如作业第二天上学前必须完成袁第一天晚上你没
按规划完成袁你可以不做袁但是袁第二天早上早点起来完成遥 你让他告
诉你几点袁5点半起来袁那就叫他袁不管多痛苦不想起袁可以哭袁但是我

会一直叫到你起为止遥

家长要明白袁孩子需要社会化后袁你不能再按教小宝宝的模式去
教他了袁你要以教一个成人的模式去教他遥 让孩子真正为自己负起责
任袁为自己的时间做主遥否则他整个综合发展就显得很低幼袁而且就像
是父母的傀儡而已遥

希望各位能对制定规则悟到一点遥 而妈妈们在规则这块其实是很
晕的遥 所以袁爸爸们袁请回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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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自传》选读

责任编辑：李嫣然

《林徽因传》选读
爱神呵袁 这副

可诅咒的外表伴随

着我袁 就像一个恶
魔把我一切的赏

赐要要要一切我内心

所渴望的接吻都抢

走了遥
玛达那 哎袁你

那一夜多么空虚浴
快乐的小船已经在

望袁 但是波浪不让
它挨近岸边浴

最后袁 齐德拉
要求爱神和春神收

回她的美丽遥
齐德拉 我是齐德拉遥 不是受人礼拜的女神袁也不是一个平凡的怜

悯的对象袁像一只飞蛾可以让人随便地拂在一边遥
今天我只把齐德拉献给你袁一个国王的女儿遥
阿顺那 爱人袁我的生命圆满了遥
大红的帷幕迅速落下遥
剧终遥
观众激动地站起来袁掌声袁掌声袁四壁只有掌声的浪潮回旋着遥
泰戈尔登上台去袁拍拍林徽因的肩膀院野马尼浦王的女儿袁你的美

丽和智慧不是借来的袁是爱神早已给你的馈赠袁不只是让你拥有一天尧
一年袁而是伴随你终生袁你因此而放射出光辉遥 冶

第二天早晨袁泰戈尔发表了他准备好的讲稿中的第一篇袁在一部
分青年人中引发了尖锐的批评袁 第二次的讲课也遭到了有组织的抗
议袁还散发了传单袁泰戈尔非常生气袁他宣布其余的课将全部取消袁他
说身体很疲劳袁到西山休息去了袁在那里袁他大约度过了在中国最后一
周的日子遥

这场演出袁本来是献给泰戈尔的礼物袁也是新月社成立后结出的
第一个果实遥 然而袁这场演出袁在梁家也引起了一场风波遥 李夫人和大
女儿思顺耿耿于怀袁她们不能容忍梁家未来的儿媳有辱门庭遥

梁思成也有隐隐不快袁他同林徽因在北海快雪堂松坡图书馆主馆
内读书约会袁有时徐志摩也凑过去和他们聊天袁梁思成不愿受到骚扰袁
便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袁大书 Lovers Wantto be left alone.渊情人不愿受
干扰遥 冤

列车就要启动遥
5月 20日袁是泰戈尔离开的日子遥 访问期间袁林徽因一直不离老

诗人左右袁使得泰戈尔在中国的逗留大为增色袁他为她作了一首诗作
留念院

蔚蓝的天空

俯瞰苍翠的森林袁
他们中间

吹过一阵喟叹的清风遥

泰戈尔从车窗探出身子袁双手合十袁向站台上送行的人们频频致
意袁他的眼睛模糊了袁近一个月在北京的逗留袁使他获得了可以珍藏一
生的美好记忆遥

徐志摩在靠窗的小桌上袁铺开纸笔袁他不敢看窗外那个美丽的倩
影袁上车前林徽因告诉他袁她同梁思成即将赴美留学遥

徐志摩油然生出一种诀别的感觉袁他害怕各种形式的离别袁每次
离别于他都是一种死亡遥徐志摩曾私下对泰戈尔说过他仍然热恋着林
徽因袁老诗人也代为求情袁但没有使林徽因回心遥 徐志摩知道袁这一别
可真是天各一方了遥 昨日同台演出袁美目盼兮袁今日劳燕各飞袁海天无
涯遥 他奋笔疾书着院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遥 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袁但
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遥 这两日我的头脑总是昏沉沉的袁开着眼闭着眼
却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袁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袁迟迟地向
荒野里退缩遥

他的眼泪涌了上来袁摘下眼镜袁擦拭着镜片上濛濛的水雾袁他听到
林徽因在车窗外很脆亮的叫了一声院野徐志摩哭了浴 冶

他把头深深地埋下去院
离别浴怎么的能叫人相信钥我想着了就要发疯遥这么多丝袁谁能割

得断钥 我的眼前又黑了浴 噎噎
汽笛不解离人的别意袁硬是执拗地拉响了遥列车缓缓驶出站台遥徐

志摩朝车窗外看了一眼袁所有的景物都一片迷离袁他觉得自己那颗心袁
已经永远地种在了站台上遥

他又把刚刚写过的半封信看了一遍袁苦笑一声袁打开车窗袁要把这
一片枯萎的叶子袁抛给无尽的旷野袁就在他伸出手去的一刹那袁泰戈尔
的英文秘书恩厚之忙抢了过去袁塞进自己的手提箱里遥

灯火飞快地向后退去遥
那一轮黄澄澄的满月袁却扑进了半开的车窗遥
7月袁美国东部的枫叶刚刚泛出浅浅的薄红袁掩映在万树丛中的

小城绮色佳袁正准备迎接一年中最富个性的季节遥
山色湖光多了几分凝重袁少了几分热烈遥 从山涧流出的泉水潺潺

而下袁在跌宕的岩石间形成了层层瀑布遥 流水如一张竖琴袁大弦嘈嘈袁
小弦切切袁如诗如梦袁清逸出尘袁弹拨着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律动遥

红树碧水环抱着的康奈尔大学袁是这张琴上最动人的 C弦遥
绮色佳小城居民 10000袁而康校的学生便有 6000遥
7月 7日袁林徽因和梁思成这两只喜鹊天河西渡袁双双飞到这座

牧歌式的大学城遥
康奈尔大学校园夹在两道峡谷之中袁三面环山袁一面是水光潋滟

的卡尤嘎湖遥 校园里的建筑多为奶黄和瓦灰两种颜色袁街道也是瓦灰
色的袁黛山碧水袁教堂的尖塔袁构成一幅非常和谐的图画遥

刚刚放下行囊袁他们就忙着办理入学手续袁暑校从今日开始袁他们
已迟了一天遥报名尧交费尧选课袁忙得二人团团转遥徽因选了户外写生和
高等代数课程袁思成选了三角尧水彩静物和户外写生课程遥

两个月的暑校生活将是快乐而紧张的袁 他们将在这里上预备班袁
调整自己来适应新环境遥

同来的还有思成在清华的好友和同房间同学陈植遥 渊未完待续冤

教员似乎是一些高等工人袁雇来的曰出钱办学的人们没有把他们
放在心里遥 玩的地方也没有袁除了电影袁没有可看的遥 所以住到三个
月袁我就有点厌烦了遥别人也这么说遥还拿天气说吧袁老那么好袁老那
么好袁没有变化袁没有春夏秋冬袁这就使人生厌遥 况且别的事儿也是
死板板的没变化呢遥 学生们爱玩球袁爱音乐袁倒能有事可作遥 先生们
在休息的时候袁只能弄点汽水闲谈遥 我开始写叶小坡的生日曳遥

三尧叶小坡的生日曳
本来我想写部以南洋为背景的小说遥 我要表扬中国人开发南洋

的功绩院树是我们栽的袁田是我们垦的袁房是我们盖的袁路是我们修
的袁矿是我们开的遥 都是我们作的遥 毒蛇猛兽袁荒林恶瘴袁我们都不
怕遥 我们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来遥 我要写这个遥 我们伟大遥 是的袁
现在西洋人立在我们头上遥 可是袁事业还仗着我们遥 我们在西人之
下袁其他民族之上遥 假如南洋是个糖烧饼袁我们是那个糖馅遥 我们可

上可下遥自要努力使劲袁我们只有往上袁不会退下遥没有了我们袁便没
有了南洋袁这是事实袁自自然然的事实遥 马来人什么也不干袁只会懒遥
印度人也干不过我们遥 西洋人住上三四年就得回家休息袁不然便支
持不住遥干活是我们袁作买卖是我们袁行医当律师也是我们遥住十年袁
百年袁一千年袁都可以袁什么样的天气我们也受得住袁什么样的苦我
们也能吃袁什么样的工作我们有能力去干遥 说手有手袁说脑子有脑
子遥 我要写这么一本小说遥 这不是英雄崇拜袁而是民族崇拜遥 所谓民
族崇拜袁不是说某某先生会穿西装袁讲外国话袁和懂得怎样给太太提
着小伞遥 我是要说这几百年来袁光脚到南洋的那些真正好汉遥 没钱袁
没国家保护袁什么也没有遥 硬去干袁而且真干出玩艺来遥 我要写这些
真正的中国人袁真有劲的中国人遥 中国是他们的袁南洋也是他们的遥
那些会提小伞的先生们袁屁浴 连我也算在里面遥

可是袁我写不出遥 打算写袁得到各处去游历遥 我没钱袁没工夫遥 广
东话袁福建话袁马来话袁我都不会遥 不懂的事还很多很多遥 不敢动笔遥
黄曼士先生没事就带我去看各种事儿袁为是供给我点材料遥 可是以
几个月的工夫打算抓住一个地方的味儿袁不会遥 再说呢袁我必须描写
海袁和中国人怎样在海上冒险遥 对于海的知识太少了曰我生在北方袁
到二十多岁才看见了轮船遥

得补上一些遥在到新加坡以前我还写过一本东西呢遥在大陆上写
了些袁在由马赛到新加坡的船上写了些袁一共写了四万多字遥 到了新
加坡袁我决定抛弃了它袁书名是叶大概如此曳遥
为什么中止了呢钥慢慢的讲吧遥这本书和叶二马曳差不多袁也是写

在伦敦的中国人遥内容可是没有叶二马曳那么复杂袁只有一男一女遥男
的穷而好学袁女的富而遭了难遥 穷男人救了富女的袁自然喽跟着就得
恋爱遥 男的是真落于情海中袁女的只拿爱作为一种应酬与报答袁结果
把男的毁了遥文字写得并不错袁可是我不满意这个题旨遥设若我还住
在欧洲袁这本书一定能写完遥

打了个大大的折扣袁我开始写叶小坡的生日曳遥 我爱小孩袁我注意
小孩子们的行动遥

渊未完待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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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开封的拆迁费每户相当 45600元人民币
虽然古代开发商没有现如今的开发商这么野牛冶袁环境和政策对他

们都不太有利袁但是在拆迁问题上袁始终还是开发商们占优势遥
就比如窦乂袁他就知道要搞房产袁首先得朝上有人袁于是傍上了当

朝太尉遥
古代拆迁过程更为暴力袁因为普天之下袁莫非王土袁国家要用哪里

就用哪里遥当然袁在古代袁也不乏一些民主的君主遥
例如北宋元丰六年渊1083年冤袁开封外城向外拓展袁规划中的新修城墙
要占用 120户居民的住宅袁宋神宗让开封府制定拆迁补偿计划袁开封
府写报告说袁总共需要补偿款两万零六百贯袁平均每户至少能拿到补

偿款 171贯遥
当时的 171贯铜钱袁大约等于现在的四万五千六百元人民币遥这些

钱能不能在宋朝买到房钥
买不起市区房的白居易权当候鸟族

古代人买房子袁也跟现在人一样袁要考虑很多因
素遥

第一也是看房价是否承受得起遥不管是古代购房者袁还是现代购
房者袁买房之前都会掂量一下楼盘的价格和自己的腰包遥比如苏氏兄
弟袁一辈子也没在首都买房袁而是到其他相对便宜的地方买房遥而唐代
诗人白居易买房更有意思袁跟现代都市打工族的买房经历很像遥

白居易二十八岁考中举人袁二十九岁考中进士袁三十二岁参加工
作袁干的是野校书郎冶袁就是在中央办公厅负责校对红头文件的工作人
员遥级别呢袁是正九品袁相当于一个小县的县长袁不过工资却不低袁每月
一万六千钱遥白居易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袁因为离上班的
地方远袁又养了一匹马代步袁此外还雇了两个保姆袁这样每月的开销是
七千五百钱袁剩下八千五百钱存起来遥但是存了十年袁他也没能在长安
买下一套房子遥
后来白居易觉得这样长期租房不是办法袁就跑到陕西渭南县袁也就是
长安城的卫星城袁买下一处宅子袁平时住在单位袁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
渭南的家遥有点和现在的大都市白领差不多袁在郊区买房不住袁而在城
里租房上班遥

古人卖房子得让邻居签字同意

除了看房价袁古代人买房也要考虑位置和周边环境是否合适遥古
人跟我们一样重视居住环境袁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孟母三迁遥古代人买
房考虑最有意思的一点袁还在一个叫亲邻纠纷的问题上遥
现在人买房之前袁一般都是调查房子的权证是否齐全袁质量是否

过关遥而古代人买房之前袁主要不是调查房子的权证和质量袁而是调查
卖主袁搞清楚他的家人尧族人和邻居是否同意他卖房袁因为在古代袁一
所房子能不能出售袁并不需要通过物价局尧房管局的批准袁却需要通过
卖主家人尧族人和邻居的批准遥

正规的做法是拿一个小本子袁把亲戚邻居的名字都列在上面袁然
后从族长老太爷到隔壁大妈袁让他们挨个签字遥假如其中一个拒签袁这
房就别打算卖了遥

古代人买房那些事 白居易买不起市区房

人类一直认为动

物不会哭泣袁但是这只
牛却哭泣得像个婴孩浴
一群目瞪口呆的屠宰

场工人袁拒绝宰杀一只
跪地求饶的黄牛袁它的
双眼充满哀伤袁同时脸
颊挂满着眼泪遥野人类

一直以为动物是不会哭泣袁可是那只黄牛真得像个婴孩一样地啜泣
着浴冶一位香港的包装厂老板 Billy Fong如此告诉记遥

野当时至少有一打强壮魁梧的男士在场袁而负责宰杀动物的那些
男孩袁他们的眼泪也不禁夺眶而出遥冶在场的人都非常地感动袁他们一
起出钱买下这只牛袁将它送到一间佛寺袁并祝福这只牛能平静地过完
馀生遥
这个牛哭泣求饶的感人故事是这样开始的院一群工人牵着一只牛

走进包装厂内袁准备将它宰杀做成牛排和炖牛肉遥当他们接近屠宰房
门口时袁那只悲伤的牛突然停步不前袁两只前脚往前跪下袁眼泪也跟着
扑簌簌地流了下来遥

野当我看到这种被人们认为是愚笨的动
物袁竟然在哭泣袁以及看到它那充满恐惧和悲
哀的双眼时袁我忍不住地发起抖来遥冶一位受
到极度震撼的屠夫 Shiu Tat-Nin 回忆说遥
野我赶紧叫其他人过来看袁他们也和我一样地
讶异浴我们不住地推拉着那只牛袁可是它却一
动也不动袁只是坐在那边不断地哭泣遥冶

野我们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撼住袁因为那只
牛看起来就好像是人一样遥我们环顾着彼此袁
内心都很清楚袁这里没有一个人忍心下得了
手杀它遥接下来面对的问题是院我们该怎麽来
处理这件棘手的问题钥冶最后他们决定大家一
起出钱买下这只哭泣的牛袁并且送给那些会
爱护它的出家人袁好让它可以安心地度过这
一辈子遥

野当我们向这只牛保证不会杀它时袁它才肯移动袁然后起身紧紧跟
随着我们遥冶Shiu如此说遥野不管你们相信不相信袁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情袁虽然听起来确实是不可思议遥冶

野这只看起来很愚笨的动物袁彷佛可以了解我们所说的每一个
字浴冶其他的屠宰工人都过来围观这只哭泣的牛袁现场挤得水泄不通遥
野他们其中有叁个人袁当场就愣住了遥冶工头 Fong说曰野他们说袁将永远
不会忘掉这只泪流满面的牛遥

屠宰场震撼一幕：黄牛跪地哭泣如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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