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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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風采

李蔚華社區貢獻
榮獲總統義工服務獎

致力於華人社區服務﹐擔任休士頓國際區區長及美南國際貿易中
心主席﹐李蔚華上周六獲頒由白宮頒發的總統義工服務獎﹐這莫
大的榮耀﹐他開心表示﹐這不僅是重要的日子﹐也是夢想成真﹒

B12休城僑社

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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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梅飄香美利堅休斯敦專場於5月16日晚上7時在
休斯敦浸信大學Dunham Theater 圓滿成功演出

本 報 記 者
黃麗珊 攝

德州安徽同鄉會會長主席范玉新 與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

李強民大使接受聯邦國會議員Al Green代表譚秋晴頒贈賀

函

演出團團長董慶﹑主席范玉新 共同主席許振城 名譽主席

黃英接受由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代表休斯敦

市長Sylvester Turner頒發賀狀

(六尺巷) (新編黃梅小戲)

表演者 縣官 王成(國家一級演員) 秀秀 魏瑜遙(國家一

級演員) 吳太太 王霞(國家一級演員) 地保 張小威(國家二

級演員)

黃梅戲清唱 (打豬草)選段(對花) 演唱者周珊(國家一級演

員) 凌夏(國家二級演員)

(春香傳)選段(愛歌) 演唱者劉華(國家一級演員) 徐君(國家

一級演員)

(風塵女畫家)選段(海灘別) 演唱

者趙媛媛(國家一級演員(梅花

獎)獲得者)

(洞房) (經典黃梅戲[女駙馬]一折)表演者馮素珍 孫娟 (國家

一級演員﹑[梅花獎]獲得者) 公主 吳亞玲(國家一級演員﹑[

文華獎] [梅花獎]獲得者)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副總領事趙宇敏﹑張文

華法官﹑演出團團長董慶﹑主席范玉新 共同主席許振城

名譽主席 陳燁 等與安徽省演藝集團黃梅戲劇院演員們圓

滿成功演出後合影

(路遇) (經典黃梅戲[天仙配]一折)

表演者 七仙女 袁媛(國家二級演員) 董永 梅院軍(國家

一級演員) 土地 張立(國家二級演員)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幫
助中國投資者對接投資美國創新技
術和產品，積極推動中國與美南地
區創新資源的對接與合作，構建政
府支持的中美企業創新合作平台，
在中美有關部門的支持下，於5 月
16 日至18 日美國德州休士頓舉行＂
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並於
昨天（17 日 ） 上午九時起舉行大
會開幕式及大會報告，並於峰會結

束後中方企業將赴奧斯汀，達拉斯
和亞特蘭大參觀相關衛星活動及商
務考察。共有350 多人參加大會。

專程前來參加中美創新與投資
對接大會的中國科技部國際合作司
司長靳曉明先生在大會上期勉中美
雙方企業和投資者能夠充分利用好
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這個平台
，加強了解，增進信任，遵循國際
規範，在互利共贏的基本原則下，
找到合作伙伴，達成務實合作，助
力兩國經濟，社會發展。他並介紹
其背景如下：

中國政府把科技創新放在國家
發展全局的核心地位。 2015年，中
國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從
體制機制、財稅政策、金融市場、
創新服務等方面著手，為科技創新
創造環境，全年全社會研發支出超
過2000億美元，其中企業研發支出
超過77 %；R&D經費佔GDP比重
達到2.1%。研發支出佔全球比重上
升到20%，在美國之後，居全球第
二。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國家在

科技創新問題上都離不開與國際同
行的合作。深化科技創新開放合作
，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是中國政府的
一貫戰略。目前，中國已經與156個
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科技合作關係，
與多個國家建立了創新對話機制，
加入200多個政府間科技合作組織，
越來越多的中國科學家在國際組織
中任職。中國參與籌建金磚五國、
中國-東歐國家合作（16+1）、中

國-中亞國家
合作、國際能
源署、亞太經
合組織等多邊
機制和國際組
織框架，推動
引領了清潔能
源、環境保護
、國際技術轉
移和政策研究
等熱點領域合
作。中國通過
不斷加大科技
對外開放與合
作交流的力度

和深度，形成了全方位、多領域、
深層次的科技對外開放與國際合作
格局。構建企業創新合作平台，幫
助企業鏈接全球資源已成為服務全
球創新網絡的一個重要方式。

中美科技合作自 1979 年簽訂
《中美科技合作協定》以來，兩國
政府有關部門簽署了近50個議定書
（協議、諒解備忘錄），涵蓋基礎
研究、衛生、教育、能源、交通、
農業、地震、海洋、氣象、環保等
領域。為促進中美科技創新合作，
中美兩國政府之間建立了創新對話
、科技聯委會等合作機制，開展了
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中美
農業聯合研究旗艦項目、北京正負
電子對撞機等一批重大項目，在抗
擊非典、艾滋病等重大疾病防控等
方面密切合作，承擔了共同的國際
責任。中美科技合作已成為雙邊關
係的重要基石，有力推動了兩國經
貿等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美南地區已成為美國創新的重
要一極，在生命科學、計算機、信

息技術和能源環保、農業科技等多
個領域實力突出，極具創新潛能。
在有限的區域環境內，尋求國際資
源，開拓海外市場成為美南地區釋
放創新潛能必不可少的環節。中國
擁有13億人口的大市場，開放的創
新合作環境。中美兩國的創新企業
和投資者有增加了解、開展合作的
迫切願望，搭建大會平台順應兩國
企業合作的需求。

非常感謝德克薩斯州阿伯特州
長辦公室、佐治亞州政府、休斯敦
市政府、駐休斯敦總領館與中國科
技部一起，全力支持本屆大會的召
開！非常感謝美中創新聯盟、中國
科技交流中心、國際技術轉移協作
網絡三家主辦單位和休斯敦技術中
心、大休斯敦合作委員會等30多家
大會合作夥伴的辛勤付出，他們精
心籌劃、努力工作讓400多名中美企
業和投資者代表能夠相聚在今天的
大會，增進了解，洽談合作。中國
科技部願意和相關單位一起，支持
主辦方，將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
會建設成中美科技創新合作最重要
的平台之一。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也
在開幕式上表示：

這次大會由美中創新聯盟、休
斯敦技術中心共同發起，中國科技
交流中心、國際技術轉移協作網絡
共同主辦，得到了中國科技部、得
州、佐治亞州政府和休斯敦市政府
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得州醫學中
心、大休斯頓合作委員會、休斯頓
大學、中國科技交流中心、上海張
江科技園、蘇州工業園、天津濱海
高新區等許多中美單位的積極響應
。衷心感謝所有組織和參與單位，
感謝你們為推動中美創新合作所做
努力！

當前，中美關係總體健康穩定
發展，為雙方創新合作提供了重要
政治基礎。 4月初，習近平主席和
奧巴馬總統在華盛頓舉行會晤，重
新確認雙方達成的構建中美新型大
國關係共識，不衝突、不對抗，相
互尊重，合作共贏。去年9月習主席
訪美期間，雙方達成50項重要成果

，其中7項與科技合作有關。此
外，中美兩國政府為解決兩國創
新合作中存在的障礙，推動中美
創新務實合作，建立了中美創新
對話機制和中美科技聯合委員會
機制，每年確定重大合作項目，
評估兩國的創新合作政策環境和
進展。這都使雙方在科技領域進
一步深化合作成為可能。
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

國家和發達國家，經濟互補性強，
在科技創新領域合作潛力巨大。中
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市場，當前正
處於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進
行科技創新和海外
投資的需求強勁。
此次有150多位中
國投資者和企業家
報名參會，就是一
個很好的例證。美
國是世界第一科技
大國，擁有充滿活
力的創新生態系統
，不斷產生出改變
世界的創新技術公
司。這些高技術公
司的發展需要中國
的投資，需要進入
中國市場。雙方開
展合作將更好地實
現科技成果商業化
和規模產業化。

近年來，中美
貿易投資迅速增長
，急需建立高水平
、可信任的創新和
投資對接平台。據
不完全統計，現在
已有127家中國企
業在得克薩斯州投
資，投資金額超過
130億美元。此外
，中國正在實施創
新驅動發展戰略，
提倡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中國研
發投入佔全球比重達到20%，居全
球第二，僅次於美國，在孵高科技
企業超過10萬家。中國的科技創新
企業和其他主體有走出去的強烈需
求。中美創新合作有廣闊空間，搭
建大會平台順應了兩國企業合作訴
求。

我相信，在所有主辦方、參與
方的共同努力下,大會一定會取得圓
滿成功。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願意
和包括今天在座的所有重要創新機
構、投資人和創新公司一道，攜手

開創美南與中國創新合作的美好明
天！

昨天出席開幕式的還有休士頓
特納市長，中美創新聯盟主席貝爾
內•哈里斯先生，及休士頓大商會的
CEO Bob Harvey 等人都出席大會。

由於美南已成為美國創新的重
要一級，在15 個進入全球最具創新
力50 強的美國城市中，有 6 個在美
南。其中包括休士頓，達拉斯，奧
斯汀和亞特蘭大。美南的德克薩斯
州經濟總量居全美第二，是全美經
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多年被評
為全美最適合創業和中小企業成長

地區的前三位。
也是美國生命科學、IT 信息 、

能源環保科技等多個領域的創新基
地。

這次大會的主辦單位包括中美
創新聯盟（UCIA ), 中國科學技術交
流中心，國際技術轉移協作網絡(
ITTN ), 以及休士頓技術中心，休士
頓大學，大休士頓合作委員會，德
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德州醫學中心
，北京高技術創業服務中心，上海
巿科技創業中心，上海市張江高科
技園區管理委員會及江蘇省產業技
術研究院等單位主辦。

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
昨天上午九時起舉行大會開幕式

圖為中國科技部國際合作司司長靳曉明先生在開幕式上致
詞。

李強民大使（ 右） 與大休士頓商會執行長（ CEO )
Bob Harvey（左）在大會上。

（ 左起 ） 圖為休士頓市長 特納先生，中國駐休士
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等人進入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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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e Smile Dental
微 笑 牙 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拔牙，補牙，
根管治療，牙齒美容及兒童牙科，
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綜合報導）去年5月18
日德州幫派發生大火拼，如今

此案發生一年之後，仍然存在
許多的疑問，例如案發的原因

等等。
德克薩斯州警方說，此案

在摩托車幫派之間的槍
戰之後，至少100人被
捕。

在韋科市(Waco)發
生的摩托車幫派之間
的槍戰，造成九人死亡
。另外還有至少18人受
傷。

事件發生在一家名
叫“雙峰”(Twin Peaks)
的餐館外面。警方說，
八人當場死亡，另有
一人送醫院救治無效死
亡。

當地報紙援引一名
目擊者說，餐館外的停
車場“如同戰場”。目

擊者說，“大約有30條槍，打
了也許100發子彈。”

一些在該咖啡廳的用餐者
表示，他們和工作人員把自己
鎖在一個冷藏室
裡，之後由持槍
械的警方帶出現
場地區。

警方說，槍
擊開始在中午過
後不久。兩個幫
派最開始是拳腳
相加的鬥毆，然
後動用刀、槍等
武器。

警方提醒市
民在警方確認恢
復安全之前盡量
避免前往出事地
點。警方發言人
斯萬頓說，這是
自己在當警察34
年來見過的最為
可怕的犯罪現場
之一。

斯萬頓還表

示，”這些人是非常危險的摩
托車幫派成員，今天事件本可
能造成很多無辜平民受傷。”

警方提醒市民，在警方確

認恢復安全之前盡量避免前往
出事地點。警方還指出，槍擊
事件中沒有警察受傷。

休斯頓交通擁堵成顯著問題
特納市長集思廣益找解決方案

（本報訊）休斯頓道路擁擠已
經成為城市生活的一大障礙，也成

為對任期不久的新一屆休斯頓市政
官員的主要挑戰，特納市長今年一

月份上任後就表示，解決城市交通
現狀依靠一種方式是無法奏效的，

休斯頓人要進行一
場思維轉換，並製
定出從提高當地輕
軌路線到增加行人
道路的計劃。

特納市長昨天
召集工程技術人員
、政府官員、技術
諮詢人員舉行午餐
會，共同探討如何
解決城市的交通問
題，與會人員表示
，當前休斯頓已經
採取了多管齊下的
策略，包括交通道
路，輕軌，公交，
自行車以及步行等
不同的方式集合統

一，並且對當地的德州交通局和大
都會交通機構賦予了更多的責任。

隨著可選擇的應對措施增加，
特納市長將考量哪些措施是最為行
之有效並且政治爭議較小的最佳方
案，對於不願採用輕軌的社區，市
政將不採取強硬的措施。其實，市
長的此番發言主要是針對爭議了長
達十年的Richmond Avenue的輕軌
之爭。

許多人希望能在針對汽車和輕
軌火車的爭議中獲得一個行之有效
的折衷方式。一些官員機構希望休
斯頓盡可能在今後三十年把大量資
金集中投入到高速公路擴建等方面
。也有支持者表示要增加交通轉換
站的數量，便利居民上下班。

特納市長稱，德州和聯邦的資
金主要是在高速公路方面，未來可
改善的方面非常有限。

（綜合報導）個人電腦（PC）
市場持續衰退、智慧手機需求低迷
、加上半導體業併購去年創歷史新
高，在全球半導體市場掀起整頓潮
，其中北美多家大廠更可能裁員逾
3萬人。

南韓媒體BusinessKorea引述
業界人士說法指出，全球前20大半
導體廠中，有八家正進行或有意整
頓。光是北美地區的公司，包括英
特爾、高通與超微，預期共將裁汰
逾3萬名員工。

專家指出，在智慧手機市場大
幅成長期間，半導體產業持續四年
的過度投資，目前投資熱度已開始
減退。

英特爾日前宣佈將退出行動裝
置系統晶片市場，解聘1.2萬人；

AMD受PC市場降溫拖累，正在裁
撤5%人力；高通去年表示，將裁
員5，000人。

半導體產業的其他領域也出現
同樣趨勢，例如最近被安華高科技
（Avago）併購的博通（Broadcom
），準備裁員1，900人；格羅方
德（Globalfoundries）也計劃裁減
歐美等地區20%員工。

此外，由於中國製造商帶動供
給過剩，導致液晶顯示器（LCD）
面板價格大跌，市場預測夏普今年
將解聘約2，000人。

三星顯示器（Samsung Dis-
play）今年將處分大部分LCD事業
，專注於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
）部門。中國LCD產業在政府減少
補助後，可能將進入調整期。

9死百人被逮捕
德州幫派大火拼一年後回顧 仍存疑惑

市場衰退 北美半導體業掀裁員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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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Rail Capacity Boosted Under New Operational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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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railway operating plan has increased the 
country's passenger and freight train capacity, 
according to China Railway Corp.
Passenger train capacity has been increased 
by 8 percent and freight train by 9 percent-
the largest such adjustment for 10 years, the 
company said.
Under the new plan, 2,100 pairs of bullet trains 
are now operating out of a total of 3,400 pairs 
of passenger trains. One-third of the additional 
300 pairs of passenger trains are operating i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connecting small 

A welcoming party was held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to welcome incoming 
Chinese Ambassador Li Qiangmin, Consul 
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delegation of the US China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Seminar (UCIS) held in Houston 
from May 16-18 and Southern News Chairman 
and  ITC founder, Wea H. Lee.

The US China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Seminar is a business conference which facilitates 
U.S.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connecting with 
partners from China and is sponsored by the 
Houston Technology Center in Houston. UCIS 
goal is to provide a needed forum for U.S. 
companies looking for Chinese investment,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and market access, 
by facilitating easy communication and valuable 
contact with Chinese investors and companies. 

Among the VIPs at the welcoming party were U.S. 
Congressman Al Green, U.S. Congresswoman 
Sheila Jackson Lee,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Chinese Consul General in Houston 
Consul General Li Qiangmin, Southern News 
Group Chairman Wea H. Le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President Gezahgen Kebede, James 
Noteware and Glen Gondo.

The event was MC'd by James Noteware, 
former City of Houston Director of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ngressman Al Green spoke at the event sharing 
his hopes for improved U.S.-China relations 
through the US China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Seminar as well as offering congratulations to 
Wea H. Lee for his being recognized by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Houston community.  

Also Speaking at the party was Chinese Consul 
General in Houston Consul General Li Qiangmin 
who told event attendees that the US China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Seminar would be a 
positive force   in the posi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Following an unveiling of the documents 
from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citing the 
outstanding commitment of Southern News 
Group Chairman Wea H. Lee to the community 
through his volunteer  service, Lee expressed his 
gratitude to the President for the award while 
stating that being recognized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U.S. Government was a 'dream come true' 
for him and his family.

About The US China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Seminar (UCIS) In Houston, Texas

The U.S. China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Summit (UCIS) held in Houston, Texas, from May 
16—18 is a business conference which facilitates 
U.S.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connecting with 
partners from China. 

UCIS goal is to provide a needed forum for 
U.S. companies looking for Chinese investment,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and market access, 
by facilitating easy communication and valuable 
contact with Chinese investors and companies. 
UCIS also works with Chinese investors to 
discover investments opportunities in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2016 UCIS has focused on three main 
industries in technology:  1) healthcare and 
biotechnology, 2) energy and high technology, and 
3) technology, media and telecommunications. 
More than one hundred (150+) Chinese investors, 
leading companies and incubators/accelerators 
from China, and more than two hundreds (200+) 
technology companies from the U.S. have 
attended the 2016 UCIS.

Passengers leave Nantong Railway St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on 
Sunday.[Photo by Xu Congjun/China Daily

(Photos Courtesy Tina Huang)

Event At ITC Honors Chinese Consul, Seminar Delegation And ITC Founder
US China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Seminar Highlighted

  High-speed ralway network in South China

VIPs At The Event Included (L-R) Harry Sun, Gezahgen Kebede, Ed 
Gonzales, Wea H. Lee,  General Li      Qiangmin,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U.S. Congressman Al Green And Glen Gondo.

Southern News Group Chairman And ITC Founder Wea H. Lee With The Proclamation                                

From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The Medallion Of Regognition Of Service

cities.
The additional bullet trains-more than 100 
pairs-are running mainly in Beijing, Shanghai, 
Ningbo, Hangzhou, Guangzhou, Shenzhen and 
Guizhou.
Huang Xin, deputy director of China Railway 
Corp's Transportation Service Department, 
said that compared with previous upgrades 
in recent years, the new plan has added more 
trains running at normal speeds, connecting 
medium-sized and small cities.
The country's longest rail line now runs for 
nearly 5,000 kilometers, connecting Qiqihar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with Urumqi in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Travel time on more than 100 lines has been 
shortened by at least an hour, Huang said, 
adding that it has been cut to 10 hours from 
14 hours on a line running between Jilin and 
Beijing.
The number of lines connecting China with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has risen from 45 
to 62, while the number of high-speed cargo 
lines, with trains running at 120 km/h, has 
increased from 193 to 251.

Sixty-nine lines have been added to connect 
tourist areas.
Three pairs of trains have been added between 
Beijing and Zhangjiakou in Hebei province-
host cities for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The 
one-way trip takes less than 3 hours.
Peng Guiyang, a transportation expert at 
Guangzhou Railway Corp, said the new plan 
aims to meet the nation's surging demand for 
transportation.
Last year, China had 19,000 km of high-speed 
rail lines in operation, and the national network 
carried more than 2.5 billion people. Courtesy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



B3海歸就業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脊椎神經骨科

電話﹕713-484-7400 傳真﹕713-484-7405(通國﹑臺﹑粵﹑英語﹑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地址﹕9630 Clarewood @Corporate, #A3,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後面)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專門治療
車禍﹑工作﹑及運動受傷
頭﹑頸﹑肩﹑背﹑腰痛與麻痹
坐骨神經痛﹑手腳麻痹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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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
藥，不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
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 Best Vision

內設針灸診所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腿疼, 關節炎,
手腳麻木, 各種外傷,
工傷, 車禍……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電話: 713-270-0909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8:30am-2:00pm

可遠程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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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不能依靠身份標簽
而要靠實力說話

据教育部最新数据， 2015

年 ， 中 国 输出了留学生 52.37 万

人，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

40.91 万人。他们中，有些人从选

择出国到回国就业，都是父母的

“提线木偶”，留学钱没少花，用

人单位对海归却越来越挑了，有

的明确设定学制等门槛，起薪也不再

那么体面。

近年来，“海归就业难”不时

进入公众视线。留学花费动辄数十

万甚至上百万，海归的就业质量却

有些让人失望。每月数千元的起

薪，显然让一些家庭“高投入高收

益”的想象落空。当角色扮演背离

角色期望，出国留学“值与不值”

便成为一个纠结的问题——这一场

以教育之名的社会交换，不可避免

会触动许多家庭关于名誉和利益的

敏感神经。

当下的中国，逐渐从身份社会

向专业社会过渡。用人单位在招聘

的时候，不仅在乎求职者的“出

身”，也在乎求职者的综合素质。

同样的“海归”身份，不同的求

职者在就业市场的待遇却有着鲜

明的反差：有些求职者不仅拿

上了高薪，还年纪轻轻就评上了

教授甚至博导；有些求职者不受

待见，拿着“不够体面”的月薪，

让自己和家人都感受到失落和挫

败。

“海归就业难”从直接原因上

归咎于海归的社会声誉下降甚至遭

遇“污名化’,从根本原因上归咎

于出国留学的功能异化。一方面，

在功利和算计的裹挟下，出国留学

成为一种“洗白学历”“贴金”的

做法，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另一

方面，海外高校鱼龙混杂，既有世

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也有生源、

师资都不怎么样的一般大学，甚至

还有通过招收留学生来圈钱的“野

鸡大学”。

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

大众教育转型，“教育改变命运”

的显示度下降、周期性拉长，大学

生就业难是一种普遍现象，“海归

就业难”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求

职的过程，也是用人单位和海归社

会互动的过程；如果海归没有特殊

的技能和本领，又怎么赢得用人单

位的“另眼相看”？

在一些 “ 精致的利己主义

者”看来，出国留学能达到投

机取巧的目的。以一年制授课型

硕士为例，别人要花两三年的时

间拿到的学位你花一年就拿到了

，其“含金量”难免会引发用人

单位的质疑。“海归就业难”从某

种意义上也是用人单位更加理性

、务实的产物，他们不再迷恋“海

归”的标签，而是更加看重求职者

的真才实学。

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

只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

的预备”。在“海归”符号价值不断下

降的今天，海归要想“赢得尊重、发

挥作用、实现价值”，显然不能依

靠身份标签，而是要靠实力说话。那

种“根底浅”“腹中空”的海归，“高

投入低收益”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在美中國留學生終極選擇：
美國就業後再回中國

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3

月26日，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

大学的校园内举办了中美留学

生职业发展论坛。会议的组织

者邀请了一些不同领域中的来

宾，为这些中国留学生们分析

就业的前景和趋势，探讨职场

上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留学生身上的一些

缺点可能是对美国的文化，企

业行为以及在办公室里美国式

的交流等缺乏深刻的理解。有

些中国留学生习惯于听别人的

讲授和背诵，而不是问许多问

题，不是对他们所听到的东西

进行深刻的质疑。当然，科技

方面的技能是重要的，除此之

外，还要使自己能够适应美国

的企业文化和加强同别人的交

流。这些软技能也是重要的。”

即将在暑期毕业的徐诗文

是马里兰大学市场专业的留学

生。她称，“对我来说，因为

我是个marketing major(市场专

业)，其实在美国找工作还是困

难蛮大的。因为美国学生学

marketing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

些。一般公司都不太愿意找 in-

ternational student(国际学生)，

所以我们感兴趣的是这里的华

人企业。

乔治城大学公共关系专业

应届毕业生王梦姿说，“现在

倾向于留下来两三年的时间，

然后之后我再看。可以回国，

尤其做 PR 这方面的，机会非

常多。”

乔治华盛顿大学工程学博

士学位候选人蚁哲瀚说，“我

是留下或者回国都可以，没有

特别大的偏好。 应该是一个

比较好的时机，可以在这里先

锻炼一下自己。然后要回国再

回国去。”

那么，这种想法在他们周

围的同学中是不是具有普遍性

呢？马里兰大学市场学应届毕

业生徐诗文说，“我觉得还是

蛮多的，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

喜欢留在美国，喜欢美国的文

化。对美国人而言我们是一个

小群体，感觉上并不是特别的

好。而且这里的华人并不是很

多，生活也不是特别特别的方

便。其实大家都很怀念国内的生活。”

接受采访的中国留学生有的说

是在美国找工作困难，有的说

是中国国内的发展机会比美国

多，还有的是因为独生子女要

回到父母身边。

安生文教基金会华盛顿办

公室副主任朱小迪说，“目前

在美国留学的学生非常多，这

是和我们三十年前出来留学的

情况今非昔比，完全两回事。

所以面临着不同的局面。人多

势众是好，但是大家都来抢饭

碗也不好。所以现在的局面就

是这么多的学生出来找工作，

面临着工作的压力，他们需要

靠各种渠道自行解决，也需要

靠有组织的帮助来解决。”

《報告》：警覺海歸就業之社會難題
近日，中国首家海外人才发

展平台——Lockin China（中文络

可英）联合招聘兄弟会共同发布

《2016中国海归人才发展趋势报

告》。《报告》不仅为越发激烈

的海外人才竞争市场带来权威参

考，也为企业和求职者提供有利

参考信息。《报告》显示，由于

信息和经验上的缺失以及时间点

的错位等原因使得大量海归们回

国就业成了问题，很大比例的海

归回国后都要经历几个月甚至超

过半年的求职期。这与毕业前就

能拿到OFFER的很多本土学生相

比，反而成了求职的“弱势群体”。

那面对即将回归人数的升高，为

海归和企业，我们又需要做些什

么呢？

据统计，2015年我国出国留

学人员总数达52.37万人，而回国

人员总数达 40.91 万人，较 2014

年占比增长 12.1％，如此大量的

海归人才，其竞争不容小觑。

据《2016年中国海归人才发

展趋势报告》数据显示，近 70%

的海归暂无工作经验，30.5%的海

归预期年薪高达10万至15万。他

们虽是名符其实的“精英”，但

由于对国内人才市场了解的匮乏，

使不少“海归”错失良机，遭遇

求职尴尬。

其实海归的求职之路并非渺

茫，对国内就业环境进行深度剖

析，是海归创业成功的关键。

《报告》针对 2016年海归人才需

求进行了广泛调研，其外资企业

成为海归就业的“抢手货”，而

一直“钱”景广阔的金融业也成

为海归求职热门行业的首选。纵

观，中国的引才策略、政策保

障、就业机会、资金支持等力度

的不断增大，以及海外难留下等

因素，使海外人才纷纷选择回国

就业。

数据表明，由于海归留学背

景与外企工作环境相吻合，反差

较小，更容易适应。此外，外企

薪资较高，使得留学回国人员对

外资企业尤为中意。其中，薪资

的高低，则需因人而异。反观，

一向受国内求职者追捧的稳定性

极高的国有企业，海归期望值反

倒明显降低。另外，在海外留学

生中，超五成就读商科，而就读

商科中，超七成就读金融相关专

业。因此，海归就业多集中于金

融业，排名第一。然而，随着电

商、“互联网+”等行业的兴起，

其领域也吸引了大量资金和人才，

则同样备受海归的青睐。无论是

扎堆行业，还是扎堆企业，其竞

争程度都值得海归警醒。

据 Lockin China CEO孔晶晶

介绍，对于海归就业而言，他们

在求职过程中有诸多的限制与不

便，因此，互联网招聘必然会成

为海归回国求职的最主要渠道。

它相比校园招聘会、BBS、社交

网络更为便捷、省时。由此，在

当下人才掠夺战越演越烈的大背

景下，催生出众多的新兴网站，

但目前尚未有成规模，专业的完

全针对海归特质的招聘网站。当

下，很多招聘网站面对的人群较

广，海归需花费大量精力寻找适

合自己的职位，而找到后往往发

现匹配度较低。另外，一些青睐

海归企业的HR，在阅读简历时，

则需花大把的时间对候选人进行

筛选，找出适合企业的海归人才。

这样，花时间花人力的招聘网站，

让海归求职者和企业连连叫屈。

而 Lockin China 平台发布的所有

职位都适合于海归，不仅减少候

选人找职位的时间，也减少 HR

找到候选人的成本。真正的为海

归人才和企业做到“量身定制”。

值得一提的是，Lockin China

紧跟国家创新驱动的战略布局，

构建求职者与企业的对接桥梁。

其中，Lockin Match 系统智能测

评+推送的流程，不仅可以提高

招聘效率，而且还能降低招聘成

本。求职者在注册后无需立即上

传简历，系统会自动对人才测评，

并根据数据计算生成用户画像并

标记相应标签，更快捷沉淀用户

信息基础，系统筛选结果将精准

推送信息，进而实现人岗匹配。

同时，与之配套的线下活动海归

圈，也为海外高校的留学生和归

国的海归提供一个免费平台，可

在此发布不同的线下活动。近

2015 年，引起轰动的 “中国雇

主环球招聘 80天”大型海归校园

招聘活动，其覆盖近一半的当年

归国应届海归群体，为留学生带

来绝佳机遇。

通过海外几年的经历，无

疑海归可以给企业给国家带来更

多的不一样的价值，而大量海

归将浩浩荡荡的归巢，国家也

好，企业也好，是否已经做好接

受他们，发挥他们最大价值的

准备。而作为中国首家海外人才

发展平台的 LockinChina 将不断

地帮助他们寻找未来机遇，认

清未来职业发展方向，解决海

归就业难题，减轻社会就业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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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糕點師們製作了一款長月11米，重約1100公斤的球衣形狀蛋糕，為了慶祝法國斯特拉
斯堡足球俱樂部晉級法國聯賽，蛋糕將在主場分發給球迷食用。

伊朗舉行雙胞胎節
試圖打破吉尼斯紀錄

伊朗德黑蘭，伊朗舉行全國雙胞胎節，來自各
地的雙胞胎們齊聚在德黑蘭的自由體育場，試圖打
破最多雙胞胎群聚在一起的吉尼斯世界紀錄。

泰
迪
熊
版

﹁兵
馬
俑﹂

亮
相
無
錫
萌
萌
噠

500多只手工捏制的“泰迪熊兵馬俑”亮相無錫“泰迪明星秀”展
館，整齊排列“還原”兵馬俑恢弘大氣場景之際，更添幾分俏皮可愛。
據悉，除了規模宏大的“泰迪熊兵馬俑”外，“泰迪明星秀”展館還在
不同的經典場景中還原了60多款明星同款泰迪熊。

法國製作1100公斤球衣形蛋糕 球迷可免費品嘗

口碑“全免費”：
9萬商家3個月積累3000多萬新會員

去年新成立的口碑成長正成井噴之
勢。口碑已擁有用戶80萬，3月份日均
交易筆數超過550萬筆，商戶數量增長
超10倍，交易筆數則增長了20多倍。

在日前召開的口碑“致匠心行業解
決方案”發布會上，CEO範馳正式宣布
推出O2O領域首個商家成長解決方案，
將從流量、內容和會員三大層面入手，
幫助商家更科學、精準地經營自己的生
意和顧客。

這壹次，口碑提出的是“全免費”
概念，這壹商家成長解決方案平臺入
駐、流量、傭金等完全免費，免費期暫
定為三年。其中已試行三個月的“支付
即會員”讓先行體驗的9萬多商家積累
了3000多萬新會員。

支付即會員：口碑顯招新神力
會員制是商家留住顧客的最常用辦

法，但會員登記、維護以及IT技術、分

析等令普通商家頭痛不已。而目前，口
碑的行業解決方案已基於支付寶強大的
支付平臺能力，用支付即會員的方式幫
助商家積累會員，並且提供會員分層營
銷、潛客雷達、多會員等壹整套專業的
會員數據分析工具。

聯華集團是浙江本地老牌超市，旗
下主要有世紀聯華、聯華超市、CITY-
LIFE三個業態，從1995年第壹家門店
開出至今已擁有會員550萬人次。“近
年來我們有進行促銷商品折扣，但壹些
顧客不再像以前那麼瘋狂，也不會壹搞
活動馬上就來，所以也在思考，我們有
些促銷手段是否做壹下變更，是否多
樣化。”浙江聯華集團市場部負責人許
平陽說，聯華曾試圖通過報紙、電臺、
海報等形式做促銷，但抵達率都不高。

2014年9月份，聯華開始與支付寶
接洽，陸續開展了壹些活動。2015年
12月12號，“雙十二”大促終於再次

讓顧客瘋狂。當天，聯華的單日銷售超
過1.11億。而以往，這個數字只會在大
年28、29出現。“這讓我們看到顧客
對於支付寶支付方式的喜歡，和它的
爆發力。”

除了1.11億這個峰值數字，浙江聯
華通過口碑支付即會員積累了高活躍會
員236萬，“這是壹個非常可據開發價
值的所在。在智慧零售時代，我們顧客
是誰？具體買什麼，用什麼方式能讓他
們買的更多？這些都是我們線下實體店
可以通過需要思考的問題。”

而上述問題，口碑或許可以解答。
許陽平表示，接下來將在數字開放上與
口碑再做探討。

“口碑是螞蟻金服和阿裏巴巴的公
司，金融和電商兩大巨頭，我們大數據能
力，我們知道客戶是誰。”範馳表示，
口碑的支付即會員讓商家直接觸達用戶，
而商家成長解決方案也會幫助商家進行透
視分析、分層營銷、甚至多方共享。

內容即流量：精準對接商家客戶
目前，口碑已正式上線了新版本——

基於數據的個性化智能推薦版口碑。用
戶進入支付寶的“口碑”頻道後，所看
到的美食店鋪均是基於口碑對用戶數據
的分析產生的個性化精準推薦，而非其

他O2O平臺的競價排名的統壹推薦。
“低價優惠不再是商家唯壹的引流

內容，好的店鋪、產品等內容就是流
量。”範馳說，未來，商家還可以在聊
天室中和顧客互動，顧客甚至網紅也可
以在聊天室中直播互動，為門店創造新
奇、有趣的就餐體驗。

據介紹，此次口碑的行業解決方案
還會提供了虛擬店鋪、聊天室、活動欄
目等工具，讓商家能夠自主地裝修、運
營店鋪內容和活動，告別“千店壹面”
的枯燥局面。

新口碑在商家優惠券方面顯示了驚
人能量。

烤魚連鎖品牌江邊城外曾經做過壹
場10周年店慶活動，通過口碑平臺發放
53 元的抵價券，發出近 10 萬份抵價
券中，顧客實際到店使用的高達10%。
“跟傳統的沿街發放優惠券相比，這個
核銷率是非常驚人的！”

全免費：讓商家告別拼價怪圈
口碑方面認為，中國的O2O市場，

在經歷了“百團大戰”、燒錢、價格戰
的野蠻生長後，正在進入“調整期”。
團購低價競爭的本質引發了品牌價值縮
水、服務質量下降、用戶流失等壹系列
連鎖反應。近期，部分團購平臺變相收

費、提高傭金抽成的“吸血”做法，更
是讓原本就生存艱難的商家雪上加霜。

發布會上，“免費”壹詞壹直是關
鍵詞。商家解決方案主要包括支付即會
員、內容即流量和生態能力三大模塊，
目的就是解決線下商家在日常經營中遇
到的會員管理、獲客拉新等痛點問題。

範馳還透露，除了支付即會員、內容
即流量外，背靠阿裏巴巴和螞蟻金服的口
碑平臺，還將為商家開放其生態系統內的
諸多能力，包括商家中心、在線零售、消
費金融、信用風控等。在口碑的平臺上，
商家未來可以獲取他們所想要的各類服務
和產品，進而更好地做生意。

為了賦能商家健康成長，口碑的行
業解決方案面向商家免費開放，免費期
暫定為三年。也就是說，在免費期間
內，商家無需繳納平臺入駐費和平臺流
量費。

據中國飯店協會統計數據顯示，餐
飲行業早在兩年前就已呈現出“四高壹
低”現象：能源成本高、人力成本高、
物業成本高、原材料成本高；利潤率
低，平均水平已經不足5%。

業內人士分析，相比其他O2O平臺
動輒10%的傭金和壹周到兩周的賬期，
口碑平臺免費入駐、流量免費開放、零
賬期，將成為更適合商家發展的平臺。

評論：鼓勵器官捐獻，立法可以更有作為
綜合報導 在公民自願捐獻的時代背景下，

立法除了以更嚴格的責任設計整治器官移植市
場秩序，更需要鼓勵和倡導公民加入自願捐獻
的行列。

2016中國國際器官捐獻移植論壇上傳出消息
，中國自2010年實施公民自願捐獻器官試點以來
，公民自願捐獻器官者6年間增長120倍。僅去
年一年，公民捐獻人數已達2766例，大器官捐獻
數達7758個，包括親體捐獻在內的移植手術量達
10057例，自願捐獻器官數量已躍居亞洲第一，成
為世界上建立自願捐獻體系發展最快的國家。

人體器官捐獻移植，堪稱生命延續工程，
不僅關係受移植者的生命健康，而且關係捐獻

者的權利尊嚴，理當受到國家的提倡並納入完
備的法治軌道。在很長一段時期，我國器官移
植依賴死囚提供，既有悖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的憲法原則，也影響了公民自願捐獻器官的積
極性。2015 年 1月 1日起，我國全面停止使用
死囚器官，公民自願捐獻成為器官移植供體的
唯一來源，實現了從依賴司法渠道到公民自願
捐獻的順利轉型。

我國人口基數大，決定了人體器官捐獻移植的
空間也很大。在看到公民自願捐獻數量不斷上升的
同時，也要看到增長的“供應量”與潛在的“需求
量”之間仍存在巨大差距。據統計，我國每年仍有
約30萬患者因器官功能衰竭等待著器官移植，而

超歷史紀錄的2015年器官移植手術也僅為一萬
餘例。這種巨大差距表明，人體捐獻器官依然是救
命的稀缺品，這很容易滋生非法交易的“黑市”，
產生移植醫療服務的灰色地帶，甚至出現人體器官
買賣等犯罪現象。

為器官移植立法，將“二次生命”延續在法治
軌道上，是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2007年5月1
日，國務院頒布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標誌著
我國人體器官移植開始走向法制化；2011年《刑
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器官買賣罪，以強化對這方
面犯罪的刑法打擊力度；2013年衛計委下發《人
體捐獻器官獲取與分配管理規定(試行)》，以確保
器官的科學、公平分配。從整體上看，我國人體器

官捐獻移植基本告別無法可依，但立法仍然
存在層次低、權威性弱、規定零散、激勵功
能不夠等問題，需要在國家層面出臺《人
體器官移植法》，為規範和調整器官移植

領域各方法律關係提供更權威、更全面、更充分
的法律保障。

法律不僅具有懲戒的功能，更具有行為激勵功
能。在公民自願捐獻的時代背景下，立法除了以更
嚴格的責任設計整治器官移植市場秩序，更需要鼓
勵和倡導公民加入自願捐獻的行列。例如，可考慮
規定一定的器官捐獻提醒程式，在特定情況下徵求
捐贈者的捐贈意向；可設定嚴格的遺體處理程式和
責任條款，確保捐贈後的遺體尊嚴不受侵犯，排除
人們的一些顧慮和擔憂；甚至還可考慮規定對捐獻
者身後的困難家庭給予撫恤和救助，為捐獻者建立
紀念墓地等。通過激勵性、保障性立法，鼓勵更多
的人加入“傳遞生命”的善舉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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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介紹失戀之後
讓心恢復強大的五種方法

失恋时不论做什么都没有干劲，有时甚至会冒

出“想去死”的念头，这就像是心里生病了，但是

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所以在痊愈之前读一下这篇

文章，让心平静一下吧。

流泪也无妨

就算是努力让自己不去想，但是在工作中或

者电车中不自觉的又会想起他，这是因为喜欢

他，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所以不可能一下子就能

忘记。

想着想着眼角变热流下眼泪也没关系，通过流

眼泪心里也能重新恢复平衡，所以不用使劲忍着，

想流泪时就流吧。

找个人倾诉

对于失恋的事，有时可能会想一个人闷着谁也

不告诉，但是如果想找个人倾诉的话，就不要犹豫

大胆的说出来吧!

倾诉的对象最好是一直在自己身边的人，家人(

母亲、兄妹)、朋友(身边的朋友也好远方的朋友也

好)、工作中的同事等都可以。

向你容易说出口的人倾诉吧，通过这样做，把

堆积在心里的话一下子都吐露出来，重新整理一下

心情。并且通过倾诉也能感受到倾听者对自己的关

心，没事，你不是一个人。

暂时难以忘怀也没关系

没有必要为了快点忘掉他，而急急忙忙的开始

一段新恋情，就算一段时间内无法忘怀也没有关

系，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他的印象就会变淡。

现在可能觉得他是最重要的，但是经常听到

“男人又不是只有他一个”这样的话，确实如此，

了解你优点的人除了他还有很多。

开始新的恋情也不错

由于跟他的关系，有的人可能对再喜欢上别人

有一定的抵抗感。

另外，在刚失恋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如果再对别人有好感，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但是这样做也无所谓，这说明你的心已经痊

愈。也许你还对前男友无法忘怀，也许你会和新的

恋爱对象作比较，即使这样也无妨。

脚踏两只船也无妨

很多人看到可能会惊讶：“什么!”其实这不是

说有两个男朋友的意思。喜欢的人有两个也无妨。

失恋是非常痛苦的事吧，所以为了能减轻痛苦，这

是作为最后的建议了。

如果预感要会跟他分手，那么就先寻找新的约

会对象吧。不论跟谁怎样开始可能都不清楚，但是

不管是谁如果还有下一个人总会能减少心里的痛

苦。

另外通过了解其他的男性，有时也能再次发现

自己男朋友的优点，还有他也会对你感觉到一种危

机感，所以也许会使你们的关系有所改善。

编者认为女性如果有人爱着一定能变得更加美

丽、坚强与贤惠。如果他不能发现你的优点，那么

说明你今生跟他没有缘分。现在暂时先把时间花在

自己身上，反思一下自己吧!

如果发现自己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改正，为了下

次的约会做好准备。对象可能是现在喜欢的他，也

可能是下一个全新的恋人。最后想说的是，现在正

是让自己的心成长起来的重要的时间。

讓12星男無法自拔女人類型
白羊座男：独立的可爱女人

没有女人味是很难吸引到白羊男的，除非

你身材真的劲爆到一个至高点，长相又无可挑

剔，他们喜欢有点嗲的女生但是他们又是最怕

八婆的一群，如果在遇到性格拖沓又爱哭的女

人，他们逃奔的速度绝对堪比刘翔跨栏，所以

能拿捏好独立和温婉可爱的适中度，独立却不

要强，可爱又懂事的女孩是他们心头最爱。

金牛座男：心思单纯有气质的贤内助

金牛男最讨厌的就是猜来猜去的猜心思，对

于一些心思复杂的女人他们很是头痛，努力的

他们很容易成为某个专业领域的强人，而在专

业以外的一些方面他们是逊到不行，务实的他

们也清楚自己是多么需要一个贤内助，同时，

金牛座身为金星关照下的星座对审美也是有一

定要求的，不漂亮可以忍，要再没气质？那在

他心目中分数就低了。

双子座男：心思机敏的百变娇娃

基本上双子男还是蛮喜欢追着女人跑的，

他们喜欢不断的接受新鲜挑战，对于能够他总

是琢磨不透的女人他愿意不断的去钻研。他们

讨厌一成不变，此外虽然超理性的女人会让他

们因为无从下手而头大，但缠人的女人更加会

让他逃之夭夭。

巨蟹座男：善解人意不盲目的温婉女人

巨蟹男具有相当的耐心爱心，也能表现出

相当的包容心，所以看起来似乎他们对于女人

的要求不会很苛刻，但事实正好相反，骨子里

保守重家庭并且情绪敏感的他们对于善解人意

的贤妻良母非常依赖，另外对于花钱如流水的

购物狂他们是避之不及的。

狮子座男：漂亮粉丝

狮子座男人其实是能算是好男人俱乐部的

长期成员，他们能自发自动的努力奋斗，虽然

看起来大男人主义但是对于他女人提出的要求

他也能尽量满足，然而要想长期被他们宠在怀

里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把他当偶像一样捧在心头，

他们欣赏个性独立的女生，不过仅欣赏而已，

真正能拴住他的还是那个“没了他就活不了”

的温顺小女人。

处女座男：自信的知性女人

对于自信的知性女人，处女座男人完全是

又爱又恨欲罢不能，对于挑剔而又优秀并带着

洁癖的处女座男人潜意识里其实有那么一点点

的“犯贱”情节，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太容

易够得着的东西不太能够鈎得起他们的占有欲，

而他们的骄傲往往是他们知性理智的头脑，当

遇到让他们有棋逢对手的感觉的女人是最让他

难以放手的。

天秤座男：温文尔雅的大众情人

中庸的天秤男其实喜好也很中庸，不管刹

那间对方的曾经多么吸引他，一旦你的形象被

大众否决，天秤男会立刻与你划清界限，说他

现实也罢说他虚荣也好，天秤男是社交动物，

如果他的朋友他所处的社交圈子不认可你基本

上你很快也会被他否定，反之，如果你是人人

簇拥，口碑好的淑女，他自己会主动向你贴上

来。

天蝎座男：安静乖乖女

天蝎男对付女人很有一套，所以基本上要

在他们面前耍什么小聪明的手段只能是让他们

嗤之以鼻，他们占有欲强，不喜欢女朋友到处

乱跑甚至不喜欢他的女人被人看，所以他们也

不喜欢女朋友不听话，因此安静的乖乖女会是

他们最宝贝的选择。

射手座男：个性独立的大女人

生性大胆的射手男什么都不怕，就怕两件

事：一怕女人哭；二怕女人缠。一遇到一哭二

闹三上吊型的小女子，他们唯一想做且能做的

事情就是闪人、消失！而且神经大条的他们永

远不会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时候得罪了自己的女

人，所以他们只有和个性独立的女生呆在一起

他们才觉得最省心。

摩羯座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贤妻良母

摩羯男的选择的偏好永远是以务实为导向

的，他们也爱美女，也喜欢身材劲爆的辣妹，

但是要排序的话，他们还是更看重对方的能力

，在他们看来女人也许不需要聪明过人，但是

一定要有头脑、识大体，顾大局。

水瓶座男：有思想、有共鸣的才女

水瓶男永远都在寻找灵魂伴侣，有共鸣是

关键点，同时他喜欢有个性、有见解，能表现

自己意见的智慧型的女孩。只要满足这两点，

什么外形啦、家庭背景啦、穿着品味啦等等等

等，他统统都不会在意。此外自以为是又没什

么主见的女人是最招他反感的。

双鱼座男：现代版白雪公主

他们个性随意又敏感，通常双鱼男喜欢个

性善良单纯的女生，这种女生会让他感到很温

和，很有安全感，至少能让他们相信他们不会

受伤，他们希望他们睁眼看到的每个人都是美

好善良的，斤斤计较的现实女人和太有主见太

强势的女人都会让他们觉得不自在。

父母須知
親子互動好處多

亲子互动效益多

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

，每天短短的互动，不仅

有助于孩子的发展，父母

也可从中观察孩子的成长

历程。“尤其当小朋友是

给他人代为照顾时，更能

清楚了解，孩子的发展进

度跟照顾者所说明的是否

符合，”台北市保母协会

理事长何云凤特别提出说

明。

现代人工作繁忙，

家长与孩子间互动的频

率、时间也随之减少，

“每天至少要有 2小时的

互动，”何理事长建议

。互动过程中的“质”

比“量”更重要。父母

应依自己的体力、时间、

目的等，来做互动方式的

安排。如果今天工作很累，可以跟宝宝进行简单的按

摩、柔和的运动，等到精神、体力较充足时，再换以

较动态的活动即可。

特别需要家长注意的是，在跟宝宝游戏的过程中，

要以孩子的角色来陪伴孩子，让孩子把大人当做是他的

同伴，尤其对于独生子女来说，可以从中同时学习如何

与团体、同侪相处。

天马行空的创意

进行亲子互动前，建议父母先学习一些必要的知识

及方法，让活动的效能更加的发挥作用，包括“语言、

视觉的发展、大小肌肉的发育，以及各年龄的发展进程

等，设计亲子互动模式之前，都应先考量及学习相关知

识之后，再加以运用于整个过程，”何理事长建议家长

。另外，针对孩子不同的特质、年龄、能力去设计互动

的方式，是否可以引起他的兴趣，都是应该要衡量的要素。

游戏设计也可以未来将会学习、使用的知识或是技

能为主，但要注意整个游戏的难易度、适龄性、实用性

等。举例来说，3岁以下的小朋友并不懂图画书中的内

容，但是爸爸妈妈可以利用书中的图片、游戏等的说明，

进一步培养他的视力、色彩的辨别等的能力。当孩子已

经达到现阶段的目标时，家长可适度的调整游戏的难度，

让他的能力可以更往前迈进。

“适时的加入创意元素，”是亲子互动里相当重要

的一环，何理事长表示。游戏的过程中，当孩子表现

预期外的行为，不妨鼓励孩子发挥创意、潜力，加入

新的创意方式，跟孩子一起创造新的游戏方式，或是让

游戏的方式更加的完美等，不要限制孩子创意及想象的

空间。

十大教子法則讓孩子更強大
儿童发展有两个最重要

的影响因素：一是遗传，另

一个则是环境。虽然遗传受

基因决定不可控制，但为孩

子预备一个好的教养环境，

父母是可以做到的。下面是

23条育儿法则，父母谨记。

1、认识自己：让孩子有机会

探索兴趣

传统的单向学习方式，

让大部分孩子习惯于接受，

无法从学习中发觉自己的兴

趣所在。

培养个人的兴趣可以为

生活带来许多乐趣。所以，

成人应为孩子提供丰富的环

境，同时允许他依照自己的

方式及步调去学习与探索，

在学习的过程中避免为孩子

带来压力造成反效果。

2、潜能开发：激发孩子潜在

的天赋

为孩子提供接触各种不

同类型活动的机会，如：音

乐、艺术的欣赏、动植物的

照顾、天文地理的探索、身

体律动的练习等，不要预设

孩子该学到多少，父母可以

从旁观察孩子在不同领域的

学习活动，从中发觉孩子的

潜在能力。

3、判断能力：允许孩子犯错

孩子由于拥有的知识不

够丰富，加上逻辑思考能力

不成熟，因此常常无法做出

正确判断。但随着身心成长

及知识增加，孩子也将拥有

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在这

个过程中，经验的累积很重

要，也就是孩子必须有机会

练习如何做决定。但在练习

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生做出错

误判断的情况，这些错误的

经验将是孩子做出正确决定

的基础。

4、思考能力：以开放的方式

提问

问题可以引发孩子对于

周遭环境的好奇心，让他动

脑思考。但提问的方式很重

要。Yes／No类型的问句无法

真正帮助孩子进行思考，最

好的提问方式应该是采用开

放式的问句，如：你觉得怎

样？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开

放式的提问可以达到帮助孩

子思考的目的。

5、创造能力：设计一个有意

思的活动

利用特殊的日子或是想

一个大家都有兴趣的主题，

全家人共同设计进行一个活

动，如：说故事接龙，角色

交换日等，分享全家人的创

造力，也可以唤醒和开发孩

子另一方面的潜能。

6、感官能力：为孩子提供感

官刺激

在孩子感官发展敏锐的

阶段，需要各种感官刺激帮

助其概念的发展。父母可以

提供孩子各种运用感官(视觉

、听觉、触觉、味觉、嗅觉)

探索环境的机会，如：引起

视觉探索的图形，可供触摸

的不同材质的地板或墙面，

能够动手操作的各种玩具、

教具及日常用具，听得到各

种不同的声音刺激—丰富的

感官刺激经验，是孩子发展

抽象化概念重要且不可或缺

的依据。

7、专注能力：不要强迫孩子

学习

父母都期待孩子比别的

孩子好，每天帮他排满课后

辅导课程及才艺学习，却没

有问过孩子是否有学习的意

愿。主动、有意愿的学习才

能让孩子发展专注力，而专

注力是学习的重要条件，被

威胁强迫地去上各种课程，

非但对孩子没有任何帮助，

还可能因不愉快的经验而影

响日后的学习。

8、循序成长：对孩子的期待

必须合理

父母都希望孩子有高人

一等的优异表现与成就，因

此容易对孩子产生过高的期

望。超越孩子能力太多的期

待，会让孩子看到自己的无

能而放弃，如果父母了解孩

子的实力并给予适当的期待，

等孩子达到目标之后再提升

标准，就很容易达到目标。

9、亲子关系：与孩子分享工

作

美国的许多城市设有

爸爸日、妈妈日。在这一天

让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去

上班，让孩子有机会了解父

母工作的内容及辛苦，对于

亲子关系的互动有很大帮

助。父母认真的工作态度也

会成为孩子的典范，另外

也会让亲子互动增加许多话

题。

10、学习态度：保持你自己

的学习热忱

许多父母常一天到晚叮

咛孩子要认真读书，却不见

得有效果。最好的方式其实

是通过身教影响孩子。父母

本身能够常常保持对于学习

的热忱及新知探索的渴望，

将会通过身教影响到孩子的

学习态度。

B9傳奇人物
星期三 2016年5月18日 Wednesday, May. 18, 2016

蒋百里与蒋介石同是浙江人,但

不同族。早年蒋百里追随梁启超,矢

志推翻袁世凯,晚年与蒋介石共事,任

陆军大学代理校长。他们之间的恩恩

怨怨,渗透在许多历史事件之中,并从

这个侧面反映着一段历史。

“我没有刮地皮,没有钱出

国!”
蒋百里,名方震,1882年出生浙江

海宁,为清末秀才。胸怀报国志,投笔

从戎,1901年东渡扶桑,在日本陆军士

官学校深造,与蔡锷、张澜、许崇智

、张孝准、孙传芳等同窗。由于成绩

优异,蒋百里、蔡锷、张孝准并称为

“中国士官三杰”。

蒋百里学成回国,投身革命活动,

训练新军,于 1912年冬出任保定军官

学校首任校长,他的学生中有后来成

为“国民政府”将帅的陈铭枢、唐生

智、方声涛、刘文岛、张治中、陈诚

等。

蒋百里将军一生研究对日作战,

1923年即断定中日将来决战之地为平

汉线以西的襄阳、洛阳、衡阳,他所

作的《国防论》成为指导当时中国军

队对日作战的方针。图为 1912年,蒋

百里在北京。

大革命时期,蒋百里劝得意门生

、湘军唐生智率军投入“国民革命军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 一二”

反革命政变,宁汉分裂。唐生智乘机

发展自己势力,几起几落,最后被蒋介

石削去兵权,经蒋百里力保,才得以东

山再起。1929 年秋冬,唐生智欲起兵

反蒋(介石),密电老师征询意见。蒋百

里回电中有“东不如西”一语,其意

劝他仿效清代名将左宗棠向西北地区

发展。唐生智刚愎自用,没有采纳蒋

百里这一战略。他联合许多杂牌军将

领,于同年 12月 5日通电全国,劝蒋介

石“下野”。同时出兵直指南京。蒋

介石立刻命令上海军警查抄唐生智驻

沪总部,几天后又闯进蒋百里住宅,从

他家里搜出一架无线电台、密码本和

一份致唐生智电报稿。蒋介石误以为

电报中“东不如西”一语是针对他

的,命上海派 6 名便衣跟在蒋百里身

边,名为“保护”,实为不让他自由活

动。

访问德国发表的官方照片。蒋

百里将军,名方震,字百里,是中国近代

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这个孤独的

将军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嫡系,

资格比蒋介石老,才华横溢却又坚

毅不挠。他的《浙江潮》、他的

智斗墨索里尼、他在保定军官学校

校长任上的自杀、他的日本太太左梅

女士、他的女婿钱学森、他所著的

《西方文艺复兴史》无一不带有传奇

的色彩。

1930 年元旦,上海市市长张群登

门劝说蒋百里出国,避一避风头。未

料,蒋百里断然拒绝:“我为什么要亡

命?我没有资格亡命!”张群碰了一鼻

子灰,拂袖而去。几天后,门生刘文岛

来访相告:“老师,目前你处境险恶,我

看你还是出国安全,早走为好。”不

料蒋百里怒目圆睁,拍着桌子说:“我

没有刮地皮,没有钱出国!”刘文岛说:

“听说上海当局答应发给你路费 5万

元。”蒋百里余怒未消,以鄙视的口

吻,坚定地说:“别人的钱我不要,我没

有犯法,不会离开上海。看他蒋介石

把我怎么办!”

在监狱遇到了邓演达
元月 6 日 ,唐生智兵败 ,化装逃

走。一周后,蒋百里被解至杭州,监禁

在西湖蒋庄。不久,蒋百里被押解南

京,关在三元巷总部军法处待审,与邓

演达、居正等同关一处,结为难友。

蒋百里若被军法会审,他的罪案成立,

必判死刑无疑。幸亏时任军政部次长

陈仪将军暗中相助,以“拖”的办法

使军法会审延期举行。陈仪与蒋百里

曾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训,且是

志同道合的好友。陈仪为人正直、仗

义,1915 年曾通过蒋百里、张宗祥通

风报信,催促蔡锷逃出天津,避开袁世

凯的追杀(当时袁世凯命陈仪带兵追

蔡锷)。

蒋百里被捕后,不明陈仪的用心,

以为来日无多,视死如归,倒也神情自

若。每日晨起,打过太极拳,就念唐

诗、读佛经,或写写《灵飞经》练书

法。

这位陆军上将同时还是徐志摩的

密友,西方美术史专家,若是谈他的传

奇,得用一本书来写。1932年出狱,此

次牢狱之灾因为蒋百里不肯替蒋介石

作说客劝说学生唐生智投降而成,当

时徐志摩等纷纷自愿前去一同坐牢。

反蒋的邓演达关在蒋百里对面牢房里。

蒋百里同情邓的遭遇,偶尔与他交谈

几句。邓演达与其夫人的通信,均由

蒋百里的前来探监的 4个女儿轮流传

递。1931年 11月间,蒋介石下令秘密

枪杀邓演达,引起蒋百里无限伤感,他

对探监的挚友张宗祥说:“追随孙中

山先生的邓演达昨日已被杀害,不知

明日是否轮到我?如今世道是无理可

言的。”

然而,蒋百里门生将帅满天下,蒋

介石杀他徒失人心,所以一时还下不

了决心。李根源和一些国民党元老曾

具呈保释蒋百里,文中有“外侮亟,将

才少”之语,蒋介石阳奉阴违,当面批

了“照准”两字,背地里却密令“拖”

而不办,久无下文。蒋百里的好友唐

天如四方奔走,催促蒋的学生陈铭枢

等出面保释蒋百里。陈铭枢时任国民

党“行政院代院长”兼京(南京)沪卫

戍司令,在军政界举足轻重。他见时

机已到,便进言蒋介石,力保蒋百里。

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于 1931年 12月

中旬释放了蒋百里,他还假惺惺地说:

“我蒋某人宽宏大量,不计前嫌。”

1936 年冬,蒋百里奉命考察欧洲

军事返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

不料次日拂晓,发生了震惊中外的

“西安事变”。

事变当天,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

的蒋百里与陈诚、蒋鼎文等十多名蒋

系军政大员同被羁留。在押的蒋系大

员都反对“兵谏”,不肯在8项主张通

电上签名。唯有蒋百里对张学良说:

“我佩服你们的胆魄,赞成你们的正

义勇敢行为!”次日上午,张学良派专

车将蒋百里送到杨虎城私宅居住,待

以上宾之礼。

蒋介石被囚,张学良多次拜见,劝

他同意8项抗日主张。蒋很顽固,毫无

商量的余地。此时亲日派何应钦调兵

遣将,欲派飞机轰炸西安。若西安被

炸,可能危及蒋介石的性命。东北军

少壮派见蒋系大军压境,兵临潼关,一

个个怒火中烧,竭力主张杀掉蒋介石。

张学良、杨虎城眼看大战一触即发,

非常焦急。情急之中,张学良想到了

蒋百里,认为他威望甚高,又是无党派

人士,是出面调停的最理想的人选。

张学良对杨虎城说:“蒋百里德高望

重,请他出面斡旋,局面可能改观。”

蒋百里听了张学良的请求,不假思

索地说:“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必要,我

可以照办。”他原来就主张和平解决,

因而一口答应。

1936 年出使德国离间轴心国成

功,与夫人和女儿在德国参观柏林动

物园时合影,并在照片上题词“垂老

雄心犹未歇,将来付与四狮儿”赠与

蒋英。

12月 16日傍晚,张学良陪同蒋百

里,来到软禁蒋介石的新住处西安金

家巷一所军官私宅。蒋百里一进门,

蒋介石立刻笑脸相迎,欠身握手,请他

坐在床边沙发上。蒋百里比蒋介石大

5岁,且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军校保定军

官学校首任校长,所以蒋介石对他很

尊重。张学良自行退出,二蒋关起门

来密谈。蒋百里不急于引入正题,拐

弯抹角地说:“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

消息比较灵通。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

为侵华而互相争功,日本天皇已秘密

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1937年)一

定会大举入侵我国!”言下之意,你蒋

介石要“安内”已来不及了。他还引

经据典,叙说中国历史上亡国之痛,当

“儿皇帝”均无好下场的教训。蒋介

石听后,心有所动,蒋百里遂将话题转

入解决“西安事变”的对策,他提醒

蒋介石:“中央军不能急攻,更不能用

飞机轰炸西安,否则会危及你的生

命。为保持元气,应避免内战,以和平

解决为好。”

蒋百里与夫人左梅,及儿蒋昭、

蒋雍、蒋华合影(1925年)。蒋百里的

婚姻很是有名,因为他是一个以研究

对日战略著名的中国将领,却娶了一

个日本妻子。其过程早有披露,盖将

军为保定军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杀,日

本护士佐藤屋子照顾他时两人产生感

情而成眷侣,过程则一波三折,不及详

叙。两人成亲后,佐藤屋子改名佐梅,

盖将军酷爱梅花。两人曾在海宁植梅

数百株,意将来归老此地,皆毁于抗日

战争之中。

他们先后两次密谈,加之当时各

方面的工作形成的抗日大趋势,使蒋

介石态度渐渐转变。他亲笔书写两封

信,一封交宋美龄,一封交何应钦,致何

函里明确指出:“星期六(002291,股吧)

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

派亲信蒋鼎文搭机将信送至南京。宋

美龄接信后,由宋子文等陪同,飞赴西

安。这时蒋百里向蒋介石建议:“中

共方面竭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委员长不妨找周恩来谈谈。”蒋介石

沉思一会儿,点头赞同。此后,蒋百里

对此事就不再介入。事后,蒋介石的

《西安半月记》曾较详细地记载了蒋

百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

用。

蒋英生于1902年9月,她是蒋百里

四个女儿中最美最聪明的一个。中国

最杰出的女声乐教育家和享誉世界的

女高音歌唱家,建国后长年任教于中

央音乐学院。

两蒋之间关系微妙
蒋百里受中日甲午之战刺激很深,

矢志抗日救国。1937 年之初,他奉蒋

介石之命,秘密考察南北防务,从山东、

河北、山西、河南到湖南、湖北、广

东,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奔波万里。尔

后接受蒋介石的委托,登庐山,为暑期

训练班各省高级将领授课。讲学期间,

他把一生的军事著作和讲稿,精选修

订,编成一册《国防论》,全书洋洋 10

万言。当时正值抗战前夜,敌强我弱,

国民党内恐日心理相当严重,蒋百里

却在卷首写道:"……千言万语,只是告

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国

防论》的影响远及海外,"二战"期间,

名将艾森豪威尔、蒙巴顿等人曾多次

引用蒋百里《国防论》的有些论断来

阐述战局。

将军的女婿钱学森和将军之女蒋

英。近代兵学泰斗、著名军事家蒋百

里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是翁婿。蒋百

里的三女儿蒋英嫁给钱学森,可谓郎

才女貌,天生一对。

蒋介石虽很器重蒋百里 ,但从

不授予他兵权。1938年秋,蒋介石任

命蒋百里为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

学代理校长,仍由自己兼校长。蒋

百里随校携全家搬迁,取道湘桂。事

必躬亲,心力交瘁,因操劳过度,罹病于

11 月 4 日在广西宜山与世长辞,年仅

57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悼,重庆各界

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祭。“国民

政府”明令褒扬,追赠蒋百里为陆军

上将。

抗 战 胜 利 后 , 蒋 百 里 遗 体 迁

葬浙 江杭州西子湖畔南山公墓。

1971 年 ,蒋百里的侄子蒋复璁(曾任中

央图书馆馆长、台湾故宫博物院院

长)和薛光前主编《蒋百里先生全

集》 ,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蒋介石亲为题签。此举表示出了

他对蒋百里先生的复杂心态。

揭秘錢學森的嶽父：
蔣介石想殺又不敢殺的人

近代名人——
民國中將李祖白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莲都北乡至今还传诵

着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文盲出生，曾先

后当过清朝和民国两个朝代的兵，并由普通士兵

一直升至民国中将军长。他就是李祖白。

李祖白(1887--1960)，字健中，号生成，丽

水县雅溪里东村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以耕种为

生的农民家庭。小时因家贫无力入学塾，他靠自

学，获得一些文化知识。1906年，他只身前往

杭州投到清军二标营当兵。辛亥革命后，1912

年1月，任浙江水陆军二标营排长。1914年升为

浙江都督步兵 98团中尉副连长，后入浙江省陆

军讲武堂，1916年5月毕业，升为上尉连长。历

任营长、团长等职，1933年任国民军 79师副旅

长，在江西参加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第五次

“围剿”。 1936 年抗战前夕，升任 79 师副师

长。1937年5月任师长，授少将军衔。同年任29

军副军长，率部参加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松沪保卫

战、武汉保卫战、封锁长江战役、鄱阳湖南浔铁

路截击战、长沙大会战、南昌攻防战等多次战

争。

1938 年冬至 1939 年春，29 军奉命进攻南

昌，李祖白与黄岩人、29军军长陈安宝临阵督

战。因军部被日军包围，陈安宝在突围时身中数

弹，壮烈殉国。李祖白悲痛欲绝，一边指挥部队

继续战斗，一边派兵将陈安宝的尸体从敌营中抢

回并设法运回黄岩安葬。这一战役不仅使李祖白

失去了多年共事的挚友陈安宝，所属部队损失也

极为惨重，精神受严重刺激。于是，他向国民政

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呈请辞职。1939 年 8 月，国

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他辞去部队实职，

改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由于当时国民政府

迁往重庆，他未赴重庆任职，直接从江西返回

老家里东。国民政府每月寄给他工资，直至

1948年。

在家期间，李祖白为北乡群众以及中共地下

党做了许多好事，北乡群众至今还在口耳相传。

1942年春，国民县政府盐务局在太平乡设

有盐仓。当地群众在乡长潘明远的发动下，先后

两次到盐仓抢盐。伪县政府得知后，派警察逮捕

了潘明远。受群众之托，李祖白到伪县政府与县

长交涉，救出潘明远。

1942年4月，国民政府陆军31师驻防丽水县

北乡至缙云一带。有一次，15名伪士兵到金竹

村(今属雅溪镇)购买物品，与群众发生口角，伪

军开枪打死共产党员李宗乾。群众义愤填膺，打

死 13名伪士兵。两天后，该部要到该村烧杀。

李祖白挺身而出，与 31师师部交涉，使该村免

遭灾难。

1948年7月，雅溪区地下党员张宝才等10人

被伪县保安团逮捕。李祖白出面与伪县保安团交

涉，将被捕的张宝才等人保释出来。

1949年，李祖白迁到丽水县城西河沿顾家

租住。解放后，他曾因历史问题受到打击。他在

江西时部队驻地群众以及雅溪的群众联名到县

委县政府为他证明、作保，使其免予关押。1960

年，因重病医治无效，在里东病逝，享年 73

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丽水县人民法院

经审理，对李祖白的历史问题予以平反，撤消

原判。



B5法治天地

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
˙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每一對助聽器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713-795-5343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移民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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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地
址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營業時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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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饱受奢侈品厂商指责的淘宝网近日

发布公告，自 5月 20日起，卖家在淘宝

网上出售奢侈品，包括代购商品，必须

上传商品的相关凭证，在淘宝网审核

后，才可以正常发布商品。同时，针对

代购这一奢侈品交易中的灰色地带，规

定中强调，凭证数量必须与所发布的商

品一致。

在淘宝网上找代购已经成为国内众

多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一种途径，然而

真假难辨成为困扰消费者的一大问题。

日前，一份《淘宝网奢侈品牌商品整顿

公告》引发卖家关注，公告称，自 5月

20日起，卖家在淘宝网上出售奢侈品，

包括代购商品，必须上传商品的相关凭

证，在淘宝网审核后，才可以正常发布

商品。昨天，淘宝网负责人对北京青年

报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

规定
淘宝卖奢侈品需要通过品
牌审核

北青报记者发现，这份公告最初由

阿里淘小二发布在淘宝论坛的“政策聚

焦”板块中，这里是淘宝卖家最为活跃

的论坛之一。公告中称，为了打造健康

诚信的购物环境，保障消费者和权利人

的合法利益，淘宝网将对奢侈品牌商品

进行整治。

公告规定，自本月 20日起，卖家在

发布或编辑奢侈品牌部分商品时，需要

按照提示上传该商品的相关凭证（如发

票、商场代购小票、品牌授权书等）以

便淘宝网审核。收到凭证后，淘宝将在

3-5个工作日内审核，经权利人/淘宝网

审核无异议确认通过后，卖家才能发布

该品牌下的商品。审核不通过或未提交

凭证的，卖家将一直无法发布该奢侈品

品牌的商品。

淘宝网还解释说，根据淘宝网的整

体管控进度，不同品牌的商品，管控方

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需要上传哪些

凭证，系统会分别提示。除代购商品外，

卖家应该提供权利人的授权证明；如果

卖家拿到的不是直接权利人授权，则应

该提供各级链路的授权。

发现

代购凭证数量须与商品一
致

代购一直被认为是奢侈品交易的灰

色地带，在这份公告中，淘宝网对代购

卖家做出了详细规定。其中规定，在商

品无现货时，需要按照提示填写相应的

代购信息，同时淘宝网将在卖家完成代

购且商品发货后再要求卖家提交该商品

的相关凭证（包括使用品牌专用纸张打

印的载明产品名称和数量的发票和小票

等）。此时，若卖家未提交凭证或经淘

宝网审核不通过的，卖家的相关商品会

被删除，资金有可能被冻结。

规定中强调，凭证数量必须与所发

布的商品一致，“比如 gucci 的 A 款女

包，您提交凭证显示您采购了 3件，但

是您的店铺已经有了 100件的销量”，

则无法通过审核。

除了发票等购买凭证外，淘宝网还

规定代购最好可以提供对应的支付凭

证、报关凭证、物流凭证、与商品退税

对应的出入境凭证等。如果代购已经

成交过同一品牌的商品，则需要提交已

成交的同品牌商品的发票和小票；如果

代购是第一次代购这一品牌商品，则

“应该提供国外网站合理低于您淘宝网

售价的同商品截图”。这就说明，那些

低价的A货、仿品等是淘宝此次治理的

对象。

调查
淘宝卖家如何骗过系统
检测

昨天，北青报记者在淘宝网上搜索

“代购包正品”，在右侧淘宝推荐的

“掌柜热卖”中，看到一款外观为LV品

牌的女包。点击发现，在这家“巴黎时

尚购购”店铺中，这款名为“海外大牌

高级定制奢侈 2.55 CF 蒙田包 M40780

单肩斜跨邮差女包”的包标价 1380元，

近期已经销售 92件。而图片中这款 LV

牌 M40780 型号的包包专柜售价至少

13000元。记者发现，该商品名称中并没

有显示“LV”或品牌字样，取而代之的

是一些型号和款式名称，其中蒙田包是

另一种款式的包，而 2.55CF是香奈儿品

牌的包。也就是说，许多淘宝卖家通过

不直接标明品牌名等方式来规

避系统检测。

而在另一个五钻级的店铺

“海外代购 1 号店中”，一款

图片为Gucci品牌包，标价8900

元的“国际奢侈品海外代购正

品女包”仅售382元。不仅如此

，这款包还提供“专柜正品代

购小票”，甚至配备原装礼品

袋、防尘袋、说明书、带有序

列号的证书等。一位淘宝网的消费者表

示，这些信息很容易骗取自己的信任，

如果没有购买过正品，则根本无法辨明

货品及这些小票、礼品袋的真假。在

淘宝网上，这种售卖低价、冒牌奢侈品

的店铺并不少见，一些连发票、小票或

证书等都是伪造的，消费者很难辨别。

对此，在淘宝网此次发布的公告中

规定，如果上传的资质凭证是不合格或

假冒伪造的话，则会受到轻则屏蔽商

品、店铺，重则移交工商、公安等国家

机关的处罚措施。

揭秘
电商奢侈品授权书基本都
是PS

那么，如果消费者看到商家发布的

“品牌授权书”，能否就可以保证避开

“山寨”呢？“如果消费者只是看到电

商网站展示出的某某奢侈品品牌授权其

为特约经销商的盖章页面就信以为真，

那就太天真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无

论大牌奢侈品还是轻奢，电商平台所展

示的那些品牌授权书基本都是自己PS出

来的！”昨天，一位长期从事奢侈品牌

国内代理业务的知情人士这样告诉北京

青年报记者。

正规奢侈品授权书往往有
上百页

该人士表示，很多电商为了证明自

己销售的奢侈品血统纯正，往往会在商

品页面中附上一张品牌授权证明，证明

该品牌确是授权这家电商销售其产品。

这份证明上往往还会标注有授权有效期

等，看上去颇为正规。不过这位人士明

确告诉北青报记者，就奢侈品品牌而

言，基本是不可能简单的出具这样一张

授权书就让你去卖他货的。“我们进口

商品在中国销售时，双方都要签订厚厚

一沓授权合同书，往往会有几十页上百

页，详细的约定各种细节。有了这份合

同，品牌方是不会再专门出一张授权证

明的，所以电商展示的这类证明基本都

是自己PS出来的。”

PS奢侈品授权证明多是随
大流

不过，这位人士表示，电商自己

PS奢侈品的授权证明，并不意味着他们

所销售的商品都来路不正。他解释

称，眼下的现实是，被网上假货吓怕了

的中国消费者往往对于一纸授权证明

有信任感，于是国内商家就想出了自制

“品牌授权证明书”的方法，尤其是电

商平台更喜欢用这种方式。这也就意味

着，虽然电商中绝大多数的奢侈品品牌

授权证明书都是自制的，但很多电商销

售的商品确实也是来路正常的，只是都

迫不得已的随大流“作假”而已，久

而久之就出现了大家竞相PS授权书的状

况。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大家全都PS授

权书的同时，确实也有一些浑水摸鱼的

电商借机出售假货。也就是说，PS品牌

授权书的商家中有真有假，这张授权书

根本无法证明商品的来源。

奢侈品如何才能“验明正
身”？

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针

对电商平台更热衷以授权书形式表明的

自己“正宗”，目前一些国内外厂商也

开始配合电商的这种需求。北青报记者

昨天在京东的电子产品页面看到，无论

夏普、三星这些国际品牌还是联想等国

内品牌，在商品介绍的最后都会附有来

自品牌商的授权书。不过北青报记者搜

索国美在线、苏宁易购等电商的同类商

品时，则没有发现这种授权书。

对此，有电商人士告诉北青报记者

，这种授权书往往是品牌商应商家要求

出具的，如果商家没有要求品牌商也不

会主动出具。而一些电商上的各品牌授

权书格式都大同小异，基本就是电商自

己拿出一个模子，只要品牌商认可就换

上其品牌标志发布出来。

不过，目前像这种品牌商配合电商

出具授权书的情况，还主要局限在电子

产品品牌商中，各家国外奢侈品大牌显

然并不愿“入乡随俗”。那么对于这些

奢侈品品牌，究竟有没有材料能证明他

们的身份呢？国内专营国外时尚奢侈品

的电商平台走秀网负责人昨天告诉北青

报记者，如果真是官方授权的双方之间

肯定是有授权合同的，但这种合同往往

有数十页上百页，除了对双方的权益有

详细约定外，还会对可能存在的任何细

节都有明确约定，因此无论品牌商还是

进口商都决不会对外公开这些合同，因

此买家是看不到的。

至于可以给买家看的，则包括采购

证明、票据和过海关报关单。目前他们

的做法就是给消费者提供采购证明、票

据、海关报关单等。据北青报记者了解

到，去年以来各方对国外品牌的资格验

证也日趋严格。比如现在商家在今日头

条、QQ空间等投放发布广告时，都会被

要求提供与发布商品有关的授权证明等

材料。

另外据北青报记者了解，一些有中

文官网的海外品牌方也会在网站上注明

授权给哪些电商销售。

淘寶要求奢侈品賣家
必須提供憑證通過審核方可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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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之初，汇与北京鼓楼东南之时间

博物馆。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最

新移民资讯、专业移民团队、又有权威移

民专家为您解惑。有意办理美国移民的投

资人更是挤满了博物馆。由北京和中主办

的美国投资移民会谈取得了成功。

和中总裁王力民、首次访华的前美国

移民局首席经济分析师KimAtteberry、美国

移民协会具有 30多年丰富移民事务经验的

大律师FrankPearce等移民行业权威人士联袂

出席，就“美国投资移民政策趋势、投资

移民过程中的就业经济分析报告以及怎样

选择安全稳健的EB-5项目”等一系列议题

为现场客人亲自支招。

本次美国投资移民巅会谈，面向有意

办理美国投资移民的所有客户，全面的展

览、专业的咨询和权威的会谈。对于有意

移民美国的移民者来说是一场资讯的视听

盛宴。

Kim女士作为美国EB-5移民领域举足轻

重的人物，第一次出现在国人的视野里。

作为前USCIS（美国移民局）首任经济分析

师，她在本次活动中为广大投资人揭开了

USCIS对经济分析报告和就业创造，是如

何进行审核的神秘面纱。Kim介绍EB-5区

域中心项目的核心文件中，有一份就是经

济分析报告，这份报告通常是用某种US-

CIS认可的经济模型，通过输入一些参数，

来计算出某个项目可能将创造出来的就业

。I-526阶段，USCIS内部经济学家的任务

是，审核这个就业创造的预期是否合理；

I-829阶段，USCIS的任务是，审核项目方

提供的资料是否能证明你已经创造了就业

。而USCIS审核经济分析报告的重点就是

看所使用的经济模型是否有问题、所划分的

地理区域是否有问题、所输入的数据是否

合理、各种文件的数据是否连贯一致。非常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大部分美国移民官的

“老师”，Kim写的经济分析报告的重点

也正是移民官重点审核的地方。如今，

Kim为和中参与的多个EB-5项目亲自执笔

经济分析报告，协助实现项目风险的最小

化。

和中总裁、资深移民留学专家王力民

先生，作为美国EB-5移民的引领者与开拓

者之一。一心一意为申请人的移民着想，

精心筛选优质移民项目，为投资者移民之

路保驾护航。在会上，王先生一直强调，

为申请人的移民之路提升保障，是我们最

应该也一直在做的事，全美 1000多个区域

中心，每个区域中心就算只有三个项目，

市面上也将会有大量的项目鱼龙混杂。那

么作为申请人最头疼的事情当然就是选择

移民项目了。

作为和中美国投资移民项目的御用团队

：德州第一大移民律师楼——弗兰克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Frank先生也来到会谈现场，

将经验和忠告带给中国申请人。Frank讲到

：去年我们的申请人躲过了 930一劫，但

是今年的 930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将要改革

了，在这仅剩的 7个月里，申请人需要做

的事情很多，除去选取项目、准备文件、

汇款转账，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大家犹

豫。变政中除了涨价，还会涉及到一部分

的资产来源解释的变更，比如赠与这一项

就变得范围更小更加严苛。如今排期的大

队很是壮观，并且将会更壮观。把握现在

的时机很重要，不然等到一切已经改变，

再后悔就晚了。

会议举办当天，众多有意办理美国移

民的家庭参加了本次会谈。投资者的热情很

高，目前美国移民还有7个月就将面临变政

改革，来参加会议的客人都是移民意向特

别大的家庭。最关注的就是优质的项目。

也对和中会上发售的 TDI五星高尚住宅公

寓系列之七期项目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不

少客人抓住时机当场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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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5投资移民
美国EB-5投资移民在 2015年逃过一

劫，无改革延期至 2016年 9月 30日，但

这并不代表一劳永逸。在 2016年 9月 30

日前，只要达成意见统一，美国政府随时

有可能颁布新政，“投资款上涨为 80万

美元”、“要求提供 7年税单”、“目

标就业区重新定义”等不利条款或许也

将随之出台。

点评：过了 2015年末假期之后，美

国国会就有了充分的时间来讨论并通过

EB-5新法。2016年 9月 30日并不是一个

安全日期，如果确有申请打算，还是抓

紧为好。

● 团聚移民计划
2016年的加拿大父母团聚移民名额

有望增长一倍达到10000个，同时，此类

申请的审批速度也将大大加快。

申请条件：担保人须为加拿大公民

或移民，年满 18周岁，满足最低收入要

求，并签署经济担保文件。

点评：加拿大团聚移民名额历来供

不应求，2015年更是不到一周就宣告爆

满，有意者还需早做准备。

● 新南威尔士州 188A & 132

类商业移民
2016年1月1日起，澳大利亚新州商

业移民取消了所担保生意行业的限制，

重新为小生意经营者敞开大门，188A和

132类投资移民都将受益。

申请条件：申请人年龄不超过 55周

岁；个人及家庭净资产不低于 130万澳

币；公司年营业额不低于100万澳币。

点评：澳大利亚投资移民的门槛普

遍较高，188A已属于其中较为宽松的类

别；加之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亚的经

济重心，其投资移民项目最受欢迎。此

次取消了行业限制无疑将为项目再添一

把火。

美国时间 2016 年 5 月 3 日，联

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在其官网上

上传了《美国移民局费用调整计划

表》，这一提案来自美国国土安全

部，其中上调了多项 EB-5 申请费

用，申请费平均上涨 21%并新增一

类。

具体EB-5申请费用增长标准：

1、投资人的 I-526 申请费从

1500 美金上涨到 3675 美金，增加

2175美金，增幅145%。

2、14 岁以上申请人的 I-485 申

请费从 985 美金上涨到 1140 美金，

增加155美金，增幅16%。

3、14岁以下申请人的 I-485申请

费并未做入表格，但文件中提及，计

划从635美金上涨到750美金。

4、 I-829 申请费不变，3750 美

金。

5、区域中心的 I-924 申请费从

6230 美金上涨到 17795 美金，增加

11565美金，增幅高达186%。

6、I-924A年报目前不收费，但

本次调整后，计划收取 3035美金的

费用。

7、打指模费用不变，85美金。

8、移民服务费(投资人登陆后

制作绿卡的费用)从 165美金上涨到

220美金，增加55美金，增幅33%。

本次提高投资人 I-526和区域中

心申请费用，除了不断增加的 I-526

申请案件导致移民局审案官员扩编

外，美国移民局计划加强对投资人

背景调查、项目合规性调研和对区

域中心的严查(包括移民局近期宣布

的实地考察和审计费用)，更是为了

收取更多申请费来维持其提供的服

务质量。

申请费用什么时候开始上涨?

据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将于 60

天内接受公众的意见和建议，60天

之后，美国移民局和美国国土安全

部将根据大众的意见公布最终的结

果，并交由联邦进行批复。

申请费大幅增长 EB-5投资款9·

30会涨吗?

在EB-5申请费用调整的同时，

很多投资人更为关心的话题便是：

EB-5投资额是否会上涨?兆龙移民专

家表示，在今年 9月 30日EB-5法案

到期之后，EB-5涨价的可能性非常

大。美国国会议员很有可能会推动

美国移民局进行涨价，但是最终结

果是否会上涨，何时会涨价，目前

还不得而知。

面对可能到来的“EB-5申请费

、投资款双涨价”局面，兆龙移民

提醒所有EB-5投资人：鉴于此次申

请费调整，已经办理中的客户，最

好在 60天内完成递档程序，尽量规

避可能到来的“双涨”局面;对于正

在决策阶段的客户，即使赶不上申

请费涨价前的末班车，也应尽量赶

上 50万美金投资款的末班车，尽早

选好项目，最好在 9月 30日之前完

成递档。

美國投資移民EB-5申請費上調
最高增幅近兩倍

博物館裏聊移民？
且看美國投資移民專家如何現場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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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

近日，一股学习英雄朱彦夫的热潮在全

国掀起，这是一件让我感到极其高兴的事。

我希望通过学习朱彦夫，让我们这个不断世

俗化、物质化的世界，重新找回英雄主义和

理想主义的感觉，让中华民族在实现“中国

梦”的伟大进程中，多一些精神之“钙”。

每个时代和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在

18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英国作家笛福

写过一本小说，名字叫《鲁滨逊漂流记》，

写的是一个传奇般的英国水手鲁滨逊，遇船

难后大难不死，漂流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

在极度与世隔绝又需要与大自然和“食人族”

搏斗的情况下，他顽强地存活下去。面对人

生困境，鲁滨孙的所作所为显示了一个硬汉

子的坚毅性格与英雄本色，体现了资产阶级

上升时期的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小说赞扬

了鲁滨逊身上所表现的勤劳、智慧、勇敢、

顽强和坚韧的美好品德，也反映了新兴资产

阶级要求“个性自由”，发挥个人才智，勇

于冒险，追求财富的进取精神。而另一本在

社会主义刚刚萌芽时期的小说《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则塑造了保尔•柯察金，这个在

党的培养下，在革命烽火和艰苦环境中锻炼

出来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十月革命

爆发后，只有十六岁的保尔•柯察金就参加

了红军，他顽强，执着，刻苦，奉献，勇敢，

奋进，无论在烽烟战火中，还是在国民经济

恢复时期，都表现出大无畏精神，钢铁一般

的意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人民的无

限忠诚。保尔的故事，不仅熏陶着几代俄罗

斯人，也在新中国产生了极大影响。

时代在发展，人们的思想在不断变化，

即使进入 21世纪之后，人类对理想的追求

以及与自身命运抗争的精神主题也不会改变。

朱彦夫就是这样一个新时代的英雄，他以高

度残疾的躯体，挑战人类的精神极限，并促

使我们不断拷问自己：生命和人生的价值到

底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去拼搏进取奋斗？

朱彦夫的精神具有一种永恒的道德范畴，具

有一种普遍的精神意义，所以不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消逝。

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我常常沉浸在一

种感动之中，灵魂被洗礼，思想在升华。因

为受伤过重，身体内还残留着弹片，加之脑

血栓和心脏病的折磨，朱彦夫对于战争年代

的事情，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晰，个别情节和

人物可能也对不上号了，为此，我查阅了大

量资料，弄清楚了抗美援朝的时代背景；当

村支书的 25年，是朱彦夫一生最为辉煌的

时期，也是他身体较为正常的时期，他对于

这一时期的事情记忆得非常准确，我也去了

他那个小山村，了解到村民和后续几任村支

书眼中真实的朱彦夫，他的确可以称得上是

村一级党支部书记的楷模；因为有着永不枯

竭的精神源泉，从村支书岗位退下来之后，

朱彦夫成了一个作家，拼搏七年，写出一部

《极限人生》，用另一种形式，攻克下一个

“山头”，完成了战友在战场上的叮嘱……

1997年，朱彦夫在朝鲜战场上严重受伤之后，

身体再次受到重创，从生理学的角度看，他

应该丧失了创作和生活能力，每当在现场看

到他的状况，我心底都有一种悲凉和沧桑之

感，哀叹命运的不公和无常，然而，朱彦夫

并没有停止抗争，他保持着高昂的精神状态，

绝不向命运低头，也决不想浪费生命的每一

秒钟，即使生命终止了，他也要像战场上的

战友一样，保持冲锋和前进的姿态……

在这本册子里，我还用大量笔墨，描写

了朱彦夫的妻子陈希荣，这是一个堪称伟大

的女人，她是沂蒙山母亲的杰出代表，是新

时期的红嫂，如果有机会，我很想专门给她

写一部书……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借鉴和引用了朱

彦夫提供的一部分材料，也引用了一些新闻

资料。当年，沂源县委和朱彦夫一家为我采

访提供了极大帮助。新华出版社米俊峰和张

永杰认真审阅了本书，并提出诸多好的建议；

设计专家宋玉远和李春风为本书设计了封面；

我的家人在精神上给予我最大支持……在此

一并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朱彦夫的事迹，蕴含着“沂蒙精神”、

新时期山东精神和伟大的中国精神。实现民

族复兴的伟大梦想，需要我们像朱彦夫那样

高扬理想信念旗帜，永不停息地奋斗，以自

己的努力拼搏，形成推动时代进步的巨大力

量，去赢得民族复兴的伟大辉煌。

長篇紀實文學
《朱彥夫的故事》後記

長篇紀實文學
《刺刀書寫的謊言》作品研討會在京召開

成都军区青年作家王龙创作的

长篇纪实文学《刺刀书写的谎言—

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

是国内文学界首部深刻揭露二战期

间日本作家“协力”侵华历史真相

的拓荒之作，成为今年纪念抗战胜

利七十周年出版热潮中的一个新亮

点。该作翔实描写了日本侵华“笔

部队”作家们，对侵略战争从迷惘

到接受、从屈从到肯定，最后集体

屈服于日本军国主义压力,自愿充当

文化侵华的“思想刺刀”， 蘸血

为墨、以笔助战，炮制大量巅倒黑

白的战争谎言，不遗余力地为侵华

战争推波助澜，大肆煽动日本国民

的战争狂热。这些恶魔的吹鼓手所

犯下的累累罪行，丝毫不逊于“枪

部队”给中国人民制造的血光之灾。

该书针对日本侵略罪行提供了一

份崭新的思想“罪案”，使日本侵

华“笔部队”湮没七十年的隐秘历

史大白于天下。这一具有拓展意义

的文学创作成果，有助于读者深入

了解充满矛盾的日本民族复杂性格，

全面认清日本右翼至今在美化侵略

时讳莫如深的精神“病灶”，对于

今天世人警惕防范日本极右势力故

伎重演，歪曲历史具有深刻的警示

意义。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日本

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同时，也打

响了对中国的文化战争。日本侵华

战争不但在炮火纷飞的军事战场上

进行，同时也在另一个重大隐秘的

文化战场上展开。但令人遗憾的是，

多年来国内描写日本对华军事侵略

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却几乎完全忽

略了与日本的 “ 文化侵略”。

《刺刀书写的谎言》首次揭秘二战

时日本文坛“笔部队”，如何成为

日军侵华“思想战”的急先锋，嗜

血奔走在侵华战场的第一线。这些

“笔部队”作家穿着不同军种的制

服，腰跨战刀，佩挂胸章，他们左

手拿枪，右手握笔，一边亲自参与屠

杀，一边以笔助战，与“枪部队”

文武勾结，沆靡一气，他们“软屠

刀”制造的精神罪恶，进一步加

剧延长了受害国人民遭受的战争

痛苦。

全书描写的九位日本“笔部队”

骨干作家，包括“侵华文学第一人”

火野苇平、唯一被判刑的从军作家

石川达三、“陆军班头号功臣”林芙

美子……作者详细分析了这些作家

在不同阶段对待侵略战争态度的嬗

变历程，从而层层剥茧追根溯源地

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荼毒之深、

影响之远。全书描写内容丰富，文

学手段跌宕多姿：从描写对象上看，

包括“从军作家”、“军队作家”、

“转向作家”、“摇摆作家”等不

同类别，涉及“兵队文学”、“满

洲文学”、“宣抚文学”、“皇民

文学”等不同题材;从写作技巧上看，

本书兼顾人物评传、学术探索、文

学评论等因素，把文学研究与人性

研究、作家经历和作品分析有机结

合。作者王龙游走于中日历史与现

实之间，厚积薄发，博观约取，恨

则深入骨髓，爱则眼含泪水，既生

动可感动，又系统深刻，为日本文

化侵华留下了一份具有突破意义的

创作研究成果。

王龙对此领域的关注长达十年。

作为一位并非日本文学的专门研究

者，他坦言创作此书的难度不亚于

“骑着自行车上月球”。书中涉及

的一些日本作家甚至连百度上也搜

索不到只言片语，为此，王龙自费

翻译了大量的日文原版资料，并对

不同来源的史料反复辨正研判，披

沙沥金，首次披露了众多鲜为人知

的历史真相，形成了本书逻辑分析

丝丝入扣、透视剖析深中肯綮、反

驳诘难雄辩有力的风格，使作品具

备文学文献的多重价值。

目前，此书由于主题重大、内

涵深刻，视角独到，研究深入，已

被总政宣传部列入 2014年全军军事

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南方出版

传媒集团年度重大项目。该书 2015

年 8月 15日在广州首发后，赢得广

大读者热烈回响。新华社、《解放

军报》、《文汇报》等多家媒体进

行了重点宣传推介。作为一部眼光

独到的新颖力作，《刺刀书写的谎

言》必将把抗战文学创作引向一个

更加深广的领域，对于弘扬伟大的

抗战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2015年 8月 26日下午，中国作

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总政治部

宣传部艺术局、成都军区政治部宣

传部、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北京西直

门宾馆联合举办《刺刀书写的谎言》

作品研讨会。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

明、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人民文

学》主编施战军、《文艺报》总编

辑梁红鹰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副局长

彭建渝、干事李亚平，成都军区政

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雷鸣、军区创作

室主任兼《西南军事文学》主编裘

山山，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肖风

华、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施战军，以

及著名评论家、作家、学者汪守德、

朱秀海、周大新、李鸣生、徐剑、

张志强、余戈、郭凤海、十年砍柴、

朱航满等出席研讨会，对作品的艺

术特色进行了充分讨论。

作者王龙简介

王龙，生于 1976年，现为成都

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

《西南军事文学》杂志编辑，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会员。王龙近年在军事、历史领域

创作成果突出。著有历史散文集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国运

拐点》、《远去的身影》，纪实文

学《重兵汶川》(合著)、《雪线上

的西藏》(合著)。其中《天朝向左

，世界向右》被列入中国作家协会

2009年全国重点扶持作品，先后获

得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七届四川

文学奖、第十二届全军文艺优秀作

品奖、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在海内外

获得读者、专家的广泛关注，在香

港、台湾、澳门出版发行繁体中文

版，在泰国发行泰国语版，《人民

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

年报》及日本和香港、台湾媒体多

有评论报道。

近年来，王龙在历史军事创作

领域已成为深受关注的青年作家。

他独辟蹊径开创“中西对比”历史

散文写作方法，创作视野横贯中西、

哲思底蕴甚为丰厚。王龙的历史文

学作品，既有深厚的家国情怀，更

有难得的血性温情，具有睿智深邃

的品格和直指灵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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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日前结束的室内拔河世

锦赛上，中国队收获 2金 1银的好成绩。如果说拔

河世锦赛已经算是鲜为人知，那么像高跟鞋赛跑、

滚奶酪大赛、沼泽足球等奇奇怪怪的体育赛事，一

定颠覆了你的想象力。

高跟鞋比赛风靡全球

高跟鞋赛跑的身影几乎能出现在在世界各

地，这项有趣的运动不需要耗费太大的成本，参

赛者只要有一双高跟鞋就可以了。2009年，莫斯科

就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高跟鞋短跑比赛。参赛者

要求穿着的鞋跟不能低于9厘米，70名女选手只要全

力跑过80米的距离，第一名就可以赢得10万卢布的

奖金。

而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女士们同样要求穿

着高跟鞋参加活动，只不过需要跑完100米才行。

不仅国外，这项运动现在在国内也颇受追捧。

在山西太原或是云南昆明等地，都曾举办过类似的

“比赛”，甚至还有男性也穿着高跟鞋竞赛，场面

颇为搞笑。

疯狂的沼泽足球世锦赛

人们在德国Rieste参加第二届德国沼泽足球锦

标赛。过去几天的降雨增加了场地的泥泞程度，这

场锦标赛几乎变成了泥地大战。

沼泽足球还有世锦赛？是的，你没听错。这

项被称为世界上“最脏的运动”很早以前起源于

芬兰，当时高山滑雪队的夏训基地设在芬兰北部

的沼泽地附近，恰巧运动员们都是狂热的足球爱

好者，于是有人提议就在沼泽里踢球，并以此作为

体能训练的一种方式，沼泽足球便因此而流传下

来。

经过多年的演变，现在在世界各地有 260多支

沼泽足球队。沼泽足球比赛分为上下半场，半场只

有 12分钟。另外比赛中还有一项特殊的规定，那

就是一旦运动员在比赛中鞋子脱落，不能再中途换

鞋，只有通过换人来解决。

背媳妇大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背媳妇大赛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项搞

笑运动的起源依旧在芬兰。比赛规定，参赛选手必

须要背着一个“女伴”，穿越水塘或是跨越障碍

物。一般来说，参赛者都会选择让“女伴”倒着

骑在自己的肩膀上，这样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省

力。

随着比赛的日臻完善，对于“女伴”的体重

也有了不同的要求，比如体重不能低于 49公斤，

这对男性来说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当然，背媳妇

大赛在风靡全球后，不同的地区比赛规则也不尽

相同。

扔手机大赛具有环保意义

芬兰人真的很会玩。除了有沼泽足球世锦

赛、“背媳妇大赛”，他们还发明了扔手机大

赛。扔手机大赛起于 2000年，大赛创立者表示，

该赛事不但是轻度锻炼的好方式，同样还具有环

保意义。

在比赛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所钟爱的

投掷 用 手机品牌，还有不同的颜色、重量、

手感等。这其中，最受欢迎的还要数芬兰本地

产的诺基亚，许多选手拿着这款手机都扔出了好

成绩。例如 2006 年，芬兰人就将一部旧手机扔

出了 89 米，而 101.46米的世界纪录至今还尚未被

打破。

受到国外赛事的影响，国内也有了别具一格

的扔手机大赛，选手们都渴望通过扔手机来给自

己减压。

滚奶酪比赛常有人受伤

一年一度的滚奶酪比赛是英国一项传统赛事

，已有 200多年历史。参赛者沿着 200多米长的陡

峭山坡追逐一个重约 3.5公斤的圆柱形巨型奶酪，

数十余名不畏艰险的勇士从山顶上翻滚而下，他

们甚至摔断胳膊和腿也在所不惜。

尽管面临伤痛的危险，但每年仍有大批勇士

报名参加。而冠军奖品就是那块 3.5公斤重的巨型

奶酪，亚军和季军只能获得 10英镑和 5英镑，不

过至今也没有人能追到奶酪。据测算，从山顶滚

落的奶酪速度高达 112千米/小时，这对于常人来

说，恐怕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数字了。

肥皂盒赛车比赛

肥皂盒赛车大赛从 2000年开始在英国流行，

全球 30多个国家举行过这种比赛。指参赛者将车

子打扮成各种奇怪的造型，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滑

下坡道，完成比赛。

肥皂盒赛车活动旨在鼓励业余车手自己动手

组装无发动机的赛车，凭借勇气与高超车技参

与 赛 事。由面包、青蛙、黄铜乐器、双层公

交、积木、玉米煎饼等造型各异的肥皂盒在赛场

上一起出发，真可谓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每年

也引得很多观众驻足在赛道两边，为选手们加

油呐喊。

办公椅大赛其乐无穷

办公椅除了用来坐，还可以干什么？德国人告

诉你，它还可以用来骑，骑着去参加比赛。德国中

部Bad Koenig-Zell举办过三届办公椅大赛，旨在为

慈善募捐。选手们穿戴头盔及护膝等保护措施，坐

在自己的“座驾”办公椅上快速度滑行，第一个到

终点者即为冠军。

除了德国，日本人也在办公椅大赛上下足了文

章。在日本冈山县，参赛用椅必须统一购买，不能

进行任何的改装或升级。他们还要经过30米的直线

预选赛，最终决赛是 180米环形赛道，难度大大提

升。

硬汉大赛要穿越火山跳跃冰湖

硬汉大赛起源于英国，是一项男女都能参加的

竞技项目。选手在比赛过程中需要穿过重重障碍，

在13公里的越野跑中随时将面临着缺氧甚至脱水的

考验。根据比赛规则，参赛者不仅需要在火焰中奔

跑，还要跃入冰冷的湖中，穿越齐腰深的沼泽地

，并在带刀片的铁丝网下爬行，率先到达终点者为

冠军。

由于赛程设置极为严酷，每位参赛者都需要在

报名时写下自愿参赛的声明才可以参加。

世界极限扑克牌大赛

世界极限扑克牌大赛是一项极为惊险刺激的比

赛。比赛中，选手相聚在90米高的悬崖平台上，可

以直接俯瞰到整个太平洋，并聆听到海浪与岩石的

冲击声，比赛环境十分幽美。可是，一旦选手输掉

比赛，那么结果简直“不堪设想”——输掉的选手

将沿着连接平台上的钓绳快速滑到海里，就像蹦极

一样，一直等到比赛结束后才能上岸。

選購葡萄酒時
最忌諱說出的10句話

爱酒之人也未必一定会在葡萄酒的世界里说

出得体正确的话。各位注意了，以下是选购葡

萄酒时最忌讳说出的10句话，一起好好学学吧！

1.“这款葡萄酒口感顺滑吗？”

评论：哥们儿，不要再把“顺滑”当作做一个脱

口而出的品鉴词汇了，它这不适用于每一种酒。

2.“我不喜欢干型的葡萄酒。”

评论：你是说干型的葡萄酒会让你觉得嘴巴干

干的吗？总得给一些理由吧，但我希望这不是

理由之一。

3.“螺旋盖的葡萄酒应该都很廉价吧？”

评论：事实这真不是这样的…….。

4.“这些葡萄酒陈列得那么精美，只是想

赶紧卖出去吧？质量肯定不咋地！”

评论：其实这无关乎葡萄酒，所有商店都想把

所有东西尽快卖出去。

5.“你这有60块钱左右的香槟吗？”

评论：真的很抱歉，您这个预算的话或许可以

尝试一下普罗塞克。

6.“我只买评分90分以上的葡萄酒。”

评论：烂番茄网评分90分以上的电影您也不一

定爱看呀！

7.“我想买这款葡萄酒是因为酒标很好看。

”评论：但是你要知道花在设计酒标上的钱

未 必同样会花在酿造葡萄酒上面哦！

8.“雷司令葡萄酒真是太甜腻了！”

评论：这个星球上还是有一些极具深度的干型

雷司令葡萄酒的，在品尝它们之前请先放下你

的偏见吧！

9.“桃红葡萄酒是专门为女生设计的。”

评论：欢迎来到21世纪，先生，来自地中海地

区的一些桃红葡萄酒已经成为年轻男女们时下

最爱的夏日饮品了。

10.“我是真正的葡萄酒发烧友，所以我只

喝红葡萄酒。”

评论：太好了，那我只能一个人把这瓶蒙哈榭

白葡萄酒喝完了。

以上这些基本上是葡萄酒爱好者最开始时

最容易出现的一些现象，在选购葡萄酒时，我

们不妨心态放开一些，视野开阔一些，才能在

葡萄酒的大千世界里找到丰富多彩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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