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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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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剪影

大休斯頓高科技醫療文化教育經濟
大聯盟成立 促進中美交流
大休斯頓高科技醫療文化教育經濟大聯盟日前盛大成立﹒該經濟聯
盟有效促進中美交流﹐增加各項目繁榮發展﹐獲得主流及僑界等重要
人士認可﹒該聯盟可望成為多元化的經濟實體平台﹐做為中美發展互
動的最佳窗口﹒圖為該經濟聯盟成立大會揭幕儀式﹐左起為高帝美國
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兼廈門總商會副會長陳建輝﹑美南新聞董事長李
蔚華與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未來廈門總商會預計將推動創
立美國廈門總商會美南分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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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寂寞中築基﹐在誘惑前堅持
—記菌物抗癌臨床應用標準制定者陳增華先生

“是做了很多看似吃力不討好﹐看似為他人做嫁

衣的基礎工作﹐但要這些工作總得有人做﹐不如

就從我開始吧……”

“風投找我的的確不少﹐但和我先埋頭做基礎的

想法不符……”

“錢我不缺﹐足夠我一家人過上小康生活﹒所以

千菌方的事業和錢無關﹐是我的一個中國夢﹐兩

代人的真菌夢……”

獨木橋上寂寞行
菌物能治療腫瘤以及人類其他疾病嗎﹖雖

然實驗室驗證論文“汗牛充棟”﹐但臨床還需做﹐

等還是做﹖

150萬種菌物﹐藥典裏僅僅數種﹐如靈芝﹑茯

苓﹑豬苓等﹐其他菌物的分類﹑定性﹑分離﹑炮制﹑

實驗等等還需要一個個的做﹐等還是做﹖

世界各國紛紛開展菌物藥用研究﹐我國卻還

在保健品領域混戰﹐標準還需要做﹐等還是做﹖

菌物中哪些是藥﹐哪些是食﹐哪些藥食兩用﹐政

府公關還需要做﹐等還是做﹖

除了日常的菇類﹑靈芝和蟲草﹐老百姓對菌

物一無所知﹐實事求是的科普還需要做﹐等還是

做﹖

……

“1997年﹐我參與了中華靈芝寶產品的開發

和市場推廣﹐從那個時候﹐神秘而浩大的菌物界

就展現在了我的面前﹒我當時就想﹐面對這麼

多珍貴的寶藏﹐我能做些什麼﹖”

那個時候的陳增華﹐還是一個不名一文的理

想主義者﹐在人生旅途中﹐也才算是剛剛蹣跚起

步﹐所以﹐菌物的標本收藏﹑蕈菌文化的研究﹑菌

物界科學家的結識﹐僅為興趣使然﹒

人們常說﹐興趣是成長的指明燈﹒

隨著生意的快速發展﹐資本的充分積累﹐

標本的急速擴充﹐菌物界人脈的擴展﹐從

前的興趣﹐就逐漸的轉為了他想從事的

事業﹒

他在這個階段﹐曾經多次隨著科學

家深入到原始森林﹐看到了比比皆是又

無人問津甚至有些已經再次進入大自然

循環的珍貴菌物﹐一種資源浪費的感覺

油然而生﹒

他在這個階段﹐認識了我國著名菌

物界分類科學家卯曉嵐老師﹐被卯老師

想讓自己一生的高端研究成果變成可造

福人類的產業的夢想深深打動﹐兩代人

的夢想共振﹐不由成為忘年之交﹒

他在這個階段﹐認識了我國著名的

中醫專家雷誌勇少將﹐在和他談及中醫

藥和菌物時﹐得到了高度的認可和支持﹒

於是﹐2014 年﹐陳增華結束了自己

的其他所有業務﹐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菌

物界﹐和兩位前輩聯合創立了“千菌方”

品牌﹐同時﹐將“菌物健康應用標準制定

者”的目標列為了自己的終生奮鬥目標﹒

既然是事業﹐他就堅定了要走

一條紮實的﹐也註定寂寞的二次創

業之路﹒

在這條路上﹐不是簡單的找到

一個菌物﹐開發成產品﹐然後經過包

裝後﹐推向市場﹐賺取高額的利潤﹐

然後﹐再去循環﹔而是要踏實的去做

大量的基礎研究工作﹑政府公關工

作﹑技術開發工作﹑科普教育工作

等﹒

在這條路上﹐很可能多年沒有收

入﹐只有支出﹔很可能吃力不討好﹐

獲口頭贊譽無數而心中鄙視無數﹒

在這條路上﹐很可能時間才是

最大的成本﹐要把很多的精力浪費

在時間上﹐而市場卻是爭分奪秒的.

作為中國傳統中醫藥文化研究

學者﹑蕈菌文化學者的陳增華先生﹐

研讀中國數千年中醫巨著﹐深受中

醫養生理念震懾﹐更加為真菌文化

的遺失與繼承不全深感遺憾﹒為了

繼承中醫養生的理念﹐填補與完善

真菌在養生醫療領域的價值﹐發揮

其應有的營養與醫療作用﹐為人類

健康服務﹒陳增華先生特邀請國內

知名菌類研究專家﹑中醫藥專家﹑營

養學專家﹐從事野生藥用真菌產品

開發研究﹐以“天然養生保健﹑提高

全民健康素質”為追求﹐帶領專家團

隊深入世界各地原始森林﹐從事對野生真菌的

個體生態習性﹑物質成分﹑營養藥用價值等的研

究及真菌復方配伍後的綜合營養﹑藥用價值的

研究﹔歷經十多年的探索﹑研究﹑總結﹐最終研發

出養生保健真菌復方配伍系列指導方案——千

菌方﹒

中醫所推崇的理念之一就是養生﹐最早的以

文字記載流傳的醫學巨著《黃帝內經》主張不治

已病﹐而治未病﹐同時主張養生﹑攝生﹑益壽﹑延

年﹒從流傳至今的一些醫書如《神農本草經》﹑

《本草綱目》等對真菌的記載﹐和一些將真菌之

一靈芝比為神草的神話傳說都提示我們﹐真菌

的藥用價值不可忽視﹒近幾年﹐真菌學家對真

菌保健價值﹑藥用價值的研究更加驗證了真菌

其不可比擬﹑不可忽視的養生保健醫療作用﹒

正是基於對菌物在養生保健方面的自信﹐

陳增華先生率領他的專家團隊﹐開創性的提出

千菌方的養生保健方案﹐希望為此開創中國養

生保健的新境界﹐為中國的養生保健增添新元

素﹐讓大自然的恩賜——菌物的自然養生保健

功能沐浴國人﹗

千菌方創始人

中國傳統中醫藥文化研究學者

中國蕈菌文化學者

中國生命關懷協會 副理事長

北京中醫藥養生保健協會 常務理事

中國中醫科學院養生保健研究中心臨床基地 主任

北京天正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作品﹕《探秘千菌方》系列科普記錄片 總策劃

《千菌方備要》 總策劃

《藥用真菌治腫瘤》 總策劃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導）

休斯頓市市長安妮帕克簽發的科學館日文件

陳增華董事長扛起公益活動大旗

陳增華董事長與原腫瘤醫院趙平院長（右一）和生命關懷協會秘書

長羅冀蘭（中） 陳增華董事長在公益活動捐款500萬

尼爾.布什先生與陳增華董事長陳增華董事長

左起﹕陳增華董事長﹑美國國會議員 Al Green﹑

美南日報集團李蔚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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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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最新研究發現，美國房價最貴的
幾個城市，從2010年到2014年間，租金
和房屋價值平均都上漲了13%左右。這一
波房屋漲價風也吹到了不少城市的中國城
，對當地的房價也產生了影響。

這種情況相當普遍，主要表現美國幾
個主要城市。以紐約曼哈頓的唐人街為例
，這裏上百年來是華人最集中的地方，尤
其是那些剛來到美國的年長的新移民，人
生地不熟，又不會英語，只好生活在華人

的小社會中。但是隨著曼哈頓的興盛，華
人正在逐漸的失去這片生存的土地。美國
人口普查局最近進行的社區調查報告顯示
，從2009年到2014年，住在曼哈頓唐人
街的華人數量從4.7萬下降到3.8萬，越
來越多的華裔正在因為不斷上漲的房租而
被迫搬離。

最近美國媒體報導，根據美國住房和
城市發展部門的統計，紐約唐人街四口之
家，2013年平均收入為3.74萬美元，大

大低於紐約總體平均8.6萬美元的水平。
由於唐人街的房租近年來不斷上漲，許多
華人舉家搬到布魯克林和法拉盛等地，唐
人街似乎正在失去其原本的意義。從
2009年到2014年，舊金山唐人街的華人
居民比例由81%下降到了72%。洛杉磯
、西雅圖、費城等地的唐人街、華人居民
的比例也都顯著減少。

德州小時工人收入低於其他各州
提高最低工資標准對德州影響大

（本報訊）美國聯邦政府、州政府
和地方政府都有權制定最低時薪標准，
目前全美的最低時薪標准是7.25美元。
到今年1月，美國50個州中有29個州的
最低時薪高於全國標准，14個州與全國
標准一致，2個州低於全國標准, 還有5
個州沒有制定最低時薪標准，而目前加
州的最低時薪是10美元，是美國州一級
標准裡面最高的。

根據統計，在全美僅有3.3%的小時
工人能夠享受到聯邦政府自2009年開始
執行的每小時7.25美元的最低支付標准
，如果達不到這個標准，也許你很可能

就生活在德州。
根據美國勞工局的統計數字，德州

依靠最低小時支付標准的工人數量要多
於全美的其他州，2015年統計的德州小
時工人有28.7萬，其中包括的農業人口
獲得的報酬更少，占全美總小時工人人
口的11.2%。

德州有4.7%的小時工人能夠獲得聯
邦的最低小時標准，在全美位居第五位
，位居其他四州 Alabama, Louisiana,
Virginia, Mississippi 之後，隨著生活成
本的不斷提高，大量的小時工人的實際
收入也比聯邦最低工資要低。

同時，還有為數不少的女性以及缺
乏教育的人們獲得的工作報酬更少，如
果未來全美要提高最低報酬，將會對德
州小時工人產生極大影響。

加州僅有1.2%的小時工人不能達到
聯邦政府制定的每小時10美元的標准，
目前，加州的州議會批准提高該州最低
小時工資的法案。根據該法案，到2022
年，在加州經營的大公司必須將最低時
薪升至15美元，到2023年加州所有公
司將實施15美元的最低小時工資。

(綜合報道)理財網站Bankrate.com表示，夏威夷州、阿拉斯
加州和南卡州的退休者所享的退休收入，可以等於他們之前工作
所得的70%。

時代雜誌報導，其他47州和華府特區的退休者收入，遠低
於70%這個門檻，後者通常被視為保持退休前生活標準必要的
收入取代率。那麼哪一州的收入取代率最低呢？答案是麻州，退
休者的收入只達退休前工作所得的48%。Bankrate首席財務分
析師麥布萊(Greg McBride)表示，像麻州這樣的收入劇降令人擔
心。

為了計算退休收入，Bankrate使用聯邦人口普查局2014年

“美國社區調查”的數據。研究員把65歲以上
者的中位家庭年收入，除以45歲到6 4歲者的
中位家庭年收入。

為什麼夏威夷、阿拉斯加和南卡的居民，退
休收入名列前茅？麥布萊指出，雖然可能有很多
因素影響，但是夏威夷和南卡都有大批軍人，而
軍方退休人員通常有優厚的退休金。阿拉斯加的
居民，則從投資在石油的州基金獲得紅利。

當然，70%是一般準則，每個退休者的情
況不同。對退休前付完最後一筆子女的大學學費
和房貸的夫婦，或是大房換小房，搬到較便宜地
區的人而言，依賴不足70%的退休前收入生活
，也許沒問題。 但是退休前，把大部分收入花在休閒活動或基本需要的人，

退休後依賴70%的退休前收入生活，可能會有困難。

房租上漲 唐人街華人居民比例顯著減少

退休後收入令人擔憂 美國僅有3州令人滿意

The CDC had been monitoring all of these 
women already, but decided to expand the number 
made public after seeing evidence that even an 
asymptomatic infection in a pregnant woman 
can affect the fetus. Officials said they are still 
monitoring a majority of these pregnancies and 
that they are "aware of less than a dozen adverse 
outcomes."
"These adverse outcomes include miscarriages 
and birth defects," Honein said. "It’s not possible 
to appropriately estimate the risks as most of these 
pregnancies are ongoing."
Officials highlighted that's crucial for pregnant women who may have 
been exposed to the virus to seek testing from their doctor or health center 
to monitor the pregnancy.
"It’s critical for pregnant women to have information on whether or not 
they’ve been infected," Honein said.
Since current data is limited, officials said they could not estimate the 
chance that a Zika infection could result in serious complications, such 
as miscarriage or birth defects, during pregnancy. (Courtesy abcnews.
go.com/Health/zika-virus-cdc)

to the press.
As part of the probe, the officials said, investigators 
have scrutinized McAuliffe's time as a board member 
of the 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 a vehicle of the 
charitable foundation set up by former President Bill 
Clinton.
There's no allegation that the foundation did anything 
improper; the probe has focused on McAuliffe and the 
electoral campaign donations, the officials said.
Spokespeople for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nd the FBI 
declined to comment.
Among the 
McAuliffe 
donations that 
drew the interest 
of the investigators 
was $120,000 
from a Chinese 
businessman, 
Wang Wenliang, 
through his U.S. businesses. Wang was previously 
delegate to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 
country's ceremonial legislature.
"Neither the Governor nor his former campaign has 
knowledge of this matter, but as reported, contributions 
to the campaign from Mr. Wang were completely 
lawful," said Elias.
Wang also has been a donor to the Clinton foundation, 
pledging $2 million. He also has been a prolific donor 
to other causes, including to New York University, 
Harvard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Florida.
U.S. election law prohibits foreign nationals from 
donating to federal, state or local elections. Penalties 
for violations include fines and/or imprisonment.
But Wang holds U.S.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according to a spokeswoman, which would make him 
a U.S. person under election law and eligible to donate 
to McAuliffe's campaign.
Neither Wang nor his company used to make the 
donations have been contacted by U.S. investig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okeswoman.
McAuliffe is the second consecutive Virginia governor 
to be investigated by Justice Department and the FBI. 
In 2014, Bob McDonnell was convicted of corruption 
charges related to $175,000 in loans and gifts he 
received from a donor and friend. The Supreme Court 
is weighing an appeal of the conviction.
(Courtesy Washington (CNN)) 

encouraging" millions of dollars in contributions to 
Clinton's 1996 re-election campaign.
Related

Virginia Gov. Terry McAuliffe Under Federal 
Investigation For Campaign Contributions

Virginia Democratic Gov. Terry McAuliffe is the 
subject of an ongoing investigation by the FBI and 
prosecutors from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public 
integrity unit, U.S. officials briefed on the probe say.
The investigation dates to at least last year and has 
focused, at least in part, on whether donations to his 
gubernatorial campaign violated the law, the officials 
said.
McAuliffe wasn't notified by investigators that he is a 
target of the probe,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s.
"The Governor will certainly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if he is contacted about it," said Marc 
Elias, attorney for McAuliffe campaign, in a statement 

A Chinese firm with extremely close ties to China's 
internal security department is among the largest donors 
to the Bill, Hillary and Chelsea Clinton Foundation, a 
revelation that recalls the former president's multiple 
campaign finance scandals involving illegal Asian 
money.
"Rilin Enterprises pledged $2 million in 2013 to the 
Clinton Foundation's endowment. The company    is 
a privately-held Chinese construction and trade 
conglomerate and run by billionaire Wang Wenliang, 
who is also a delegate to the Chinese parliament," 
CBS News reported Monday.
"Public records show the firm has spent $1.4 
million since 2012, lobbying Congress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 firm owns a strategic port along the 
border with North Korea and was also one of the
contractors that buil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ashington."
Foreign nations typically rely only on firms with 
extremely close ties to government intelligence 
elements to build overseas embassies.

Since its founding, the 
Clinton Foundation has 
invested millions each year 
for work in fighting AIDS 
and empowering women, but 
its recent uptick in donations 
from foreign governments 
has been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on Hillary Clinton in her run 
for the U.S. presidency.
The foundation has raised 
at least $42 million from 
foreign governments - and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by 

CBS News - at least $170 
million from foreign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Public records show that Rilin Enterprises has spent 
$1.4 million since 2012, lobbying Congress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 firm owns a strategic port 
along the border with North Korea and was also one 
of the contractors that buil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ashington.
The Clinton Foundation largely stopped taking money 
from foreign governments when Hillary Clinton 
became secretary of state in 2009. It resumed the 
practice once she left in 2013, but never stopped 

taking money from foreign companies or individuals.
"Indirectly the Clinton Foundation has political 
influence, that's why people give to it," said Mann.
 "People give to the Clinton Foundation particularly 
because it is the Clintons and because they are 
prominent politic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ilin spokesperson said Wang "was asked to join 
the NPC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 largely 
ceremonial body, as a delegate in 2013."
Wang has given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to other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New York University, where 
he's a member of its Board of Trustees. In a statement, 
the Rilin spokesperson said, "Mr. Wang has a long 
history of generous philanthropic giving to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organizations that work on and 
promote global relations. The Clinton Foundation is 
one of the many organizations Mr. Wang has donated 
to." 
The Rilin revelation comes amid growing controversy 
about the Clinton Foundation receiving millions of 
dollars in contributions from foreign governments, 
corporations and individuals. A CBS News analysis 
estimated that the Clinton Foundation received more 
than $170 million from such foreign sources.
Allegations of questionable contributions from 
sources linke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uring the 
1996 campaign sparked a lengthy investigation by the 
Senate Governmental Affairs Committee, led by
then-chairman Sen. Fred Thompson, R-Tenn.
Thompson's panel "uncovered strong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involved in funding, directing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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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 Is Linked To Chinese Government Internal Intelligence

CDC: Number of Pregnant Women With Zika Virus Being Tracked In U.S, Triples

President Obama has urged Congress to pass the full $1.9 billion funding 
requested to fight the Zika virus hours after federal health officials reported 
a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regnant women being monitored for 
possible complications related to the virus.
Obama said the funding request was a "pretty modest investment" in the 
attempt to curb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in the U.S.
"This is not something where we can build a wall to prevent it, mosquitoes 
don’t go through customs," Obama told reporters today. "To the extent 
that we are not handling this thing on the front end, we are going to have 
bigger problems on the back end."
Current proposed funds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622 million) 
and the Senate ($1.1 billion) are woefully inadequate to fight the virus, 
the president said.
"We didn't just choose $1.9 billion from the top of our heads," Obama 
said. "This was based on public health assessments of all the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 and to the extent that we want to be able to feel safe and 
secure."
"This is a pretty modest investment for us to get those assurances," he 
added.
The call for funding comes as a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regnant women with 
Zika infection being 
monitored for possible 
complications was 
reported by officials 
from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e 
change was made after 
recent evidence about 
the virus' impact on 
pregnant patients who 
do not outwardly show 

[AP Photo]

Chinese Billionaire Wang 
Wenlian

Hillary Clinton,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d 
Democratic Candidate For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symptoms of the infection.
The number of pregnant women being monitored after having 
a suspected Zika infection has more than doubled, from 112 
to 279, in the U.S. and U.S. territories after changes made 
in reporting by officials from the U.S. Centers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officials clarified today they were being more transparent 
after recent findings showed that even pregnant women who 
were infected with Zika virus but did not show symptoms had 
still given birth to children with birth defects.
Previously, only pregnant women with a laboratory-confirmed 
diagnosis and symptoms were being reported to the public, 
according to the CDC.
"We’ve learned a lot in the past four months and now we 
know of reports of asymptomatic Zika infection linked to 
microcephaly, miscarriage," said Dr. Margaret Honein, Chief 
of Birth Defects Branch at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Birth 

Defects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Microcephaly is a birth defect in which the infant is born with an 
abnormally small head and brain, leading to significant development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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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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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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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全球九大船級社登陸上

海，空港航班起降量、航空旅客吞吐量
和貨郵吞吐量三大指標首次全部實現全
國第一……上海剛剛提交過去五年的航
運發展“成績單”，新出爐的“十三
五”規劃綱要為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
提出新任務。

“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是“十三
五”規劃綱要賦予上海的定位之一。上
海官方計劃到2020年基本建成國際航運
中心。

“上海擁有非常好的港口設施條件
和造船技術基礎。”中國船舶工業行業
協會秘書長金鵬告訴中新社記者，“比
如，洋山港擁有豐富的岸線資源以及良
好的水深條件，適合國際航線的大型輪
船進出。”

目前，總投資約139億元人民幣的
上海洋山深水港區四期工程預計2017年
建成，屆時上海港的年吞吐量將突破

4000萬標準箱。這個數字是全美國所有
港口加起來的吞吐總量，也是目前全球
港口年吞吐量的1/10。

在上海市人大今年4月審議的《上
海市推進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條例（草
案）》修改稿中，對於航運中心建設的
總體目標，增加了推進國際航空樞紐港
建設的新內容。

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曾表示，航空業
發展是上海面向“十三五”發展的重點
之一，將進一步明確發展規劃。上海浦
東國際機場和虹橋機場將進一步擴建，
以適應日益增長的國際國內客貨運需求。

除了推進公鐵水及航空多式聯運
外，“十三五”規劃綱要還對推動中
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新
亞歐大陸橋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建設作
出規劃。如何圍繞“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核心區，推進與周邊國家基礎設施
互聯互通、打造具有國際航運影響力的

海上絲綢之路指數，將成為上海下一階
段“走出去”的重要任務。

“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東南
亞航線，在貨運量方面增長很快，已
經成為國際航運中的新增長點。”上
海航運交易所市場部經理顧雲鳳說，
上海應儘快融入這一新的海洋經濟
“黃金走廊”。

去年7月，上海航交所推出了“一
帶一路貨運貿易指數”以及“海上絲綢
之路運價指數”，比較直觀地反映“一
帶一路”相關航線的市場情況。

顧雲鳳說，這其中的“一路”貨運
量指數涵蓋“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相關
國家62個主要集裝箱港口、4個煤炭出
口國、6個鐵礦石出口國和15個原油出
口國，涉及東南亞、西亞、南亞、歐洲、
北非和大洋洲等多個地區。

對此，台灣陽明海運董事長盧峰海
表示，“上海能夠獨立發佈出口集裝箱

運價等指數，在行業內是一個立標桿、
擔龍頭的舉措。”

“運價指數是反映市場水準的風向
標，目前中國沿海有95%的企業在不同
程度上進行著與指數相關的協議。”顧
雲鳳說，憑藉該指數，上海能更好地把
握海上航運的資訊以及話語權，尤其是
“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

“十三五”規劃綱要還提出，“積
極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支
點建設，參與沿線重要港口建設與經營
，推動共建臨港產業集聚區，暢通海上
貿易通道”。

今年2月，經過中遠、中海合併重組
後的中國遠洋海運集團落戶上海，標誌著
擁有8500萬載重噸船隊綜合運力、當今世
界船隊規模最大的航運企業集團誕生。

此後，中遠海運于4月收購希臘比
雷埃夫斯港（比港）67%股權，開始佈
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重要港口建
設和經營。

顯然，“21世界海上絲綢之路”延伸
所及已超越明朝鄭和船隊到過的最遙遠的非
洲東海岸及紅海沿岸，圍繞政策溝通、設施
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中
國的企業和船隊還將走向歐洲經濟圈。

綜合報導 近日，“華為遷離
深圳”的消息刷爆朋友圈，文章
援引華為總裁任正非在接受記者
採訪時的言論與深圳龍崗區的一
份經濟報告，得出因為高房價華
為或將遷離深圳的結論。有媒體
稱，華為回應總部沒有遷出深圳
的計劃。無論消息是否屬實，
其背後所折射的問題依然值得深
思。

任正非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
示世界的中心會分散化，會去低
成本的地方，高成本最終會摧毀
競爭力。而且現在有了高鐵、網
路、高速公路，活力分佈的時代
已經形成了，但不會聚集在高成
本的地方。深圳房地產太多了，
沒有大塊的工業用地了。大工業

的發展，每一個公司都需要一定
的空間發展。工業現代化最主要
的，要有土地來換取工業的成
長。現在土地越來越少，越來越
貴，產業成長的可能空間就會越
來越小。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
生活設施。生活設施太貴了，企
業就承載不起；生產成本太高
了，工業就發展不起來。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16
年4月份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
價格變動情況，房價最高漲幅為
深 圳 63.4% ， 北 京 同 比 漲 幅
20.2%，上海同比增長34.2%。
而在過去一年，深圳房價的漲幅
也是領跑全國的。那麼高房價究
竟傷害了誰？

對於企業來說，趨利避害，

最大限度的降低生產
成 本 獲 得 利 潤 是 本
能。而對於製造業而
言，租房是項重要成
本開支。面對深圳的
高房價，不少製造業
選 擇 把 工 廠 搬 到 內
地，僅把研發跟銷售

部門留在深圳。深圳龍崗區的經
濟報告提出，如果剔除華為，龍
崗區工業產值下降14%；而與之
對應的東莞則表示，2015年的企
業納稅排行榜，華為終端（東
莞）有限公司拿下主營業務收入
和納稅兩個第一。由此，產生多
米諾骨牌效應是高房價損害企業
利益，企業撤離深圳，深圳失去
GDP貢獻者和稅收收入。

在創新方面，深圳對“雙
創”的政策扶持，加上完整的產
業鏈吸引了一批創業者，而如今
這種優勢逐漸被居高不下的房價
所帶來的租金成本所消解。由
此，高房價傷害的是一個城市的
創新力、創造力。

在留住人才方面，曾有媒體

報道，一對夫妻倆人都是名校研
究生，在深圳有著體面的工作，
有房有車有兒有女，但是他們還
是選擇了賣房、舉家離開深圳，
回到1000公里外的江城武漢，因
為生了二胎，置換不起大房子，
也不想窮極一生為孩子買學區
房。深圳一套房等於武漢四套
房，他們逃離了深圳，生活品質
大大提升，開始了另一種生活。
在深圳騰訊總部已工作4年的85
後阿文，級別為T2級工程師，月
薪近3萬，在騰訊普通員工薪酬
中屬於中等偏上，但買房對他而
言仍是遙不可及的胡想。雖然
深圳推出住房補貼政策以期留
住高素質人才，但在高房價面
前無異於杯水車薪。由此，高
房價傷害的是一座城市對人才
的吸引力。

華為、騰訊、中興、大疆、
比亞迪，這些公司均誕生於深
圳，今天無論華為選擇漸進式撤
離深圳與否，創業之都深圳都需
要反思高房價對企業、對人才、
對這座城市所帶來的傷害。

華為遷離深圳？
高房價傷害了誰？

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再發力

哥倫比亞舉行枕頭大戰 反暴力祈和平

哥倫比亞前總統候選人、前波哥大市長Antanas Mockus在波哥大發起枕頭大戰，多人響應參與，旨在反對
暴力祈求和平。

加拿大薩裏市舉行推床跑大賽

兩組選手在比賽中比拼。當日，加拿大薩裏市舉行第39屆推床跑大賽，來自各社區的
參賽隊伍以奇異的裝束參加這一傳統賽事，為即將到來的“牛仔節”造勢。

韓
國
首
爾
發
呆
大
賽

市
民
靜
坐
比

﹁呆﹂

韓國首爾，當地舉行了發呆大賽,參賽者不能睡、不能動、不能笑。在兩個
小時裏,所有參賽選手不玩手機、不聊天、不聽音樂,放空自己享受發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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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脉是职业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

部分。有稳固的人脉支撑，即使身陷

险境，也不至孤立无援，极其被动，

反而会引着事态向益于自己的方向发

展。那么怎样才能拥有稳固的人脉圈，

使自己在事业上节节高升，一直立于

不败之地呢？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就

能构建出来的。最好在大学期间就开

始着手准备，慢慢地为自己的圈子添

砖加瓦，在正式步入社会之后，再将

其扩张加固。然而，要做的并不止于

此，若要这个圈子经得起风雨，捱得

住岁月，还需要经年不断地呵护。在

此，法国著名杂志《嘉人》传授给各

位几招，助各位在整个历程中少走弯

路，事半功倍。

人脉圈的地基是和朋友们保持联系

如果你的面孔在很多朋友的记忆里

已渐渐模糊，那所谓的人脉圈不过是纸

上谈兵罢了。一定要和朋友多联系，时

不时地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互相交流

一下近况。当然，以诚相待是基础，如

果只是做表面功夫，久而久之，这些假

象可能会瓦解人脉关系。交友是一个快

乐的过程，如果仅仅是例行公事般的联

系，相顾无言，埋头苦吃，那又何必强

求自己。

使用一些“小手段”

在春节时向朋友们送条真诚的新

年祝福，既不会显得突兀，还能借此

契机向他们提醒你的存在，不至于忘

记你。不一定非得要别人回以类似的

祝福，只不过是一种保持联系的小手

段罢了。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在需

要一个中间人引荐你进入某家公司的

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一微小行为会给

你带来多大的优势了。 由于长时间保

持着联系，对方往往不会拒绝你的请求。

礼貌待人

当受到别人哪怕一点点帮助时，也

不要忘记表达自己的谢意; 而且要学着

把“礼貌待人”贯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于一位朋友的介绍，你认识了另一

个人，不要忘记感谢你的介绍人，也不

要忘记对新朋友表示感谢，因为此举会

让对方知道你和他做朋友并不是功利性

质的，而是出于对这个人的欣赏。和新

朋友交流时不要谈论私密的话题，最好

还是就官方一些的话题聊聊比较稳妥。

借助社交软件

学会与时俱进，用网络来稳固自己

的交际圈。很多人的社交软件里加了一

堆朋友，却总是将他们抛之脑后。平时

应该主动和朋友们聊一聊近况，不用太

频繁，一年一两次即可。而且还要多关

注朋友的动态，如果哪个朋友升职了，

就可以借机向他们发条消息表达祝贺。

这样不仅可以让你和朋友保持联系，还

可以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

出席社交场合

仅仅着眼于公司内部人员，朋友圈

子未免还是有些狭隘，还应广泛结交一

些其他公司各级人士。可以加入一些协

会，出席一些社交集会，时不时参加一

些行业活动或座谈会等。频频出现在这

些社交场合，不仅会在无形中提高你在

这个圈子的辨识度，还能在潜移默化中

让你的交际手腕技艺更加精进，擀旋转

圜时更加得心应手。

春季到夏季这段期间，因升学、就

职等机会，人际关系得到拓宽，被新认

识的人邀请联谊的机会也增多。

此次日本Peachy新闻网就“联谊上

绝对会想让人再一次遇到的女性”向部

分男性做了调查。

不仅仅是相遇，从相遇变成坚实的

恋爱对象才是重要的。

存在看起来很合拍的话题的女性

“即使不是对自己说，热火朝天地

向别人聊起自己根本不了解的动漫的人，一

定不会再想要见到第二次”(26岁/服装)

“通过今年一定会举办的摇滚音乐

节的话题来炒热气氛，关系变得超好。

音乐上志趣相投的人感觉合得来”(28

岁/饮食店)

通过喜欢的艺术家、兴趣等共同话

题，来进行以下的话题，据说能够让男

性更容易地邀请女性约会。

与其用不得罪人的话题，不如用自

己的爱好作为平衡的交谈方式，这样会

让彼此更容易拉近距离。

对自己的话报以微笑的女性

“和笑着的女性在一

起很舒适，因为自己的话

而笑的话，会让自己很开

心。”(20岁/大学生)

“无论多么可爱的女

性，看起来很无趣地摆弄

手机都是不可取的。在一

起聊得很开心，再见面的

话应该也可以很开心，因

此想要再次邀请。”(25岁/

制造业)

即使联谊上的对象不帅，说话也很

无聊，只要笑着听他们的谈话，做出成

熟的举动，就会在男性那里得到不低的

评价。

对会话没有自信......对于这样的女

性来说，只需在中意的他面前展露笑颜，

就可以成为一个杀伤力十足的武器了。

主动询问对方联络方式的女性

“即使觉得无所谓，但在其他男性面

前还是很难询问联络方式。如果女方主动

询问的话会很开心。”(24岁/公务员)

“联谊解散后，‘今天很开心’，

‘没怎么说上话很遗憾’，通过诸如此

类的方式获得联络，会很快注意到对

方。“(24岁/工程师)

男性比女性的想法要更单纯。她或

许是喜欢我？!这样一想会很快意识到

这一点。

怎么样？不仅仅是享受联谊本身，

只需询问一下联系方式，送上一条礼貌

性的信息，就可以快速增加约会的机

会。如果中意的男性在场的话，不要

困惑，去吸引他的眼光才能有进一步的

发展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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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被男性第二次邀約

一个人经常到另一个人的博客上真

情留言，另外一个人热烈回应。前者多

次力邀：到我们这里来玩，一定安排你

把本地名胜看个遍。后来，后者出差到

前者的城市，大概想给前者一个惊喜，

事先没沟通，抵达后突然打电话过去：

我已到贵地，请来接站。前者支支吾吾

，说自己在赶一个紧急任务，过三天行

不行？后者正好闲着，便自己游逛三天

。三天后，前者又说，正忙着呢，这次

恐怕见不到面了，下次再说。明显是推

诿的态度。

后者悻悻返回，不理解前者为何这

么冷淡。讲给我听，我说，这很正常啊

，网络情感大多如此。

“我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爱

你爱得死去活来！”网络上此类交流多

如牛毛。恭维、亲切和承诺都轻飘飘的

，一句话而已，在键盘上敲两下就出来

了，仿佛一个肥皂泡。现实世界中的情

感，必须有一个一个的事件做基础，多

靠互相利用、互相依赖，日积月累而成

。形成需要一个过程，抹掉也需要一个

过程。网络情感则相反，累积简单，去

除也简单。你无缘无故忽然把网络情感

变为现实情感，却无现实情感来回报，

他当然犹疑。

不排除真正的柏拉图式的纯精神上

的依恋，但这种依恋只能悬在空中，别

让它落地。要转化为为之两肋插刀的动

力和力量，也需要事件的累积

克萊辛：高質量親子教育
對幼兒性格養成的影響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

任教师， 孩子的最初教育是从家庭开始的。家庭

教育在潜移默化中进行，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对孩

子能否形成良好的品行、性格起着重要作用，是学

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法取代的。每个父母都希望自

己的孩子将来成才成功，但是参差不齐的家庭教育

又使得许多孩子出现了问题。

当前国内的现状是，许多为人父母的80、90后

独生子女，面对着又是独生子女的孩子，许多家庭

把四个老人加上一对年轻父母的注意力都放在一个

孩子身上。以为尽一切可能地爱孩子、呵护孩子就

不会存在问题，殊不知过度的爱同样会成为孩子成

长中的阻碍。

克莱辛幼教专家表示：80、90后家长一味地溺

爱孩子是不可取的，共同面临的问题是缺乏培养孩

子社会能力的有效方法和教育经验， 使得“独二

代”在社会能力上存在一定缺失：1.独立性差;2.耐

受挫折性差;3.自我为中心、性格敏感等特点显著。

一旦这些缺失伴随着孩子的成长，将对孩子性格的

养成有很不利的影响。

德国父母同样爱自己的孩子，他们明白对于培

养孩子良好的性格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过度溺爱，

而是搭建起高质量的亲子教育。国内父母们常常错

误认为：孩子就是一张白纸，可以按照自己的期望

随意涂画。

但德国父母认为，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有

属于自己的心灵密码，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感受

和思考才能解开这个密码，才能完成真正意义的成

长。而父母所要做的就是帮助、引导孩子解开这个

密码，让孩子顺应自己的天性不断成长。

所以，德国父母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个性

、创造力，以及孩子在玩乐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动手

能力和观察能力。德国父母除了对孩子进行必要的

监护之外，给了孩子很大的自主权，孩子可以充分

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喜好。

此外，德国父母着重采用游戏互动的方式拉近

亲子之间的距离。亲子游戏可以让

父母更深更全面地了解孩子的性格

特征，进而通过科学地引导帮助孩

子学习社会性互动，让孩子通过模

仿成人的行为和互动模式来学习社

会规则。

鉴于当前国内亲子教育方面的

缺失，德式幼教克莱辛引进了德国

育儿理念，通过有趣的游戏和绘本

来激发孩子的兴趣和动力，同时也

满足他们在情感、态度、能力、知

识、技能等方面的多元智能发展需

要，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及健全人格

发展。

克莱辛推出 TPEI 四大课程体

系，通过绘本+互动游戏实现，旨在让孩子的成长

过程中更多融入家长的参与，引导孩子在与父母互

动中学会独立思考及正确的处事方法，从而通过亲

子教育为孩子培养良好的社会能力。克莱辛家庭版

产品中有：蝴蝶快飞(3岁以上)、寻找凤凰蛋(4岁以

上)、土拨鼠逃生(5岁以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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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外语实验小学校长张敏一

直提倡亲子教育，在他的个人公众号

“乐爸生活家”里，发布的都是“做

父母这件事，别人无法替代”这样的

调调，但说起全职妈妈的话题，张敏

却一再表示，这是个需要深思熟虑的

问题。

“我强调孩子要父母自己带，但

并不鼓励大家辞职，去做全职妈妈或

爸爸。”张敏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当

过 17年校长的他见过不少由全职妈

妈带大的孩子，身上的问题也不少。

有一位五年级男生，爸爸忙于工

作，妈妈全职在家管他，因为宠爱无

度，男生沉溺于网络游戏，得了癔

症，妈妈经常苦恼抱怨，结果弄得夫

妻关系也非常紧张。

因为父母对孩子教育越来越重

视，二孩家庭增加，加上部分妈妈

难以协调好工作和养育的关系，选择

做全职妈妈的逐年增加。张敏从自己

学校的家长群里也有明显感觉，他

说，对全职妈妈到底是好是坏，一直

争论不断。但如果是负能量满满的全

职妈妈，对孩子的伤害反而更大。

“毕竟全职妈妈不等于全职太

太。”张敏表示，从字面意思也能

看出两者间的区别，妈妈更强调家庭

教育的意义，而太太则是夫妻关系的

体现。所以，要当一名称职的全职妈

妈，并不是辞职在家带孩子就够了，

她需要把全职妈妈当做一份事业来

做，而不是混日子。

如果只是希望家里多一个人来带

孩子，把自己定位在做做家务看牢孩

子，那还不如花钱请保姆。张敏给全

职妈妈下的称职定义是，要让自己陪

伴孩子成长，懂教育，并且有自己的

生活。

所以，在考虑全职照顾孩子前，

张敏说，爸妈可以对照下面 4个问题

想清楚——

家庭经济收入是否稳定并足够？

这是首先要面对的。虽然钱不是万能

的，但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经济

收入会直接影响家庭的幸福指数。

全职一方自己的意愿是否强烈？

是现实所迫，无奈选择，还是为了逃

避工作的压力，或者是真心想陪伴孩

子成长？“要我做”和“我要做”，

两者间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妈

妈自身有强烈的意愿，愿意用心陪伴

孩子成长，享受和孩子共同成长的点

点滴滴，那就可以考虑做全职妈妈。

妈妈自身的性格和素质是否适

合？全职妈妈也需要不断学习实

践，不断改变和完善自己，要有自

己的业余爱好，要为随时重返职场做

好各方面的准备。如果本身是个心态

不好，不会自我调节的人，整天会因

为家务和孩子的事抱怨唠叨，这样的

全职妈妈对孩子、对家庭反而会有伤

害。

最后一个问题是，家人特别是丈

夫是否理解支持？孩子成长过程中，

父爱母爱缺一不可。如果，家中有了

全职妈妈，有些爸爸更觉得养育孩子

的责任理所当然由妈妈来承担，那样

就非常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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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家庭问题专家罗斯蒙德

曾谈到，现代父母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精

力和金钱比过去多，也更讲民主，但总体而

言，孩子却比过去骄纵。出现这种情况，是

因为家长在教育问题上存在似是而非的观念

。其实，如果父母能捕捉教育的最佳时机，

就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受挫时。良好的心理承受力不是与生俱

来的。美国发展心理学家卡罗尔· 德韦克博士

建议，孩子遭受挫折时，家长要用“成长型

理论家学习方式”教育孩子。如孩子被骗走

一块糖，要告诉他：这也是件好事，因为你

学会了识别谎言，以后不会再被骗。这样，

坏事变好事就逐渐成为孩子的惯性思维。

2.困惑时。当孩子感到困惑，家长就

可抓住他渴望解决问题的心理，及时帮着

疏理。比如，某天孩子回家不停念叨“什

么叫理解万岁”，妈妈可以自然地给孩子

讲自己与同事发生误会的事，并告诉她，

被人误会在所难免，如果自己没错，要及

时与对方沟通；有错就找机会道歉。

3.待客时。待人接物是孩子的必修课，外

出做客或家中来客人，孩子的言行都会不自

觉地“规矩”起来，家长可适时点拨，效果

很好。比如，客人带了礼物，爸爸可适当提

醒:“是不是忘记说什么了？”如果孩子还没

意识到，可对客人说:“谢谢您送的礼物，我

代孩子谢谢您！”，这时，孩子会自然的学

会说“谢谢”。

4.家长会时。不论表现好坏，家长会都

是孩子最不安的时候。父母不妨借此机会，

与老师充分沟通。尤其当指出孩子在校问题

时，要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先将孩子在家

的优良表现向老师汇报，并充分交换意见。

沟通结束后，委婉地指出孩子的缺点和不足，

孩子一般乐于接受，并会在日后积极改正。

5.感兴趣时。发现孩子用物品探电源插

座等举动，家长会立刻制止，但此时还要看

到孩子对家用电器的浓厚兴趣。

6.不良行为刚露头时。孩子养成坏习

惯，往往与初次发生不良行为未能及时纠正

有关。幼儿没有是非观，如把食物扔地上、

无缘无故打小朋友、不给吃就大哭等，家长

应抓住这“第一次”，帮孩子打下好基础。

7.取得成绩时。孩子取得成绩时，自信心

也比平时强，家长要抓住这个机会加以肯定和

鼓励，帮他把一时的热情转化为持久的动力。

同时，也别忽视可能出现的骄傲自满情绪。

8.小伙伴取得成绩时。心智发展成熟的

孩子都有不甘落后的共性。小伙伴取得成绩

时，孩子表面上可能满不在乎，但往往暗下

决心，要迎头赶上。父母应抓住时机进行指

导，提出适当的目标。切不可过分攀比，伤

了孩子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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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元老”汪東興不倒之謎：
曾與多位高官沖突

1955 年，汪东兴被授

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

衔，而此前他既没有显赫

军功，也没有出奇战绩，

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

线上小心翼翼的努力。他

作为罗瑞卿副手，直接掌

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对

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

绝大责任。他除了在 1958

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

管内务的副省长外，再也

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

他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

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

书记，还是北京卫戍区三

人核心小组、中央军委警

卫局负责人，十一大更是

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

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

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

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

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

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

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

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

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

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

立了大功的。而叶群几次

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

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

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

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

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

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

诺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

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

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

（不止如此，因为毛泽东

对汪东兴亲口说了要设国

家主席，要让林彪当国家

主席）。所以，毛泽东对

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

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

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

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

等少数人知道外，其他的

都很泛泛。一旦当毛泽东

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

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

东一边。1966 年打倒刘少

奇是如此，1970 对林彪动

手时也是这样。

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

东一人而已，为了迅速解

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

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

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

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

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

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

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

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

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

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

至愿意担当游泳池派往毛

家湾的卧底（当然没有成

行）（汪东兴与毛家湾亲

近，甚至把毛泽东的文件

拿给叶群看。为什么毛泽

东容忍了？因为这是毛泽

东的意思，否则早把汪东

兴下监狱了）。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

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

帮开始反感，他立刻布置

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

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

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

他不动脑子可能也就在于

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

子，这就是在他的老主子

升天之后了。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

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

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

理，所以，他经常代表毛

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

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

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

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

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

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

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

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

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

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

70 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

人？不是摆老资格，就是

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

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

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

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

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

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

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

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

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

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

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

的情况。

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

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

了叶剑英，搞得叶剑英老

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

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

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

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

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

自恃有华国锋撑腰，以致

于继续怠慢这位老谋深算

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

下了苦果。

复出后的邓小平在谈

及同四人帮在 1974 至 1975

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

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

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

党校公开讲：邓小平和四

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

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

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

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

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

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

这种话传到邓小平的耳朵

里，结果一定是可以预料

得到的。

1977 年中央讨论关于

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

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

主席早在 1958 年就说过陈

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

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

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

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

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

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

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

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

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

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

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

1979 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

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

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

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

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

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

兴同志已经是走

在了革命的后面

，他不但不能为

继续改造我们的

党，发展我们的

国家，修正以往

错误的政策提供

好的建议，反而

一再干扰中央的

决断，这样的同

志继续在党中央

的领导岗位上，

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

志也是不会答应的。

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

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

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

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

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

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

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

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

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

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

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

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后，

他唯一的表示就是：看来，

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

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

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

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

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

有力的回应，所以，他对

此比较意外。

1976 年的怀仁堂事变

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

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

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

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

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

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

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

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

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

创中国 20年的新局面做了

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

实，也是不容抹杀的，也

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

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

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

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

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

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

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

基本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

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

来经常（在 90年代后）和

华国锋见面外，已经不再

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

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

一部回忆录，还遭到了来

自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

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

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

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

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

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

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

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

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

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

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

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

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

自赶到纪念堂，毕恭毕敬

地敬献花圈、花篮，成为

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的早

来常客。

附：汪东兴的儿
子汪振凯简介

汪振凯，男，汉族，

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现任

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

主任，少将军衔。历任北

京市红星农场管理部伙食

科科长、管理部副主任，

解放军西郊训练基地第一

警卫组副组长，组长。装

甲兵学院营务管理部副部

长、副政委、政委。军事

科学院行政部部长、训练

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

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党委

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办

公厅副主任，少将。

附 2：汪东兴的
女婿康永年简介

康永年，男，汉族，

现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后勤部管理局副局长，

武警大校军衔。历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 84450部队机关

干事、后勤部干事、科长、

组织处副处长、武警北京

总队机关管理局行政处处

长、局长助理、副局长、

代理局长、局长兼政委。

武警总部机关管理局副局

长、党委副书记。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汪东兴、
护士吴旭君在天安门城楼上

方大曾：第一位
在抗日戰場上

為國捐軀的攝影記者

方大曾，1912年7月13日出生于一个外交官家庭，

从小热爱摄影，在中国摄影水平整体落后于世界的那

个年代，他几乎是无师自通地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摄影

师。方大曾虽出身于官宦之家，但他的镜头中没有达

官贵人，更没有风花雪月的仕女照，对社会的关注让

他频频将镜头对准底层百姓，思考着社会的黑暗与不

公。进入上世纪30年代，面对风起云涌的战争形势，

热血青年方大曾拿起相机，饱含激情地记录了中国军

民的抗战准备，同时揭露出日军的种种丑恶行径。

1938年2月，当著名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 卡帕来

到中国抗战前线进行采访时，或许很难想象，许多中

国同行此前已经用手中的照相机阐释着他的名言了——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方大曾，无疑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传奇人物。

1936年年底，绥远抗战爆发。方大曾只身北上，

深入绥远抗战前线。在持续40多天的战斗中，他凭借

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与毅力，孤身一人在茫茫荒原

上追逐着战火的脚步，拍摄了大量纪实照片，真实地

记录了绥远抗战的过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方大曾第一时间赶赴前

线。在华北战场上拍摄采访了 3个月后，这位蜚声国

内的战地记者突然失踪，从此再无音讯。

他是第一位在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的摄影记者，将

生命的形态永远定格在了25岁，只留下家人和朋友年

复一年的等待。

余华在其《消失的意义》中这样评价：“方大曾

的作品像是上世纪30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

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这些精美的画面给今天的我们

带来了旧式的火车、早已消失了的码头和工厂、布满

缆绳的帆船、荒凉的土地、旧时代的战场和兵器，还

有旧时代的生活和风尚。然而那些在一瞬间被固定到

画面中的身影、面容和眼神，却有着持之以恒的生机

勃勃……当一切都消失之后，方大曾的作品告诉我们，

有一点始终不会消失，这就是人的神色和身影，它们

正在世代相传。”

时至今日，方大曾拍摄的837张照片悉数为国家

博物馆收藏，这位传奇的战地摄影记者终于从尘封的

历史中被重新发现，连同那段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同

进入现代人的视野。

《绥远——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

是国家博物馆的杨红林先生自2010年起研究方大曾照

片的所得。他将这些珍贵的照片“嵌入”真实的历史

当中，引领读者重新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更以

此来展现一代传奇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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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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车出行，把车停在正规的路侧收费

停车位上，车主原本以为可以放心了。但是，

取车时发现车身上被划了道子，或者车上

被砸了几个坑，责任应该谁来承担？很多

车主觉得，既然交了停车费，停车管理员

就有责任看管。如果车被损坏甚至丢失，

管理员、停车公司就有责任赔偿。

但是一些停车公司却表示，收取的

停车费实际为“占道停车费”。也就是

说，收的是占道的钱，并不是看管的钱。

如果车损坏了甚至丢了，只能自己负责，

停车公司没有责任。对此，本市的机动

车停车管理办法中，也没有明确说明。

遇到这种问题，车主们应该怎么办呢？

还有车主担心，北京即将试点的停车电

子收费，到时候没有了停车管理员，车

被砸被划了，该去找谁赔呢？

核心事件

车身被砸小坑 却被告知无责

今年5月1日，李敏（化名）的车被

砸了，而且还是在正规的停车位里。李

敏回忆，当时她把车停在鲁谷路永乐西

小区公交站旁边的停车位上，这是路侧

的正规停车位。取车时，她发现车门上

有几个坑，像是被砖头砸的。

当时，李敏找停车收费员理论，但

收费员却说，只管收费，没有义务看车。

虽然看到车门被砸，但那位收费员仍然

要她赶紧交停车费。李敏说，当时她很

生气，想让停车管理员赔钱，但管理员

拒绝。于是，李敏报警了。警察到场后，

希望双方协商解决。李敏说，从那天至

今，她虽然找到了停车管理公司的电话，

但一直联系不到负责人，更别提赔偿的

事情了。

李敏称，警方也支持她的看法，认为

停车场方面有看管的责任，应该对车辆的

损失负责。不过，当时的那位收费员拒绝

赔钱，让她去找公司。这几天，她一直在

给停车公司打电话，但由于找不到停车场

负责人，李敏也一直没拿到赔偿。

北京市交通委的网站上，可以查询

到北京市内全部正规路侧停车位的信息。

记者查阅发现，李敏停车的鲁谷路路侧

停车位为正规备案车位。李敏告诉记者，

停在正规车位上，车被砸还称没人负责，

真的不知道该去找谁讨说法了。

2012年5月9日晚，车主钱先生把车停

在月坛南街路侧停车位，取车时发现车

被损坏、车内物品被盗。随即，钱先生

将停车公司诉至法院。庭审时，停车公

司就变成“公司收的是临时占道费，并

非保管费”。

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各地也曾多次

发生。在湖南常德、陕西

西安、辽宁大连等多个地

方，也都发生过类似事件

。因为赔偿责任问题，车

主和停车公司争执不下。

不过，各地政府的答复却

各不相同。大连市价格监督

检查局就表示，没有占道停

车费的说法，停车公司应

该负看管责任。常德市停

车收费办却称，车损不属

于停车公司赔偿的范围。

记者探访

各地说法不一 或赔偿或不管

对于收费停车是否有看管责任的问题，

记者走访了市内多个正规备案的路侧停车

位，询问了多个停车管理员和多家停车公

司。记者发现，各公司的说法千差万别。

有的信誓旦旦，称肯定负责看好，如果出

问题就会赔偿。有的则说附近有监控，如

果出事情肯定能找到作案者。也有的说，

不负责看管，如有贵重物品或担心被划

车，就干脆不要停在这里。

在西城区西单华远街的路边，有一

排正规的路侧停车位，停车价格为第一

小时10元，以后每小时15元。停车管理

员说，如果车位上的车被划伤、被砸坏，

停车管理员和停车公司肯定是有责任的。

这位管理员说，如果出了那种事，他会

先带着车主去查监控，并一起报警。他

指着旁边电线杆上的监控探头说，西单

附近地区的监控很严密，应该能查找到

划车的责任人。如果实在找不到责任人，

这位管理员说，停车公司就会作出一定

数额的赔偿。

但在东城区崇文门的路侧停车位，

管理员却说，他们收的只是“占道费”，

并没有看管车辆以及车内财物的责任。

如果车内有重要物品，或者担心汽车被

划伤、被损坏，“就干脆别停在这里

了。”在天坛东门外的路侧停车位，停

车管理员说，如果出了事情，可以帮助

报警调取监控，尽量找到作案者。但对

于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管理员表示要看

公司的最终决定。

记者发现，本市正规路侧停车位所配

备的停车管理员数量，远远不能达到看管

所有车辆的标准。记者粗略统计发现，一

般每个停车管理员要看管30个左右的车位

。如果车位停不满，管理员还能来回骑车

巡视，有精力看管。但如果几乎停满车

，管理员就会忙于前后奔跑收费，根本无

暇看管。而且，虽然本市路边的监控探头

很多，但在路边、树下仍有很多死角，根

本不在探头的视野当中。

交費停車被砸車主找誰索賠？
各地說法不一

侵華日軍細菌戰、強征“慰安婦”
罪行又添新證173件

记者12日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获悉，该馆最新获赠 173

件反映侵华日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和

研制细菌武器、强征“慰安妇”等方面

的史料，包含美国国家档案馆和美国军

事部解密的部分文件、照片，来自侵

华日军私人相册的“慰安妇”历史照

片等。

这批珍贵史料主要含3部分：

一是反映侵华日军在中国实用化学

武器和研制细菌武器的重要证据，如美

国国家档案馆存档资料“1934年至 2006

年间日本战争罪行与日本生物战特定文

档”“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帝国政府记

录”“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的记录”和

“日本战争罪行和相关主题：国家档案

馆资料指南”等；1942年美国海军部化

学战防护学校的课程笔记与考卷、相关

化学战的档案资料；1950年苏联出版的

英文版《日军实用生化武器的批判》一

书，内容涉及在南京的日军 1644部队指

挥官佐藤俊二研制细菌武器的完整证

词。

二是反映“慰安妇”问题的史料，

如 1939年日本政府派往中国的日本“慰

安妇”照片，该照片来自一名侵华日军

的私人相册；太平洋战争期间被日军从

印尼抓捕的性奴隶照片；一组 1938年被

日军随军携带到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的

“慰安妇”照片等。除了历史旧照，还

有一批由海外出版的揭露日军“慰安妇

”制度恶行的书籍，如 2004年美国出版

的《上海到上海——一位日本帝国军医

的日记》，详细记录了1937年至1941年

军医麻生彻男在上海、南京等地为“慰

安妇”体检、治疗性病的情况，书中还

收取了日本军开设的慰安所和民间私营

的慰安所的照片资料等，与中国“慰安

妇”研究中心对国内慰安所遗址调查相

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三是反映国际社会援华的史料，其

中有 1940年美国国会回复美国教会表示

国家愿意资助中国抗战的信件原件等。

据了解，这批史料均由美籍华人鲁

照宁捐赠。2004年以来，他已先后12次

向该馆捐赠实物、史料等超过1500件。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馆长张建军向鲁照宁颁发了捐赠证书

。“搜集抗战文物已经成为鲁先生的历

史使命和职责，这批珍贵史料将在研究

整理后充实到馆藏中去。”张建军说。

山西交通協管員被酒駕男
拖行266米殉職嫌疑人自首
长治市一交通协管员在临时检查

点查酒驾时，被一男子驾车拖行266米

后殉职，目前嫌疑人已自首。

12日 13时，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五大队在长治市郊区漳化北线漳泽

水库公园路段设置临时执勤点，开展

酒驾醉驾集中统一行动。14时 30分左

右，一男子驾驶一辆黑色小型货车由

东向西驶来，看见前方交警执勤查车

时，立即减速掉头。交通协管员王东

华见状，越过中央隔离带，示意其靠

右停车接受检查。

王东华来到肇事车辆左侧时，该

男子突然向左打方向，加速行驶，车

辆左前角撞向王东华。王东华抓住车

辆保险杠左侧，被拖行 266 米左右。

最终，车辆刹车将王东华甩到路边后

逃离现场。现场其他民警迅速将王东

华送至医院抢救。15 时 50 分，王东

华经长治市第三人民医院抢救无效身

亡。

事件发生后，长治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派出刑技、技侦、网监等部门全

面布控缉查肇事车辆，并成立专案组

开展案件侦查工作。17时 20分，犯罪

嫌疑人姜某某到郊区分局富村派出所

投案。据姜某某供述，当日中午，他

在家喝了一瓶啤酒，下午开车到漳泽

水库坝下公园游玩，遇见交警查车便

减速掉头，交警示意停车时，欲躲避

检查，将协警顶在车前拖行一段距离

后甩在路边，逃离现场。

目前，长治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已

刑事立案，并以涉嫌故意伤害，对犯

罪嫌疑人姜某某予以刑事拘留，案件

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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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移民局今秋或調漲各項費用專家：盡快提交移民申請
据美国中文网报道，美国公民及移

民服务局（USCIS） 调整身份、申请绿

卡及入籍费用，将出现重大调整。根据

联邦宪报（Federal Register） 4 日公布

的消息，移民局计划调涨各项费用，涨

幅最高逾两倍。专家预计新收费标准秋

季开始实施，要避免高额收费，有需要

的移民最好尽快递交申请。

联邦宪报称，1990年首席财务官法

案要求USCIS每两年进行一次移民检查

费账户评估。2016/2017财年收费评估显

示，平均收费需要上涨 21%才能保证收

回全面开支。移民检查费账户占移民局

2015财年资金的将近 94%。其余费用来

自其它收费账户和小额可支配拨款。

在普遍提高收费的同时，移民局也

将首度降低“低收入户入籍优惠”的收

入标准，“并给予半价优惠”。宪报提

到，移民局有权确定收费标准，直到全

面收回各项服务开支。

移民局上次是根据2010/2011财年评

估，2010年 11月调整收费。根据 4日的

联邦宪报，这次调整收费评估有 2个月

的开放期，即在 7月 5日之前可接受各

界建议，移民局随后进行整体评估并通

过联邦宪报公布最终规定。

伊 利 诺 伊 移 民 难 民 权 益 联 盟

（ICIRR）资深政策主任曹以仁4日指出

，目前全美约有 880万符合入籍条件、

却未申请入籍的永久居民。他估计新的

收费标准，将从今年秋季开始施行，要

避免支付更高额的相关费用，最好把握

时间尽快送出申请。

曹以仁强调，移民局的新收费提

案，包括绿卡申请费将从 985元提高到

1140元，增幅约 10%；更新绿卡费用将

增加 90元；申请重发公民纸费用从 345

元，提高到 555元，而公民父母替孩子

申请公民纸，费用从现行 600元提高到

1170元，接近翻倍。

在新的各种费用调整标准中，其中

特许豁免申请（Application for Waiver

of Grounds of Inadmissibility）费用，从

现行的200元，大幅调高到715元，飙涨

258%，涨幅居所有调整项目之冠。

“除了大幅调涨各项申请绿卡及移

民费用外，移民局这次新政策的创举，

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降低了‘低收入户

入籍优惠’的收入标准，以往必须在联

邦贫穷线150%以下者，才能使用入籍优

惠，新提案规定只要收入在联邦贫穷线

200%以下，即可享受五折优惠。”曹以

仁表示，全美约有 9万人可根据这项新

规定而受益。

此外，记者采访了移民律师汤学武

，他说，以投资移民为例，移民局在过

去几年中申请费用的涨幅已经翻倍，如

今又要涨价。申请费用大幅涨价，但是

工作效率却止步不前，甚至越来越慢，

完全不符合市场的规律。

不过此次，移民局也首次降低了低

收入户入籍优惠收入标准，以往必须在

联邦贫穷线150%以下的申请者才能使用

入籍优惠，在新提案的规定下，只要收

入在联邦贫穷线200%以下，就可以使用

全新的五折优惠。

移民局的这份费用调整方案，将从

4日开始到 7月 5号，接受各界提出的建

议，再进行整体评估，预计新的收费标

准，将从今年秋季开始施行。

第三次移民潮 中国上万家庭投资

移民来美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大陆 13000多

个家庭通过EB-5移民美国，远远超过世

界其他国家，让人们感受到了第三次移

民潮的到来。与第一次劳工移民潮和第

二次技术移民潮不同的是，当前的移民

潮以投资移民为主。

来自EB-5行业协会 IIUSA的消息，

本月 3日最新的EB-5投资者来源地报告

显示，1992-2014 财年，中国大陆累计

13,392个家庭获得EB-5签证，远远超过

世界其他国家。获得EB-5签证最多的国

家和地区（中国大陆第一、越南第二、

中国台湾第三）。中国大陆累计有 13,

392个家庭获发投资移民签证 I-526(有条

件绿卡，两年后转为永久绿卡—侨报网

注)，占所有获批人数的 67.5%，投资金

额累计达66.96亿元。

2015年底，国会办公室宣布EB-5项

目按原样延期至2016年9月30日。如今，

EB-5投资移民项目在资金、名额、审查

程序、区域中心和目标就业区的具体规

定等各方面饱受争议，亟待改革。

两个月前，参议院曾召开听证会，

重点讨论 EB-5 投资移民项目中的欺诈

问题。4 月 13 日，国会参议院司法委

员会为 EB-5 投资移民项目“目标就业

区”问题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

不止一名国会议员和其他参与者指

出，现行的 EB-5 投资移民项目中有关

于“目标就业区”的规定，以“高失

业率”或“偏远地区”为主要划分标

准，在满足标准的“目标就业区”投

资，最低金额是 50 万美元，而非目标

就业区则需要 100万美元的最低限额。

为了吸引投资，有些繁华地区的投资

移民项目就把项目所在地的失业率和

周边地区失业率进行“强行平均”，

以达到目标就业区标准。EB-5 投资移

民名额紧张是近年来的事情，之前移

民局一直在大力推动这一项目，因此

对“目标就业区”划分认定的监管不

够严格，因此造成许多中部需要投资

的地区吸引不到投资、而类似纽约曼

哈顿的富裕区域却成为“目标就业区”

吸引到较多投资的荒谬结果。

有议员曾起草了一份关于EB-5项目

改革的提案，内容包括EB-5区域中心计

划延期 5年、把目标就业区等特殊地区

的最低投资额上调到 80 万美元、每名

EB-5申请者为“9.11基金”交费 1万美

元、创造的就业机会按直接就业的 1/10

计算，等等。但是，这个提案在国会没

有获得通过

移民政策調整
移民加拿大有望迎來新的春天

加拿大——地域辽阔，环境优美，人口稀

少，资源丰富，经济发达，生活水平高，社会福

利制度完善，是很多人理想的生活国度。加拿大

亦是老牌的移民大国，历来一直奉行“广开大门

迎移民”的政策，虽然加拿大之前收紧了移民政

策，甚至出现了“一刀切”的局面，但是，随着

时间的推进，加拿大移民有望迎来新的春天。

一、团聚移民名额翻倍，增至万名

加拿大当地时间2月26日，联邦移民部正式

宣布从2016年开始，加拿大团聚移民申请名额的

上限由5000人增至一万人。此消息一出，振奋了

众多移民申请者的信心。

二、魁省技术移民下一轮申请配额增加至

5000个，投资移民5月原条件重启

魁省技术移民重新开放申请，6300个配额分

两轮申请，原本定于 2016年 1月 28日至 2016年 3

月 31日开放的第二轮申请(2800个配额)，现调整

为2016年6月13日至2016年6月20日开放，且配

额增至5000个。

魁省投资移民将于 5月中旬原条件重启，无

语言、学历、年龄要求，22万加币，低风险，一

步到位拿枫叶卡，是目前移居加拿大的优势通道

之一。和中移民提醒您，魁省投资移民每年在中

国地区仅1200个名额，如果您有意通过魁省投资

移民移居加拿大，还是要尽快准备抢名额。

三、《公民法》大幅修改 入籍更轻松!

加拿大移民部长麦家廉近日公布了加拿大

《公民法》C-24修订，变化较多，尤其是对入籍

要求更加宽松。首先，废止“公民若搬到加拿大

境外，废除其公民身份”的政策;缩短居住时

限，原申请者必须 6年内在加拿大注满 4年才可

申请，现在时限缩短为 5年内只要注满 3年即可

申请就可以了。另外，移民局还放宽语言测试、

公民知识测试年龄，18岁以下 54岁以上也可以

参加。

四、配偶落地即永久居民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16年2月29日，移民

部长麦家廉称，他计划在未来数月里为加拿大夫

妻团聚政策带来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让加拿大

人所资助的配偶在落地后立即获得永久居民身份

。和中移民认为，虽然目前法案未正式出台，但

是从政府的措施来看，距离法案的出台势必不会

太久。

想好了嗎？
移民加拿大後該住在哪個城市呢

近年来，出国移民在高净值人群中渐成一股趋

势。其中，老牌移民国家--加拿大相对于国人来

说，无论是从薪资福利还是居住环境上都更胜一

筹，吸引了大批国人前往。那么移民加拿大后，哪

个城市最适合居住呢?

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的建筑融合了现代与怀旧，优雅的历

史古结构巧妙地搭配21世纪现代感十足的外观。蒙

特利尔有“尖塔之城”的美誉，全市的哥特式教堂

繁多，甚至超过了古城罗马，每跨一两个街区便可

看到一个教堂。

生活在蒙特利尔的华人表示，这里气候宜人、

雨量充沛、气温适中。喜爱复古建筑风格的国人，

可以选择移民之后来到蒙特利尔居住。

多伦多

多伦多是加拿大第一大城市，是加拿大文化、

经济的发源地，也是交通要枢，兼全国制造业的心

脏。在多伦多的对岸，是美国的纽约州，闻名世界

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距多伦多仅100公里。

多伦多一年四季分明，气候温和，1月的平均

气温为-6.7℃，7月为 20.5℃。如果你在冬天来多伦

多，你需要带上厚外套或大衣、防水靴子、手套和

羊毛帽子;如果你夏天来到，薄衣服就最为舒服。

对于移民加拿大的国人，多伦多是非常适合国人居

住和生活的城市。

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市素有“花园城市”之称，是以英国

女皇维多利亚的名字命名，1862年正式建市。如果

说温哥华是个喧闹的大都市，维多利亚则是一个悠

闲、温文而雅的小城，经历了欧洲文明的洗礼，不

论在建筑、文化、风俗习惯上，维多利亚都显得很

英式。

这里的气候属于海洋性气候，一月份气温

4℃～5℃，雨量少、阳光充足，温和的气候使得维

多利亚市成为很多国内移民申请人理想的居住城

市。维多利亚更适合喜欢安静或者想养老的人居住。

温哥华

加拿大第三大城市温哥华有“太平洋门户”之

称，四面环水，是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最大天然良

港，是众多的亚裔人聚居的城市。温哥华是一个把

现代都市文明与自然美景和谐汇聚一体的美丽城

市。

温哥华四季宜人，是全加拿大冬季最暖和的城

市，最冷的 1月平均气温为3℃，7月的平均气温为

17℃。宜人的气候条件和旖旎风光吸引着世界各地

的来客。想要在加拿大拥有更多华人氛围的移民可

以选择在温哥华居住，天伦之乐只要在此就能拥

有。

歐洲移民資訊：和家人“移”步到位 去歐洲!
我们经常听到欧洲投资移民的宣传

中说“一人申请，全家移民”。诚然带

着全家人一起去呼吸新鲜干净的空气，

去品尝健康美味的食物，去感受美妙的

地中海风情，不是一次旅行就能满足

的。新启点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移民中

与家人有关的那些事。

欧洲投资移民项目申请者为主申请

人，主申请人可以携带自己的家人一同

移民，携带的家人被称为附属申请人。

一同移民后可以获得和主申请人相同的

移民身份，这种宽松的移民政策，非常

适合中国移民者。

那么问题来了——“全家”包括哪

些人呢?

NO.1允许携带申请者配偶和子女的

移民国家：意大利、塞浦路斯、匈牙利

基于 “夫妻关系大于亲子关系”

的理念，西方很多国家对于伴侣关系的

注重和希望子女独立的意识非常明显。

因此，欧洲移民国家对于申请者配偶并

无规定，而对所携带子女有一定要求。

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投资移民项目要

求子女要未满18周岁，塞浦路斯购房移

民和护照项目对子女要求则较为宽松，

购房移民要求子女在 25周岁(未婚、在

读、经济不独立)以下，护照项目要求子

女在 28周岁(未婚、在读、经济不独立)

以下即可。

NO.2允许携带申请者配偶和子女、

申请者及配偶父母的移民国家：西班

牙、葡萄牙、希腊

对于子女的要求，西班牙和葡萄牙

购房移民项目要求携带子女要在18周岁

以下，希腊购房移民项目要求子女在 18

周岁以下或者18到21周岁未婚、在读、

经济不独立。

对于携带双方父母，这三个国家都

要求证明父母经济不独立即可，其中葡

萄牙在新政中放宽了对父母的要求，即

父母在65周岁以下经济不独立或者65周

岁以上无此类要求。

宽松的欧洲移民未来可能会走向紧缩

新启点移民专家 Emma认为，新政

过后，大多数欧洲投资移民国家正处于

政策的宽松时期，而据这几个国家移民

局的相关数据和内部消息显示，由于政

策的宽松和汇率的利好，投资移民申请

开始出现排队现象，档案和申请开始积

压。

申请排队、房地产市场的趋向饱和

以及投资市场资金逐渐充足的现象，意

味着欧洲国家投资移民项目出台和改革

的目的也快要实现了。Emma表示目的

一旦实现，这些欧洲国家的投资移民政

策就有收紧的可能了。建议现在有移民

倾向的客户早作打算，尽量不要等到门

槛变高以至于错失良机。想了解更多移 民相关信息也可登录网站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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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鬼才賈平凹聊文學
最近几日，也仿佛是约好了似的，每天下

班后，就一头扎进范超的新语态小说《常谈

——曲江池畔与贾平凹先生走路记》里，跟随

着大师贾平凹一起走路，一起聊天，一起品茗，

一起谈古论今，一起穿越，感知文坛鬼才贾平

凹的内心世界和文学秘境……

全书记述了作者与文坛鬼才贾平凹先生游

学曲江池畔的点点滴滴。每一次走路，都是从

贾平凹文化艺术馆“曲江七号馆”走起，环绕

着曲江，或明月相伴，或小雨微歇，或花香阵

阵，如此走上一圈，就又回到馆里，吃茶聊天。

走的是文学之旅，走的也是心灵之旅，每走一

次，就仿佛“得道”一次，“来时黑漆漆尽灭

的路灯，这时竟然都亮了，照耀得回家路一片

光明。”岂止是现实之路“一片光明”，就是

作者范超，还有我们每一个热爱文学的读者心

中的“文学之路”也是“一片光明”了。每一

走，都是一次文学大师和文化胜地的奇妙雅集，

每一走，都是穿越千年，文坛大家巨匠的心灵

兴会。每一次走路，话题尽管不一，但相对集

中，都与文学、文化相关，每天边走边说的虽

然都是片言只语，但是总不乏吉光片羽、灵光

吉言，如不是作者范超是个有心人，用心将此

记录下来，好多事好多话往往就说出了也随风

飘散了，而能够留下来的，也才是永恒的，留

在了这美好的曲江之夜里！

2014年8月，在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

协举办的为青年作家聘任文学导师仪式上，范

超荣幸地获聘为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先生的

学生，这让他有了更便利的“亲密接触”贾平

凹的机会和理由。2007年以来，范超从陕西一

家省级报社的编辑记者华丽转身，投身于西安

曲江新区的建设工作，参与重大文化景区、项

目和活动的宣传策划工作，同时开始坚持业余

创作，先后出版散文集《范超散文》《土天堂》

《大地结香》《乡城》《故乡空远》等 17本，

其作品因接地气、多层次多角度反映了乡村在

城市化过程里那如丝如缕的乡愁，多次获奖，

也引起了文坛的好评和关注，贾平凹甚至这样

说：“现在谁出一本书都不好意思说了，人家

范超最近出了一箱子书哈。”

在文化古都西安，在曲江，在满园水光潋

滟的曲江之畔，在皓月中天、一湖碧澈的曲江

文化生态园，有这样三五同道之人，环绕曲江，

夜夜走路，夜夜兴会雅集，走出了气魄，走出

了精神。在神奇古老的曲江这片土地上，曾经

演绎过多少文化的灿烂，从李白、杜甫、白居

易到贾平凹，千年的文脉，穿越曲江，会聚在

一起，让人迷醉不已。这是一场文化的盛宴，

这是一场文学的雅集，“私想那四时听曲游湖

所见，朝花绰约，夜月空明，清光潋滟，雨色

迷离，分秒间皆有所感，恰与高人交往所得，

大珠小珠落玉盘，自不会空手而归。”夜夜有

高人大家指点迷津，次次有雅士鬼才相伴兴会

阔谈，你不想进步都难呀。

即以“第五十走 暂坐”一节范超的妻子与

贾平凹所谈为例，每一句都于平凡中见出了精

神，“从先生游，字句点拨，涓滴照顾，醍醐

豁蒙，受益良多。”当范超的妻子说及做人要

实作文要曲时，贾平凹说，作文还是要虚些、

曲些，范超年轻、厚道、勤奋，有才华，主要

是对文字的感觉好着呢。在范超的妻子说出开

始写作时老是坐不下、进入不了状态时，贾平

凹附和道“都一样，都一样啊。”在范超的妻

子看来，贾平凹还是说得少，他更习惯于倾听，

但说的每一句都在点子上，一语点醒梦中人。

在贾平凹的“曲江文房”，这里虽然“门檐低

小，门牌微妙，极易错过”，但这里“入内则

蔚为大观，旷古风流，熙世乐事，不可复追。”

在此屋的墙上，有贾平凹手书的“暂坐”二字，

日日相对，范超、老郑、小夏、小左、大左等

人愣是没看出什么门道，不料范超的妻子看了，

却说：“贾老师，您这书法还是中英文结合呀！

您看您写的坐字，上面是OK，下面是土字。”

大家一看一听，恍然大悟，贾平凹说，谁都没

注意，只有你一个看出此中玄机。如此巧解妙

对，如此文思泉涌，如此雅集兴会，怎能不让

人心向往之、意会缠绵呢。难怪范超每一次离

馆回家，出门告辞都觉得美好，“望长天圆月

高挂，玉宇澄澈，路过曲江池，见满池尽盛静

谧清辉，不亦乐哉！”就在这样的走路游学

中，范超亲沐贾平凹的文学光辉，看他为读者

签名、书法、作画，解难解之事，看他放养乌

龟，放养蟾蜍，感受他浓浓文学情怀，感佩他

悠悠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善良、包容的不凡

胸怀。

《常谈》，谈出了文学的兴盛之象，也谈

出了贾平凹新时期以来一直在文坛上默默耕耘

的成功的法宝所在。从不懈怠、稳稳地前行着，

像牛一样躬耕着，把生土翻成熟土，把冻土翻

成热土，用一本本厚重苍凉的作品为中国文学

添砖加瓦、奠基夯土，这就是贾平凹所做出的

积极贡献。在与贾平凹走路聊天的日子里，我

们“得道”了，我们才会这样认识贾平凹、理

解贾平凹：“我们许成为不了他那样有强大定

力恒心的人，终生也不会取得他那样的成就，

但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职业，都必须心存这份精

神，向往这种境界，孺子可教，素质可染，实

者定慧，天下大事只唯老实而勤奋强力者得之，

点滴机巧断断不可取也！”

如此，那么，在漫漫长夜和漫漫长路上，就

让我们不抱怨、不解释、不臧否地奋发努力吧！

当我们懈怠时，揉揉眼，清醒的，庆幸的，向贾

平凹先生看齐，他带着灯，在前面走着。

鄧之誠《閉關吟》
1944年1月，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第四期刊

出谢兴尧文章《沙滩马神庙——老北大回忆之一》，

署名“尧公”。在这篇看似充满怀旧味道的文章里

面，却隐藏着一段危险的故事，我是最近才看出来

的。

半个世纪之后，谢兴尧将此文收入《堪隐斋随

笔》，去掉了副题，加了一条注解：“抗战期间，

日本人称北京大学为‘抗日亲王’，故意将北大红

楼改为宪兵队，太平洋战事起后，日人进入燕京大

学，将燕大教职员拘系于此，其中有洪煨莲、陆志

韦、张东荪、赵紫宸、邓之诚、陈其田、赵承信、

周学章、萧正谊、侯仁之等。见文如先生著的《闭

关吟》。”

邓之诚，字文如，号明斋，别号五石居士。

邓之诚羁囚一百四十一日（1941年冬至翌年春），

“狱中危困屈辱，忧国忧民，无望之中，吟诗自

遣。得腹稿百有五首。出狱之后，编为一卷，曰

《闭关吟》；另有狱中纪实之《南冠纪事》一卷”

（凌海成《五石斋诗集三种序》）。

凌海成称《闭关吟》仅印二百三十册（1946年

6月），这确实太少了，沧桑之后，谢兴尧的存本

保留下来，谢兴尧的心态却起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变

化。

前些日子偶然看到某人在网络上晒书，对某人

晒书，我一直持不屑的态度，这回却突然一怔。某

人这回晒的虽然还是新印本，却是新印本里的私印

本——《邓之诚诗集三种》，甚至还有邓之诚的几

幅私人照、邓之诚的小楷、诗集书影。我肯定是

“邓迷”，1955年三联版《骨董琐记全编》（初印

五千），我是见一本买一本，不怕重复。初印线装

本《骨董琐记》，更是早早就入手了。《邓之诚诗

集三种》是非买不可的，私印本一般不多印，我估

计也便宜不了，我估计得真准，真是四百元。连夜

联络微信上的朋友，这几位朋友都跟私印本这事的

事主有着不用拐弯的关系。

这么上心，结果当然美满，除了买到一本普通

编号本，事主还将仅做了十本的毛边本送了我一本，

理由是我为此书“仗义执言”，“褒奖有加”。

书到手，又增一喜，繁体字呀。看序、看后记

，不禁纳闷，这几位怎么这么会写，换言之，怎么

这么会说话。譬如“印这本小书，并不是为了迎合

当下氛围。但本书中有些内容也确实记录下神州

板荡，燕都沦丧之际，‘百万生灵中，不能逃及不

及逃’的某个微渺个体的遭遇与感受”；“汇集这

些诗作的《闭关吟》当年印制极少，故此建国后，

邓先生的《骨董琐记》才是‘好古者’鲜有不知的

著述，我自然也不例外。大约九十年代末期忽有众

多五石斋中旧物流散厂肆之间，随着不断接触与阅

读这些，才逐渐意识到当初对文如先生认知的肤浅

。今春，因缘际会，恰巧觅到了《闭关吟》稿本，

《五石斋吟草》稿本及清稿本三书。在友朋的怂恿

下，起意将其影印流布，使更多‘好古者’能够较

全面了解到邓之诚先生的学养行识，以及当年寇氛

正炽下的时局掌故”。

《天地》杂志出版之际“寇氛正炽”，说话和

作文自当小心，谢兴尧写到邓之诚时没敢直呼本

名，以“一个朋友”代之。写到邓之诚被日军关进

红楼地下室牢房，谢兴尧用了这样的隐语：“本来

这位朋友是在‘燕大’教书，后来因为国际关系，

便同其他几位都被安置在这红楼上，他们差不多又

都在‘大楼’任过课，以前是自来自去惯了，而这

次竟成了昆曲里的‘奇双会三拉团圆’，‘只见其

入，不见其出’。”

到了《堪隐斋随笔》这里，删去了“昆曲里

的‘奇双会三拉团圆’”句，这倒没啥大碍，问

题出在添句。《天地》里这段：“在前几年我每

次到西城上课，总是坐着洋车经过沙滩，因为时

常往来，也不觉得怎样。偶尔仰望红楼，看见一

层层的玻璃窗，都关闭得严严的，朝阳的红光由

玻璃上反射出来。一方面对住在上面的几位朋

友替他们默祷祈福，一面对此高楼有江山如故之

感。”

五十年后，《堪隐斋随笔》里这段于“也不觉

得怎样”后面添上了“现在则不同，许多师友关在

里面仰望红楼”一行，突兀的“关在里面”，与前

面的吞吞吐吐，很不搭界。旧文修改，人之常情，

但多少应该交待一句，不然的话，后人会错以为

《天地》很大胆，谢兴尧很胆大。如果收入《堪隐

斋随笔》时，此文末尾不缀“民国癸未小雪写于北

京 一九四三年，《天地》第四期”，我也许不会冒

昧地挑剔这样的小毛病了。

一开始，我的心思并没有想到对照原刊上，

《天地》不知给我装到哪只纸箱里了。谢兴尧

此文开头引了一首诗：“最喜池塘柳藏鸦，一

角红楼总被遮。絮化浮萍萍化柳，切负孤负柳

生花。”

谢兴尧写道：“前面这首诗，是去年（壬午）

春间一个朋友写在手枕上送给我的。”我在《闭关

吟》里找到了这诗，后三句都一样，第一句则是

“池塘最爱柳藏鸦”。邓之诚外孙凌海成云：“文

如公释放于壬午夏四月朔二日，《闭关吟》录毕于

数日后的四月十日，岂非刻不容缓耶！”录毕之后

马上抄示谢兴尧，可知两人是亲密的朋友。谢兴尧

写道：“但这位朋友，他始终不肯向我解释这首诗

的意旨，不过是我自作聪明的‘杜注’而已。”

如此看来，《沙滩马神庙——老北大回忆之

一》实际上是借回忆老北大之名，行为邓之诚鸣冤

之意。我如梦方醒，终究将《天地》找出来，也许

谢兴尧是第一个将燕大教员被日军囚禁的事实披露

出来的，意义别具，而被囚教员之一赵承信《狱中

杂记》的发表则是在河清海晏的1946年了。

说来又要责备自己，刊载《狱中杂记》的《大

中》杂志我是有存的，不知塞到哪只纸箱了，所以

本文无法从《大中》里用点儿材料了。

女孩患罕見“自殺病”
積極面對傳播正能量

21 岁的艾米库克(Amy Cook)身患罕见的三叉神经

痛疾病，它是一种影响三叉神经的慢性疼痛性疾病，

它会将疼痛从脸传到大脑。当被告知目前没有有效的

治疗方式时，她感觉像是死刑一般，但她决心积极面对。

三叉神经痛(TN)病人有很高的机率会结束自己的

生命，因此它被称为“自杀病”，患者会发现，即使

是轻微的触碰，如刷牙或者化妆，也会引发一阵剧痛。

对于艾米来说，最艰难的是她知道这种疾病目前是无

法治愈的。“当我第一次知道我的病时，我很震惊，

得知这种状况无法治疗，我觉得我的生活结束了，然

而我还如此年轻。”她说，“我可以明白它为什么被

称为‘自杀病’。有时候我从睡梦中醒来会觉得，我

讨厌我的生活。它让我感觉这是如此的糟糕，但我却

无能为力。”

在艾米确诊之前，人们认为她是在撒谎。她开始意

识到，她的朋友疏远了她，因为他们觉得她总是在抱怨。

她看起来十分健康，所以人们并不相信她，他们认为她

只是想吸引注意或者编造了这种痛苦。

确诊后，艾米被迫每天吃大量的止痛药，并接受臭

氧治疗，尝试减轻痛苦。尽管每天都经受着痛楚艾米仍

然决心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她说：“多数人并不知道三叉神经痛(TN)是什么，

如果有更多的人能认识它，它将会得到更严肃认真的对

待。”她决定要提高大众对这种疾病的认识，她很欣慰

地知道在这种罕见的情况下，她并不孤独。

“我意识到我必须接受现实，妈妈的支持使我得以

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我妈妈为我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

她的决心让她感受到，这就是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

近日，美国旧金山一处仅有

640平方英尺(约 60平方米)的住

宅竟拍出了138万美元(约合人民

币900万元)的高价，着实令人震惊。

这处房屋始建于 1906 年旧

金山大地震时期，已有超过 100

年的历史。它的上一任主人在

1973年用 3.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24.1 万元)购得此处住宅。由于

房屋主人逝世后没有留下遗嘱，

因此该房屋被公开拍卖。让人吃

惊的是，这所略显简陋且年代久

远的住宅受到了市场热捧，竟拍

出了138万美元的高价。

这所房屋虽小，但五脏俱全。

卧室、浴室、酒窖和车库等设施

应有尽有。它坐落在科尔谷，从

客厅便可以看到山谷风光、圣依纳爵教堂和金门大桥等

美景。此外，房屋还紧邻大街，商店、咖啡厅、餐馆等

一应俱全，生活十分便利。

据了解，该住宅又被称作“地震小屋”，曾在大地

震时期用来安置灾民，是旧金山仅存的几处地震时期遗迹之

一。

美60平米百年老宅
拍出900萬元高價

勵誌！
美64歲婦女健身狂甩70斤獲贊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温迪•艾达(Wen-

dy Ida)拥有完美的身材和六块腹肌，现年

64岁的她常常被误认为比其 41岁的女儿还

年轻。

温迪已经是3个孩子的奶奶，但是仍然常

被人认为只有30多岁。她将自己的好身材归

功于每天一个半至两小时的刻苦锻炼。温迪曾

经在一段关系中备受苦楚，当时她的体重达

到195磅(约176.9斤)，自尊心严重受创，人生

陷入了绝望的低潮。43岁时，温迪结束了那

段感情，并决心做出改变。她开始尝试健身

，最终成功减掉了80磅(约72.57斤)。

温迪为改变自己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起初她毫无信心，觉得为时已晚。“改变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温迪坦言。在训练过

程中她走过弯路，体重也几度回弹，但她

咬牙坚持了下来。“我接触到负重训练，

并发现这对于增肌和减重都颇为有效。”

在健身房进行有氧运动的同时，温迪也在

家跑步，并开始通过萨尔萨舞(salsa，一种

拉丁风格的舞蹈，其热情奔放的舞风不逊

于伦巴、恰恰，却比它们更容易入门)、街

舞和健美等多种方式塑造体形。

健身带给温迪的不仅只有曼妙的身材

和令人羡慕的腹肌，还让温迪重拾对自己

和人生的信心。她说自己在 43岁的时候重

获新生。57岁时，她第一次参加了健身比

赛，拿到了3座奖杯。此后，她先后获得了

8次全国冠军。2012年，温迪同时获得两项

吉尼斯世界纪录：一是被认证为世界上年

龄最大的活跃在业界的健身教练。二是1分

钟做 37个立卧撑(一种结合了深蹲、俯卧撑

及跳跃一连串的动作，在短时间内会将心

跳率拉升到将近人体最大值)。她以此来纪

念自己走出家暴的阴影，同时庆祝自己 60

岁的生日。

现在，温迪不但帮助家人塑造更好的

体型，而且正在帮助其他女性抛开过去，

重拾健康，甚至是改善生活。她表示，自

己从运动中获得了信心，现在也想鼓励和

帮助其他女性，告诉她们无论在什么年龄，

生命都能精彩非凡。

神奇！美國壹鱷魚按鈴
求開門視頻走紅網絡

近日，一段关于一只鳄鱼

攀爬在一户人家门口并试图按

门铃的视频走红网络，引起网

友热议。该事件发生在美国南卡

罗来纳州，视频拍摄者加里•罗

杰斯(Gary•Rogers)表示，作为

一个外乡人他很少见到鳄鱼，所

以出于好奇拍摄了这段视频。画

面中，一只鳄鱼先是在房子周围

爬行，随后爬上了大门并攀附在

门上，看起来像是想按门铃一样

。尽管鳄鱼并没成功按响门铃，但是门把上已

经留下不少划痕。屋主杰米•贝利(Jamie•

Bailey)当时正在外工作，起初她听说这一消

息时以为是恶作剧玩笑。虽然在这一带经

常能看见鳄鱼，但看到邻居发送的鳄鱼就

在她家门口的照片后，杰米非常震惊。不

过，由于视频中的鳄鱼并无攻击性，所以网

友观看后纷纷表示有趣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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