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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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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人物

鄧公理 博士
畢業於台大電機系﹐榮獲普林斯頓大學全額獎學金﹐取得電機博士學
位﹒同時也擁有20多項專利﹐發表上百篇論文﹐在學術﹑科技創新﹑美
國百大企業文化具有豐富經歷﹒目前致力於PQ熱情指數(Passion
Quotient)質商培訓和理論研究﹐在休士頓成立顧問群﹒推廣PQ質商培
訓優勢﹐找尋熱情原動力﹒

B12休城僑社
星期三 2016年6月8日 Wednesday, June. 8, 2016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為服務社區讀者，美南新聞大樓
提供各類刊物供民眾免費索取，
除美南日報免費索閱外，現場也
有2016休士頓黃頁、美南報業
電視傳媒集團30周年紀念特刊、
休士頓旅遊指南和犯罪預防手冊
，豐富多樣的免費刊物，讓讀者
輕鬆掌握休士頓生活情報，有興
趣的民眾動作要快，刊物數量有
限，索完為止。

休士頓黃頁內容詳實，除完
整確實的商家連絡資訊更新，方
便索引外，白頁部分也包含領館
連繫電話、申辦美國護照須知、
公民入籍考試題庫、中英對照醫
療用語、教育體系、理財規畫、

吃喝玩樂、旅遊熱點、省稅計畫
、美國大學排行與交通運輸資訊
等，一本在手，掌握生活大小訊
息。

休士頓旅遊指南則為來訪休
士頓旅遊的數百萬名遊客提供有
效的指南，包括世界級的購物商
場，百老匯風格的娛樂及豐富的
美食文化、當地不吃不可的美食
小吃和不可錯過的旅遊景點，邀
請遊客一起體驗休士頓文化魅力
。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30周
年紀念特刊則記載美南新聞走過
30多年，在當地華人媒體屹立不
搖的秘訣，刊物裡有30年來經辦
過的大小活動記載和企業精神介

紹，相當有紀念性。
犯罪預防手冊則提供華人民

眾如何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用中
文編制方式，讓民眾提高警覺。
內容涵蓋交通法制、預防搶劫信
息防範、居民安全信息、人身安
全、家庭暴利信息幫助、防盜警
報器、兒童安全、防範詐騙、身
分竊取、偷車賊及車輛盜竊、受
害者補償等，都是非常實用的預
防犯罪資訊。

休士頓地區民眾民眾有任何
疑問可電洽281-498-4310或直
接 至 本 報 社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索閱
。

美南新聞免費刊物索閱 索完為止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促進城市間的商業互動
，增加經濟投資機會，Scarborough Industries, Inc.負責人
Ricky Scarborough 7日代表波蒙特市(City of Beaumont)

與傑克森縣(Jackson County)拜會休
士頓中華總商會，創始人兼美南國際
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現任會長孫鐵
漢與其他商界代表一同出席，雙方在
美國際貿易中心(ITC)召開商業會議，
洽談合作事宜。

Ricky Scarborough簡單介紹當地
環境與商業運行狀況，也說明波蒙特市港口區域有土地投
資機會。由於休士頓佔地利之便，石油及港口運輸發達，
若將來有土地開發機會，將會對德州兩城市之間的交通、
商業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Ricky Scarborough也說，從教育領域合作角度來看，
拉瑪大學(Lamar University)擁有德州唯一的港口運輸管理
科系，在完善的師資和學術資源訓練下，可增加職場上的

實習機會，可提升經濟效益。
李蔚華與孫鐵漢都抱持樂觀其成的態度，孫鐵漢說，

希望能盡快促成合作交流，有機會可到當地進行商業訪察
，考察其適合發展的合作項目。

為顯示對合作機會的重視，休士頓中華總商會全員出
動，法律顧問顧克申律師、財務顧問陳祖貴、建築工程部
CC Lee與Victor Lee、秘書Mia Smith和中國部聯絡組張
曄等人皆出席會議。

波蒙特市拜會中華總商會
洽談投資合作事宜

眾人參與商業會議。(記者黃相慈／攝影)

中華總商會創始人李蔚華(右五)、現任會長孫鐵漢(右六)與波蒙特市代表Ricky
Scarborough(左四)等出席會議。(記者黃相慈／攝影)

免費刊物豐富多樣，提供讀者社區資訊。(記者黃相慈／攝影)

青島巿引進高層次人才代表團6月19 日抵休
6月20 日舉行引進高層次人才項目洽談招聘會

（本報訊）本周六由旅美專家協會主辦的納米殺菌技術講座成功在恆豐銀行大樓舉辦。專協李守棟會長首先介
紹嘉賓哈裡斯先生的背景並對恆豐銀行公關主任Jennifer 周的場地支持表示感謝。哈裡斯先生給與會者詳細介紹了
納米技術的發展歷史，並展示了納米的真實尺寸：與會者驚詫的發現納米實際只有人類頭發絲的10萬分之一！

哈裡斯先生的公司目前已經掌握了此項納米技術的專利，開發的產品已經進入生產階段。其中之一的納米hand
sannitizer采用完全無酒精的配方，殺菌效果可以持續幾十天之久。本次講座反響強烈，與會者在演講過程中踊躍提
問，詢問技術創新點，市場前景等問題，表現出對納米技術的強烈興趣。

「 旅美專家協會」 上周六主辦納米殺菌技術講座
專利產品，殺菌效果達數十天，觀眾反響熱烈

青島市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陳玉崎率領的青島市引進高層次
人才代表團一行六人人將於2016年6月19日抵達休斯頓，代表
團成員包括中共青島市委副秘書長於宏偉 、青島市市南區委組
織部部長張偉、青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理委員會組織人事部
部長劉華中、青島市委組織部高級專家協會秘書處處長楊善星、
青島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外專局出國培訓管理處副處長田八
一等組成，屆時部分青島著名企業家也將隨行參加人才推介會。
代表團將於6月20日下午在休斯頓西南希爾頓酒店舉行引進高
層次人才項目洽談暨推介。此次招聘與推介人才目標是在美國獲
得碩士以上學位，有一定工作經驗；願意帶項目到青島發展的專

業人才，或以技術專利或智力成果到青島孵化轉
化的創新創業人才。重點方向是針對海洋科技應
用技術開發（包括海洋生物醫藥、海洋新材料）
、海洋科技基礎研究、新能源、新材料、藍色高
端制造、軟件與服務外包、信息通信、半導體照
明等涉藍涉新領域引進高端人才，特別是結合產
業轉型引進創新型人才和管理人才。有符合上述條件有意報名參
加的，請發簡歷到redislandconsulting@gmail.com。

青島，作為一座宜居宜業的現代化國際城市，已連續五年入
選國際人才評選的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國城市，是中國

引智十強城市。今年全球第十四屆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首次權
威發布“中外城市人才吸引力三十強國際榜單”，青島名列全球
第19名，與北京、上海一起位居中國大陸城市前三名。青島是
國際投資的沃土和創新創新創業的搖籃，歡迎並期待各類有夢想
、有抱負的高層次人才光臨推介會並現場洽談對接！

圖為納米殺菌技術主講人 Rodney Harris ( 中），旁為專協李守棟 會長（左一
），恆豐銀行公關主任（右二），納米專家修宗明（右一）在演講前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糖城正在選舉下一任市長，歷經5月
31 日至6月7 日的提前投票日，正式決選日將於本週六（6 月
11 日 ）舉行。對華裔居民高達30 % 的糖城巿，選出一位對
糖城遠景熱誠投入，使糖城成為更美好，更適宜居住，工作，
求學和遊樂的家園。糖城前市議員黃安祥暨糖城選民協會的歷
任會長暨候選人浦浩德，張晶晶，劉志恆，常中政，林富桂日
前更聯名推薦與華裔社區友好，能了解，傾聽華裔需求的市長
候選人裘哲門（ Joe Zimmerman ), 信件內容如下：

尊敬的朋友：糖城正在選下一任的市長,在倆位市長候選人
我們向您推薦裘哲門(Joe Zimmerman)先生，因為他對糖城有
熱忱和有遠景的市政府經驗。眾所周知，糖城市長是市議會的
一員，也是市政建設最後關鍵的一票。裘(Joe)在糖城市議員多
年與其他議員和市政府團隊有著良好工作經驗，他的領導能力
和行政經驗能讓不同意見達到一致，讓計劃向前推動。糖城需
要像裘哲門(Joe Zimmerman)先生的市長繼續為美好的糖城能
更適宜居住、工作和遊樂。我們呼籲您將神聖的一票投給市長
候選人裘哲門(Joe Zimmerman) 先生，正式選舉日是六月十一

日。懇請賜票給裘哲門(Joe Zimmerman) 市長服務我們大家!
參與糖城市長選舉第二輪決選（ Run off Election) 於日前

致函給糖城選民內容如下：
親愛的糖城的居民: 如你所知，上週六的選舉中我贏得了

41％的選票。在市長競選之旅，我已經更接近成為糖城的下一
個市長。當我們進入正式決選，我將分享我對我們社會的重要
問題的觀點和立場。糖城居民對正在興建或封頂公寓的擔憂，
由於謊言和誤傳已經急速擴大。下面列出我的看法和我的解決
方案：我的立場很簡單 - 在 TELFAIR SOUTH將沒有公寓。
在 TELFAIR SOUTH將沒有公寓 - 它清楚地，準確地表達沒有
公寓那裡這個意義。新建公寓由於公寓令人取決於居民，居委
會或社區幾種不同的原因關注。但我現在想解決這些問題。讓
我們繼續討論在糖城的其他有關建新建公寓的問題。新建公寓
將導致許多令人驚訝和擔心的問題，因為居民的關注，鄰里或
社區產生的多種不同的擔心原因。

僅當以下所有條件成立時，然後在糖城新建200個單位的
公寓才會被允許：

1) 目前學區附近的孩
子不會失去他們去合適學
校讀書的機會; 2) 現有道
路擁塞分析必須證明新增
加的居民和新車數量不會
干擾或造成交通堵塞; 3)
新建車庫停車是必需的;
路面層次停車場將不被允
許; 3) 所有公寓必須與周
圍的鄰里和諧兼容; 4) 如
果這些要求得不到滿足，那麼公寓就不會被允許。

謝謝你的支持。正式決選的日期是：2016年6月11日, 請
投我一票為糖城市長，然後我可以更多和更好為您服務。謝謝
，Joe Zimmerman。如果您還有其他疑問，請發郵件給他的郵
箱: JoeZimmermanForMayor.Com

 





























糖城市長決選日本週六（6 月11 日）舉行
前市議員黃安祥及糖城選民協會集體推薦Joe Zimmerman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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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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斯頓市中心Downtown 已成為戶外休閑愛好者的首選地

市場預測：國際油價將很快漲至每桶60美元

希拉莉鎖定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
休斯頓支持者振奮

（本報訊）如果有人說生活在休斯
頓乏善可陳，大概是對這個城市缺乏深
入的了解，休斯頓人天性熱愛大自然，
酷愛戶外活動，已經享受著這個城市許
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休閑、運動、文化藝
術的樂園場所，而城市的中心Down-
town就是休斯頓精華彙聚的一個縮影。

環繞著城市中心Downtown的Buf-
falo Bayou 仿 佛 一 面 鏡 子 ， 折 射 出
Downtown別具一格的城市風情，如果
乘坐小舟前行，還可以觀賞到Waugh橋
下大量出沒的蝙蝠，看蝙蝠完全和奧斯
丁可以媲美，沿岸分布的自行車道和健
行的道路成為戶外鍛煉者的最愛，同時
Buffalo Bayou 公園也是熱愛探險的人們
的不二選擇。

發現綠地公園（Discovery Green）
之所以不是一個普通的公園，主要是它
代表了一個充滿生活品質的特性，孩子
們可以在這裡戲水玩耍，公園綠地也是
瑜伽愛好者戶外的練習場所，藝術家常
常在這裡展示各種不同風格的裝飾，公
園舞台永遠都上演著緊跟時尚潮流的音
樂演出，喜愛美食的人們還可以在這裡
大快朵頤，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活動，
令人興致盎然。

如果你是一位體育迷，一定熟悉這
句“帶我去看球”膾炙人口的俗語，
Downtown就是體育迷的理想地，這裡
有休斯頓太空人的主場地Minute Maid
Park，在這個體育場看球不用擔心戶外
的天氣情況，看完了球還可以到附近數

量不少的運動酒吧裡喝上一杯，十分愜
意。需要補充的是，休斯頓火箭隊主場
豐田中心也距離這裡不遠，跟 compass
足球場也都遙遙相望。

在市中心的休斯頓歷史行政區，市
場廣場公園（Market Square Park）是
一個饒有興致的地方，這裡不僅常常有
免費的戶外電影，也常常舉辦各種美食
活動。

最後要強調的是Downtown也是藝
術的中心和藝術愛好者的天堂，Main
Street 廣場三個散步街區充滿藝術色彩
，永不停息的隨著四季變換的各種藝術
展覽，讓藝術愛好者能欣賞到來自世界
各地最新最流行的藝術精髓。

八年前，在女性所面臨的那層最硬的玻璃天花板上，希
拉莉-柯林頓聲稱自己留下了1，800萬道裂縫。如今，她終
於打破了這層天花板。

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於周一非正式拉開帷幕。據美聯
社報導，希拉莉獲得的代表票數已足以確保其贏得共和黨總

統提名。擊敗民主黨競爭對手桑德斯
讓這位前國務卿、參議員和第一夫人
成為美國主要政黨的首位女性預定候
選人。
休斯頓的支持者在獲得這個消息後在

社交媒體上紛紛發表看法，有的表示
，美國將填補女性總統的空白，女性

的地位將更加受到重視和提高。我們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也有人稱，盡管希拉莉買入了關鍵一步，但未來和川普

的對決仍然不容樂觀，面對川普的強大攻勢，希拉莉的競選
團隊可能要制定出新的策略。

期待11月8日這位未來的美國女總統能夢想成真。

（本報訊）業內人士稱，即便OPEC
不做任何支撐油價的舉動，到今年年底國
際油價也可以上漲至每桶60美元。

本周二，在一個專訪中，沙特新任石
油部長Khalid Al Falih在接受CNN記者采訪
時表述了上述觀點。沙特石油部長是在參
加完OPEC在維也納舉行的峰會之後接受
的采訪。

OPEC峰會並沒有通過執行OPEC成員
國的產油配額計劃，這一次成員國達成一
致，協同控制石油產量的希望再次落空了
。

Al Falih指出：“目前我們最應該做的
事就是繼續觀察原油市場的動向，讓市場
來決定原有的產量，現在的市場的表現對

我們非常有利。”目前非OPEC成員國的
原油產量在下降，國際油價在上升。

Al Falih稱，在今年年底國際油價上漲
至每桶60美元是非常有可能的，預計到
2017年國際油價會上漲的更高。目前原有
的供給和需求已經慢慢聚合在一起了，國
際油價已經被石油產量的大幅下降拉高了
。近期尼日利亞、加拿大以及哥倫比亞的
石油產量大幅下降，已經把國際油價推高
至每桶50美元，這一價格已經接近是今年
2月份國際油價的2倍了。

國際油價上漲將導致美國的司機們怨
聲載道。國際油價的大幅反彈已經導致美
國國內的汽油價格上漲至每加侖2.32美元
，而二月份美國的汽油價格僅僅為1.7美元

。
沙特石油部長警告稱，每桶50

美元還沒有高到可以吸引足夠的資金來維
持老化油井的生產。長期來看，沙特石油
部長最擔憂的是，國際原油產量突然大幅
下降，而導致國際油價暴漲，而其它產油
國可以趁機提高產量維持原油市場的穩定
。

更重要的是，目前沙特和伊朗的關系
也非常的不好。目前伊朗正在努力在最短
的時間內把產油量恢復到制裁以前的水平
。

沙特石油部長重申沙特的立場，伊朗
必須作為 OPEC 協議的一部分，如果
OPEC 所有的成員國都同意凍結石油產量

，伊朗也必須像其它國家一樣凍結石油產
量。

Al Falih的態度其實要比他的前任更加
溫和，他宣稱，每個國家都有決定自己國
家生產多少石油的權利。他還宣稱，伊朗
是OPEC重要的一員，沙特阿拉伯將會與
所有的OPEC成員國合作。

昨天沙特宣布投資Uber公司35億美元
。這筆資金來源於沙特公共投資基金，這
是沙特最重要的投資基金，與此同死沙特
宣布實行更多元化的經濟發展策略。

Al Falih稱，投資Uber就是沙特這種經
濟多元化發展戰略的開始。他稱：“目前
沙特正在對外開放！”（翻譯/Yilia）

arrived in Brazil in March 
2012, CRRC won orders 
for another 70 EMUs, 
thanks to the train's 
high performance and 
comfortable interior.
CRRC's participation in 
the Rio Olympics will 
mark the first time that a 
Chinese train maker has 
taken part in an Olymp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outside of China. To win 
the contracts, CRRC 
offered high-tech and cost-
efficient solutions and 
adjustments to meet Rio's special needs.
The state and city of Rio are investing heavily i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head of the games. Last 
week, Rio's international airport opened a new building 
that nearly doubles its passenger capacity. The road 
linking Barra to southern Rio has been expanded, 
increasing its capacity by 30 per cent. A new light rail 
system has also begun operating in the city center. 
(Courtesy usa.chinadaily.com.cn/world) 

will be a great fight.”
Two years later, in May 1987, China’s first national 
boxing championships were held. The following 
month, the China Boxing Association was officially 
admitt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Amateur
Boxing Association as the 159th member. From then 
on, China began to appear on the international boxing 
stage.
Ali also made a trip to Macau in 1994, where he visited 
residents at an old people’s home.

“I am grieving deeply at the passing of the 
legendary Ali, someone for whom I have 

great respect. He has been a great inspiration 
to me.”

--ZOU SHIMING, CHINA’S TWO-TIME 
OLYMPIC BOXING CHAMPION

On Saturday, China’s 
two-time Olympic light 
flyweight champion boxer, 
Zou Shiming tearfully 
mourned the passing of Ali.
Zou also vowed to win a 
professional title to honour 
the legendary boxer.
“I planned to go visit to 
my idol, Muhammad Ali, 
after winning a professional 
bout,” the 2008 and 2012 
Olympic champion wrote on his Twitter-like Weibo 
account. “But now, I can only pray he is at peace
in heaven, and free from illness and pain.”
Zou added in a tearful interview: “I am grieving 
deeply at the passing of the legendary Ali, someone 
for whom I have great respect. He has been a great 
inspiration to me.” (Courtesy www.scmp.com/news/
china/diplomacy-defence) 

games but the line will be fully open to the public after 
the games.
Track has now been laid along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new line, which begins in the beachside neighborhood 
of Ipanema and ends in Barra da Tijuca, home of Barra 
Olympic Park, the heart of games with nine venues 
hosting 16 Olympic and nine Paralympic sports, along 
with the main press and international broadcast centers.
At the end of May, an underground train made the 
first complete journey on line 4 from Ipanema to 
Barra. Work o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is now more 
than 96 percent complete; electrical, ventilation and 
signaling systems are currently undergoing trials and 
new escalators and moving 
walkways are being tested.
Changchun plays a key 
role in these tests as its 
trains have to mesh with all 
of the electrical systems. 
Technicians are also testing 
engines, breaks, doors and 
internal partitions of the 
train. During the games, 
company staff will be on 
call 24-7 to guarantee 
operations go smoothly.

When fully operational, Line 4 will transport up to 
300,000 passengers a day and remove about 2,000 
vehicles per hour from Rio's roads at peak traffic times.
Rio State Transportation Secretary Rodrigo Vieira told 
China Daily that local people are satisfied with the 
quality of Chinese trains.
"The subway trains have been operational in Rio's 
subway line 1 and 2, and we can say the local people 
100 percent accept and welcome the trains. Most of 
the trains we use on the Olympic subway line are from 
China," he said.
"Line 4 will contribute to making the Rio de Janeiro 
Olympic Games the best in history and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legacy for the cit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residents," he added.
Changchun Railway Vehicles Co belongs to China 
CRRC Corp Ltd, one of China's largest train makers. 
CRRC started to research the Latin American market in 
2004. Three years later, when Rio was chosen to host 
the 2014 World Cup, the government of Rio vowed to 
improve the city's rail network.
In 2009, when Rio won the bid for the 2016 Summer 
Olympics, the city signed contracts with CRRC for the 
China-made vehicles, with CRRC winning out over 
Siemens and Alstom.
CRRC first got orders for 30 EMUs. After those 

had suffered serious 
injuries in bouts. The 
government outlawed 
the sport in March of 
that year.
Hong Fan, a scholar 
who specializes in 
China’s sporting 
history, said: “People 
believed that boxing 
was very brutal, very 
ruthless. So it was 
banned.”
Ali made a second, 
10-day visit to China 
in 1985 when – 
greeted by a huge 
roar of approval from 

500 students at Peking Sports Institute – he playfully 
accepted the challenge to “fight” a 20-year-old 
lightweight, 
Wang Wei, 
who called it 
the greatest 
day of his life 
Ali swung his 
right fist in 
exaggerated 
circles, which 
were never 
meant to land, 
then danced 
away from his opponent, and then pretended to suffer 
a devastating knockout blow from his smaller foe.
During the trip Ali also prayed alongside 1,000 of 
his fellow Muslims at the Great Mosque of Xian, in 
Shaanxi province.
Ali wrote in the China Youth News: “Now that 
you are open to the world, never lose your culture, 
because others will try to give you their culture. It 

Muhammad Ali, the American three-time world 
heavyweight boxing champion, whose death at the age 
of 74 was announced by his family on  Saturday, will 
be remembered as a superstar in the ring – but also as 
cultural icon who touched the heart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China.
Ali made two important visits to the mainland during 
this lifetime, which effectively helped to end the 
Communist Party’s two-decade-long ban on the sport 
of boxing.
The first of the trips to China came in 1979, after Ali 
passed through Hong Kong and then Guangzhou, 
before being invited to Beijing to meet “an important 
person” – Deng Xiaoping, then China’s paramount 
leader.

Deng was waiting to personally to greet the boxer, 
who was then taken by officials to see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Ali’s visit followed the example set by the “Ping 
Pong Diplomacy” – in which a US table tennis team’s 
Beijing trip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hawing of 
Sino-US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the 1970s.

“Now that you are open to the world, never 
lose your culture, because others will try to 

give you their 
culture. It will be 

a great fight.”

--MUHAMMAD 
ALI, WRITING IN 

CHINA YOUTH 
NEWS

When he arrived, the 
Middle Kingdom 
was still widely 
regarded globally 
as a mysterious and 
isolated nation only 
three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ictures of Ali 
shaking hands with Deng also 
sent a powerful signal, not only 
to Washington, b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about China’s 
willingness to engage.
It also quickly became clear that 
Ali’s sport of boxing could be 
a factor in generating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American nations.

Boxing had been banned 
in China in 1959, 
when the committee 
of the first National 
Games, the mainland’s 
biggest domestic event, 
removed the sport from 
the list of its events 
after a number of box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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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hammad Ali Helped End China’s 20-Year Ban On Boxing

New Subway Line Will Link Rio de Janeiro's City Center, 
Tourist Neighborhoods And Beach Areas To The Main Olympic Zone

A new 
subway line 
linking Rio de 
Janeiro's city 
center, tourist 
neighborhoods 
and beach 
areas to the 
main Olympic 
zone will start 
operating on 
Aug 1, the state 
government of 
Rio de Janeiro 
has confirmed.
The key 

transport line for the Olympics will use Chinese 
trains designed and produced by CRRC Changchun 
Railway Vehicles Co — 100 electric multiple units 
(EMU), a type of intercity, high-speed subway train 
from China.
During the games, which begin on Aug 5, services on 
the new subway route — Line 4 — will run from 6 
am to 1 am on work days and Saturdays and from 7 
am to 1 am on Sundays and public holidays. Access 
is limited to people related to the Olympics during the 

Muhammad Ali playfully glares at two women security 
guards as they check his travel documents at Hong 

Kong’s Kai Tak airport in December 1979 while on his way 
to mainland China. (Photo/AP) 

Ali And Deng Xiaoping, 
Then China’s 

Paramount Leader, In 
1979.

Ali Knocking Out George 
Forman In Their Famous 

Rumble In The Jungle” Fight
In Kinshasa, Zaire (now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on October 30, 1974. 

Zou Shiming 

In December, Rio signaled 
the need for an additional 
R$1 billion to complete the 

Line 4 Metro  extension 
connecting Zona Sul (South 

Zone) to Barra da Tijuca 
in time for the Olympics in 
August, since completed.

A crane works on a station of metro 
Line 4 in Rio de Janeiro. According 
to Rodrigo Vieira, state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96 percent of the work 
on the new line has been completed. 

(Photo CHINA DAILY)

Ali Receives A Punch From A 79-Year-
Old Resident Of A Home For The Elderly 

On His Trip To Macau In 1994.

Users of public transport 
will be able to purchase 

one ticket to make several 
journeys during the 2016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August 5th to 
September 18th 2016), the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has announced.  (Photo/

riotimesonline.com/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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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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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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海歸就業閑談
一、留学海归人数增长显著

据相关数据显示，2000-2010

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迎来爆发

式增长，同比增速超过 20%。

2014年，出国留学总人数为45.98

万次，同比增长11.1%。2015年出

国留学人数突破50万。

自 2000年到 2015年期间，

回国的留学生人数基本上保持

着 20%以上的增涨度，回国人

数不断攀升，而出国留学人数

虽然也在不断增长，但增速却

慢了下来，业内人士预测未来5

年内或许会出现回国留学生人

数高于出国留学生人数的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显示，2016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在 770 万以

上，出国留学的海归人数约 30

万，在加上之前没有找到工作

的往届毕业生，预计将有 1000

万大学生同时竞争。

数据是冰冷的，现实中的

就业问题无法回避的摆在大多

数人面前。中国的客观的经济

形式决定了企业的热情没有往

年高涨，海归数量的增长自然

会加剧了国内的就业压力。抛

开严峻的就业形势和高校毕业

人数的增多，本土学生的竞争

力在各方面的不断增强也会给

海归就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听听行业专家给出的

小建议

我国大部分本土企业都比

较现实，相较于海归的身份，

他们在选择人才时会更看重个

人能力和个素质水平。所以，

在求职时要着重突出自我能力

和价值，而不仅仅是展现海归

的身份和自然该具备的英语能

力。而且国内外的环境差异很

大，留学生出去的几年间，大

都适应了国外的生活节奏和社

会环境，回国后要尽快调整自

己适应本土气候。

在选择专业时，要考虑自

己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要

对个人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一个

初步的定位。出国后如果把交

往人群仅限于同国籍人，学生

的外语难以有质的变化，如果

没有明确的自我规划能改变这

些弊端。那留学生就是普通学

生，也不存在优势。

最后对于家长朋友们提一句，

到了国外以后，第一学年非常重

要 ，如果没有很好的引导，很

容易混进不学习的群体中，所以

家长应该联合具有一定实力和品

牌度的留学服务机构，对孩子有

一年的跟踪服务期，对环境和课

业成绩进行监督。在国外掌握了

真本领，回国后才是真真正正有

含金量的人才，实际上企业不是

排斥海归，还是排斥只有文凭没

有真本领的海归。

留美海歸的“跨界創新”：
讓智能無處不在

在人流密集的大中型城市，机器在一秒内定位

特定个体，并进行智能分析，预判犯罪概率。这种

只在科幻影视剧中闪现的镜头，却在中国变成了现

实，研发团队带头人、海归博士陈宁为它取名“深

目”。

“深目”并非普通摄像监控，它的核心是视

觉智能、机器学习、云计算与处理器设计技术，

简单说，就是给机器装上“大脑”。开发这种智

能到底意味着什么？陈宁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

访时说，它可以帮助人们从重复而繁琐的工作中

解放出来。

陈宁是留美海归、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2014 年在深圳创建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快速

记录人员信息，进行生物特征、行为、事件的实

时分析和智能预判，最后根据事件进展进行反

应与决策，由其团队设计的这套“深目”人脸识

别智能系统，目前已在深圳龙岗警方试点，只需

十秒就可在百万人区域内搜索出某个嫌疑人最长

达两年的历史轨迹，上线一周就协助警方快速破

获了多起违法案件。

陈宁直言，“由于涉及数据传输的效率等问

题，全球范围任意角落的搜索定位还存在障碍，但

在限定的区域内，这不成问题。”

陈宁有一位好友搭档、同为留美海归的田

第鸿。两人同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攻读博士，

并且同属一个实验室，闲暇时他们会在一起辩

论。

“当时我认为处理器芯片设计是电子信息行业

发展的重要领域，他却认为视觉计算更加重要。”

陈宁说，正是这场持续十余年的“辩论”成为他们

创业的种子。

不同的观点让两人选择了不同的工作方向，陈

宁进入摩托罗拉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田第鸿成为

思科公司的技术主管。直到 2013年，两人预感人工

智能发展的“春天”将到来，于是停止辩论，开始

谋划创建公司。

由于电子信息行业的核心已逐步向大数据时

代的数据挖掘演进，虽然美国在视觉智能的基础

理论研究上已先行一步，但陈宁他们认为，视觉

智能从算法到产品的鸿沟还没有突破，如果合二

人之力，通过视觉计算和新型处理器芯片设计的

跨界创新，有机会打破瓶颈。

在美国，飞思卡尔公司是半导体业内巨头，有

朝九晚五的工作规律以及完善的晋升阶梯。陈宁坦

言，自己可以料想未来达到的社会地位与薪资水平，

而放弃这些回国创业，看中的是中国的市场前景以

及发展空间。

陈宁说：“全世界在人工智能上基本都是刚

起步，在设计应用上，中国与国际水平差距不

大，而且国内的市场空间是美国无法媲美的。”

至于选择哪座城市，陈宁认为，深圳是最适合

海归创业的城市，因为外来人口占绝大多数，这一

点与美国很像，深圳人的创业激情让他们心潮澎湃。

“当时只有一间六七十平方米的房子，第一年，

创始人和骨干团队都是‘零薪’，房间里摆着深圳

大运会志愿者淘汰的桌子，几个创始人跑到二手市

场买会议桌，800元(人民币)还讨价还价好久。”这

些创业回忆深深刻在陈宁的心里。

经过一年的研究设计，陈宁团队 2015年将第一

代视觉智能系统“云天深目”推向安防市场，以精

准度和效率值迅速获得公安系统的认可。

据深圳龙岗一家超市用后反映，系统架设好的

第一周就有20次有效报警，商场将“惯偷”数据录

入系统，这些人再次光顾就会自动报警。第一次，

两名“惯偷”偷盗被当场捉

住，一个月后就没有“惯偷”

再来了。

如今，从早晨 7点工作到

凌晨 1点，陈宁与田第鸿依旧

延续着创业状态，与同伴一起

奋斗成为陈宁最大的乐趣，两

人也从创业伊始“同居”至

今。普通用户对“深目”系统

的一次赞扬，就足以让这个团

队兴奋一个月。

他们还有一个愿望，希望

通过服务千家企业，“让智能

无处不在”。记者近日获悉，

“深目”已入选今年 9月举行

的中国杭州 G20 峰会安全系

统，陈宁的愿望又向前迈了一

步……

海歸報考公務員是多大的新聞？
近年来，公务员群体已经成了民众关注的焦

点，但凡是涉及公务员的事情，媒体总是乐意去报

道。其中，有关公务员考试的新闻，更是媒体重点

报道的对 象。可是经过媒体这些年的重点报道，

民众见过了太多“公考”新闻了，因此，如果有关

“公考”的报道没有新的“新闻点”，或者说“话

题性”，是难以引发舆论 热议的。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如今媒体在报道“公考”时，总是试图去发

掘一些“新闻噱头”，以炒热“公考”这碗冷饭。

近日，有媒体称，沪上公务员考试报名明显

降温，而海归报名“公考”培训人数却有增无减，

并且还援引中公教育等“公考”培训机构、智联

招聘提供的 信息作为佐证。报道声称，沪上公

务员考试去年海归报名数已增至七八百人，今年

预计有望接近千人。表面上看，这则报道新闻点

十足，“公考+海归”势必会引起 舆论的关注。

可是，海归报考公务员能算得上多大的新闻呢？

首先，海归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物。随着

社会的发展，有机会出国留学(微博)的中国留学

生日益增多，加之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这些留学生回国就 业的意愿也十分强烈。所以

，每年都会有大批海归回国就业。不过令人遗憾

的是，如今的海归在就业市场上已经失去了社会

精英、知识精英的光环，用人单位对于海 归的

聘用，也更为理性。一方面海归人数在增加，一

方面海归的就业不容乐观，两个原因叠加，自然

报考公务员就会成为不少人的选择，这有什么好

稀奇的呢？说到 底，就是一个就业困难的问题

，媒体至于对此大肆渲染报道吗？

其次，新闻援引的数据缺乏说服力。媒体得

出海归报考公务员逐年增加的结论，依据的是

“公考”培训机构、智联招聘等提供的数据。这

些机构发布的数 据真实可靠吗？会不会这些数

据发布也只是这些机构宣传炒作的一个“噱头”

呢？媒体将这些没有经过官方验证的消息作为新

闻源，恐怕也是一种不严谨的新闻报道 之风。

既然要报道海归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为何不到组

织考试的人社部门去采访数据信息呢？如果，这

些培训机构和智联招聘上的信息，存在虚报夸大，

那媒体的报 道岂不是在发布虚假信息吗？

最后，新闻更像是一则广告软文。仔细的浏

览这则新闻，不难发现，无论是引用的数据，还

是采访的专家，都提到中公教育这家考试培训机

构。另外，新 闻重点报道在海归报名公务员培训

的人数逐年上升。其实这样的报道潜台词即，中

公教育是海归人士报考公务员的选择。很显然，

这实际上更像是一则包裹着新闻外 衣的中公教育

的广告。所以，这哪里算得上什么严格的新闻呢？

民众关注公务员群体，关注公务员考试，这

是好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不能肆无忌

惮地消费民众的关注，而去报道一些公务员的花

边新闻，以求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由此观之，

所谓的海归报考公务员热，不过是媒体无聊的炒

作，甚至是公考培训机构别有用心的广告。对此

，民众不必太在意，毕竟这样的消息 哪里称得

上什么新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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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迎來共和國日，被稱為西歐飛行表演三傑的
義大利“三色箭”飛行表演隊飛越羅馬上空。

英國最古老手寫文件出土 距今近兩千年

這些手寫文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元57年1月8日，內
容包含催款信函、借據、訴訟請求。這些木牘上還刻有從
奴隸、釀酒師到士兵、法官等將近100人的姓名。

據外媒報道，泰國野生動物保護機構又在涉事寺廟中發現了虎皮和大批用老虎屍體製作
的護身符。警方表示，這批老虎產品當時裝在一輛貨運卡車上，而卡車正準備駛出“虎
廟”。卡車裏坐著2個平民和1個和尚。

泰“虎廟”醜聞發酵 再發現虎皮和虎製品

天津自貿區政策優勢凸顯 東疆進口商品直營店進駐社區
綜合報導 坐落于天津市區最

早的CBD商務區的津貿進口直營
政協俱樂部店 4日正式開業，千
余種中高檔進口商品亮相，供市
民選購。這是天津津貿進口商品
服務有限責任公司在天津的第三
家社區體驗店，更是在天津市
“遍地開花”的眾多進口商品直
營店的一個縮影。

天津自貿區獲批後，不少民眾
渴望在家門口買到物美價廉的進口
商品。為充分發揮自貿區政策優
勢，提升對外貿易的品質效益，天
津官方不斷加大貿易便利化改革力
度，降低貿易成本，探索發展新路
徑，完善東疆直營中心進口商品的
溯源體系，推動進口商品直營中心
建設。

天津津貿進口商品服務有限責
任公司即是一家抓住自貿區政策優
勢，以便利民眾為目標的依託于天

津自貿區東疆保稅港區的進口商品
服務平臺。作為天津東疆管委會授
權東疆進口商品直營中心的服務平
臺公司，該公司採用海外直採商品
的運營模式，掌握一手貨源，保證
正品，降低中間環節，直接讓利到
消費者手裏。

在新開業的津貿進口直營政協
俱樂部店中，中新社記者注意到，
該店經營千余種中高檔進口商品，
品類包括冷鮮、紅酒、啤酒飲料、
預包裝食品、母嬰、日化、個護及
高端廚具等，尤為突出的是店內有
全球500余種進口啤酒展示，所有
進口商品均為平價銷售，相較一些
大商場的同類貨品，價格低兩成左
右。

天津津貿進口商品服務有限責
任公司董事長助理律曉賓介紹，進
口商品直營店建立了進口商品二維
碼品質追溯體系，銷售的每一件進

口商品都有自己匹配的二維碼“身
份證”，消費者可通過東疆進口商
品服務網的品質追溯體系直接追溯
商品的產地、進口商、衛生許可證
等全部資訊。

律曉賓表示，津貿進口商品直
營中心未來將逐步擴大市場服務範
圍，打破傳統的進口商品店經營理
念及模式，打造集購物、美食體驗、
跨境電商等經營模式于一體，線上
線下相結合的津貿進口商品直營中
心品牌，除了天津市外，還將輻射
到外阜地區縣鄉的社區，預計將設
立近百家進口商品直營店。

據悉，類似津貿進口商品直營
中心這樣的“洋貨店”，已走出津
門，在北京市、河北省秦皇島、青
海省西寧、甘肅省蘭州等多地建成，
充分發揮了自貿區政策外溢、輻射
帶動作用，讓更多國民分享到自貿
區帶來的實惠。

全國社保基金投資收益額2294.61億元

創6年新高

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6月3日公布了2015年的
業績情況。去年社保基金投資收益額為2294.61億
元，投資收益率為15.19%。這也創下了自2010年
以來的社保基金投資收益率新高。分析人士表示，
社保基金收益率高於往年源於去年上半年的壹波大
牛市。

年均投資收益率8.82%
截至2015年末，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管理的

基金資產總額為19138.21億元，基金權益總額為
17966.51 億 元 。 其 中 ， 全 國 社 保 基 金 權 益
15083.42億元；個人賬戶基金權益1149.65億元；
廣東委托資金權益1196.49億元；山東委托資金權
益536.95億元。

社保基金 2015 年基金權益投資收益額為

2294.61 億元，投資收
益率為15.19%，創下自
2010年以來社保基金投
資收益率新高。基金自
成立以來的年均投資收
益率8.82%，累計投資
收益額7907.81億元。

分析人士稱，社保
基金有30%的資產是投
資證券市場的。去年收益率高於前幾年主要與市場
行情有關，去年上半年的牛市推高了社保基金的收
益率。

2015年A股二級市場出現較大幅度的震蕩，
自年初實現較快上漲行情，日均交易量及兩融市場
余額屢創新高，但6月中旬後市場大幅波動，各項

指標均有所回落。上證綜指去年末收盤比上壹年上
漲9.41%，深證成指收盤比上年末上漲63.15%。

收益率與市場行情波動關系密切
從社保基金歷年的業績來看，其收益率與

市場行情波動關系密切。比如，在2007年的大
牛市中，社保基金的經營收益率達到
43.19%，已實現收益率為 38.93%；
而在2008年遭遇金融危機時，社保基
金的投資收益率為-6.79%，已實現
收益率為5.2%。

社保基金今年壹季度重倉的部分個
股亦有較好表現，數據顯示，社保基金
今年壹季度末重倉723只個股，浮贏前
5位的分別是華海藥業、山東黃金、伊
利股份、滄州明珠、五糧液，假設社保
基金並未減倉，那麼上述五只個股目前
合計浮贏超過8.41億元。

■ 相關
“養老金可能采用分批入市”
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6月3日的數據顯示，廣東委

托資金權益1196.49億元，其中委托資金1000億元，
累計投資收益314.27億元。也就是說，廣東委托全國
社保基金理事會投資運營的千億養老金累計收益超過
31%。

去年8月國務院下發通知，養老金可以入市，
投資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型養老金產
品的比例，合計不得高於養老基金資產凈值的
30%。國金證券策略分析師李立峰曾表示，養老
金入市較大可能采用分批入市，且前期入市規
模不大，預計養老金初期入市規模約為3000億元
。

此前養老金只能買國債和存銀行。民生證
券認為，養老金此前的年均投資收益率低於同
期的年均通脹率，貶值嚴重。而社保基金理事
會在投資股市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成績。養老金
入市有助於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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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友在微博晒出俞飞

鸿的婚纱写真，照片中俞飞鸿莞

尔一笑，身材曲线尽显，丝毫没

有看出岁月留下的痕迹。

美丽外表下的淡定内心

俞飞鸿 1998年搭档蒋雯丽拍

摄《牵手》，在其中扮演了小三

王纯，让她一夜成名——那可能

是中国荧屏上第一个不招人恨的

第三者。俞飞鸿给人的最大印象

，除了美，就是淡定。她似乎一

直都不紧不慢地走着人生的每一

步。回看她的人生经历，也是一

片波澜不惊。她坦言，自己从来

没想过一定要得到什么角色：

“喜欢的角色没找上我，我也无

所谓。世界上有那么多事情，

不一定每个都看上我吧。”

在最近播出的电视剧《小丈

夫》里，俞飞鸿扮演的女主的三

观被观众一再讨论被骂无脑。但

是现实中俞飞鸿的情商却被大家

称赞。谈起婚姻，她说，不会为

了结婚而谈恋爱。爱情没有那么

伟大，除了爱情，生活里还有很

多东西，你们不要夸大它。这是

多么棒的人生态度。相信爱情，

但也不愿被爱情束缚。

俞飞鸿谈婚恋:顺其自然

对于婚姻问题，45岁的俞飞

鸿自称比年轻时更加放松了：

“20来岁的时候，婚姻观都是社会

和家庭灌输的。到了现在，我不会

简单地接受别人给我的观念，我

有自己的婚姻观。”现在的她还

没有结婚，但有固定的伴侣。俞飞

鸿坦言，她对“妻子”和“母亲”

这两个身份没有什么执念：“我

不排斥，但不觉得这是人生中必

须完成的事。这都需要自然而然

发生的，不需要特地为了展现给

别人看而去做。如果要咬紧牙关

拼命去做，就算完成了，你会

不会开心？”

在俞飞鸿的观念里，婚姻讲

求顺其自然。她说：“到了我现

在这个年纪，结婚也绝对不会办

一个婚礼。”她笑言，26岁之后

就对婚礼没有任何幻想了：“每

个女孩都会有一个白色婚礼的幻

想，但那是不真实的。从小在电

影、小说以及别人的谈论当中，

让你有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慢慢经历生活之后，你就会

有自己的概念。现在我觉得婚礼

是一个虚幻的东西。”

想搞定女神先做到这些

很多时候男人们都没有搞懂

一件事情，女人要的就是安全感，

所以她才肯跟着你，为你洗衣做

饭，一辈子守在你身边不离不弃。

但是，安全感毕竟太虚无飘渺。

可能不少男人会郁闷——我怎么

知道怎么样她才有安全感？尤其

是现在的都市女性，看了太多的

悲欢离合，安全感似乎成为奢侈

品。一个女人的幸福感往往与安

全感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一个

男人，如果你能让对方有安全感，

那么你的感情就成功了大半。

1、要懂得尊重女方

不要太多地干涉对方的选择，

最好鼓励她发展自己的专长，因为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如果做的是自

己不喜欢的东西，是不会有激情和

干劲的，你觉得好，未必她认为就

是最适合自己的。

现代好男人的一条重要标准

是，尊重所有的女性，包括仅有

一面之缘的人。

2、温暖的肢体接触

为何女人都爱挽男人的手？

因为这样亲密，让人感觉踏实。人

其实都有身体的接触欲望，男人女

人都一样。掌心、怀抱的温暖，是

最令女人印象深刻的，远比什么钻

石更能记住一辈子。她一般在想起

你时，都多半是想起你的怀抱，所

以，不要吝惜拥抱和十指交缠。

3、适时的嘘寒问暖

关心体贴每个女人都很受落，

但是过分的关心只会让她不胜其

烦。她苦恼的时候你好好充当垃

圾桶的角色就可以了。有时女人需

要的，只是一个能够诉说的对象，

说完了就释放出来了，并不一定要

求结果。尽量记住她和你提过的朋

友的名字，在她遇到困境时，给予

你能想到的最好的建议。

4、让她的家人朋友都欣赏你

长辈们实在是厉害，眼睛超

毒，如果你能赢得她家人、朋友的

欣赏，简直就打通了一半。因为女

人通常都很容易被身边的人影响，

有赞赏你的人，在很多事情上你都

会得到很多帮助。

5、尽量做到胸襟开阔、宽容

虽然现在很多男人因为原先

在家就是小太阳，事事要求公平

，但是，毕竟女人需要哄，所以

请不要太意气用事，如果不是涉

及原则，先让步，只有让你们的

矛盾平和下来，两人才能冷静下

来，再寻求一个解决方法。

6、善待对方的宠物

女人们都觉得，喜欢小动物

的男人心地善良，能照顾好宠物，

肯定也会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如果

你实在不喜欢小动物，但是你也不

要表现得太明显，可以以婉转温和

的方式告诉她，你对毛发过敏之类

的理由比较容易被接受。

7、热爱运动

有某种运动爱好的男人，较

容易找到情绪的出口，你让她感

觉到是和一个心中有热情的男人

在一起，会让她对生活充满信心

。我想，没有一个女人喜欢和只

爱喝酒发泄的男人整天生活在一

起吧。

8、倾听她的感受

如果一个女人能开诚布公地

与你沟通，说明你在她心中是有

一定地位的。但是你最好懂得什

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闭

嘴。不要害怕表达，可以适当地

和她分享你的感受和想法，这样

她会觉得你是站在她这边的，内

心就会更加依靠你。要让她确

信，你不会因为她表达出内心想

法而嘲笑她。

45歲俞飛鴻仍未婚，
男人要怎樣才能搞定女神

每次一提到男女那点事儿，

人们总是有说不尽的“经验之

谈”，尤其是女人之间常常会谈

论到两性关系方面的见解。可是

那些我们翻来覆去曾听过的说法，

有多少是靠谱的？也许你曾深信

不疑的看法只是一个误区呢！

两性关系的 6大误区哪些你

曾深信不疑

一、女人比男人更浪漫?

考虑到大部分言情小说和浪

漫喜剧的受众都是女性， 这可

能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实际上，

男性对爱情的浪漫情怀比女性更

多。浪漫信念量表(Romantic Be-

liefs Scale)是一种常用的衡量浪

漫主义的分析方法，人们需要对

一系列说法的赞同程度进行打分，

例如“我的真爱只有一个”和

“如果我爱一个人，就能够克服

任何障碍和 ta在一起”。而研究

结果发现，男性打出的分数通常

比女性更高。另外，男性也会比

女性更多地相信所谓的“一见钟

情”。

二、“外貌协会”的都是男人?

这种说法倒算是有一定道理，

因为许多研究显示，当人们被

问及在择偶会关注哪些方面时，

男性对外表的看重程度会比女

性更高。不过进一步分析这些

数据就会发现，其实男人女人

都是“外貌协会”，只是男性

对外表的关注比女性稍多一些。

在一项影响深远的研究中，男

女受试者对潜在伴侣的一系列

特征进行排序，平均而言，男

性认为外表排第四位，而女性

则把外表排在了第六位，因此两

性都挺注重伴侣外表，但它都不

是最重要的。

三、女性对随意性行为没有兴趣?

原因有两个。首先，女性

承认喜欢随意性行为并不符合

当前的社会道德标准，因此，

在对人们进行性伴侣数量的问

卷调查时，不少研究者都曾推

测男性会夸大人数，而

女性则会有所隐瞒，因

此从表面看来男性似乎

有更多性伴侣而实则不

然。女性一定要在时机

合适的情况下才会选择

发生随意性行为，并不

是她们不感兴趣，而是

对性伴侣更加挑剔。

四、男女对恋爱的表现

有区别?

两性差异“在统计学上是

显著的”，并不意味着差异很

大，而仅仅说明平均而言，这

些差异的存在是可靠的。比如，

平均来说，男性比女性高，但

身高一样的男女也有很多，甚

至有许多女性比男性要高。男

女的大部分性格差异，跟两性

的身高差异比起来都要小得多。

事实上，两性在恋爱关系中的

需求非常相似，比如，二者都

认为友善、个性风趣和聪慧是

三个最重要的择偶因素。在处

理与伴侣之间的关系时，只关注

性别间差异通常会让事情过度

简化并夸大事实，这只会使伴

侣之间的理解有减无增。

五、男女解决冲突的方式不同?

大多数研究提示男女解决恋

爱矛盾的方式并无明显差异。不

过，这种说法也算有一些道理，

因为有些情侣在解决问题时会陷

入所谓“你说我躲”的恶性循环

模式，也就是一方会提出问题并

坚持要求理论，而另一方则会选

择逃避争论。要求的一方越是紧

紧相逼，另一方就躲避得越厉害

，使得前者更加下定决心要说清

楚，最终导致双方都不好受——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要求的一方

通常是女性。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特例，

也更多的是因为双方权力关系而

非两性差异导致的。在一些研究

中，情侣被要求讨论他们关系中

的一个问题，有时是女方希望改

变的问题，有时则相反。研究者

发现，要求或退缩的角色不取决

于性别，而是取决于哪一方希望

改变。当讨论的话题是女方希望

改变的事，那么她就更有可能称

为要求的一方，而如果问题是男

方希望改变的事，那么角色就会

互换。

六、家暴的施暴者总是男性?

一提到家暴受害者，人们通

常第一反应都联想到女性。确实，

女性家暴受害者所受到的伤害通

常比男性更严重，男性实施的家

暴也的确更频繁和严重。然而，

男性也经常会成为家暴的受害

者。根据性别刻板印象来处理恋

爱关系的做法，是有害无益，这

些说法有些彻底错误，即使有点

道理，也过分夸大了事实。与我

们谈恋爱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人，

在解决恋爱中的具体问题时，这

些迷思并没有建设性的意义。

兩性關系的6大誤區
哪些妳曾深信不疑

育兒方式影響孩子性格
孩子性格的形成与早期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

这一点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常听到有的父母

抱怨孩子天性胆小、娇气，殊不知，恰恰是自己无

意中以错误的育儿方式养成了孩子的这种毛病。实

际上。培养孩子性格品质要从小抓起，从建立良好

的生活习惯着手，如饮食、睡眠、排泄安排、自理

能力训练等，这些先入为主的习惯就是孩子日后的

习性。

父母的情感态度对孩子性格的导向作用十分重

要。现代父母的情感流露比以往更明显，频率和强

度更高，这样会使孩子变得非常脆弱和具依赖性，

在娇宠中变得批评不得，甚至父母的声音稍高一

点，孩子也会因此受恢而大哭不止，显示出脆弱的

性格特征。

一般情况下，娇气脆弱的孩子常缺乏足够的心

理承受力，一旦受到挫折极容易出现心理障碍。

再则，如今独生子女多，父母的悉心照顾表现

在各个方面，如替孩子包办的事情过多，对孩子的

正常活动限制过多等。这些过分“担心”的心理，

不可避免地通过言行举止显露出来，对孩子起到暗

示作用。不少父母在孩子想参加某项活动之前，总

是向孩子列举种种危险，结果使孩子产生了恐惧的

心理，并因此畏缩不前。年龄愈小的孩子愈容易接

受暗示，父母的性格特点极易潜移默化地传导给孩子。

现在的父母还往往把孩子的身体健康寄托在各

种食品和药品上，而不是让孩子在阳光、新鲜空气

和户外运动中锻炼身体。一般说，体弱多病与性格

懦弱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因为病儿会受到父

母更加细心的照顾和宠爱，从而成为助长软弱性格

的温床。这种保护过度的育儿方式，会使孩子的性

格具有明显惰性特征，表现为好吃懒做，好静懒

动，缺乏靠自身能力解决问题的内在动力。

給孩子介紹一位叫
“法律”的朋友

只有以身作则，引导孩子学法懂法、遵纪守法，

他们才能在坦途上幸福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他们的人生舞台才能呈现亮丽的彩虹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一个属于孩子们的日

子，衷心祝愿全天下的孩子们健康快乐、平安幸福。

说起“六一”，孩子们高兴，父母的脸上也是

挂满笑容。可如果问及它的由来，这又是一件严肃

的事情，因为它本是对儿童生命权、健康权的一次

伸张。“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经济萧条，成千

上万的工人失业，儿童的处境更糟，有的得了传染

病，不幸离世；有的被迫当童工，受尽折磨。为了

悼念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虐杀和

毒害儿童，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

斯科举行理事会议，决定每年的 6月 1日为国际儿

童节。当年12月，为了与国际统一，我国废除旧有

的“四四”儿童节，正式将6月1日作为儿童节。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六一”儿童节所蕴含

的保障儿童权利理念被一代代人坚守和遵循。如

今，社会发展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殷实。面

对形形色色的玩具、童装、游乐场，老人们总说，

“现在的孩子赶上好时代，太幸福了。”更深层次

的原因是，不断健全的法律制度深入实施，护佑在

孩子的左右。孩子尚未出生，就有法定医疗服务保

障体系确保健康发育；刚刚出生，同步生成的出生

证明便成为孩子享有受抚养权、受教育权等各种法

定权利的开启。

法律是孩子们的好朋友，可以避免让孩子受到

伤害。儿童遭遇体罚、猥亵、绑架、性侵等新闻报

道屡见报端，为避免更多类似事情的发生，我国积

极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严厉打击侵犯儿童

合法权益违法犯罪活动。前段时间，假疫苗、拐卖

儿童问题备受关注，广大父母纷纷谴责，司法机关

更是坚决依法打击、严惩不贷。

比起懵懂的孩子，父母对法律的理解应该更深

刻。近些年来，一些孩子思想出现偏差、行为失范，

走上违法犯罪歧途。我们看到的总是父母痛不欲生、

社会扼腕叹息。被锁进法律的牢笼并不意味着被社

会抛弃，诸如少年法庭、未成年犯管教所等一系列

法律制度都会积极帮助孩子获得重生，引导他们规

范自己的行为。我们知道，与其追悔莫及，不如未

雨绸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必须拉满弓、早行动。

其中，仅就家庭教育而言，父母应深知法律既给成

长划定了一条警戒线，也给幸福安置了一份“基本

险”。只有以身作则，引导孩子学法懂法、遵纪守

法，他们才能在坦途上幸福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

长；他们的人生舞台才能呈现亮丽的彩虹。

如今的“六一”儿童节，呈现的是孩子权利得

以保障的幸福模样。法律制度是孩子们自由飞翔的

翅膀。为了孩子的幸福快乐，父母们不妨在这一天

给自己的孩子认真介绍一下这位名叫“法律”的朋

友，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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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家長應註重孩子心智發展

“让孩子拥有幸福的童年”是社会、家庭、

学校共同的愿望；然而，“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 ”的“至理名言”当下被很多人演绎，影响

着儿童成长的快乐与幸福。过度过早的知识填鸭、

过量的知识技能训练，挤占了童年的快乐时光。

专家建议，家长应更注重孩子的心智发展。

各种辅导班压力大 造成孩子心理脆弱

武格格今年上小学五年级，每天晚上她都要

写作业到很晚。看着格格瘦小的背影，爸爸妈妈

总觉得心疼。但是，看着别的孩子都上各种辅导

班，格格的爸爸妈妈还是没能忍住，给孩子报了

舞蹈班和英语班。“我们就是不希望她长大了比

别人差。明年就要‘小升初’了，不抓紧怎么

行？”爸爸妈妈无奈地说。其实，像武格格的爸

爸妈妈这样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他们都不想孩

子“输”。记者采访了十五位幼儿园大班和小学

四、五年级孩子的家长，十二位家长都有这样的

想法。

西安远东第一小学校长马玲告诉记者，学校

每周三是无作业日，积极引导学生开展主题实践

活动，但许多学生由于要上英语、奥数等辅导

班，周末家长们更是忙得团团转。有些孩子在周

记和作文中反映，自己的周末全被辅导班的课占

用了。

“受教育环境的影响，孩子们的学习压力

从幼儿园就开始，而且越来越大，导致现在的

孩子出现了许多问题：首先，过度的疲劳和心

理压力造成孩子心灵格外脆弱，心理承受能力

降低。其次，课业负担过重，导致学生视力和

身体素质下降。现在幼儿园就有小孩戴眼镜，

小学更多，而且学生体质测试不过关者甚多。

”马玲说。

专家：家长应转变身份注重孩子心智教育

“学校都在倡导减负，下课时间早了，但为

什么现在孩子们依旧很忙碌呢？究其根本原因，

是择校热和升学的压力，还有家长‘不让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观念造成的。” 高级教师、国家

三级心理咨询师何虹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其实是一种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是

“精英教育”的盲从行为。一些家长不懂孩子的

成长规律，望子成龙，在过高期待和焦虑中给孩

子报各种补习班，甚至因补习班不让孩子参加正

常的活动，孩子们“被学习、被安排”。童年的

快乐，就这样消失了。

何虹建议，首先家长应多学一些儿童发展、

教育方面的知识，从自然的家长身份转变为社会

的家长角色，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和孩子一起

成长。“其实，儿童阶段的心智教育才是最重要

的，这将影响孩子的一生。”

尊重孩子天性 针对性培养兴趣爱好

西安市教科所教育质量评价监测中心主任陈

海兰，就如何在儿童时期教育孩子给出了自己的

建议。她说，首先要尊重孩子的天性。天真可

爱、好奇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在孩子儿童阶

段，父母既要引导孩子学习必要的知识、养成良

好的行为习惯，更要尊重和满足孩子的天性，尽

量带孩子走进大自然，引导孩子发现生活中的乐

趣；同时多陪伴孩子，从而让孩子形成乐观向上

的性格。

陈海兰说，要鼓励孩子交朋友，引导孩子学

会交友，让孩子在与朋友交往的过程中养成乐观

包容、真诚热情的性格。“另外，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建议家长积极主动发现孩子的兴趣点，有

针对性地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切莫盲目跟风、

加重孩子负担，使孩子丧失学习兴趣的同时也失

去快乐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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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商父”
盛宣懷和他的六項創舉

盛宣怀其人

谁是盛宣怀？其实就

连许多常州的当地居民可

能都不知道。但随着电视

连续剧《走向共和》的热

播，让更多人认识了在电

视剧里跟随李鸿章左右又

帮张之洞将汉阳铁厂起死

回生的那个在清末民初叱

咤风云的洋务大臣盛宣怀。

盛宣怀出生于1844年，

字杏荪，号次沂。江苏武

进龙溪人。祖父盛隆，举

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

知州。父亲盛康，进士出

身，以布政使衔任湖北盐

法武昌道，属于经世派，

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

盛宣怀兄弟 6人，他居长。

他曾任天津海关道、山东

登莱青兵备道、会办商务

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

1916 年在上海病逝。李鸿

章曾称赞他：“一手官印，

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

右逢源。”作为直隶总督

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得力助

手，盛宣怀一生经历传奇，

成就不凡，创办了许多开时

代先河的事业，涉及轮船、

电报、铁路、钢铁、银行、

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

巨大，中外著名，垂及后世。

中国第一家轮船招商局

1870 年，盛宣怀入李

鸿章幕僚，深得器重。曾

经做过武昌盐法道的盛宣

怀之父盛康，注重经世致

用。深受父亲影响的盛宣

怀，认为中国强盛，最迫

切的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

业。1872 年，沿海和长江

航运被英美两国航运公司

垄断。为了争夺中国在航

运领域的权益，盛宣怀建

议李鸿章创办中国轮船招

商局。获准后，他在起草

《中国轮船招商章程》时，

强调“商本商办”的原则。

1873 年，中国近代史上第

一家民用航运企业开始营

运。1876 年，最早进入中

国的美国旗昌公司，在竞

争中败下阵来，打算退出

中国内河航运业务。在盛

宣怀的游说下，轮船招商

局从两江总督那里借到一

笔款子，购下美国旗昌公

司。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

一个成功的中资企业并购

外资企业案例。1885 年，

盛宣怀成为中国轮船招商

局的第一任督办。

从此，盛宣怀迈开实

业救国、实业富国的大步。

中国第一家电报局

19 世纪 70 年代，英、

美、法等国在中国建立了

电报线，但对清政府“电

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

牵引上岸”的规定置若罔

闻，不仅设海底线，而且

架设了岸线。1880 年，盛

宣怀在任天津河间备道时，

向李鸿章建议，国家自强

大计，一是铁路，二是电

报，当前电报最为重要，

可在天津试办电报局。盛

宣怀拟写了一份《电报局

招股章程》，提出了“通

军报为第一，便商民为其

次”的观点。这年，“中

国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

由盛宣怀全权负责。为培

养自己的技术人才，盛宣

怀在天津办起了电报学堂。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

国电报总局完成了津沪电

报线路的架设。这是中国

民用电信事业的开端。随

后，他又主持了南至海南，

北到黑龙江，西到新疆等

地的几十条电报线路的建设。

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

1875 年，盛宣怀向李

鸿章提议，由政府投资，

设立机构，在湖北开采煤

矿、铁矿。湖北煤铁开采总

局成立后，盛宣怀主持一系

列开采业务。1890年，张之

洞主持的湖北汉阳铁厂亏损

累累，准备卖给洋商经营。

盛宣怀闻讯后，提出铁矿关

系国家经济命脉，万万不可

让洋人经营，否则后患无穷。

这样，盛宣怀接下汉阳铁厂

这个烂摊子。

历史上，萍乡以矿产

资源丰富而著称，1898 年

清邮政大臣盛宣怀在安源

创办萍乡煤矿。1908 年，

他将汉阳铁厂和萍乡煤矿

合并，成立中国第一家钢

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

萍煤铁总公司。盛宣怀成

为近代中国第一家托拉斯

企业董事长。萍乡煤矿是

江南最早采用西方机器生

产、运输、洗煤、炼焦的煤

矿，1916年的产原煤量为95

万吨、焦炭 25 万吨，被誉

为“江南煤都”。如今，萍

乡煤矿已组建成为“萍乡矿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

过产权重组、人事改革等一

系列制度创新，在这百年老

矿的基地上，意气风发地开

创着新世纪的辉煌。

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

盛宣怀在其洋务事业

的经营活动中，体会到新

式人才的重要。办新事业

必须有与其相适应的新式

人才，否则将一事无成。

盛宣怀认为新式人才必要

立足于自己培养，聘用洋

人只能是暂时的。他认为

迫切需要培养难度较大的

专门人才，尤应早日培养

矿务人才，办正规学堂。

盛宣怀与当时在天津自

办中西书院的美国人丁家

立来往颇密，多有接触，

研讨办学之事。后秉承李

鸿章的意旨，和丁家立筹

办一所新式学堂，经细致

的研究将办学章则、办法、

实施计划草拟完成，盛宣

怀于 1895 年春向李鸿章禀

请具奏。随后又将《拟设

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于

1895年9月19日禀请继任直

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

1895 年首先在天津创办中

国新型大学——天津北洋

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

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

第一所官办大学。而盛宣

怀，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大学校长，也是他，颁

发了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

1896年盛宣怀又创建了

上海南洋公学，而这正是交

通大学的前身。而交大的校

区里也一直安放着盛宣怀的

雕塑，以此来纪念这位创建

者。盛宣怀与大学教育的渊

源并不只体现在他亲自创办

的这些学堂上，1916年 4月

27日他去世之后，其十余万

卷的藏书被民国政府一分为

三，分别给了圣约翰大学、

上海交大和山西铭贤学校。

中国第一家银行

银行，现在已经成为

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个部分。说起中国第一个

提出开办银行设想的人，

可能就要追溯到太平天国

时期，但真正创立中国第

一家银行的却是盛宣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

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

地赔款，朝野震动。1896年

10月，盛宣怀呈上《条陈自

强大计折》，认为欲自强，

需做到三点：练兵、理财、

育才。核心是理财，目的是

“挽外溢”。盛宣怀认为朝

廷应裁撤厘金而增加进口税

率，开征印花税，建立银行，

进行币制改革。接着又呈奏

《请设银行片》，认为外国

人利用银行为商业集中他们

的国家财富，中国也应该有

自己的银行，以便以低于外

国银行的利率为政府发行国

内公债，还可以避免因不适

宜的金银兑换率而造成的额

外负担。光绪对此很是赞

同，当即命盛宣怀挑选董

事，征求商股，筹建银行。

在盛宣怀的努力下，银

行董事会很快成立。董事会

有八个成员，分别为张振勋、

叶澄衷、严信厚、施则敬、

朱葆三、杨廷呆、严潆、陈

猷。这八个人，都是上海滩

呼风唤雨的非凡人物。但即

便如此，在那个非常时代，

创办银行也算是非常之举，

因此也是一波三折，历尽艰

辛。中国通商银行如同一个

难产儿，在千呼万唤之后，

终于在1897年5月27日诞生

于外国银行林立的上海滩。

中国通商银行开办在不

到一年时间内，就先后在天

津、汉口、广州、汕头、烟

台、镇江和北京开设了七个

分行。两年之后，已能每六

个月结账一次，除开销外，

发给股商利银 40 万两，缴

呈户部利银 10 万两，其旺

盛的发展势头，盛宣怀描述

为“询诸汇丰开办之初，尚

无如此景象”。

中国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

京汉铁路最早称之卢汉

铁路，全长 1311.4 公里。

1906年 4月 1日，京汉铁路

全线正式通车。甲午战争以

后，清廷颁布上谕，要“力

行实政”，修铁路被置于实

政的首位。1895年12月，清

廷政府谕令卢汉铁路商办。

但张之洞在募集商股的过程

中多方受阻，不得不把修筑

卢汉铁路的任务交给盛宣怀。

盛宣怀承办卢汉铁路的款源

主要是借洋债。比利时一举

夺得了卢汉铁路的贷款权，

1898年 6月，《卢汉铁路比

利时借款详细合同》和《卢

汉铁路行车合同》在上海签

订，借比利时款112.5万法郎

，息 5厘，9扣，期限 30年

。卢汉铁路于1898年开始修

筑，直到1906年全线正式通

车，并改名为京汉铁路。

1916年 4月 27日，中国

近代金融事业的先驱和奠基

人盛宣怀溘然长逝。他的葬

礼极其盛大，轰动上海，耗

资 30 万两白银，送葬队伍

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

外滩，为此租界当局进行了

交通管制。回首百年之前，

中国还只是一个落后的农业

国，诸多西方列强侵占我国

土地，掠夺人民财物，面对

这样的局势，盛宣怀挺身而

出，凭借着自己渊博的学识

和开风气之先的勇气，开创

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先河。

楊絳談與錢鐘書的婚姻：
我們門不當戶不對

我原是父母生命中的女儿，只为我

出嫁了，就成了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

其实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他家

是旧式人家，重男轻女。女儿虽宝贝，

却不如男儿重要。女儿闺中待字，知书

识礼就行。我家是新式人家，男女并重，

女儿和男儿一般培养，婚姻自主，职业

自主。而钱钟书家呢，他两个弟弟，婚

姻都由父亲做主，职业也由父亲选择。

钱钟书的父亲认为这个儿子的大毛

病，是孩子气，没正经。他准会为他娶

一房严肃的媳妇，经常管制，这个儿子

可成模范丈夫；他生性憨厚，也必是慈

祥的父亲。

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

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钟书的最可贵

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

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

钟书。他的痴气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

但是这个钱钟书成了他父亲一辈子担心

的儿子，而我这种“洋盘媳妇”，在钱

家是不合适的。

但是在日寇侵华，钱家整个大家庭

挤居上海时，我们夫妇在钱家同甘苦、

共患难的岁月，使我这“洋盘媳妇”赢

得我公公称赞“安贫乐道”；而他问我

婆婆，他身后她愿跟谁同住，答：“季

康。”这是我婆婆给我的莫大荣誉，值

得我吹个大牛啊！

我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

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

海孤岛。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

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

阔小姐补习功课，还是喜剧、散文及短

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

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

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

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

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

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

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

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

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

容易的。实话实说，我不仅对钱钟书个

人，我对全世界所有喜读他作品的人，

功莫大焉！

张之洞（1837 年～1909 年），清朝

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字孝达，号香

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自

号抱冰。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南

皮）， 1863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

中法战争时，擢两广总督，用冯子材，

击败法国军队。后调湖广总督，设广东

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制

铁局、织布局，修铁路。有《张文襄公

全集》。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著名观点。

张之洞于 1909年逝世，次年归葬家

乡。

张之洞去世半个多世纪后的 1966

年秋的某天，张之洞建起的南皮中学

学生为主的红卫兵造反派，扛旗打锣

来到张之洞墓地，先将张之洞墓碑拉

倒，然后开始掘墓。县里四位同志试

图阻拦，理由是省里指示，张之洞为

清代重臣，墓地为历史古墓，要注意

国际影响。

一个造反派头头说，张之洞就是

牛鬼蛇神，就是封资修，再阻拦，连

你们一块打倒！更有一个头头说，到

联合国我们也不怕！两个小时后，坟

土被挖光，露出石灰和青砖砌成的四

个砖套，砖套内为四口黑红色棺，由

于厚重，一铁镐下去，只能锛出一道

白印，最后造反派用铁锤砸钢钎才打

开。只见张之洞面如活人，几缕银髯

飘洒胸前，头戴官帽，嘴含一个大珠

子，身上盖了六七层被。随葬品有一

把小梳子，一块怀表，一架眼镜，两

个鼻烟壶，砚台、珍珠、金银、字画

等珍贵文物四十余件。“全身是完整

的，皮肉干白，贴在骨头上，衣服见

风后就成了布片，到处飘散。”南关

村农民张执信，清晰地记得他看到张

之洞尸体时的情景。两个多月之后，

一个消息在南皮传开——张之洞的尸

体不见了。忙于“农业建设”和“阶

级斗争”的人们，渐渐地将这件事淡

忘了。这位晚清重臣就以这种莫名的

方式完成了第二次“归葬”。

直到 1993年，张之洞逝世 84周年。

南皮建起了张之洞的新坟。但当年的石

碑已无一幸存，现在的四道石碑都是重

刻的。

張之洞
身後的百年遭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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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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
是否該降低刑責年齡？

田雪娟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 15

岁的儿子张超凡因没钱给同学买零食，

在网吧里被几个同学活活打死。“网吧

里打，网吧外面还打……这么粗的棍子，

都打成几截了。”田雪娟不能理解，是

怎样的深仇大恨，会让儿子遭遇这场毒

打，并最终失去生命，而夺走儿子生命

的，竟是与儿子年龄相仿的未成年人。

毫无疑问，张超凡属于最不幸的那

一类。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时常发生，

呈现低龄化的趋势，而犯案形式和手段

日趋成人化、团伙化。来自最高人民检

察院数据显示，2003 年至 2015 年，全

国检察机关经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

嫌疑人 92万余人，不批准逮捕 16万余

人，起诉 108万人，不起诉 5万余人。

然而，不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却被从轻

判罚，由此质疑之声四起，有人呼吁，

应当“下调”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

是否应当“下调”？5月 27日，最

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30年”新闻发布会上，这个问题成为媒

体追逐的焦点之一。

会上，在谈到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

龄时，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史卫忠认为，单纯靠刑罚惩罚的

办法并不能有效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每差一岁或将涉及很大范围;如果只强

调一味打击，会将涉罪未成年人推向社

会对立面，丧失教育、感化、挽救的良

机。是否要“下调”未成年人刑事责任

年龄？对于这个问题，小伙伴们又是怎

样看这个问题的呢？长安君梳理发现，

支持“下调”的意见可分为以下六类：

1、“14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不

能适应我国社会发展

在媒体浸渍信息泛滥的时代，虽社会

文化交流加快，但弊端绵绵派生，少年儿

童早熟就是之一。实际情况是，少年儿童

没到刑事责任年龄却有行为能力，这种尴

尬情况并不少见。法律的适用应与时俱

进，刑事责任年龄重新商定迫在眉睫。

2、犯罪不能唯年龄论

刑责年龄的制定应侧重他是否有犯

罪能力。以前 14岁以下儿童体弱力薄

性成熟晚，一般不具备制造杀人抢劫强

奸这些恶性案件的能力，但现在许多14

岁的小孩已经具备这种能力。在很多暴

力性案件中，常看到行为人未满 14周

岁。而且，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还应该参

考作案的方式、恶劣程度等因素。

3、莫让法律已成为未成年犯罪的

“保护伞”。

免刑责的特权的目的是保护未成年

人。但是，十四岁以下免刑责非但没有保

护未成年人，反而成了他们胡作非为的鼓

动器，客观上怂恿违法犯罪。无期徒刑、死

刑不现实，但免于刑事责任不合理，必须改。

4、法律尽早介入惩罚反是保护

一位小伙伴有个朋友，原来是混黑

社会的，直到一天看到他兄弟被人砍死，

他兄弟的妈妈哭一整夜，哭得头发全变

白后，他才彻底醒悟。判刑，不是绝路，

某种程度上是让他们尽早醒悟。

5、不应夸大教育感化的作用

不应对教育、感化、挽救目标的实

现过于自信。有的涉嫌违法犯罪的未成

年人难以教育感化，免除处罚也不是教

育、矫治未成年犯罪的唯一途径。有时

候，严格依法定罪处罚，更能使施暴者

认识到自身罪责并真诚悔罪，更有利于

教育和挽救。

6、消除未成年人的侥幸心理

可怕的不是青少年犯罪，而是一些

青少年一遍叫嚣“我还不到14，杀人不

犯法”一边去犯罪。

从社会发展到“唯年龄论”，从法

律的作用到未成年人心理，某种程度上，

“支持下调”存在其合理性。但是，在

这个问题上，“反对”的呼声同样声势

浩大。听听“反对者”们都怎么说——

1、应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与统一性

刑事责任年龄属于法律拟制。目前，

我国与世界各国划定的刑事责任年龄线

基本一致。法律只能管普遍现象，不应

对偶然的、罕见的个案过于敏感，降低

刑事责任年龄。

2、可建立区别性的判断机制进行

惩罚

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绝不是简单

粗暴的一刀切，把轻微违法的未成年人

与严重违法的未成年人混为一谈。应认

真制定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审判机制，

从而让恶性违法者见识到法律的严厉，

让诚心悔改者得到矫正与帮助，并让更

多守法的人免遭不幸。

3、监狱等场所会造成未成年人交

叉感染

刑罚具有标签化，未成年人放到监

狱里改造，可能会因为交叉感染而适得

其反。放出来后，社会危害性可能更大。

4、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有推卸

责任之嫌

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现象要从社会、

学校、家庭及个体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寻求系统性的解决方法，而不是一股脑

的将责任推到未成年个体身上，简单粗

暴地以对孩子的惩罚来代替成年人应担

的教育和监管。如果仅仅因为不负刑事

责任就简单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不免

有将社会问题简单化为法律问题，将社

会责任推卸给未成年个体之嫌。

5、未成年人犯罪应预防为主，惩

治为辅

对于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走的弯路，

要适度包容，给予成长和矫正的空间。

降低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不符合刑

事责任能力和刑罚的目的，有悖于我国

处理少年儿童危害行为的一贯政策，不

符合刑法基本制度相对稳定的要求。

6、未成年犯罪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法律惩罚不能代替社会其他因素的作用

生来就是“心理变态”“迫害狂人”

的孩子的数量寥寥无几，家庭环境、教

育、社会道德等复杂原因使一批未成年人

在成长过程中偏离了道德的轨道，触犯了

法律。要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就要

从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源头开始行动。

诚然，未成年人犯罪不是单纯的

法律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问题。防

止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需

要多方面、多领域齐心协力。要想减

少未成年人犯罪，就要从源头找原因。

单纯从法律角度看待未成年人犯罪问

题，恐怕只会治标不治本。刑事责任

年龄只可能一降再降，最终还会体现

到未成年人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教

育、监管、引导、惩罚、矫治、接纳

一个环节都不能少，才能让孩子们的

未来一个都不会少。

至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当降低，

“应当经过大量的实务论证和理论研究。

在这方面我们将结合办案进行深入研究

和思考，为有关问题的妥善解决提供参

考依据”。史卫忠最后说。“下调”刑

事责任年龄不是小工程。这个环节上，

宁可速度慢一点，质量把关不能松。对

此，长安君和小伙伴们拭目以待，毕竟

我们都不希望“张超凡”的悲剧再次上

演。

公安部、浙江省宣布
G20峰會安保新部署新要求

五月的细雨，把杭州城侵染得像水

墨画。经杨公堤、虎跑路驶往滨江，宛

如行驶在郊外森林，沿途宁静、恬淡、

安详。但一进入浙江警察学院操场，参

加誓师的 24个安保方队让人感受到的是

壁垒森严、威武雄壮。上述景象似乎也

暗喻了杭州G20峰会安保的基调：外松

内紧，在确保大会安全召开的同时，也

尽量减少对杭州市民生活的影响。

今天上午 10时，浙江省公安机关武

警部队G20峰会安保工作百日誓师大会在

浙江警察学院大操场举行，按照警种划分，

共有武警、交警、巡特警、边防、消防等

24个方队参加誓师大会，每个方队100人，

清一色棒小伙，尤其是特警，头戴钢盔，

手持冲锋枪，不怒自威，令人肃然起敬。

受公安部党委委托，公安部党委委

员、政治部主任夏崇源在讲话时说，公

安部长郭声琨多次强调，峰会效果如何看

宣传，成功与否看安全。确保绝对安全是

峰会成功举办、实现中央办会意图的根本

前提，这是我们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

G20峰会参会领导人数量、重要活动场次

都将创下我国主场外交活动之最，尤其是

安保工作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进行，难度

非常大。我们要通过整体防控、立体防控

、层圈过滤，把可能影响峰会安全的重

点人群、高危场所、重要部位、关键环

节，切实管住、管严、管扎实，筑牢峰会

安保的铜墙铁壁。要坚持严格、平和、文

明、规范执法，努力实现安全效果、政治

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浙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辉

忠在讲话时说，浙江公安干警行不行，

就看护航G20。这是一项“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的任务，是一次“只许总结

经验、不能总结教训”的任务。要加强

统筹协调，紧盯安保重要难点，突出关

键环节，把形势估计得更加充分，把预

案制定得更加严密，把措施筹划得更加

周全，抓实基础、做强专业，用好科技、

依靠群众，整合资源、严密管理，步步

为营、精准落实，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不放过任何一块

短板，实干苦干加上我们的智慧、专业

和科技，牢牢守住峰会安保工作“每一

米”的防线。

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徐加爱在讲话时

说，公安部长郭声琨要求峰会安保必须做

到“五个坚决防止、三个确保”（即坚决

防止发生严重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大事

件；坚决防止发生影响峰会顺利进行的

突发事件；坚决防止发生影响峰会顺利进

行的暴力恐怖、个人极端案（事）件；坚

决防止发生规模性群体性事件；坚决防止

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火灾、爆炸等安全

事件。确保峰会万无一失、绝对安全；确

保与会领导人和嘉宾绝对安全；确保安保

工作给峰会增光添彩）。全省公安机关、

武警部队要把峰会安保作为当前压倒一切

的头等大事，树立最强信心，拿出最大决

心，坚持最高标准、落实最严措施，投入

最多精力、拼出最快速度，发扬最实作

风、追求最佳效果，坚决夺取G20峰会安

保维稳的全面胜利。

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袁家军，

省委常委、秘书长陈金彪，省军区司令

员冯文平，省高级法院院长陈国猛、省

检察院检察长汪瀚，省武警总队司令员

白海滨、政委张喜文等党政军要员悉数

参加今天上午的誓师大会，这也充分反

映了浙江省上上下下对杭州G20峰会安

保工作的高度重视。

当天下午，武警浙江边防总队还在

杭州萧山区进行了“环浙护城河”安保启

动仪式，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

福建、广东、新疆公安边防总队、上海边

检总站通过视频共同签署了《国际峰会安

保边检警务合作协议》，正式吹响了安保

冲锋号。浙江边防部队将会集全警之智，

举全警之力，打造峰会安保坚强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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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多年供不應求
美國H1B工作簽證被指亟需改革

据美国世界新闻网编译报道，美国H1-B工作签证开

放申请数日即满额，今年是连续第四年，说明H1-B签证

需要增加。国会应把H1-B签证的增加与改革相结合，以

保护外国劳工的权益，奖励他们为美国经济的贡献。而改

革H1-B签证计划不仅有利于外国技术劳工，也对美国人

有利。

受过高等教育的外国技术劳工，是由雇主代为申请

H1-B签证，最多可在美工作六年。如果雇主需要长期聘

用，就要申请绿卡。美国国会山庄报报道，但自 2000年

以来，国内安全部给H1-B签证持有人发的绿卡只占一半

，因此他们的绿卡申请严重积压，许多人要等多年才能拿

到。

国会还规定，部分国家的公民申请绿卡受限，不能超

过总量的 7%，因此他们等候的时间更长。如果是来自印

度的大学毕业生，要等数十年才能拿到绿卡。美国需要

H1-B技术劳工，让他们等数十年才拿绿卡没有任何益处

。

报道说，H1-B签证劳工的权益有限，他们不能创办

新公司，配偶和子女也不能工作，一旦离开现在工作的企

业，他们就将丧失合法身份。而美国雇员则可随时离开，

因此部分企业更愿雇H1-B劳工。

如果允许H1-B劳工自由转换工作，他们的薪资就不

会比市场水平低，因此可对美国人的薪资产生平衡作用。

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取消H1-B签证，同时放宽绿卡申

请限制。报道说，但问题是美国95%转成绿卡的技术劳工

，曾持H1-B或类似签证，显示H1-B签证已成为进入美国

的重要渠道，如果国会取消H1-B签证，就将毁灭美国的

合法技术移民体系。

加拿大魁北克省投資移民
：2016年5月開放申請

随着今年中加两国政策的开放，移民

加拿大又重新成为了国人的热门选择。加

拿大作为最老牌低风险的移民国家，大批

投资者重新拾起了对它的信心。其中，魁

省移民越来越受投资者的青睐。金北方移

民专家表示，面对前几个月的汇率变动，

预计继美国之后，加拿大魁省投资移民投

资额将会提升。面对加拿大投资移民的最

好时机，还在等什么？

2016年政策仍然与2015年基本保持一

致，您还能够搭上“魁北克投资移民旧政

的末班车”。此次 2016年 5月 1日魁北克

投资移民重启，中国大陆的申请人 1200

个，建议各位移民申请人尽快联系实力雄

厚、成功经验丰富的移民公司准备申请材

料。

申请条件：

1. 申请人家庭资产 160万加币以上，

并能够证明合法来源；

2. 主申请人拥有2年以上高级管理经验；

3. 通过后申请人投资 80万加币，五

年后将无利息返还本金，或者融资贷款22

万加币。

随着近几年加拿大移民配额趋于紧张

，审核标准不断提高，申请人在选择代理

公司时更要擦亮眼睛，认真考察，一定要

选择具备加拿大、中国双重资质、具有较

长行业的专业经验，有真正的加拿大专家

在国内亲自参与文案审核、随时能够与移

民官沟通解决出现问题的公司做代理，保

证申请能够顺利、稳妥的进行。

悉尼"幸運房屋"地址含5個8
引中國買家瘋狂競價

数字8与发财的“发”谐音，被众多中国人视作幸运

数字。近日，澳大利亚悉尼市的一间公寓因地址里含有 5

个“8”，引来中国买家的疯狂竞价，但最终仍未敌过更

加财大气粗的英国买家，只能“望房兴叹”。

据澳大利亚媒体4月11日报道，在悉尼海港富人区莫斯

曼（Mosman），有一间堪称“悉尼最幸运房屋”的公寓，

原因在于这间公寓的地址——“悉尼市莫斯曼区（2088）布

雷德利赫德路8/88号”——里含有5个幸运数字“8”。

或许是为了给这间公寓再添一点幸运意味，房屋拍卖

机构将其售价定在 80万澳元至 88万澳元之间。而这一策

略显然奏效了：“悉尼最幸运房屋”引发买家竞价战

，在推出市场仅仅一周后就以88万澳元的价格售出。

房产经纪人乔琪 诺斯表示，价格指导区间和实际售

价都包含多个“8”，这纯粹是个巧合，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间“幸运的”两房公寓在市场激起大范围的积极反

应，虽然公寓最终被一对喜欢房屋装修风格和地段、看

好房屋升值潜力的英国情侣收入囊中，但在竞价过程中有

众多中国买家参与。

据诺斯介绍，这间公寓位于莫斯曼区最繁华的街区之

一，建筑面积 90平方米，装修简约、家具齐备，步行前

往海滩仅需几分钟，“不论是投资者还是自住者，此种类

型的房产总是会引来众多潜在买家的兴趣，而中国买家对

这种带幸运数字的公寓尤感兴趣”。

根据《澳洲日报》的报道，上一财年，全球各地对澳

洲房屋的“胃口”突飞猛涨，外国计划投资澳洲住宅房地

产的金额从2014财年的347亿澳元劲增75%至2015财年的

608亿澳元。

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的年度报告显

示，目前，中国依然是澳洲房产最大的外国买家，2015财

年豪掷了 243亿澳元，是美国的三倍以上、新加坡的六倍

。为了吸引中国买家，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在新房里开始安

装中式厨房，并且精选的套房还会配上6、8等幸运数字。

加移民報告：2015年
一萬中國人快速移民加拿大

加拿大移民部近日发布的《2015年度

快速通道移民年终报告》显示，去年超过

31000位中国人成功获得加拿大移民部快

速通道移民邀请，包括主申请人及其家属

在内约有1万人因此成功移民。

1万中国人 “快速移民”加拿大

快速移民通道(Express Entry)是加拿大

经济类移民申请模式的改革。2015年1月1

日起，想通过技术类移民(包括联邦技术移

民、联邦技工移民、经验类移民及部分省

提名计划)移居加拿大的外籍人士，需要通

过该通道提交个人资料和移民申请意向。

达到一定分数的申请人将获得移民局的邀

请递交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申请。

近日，加拿大移民部发布了《2015

年度快速通道移民年终报告》。报告显示，

自 2015年 1月以来，移民部一年内共收到

191279份来自中国人的申请，其中，超过

31000人成功获得邀请，约有 1万人已经(

包括主申请人及其家属)成为永久居民。

提醒：600分加分优势仍是关键

根据《报告》，在2015年一整年共23

轮的抽选中，成功获邀的中国申请人最高

分数线为 886分。而未能获得劳动力市场

评估(LMIA)或省提名的 600分额外优势的

申请人，分数最高也只能到 450分。可见

争取 600分额外加分仍是在“快速通道”

移民申请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业内人士建议，如果申请人不具备

额外的 600分优势，要从教育水平、工作

经验、官方语言能力(包括英语、法语)等

方面入手，优化个人及配偶的背景，也能

增强竞争优势。同时，随着申请人的年龄

的上升，分数也会相应减少。“建议申请

人最好在20-29岁申请，有配偶可获100分，

无配偶可获 110分。”景鸿集团董事长关

景鸿建议。

从获邀的中国申请人居住地来看，

有78.1%的人申请时已居住在加拿大境内，

6.2%居住在印度，2.2%居住在美国，居住

在中国的只占1.4%(409人)。

业内人士分析，此数据反映出“快

速通道”系统更青睐已在加拿大工作及

生活的申请人。报告表明，拥有高等教

育背景、加拿大工作经验以及较强官方

语言能力的国际留学生和研究工作者更具

竞争力。

2015年移民

快速通道TOP10职业

行业 占比 人数

1.餐饮业主管 8% 2356人

2.厨师 8% 2295人

3.信息分析员 4% 1255人

4.软件工程师 3% 940人

5.电脑程序员/媒体开发 3% 935人

6.大学教授/讲师 3% 745人

7.零售主管 2% 669人

8.平面设计/插画 2% 550人

9.财务审计员/会计 2% 494人

10.金融投资分析员 2% 446人

加拿大：夫妻團聚移民落地即獲身份
無需再等2年

据加拿大《环球华报》报道，本周一(2月 29日)，加

拿大移民部长麦家廉 (John McCal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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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访中，麦家廉称：“根据目前的政策规定，在配

偶抵达加拿大后他们并不能马上就获得永久居民身份，而

是需要等待约2年的时间。在之前的联邦大选政纲中，我

们已经提到将会终止这条规定，让配偶在落地后立即获得

永久居民身份。”

目前，夫妻团聚移民中的配偶在抵达加拿大后会获得

有条件的永久居民身份，但是必须等2年时间才能获得真

正的永久居民身份。如果二人在此期间婚姻关系终止，那

么配偶的永久居民身份可能会被收回。不过，持有有条件

永久居民身份的配偶拥有的权利和义务与其他的永久居民

一致。

有条件的永久居民身份政策是保守党政府在 2012年

引入加拿大，以帮助解决“假结婚移民”的问题。

对此，身为士嘉堡选区的自由党议员以及人权律师

的 Gary Anandasangaree 称，他非常赞成取消这 2年的过

渡期，因为 2年过渡期的规定常常使得被资助的配偶，

尤其是妇女，变得非常地脆弱，对另一半的依靠性增

加。

Anandasangaree 称，当他是一名律师的时候，许多人

来咨询他有关在这2年身份尴尬时期，婚姻也出现了问题

该怎么办？他称很多时候，妇女都感到在婚姻中受到了极

大的威胁。

Anandasangaree 还称，假结婚并不是夫妻团聚移民中

最为重要的难题。这些假结婚的案例只是极个别的。夫妻

团聚的配偶不应该为此等待2年时间。

去年5月，一桩精心设计的移民假结婚案件被曝光，

Wei Ren,又名 aka Christine Ren或 Christine Molson被依法

裁决在家软禁729天。在她的精心策划之下，一场假结婚

的阴谋上演了，130个中国学生每人交纳 35000加元来换

取和加拿大人赞助人的结婚。她们组织照相，招揽婚礼演

员，租借结婚礼服，企图用假结婚的方式帮助中国学生换

取永久居民的身份。

这位叫Ren的妇女来自中国，以前曾是一位非常成功

的房地产中介，她的中国顾客常常会向她寻求移民帮

助。 不久后，这位三个孩子的妈妈就意识到了其中的商

机，在7年里不断地扩展自己的业务。直到加拿大边境服

务处产生了怀疑，并把那 130个中国学生的移民申请和

Ren联系了起来。

Ren提供的假结婚移民服务可一点儿都不便宜。她 3

万至 35000加元的要价还不包括后期的摄影结婚和离婚费

用，以及聘请婚礼演员的费用。

她会支付 7 千到 8 千的费用聘请加拿大人，让他们

和中国学生结婚，并且提前告诉他们在几年之后将会

离婚。根据合同规定，加拿大赞助人会在和中国学生

一起旅行拍照至少一天之后先拿到一半的费用。“在

拍照过程中衣服和发型会常常变化，以让别人感觉这

对夫妻在一起很久了。”MacDonnell在看完合同后说道。

他们也被要求一起去申请结婚，开设共同的银行账户

和手机账户。同时，Ren还会安排更改地址，以造成两人

住在一起的错觉。

在结婚当天，Ren 还会设计一场中国传统的新婚宴

会。在新人在市政府举行完仪式之后，新人会穿上传统

的中国服饰，在附近的餐馆举行新婚晚宴。整个过程都会

被拍摄下来。

往往在同一天，他们会穿上日常的衣服，赶往另

一家餐馆。这个过程也会被拍摄下来作为他们的订婚

宴。

接下来，加拿大人就会以赞助人的身份进行申请，

帮助他们的另一半移民加拿大。之前整个过程拍摄的

照片则会作为夫妻关系和结婚关系的有力证明。在去

移民局面试之前，Ren也会对他们进行面试前的训练，

帮他们准备好如何应答各种问题。当中国学生拿到身

份后，加拿大的赞助人才会拿到剩下的那一半的酬金，然

后双方签署离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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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

修養，一個人的精神長相
人之长相，分体貌和心灵。五官之美如花开艳

阳，直接；而精神之美似暗香浮动，需依托，靠修

养方能呈现。

那什么是修养呢？是文明礼貌、知识文化还是

清风明月、 淡茶闲花，都对。因为修养是一个非

常美好高贵的词语，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但具体

落到实处应该是一种尊重，一种接人待物的方式方

法。和文化知识有关，但不是必然，主要来自家庭

的影响和后天的修为。

赫本被誉为女神，不仅仅因其貌美，貌美的

很多，并不能被全世界的人记住；也不是因为学

历，比她学历高的比比皆是。但她用她的一生诠

释了修养这个概念，她在遗言里这样说“若要优

美的嘴唇，就要讲亲切的话；若要可爱的眼睛，

就要看到别人的好处；若要苗条的身材，就要把

你的食物分享给饥饿的人；若要美丽的秀发，在

于每天有孩子的手指穿过它；若要优雅的姿态，

走路时要记住行人不只你一个。人之所以为人，

是必须充满精力，自我悔改，自我反省，自我成

长；并非向人抱怨；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可

以求助于自己的双手；在年老之后，你会发现自

己的双手能解决很多难题，一只手用来帮助自

己，另一只用来帮助别人。”

这就是对修养最好的解读，也是做人的最高境

界，更是心灵之美与外在之美完美的结合。并且修

养之美无处不在渗透影响着你的外在之美。如果大

家都能做到，那么我们都是天使。她告诉我们手是

用来劳动而不是索取的，脑是用来忏悔而不是偏执

的。手不仅能解决自身问题还能帮助别人；脑不仅

能原谅别人还可以让自身不断进步。我们身上每个

零件都有用处，那些喜欢到处释放物质垃圾和精神

垃圾的人都是不健全的。

看过很多父母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如旁人，那就

看看自己是不是样样都行，孩子其实就是站在你面

前的镜子。在发成绩单时，在开家长会时，你恼怒

了，你大打出手了，这恰恰暴露你精神世界的粗鄙。

我倒是很感动一句话“不需要你养老，只感谢

让我参与你的成长。”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长，你

的认知对了，你的修养就高了。和孩子说话，一定

要学会蹲下，你笑了，孩子的世界自然就是春天

了。这里包括你也包括我，事实和时间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需要反省。

修养就是不管你有多强大，当你面对弱小时，

你一定让他发出自己的声音，国与国是，家与家

是，人与人更是。那些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行为

都是动物的行径。

修养还体现在一些细节上。饭馆里，一碗汤洒

在你身上；公交上，一只皮鞋踩在你脚尖上。你咋

办，即便别人不道歉又如何，是随风而去还是据理

力争。

有些人吃饭，喜欢把菜翻来覆去，翻得底朝上

再夹起一口，那怕是一盘花生米或青菜都如此。这

还不如那些一上来就狼吞虎咽的人率性，暂不说卫

不卫生，也不说是不是贫穷年代遗留下来的陋习。

我想说这种行为实际暴露了一个人内心的自私和心

胸的狭隘。

杨绛说过“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学

习不是狭隘的，不是为文凭学历，升官发财的，更

不是酸文假醋，故作清高寡淡的。而是为了重新塑

造我们自己的精神长相，让我们视野更开阔些，能

以更好的视角来诠释这个世界。

什么是修养？当我们不再提修养二字，当心中

的鲜花和绿草都一一盛开了，修养的春风就来了。

同样如果我修养够了，也就不会在这喋喋不休了。

因为修养只需像赫本那样做好自己就行了，因为修

养，只属于你一个人的精神长相。

遇見，是一場宿命的邀約
生命里，总有一些深情无关春花秋月，总有

一些遇见无关天涯零落，却是一场宿命的邀约。

执手相望的岁月，在我写完的一首清韵里淡暖生

香。若，遇见已无路可逃。那么，允我携一颗云

水禅心，在一帧未打开的安宁里静静陪你。让

爱，一直如影随形。让念，一直安然生长。---题

记

季节的风，吹散了流年的聚散。我用一朵花

开的明媚作为约定，在你掌心的脉络刻下一份永

恒。面对变幻无穷的季节，我们会不会在一缕远

去的秋风里失去讯息？晚秋的风景，沾染了点点

萧瑟。 黄叶，无风自落，瞬间堆满一地。眉间，

总有一抹清喜在慢慢向我靠拢。种植心脉的墨

香，终是在一笺最浓的秋色里长成最美的诗行。

凡尘如梦，因了一份不期的遇见，所有的日

子魂牵梦萦。字里流年，风生水起。转身用我期

冀的双手张开所有的温柔，许时光一份静好，许

相遇一场情深。烟火人生，在流年的浸润下有了

百味的禅意。安静，携一份清宁素简，轻挽一袭

流年的温暖，在风起雨落时刻，淡淡写意，轻轻

描摹。生命因一些懂得而厚重，生活因一些浅欢

而丰盈。我在时光的阑珊里，静待花开。

对着岁月匆匆，我们只需让生命删繁就简，

守一方清宁。若有一天，韶华老去。我便择一缕

花香，夹于心语的扉页，记住生命里每一段故事

的静好，镌刻下每一次相遇的铭心。静默处，那

一场清欢，始终为你淡淡盛开在我遐想的笔端。

每一段静谧，都如如菩提的禅心，在经年的光阴

里此第缓缓绽放。隐隐里，有花的芬芳，有诗的

墨香，有念的温暖。端坐安然，我用一笔清心，

书写时光的温婉。

流年安稳，让念在字里生香。晨起，我在滴

露的檐下，翻一段曾经的故事，细酌过往深处隐

匿的温软。那些散落在流年的芬芳，依旧是烟火

葱茏的模样。轻轻拾起细碎的光阴，许我隔着一

盏茶的距离伴你细细阅读。我们感动着经年的感

动，珍惜着彼此的珍惜，倾诉着光阴的匆匆。任

季节碾转，任韶华老去，只愿这般安静相伴左右。

掠去浮华的文字，如一缕沉香，始终为你聚

散绕指。带着牵念，饱含温暖，在一缕风岚里静

默守候。深信，那一眼不经意回眸的遇见，注定

是一场宿命的邀约。秋叶渐稀，霜露渐浓。我在

一枚红豆红的永恒里， 浅喜深爱！

你的执迷不悟，我该用怎样的虔诚守候才不

会辜负？那份铭心，刻骨了所有的爱恋。执手相

望的岁月，在我写完的一首清韵里淡暖生香。若，

遇见已无路可逃。那么，允我携一颗云水禅心，

在一帧未打开的安宁里静静陪你。让爱，一直如

影随形。让念，一直安然生长。

那些不离不弃的懂得，慎重在红尘深处嫣

然。对视的眼眸，柔情缱绻。多少次凝眸在遥远

的远方，多少次用一支素笔写满爱的絮语。经历

四季，情已无关风月，那么就只写此刻相对的安

然。让浅笑的眉间，氤氲着禅意时光，余韵悠

长。没有喧嚣，没有纷扰，只有我和你。

若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么就

让我们对着温厚宽容的岁月，许下善良的心愿。

让前生今世的眷恋，在一脉禅意的墨香里静静流

淌。纵然繁华落尽，容颜沧桑，亦让随心的喜悦

永驻心间。

流年的扉页，写满最美的韶华。镌刻一帧有

爱的时光，将你放在暖暖的文字里，直到霜染沧

桑，亦是红尘最美的风景。一季静秋，见证一季

的繁华与明媚。其实，真的很想和你一起慢慢变

老。任时光流逝，任花开花谢，亦无悔。

时光深处，总有一个人伴你一生安暖。无需

邀约，不求相守，只愿一直一直遇见。一些浅欢，

让梦里梦外春暖花开。一些悠然，让枯瘦的光阴

长出诗意。北雁南飞，我在蒹葭苍苍，等一个厌

倦漂泊的归影。那年诗经，婉约着流年泛白的韵

脚。你，从远古走来，携一笺桃红的清韵，邀我

陪你笑傲江湖狂疏。从此，愿一直用我虔诚的初

见，携一世温柔，静默着将安暖相依泼墨成一行

行晶莹！

生命里，总有一些深情无关春花秋月，总有

一些遇见无关天涯零落。早知，与你一直隔着山

水遥迢。走过风，走过雨的兼程，却一直一直遇

见。或许，淡淡最好。淡淡的想，淡淡的念，淡

淡的懂得，淡淡的相伴。相信，时光里所有的温

暖便是如此吧，不必刻意，无须强求！

红尘深处，相顾无言，不知归处。一季花开，

明媚了多少光阴。一句懂得，温柔了多少孤单。

暖意在时光里绵延，我用一抹嫣然明媚四季的芳

菲。折一笺潮湿的文字，用柔情烘干。时光里，

那些倾情总会沉淀成不离不弃，那些眷念总会皈

依成念念不忘。丰满了流年，温柔了过往。

回首，与秋同行的路上，洒漫了点点滴滴的

快乐与惆怅。或许，这个季节真的是，一半属于

明媚，一半属于忧伤。我们在或喜或忧的感慨

里，且行且念，且念且忘……不是吗？一些人远

去了，一些景萧瑟了，只剩一城斑驳，在风里诉

说着曾经的缠绵。

云端有风，是你站在离云朵最近的地方，揣测

我此刻的呓语。 你总是这样，不言不语，像个老

人。看我惊慌失措，看我迷失笔尖。然后，微笑着

转身离去，不曾留下只字片言。枝头，跌落一枚黄

叶，翩落我的身畔。瘦尽的脉络里清晰刻着，昨日

的葱茏。若可，且让我对着岁月，将这别样的静美

装进我清浅的诗行，慢慢感悟生命的荣枯。

季节渐深，岁月的转角，始终有一米阳光伴我安

暖。流年如水，潺潺而过。那些经过的，爱过的，

伤过的，都无需放在心上，亦无需遗憾余生。生命，

本来有聚也有散；月儿，本来有圆也有缺，此事古

难全。相信，遇见，便是一场宿命的邀约。惟愿，

邀一泓清泉入画， 约一缕花香入诗，在我最美的

锦年，与你赴一场年华相依，写一笺岁月安然。

走進藝術殿堂：浮世繪大師
巔峰之作 人物惟妙惟肖

江户时代后期的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1760年至

1849年)的因缘之地——东京都墨田区“墨田北斋美术

馆”，将于11月22日开馆。届时，大师亲笔挥毫而成

的巅峰杰作《隅田川两岸景色画卷》将在开馆纪念展

上与公众见面。

据悉，墨田区收藏有共计约1500幅北斋及其弟子

的画作。开馆纪念展“北斋的回归——隅田川两岸景

色画卷和名画展”，计划展出其中约130幅藏品。《画

卷》为北斋壮年时期的杰作，后流散海外，直至2008

年在伦敦的拍卖会上现身，期间有100多年不知所踪。

此外，墨田区还公布了宣传图标“人 维系 墨田区”。

图标以北斋曾经使用的蓝色为背景，其中“人”这一文

字是参考落款于北斋作品里的大师雅号设计而成的。据

介绍，该图标将被印制在墨田区的信封及海报等物品上。

裏昂隧道呈1.6公裏最長黑白漫畫

述穿越時空故事

据外媒报道， 法国中部城市里昂有一群艺术家，

近日以一幅绵延1.6公里的画作，或重夺世界最长连环

漫画纪录。

据悉，此前美国纽约 2014年以绵延 1.2公里的画

作，抢走里昂2011年纪录头衔。

这幅沿着里昂隧道墙壁呈现的黑白漫画，是由当

地艺术系学生所画。内容讲述16岁女孩莉亚在魔法笔

帮助下穿越时空旅行的故事。

里昂漫画节组织者说，希望吉尼斯世界纪录

评审人员在今后几个月内批准他们的成绩。漫画

节负责人马蒂厄•迪耶说：“准确地说，是 1625

米。”

被刺14刀臉朝下活埋 泰國
“奇跡寶寶”長大了

据外媒报道，今年 2月，泰国有农民发现

一名刚出生不久的男婴被深埋在 20厘米的洞

穴中，全身伤痕累累，还有 14处刀伤。事隔

近 3个月，当初的小男婴挺过劫难并健康成长

，他身穿袈裟的照片流出，超可爱的灿烂笑

容暖化人心，也让人对他的顽强生命力肃然

起敬。

据报道，这名小男婴刚出生就遭遗弃，当

时 53岁的农民卡奇特在附近放牛，发现他后

立刻找人帮忙并紧急送医。

卡奇特表示，那时她带着 6头牛到外面吃

草，不经意发现地面松动的泥土，感觉像刚填

平不久，“起初以为是有人埋葬自己的宠物，

但后来看到了脚，我努力控制自己并大声呼

救”，她还回忆道，“宝宝被埋在 20厘米深

的洞里，而且还是脸朝下”。

医师检查后表示，男婴全身都有被虐待的

痕迹，发现有 14处刀伤。对此警方推测，他

的生母可能是未婚妈妈，但目前仍未寻获凶手。

不过幸运的是小男婴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

让人不禁佩服他坚强的生命力，更被形容是

“奇迹宝宝”。

出版界的聖杯：
莎翁《第壹對開本》拍賣187萬英鎊

今年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逝世 400 周

年，为纪念一代文豪，佳士得拍卖行 26日在

伦敦拍卖4本17世纪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总

成交价接近250万英镑。

据报道，其中 1623 年出版的《第一对开

本》以 187万英镑成交，远超估价。

《第一对开本》内收集了多部莎士比亚的

经典剧目，如《麦克白》、《第十二夜》、

《皆大欢喜》及《暴风雨》等，为收集莎翁作

品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源，因此有人形容《第一

对开本》为“出版界的圣杯”。

据悉，此次拍品包括莎士比亚全集最早的

4个版本，除了 1623年的首版《第一对开本》

，其他 3个版本份别于 1632年、1664年和 1685

年出版。4个版本分开拍卖，但由同一美国收

藏家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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