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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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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勝保險Champions Insurance Group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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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僑社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夏至正式來臨，天氣晴朗適合外出踏
青，如果正在煩惱著不知去哪消磨時光，不如趁著藍莓產季，前往果園
體驗親手採摘(U-pick)方式，藍莓新鮮現採現吃，樂趣無窮。

春夏是莓類季節，春天3至5月盛產草莓，緊接著夏天就是藍莓季節
。北美每年4月初至10月中旬可吃到新鮮藍莓，6月至8月是盛產季，休
士頓各大超市都可見到藍莓蹤跡。但藍莓價格偏高，超市一小盒藍莓動
輒至少2.89元以上起跳，標榜有機藍莓的超市，更是要價4元，讓人覺
得吃起來既不過癮，又不划算。

想吃新鮮藍莓，不如自己動手採摘。休士頓鄰近區域有不少高人氣
果園都提供對外開放，用動手採摘(U-pick)方式，讓遊客DIY採收藍莓，
不只想受現採藍莓的樂趣，寬闊的戶外農場環境，也非常適合全家人親
近大自然。

休士頓北邊Conroe一帶，休士頓北邊約40哩路程的Moorhead's藍
莓農場，網路評價相當好，早在1970年代經營，是全德州第一家對民眾
開放的藍莓果園。果園占地20頃，種植超過20多個品種的藍莓，是當地
歷史悠久，頗負盛名的採摘場地。遊客可在整齊劃一的藍莓叢中，隨心
所欲挑選藍紫色，鮮嫩欲滴的飽滿果實。入園不收入場費，採收後的藍
莓以磅數秤重，每磅2.5元，店家會先與顧客告如何挑選和採摘小技巧。
果園6、7兩月周五、六日上午6時15分時至晚間8時30分開放，來之前
建議先至網站http://www.moorheadsblueberryfarm.com/或電話詢問。

另一家位於福遍縣，Wallis市一帶的Blessington Farms也是頗受遊
客歡迎的果園，園內同樣占地廣，各種莓類種類通通都有，一樣不收入
園費，以磅數秤重計費。6月初至7月可採收藍莓、黑莓等，果園周二至
周六上午8時至下午1時開放，之後9月還有南瓜供民眾挑選，有興趣的
人可洽網站http://blessingtonfarms.com/pick-your-own/或電洽詢問確

定開放時間。
另外，雖然現在並非草莓季節，但6號公路往南，經288號公路，位

在Alvin的Froberg's 蔬果農場距離糖城僅需20分鐘車程，是最受歡迎的
採收草莓農場，如果是產季時，遊客們可隨心所欲在占地百畝以上採莓
空間，盡情挑選鮮紅飽滿的漂亮果實，入園前也有採收規範解說，相當
有制度。

最吸引人的是，Froberg's只需花一元買個塑膠桶就可進入園區，採
收的草莓另外秤磅計費，也可現採現吃，相當划算。儘管現在無法採摘
草莓，農場仍有販售一些天然有機農產品，還是吸引民眾前往挑選，體
驗自然生態情懷。

農場藍莓親手採摘 新鮮現採現吃樂趣多

藍莓季節享受採收樂趣。(取自Moorhead's
臉書)

藍莓產季各個飽滿鮮嫩。(取自Moorhead's臉書)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夏季天氣晴朗，這幾天
仍出現午後雷陣雨，但短暫的陣雨澆不熄愛狗人士的熱情
。許多民眾帶著自家寶貝 「毛小孩」 ，下班後來寵物公園
遛遛狗，不只讓自己轉換心情，也剛好讓狗兒自在奔馳，
玩玩水，清涼一下，飼主也可與愛狗人士交換資訊。

一座去年新設立的寵物公園Johnny Steele
Dog Park，鄰近市中心的 Allen Pkwy 和
Memorial Dr路段上有一處州立公園Buffa-
lo Bayou Park。寵物公園去年初新開放，有
制度的完善規畫，不只依照狗兒大小分成中
大型犬與小型犬公園，寵物公園內也有多個
人工湖和戲水池供給狗兒跑跳、玩耍，享受
戲水趣，新穎的設計和友善的環境，讓狗兒

有伴嬉戲，愛狗人士也可放心交流養狗經，享受休憩樂趣
，吸引不少飼主周末假日帶毛小孩來此放鬆一下。

還不知道周末假日要帶狗寶貝去哪散步的民眾，不如
考慮來Buffalo Bayou Park遛狗，這裡可說是愛狗人士的
天堂。

寵物公園遛狗去 愛狗人士天堂

寵物公園已成為愛狗人士天堂。(記者黃相慈／攝影)

寵物公園去年初還正在擴建。(記者黃相慈／攝影)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糖城新當選巿
長Joe R. Zimmerman 昨天（ 6月21 日，星
期二） 下午五時半，在糖城巿政府所有員工
及各族裔支持者的注視下，正式宣誓就職，
開糖城市政的新紀元，當天與他一起宣誓就
職的還有糖城不分區市議員Mary Joyce,糖城
市市長James A. Thompson 親自主持這項就
職儀式。

糖城新任市長Joe R.Zimmerman 在就
職典禮上感謝各界的支持，他將逐個實現競
選時的承諾，使糖城成為適合工作，讀書，
居住的環境，為全體糖城居民創造更優質的
環境，他將加強與社區的互動，交流，更多
更好的為大家服務。

當天，有不少華人出席就職儀式，包括
： 「 糖城 華裔選民協會」 前後任會長浦浩
德，林富桂，及支持者劉志恆，駱健明，鄭
昭，張晶晶，及余厚義的女兒余素卿，楊尚
菊等多人。

糖城新當選市長Joe R. Zimmerman
昨天下午宣誓就職華人支持者多人前往觀禮

6月19日，大邁阿密地區華人華
僑自發舉行僑界“九二共識”座談會
暨佛羅里達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成
立大會，200多位當地僑界代表參加
，共同發出反對“台獨”、促進祖國
統一的強音。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

強民、副總領事劉紅梅受邀出席。
佛州中國和統會首任會長曲顯芹

在講話中表示，實現祖國統一是炎黃
子孫的共同期盼，佛州中國和統會願
為此發揮積極作用。九二共識是兩岸
關係和平穩定的定海神針。台灣新領

導人蔡英文對
此採取模糊態
度，是十分危
險的。蔡英文

近日將到邁阿密“過境”，現在我們
海外華僑華人團結一致，要向美國政
府和社會各界發出聲音，堅決反對
“台獨”，維護祖國統一，堅決發對
蔡英文借“過境”美國兜售“台獨”
理念。

82歲高齡的台胞於文孝說，每個
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有責任、有義務推
動祖國統一，無論身在何處，都應該
懷有一顆反對“台獨”、支持祖國統
一的中國心。島內多數同胞是希望實
現兩岸和平統一、支持兩岸發展良性
關係的，要特別警惕外國勢力的干擾
和破壞。

南佛中華科技文化教育協會會長
張學鋒說，實現祖國統一是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
要內容。島內有人否
認“九二共識”的存
在，十分荒謬。離開
一個中國前提空談維
持現狀，就是空中樓
閣。
佛州中華同鄉聯合

總會前會長周斯富說
，祖國統一是歷史潮
流，搞“台獨”就是
開歷史倒車。中國的
統一說到底要靠自身
發展和實力提升，海

外華人華僑期盼祖國日益繁榮強大，
早日實現統一。

此外，東北同鄉會會長王少軍代
表全體同鄉會會員發表聲明，敦促台
灣領導人不要因分裂祖國而成為歷史
罪人。其他僑界代表也踴躍發言，表
達對支持祖國統一、反對“台獨”的
強烈願望，號召海外華人華僑利用身
處海外優勢，對身邊的人施加積極影
響，爭取更廣泛支持。

李強民總領事在講話中表示，海
外僑胞盼望祖國統一的赤子之心令人
感動，只要海內外中華兒女團結一心
，“台獨”勢力就會日漸式微。中國
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是鮮明的、
一貫的，我們對兩岸和平統一的信心
堅如磐石，我們反對“台獨”的決心
堅不可摧，我們對推動兩岸和平統一
的恆心堅守如一。我們願與台灣同胞
、海外僑胞一道，攜手共創兩岸人民
更加光輝燦爛的明天，早日實現祖國
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國務院僑辦、中國和統會秘書處
、全美和統會分別發來賀電。

大邁阿密地區華人華僑發出反獨促統強音

圖為糖城新任市長 Joe R. Zimmerman ( 左 ） 昨天下午在老市長 James A .
Thompson （ 右 ）立持下宣誓就職，旁為其夫人。（記者秦鴻鈞攝）

糖城新當選市長 Joe R. Zimmerman 夫婦（ 右三，右二） 與支持者浦
浩德（左三），林富桂（左一） 合影。（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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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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西南華人浸信會 (SWCBC) 現正為
新移民華人高中青少年提供補習 SAT
大學入學試英語閱讀理解及數學科目。
鑑於近年有大量中國及華人僑胞移民到
休士頓市定居，本教會的主要教友均是
從80-90年代分別從香港，中國及亞洲
各地移民美國，我們深深地體會到新移
民的種種難處！

家長們除了要適應陌生的美國文化
和生活，又要幫助孩子們盡快適應全新
的學習環境、語言障礙，特別是來到美
國就要立刻進入高中的青少年，他們一
邊要適應新的生活，一邊要為自己進入
大學作準備。 其中之一就是SAT公開
考試。鑑於SAT公開試成績是大學殷選
過程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指標，能否進
入心儀的大學，均需有很多不同程度的
了解和認識。

孩子們如何準備自己去應付 SAT
考試？ 如何加強英語學習能力？用何

種心態去適應學校的生活？
本教會願意提供每星期一次的 SAT

補習班，在每週星期五晚上時間在本教
會舉行，藉本教會之優秀導師補習團隊
，除了在學術上給予專業的教導外，更
會藉著課外之交誼時間，開拓青少年在
美國的視野，從體育活動，音樂交通，
專題講座，生活點滴分享來認識朋友，
建立友誼，從而讓他/她們更容易融入
美國社會、生活文化、網落、朋友等等
。

華人青少年SAT高中補習班，名額
有限, 報名從速!

申報詳情如下：
日期: 9/9/16-5/5/17
時間：逢星期五晚上7:45 – 9:30
課程：SAT 英語及數學
費用：每學期收費$20，全年收費

共$40
地點：西南華人浸信會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X 77477
申請人條件：新移民9至12年級

高中生及以中文為母語
申請人需親自或委托親友於教會聚

會時間將申請表格交回教會，或電郵致
：swcbchst@gmail.com

如有任何查詢， 請致電及留言
(832) 819-3171
教會簡介

我們是一個基督教的教會，以主耶
穌基督為信仰根基，按著聖經純正的教
導，樂於將主耶穌基督的愛與社區分享
。本教會的成員以操國、粵語和英語為
主。無論您的年齡、背景或職業是什麼
，我們都很盼望能與您成為朋友，彼此
幫助關懷，並一同發掘怎樣以基督的信
仰，面對人生中可能會遇到種種的挑戰
，建立更美滿温馨的家庭，也讓子女從
小就得到基督信仰的熏陶，一起活出更
豐盛美好的人生。

2016年秋季華人青少年高中 SAT 數學及英語補習班
現正開始接受報名

【本報訊】闊別三年，“好萊塢
華裔女導演”、“新一代電影制片人
” 、呂麗載譽歸來，將帶著她精心制
作、自編自導的處女作影片《外面有
個新世界》，回到故鄉休斯頓舉行首
映式。

呂麗將用她獨特的視角和親身感
受，通過電影中的對白、音樂和色彩
，以及美國南方的美麗自然景色，講
述了一個追夢和永不放棄的故事。影
片中，美麗動人的女主人公，桀驁不
馴的男主人公，令人蕩氣回腸的旅途
美景，無一不讓人陶醉迷戀；而其中
有不少鏡頭是在休斯頓和奧斯汀取景
，相信觀眾朋友一定會在觀影時找到
共鳴。

《外面有個新世界》於2013 拍
攝，2014制作完成，並於2015年應
邀參加了四個電影節，並獲得了殊榮
：2015年“Boonies國際電影節”最
佳劇情獎；2015年“拉斯維加斯電影

節”特別評審團
最 佳 影 片 獎 ；
2015 年“第三
十一屆洛杉磯亞
太電影節”特別
評審團最佳影片
獎 和 2015 年
“亞太藝術雜志
”美籍亞裔導演
十大影片之一。
希望休斯頓的朋
友們熱情參與，
購票觀影支持！
休斯頓首映式：

時間：6/25/
16 星期六， 7：
20 PM

地 點 ： MATCH – Midtown
Arts & Theater Center Houston

3400 Main St. Houston, Tex-
as 77002

訂票：https://matchouston.org/
events/there-new-world-some-
where
票價： $16
第二場放映：

時間：6/26/16 星期天， 3: 00 PM
地點：14 PEWS, 800 Aurora Street,
Houston, TX 77009
定 票 ： https://www.picatic.com/
newworld

票價：$15
Facebook Event： https://www.
facebook.com/events/
1735966456678315

追夢好萊塢 華裔新生代女導演呂麗將在休斯頓舉行處女作影片首映式

（綜合報導）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在奧蘭多槍案後，曾揚言他當
選總統後，將對證明有恐怖主義的地區禁止移民美國，他也承諾將改革
移民制度以更加 「嚴格」 、 「明智」 和 「快速」 。不過，川普針對移民
和難民的提議，將面對許多不確定性，而一旦實施估計有140萬個簽證
將受到衝擊。

川普是在新罕布夏州造勢時表示，他若當選總統，將暫停接受曾經
對美國和盟邦採取恐怖主義行動地區的移民，直至威脅結束。

川普這段挑釁言論，類似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的論調，但紐約時報
報導，密切注意其言行的政治觀察人士已發現，川普最近言論已有重大
改變，亦即他是提議禁止某些地區人民至美國，而非依據宗教信仰。

移民專家指出，此種影響深遠的禁令，即使是暫時性，也可能導致
在海外旅行和居住的美國公民遭到報復。

紐時報導指出，法學專家和律師均同意，川普這項新提議，是總統
有權力推動的項目。不過，專家也指出，推動這些工作需要官僚體系共
同努力，將不可能如川普預期的快速。此舉亦將是自1965年調整移民
限額比例的 「入境移民與國籍服務法案」 以來，全面運用行政權力而實
行最嚴格的限制。

曾在1999年至2003年擔任聯邦移民機構法律總顧問的律師庫柏
(Bo Cooper)表示，對移民的行政權力是非常廣泛的，但川普的提議將
遠超出過去的授權。

川普移民禁令
衝擊140萬簽證

A rising star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ir Force 
has reported for duty as deputy commander of the 
South Theatre Command, making him the youngest 
PLA officer of his rank and paving the way for further 
promotions.
“The [newly formed] South Theatre Command is now 
just like a little boy who is not yet strong enough for 
fighting for the time being,” Major General Chang 
Dingqiu told the PLA Daily newspaper on Tuesday.
“Given that we have patience and, more importantly, 
confidence, [the boy] will become sturdy and 
capable…because he has combative genes,” Chang 
said.
D-Day for PLA: China launches new theatre 
commands in drive for modern military
At 49, Chang is the youngest deputy commander in 
the five newly established theatre commands – North, 
South, Central, East and West – that replaced the 
seven former military regions. Starting in 2014, he 

became the 
youngest 
officer at 
corps level 
when he was 
promoted 
to chief of 
staff of the 

He told state 
broadcaster 
China Central 
Televison that 
the event would 
“further boost 
the Air Force’s 
development”.
Meanwhile, 
Chang’s 
promotion 
makes him one 
of six deputy 
commanders of 
the South Theatre 
Command. Under 
the new military 
reforms launched 

this year, each theatre command has two deputy 
commanders from each of the three service branches.
Chang’s fellow deputy commander from the air force 
is Lieutenant General Xu Anxiang, who holds rank 
over Chang as Air Force commander of the theatre.
The remaining four deputy commanders came are Rear 
Admiral Wei Gang and Rear Admiral Shen Jinlong 
from the PLA Navy, and Lieutenant General Chen 
Zhaohai and Major General Liu Xiaowu from the 

PLA’s regular ground force.
The new command structure is a departure of the older 
arrangements, in which there was only one deputy 
commander each from the Air Force and the Navy in 
the former military region.
The reformed structure of two senior officers from each 
branch was a result of the massive military overhaul 
championed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his capacity of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late 
last year.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
diplomacy-defence)

Air Force in the 
former Shenyang 
Military Region.
As the present Air 
Force commander 
General Ma 
Xiaotian 67, 
is expected to 
step down in the 
power reshuffle 
at the Communist 
Party’s 19th 
National Congress 
in autumn next 
year, the deputy 
chief of the joint 
staff Lieutenant 
General Yi 
Xiaoguang, 58, is tipped to succeed him.
Chang will be one of the strongest contenders for the 
position of Air Force commander when Yi retires after 
serving one or two official five-year terms.
At last September’s massive military parade in Beijing 
to mark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Japan’s defea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ng was squadron leader of 
the formation of PLA fighter jets that conducted the 
flyover of Tiananmen Square.

satellite photos.
Chinese officials have also mulled imposing an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over international wat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move opposed by the U.S. 
and several nations in the region.
U.S. officials have discussed helping the Philippines 
build a “credible minimum deterrent” to defend and 
monitor its borders. Long focused on internal security, 
the Philippines needs more ships and aircraft to 
watch over the waters surrounding its many islands, 
according to regional security analysts.
In January, the Philippine Supreme Court signed off 
on the 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which will allow the U.S. to send troops on extended 
rotations to Philippine bases.
The agreement does not allow the U.S. to control its 
own bases on Philippine soil, as it did with Clark Air 
Base and Naval Base Subic Bay until the early 1990s. 
(Courtesyh www.stripes.com/news/pacific)

YOKOSUKA NAVAL BASE, Japan — Four Navy 
E/A-18G Growler aircraft and 120 personnel arrived at 
Clark Air Base on Wednesday to help the Philippines 
patrol its sea borders amid heightened tensions over 
territorial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detachment will train Philippine military pilots 
and “support routine operations that assure access 
to the air and maritime domain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 7th Fleet statement said Thursday.
The VAQ-138 expeditionary squadron detachment 
from Whidbey Island, Wash., is at least the second 
temporary group to assist the Philippines since Pacific 
Command approved a new U.S. air contingent program 
in April.
The assistance comes amid concerns that China’s 
artificial island-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ill 
target Scarborough Shoal, which lies about 140 miles 
west of the main Philippine island of Luzon. The shoal 
is little more than a few rocks jutting out of the water 

at high tide but is claimed by both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I think we see some surface ship activity and those 
sorts of things, survey type of activity, going on. 
That’s an area of concern ... a next possible area of 
reclamation,”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Adm. 
John Richardson told 
Reuters in March.
Beijing has dumped 
more than 3,000 tons of 
dirt on top of submerged 
reef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 build radar 
stations, military-grade 
runways and other 
enhancements, according 
to Pentagon reports and 
commercially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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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y Sends Growlers To Philippines
Amid Continuing Sea Tension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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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ailor from squadron VAQ-
138 performs maintenance on 
an EA-18G Growler at Kunsan 

Air Base, South Korea, in 
2014. A Growler detachment 
from VAQ-138 landed in the 

Philippines on June 15, 2016.

An EA-18G Growler Fighter Jet  launches while sailors taxi 
another Growler to an adjacent catapult on the USS John 
C. Stennis flight deck on June 5, 2016, in the South China 

Sea.(Photo/U.S. Navy)

Major General Chang Dingqiu Is Now The Deputy commander of the South 
Theatre Command, making him the youngest PLA officer of his rank in the 

PLA.

The Rising Star In China’s Military
Viewed As Future Air Force Leade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ang Dingqiu Is Youngest Deputy Commander In The PLA’s Five New Theatre Com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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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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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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6年6月22日 Wednesday, June 2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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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生在国外越扎堆，圈子便会越封

闭，成功融入当地社会的难度便会越高，

社会化失败的极端案例也会越高。

教育部 3月 25日发布的 2015年度《中

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显示，2015年中

国大陆学生赴海外留学人数再创新高，达

52.37 万人，同期学成归国人员也达 40.91

万人，年度出国与回国人数比例呈逐年拉

近的态势。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成留学人员

选择回国发展，“海归”就业难也正在成

为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

留学生规模的扩大、学位结构的低端

化、培养质量的良莠不齐和国外就业环境

的恶化，是造成“海归”扎堆回国的重要

原因。在美国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等地，

甚至出现了中国留学生扎堆入学的现象。

越扎堆，圈子便会越封闭，成功融入当地

社会的难度便会越高，社会化失败的极端

案例也会越高。虽然中国留学生已经成为

一些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金主”，

但有些学校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

给及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投入未必会保持同

步增长，留学环境难如早前。在低龄学生

聚集的一些地方，校园暴力、交通肇事等

恶性事件发生的几率也相对偏高，成为中

国对外“输出”教育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负

面窗口。

当然，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是积极

向上求进步，而且其中许多人都成为名副

其实的“学霸”，但留学生在当地就业所

需的，不只是成绩和能力，还要有人脉和

圈子。成功的社会融入，不仅包括经济收

入和身份上的“达标”，还要受到种族、

宗教、文化、婚姻和社会等多方因素的制

约。常青藤等名校毕业的白人学生，可以

顺理成章地利用父母、家庭、师长等人脉

资源，在华盛顿、华尔街等“政商圈”谋

得位子。但对于留学生而言，这些资源都

极其匮乏，“学霸”的精英光环禁不起毕

业季的炙烤。能留下的，多数都是凭技术

吃饭的“理工男”，进入管理层的，比例

很低。

对于多数留学生而言，做“海归”才

是现实的选择。不过，“海归”的过程也

是时隔数年本土社会再融入的过程。其间，

不能与时俱进者照样会败下阵来。部分单

位更乐意接收熟悉国情的国内毕业生，有

些岗位因为“专业不对口”也无法充分利

用归国留学生的特长。因此，近三分之二

“海归”就业去向都集中在了涉外企业。

特别是一些学历层次偏低的“海归”，在

与一些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国内高校毕业生

竞争时，竞争力和含金量都难言优势。

专业不对口、起薪水平低、社会再融入难，

让一些“海归”更青睐国际化程度相对较

高的东部大城市。但是，人员地域流向的

集中化，为就业问题雪上加霜，自主创业

者比例低，有些人甚至不得不重启人脉钥

匙，回归“传统”择业轨道。在国内经济

景气程度亦不如前些年的当下，“海归”

的光环也不再那么闪亮。不过，让归国留

学生和国内毕业生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也是一个开放社会应有的常态。

目前，“海归”就业难已经开始逆向

重塑出国留学市场，淘汰掉一些逃避型和

盲从性心态，让出国留学变成一种更有积

极、理性预期的选择。无论何时，为了学

贯中西的内涵和能力去镀金而不是为了镀

金而去镀金，才是出国留学的应有之义。

教育時評：
“海歸”就業難為啥成為棘手社會問題

美媒稱美國就業流失到中國並不多
且已逐漸回歸

美媒称，在这次总统竞选中，一个

热门话题就是有关美国就业流失到海外

的问题。民主党的总统竞选领跑者希拉

里 · 克林顿承诺说，会严厉对待那些把就

业转移到海外的公司。共和党总统竞选

人特朗普也誓言要抵制奥利奥，理由是

这家饼干生产商把一部分生产转移到了

墨西哥。

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 4月 25日报道，

然而事实是，连续第二年，就业岗位回归

到美国的数量与离开美国的数量基本持

平，甚至还要高一点。

2015 年，美国新增 6.7 万个制造业岗

位——包括那些原先转移到海外工厂、后

回归美国工厂的岗位，以及那些外国企业

和投资创造的岗位。自从 2010年以来，已

有24.9万个就业岗位回归。

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仍然在 5000

亿美元左右。例如，美国工人生产的

服装量只占美国境内服装销售总量大

约 3%。

劳动密集程度最高的工作都是那些传

统上由海外工人完成的工作，比如服装、

家具和玩具的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需要

一定的工作量，但产品价格不高。减少贸

易逆差会对美国的中产阶级产生显著影

响。

回归倡议组织（Reshoring Initiative）

成立于 2010 年，旨在鼓励制造企业把就

业带回美国。这个组织的主席哈利 ·

莫瑟尔说：“如果我们的进口只是和

出口一样多的话，大概可以增加 400

万个制造业岗位，基本上是给中产和中

产富裕阶层增加的岗位。这对我们国家

的收入不平等就会有很大影响，因为中

产空心化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

因。”

根据经济政策协会（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数据，在 2001到 2013年间，美

国有 320万个工作岗位流失到了中国。这

些工作中的四分之三涉及制造业。另一

方面，2000年到 2015年间回归的就业岗位

中有大约60%来自中国。

劳动成本低廉和监管较少通常是

美国企业把生产转移到外国工厂的原

因。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劳动力

成本的上升，加上国际运输成本高昂，

减少了离岸生产对于一些企业的吸引

力。

但是，可能导致制造业工作回归

速度放缓的一个因素是缺乏熟练技术

工人。

莫瑟尔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熟练技

术工人，一个原因是学生不选择进入制

造业，因为他们认为，所有这些工作都到

海外去了，所以他们觉得在这个领域接受

培训没有前途。因此，向他们展示这些工

作正在回归，我们能够获得具有竞争力的

劳动力。”

美国现在回归和流出的就业岗位数量

基本持平，看起来已经开始成为一个趋

势。问题是：这个趋势会持续吗？

莫瑟尔说：“把就业带回来是一场攻

坚战。不容易，我们历经五六十年到了我

们现在离岸生产的局面，要把这些工作要

回来，还要花几十年的时间。”

解析：為什么“新鮮”海歸
比國內本科生就業更難
海归就业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

点。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对精神生活追求越来越高，对

教育越来越重视，出国留学深造的

人数也是不断增长。同样，海归数

量也是越来越多。面对就业竞争压

力加大，目前出现了海归比国内本

科毕业生更难就业现象。然而这是

什么原因呢?大家不妨来看看以下的

分析：

现在国内有两个比较出名的找

工作电视节目，一个是天津卫视的

《非你莫属》，我还做过一次BOSS

团成员，另一个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的《职来职往》。无论是《非你莫

属》，还是《职来职往》，对于海

归来说，都是一场考验甚至是煎熬，

因为你会发现只要是海归，尤其是

“新鲜”的海归，现场找到工作的

可能性比国内本科毕业生要低很

多，甚至会发生一些“事件“，例

如著名的“晕倒哥”，其实并不是

这些节目想故意往海归身上抹黑，

而是体现了海归，尤其是“新鲜”

海归在国内就业的实际情况。

我们不讨论靠关系进入政府或

者国有企业的人，因为这些人只需

要那张文凭即可，大部分海归毕业

后回国会进入到企业中，尤其是民

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那么，这些企

业的 HR 们，在看到你的简历或者

面试的时候，因为你是海归，他们

会想到什么呢?

第一，因为你是自费留学，意味

着你家庭可能比较富裕，即使不是官

二代或者富二代，家境应该也还不错。

HR普遍会认为，家庭富裕的人一般

不能吃苦也不够努力，尤其是对公司

的激励机制不敏感。对于家庭不富裕

的人或者有经济压力的人，会为了钱

而拼命工作，但对于那些家庭富裕的

人，涨500元绩效远不够买一个高档

包的， 哪有什么激励效果啊。从企

业的角度来说，找一个珍惜这份工作

的人肯定比找一个有没有这个工作都

无所谓的人合算。所以“新鲜”海归

和国内本科毕业生，国内本科毕业生

的优势更大一些。

第二，如果你是海归，则意味着

你的稳定性会差一些。当然，这是应届

生普遍面临的问题。但是，海归更加不

稳定。因为你的同学更有钱，更有社会

关系，所以可能发展得更好。人之所以

产生不稳定是因为对比，所以当你的海

归同学们混得不错，你则无法安心本职

工作，换工作的可能性更高。

第三，因为你是海归，意味着

你可能比较麻烦，在国外就读本科

的学生尤其如此。中国的商业环境

是灰色的，没有绝对的黑与白，也

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其实

90%的外资企业在中国都亏损严重，

主要的原因是外国人无法牺牲自己

的道德底线来迎合中国的灰色商业

环境。而在国外学习过的人，接受

到西方的教育，比较容易变成“愤

青”，无法像“土鳖”一样在灰色

环境中生活得自由自在。因为海归

是“高大上“，所以面临一些问题，

例如劳资纠纷，则更加容易付诸于

法律或者仲裁，为企业造成更多麻

烦。所以即使一定要招没有工作经

验的，干脆找一个国内的本科毕业

生更省事。

企业以上的想法和联想并不是一

开始就有的，是多年经验和教训重复

和强化的结果，时间久了，就形成一

种惯性思维(英文叫做 stereotype)，很

难打破。当然，以上的这些考虑基于

一个考虑，就是“新鲜“海归和国内

重点大学毕业生水平差不多。但如果

“新鲜”海归能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

值，“新鲜”海归还是更有优势。但

实际情况不是不是这样呢?

首先，我们看看英文水平。我面

试过无数“新鲜“海归，英文水平高

的非常少，尤其是英文的写作水平。

现在出国留学的中国人多了，尤其是

读会计或者金融专业的，一出国，就

混中国人的圈子，结果造成毕业的时

候的英文水平甚至不如刚来的时候。

你是海归，面试官会对你的英文水平

预期更高，结果”新鲜”海归们的英

文还不如“土鳖“。

其次，我们看看专业的问题。

有过多年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其

实本科或者硕士读什么不太重要(某

些很专业的内容除外，例如技术型

专业，研究类专业等)，实际上，无

论是“新鲜“海归，还是国内应届

毕业生，在工作实践中都要重新学

的。

B10時事剪影
星期三 2016年6月22日 Wednesday, June 22, 2016

大話經濟

薩爾瓦多關閉一監獄 重兵押送千名幫派成員

薩爾瓦多Cojutepeque，受腐敗問題與不佳地理位置影響，薩爾瓦多當
局關閉Cojutepeque監獄，重兵押送1282名幫派成員至一中級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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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羅馬，拉吉（Virginia Raggi）贏得市長選舉後出席新聞發佈
會。義大利首都羅馬市長選舉19日舉行第二輪投票。反體制政黨“五星
運動”候選人拉吉（Virginia Raggi）成為羅馬市首位女性市長。

美聯儲加息只能“小步慢跑”
綜合報導 當前美國經濟復蘇或許只能適應

“小步慢跑”的加息節奏，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美聯儲）對待每次加息必須
慎之又慎。日前，美聯儲再次宣佈繼續維持聯邦基
金利率不變，同時大幅調低未來兩年的加息幅度預
期，恰恰說明美聯儲尚未打算提速。

美聯儲于去年12月啟動近十年來首次加息，
將作為基準利率的聯邦基金利率從接近零的水準
上調25個基點到0.25%至0.5%，開啟了貨幣政
策正常化進程。但今年年初全球金融市場大幅波
動和此後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令美聯儲對美國經
濟前景擔憂增加，在今年1月、3月、4月和6月
的貨幣政策例會上美聯儲均決定維持聯邦基金利
率不變。

鋻於美聯儲的決策將對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
產生重要影響，如何準確判斷美聯儲的加息軌跡
成為市場人士關注的焦點。如果把美聯儲加息過
程比作一場馬拉松，那麼起點指美聯儲啟動加息

之前的聯邦基金利率水準，步伐指美聯儲每次調
升聯邦基金利率的幅度，節奏指美聯儲以多快速
度加息，終點指美聯儲最終希望聯邦基金利率升
至多高水準。

美聯儲本輪加息的起點已非常明確，但終點仍
然存在不確定性。美聯儲希望聯邦基金利率最終升
至與美國經濟穩健增長、實現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
兩大政策目標相符的水準。這樣的利率水準既不會
對經濟產生刺激作用，也不會抑制經濟增長，而是
保持恰到好處的中性。美聯儲官員稱之為“長期均
衡利率”或者“長期中性利率”。

去年 12 月，美聯儲預計長期中性利率為
3.5%，低於2012年初預測的4.25%。今年3月，
美聯儲將長期中性利率預測下調至3.25%，15日
公佈的最新預測將其進一步下調至3%。

美聯儲主席耶倫在當天的新聞發佈上解釋說，
受生產率增長放緩、人口老齡化等更長久性因素影
響，近年來美國的中性利率水準已經下降，因此美

聯儲官員連續調低對長期中性利率水準的預測，這
可能是美國低利率“新常態”的一部分。言下之意
是，美國經濟已無法像過去那樣承受太高利率水
準，需要降低標桿。

從以往加息情況來看，多數情況下美聯儲每次
加息幅度為25個基點。按照這樣的加息步伐，結
合美聯儲的利率預測，即可推斷出美聯儲預期的加
息節奏。例如，去年12月，美聯儲預計2016年
底、2017年底和2018年底的聯邦基金利率分別為
1.4%、2.4%和 3.3%，相當於每年加息約 100
個基點，也就是每年加息4次。

今年 3月，美聯儲將 2016 年加息預期減少
至兩次，同時預期 2017 年和 2018 年分別加息
四次。而根據最新預測，美聯儲預計2016年將
加息兩次，2017年和2018年分別加息三次。這
表明，隨著時間推移美聯儲官員預期加息節奏
將更加緩慢。

過去幾個月，美聯儲對今後三年美國經濟增

長的預期未發生明顯變化，預計2016年至2018
年美國經濟都將保持2%的增速。美聯儲官員認
識到，持續緩慢的經濟增長和持續低迷的通脹水
準並不支援以較快的速度加息，或許只能採取
“小步慢跑”的方式逐步試探。

耶倫強調，在聯邦基金利率比較低的情況下對
待加息必須謹慎，如果加息導致美國經濟復蘇受
阻，美聯儲並沒有充足的降息空間對衝相關風險。
這就好比體質不太好的選手如果剛開始跑得太快，
在後半段的馬拉松賽程中會感到越來越吃力，甚至
無法跑完全程。

耶倫並未對下次加息時機作出明確暗示，也
未完全排除7月份加息的可能性，但她強調美聯
儲在採取行動之前必須確保美國潛在的經濟增長
動能未被削弱。耶倫在最近的公開演講中也表
示，5月份的就業數據令人失望，美聯儲需要等
待更多跡象重新確認美國經濟反彈和就業市場改
善的趨勢。

市場人士預計美聯儲加息進程將放緩，目前來看
推遲到9月後加息的可能性更大，但屆時能否真正加
息還要看美國經濟表現如何。對於這場將持續數年的
“馬拉松賽程”，向來謹慎行事的耶倫表現出了十足
的耐心，希望邁穩每一步，順利抵達加息終點。

北京商住房成交大增
部分樓盤推“超低首付”引客

近期，北京商住房市場掀起了壹股
交易熱潮。據鏈家研究院數據統計，6
月第二周商住項目共成交3702套，比去
年同期增長11.3倍。記者調查發現，目
前來看，部分商住樓盤售價看漲，房
山、大興等郊區項目還推出“10%”的
超低首付優惠，吸引購房者。

限購消息被辟謠
商住房“火爆”卻是真
近期，北京商住房市場著實“火”

了壹把。自5月5日通州對商務型公寓
和商業、辦公項目銷售限購以後，“商
住房在全市範圍內限購”的傳言就不絕

於耳。
晚間，甚至傳出了“00：00點起北

京將全部暫停網簽”的消息。當時壹位
鏈家地產中介告訴中新網記者，當晚有
多個商住房開發商連夜推盤，通宵打網
簽。“為了趕在限購之前售房，有的開
發商宣稱提供24小時內完成簽約、付款
和網簽的服務”。

上述傳言隨後得到了北京市住房和
城鄉建設委員會的辟謠，明確表示全市
暫停商住房網簽消息並不屬實。

然而，北京商住房市場還是在“忐
忑”中迎來壹波銷售高潮。位於西三環
的壹個商住房項目銷售人員在接受記者

采訪時稱，當晚放出的幾十套房源，在
三、四天內就全部賣空。據記者了解，
該樓盤周邊配套已很完善，均價在
66000元-70000元不等。

根據鏈家研究院統計，6月第二周(6
月 6日-6 月 12 日)新建商品住宅網簽
664套，環比降幅達為50.9%，網簽量
系春節後最低水平；與之形成鮮明對
比的是，當周商住項目共成交3702套
，比去年同期增長11.3倍。

開發商推盤打出“超低首付”優惠
底氣何在？

記者來到位於房山區長陽鎮的萬科
中央城項目，由於是工作日看房、咨詢
的人流並不多，售樓大廳裏只有兩三個
坐下來洽談的客戶。

據記者了解，該樓盤將於本周五
(6 月 26 日)正式開盤，所售商住房均

價已經從今年3月份的24000元上漲至
29000元。

“該項目還打出了‘10%’的超低
首付優惠。”記者從鏈家地產壹位負責
新房業務的中介人員處了解到，目前位
於大興、順義、房山等郊區的多個商住
房樓盤，均推出了類似的“超低首付”
優惠，以此來吸引更多購房者。

“通州商住限購就是個實例，當時
有樓盤靠低首付和集中網簽，3天售出
300多套房源。”壹位業內人士稱，大
體量的成交數據不排除有炒作和內購的
可能，因為即使後續交易出現問題，商
住房也能順利流入二手房市場，再通過
過戶賣給個人。

商住房成交大增有開發商推盤炒作
因素

壹位從事北京市場地產咨詢的業內
人士告訴記者，傳言之所以能引發成交

“暴漲”有兩方面原因：壹方面通州正
式限購的案例在先，商住需求被擠壓到
其他區域；另壹方面，也有開發商為了
推盤自我炒作的因素。

銷量大增的同時，房價也迅速攀
升。“以位於大興區的華遠西紅世、天
恒世界集項目為例，地處南五環外，如
今均價都在 40000 元以上，而在半年
前，華遠西紅世項目均價僅為30000元
左右。”該業內人士直言。

在上述業內人士看來，商住房區
別於普通住宅最關鍵的兩個特點就
是：無法落戶、不帶學區。因此，目
前購買商住房人群，壹是部分受制於
限購政策不能再購買普通住宅的投資
者，無奈轉移投資方向；二是部分剛
需購房人因沒有普通住宅購房資格，
通過商住房來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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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你爱上一个男子，千万

别去想自己是不是应该矜持一

点。爱他就告诉他，有时候男人

也很爱虚荣，你的表白会让他的自

信达到顶点。

2、当你已经不爱他了，那么

也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他。别去考

虑他会不会脆弱，男人的自尊远比

伤痛重要。

3、当你们已经相爱，那么就

要对他信任，有什么想法就告诉他，不管他支持

不支持。任何一个男子都希望他的女人依靠他。

4、在他的朋友面前，要给他十足的地位。

面子对男子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不要介意在

人前当个小女人，要知道小女人都是男人宠出

来的。

5、他在打游戏的时候，不论你有多急的事

情，也不要直接去关他的电脑。最好是搂着他，

在他耳边轻轻的细语。因为男人对游戏的执迷胜

过你看一部精彩的肥皂剧。

6、男人每个月也有那几天，跟女人差不多，

心情无故低落。这个时候不要问他怎么了，只要

陪在他身边。做好你自己。

7、他和朋友出去喝酒、打

牌，你不要问他为什么不带你一

块前往。男人都愿意做风筝，只

要线还在你手里，那么就放他去

飞吧。

8、男人都很懒很笨，尽管他

爱你，但是不想费尽心丝讨好你，

你所能做的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给

他个明示。男人有时候需要女人

给他强有力的当头一棒。

9、男人不管他外表有多强大，但是骨子里都还

是一个孩子。他在任性的时候不要对他大吼大

叫，这对他不起做用。最有效的办法是陪他一起

疯。等他平静后轻轻的告诉他你很爱他。

10、男人都是不肯认错的，在他知道错的时

候给他一个台阶下。他会知恩图报的。

体谅一个男人，那就是把他当成你的爱人、

情人、哥哥、朋友、父亲、孩子。爱他，不要给

他负担，给他自由，给自己自由。做女人要知道

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该挡在他

的前面；什么时候该躲在他身后。把他当成你自

己一样去爱护，成全了他的幸福，他才会成全你

的幸福。

面對七年之癢妳該何去何從
曾经有人在某网站论坛中做过这样的调

查，调查一个人从最初的结婚兴奋期到后

来的平淡生活期所需的大概时间。参加调

查的有将近三百位网友，大多数是已婚男

女，最后的统计结果为：结婚后一般男性

一至三年进入平淡期，女性则在 3 年以后进

入平淡期。 没有激情的婚姻与外遇非常接

近，据权威数字表明，外遇多数跟自己的

爱情和婚姻没有了新鲜感有直接关系，女人

甚于男人。

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结婚已经有好几

年了，你们的结合在外人看来是很美满的婚

姻，但是你对你自己以及你们之间的关系却

越来越不自信。你总是感觉和老公之间的情

感已经淡得如白开水，有时还夹杂着一些忧

伤和失落。想想自己婚后尽力地照顾这个

家，照顾着老公的生活，但你似乎已经开始

怀疑这样做是否有价值。因为老公对你的这

些付出似乎并不在意，你们之间的爱情和激

情已经在一点点地蒸发。

其实，婚姻是需要经营的，生活中的感情还

是要让人觉得安全和轻松，你要不时往里添加一

些东西…… 许多人在恋爱时大搞浪漫，但是真

正走入婚姻后则是生活得平平淡淡，他们认为婚

后的生活本来就是平平淡淡，不再需要恋爱时的

激情和浪漫，因此婚姻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

渐褪色。

男人通常被评说有“喜新厌旧”的恶习，而这

时的女人则像怨妇一样抨击男人的薄情，可这终究

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认真想过吗？是男人真的薄

情寡义？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虽然大多数女人

多多少少都会沾上一点“黄脸综合症”，但是换个

角度来想，这说明你是一个顾家且有责任心的好女

人。对别人来讲，只要你是个善良、整洁的女人就

足够了，只是在对待自己、对待丈夫方面，你应该

多花一份心思。

根据有关资料调查显示，一对夫妻一般在

结婚七年后会进入离婚的高峰期，看来，我们

总说的“七年之痒”确有出处。男性一般在三

十岁之后就会感到婚姻平淡，因为这个阶段的

男人一部分已经事业有成，和妻子同创业共吃

苦的经历和回忆已经渐渐淡忘，留在脑海中更

多的是爱人的平常装束和没有激情的日常生

活，以及那种像履行公事一样的性生活。女性

一般会在三十五岁左右进入婚姻的平淡期，特

别需要提醒的是，作为女人，我们要及时捕捉

丈夫的红灯信号。

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丈夫下班后在单位上

网玩游戏或者和其他同事一起打牌，当你打电话

询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家时，他说他在单位加班。

其实，丈夫下班后宁愿在单位待着也不愿意回

家，这说明他又回到了没结婚之前的状态，这是

婚姻进入平淡期的开始，同时也说明了妻子的爱

已经对他失去了吸引力。 一段婚姻一旦经营到

一日三餐萝卜白菜，两个人之间几乎到了无话可

聊的地步，婚姻就已经进入了平淡而缺少激情的

危险地带。

这时的婚姻中的男女，通常会出现以下症

候：

1.懒得回家，下班了也愿意耗在办公室里打

电话、玩游戏，或者干脆约上二三好友浅酌小

坐。

2.热衷于社交活动。休息日最主要的活动是睡

觉，或主动约朋友们到外边聚会。

3.对对方漠不关心，忘记彼此的生日，被对方

提醒时也是打个哈哈就算了；出差时再没有给你带

礼物回来的意识。

4.不再有兴致创造家庭新气象，有半年的时间

没有光顾花店；早就看着卧室的床位别扭，不知为

什么就是懒得调换一下。

5.懒得说话。两个人在家独处时，一个人抱电

脑，一个人抱电视，少有交谈，至于甜言蜜语，更

觉得是浪费口舌。

6.看着另一半就心存警戒。偶尔在街上遇见另

一半，第一反应是别过头去，感觉你们像彼此束缚

对方的绳索，心里总是想躲避对方。

7.喜欢叹气。在慨叹什么？对方的刻薄、唠叨

、懒惰、小气吗？总觉得自己竟然和这样的人同床

共枕，难道不应该叹气吗？

8.不再欣赏与鼓励。如果你做煮鸡蛋，他会

说他想吃煎的；如果你做煎鸡蛋，他会说他想

吃煮的；如果你既做了煎的又做了煮的，他会

说，你把该煮的那个给煎了，把该煎的那个给

煮了。

9.懒得吵架。原来发生不愉快时还能你争我吵

地争斗两句，现在却只想沉默。

情感專家蘇芩：
男人最想娶哪種女人做老婆
喜欢漂亮性感的女人，是生物界里，男人的

天性。喜欢有本事有能力的女人，是这个时代里，

男人的社会性。N多年前男人的心愿是：“要是

有个姑娘，漂亮又多情，又肯跟咱过苦日子，那

该多好！”现在经常听男人说：“要是遇上个姑

娘，能干又有钱，能帮咱过上好日子，那该多好！”

都说如今的女人太现实，实则在现实问题上，

男人一点都不输给女人，甚至越来越有“求包养”

的趋势。现代男人会喜欢越来越强有力的女人，

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这是时代的物质性对人的

心理重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的压力都很

大，尤其是男人。谈情说爱，需要氛围，浪漫也

绝对不是无条件的。背着一身房贷车贷的

压力，佝偻着脊背想想将来二十年的不堪

重负，哪个男人都渴望遇上个强大的财

女。这其实是人对严峻生活环境的一种本

能反应。

在工作中发现，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

里，具有大男子主义的男性越少，男女

的地位也越平等。越是在发达城市中，人

渴望寻找强大伴侣的心态便越明显，美国

也好，中国的北上广也好，深处物质条件

大爆炸的环境中，人在择偶问题上，便越

有寻找拍档的意味。竞争如此之大，谁不

渴望能有人帮自己一把！这不是男人更弱了，而

是时代强大到让我们每个人都开始发怵了！

我们悲哀的看到，多少姑娘一生都在致力于

寻找一个“天”——一个能保障自己全部幸福的

强大男人。可惜，男人远没有女人想象得那么强

大。他亦会软弱、自卑、无所适从，亦渴望在困

境处能有人拉他一把。跟女人一样，男人同样渴

望被帮助的力量。

男人也好，女人也罢，说到底，都只不过是

生物界的同一种生物而已。既然是同样的人，又

何必把他想得太不同？！也许从今之后，女人该

做的是：试着把男人，想得平凡一点。

8個法則教妳避開親子教育雷區
亲子教育是一门学问，我们

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都

会走入一些误区，怎么才能避免

这些误区呢？

亲子教育法则一：孩子生气

时，父母要保持冷静

孩子火冒三丈时，父母可千

万别跟着激动，否则接下来只会吵

得不可开交。此时父母的最高行为

原则是：孩子越火，父母越冷。

亲子教育法则二：批评孩子

的行为，而非人格特质

告诉孩子，他有些地方做错

了。当父母批评行为本身，孩子

知道他只要改进行为，就有可能

改善他在父母心目中形象。父母

如果对孩子说“你这个笨蛋!”

“你这个不争气的人!”孩子就会

认为，父母对他这个人有成见，

可能打消了改变的念头。

亲子教育法则三：当孩子分

享心事时，不要做出早就了解的

模样

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认为自己

的感受是独特而唯一的，所以当大

人一眼就看穿他们的行为动机的时

候，孩子就会觉得无趣而且不愉

快。当孩子好不容易有了一些成长

的心得，父母应该积极配合，站在

孩子的角度来听孩子的心声。

亲子教育法则四：尊重孩子

的隐私

孩子希望受到尊重。因此，

父母应该给孩子一些空间，允许

他们保有自己的隐私，侦查举止

会破坏孩子对家长信任。父母和

孩子可以制订一个专属的“孩子

的隐私合同”，写下什么事情父

母可以知道，哪些事情属于孩子

的隐私。

亲子教育法则五：当顾问，

不当领导

在与青春期孩子沟通时，父

母说话时的语气十分重要。如果

用命令口吻，可能会吃闭门羹，

换一种语气就会更贴近孩子的内

心，如“我建议你可以考虑……”。

亲子教育法则六：不说“但是”

有些父母常希望和孩子交

流，于是他们耐着性子听完了孩

子要说的事，接下来就说：“我

了解你的意思，但是你的想法是

错的。”父母使用“但是”一

词，会让孩子渐渐感受到父母并

为未认真倾听自己，不过摆姿

态，从而厌倦交流。家长可以用

“如果……会更好”句型来取代

“……但是……”。

亲子教育法则七：澄清语意

的沟通法

孩子很容易对父母的意见有

过多错误的解读，因而造成不必

要的情绪反弹。为了避免这样的

误会，父母可以用一个很好的沟

通方式，就是做语意上的澄

清—— “我的意思不是……，

我的意思是……”。

亲子教育法则八：做建设性

的批评

孩子行为不当时，父母应使

用建设性的批评技巧来开口，以

成功地协助孩子矫正行为。例

如，孩子早上出门，来不及吃早

饭。建设性的批评做法，则应该

是谈事件、感觉、期望和好处。

如“你今早出门没吃早饭。我很

担心，你这样做会伤身体。我希

望从明天开始，你每天都吃早

饭，这样一来，你就更有精神，

也能长得更高!”

掌握了以上的原则，父母

就能轻松地避开亲子沟通的

“地雷”。

親子教育中的註意事項
与孩子一同游戏可以增强亲子

之间的互动，增加亲子间的感情，

增强孩子的动手动脑能力。但是，

与孩子一同游戏，父母也应该根据

具体情况，积极予以必要的参与，

同时给予引导，不能轻易拒绝孩

子，也不能漫不经心地应付孩

子……

很多家长不理解亲子教育意义

是什么？

“亲子教育”是以亲子血缘关

系为主导维系基础的，根据我国特

有的家庭状况，这种关系扩展为所

有与幼儿密切接触的人——看护人

与幼儿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看护

人与幼儿之间的以互动为核心内容

的亲子关系，所以“亲子教育”是

以爱护婴幼儿身心健康和开发婴幼

儿潜能以及培养婴幼儿个性为目

标，以不断提高新生人口的整体素

质为宗旨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早期教

育。

亲子教育在孩子的成长和发育

过程中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教育方

式，它不仅对孩子而且对家长都有

很大的益处，在亲子教育的过程中

要以孩子为主体，家长为主导，在

一些游戏中加强孩子和家长的情感

交流，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么

亲子教育具有哪些好处？

首先，可以有效地开发孩子的

智力，增强其灵巧性和记忆力，在

亲子课中设置的一些课程，能够有

效地训练孩子的灵巧性，锻炼其自

身的身体协调性，使得孩子得到较

好的感统训练。在一些智力性游戏

中，孩子的记忆力能够得到较好地

锻炼，进而在记忆力的不断提升

中，让孩子的智力得到较大程度地

开发和提升。

其次，亲子教育中许多课程

需要孩子们进行协调和合作，这

样就可以有效的锻炼孩子的社交

能力以及与人交往的能力，交往

能力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成才十

分重要的，亲子教育就能够使孩

子的社交能力得到较多的训练，

让孩子建立起与人交往的信心和

能力，进而锻炼孩子与人合作完

成工作的能力。

再次，亲子教育在一定程度上

还可以完善孩子的性格，使其朝着

健康阳光的方向发展，环境对于孩

子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生长

的环境程度上决定了孩子将来的性

格特点和倾向，而在亲子教育中，

可以有效地开发孩子的健康潜能，

这对于培养孩子健康的性格是一个

十分有效的方法。

与孩子一同进行亲子游戏，应

注意以下几点：

一、 不要挫伤孩子玩游戏积

极性和信任感，不要用孩子无法接

受的态度回绝孩子，让孩子失望。

如果父母不想参与游戏，切不可简

单粗暴的拒绝孩子，或者沉默不

语，尽量用委婉或者鼓励的方法，

让孩子自己游戏。

二、 不可以欺骗孩子。家长

们总认为大人比较孩子的知识丰

富，孩子天真无邪，可以用一些比

较动听的语言欺骗孩子，反正，孩

子的注意力比较容易被其他事物吸

引。因此，经常对孩子许下不能实

现的承诺。但是，孩子往往没有大

人们想的那么幼稚，他们会记住大

人给他们的承诺，如果家长们一味

欺骗孩子，久而久之孩子也不会信

任家长，非但如此，严重的话还会

给孩子的心理造成阴影。

三、 不要敷衍孩子，家长如

果参与孩子的游戏，不要以为孩子

还 小 ， 什 么 都 不

懂，而随便敷衍，

家长即然参与孩子

的游戏，孩子因年

龄小或角色需要或

缺少游戏伙伴而请

求时家长应参与进

去 ， 并 以 角 色 身

份、游戏口吻引导

孩子游戏，使游戏

得以顺利开展。

四、 如果孩子

依赖性过强而请求

父母一起游戏时，

为了培养孩子的独

立性，家长不应该

参与，但是应该陪

在孩子身边或者呆

在孩子看的见的地

方，让孩子游戏时

不会不安，千万不

可 为 了 培 养 独 立

性，在孩子玩的专

心时偷偷走掉，这样会让孩子分心

引起不安，事得其反。

家长与宝宝多做幼儿亲子游

戏，不仅可以陪伴孩子快乐的成

长，还会有助于宝宝建立起自信心

和增强与人交流的能力。家长要给

宝宝做表率作用，做到言出必行，

言而有信，这样会宝宝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幼儿

亲子游戏可以让宝宝在成长的过程

中游戏，学习，有助于宝宝寓教

于乐。

B9傳奇人物
星期三 2016年6月22日 Wednesday, June 22, 2016

"八大元老"李先念家族傳聞最少
兒女情況鮮為人知

不许子女经商，李家也不富裕

李先念的后代共有四个，三女

一男，李先念的长女李劲是和前妻

尚小平所生。1949 年，李先念和林

佳楣结婚后，育有三个孩子，这些

李先念的后代分别是二女儿李紫阳

、儿子李平和小女儿李小林。四兄

妹全是共产党员。李先念对自己的

孩子有着明确的交代，那就是不允

许经商赚钱。因此，李家也是在中

共八大元老家族中，各种传闻最少

的一个。

李先念的后代李紫阳现任中国

女医师协会副会长。李大姐热情、

爽朗，长相酷似父亲。她讲述了许

多关于李先念鲜为人知的经历。

李紫阳说，战争年代，父亲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但直到晚年

，他还有两件事耿耿于怀：

1932年 6月，蒋介石集中 30万大军进攻鄂豫皖苏区。由于张国

焘的路线错误，红四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一天，已是师政委

的李先念正在河口与敌人激战，他的母亲突然出现在战场上。听

说儿子要转移，小脚母亲跑了几十里路，一定要看看小儿子。“父

亲年轻气盛，担心祖母的安全，他说‘子弹不长眼，您怎么跑到战

场上来了？’便匆匆话别。可是万万没想到，就此一别，父亲此生

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母亲。”

那场战斗结束后，李先念发现自己的大衣口袋里有两块银元

，是母亲偷偷留下的。后来，李先念一直将两块银元带在身边。

李紫阳说：“整整60年后，父亲最想念的还是祖母。他经常会念叨

，‘我晚上做梦，又梦见妈妈了……’”

另一件让李先念始终不能忘怀的，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

的战斗经历。李紫阳说：“西路军对父亲来说是难忘的，他临终前

说：‘我最后再要求国家为我花一笔钱，把我的骨灰分三处洒到大

别山、大巴山和祈连山，不这样，我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

’”

李先念去世后，遗体火化时，竟然发现了一片隐藏在他身体内

达 60多年的弹片。这一遗物，也成了父亲留给子女最珍贵的精神财

富。

李紫阳当了一辈子医生，曾经担任中国女医师协会副会长。李

紫阳的曝光率相当低，几乎很少为外界所知。

在接受官媒採访时，李紫阳曾表示：“小时候，我们和爸爸呆

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我们都是解放后出生的，都很小。到文化大

革命时，我上才初三，李小林才小学毕业。那个时候，我父亲主管

经济工作，他每天早晨五点半或六点钟，就到办公室上班了，我们

起来见不到他，中午我们上学也回不来。晚上他很少在家里吃饭，

一般都是毛主席、周伯伯开会什麽的，宴会也比较多，很少在家

里吃。等我们晚上八点多锺做完作业休息了，他还没回家。所以很

少见到他。”

尽管没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是，李先念对孩子们

的要求并没有降低。他规定了许多不准，包括不准穿着背心、拖鞋

上桌吃饭等等，和所有的父

母一样，他希望孩子们能在

艰苦的环境里得到锻炼，而

不是娇生惯养。

李先念对自己的孩子却

有着明确的交代，那就是不

允许经商赚钱。李紫阳还说：

“文革前我确实对我父亲很

不瞭解，但是父亲去世之后，

通过历史文献，通过拍专题

片子，我感觉我父亲这个人

的确值得写，值得尊敬，他

做了很多工作，却从不拉自

己的小圈子，他始终很低调

。”

“有人说，你父亲管着

经济大权，你干什么都可以，做几笔生意就能发财了。可我父亲从

来不让我们经商下海。其实，我们的生活跟大家一样，也不富裕，

我也和他提过，但他从来不同意我们经商。他一再讲，现在的生活

已经很好了，要珍重。所以，我们家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经商下海的

。”

2008年，李先念的小女儿李林7月4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发了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题为《李先念之女回忆父亲：主管国家

经济26年从不允许孩子经商》。《人民日报》的编者特意用黑体字

凸显了下面这段话：“李先念主管国家经济工作长达 26年，可从

来不许孩子经商。时至今日，李家的4个子女没有一个人下海。”

据说李先念对子女有约法三章：一是不能利用他的名义在外面

乾什么事情；二是不能以高级干部子弟自居，盛气凌人，要尊重人

，有礼貌；三是要遵纪守法，按照中央的规定，不要到公司去经商

，生活上不能贪图享受。

李先念之女李小林谈保密是重要家规

李小林现为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1975年从武汉大学外语

系毕业后，一直在这里工作。“爸爸党性极强。从来不在家里议论

他认为不应该说的事儿。他有一句名言，‘最好的保密，就是什么

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家里从不议论中央的会议呀，人事呀，内幕情

况呀，包括我妈妈在内都不知道，这是我们一贯的家风。”

李先念之女李小林童年时，梦想当一位白衣天使。李先念发现

小女儿性格外向，更适合和人打交道。在父亲的支持下，李小林选

择了外语专业。

李小林忆父亲说你不能忘记祖国

上世纪 80年代初，李小林想到美国学习，但父亲不同意，但李

小林坚决要走。李小林在美国学的是美国历史、亚美移民史。三年

的课程，她用了一年零九个月，就拿到了硕士学位回了国。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李先念就让秘书带着李小林上大街，去看北京

的变化。晚上，他不让女儿倒时差，一定要她去看电影《火烧圆明

园》，而且自己还要陪着看。他说，不管你在哪里读书，你首先不

能忘记祖国。

蔣介石最寶貝孫女裸婚下嫁老男人
蔣經國嚎啕大哭

蒋经国有好几个儿子，可是只有一个女儿——蒋孝章，所以孝

章不仅是蒋经国掌上明珠，更是蒋介石、宋美龄最宝贝的孙女，他

们曾经亲口说：“孝章是蒋家三代最宝贝的孙女”。

可是孝章学业成绩并不理想，参加台湾的大学联考失利。台湾

时期的蒋家，在很多地方有特权，唯独在联考制度下，蒋家子弟也

得被迫和一般学子一块儿挤大学窄门，无所不在的特权暂时失效，

就像一时失去法术的孙悟空，只能空着急。

为了解决孝章读大学，蒋经国只好为孝章另谋

留学美国途径。但赴美留学，由于身份保密和安全

于是想尽办法为她安排适当的寓所，供其安心读

书。

负责与美国联络的空军情报处衣复恩将军推荐

了“国防部长”俞大维在美国的家。蒋经国做梦也

不会料到，掌上明珠孝章远赴异邦之后，竟为俞家

公子俞扬和甜言蜜语所鼓动，不知不觉间居然爱上

了这个大她20岁的老男人。时仅23岁的孝章，根本

尚是白纸一张，完全未涉世事。

谦谦学者的俞大维，一共有两位公子，老大俞

扬和是俞大维的德国太太生的。在认识孝章之前，

俞扬和已有两次婚姻纪录。俞扬和女友众多，堪称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藉着近水楼台的关系，施展

老男人的魅力，和蒋孝章大谈恋爱，消息传回台北。

长期以来，上自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下至蒋

官邸亲属，无不视孝章为蒋家冰清玉洁的小公主，

如果孝章果真爱上俞扬和，至少在蒋经国眼里，无

异天使折翼、掌珠碎地。

但蒋经国犹未警觉情况严重性，认为尚有挽回余地，特地越洋

指示儿子孝文，要他在美国隔绝孝章和俞扬和交往。蒋经国设想，

如果有孝文就近看管，俞扬和应不致再去骚扰孝章。殊不知孝文此

刻在美国加州留学，自己到处风流嬉戏都匀不出空暇，哪有时间过

问妹妹的感情。等孝文发现孝章和俞扬和的关系进展神速，此时想

强行介入，也无从干预了。

蔣介石中年過後
為何一直以光頭示人

其中自有玄機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我们在这里回首，依稀记得

毛主席的挥斥方遒，记得蒋介石的嚣张，他那光头的样

子是大家最有印象的。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下他光头的

秘密。

蒋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字介石，原名瑞

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中国近代史著名政治家及军事

家，中华民国陆军特级上将，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逝世于

台湾台北的士林官邸。

蒋早年赴日本学习军事，并加入中国同盟会，蒋首

先是反抗清朝，接着是军阀混战，而后是抵抗日本帝国

主义入侵。蒋历任大元帅府参谋长、大本营参谋长、陆

军军官学校 (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政

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

裁、国民政府主席、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

大战同盟国中缅印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

一再连任第一至五任中华民国总统，并连续当选中国国

民党总裁。

蒋介石的标志之一乃是其闻名遐迩的大光头，因此曾被

史迪威戏称为“花生米”。

蒋介石与陈洁如13岁，15岁与老蒋成婚(民国的女性最低

婚龄为 15岁)，做过 7年的蒋夫人，后来被宋美龄挤掉。在此

书中，陈洁如回忆说发现自己身体有异，诊治良久不愈，后

老蒋自己承认是梅毒，并带其去留学德国的朋友兼医生处治

疗。

蒋介石日记。老蒋的日记版本众多，原本现在在宋氏家

族的努力下，2006年终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公

开，但仅限于1917到1931年部分。老蒋日记中有“荒淫无度，

堕事乖方”的八字考语(1919年 7月 24日);“中夜自检过失，

反复不能成寐”(1920年 1月 17日)。这个被后来一些人定为

其身染梅毒自我悔恨的证据。

老蒋除与原配毛福梅生下蒋经国外，没有子嗣的原因。

这一点是“梅毒说”的重要反证。这一点可以从老蒋各位

夫人、如夫人的身上看出。第一是毛福梅，育有一子，但

甚至有人怀疑说，当时蒋在曰本，说经国同学的生辰八字

不对头，说是毛氏偷情所生。这一说法主导者是台湾的范

光陵，还要以蒋纬国临终录音带为依据。但是录音带中偏

偏没有谈到这一段。其言多不为人信。

陈洁如，陈13岁与蒋交往，15成婚，22岁被迫出走“留学”。

陈收养一女，名“陪陪”，后来由蒋介石取名瑶光，蒋介石、

陈洁如离婚后，瑶光随其养母改姓陈。陈后一直未婚，也未

生育，一说是陈自己无法生育。试想，陈当时的地位公开多

称蒋的“秘书”，蒋常出入总统府，很早便与宋美玲相遇，

蒋如何想与陈在其20岁左右生育。

第四便是宋美龄了。一个是据说宋婚前便与蒋“约法三

章”，其中有一条就是不生育。但老蒋日记(该日记版本不

祥)里记载宋美龄曾小产一次，后来便不再生育。至于是不

能还是不再，不得而知。有人认为，老蒋前后四个夫人、如

夫人，从青楼的姨娘到 13岁的小姑娘，如果还能够在外面寻

花问柳，真是可谓“精力过人”。

退一步讲，即便常常有所艳遇，当时的医疗条件对梅毒

早已不在话下，让老蒋非要熬到病得不能生育，头发脱落，

实在是难为他了。再说，梅毒造成的脱发，不是光脱落头

发，而是全身性的。老蒋一簇胡子应该不是假的。而通过对

一些老照片的观察，可以发现，老蒋其实是非常短的短发，

根本不是脱发。

下面的这个解释应该说还是比较可靠的：

蒋介石年轻时头发多而密，他习惯梳分头。在曰本炮兵学校

学习期间，学员一概光头，这对其造成了深刻影响。(从此老

蒋还养成了餐餐七分饱的习惯，他曾经说中国人这么病，

“我看都是吃多了撑的”。)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督战围剿红军时，他在南京向

全国提出所谓的开展“新生活运动”的主张，并亲自担任该

总会的会长。此时的蒋介石已改变自身的形象而剃了光头，

以示所谓新生活军事化、艺术化和反共剿共的决心。从此，

蒋介石就以光头形象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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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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職收到郵件回復？
輕信淘寶刷單被騙6667元

来自重庆渝北区公安分局消息：又是一年毕业

季，因为找工作发生的骗局也越来越多。近日，家

住重庆渝北区的小王就因为收到一封应聘邮件，在

淘宝替人刷单，被骗6667元。咋回事？

警方介绍，2016年 6月 7日 20时许，王某赶到

渝北区公安分局龙山派出所值班室称自己可能被骗

了。

民警向小王详细了解了情况。原来小王即将毕

业，最近都是奔走于各大招聘会，还在网上也发布

了自己的求职信息。

2016年5月31日16时20分许，其在位于渝北区

冉家坝的家中收到一条短信，短信称：“我司在某

网站上搜索到你的简历，如需了解工作详情需添加

QQ：2853817###，联系章小姐”。

找工作心切的小王就添加了该QQ号，对方向

小王发了工作流程文档，并告知小王如果觉得合适

就再和她联系。小王看了流程发现，只要通过在淘

宝上购买 500 到 3000 不等的商品，就可以得到

5%-10%不等的佣金，刷单成功后，就会得到佣金和

本金。

对方以返还本金和佣金为由要到了小王的身份

信息和银行卡卡号。看似“正规”的工作，毫无社

会经验的小王毫无怀疑。他根据对方发过来的链接

拍下商品后，然后把下单成功的截屏发给对方，随

后对方发过来一个二维码，同时还特别提示忽略支付

宝的安全提示，小王都一一照做。就这样连续刷了4

笔，分别是：1260元、1399元，1410元，2598元，合

计损失：6667元。

民警问小王为什么连续刷了4次才发现被骗。小

王说自己觉得淘宝刷单是很普遍的现象，就没有怀

疑。之所以觉得被骗，是因为当他已经把卡里的钱刷

完了，对方还让刷又不退钱。小王表示，他也从不知

道还有这样的诈骗方法。

目前，该案渝北警方正在进一步侦办过程中。

渝北警方告诫广大毕业生：希望能找到工作，

尽快赚到钱是好事，但是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找

工作切勿只求捷径。此外类似找工作的诈骗方式也

应多加了解，拿不准的最好求助家长或是朋友。

福建4名男子蒙冤22年
獲釋後申請3000萬國家賠償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今年42岁

的福建男子许金龙，人生中有22年的光阴是在牢

狱中度过的。今年 2月被福建高院再审宣告无罪

后，许金龙日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

989.6万元的国家赔偿申请。

而与他同案被冤的另外三名“难友”也都各

自提出了相应的国家赔偿申请，4人总计申请国

家赔偿超过 3000万元。许金龙说，再多的钱也无

法弥补冤案造成的伤害，他更希望对当年办案的

有关人员进行追责。

在国家赔偿申请书中，许金龙写道：“1995

年 6月我被判死刑，直到 1999年 4月才被二审改

判死刑缓期执行。五年里的每一天我都是在恐惧

和绝望中度过，每到重大节日，都会绝望地猜

测，下一个被执行死刑的是不是自己。”

许金龙回忆说：“随时都可能会被执行死

刑，这些年都带着手铐跟脚链，那可是在死亡线

上赛跑。过节时都会拉出去枪毙，我都猜测下一

个是不是我，偷偷地躲在被子里面哭。”

许金龙提出的国家赔偿分三部分。第一部分

是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他被累积羁押 7991天，

按照相应的标准计算是1936219.3元。第二部分是精

神损害抚慰金，此部分的申请金额是200万元。

代理律师赵毅对此解释说：“精神损害抚慰

金要200万，现实中一般没有超过限制人身自由赔

偿金 85%的，建议他不要超过限制人身自由赔偿

金（193万），但是他说当时遭受的精神压力很

大，当事人建议要200万。”

剩余的 596万元是赔偿请求人因申诉而产生

的各项损失。比如因申诉产生的律师费、差旅

费、亲属的误工费以及民间借贷的利息，还有因

冤狱对许金龙身体造成的伤害需要治疗。

赵毅表示，最主要的大项是对身体的治疗，

他出来之后身体有一些后遗症，包括腰椎间盘突

出、腰椎积水、肾水泡、乙肝小三阳、胆结石

等，他的腿基本是不能动的，膝盖那块因刑讯逼

供的方式受伤，后续的治疗费用要的比较多。

案件需要追溯到 1994年 1月，福建莆田市忠

门镇前范村一独居老人在家中被杀，钱物遭劫，

同镇联星村许金龙、蔡金森、许玉森、张美来4人被

警方认定为犯罪嫌疑人。

1995年 6月，莆田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抢

劫罪判处蔡金森死缓，许金龙等三人死刑。他们

不服判决，提出上诉，1999年 4月，福建高院终

审维持对蔡金森死缓的判决，并改判许金龙、许玉

森、张美来为死缓。

2016年 2月，福建高院再审此案，认为原判

认定许金龙等 4人共同入室抢劫并将被害人杀害

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四人有罪，依

法应予纠正，因此宣告他们四人无罪。

除许金龙之外，同案被冤的蔡金森、张美

来、许玉森三人近日也分别提出了700多万、700多

万及980多万元的国家赔偿申请。

许金龙说：“那些金额还不够我的青春损失

费，我的青春能用钱来买的吗？人青春能拿得回

来吗？拿不回来了。”

与近些年被曝光的冤假错案相比，许金龙的

案件的一个特点是，被同时错判的一共有四人。

那么当年制造这起四人冤案的司法部门，是否有

人因此被追责？

1994年 1月莆田市忠门镇独居老人被劫杀一

案中，蔡金森首先作出了有罪供述，并供出了包

括许金龙在内的其他 3个人，但蔡金森说，这是

刑讯逼供的结果。

蔡金森：这个都是逼供的，当时那个环境就

是打么，叫你承认。

记者：当时为什么供出其他人？

蔡金森：警方认为有四个嫌疑犯。

在许金龙的国家赔偿申请书中，首先指出存

在错误的应该是当时的莆田县公安局，许金龙的

无罪供述被认为是对抗审查，“在没有物证、人

证，仅有其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情况下”，莆田

县公安局以抢劫罪对许金龙等四人移送审查起

诉。

案件中的关键证人陈某所作证言上的指纹，后来

经福建省检察院委托相关机构的认定，与陈某本

人的指纹不符，也成为翻案的关键。

赵毅告诉记者，陈某的笔录造假。有两份笔

录，一份是他本人写的，一份不是他的笔记，指

纹不是他的指纹。翻案主要靠陈某证人和其他不

在场证明翻的。

当时的莆田县人民检察院虽然曾要求补充侦

查，但在莆田县公安局提交了一份解释说明后，

仍以抢劫罪提起公诉。随后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的一审判决中，只有蔡金森被判死缓，其他

三人都被判死刑。

许金龙的代理律师赵毅认为，“侦查、检

察、审判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均存在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的重大错误，导致许金龙被错误采取羁

押，且判决已经执行，严重损害了赔偿请求人的

人身自由和人身权。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七

条第三款之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

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受害的公民有权要求

赔偿。故对于侦查、检察、审判机关的错误行使

职权行为，上述机关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赵毅告诉记者，据他了解，办案人员目前并没

有受到处罚。

许金龙说，他一定要对当年司法部门办错案的

相关人员追责。“我主要就是想追责，钱不钱都

先放旁边，公安局，法院那些，我感觉他们都睡

得很安稳啊！”

廣西一團夥走私八根象牙
最高獲刑十年六個月

广西东兴市一团伙铤而走险，从越南走私 8根

象牙进境出售牟利被抓获。广西防城港市中级法院

12日披露，该院日前对这起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进

行一审宣判，六被告人最高获刑十年六个月。

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5月初，被告人陈某霞、

曾某胜及武某胜(另案处理)合谋从越南走私象牙进

境出售牟利，曾某胜负责联系越南象牙卖家，陈某

霞负责联系国内买家，武某胜负责在国内海边接货

并驾车拉货至指定地点，同时曾某胜、陈某霞还负

责在象牙运抵境内后过驳时探路望风。

同年 5月 13日，国内买家将购买象牙的货款人

民币 55万元转入陈某霞指定的账户，随后，陈某霞

前往银行按照曾某胜的要求将货款转入越南卖家指

定的银行账号。之后，陈某霞与曾某胜一起前往越

南芒街，现场查验并过磅订购的 8根象牙，验完货

后即返回广西东兴市。

当晚，被告人黄某受指示前往越南跟随驳装象牙

的飞艇运至北海银滩附近的海边，陈某霞、曾某胜则

一同乘坐由被告人王某军驾驶的小轿车前往北海接

应，同时被告人赵某德受曾某胜雇请，与武某胜、曾

某驾驶一辆越野车亦前往北海海边接运该批象牙。

次日凌晨，该两辆车到达北海银滩附近海边

后，陈某霞、曾某胜、王某军将小轿车停在路口望

风，赵某德与武某胜、曾某等人则在飞艇将象牙运

抵海边后驾驶越野车到海边驳装象牙。

当日 4时许，该越野车装完象牙驶离海滩即被

缉私民警拦截，当场查扣象牙 8根。同时，越野车

及小轿车上的赵某德、陈某霞、曾某胜亦被当场抓

获。被告人王某军、黄某、曾某案发后相继主动到

东兴海关缉私分局投案。

经鉴定，涉案8根象牙制品价值人民币200万元。

法院认为，六被告人违反海关管理法规，逃避

海关监管，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制品入

境，其行为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最终，防城港市中级法院一审依法判处被告人

曾某胜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

十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某霞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

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判处被告人赵某德有期徒刑

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处被告人王某军

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黄

某、曾某案发时未满十八岁，是未成年人，免予刑

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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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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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考又结束了，对于每个家庭来说这才是

孩子人生另一起点的开始。

高考并不能决定你的一生

有人说：高考是人生的转折点。李开复把这句话改

为：高考只是人生表面上的转折点。他认为：高考成绩并

不能决定你的一生，真正转折点应该是你每一天每一个小

时都在积累的东西。大学文凭对一个人的未来确实有很大

的帮助，但是也不是只有大学毕业才能够成功。

出国深造成为越来越多国内家庭的选择，选择哪个国

家，毕业后又该何去何从……

留学360讲咯……

留学目的一旦清楚了，你就不会被其他事所迷惑了。

对于目标是永居绿卡的“留”学者，你只能选择移民

国家，而不能选择非移民国家。

如果你留学着重的是“留”，而不是“学”，那你不

能选择去英国、法国、德国等这些欧洲国家。因为这些欧

洲国家都不是移民国家，去这些国家你能留学，但移不了

民。切记！

现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留学生移民都比较困难，

很多都修改了政策，只有加拿大相对的可能性还比较大。

以留学为前提条件、专门针对国际留学生的移民政策，

这个加拿大有！

加拿大留学移民受欢迎

被誉为“枫叶之国”的加拿大，拥有国际最顶尖的教

育资源、世界最完善的福利制度、全球最适宜人类居住的

生活环境，加上加拿大社会稳定、安全、福利好，学费便

宜，近些年对加拿大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越来越多，甚至

不少家长和学生都抱有留下来工作，最终移民的想法。

魁省特有留学+移民—PEQ政策

只需要读书，提供学校成绩，不需要工作经历，不需

提供雇主担保，不需要打分，不需要面试，即可实现移民

加拿大。——该政策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独有的移民政策，

是魁省移民局的拳头项目，实施这么多年来越来越受到魁

省政府的重视。该政策在魁省移民局官网上有详细介绍，

面对全世界公布。（需要者可去官网查看。）

曼省留学移民条件最宽松

目前加拿大对优秀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移民局也希

望收获更多优质资源，弥补当地紧缺的就业市场。在此背

景下，各省均推出自己的省提名计划，而曼省留学就业移

民项目在各省留学生转移民的计划中是最为宽松的，因众

多优势脱颖而出，成为快速移民加拿大的直通车!

加拿大移民恰逢其时

当前，加元处在历史低位，国际竞争力优势明显。加

达世纪移民专家表示：今年是移民加拿大的最佳时机，适

逢自由党上台，通过率将会大大提升。并且根据移民局最

新资讯，对留学生非常有利的新的入籍政策最快有望于加

拿大国庆日 7月 1日施行!因此，各位申请人要提早打算，

抓住黄金机遇!

加拿大留學移民
給高考生多一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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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4 月 7 日，澳大利亚移民局宣

布，从 2015年 4月 24日至 6月 30日暂停

受理 500万澳元重大投资者签证的移民意

向申请。

今年春节后出现猛增现象

去年4月7日，澳大利亚移民局宣布，

从 2015 年 4 月 24 日至 6 月 30 日暂停受理

500万澳元重大投资者签证的移民意向申

请。在 2015年 7月 1日重启之后递交的申

请，需要按照新要求重新审理。

奥烨投资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李敏

表示，500万澳元重大投资者签证在去年

7月 1日重启之后，7月至 11月是整个投

资移民的挫败期，大家对新政策如何解

读还不是很清晰，对于500万澳元中有50

万风险投资，又爱又恨。但去年 12月以

来，尤其是今年春节以来，500万澳元重

大投资者签证出现升温，甚至有猛增的

现象。

总体感觉是，在老政策时期，名额

超标，需要择优录取，而在新政策时间，

审批时间缩短，流程加快。

50万澳元风险投资

二线城市申请者接受度高

根据去年 7月 1日实行的新政策，澳

大利亚 500万澳元重大投资者签证要求申

请人拥有不少于 500万澳元的个人资产；

需要获得州或领地政府或澳大利亚贸易

委员会提名；投资至少 500万澳元到符合

规定的投资领域中，其中至少 50万澳元

至澳大利亚风险投资或私募产品，至少

150万澳元至合规小型企业基金或澳大利

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小型企业，最多 300

万澳元“余额投资”至管理基金或投资

到其他合规资产，包括澳交所上市公司

合规公司债券或期票，年金和不动产(住

宅房产有10%的限制)的上市投资公司。

对于新政策，中国投资人比较担心

的是“50 万澳元风险投资”。对于这

“50万澳元风险投资”，不同申请人的

心态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认为 50万澳元

风险投资没有就没有了，也有人认为，

万一不小心，还可能出现一个“阿里巴

巴”。相对而言，北上广深的申请人多

是企业主，他们较为保守，而二线城市

的申请人比一线城市心态好一些，他们

普遍认为保住大头就可以了。

李敏认为，澳大利亚对风险基金的

把控很严厉，有牌照的风险基金把牌照

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对于移民公司来

说，也会对申请人的 50万澳元风险投资

进行一些灵活运用，比如投资到成熟期

的项目，或开发出合规的风险投资产品。

1500万澳元投资者签证

尚未对中国投资者开放

澳大利亚 1500 万澳元投资者签证

(PIV)于2015年7月1日生效实施，该项目

无年龄限制要求，无英语要求，无需打

分，无居住要求，投资满一年即可拿永

居签证，是最便捷的澳大利亚移民签证。

据记者了解，1500 万澳元投资者签

证对中国隐形富豪非常有吸引力，该政

策出台以来，已有 10多位申请人在移民

机构登记，但目前，1500万澳元投资者

签证尚未对中国申请人开放，移民公司

已联合 60多家机构向澳大利亚提出开放

要求。

澳大利亚7月迎来大选，大选之后，

期待 10月有利好消息。移民专家认为，

1500万澳元投资者签证迟早会对中国开

放，这对澳大利亚会带来巨大的促进作

用。

加拿大快速移民邀请人数年底有望翻倍

5月27日，加拿大移民部称，从今年

年底开始，快速通道移民(Express Entry)

每轮邀请人数有望成倍增加。

移民部发言人表示，根据规划，今

年将进行 20~30次的 EE 邀请。由于移民

部仍需同时处理旧制度中提交的纸张版

申请积压，因此在今年秋天之前，每轮

邀请人数在 1000人左右。之后这些旧案

积压有望大幅减少，届时移民部会增加

快速移民邀请，所以预计自今年秋冬起

，EE每轮人数将开始增加。而最终所有

经济类移民申请，将全部来自EE系统。

关于移民部将在 9、10月之后大幅增

加 EE 邀请人数至 2000 人~2500 人，而邀

请分数也可能降至 400分以下的传闻，目

前对有关邀请人数的预测尚未能证实，

就算邀请人数大幅增加，也并不一定意

味着分数会下降。

嘉诚海外董事长杨小平表示，对广

大正在焦急等待移民邀请的中国申请人

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

认为，移民部这次放出的消息，至少能

体现三大利好之处：

第一、处理速度将加快 移民部处理

完积压的纸质申请后，会加快发送EE的

邀请速度，同时也会加快对其他类别移

民申请的处理速度。而对于申请传统纸

质省移民项目的人来说，移民局也会有

更多人手处理案件。

第二、一旦EE分数下降，或许可以

告别“刷雅思” 如果每轮的邀请人数翻

倍，EE的分数下降的可能性很大。特别

是分数处于 420～450 之间的申请人，获

邀的机会可谓大大增加。

第三、EE系统运行日趋完善 邀请人

数的增加，意味着EE流程更趋成熟化，

而移民局对申请的处理更加规范化，加

拿大通过EE系统甄选技术移民的运行机

制也将进一步巩固。

英移民局統計數據出臺：
中國企業家移民人數增3倍

据英国华文媒体 chinese portal报道，近期，英国移民

局内部发布最新一季度的英国签证官方数据。英国移民局

内政事务署注册高级移民律师刘鹏分析称，1到 3月，中国

籍企业家移民申请人获批数高达43人，相较于上两个季度，

接近3倍增长，创2015年第一季度以来最高获批人数。

2016第一季度高净值人群数据分析

关键数据“8%”：2016年第一季度，全球企业家移民

主申请人数量 432人，其中 214人获签，获签率为 50%，比

“黑暗”的2015年第四季度高了整整8%，时隔一年重新回

归50%以上。

“84%”：本季度投资移民全球主申请人数量 50人，

其中42人获批，获签率高达84%。

“43”：2016年 1到 3月，中国籍企业家移民申请人获

批数高达 43人，相较于上两个季度的 12人、17人，接近 3

倍增长，创2015年第一季度以来最高获批人数。

“12”：本季度中国籍投资移民获批申请人有 12人，

比上几个季度人数稍有增长。

企业家移民数据分析：

相较于去年第四季度的惨淡通过率，2016年第一季度

企业家移民通过率有良好的开端。2015年第三季度与第四

季度，居高不下的企业家移民拒签率曾使得许多申请人望

而却步。

但正如刘鹏在 2015年末总结与预测评价的那样，只要

申请项目的质量、申请人背景等，能满足移民局对于“真

实企业家测试”的要求，使其筛选出真正的具备企业家精

神的申请人，那么顺利拿下签证将不在话下。

从实际操作中来看，成熟的项目，申请人匹配的背景

与切实可行的商业计划，将成为拿下企业家移民签证的关

键点。但同时值得警惕的是，不要因为通过率有所增加，

就认为申请难度有所降低，甚至因为个别申请人免面试直

接出签，就认为企业家签证将全面放松面试难度，这是绝

对错误的解读。

投资移民数据分析

2014年11月6日起，投资移民门槛正式从100万英镑涨

到200万英镑，自新政实施后，投资移民持续处于一个市场

冷淡期和观望期。2016 年第一季度通过的 12 人次已经创

2015年以来最高通过人数。

尽管人数稍有增长，但由于投资项目的局限与投资金

额的高门槛，使得冷淡的趋势将很难在短期内破冰。

另一方面，不管取消投资移民类别这一传闻究竟是捕风

捉影还是空穴来风，客观来讲，投资移民的高通过率，仍然

为一些愿意移民并定居英国的人提供了一条稳定的通道。

总的来说，英国仍然欢迎高质量的高净值移民，而高

质量的同时就意味着高标准。刘鹏预测，如无意外，2016

年第二季度的企业家移民通过率，将与一季度基本持平，

而下半年随着例行的政策调整，可能会有一定的回调。

此外，由于激增的签证，受理需求量，中国大陆将增加3

个签证中心，由原先的 15个增加到18个，分别是长沙、昆

明、西安。这将不仅提高在大陆递交申请的便利程度，一

定程度上也对签证申请起到一些帮助

加入籍新政7月1日執行
留學生最快兩年可入籍

新入籍政策包括 5 年内住满 3 年即可申请入籍，并

且移民前留学时间也可折算进去，具体可能将留学时

间减半计入入籍居住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年。此次政

策的修订案也将有可能废除居留证据提供及移除某些

申请人的语言能力要求。这意味着已在加拿大念书超

过两年的留学生，由于成为永久居民之前已可获得一

年居住时间的换算，他们在成为永久居民后再居住两

年，即满 3 年时间，可申请入籍，入籍所需时间等于

从 C-24 的 4 年，缩短成两年。

加拿大移民部长麦家廉说，国际学生及外国劳工

在未取得永久居民身份之前即开始对加拿大作出贡献

，所以入籍时应该接受他们以临时居民身份在加居住

的时间，以 50%作为折算，最多可计算一年，该政策

有助挽留人才。西安金吉列留学加拿大部经理李永婷

表示，对于那些还在摇摆不定要不要申请移民的国际

留学生来说，这些改变可能更有利于他们做出决定。

而对于那些打算入籍的移民来说，只要全面而准确地

做好准备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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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鄉路上的“人情劫”
1994年正月间初入东莞工商

报，随报社总编辑王峰到创维集

团东莞电子厂采访，来自香港的

厂长陈伟光接受我们采访，中午

请我们到香格里拉酒店吃饭，陈

伟光大大方方派我们每人一个利

是，我不知所措。随后，陈伟

光给餐台边每个服务生派一个利

是，还叫来领班，给她一叠利是，

吩咐她帮忙到厨房每人派一份。

我在心里说，香港“老板”怎么

这么大方！后来偷偷打开利是，

里面只有10元。

在广东逾 20年，收过同事 1

元的利是，绝大多数是 5元的利

是，偶有百元利是。逗利是乃广

东春节一景，未婚男女向已婚人

士逗利是，单位同事向领导逗利

是，图的是热闹吉祥，不为金

钱多少。

春节回乡，妻儿没有同行，

没有收利是欠下人情债的顾虑

，我一身轻松。自己从经济发达

的珠三角回到相对落后的乡村，

总不能让乡亲掏腰包，占他们便

宜吧！

庆幸只持续了一个晚上，就被

乡情裹挟着投入一场人情游戏。

回乡前，按照广东风俗准备

了5元、10元、20元、50元、100

元不等的利是。

正月初一晚上回到家乡，第

二天就遇到了难题，沾点亲戚关

系的邻居登门拜年，带来了酒和

点心，还给年迈的父母送上了千

元利是。这份大礼如此昂贵，必

须归还。再掂量一下随身携带准

备见到孩子老人派发的 5元、10

元利是，突然起了疑虑，小额利

是能派发吗？求教于乡邻，得到

的回答多少有些令自己尴尬:

“这里没有百元以下利是。”尽

管夸张了些，却说出了一个基本

事实。

后来在学校旁边一家店里见

到几个晚自修的学生，拿出来的都

是百元大钞，问他们，说是收的利

是，基本上都是100元的。

熟悉当地利是行情的村邻

说，当地利是有100、200、500、

1000元的，但都是一去一来；做

生意的大老板，几千块钱也送，

那是有求于人。

村里一个毕业工作两年的

大学生，被告知春节回家花光

了带的大几千块钱。若在广东，

像他这样没有结婚的年轻人，

不用派发利是，还能得到亲友

不少利是。

利是是不敢随便派了，但亲

朋好友的礼物和给父母的利是却

不能不记住。

于是，自诩大方的我成了家

乡最大的算计者，算计着送谁还

谁。

事情很快起了变化，亲戚和

族亲的喜酒很快摆上来，满月酒、周

岁酒、10岁酒、大寿酒、结婚酒

，都集中在春节上演，大多挪了日

子。光初八一天，3个宴席同时摆

上来，请客的族亲从初七开始就一

个个登门盛情相邀。按照习俗，这

一天熬夜，客人送礼，入席，然后

熬夜打通宵麻将，次日早餐和午餐

再入席，主家三接四请，有的开着

车来接客。

实在抽不开身，往往提前送

上礼金，借口同学有请逃避，主

家倒也理解。

大街上，医院门前的一侧道

路被主家搭棚挡住一方通道，医

院救护车只能从另一方向出进。

后来在街头闲逛，市场旁几十米

范围内就有 3个喜棚。到熟人家

聊天，不断被预告孩子过几天或

不久大婚。做小产权房开发的乡

亲还盛情邀请我撰写他儿子婚礼

的答谢词。

春节到城区看望老师和同学

，向同学打听老师近况，因为想看

望的老师太多，太多老师自毕业后

就不曾见面。同学善意提醒，大过

年的，去老师家总不能空着手去吧

。我与家人回程车尾箱拥挤，只带

了换洗衣物，没办法多带些土特产

之类。向同学打听送什么礼物好，

同学如实相告，最起码是一条烟一

瓶酒，一般是400块钱一条的黄鹤

楼。同学还补充一句，现在同学见

面，不上40块钱一盒的烟都拿不

出手。我咋一咋舌，不敢接过话头

。我不抽烟，但手头带的是一二十

块钱一包的广东烟，心里庆幸自

己不抽烟。

我想见一见所有健在的老

师，就想看他们一眼，就为了同

学录里有的老师名字上的黑框，

我怕再回家时有的老师见不到了，

可我没带那么多钱。

突然想起家里房间里摆满一

排的酒烟和点心，足有几十份，

都标着熟悉的名牌，但不清楚价

值几何。向家里人打听，知道有

的值 10 多块钱，上百块钱的也

有。

在家乡的十多天，连日开车

出镇，都要经过市场旁的门洞，转

到旧政府所在的东街上公路，道路

两边是密密麻麻的烟酒点心摊。店

家放一个架子，将惊人一致的红色

系的礼盒摆上架子，层层叠叠堆上

来，架子前面和两侧再摆上高低错

落的礼盒，架子后面扔着打开包装

后的空盒子。这些摊档簇拥到道路

边，尤其在连接公路的丁字路口，

将原本狭窄的人行道全部占据，部

分礼盒挤占到水泥路面，令出镇路几

近瘫痪。

初二那天早晨，看到这般光

景，我下车步行到路口，几个穿

制服的民警和未穿制服的人正在

疏导交通，指示车辆不得左转，

只能右转到没车的地方调头。向

没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了解，知道

也是警察，临时赶来，来不及穿

警服。说是连日加班疏导，每天

要堵一两个小时。

几天之后，拜年高峰过去，

返乡的车流陆续离开，街边的临

时礼盒摊档退场，道路恢复平常

的秩序。

那天晚上散步到村支书涛涛

家的商行，前些天，他们家在商行

前空地上搭起一个蓝色雨篷，摆卖

各种礼盒。当天礼盒不见了，但雨

篷犹在。向涛涛家人探问商业秘

密，他们并不隐瞒。

涛涛家人说，当地越贵的烟

越卖得好，都是送礼用的，买的

人多是外面回来过年的人。有个

从广东回来的老板，要看望12个

亲戚，一次在这里买了 12 条单

价 400 块钱的黄鹤楼烟，还有5

箱单价 700 块钱的酒（一箱装 6

支酒），平均给一个亲戚送的烟

酒起码五六百块钱。商行在当地

代理了稻花香酒，这个品牌就卖

了 1000多箱，但卖一箱酒只赚几

块钱。不过，当地零售店不用纳

税。

当地卖的酒分出不同档次，

最便宜的酒只要十二三块钱，低档

酒都是专供农村市场的；最贵的酒

要三四百块钱，也有不少人买。

他们感概，如今越高档的烟

酒越有人买，都是外头回来的人买

。回来办喜事的家庭放的烟花也多

，消费水平还是蛮高。

春节回乡，见到有的村邻因

送礼断了交情。一个常年在家但跟

子女分开单过的老人，回村里给生

意归来的族亲送上贺礼，还替儿子

带来了一份贺礼。大约族亲念她孤

苦一人生活不易，坚决不肯收下礼

金，还以“人不到，礼不收”的习

惯，拒收老人儿子的礼金。老人觉

得面子上过不去，返身就离开了。

后来说起这事，她的理解是族亲嫌

她家穷，看不起人。她说以后不来

往了。我想劝她，族亲应该是好

意。但不知他们曾有怎样的嫌

隙，终究没有替人说理。

春节期间跟许多人聊起贺

礼，大多对礼金没有过多说法，

认为都是你来我往，却对主家的通

宵麻将褒贬不一，有的人一夜赚回

礼金还有盈余，更多人抱怨送了礼

还要赔上输的钱，往往输的钱比礼

金还多。

初十一晚透过气来，晚上冒

着寒凉镇上行走，同学家搬到另

一处，按照门牌号码寻过去，大

门紧闭。试着敲敲门，没人应，

推一下，却没上锁。一阵烟味扑

面而来，3桌麻将摆在厅里，打

麻将的客人有点不解我的敲门举

动:“怎么还敲门？”我的疑惑更

大:“家里开了麻将馆？”同学闻

声从里间出来，门开处看见里间

麻将客扎堆。同学面带惊喜，迟

疑了一下:“这不是麻将馆，家里

来了客。”突然惊觉碰上同学宴

席。细问所为何事，原来同学节

前搬新居，当天安屋宴客。

见同学待客繁琐，不便叙

旧，我又不会麻将，匆忙送上礼

金告辞。

家乡的春节遭遇倒春寒，站

在屋里都冷得发抖。我产生了逃

离的想法，尽管年休假还没用

完，但乡村不宜久留，因为只剩

下路费了。

無聲嘆息
如果两人都不理我我还能承

受吗？难道是我自找的，一次次

的散心，一次次的伤心，这次说

是旅游其实是去散心。当时报了

最贵的团，是最近的天数的，行

程也满满的，日期也可能会和亲

戚碰面，可还是报了。这样可以

早点离开，不去有时间烦恼这件

事，我也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和田聊天，田都不知道怎

么和他说话了，一说话她就生气，

我们曾说过都不理他了，省得让

她生气伤我们，哎！背地伤你，

当其他人面又和你好，好可怕。

话好说，情难收。

中午他不在，我和田就在会

议室吃，金提起到玩去的照片，

说要发微信，就隔着玻璃我和田

说笑了几句，她突然去金那把话

题转走……开始与金开玩笑，一

会儿她走了，我们吃完了，田去

金那看电脑，聊了几句，金让她

去给买饭，结果她突然说句，你

身边有个大美女，让他她给你买

！后来金问你说什么，她说没什

么！这女人怎么了？这是针对谁

那？田当时很生气，也很无奈的

走出技术部。那天她迟迟不吃饭

是再等金一起吃。已经好几次了

！事后再公事上找了田的麻烦，

田说看来以后都不要和男士说话

了，省得她生气伤我们。哎！为

什么用她的错误惩罚自己，是啊

！我何尝不是那！我们彼此已经

除了查钱开票不再说多余的话，

加上我都很老实了，她也不会明

着伤我，公事目前她也没找到机

会。

今天一时生气又把他删了，

这次他让我删的，删就删呗！我

变了吗？他说我变了，这是我删

他微信同时弹出的最后一句。这

样的压力之下我能不变吗？还调

侃我……傻瓜！昨天已经让我觉

得难堪了，昨天爱搭不理的今天

又来招惹我，是觉得我好玩吗？

故意让我难受，好糊弄，好欺负，

讨厌现在的自己。这次估计不会

在加了吧！他目前没有申请！做

朋友不能一厢情愿，也许他真的

不在乎我这个朋友吧！虽然我有

无数的疑问，也许都得不到解答

了，也许一个冷淡的“哦”字才

是他的回答吧！开始讨厌“哦”

这个字。昨晚想了一夜想约他谈

谈，让他看这些，我为什么这样，

希望玩之前解决这事，不管看完

我们是否还是朋友，选择交给

他，也许她俩会更好，怎么选择

我也坦然面对，虽不会像说那么

容易，只会尽力为之。打算好的

结果还是……其实他问我你选择

谁了？没选择我啊？（我转发别

人微信他看见问的，题目我已选

择你，叫我怎么放弃）我也知道

是在开玩笑，我想带着玩笑的话

说“你”，可突然想到昨天的事

让我觉得更加讨厌自己，干嘛让

人觉得我要做小三似的，就没

发，又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删

了他微信。

气死我了，他是成心的吗？

过来招我，好大声说我和他说

话，等他出门她立马追过去嬉戏，

气死我了，他这是目的吗？利用

我吗？也许你们的关系才是最好

的，祝他们快乐，好好的安抚她，

别再让她伤人了……现在她长在

那屋了，我觉得她应该掉岗。我

一气之下给他已经发了绝情的话，

我让他没公事时别进财务室。发

这话时眼泪不禁流出，亲戚的到

来，肚痛，心痛，头痛……可掩

饰这一天的伤悲不让人看见，真

有点要崩溃的感觉，没有我，他

依旧很快乐，祝福你们……外面

的雨依旧下，老天也是在为我这

些天哭泣吗？ 老天还是很眷顾

我的，让我的亲戚提前到来，让

我没顾虑的游玩~~~~我已知足。

今天自从我说那话后，他一

共进来 5次，一问我保险证明的

事，二借 u 盘，三还 u 盘，四放

饭盒，五等刷杯子。我居然这最

后一次，当他坐在我对面时，我

突然笑了，我也不知为什么？貌

似此刻气消了！其实想想也许是

误会他，他没这个意思，太大大

咧咧了吧！也许这几次进门他是

故意的吧！还在乎我这个朋友

吧！一切都是猜想，这是自己一

厢情愿的想法吧？！这永远也得

不到回答。

一次次问我，是不是喜欢

他，他说“可别这样，都是有家

的人”，这话只是在这段友谊上

砍了一刀，也是一种侮辱。到了

这时，是该放弃的时候了！看来

异性做真正的朋友很难，学会虚

伪，无情才更得人心吧！太重感

情也是错，也许这一切真的都是

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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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節目「光鹽健康園
地」 暢談健康議題
提供醫療資訊

【本報訊】光鹽健康園地提供給社區民眾專業的醫療知識﹐推出已久﹐獲得社區一致好評﹒該節目由光鹽社義工孫威令和孫
明美主持﹐每月兩次與健康﹑醫療﹑養生專家現場談訪﹐暢談健康之道以及光鹽社所提供的各項免費服務﹐與觀眾在電視及
互聯網上見面﹐使大眾關心的健康議題被推向更廣泛的觀眾領域﹐使更多需要的人得到幫助﹒

本節目包含癌症專家﹑專科醫師﹑復健調理﹑護理人員﹑營養專業﹑醫療保險﹑病患分享等﹐就您所關心之健康﹐養生專題
在空中與您現場見面﹒若您有關心之保健課題﹐請與光鹽社聯絡﹐光鹽社將適時邀請專家在「光鹽健康園地」中講解大家關
心的課題﹒光鹽社電話﹕713-988-4724

播出時間﹕光鹽健康園地在每月的第一及第三個星期的禮拜二首播﹐時間為 7點半至8點半﹐每周三下午1點至2點重
播﹐隔天周二下午1點至2點重播﹐關心醫療新知的民眾敬請準時收看﹒

主持人孫明美光鹽健康園地

主持人孫明美(左)與當小兒精神科醫師柴宏(右)擔任嘉賓

主持人孫威令

主持人孫威令(左)與關競紅醫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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