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物 風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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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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妍霞(Alice) 女士 - 熱心公益,服務僑胞!
僑務委員會僑務促進委員
休士頓世界廣東同鄉會參議委員
美南歡樂歌唱班副會長
中華民國103年國慶主任委員
休士頓僑教中心義工
美南藝文社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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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KVVV

節目介紹﹕《健康之路》是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一檔大型日播醫學科普類節目﹒擁有最權威的專家﹑給您最貼心的服務﹒明辨疾病蛛

絲馬跡﹑解讀征兆背後奧秘﹑指點難題解決方向﹒節目形態是醫案故事化呈現﹐醫理權威性解讀﹐在極具醫療特色的演播室內﹐頂尖

醫學嘉賓陣容﹐態度嚴謹﹑語言通俗﹑演示生動﹐為您詳盡介紹醫學知識﹐解讀人體奧秘﹒

播出時間﹕節目首播時間是周一至周三晚間10點至11 點﹐周三上午8點半至9點半﹑周六晚間10點半至11點半和周日下午1點至2

點三個時段重播﹒

央視益智音樂綜藝節目「開門大吉」
按門鈴猜歌完成夢想

節目介紹﹕《開門大吉》是中央電視台綜藝頻道推出的大型益智音樂綜藝類

節 目 ﹐2013 年 1 月 1 日 開 播 ﹒ 播 出 平 台 是 中 央 電 視 台 綜 藝 頻 道

（CCTV-3）﹒節目的基本形態為不同職業﹑不同年齡的普通選手﹐透過“聽

門鈴猜歌”按響門鈴通過猜歌闖關的方式實現自己的家庭夢想﹐是《開門大

吉》最獨特﹑最具識別度的節目形態和遊戲方式﹐選手每次去按響的那個

“門鈴”已成為節目的一個標志性符號﹒2015年6月﹐進行了一次重要的改

版升級﹐節目在視覺符號﹑內容設計﹑互動方式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創新呈

現﹐保證了節目收視率與品牌影響力的持續增長﹒

播出時間﹕每周日晚間10點至11點半首播﹐每周日凌晨2點至3點半重播﹒

央視醫學科普類節目「健康之路」
介紹醫學知識解讀人體奧秘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拉近與媒體記者的距離，同
時傾聽各族裔社區心聲，休士頓市長透納(Sylvester Turner)28日
中午於市政府與各家媒體餐敘，會中展現親民態度，對媒體的問
答也來者不拒，餐會氣氛相當輕鬆。

上任首次舉行媒體餐敘聯誼活動，透納先是表示，難得可以
撥空與媒體好好吃頓飯，也感謝與會的媒體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
。透納說，休士頓堪稱全美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但卻一直沒有
時間好好跟媒體見見面談談話。這次透過這難得的機會，大家有
機會坐下來，不侷限於任何形式和議題，任何有關市政或採訪相
關問題都可發問， 「主要讓大家認識彼此，增進社區和諧」 。

透納也展現幽默一面，他說這是最友善 「餵養媒體」 方式，

滿足大家的胃口，有問題就直接問，他會給出最滿意的答案
，此說笑功力，也讓在場媒體哄堂大笑。

會中透納也提及，7月4日國慶日上任就要滿六個月，過
去六個月忙碌於市府預算，尤其近期休士頓受災害所苦，不
管是水災、街道整修等是非常嚴肅的市政問題，他感謝市府
員工齊心努力，目前所有的程序都在進行中，部分市區低窪
地區和橋墩都深受水患之苦，是當務之急要解決的問題，是
一整年的施政重點。

餐敘上，各家主流、中文、越南、墨西哥、非裔媒體全
員到齊，大家簡單自我介紹，也輪流發問。有媒體問到，市
長如何分配每天的受訪行程，透納表示，每天行程滿檔，幾

乎是每30分鐘就有一個行程，但他會盡全力與媒體有
妥善的見面溝通機會， 「會盡力完成80%受訪要求」
。
也有媒體問到如何將城市的多元文化結合起來，不

讓每個族裔各自發展。透納說，大家都說休士頓市最
多元的城市之一，而不會說是最多元的那個城市，這也
是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希望大家能一起團結起來
，把獨特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對於擔任眾所期待的明年超級盃(Super Bowl)主辦方，

透納說絕對會盡全力彰顯休士頓特色，但他指出，每次
不能只是大型活動舉辦完就結束，一定要把這運動盛會
延續下去，所以休士頓需要一個主要的娛樂中心，是可

以讓全家帶著小孩一起休憩的場所。
其他如道路坑洞和財政上的運作，透納也說，這些都是市政

上待解決的重要事項。面對德州油價低迷和裁員危機，透納形容
，這就像坐雲霄飛車一樣，有高低起伏，之後會低谷反彈，休士
頓成長發展仍持續看好。

最後他也提到，會讓城市有更多對外投資合作機會，九月會
有貿易代表團前往古巴，10月底會到南非和墨西哥，預計2017
年會訪中國大陸等，促進對外貿易發展。

市長透納與媒體有約 餐敘互動交流

市長透納(左)與媒體餐敘。(記者黃相慈／攝影)

休士頓市政府邀媒體餐敘。(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
國際電視頻道15.3熱門美食廚藝節目
「美食美客」 28日錄製第21集，由美

食美客主持人翁大嘴展現精湛廚藝，帶
來兩道私房菜 「蒜蓉蒸阿根廷紅蝦」 和
「墨西哥沙拉」 ，教觀眾簡單在家作料
理。精彩內容，全在下周一晚間7點半
到8點半播出，敬請準時收看。

想做出好的海鮮料理，不需要繁複
的過程，只要把握一些簡單技巧，過年
過節也可簡單上菜，大器又美味，可說
是主婦們宴客的口袋名單。翁大嘴特地
選用阿根廷紅蝦作主菜，利用本身的鮮
甜和飽滿口感，教觀眾零廚藝也可作好
菜。搭配另一道前菜沙拉，讓炎熱的夏
天，也可食欲大開。

蒜蓉蒸阿根廷蝦，食材準備除了主
角阿根廷紅蝦外，配料有蒜末、鹽、油
和胡椒。將調製的蒜蓉與調味料拌勻備

用，將蝦子從頭往尾巴的方向對半剪開
，去除腸泥，把調製好的蒜蓉醬汁鋪在
剝開的蝦背上，用蒸鍋水煮10分鐘，不
需煮太久，可維持蝦的鮮甜和嫩度，水
開煮熟即可享用。

另一道墨西哥沙拉所備材料是洋蔥
、番茄、酪梨、墨西哥辣椒(Jalapeno)
、香菜、萊姆(Lime)、鹽和胡椒。將洋
蔥、酪梨、墨西哥辣椒切丁，與香菜拌
勻，灑上萊姆汁，中和洋蔥的嗆辣口感
。擺盤時將番茄平鋪在盤上，把拌勻的
沙拉配料裝盤，擺上蔬菜蔥餅一起食用
，夏天清爽無負擔。

翁大嘴說，兩道菜都不需高級廚藝
，只要掌握好步驟，選對食材，輕輕鬆
鬆就可以作出一道道好菜。現場觀眾也
紛紛試吃，大家輪流品嘗美食，阿根廷
蝦的鮮甜味美，讓人回味無窮。

美食美客秀主婦私房菜
阿根廷紅蝦輕鬆上桌

 

















在場觀眾試吃，讚不絕口。

美食美客主持人翁大嘴獨挑大樑秀美食。
蒜蓉蒸阿根廷紅蝦(上)及墨西哥沙
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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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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消費
品安全委員會
（CPSC） 周
二宣佈，宜家
已同意在美召回2900萬個抽
屜櫃，這些柜子可能翻到，自
1989年以來，問題抽屜櫃已造
成6名兒童死亡，36名兒童受
傷。

此次召回涉及800萬個暢
銷的馬爾姆（Malm）系列抽
屜櫃，以及2200萬個其他款
式的兒童和成人用抽屜櫃。此

外，宜家還將因相同問題在加
拿大召回660萬個抽屜櫃。

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表
示，宜家此前收到了41起涉
及馬爾姆抽屜櫃的傾覆事故報
告，這些事故造成3名兒童死
亡，17名兒童受傷。該公司還
收到另外41起涉及其他型號
抽屜櫃的事故報告，這些事故
造成另外3名兒童死亡，19名

兒童受傷。
宜家在2015年7月就曾發

布警告稱，這些產品可能翻到
並造成人員受傷、被困、甚至
死亡。CPSC此前也警告稱，
消費者應立即停止使用宜家高
於約60厘米的兒童抽屜櫃，
成人用的柜子也不應高於75
厘米，除非將它們固定在牆上
。

宜家召回3560萬個抽屜櫃 有傾覆風險致6童死

（本報訊）網上零售業巨
頭亞馬遜計劃在休斯頓西北部
設置營運中心，哈瑞斯縣稅收
委員會本周二一致投票批准通
過相關減稅計劃。

亞馬遜此次在休斯頓新設
運營中心將會為當地帶來1000
個新工作，並且亞馬遜提出要
將今後十年內的營運稅收降至
65%的水平。

根據稅收部門的資料，亞
馬遜計劃在位於45號北部和8

號交接的西南角落，即970英
畝的Pinto Business Park新建
占地85.5萬平方英尺倉庫。此
次投資1.36億的運營中心將包
括倉庫和發行運轉站，負責哈
瑞斯郡縣周邊地區的物流和送
達，至少有80%的庫存將送至
哈瑞斯郡縣方圓100英裡的地
方。

休斯頓運營中心和亞馬遜
在Humble新建的休斯頓速達
服務中心是兩個不同的機構。

此外，另有報道稱，亞馬
遜計劃如果休斯頓的減稅計劃
無法實現，將考慮在 Haslet
和 San Marcos設置運營中心
。
哈瑞斯縣稅收委員會舉行了公
眾聽證會，對減稅事宜提案一
致通過。根據統計，亞馬遜每
年將產生1.72的運營收入，並
支付39.3萬元的年稅收。

亞馬遜計劃在休斯頓設營運中心 哈瑞斯縣通過相關減稅計劃

（綜合報導）據外媒23日報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
年度經濟評估中就美國的高貧困率發出警告。基金組織說
，美國每七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貧困中，這個問題急需解
決。

該組織建議美國提高最低工資，讓女性享有產假，以
鼓勵她們出來工作。這份報告還把對美國2016年經濟增
長的預測從先前2.4%調低到2.2%。

經濟增長降低的原因是全球增長放緩以及消費疲軟。
今年頭三個月，美國經濟增長放慢到年度0.5%，遠低於
2015年頭三個月的1.4%。

但是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總幹事長拉加
德說，美國就業市場
比以前強勁，說明
“美國經濟狀況還是
好的。” 五月份的
失業率是4.7%，是八年來最低。

拉加德仍警告說“貧困不僅帶來嚴重社會負擔，而且
還消耗勞動力就業能力，影響到對教育的投入以及健康狀
況的改善。”

她說，“我們的評估是，就業能力，生產力，兩極分

化以及貧困等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將會削弱經濟增長的
動力，影響到美國生活水平的提高。”

這份報告呼籲美國增加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執行更好
的社會福利政策，比如照顧兒童，以便幫助美國窮人找到
工作。

急需解決
美國每七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貧困中

result than many other countries and yet the mood, 
when discussing Britain's forthcoming departure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is pretty gloomy.
Some Chinese may benefit in the short term. With the 
value of the pound dropping, tourists might find it 
cheaper to travel to Britain for a while,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general uncertainty about the post-Brexit 
global economy is also driving down the yuan.
Jing Ulrich, Asia-Pacific vice chairman for JP Morgan, 
thinks this is only a temporary setback.
She believes that 
in the long run 
the trajectory 
towards op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mains 
unstoppable.
"In the near term, 
an event like 
this sometimes 
surprises 
the market. Some people think this is a setback 
for globalisation," she says. "Actually it's just a 
sentiment."
She points especially to new forms of communication 
as a means of ensuring that isolation does not win the 
da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y have issued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OK"-type official statements but they 
also seem concerned.
China's number two, Premier Li Keqiang, is seen as the 
economic brains in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When he spoke at the Tianjin Forum he said that the 
prospect of Brexit was "adding to uncertainty in the 
world economy".
He called for unity and stability within the UK and also 
within Europe.
Many of those here no doubt would echo that wish;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they'll see it fulfilled. 
(Courtesy www.bbc.com/news/business)

China’s internet regulator has vowed to crack down 
on online comment sections of news websites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t says disrup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harm the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public opinion – as it tightens another screw on the 
already heavily controlled online speech.
Ren Xianlia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said chaotic online comments 
were “extremely detested” by the public and there was 
a need for “great efforts to crack down [on them]”,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posted on the administration’s 
website on Tuesday night.

In cyberspace, 
China’s aim is to 
control and censor, 
no matter what it says
Ren urged the 
news websites to 
clean up comments 
that violated the 
official “nine don’ts 
and seven bottom 
lines” – including 
endangering state 

Ren delivered the orders to government-controlled 
news websites and commercial internet companies 
through a nationwide video conference, according to 
the statement.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commerical 
websites Tencent and Netease, and 
Huanqiu.com, which is affiliated to 
the party mouthpiece, the People’s 
Daily, all vowed to follow the orders 
during the conference.
A recent study l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scholar Gary King said 
that every year Beijing was faking 
about 488 million social media 

comments, which were singing the praises of the 
government.
In its continuous and ever-tightening grip on online 
speech, China’s internet regulators first launched a 
widespread crackdown on outspoken online celebrities 
– including billionaire venture capitalist Charles Xue 
Biqun and investor Wang Gongquan – in the autumn 
of 2013, when the “seven bottom lines” were first 
highlighted.
Communist Party weighs action against 
outspoken Chinese tycoon Ren Zhiqiang
Real estate tycoon Ren Zhiqiang’s social media 
accounts were blocked in early 2016 after he posted 

comments that publicly challenged 
President Xi Jinping’s order to state 
media to show absolute loyalty to 
the Communist Party.
Ren’s party membership was later 
suspended for his “vile influence”. 
(Courtesy http://www.scmp.com/
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

security, challenging socialism and inciting ethnic 
hatred.
Such cyberspace regulations have seen vocal online 
celebrities being silenced.
Ren also urged the websites to make it easier for 
people to report “harmful” information by building a 
mechanism for the public to supervise one another’s 
comments.
Meanwhile, he asked the websites to launch an 
extensive campaign to post positive and rational 
comments” to foster a “healthy and well-intentioned” 
online culture.
Why China's draft cybersecurity law has chill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net and multinationals

He said: "My hunch is that you're going to see a fair 
amount of recovery in markets worldwide."
Earlier this year, the Indian company launched the 
e2o electric car in the UK where it already has a 
presence with 
its IT business 
Tech Mahindra.
Mr Mahindra 
said Britain's 
decision 
to leave 
may prove 
advantageous.
"The last time 
I spoke to the 
people i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bout reducing taxes and duty on 
electric vehicles, they said they were hampered from 
doing so becau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protocols and 
tariffs.
"So I hate to say this but as far as our electric vehicles 
are concerned this is probably something where I 
could go back to them and say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have your own discretion to lower the taxes from 
now on."
Adi Godrej, chairman of India's Godrej Group, which 
operates worldwide and sells beauty brands such as 
Soft & Gentle and Bio-Oil in Britain, was less sanguine 
than Mr Mahindra.
He said it was surprising the UK had taken a decision 
"which is going to be so negative for it from an 
economic point of view".
He added that it would affect Indian companies which 
had set up in Britain as a gateway to the EU.
"It will be bad because they will have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in other parts of Europe." (Courtesy bbc.
com)
Related

How Worried Is China 
By The Prospect Of Brexit?

China is less exposed to the impact of the referendum 

Some of Asia's biggest economies have expressed 
concerns over the world's economic stability as a result 
of Britain's vote to leave the EU.
China's Finance Minister Lou Jiwei said the 
consequences were unclear, but that they would be felt 
for years to come.
Both South Korea's President Park Geun-hye an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said their 
countries were prepared to react to market volatility.
Meanwhile,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is due in 
London on Monday.
He is expected to meet UK Foreign Secretary Philip 
Hammond on the first high-level face-to-face talk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ince 
Thursday's 
referendum.
There is 
fear that the 
uncertainty 
created by 
Britain's 

decision will continue to 
affect financial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Mr Lou, from China, said 
Brexit would "cast a shadow 
over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at the "repercussions and 
fallout" would emerge over 
the next five to 10 years.
However, he added that 
reaction from stock markets, 
which fell sharply on Friday, 
may have been overdone.
"The knee-jerk reaction from 
the market is probably a bit 
excessive and needs to calm 
down and take an objective 
view," he said.

Huang Yiping, a member of China's central bank 
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 said Brexit could mark a 
"reversal of globalisation", which would be "very bad" 
for the world.
Last year, China was responsible for $3.3bn (£2.4bn) 
worth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Britain, according 
to law firm Baker & McKenzie.
David Cameron announced £40bn ($54.7bn) worth of 
deals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following a visit to 
the UK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October last year.
Ready to Act
Following the result of the vote, the pound plunged 
10% against the dollar to a 31-year low before 
trimming losses to end the day around 7.5% down.
Sterling also fell 11.4% against the yen. Japan hinted 
that it may intervene to stem the yen's strength.
On Friday, the Swiss National Bank acted to weaken 
the Swiss franc which rose 2.1% against the dollar as 
investors rushed to buy the currency.
Anand Mahindra, chairman of Mahindra Group, an 
auto-to-aerospace Indian conglomerate with operations 
in Britain, said the world was behaving "as if a tsunami 
wave has hit" which he viewed as an over-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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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d uncertainty could also affect 
the value of the yuan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has 
warned of increased uncertainty if 

Britain left the EU.

Ren Xianlia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said there was a great 
need to crack down on chaotic 

comments by the public.

China's Great Firewall of web 
censorship not a trade barrier, says 

nation's internet regulator.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Stands Together With British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During Xi's Visit To England In 2015.

Billionaire Anand Mahindra expects 
Britain's exit from the EU to benefit his 
UK businesses. 

China’s Internet Regulator Tightens
Screw On Online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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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ested’ Public Comments On News Websites Are Targ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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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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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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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歸創業互補合作有利成功
合夥人並非多多益善

今年 5月，位于北京南池子的欧美同学会百年会

所内，美国硅谷 30个创业团队与海归创投联盟合作

对接成功。近年来，合作创业越来越被人们关注和提

及。尤其在海归创业群体里，创业的高风险和高投资

以及对于本土市场的陌生，让他们越来越多地开始选

择合伙创业，而非单打独斗。

互补式合作有利于成功

创业不同于拥有现成产业链的生意。一方面，

没有先例作为参考；另一方面，需要承担巨大的风

险。北京帮推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强表

示，“一个人的创造力毕竟有限，因此创业时有个

合作伙伴非常重要。”从英国新南威尔士大学硕士

毕业的李强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合伙人赵

子源。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在李强力邀之下，赵

子源 2015年加入了李强的创业团队。如今，北京帮

推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两人的经营下，已经获得

天使轮融资，并逐步发展壮大。另一位合伙创业较

为成功的海归刘林坤，同样认为团队合作很重要，

“这是一个全球化合作的时代，单打独斗是不行

的。”刘林坤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他与两

个合作伙伴熊文龙、王小明创建的虚拟现实公司——

北京极维客科技有限公司，2016 年 1 月便获得了数

千万的A轮融资。公司的办公面积也从最初的十几

平方米扩大到如今的几十平方米，团队规模也从创

业时的 5个人扩展到近 60人。

论及合伙创业这一方式，海归们都不约而同地强

调，合伙创业需要优势互补。如果每个方面都要考

虑，一个人肯定是忙不完也做不好的。李强的合伙创

业伙伴赵子源这样描述他们的合作方式，“运营、对

外交流是我的强项，而产业技术是李强的优势，所以

我们会进行分工，各人分别负责所擅长的领域。”而

刘林坤与其他两个合伙人进行合作时，也是各司其

职，分别专攻市场运营、硬件光学、系统软件这 3

个领域。

各司其职，并不意味着

大家没有交流和沟通。创业

所涉及的往往是一个全新的

领域，对于公司和产品的未

来发展，大都需要摸着石头

过河。在这期间，分歧几

乎每天都有。而正是因为

合伙人的存在，每个人从不

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共同讨

论协商，才能细细打磨出好

的想法和方案。

创业合伙人并非多多益

善

在李强看来，合伙创业

的人数不必过多，两三人较

为适宜。“因为合伙人之间

是平等的，人越多，做决策

就越慢，工作效率就会降

低。”

在创业初期，保持团队的精干是很必要的。

互联网行业的市场风向转变得非常快，作为市场

导向型的产品必须快速地进入市场，公司才能存

活下去。赵子源说：“如果合伙人有非常好的市

场嗅觉，看到一个点，我们就可以迅速地把这个

点放到产品当中去，而不会因为人事程序的繁琐

而耽误了好机会。”李强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

当初他们决定做“帮推客”这个产品后，便立即

行动，从原型的呈现到上线使用只用了 48 个小

时。这种高效率的工作节奏被传播到整个团队内，

好的点子一经提出，团队成员就会立马行动起

来。“有一次，为了制作一个宣传单，我们熬了

一个通宵，大家做出了很多版本，最后才选出最佳

的一个。”赵子源说：“不过大家都很开心，还

录了很多工作过程的小视频作为花絮以自娱自

乐。”

品质好、理念一致比能力更重要

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最为看重的，应该是人的

品质。李强表示，“如果没法和整个团队进行融

合，那么，再强的能力实际上也没有多大意义。

只干自己的事儿，不去考虑整个团队是不行的。”

刘林坤则十分认同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对于人品的

关注，因为创业合伙人的品质影响着团队中的每

一个人。

孔子云：“道不同，不相为谋”，创业合伙人理

念的一致也是十分必要的。合伙的前提是在主要问题

上有共同的认知，只有理念一致，才能形成合力。创

业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98%都会失败。在创业之

初，就必须要做好失败的准备。李强说：“人生都会

面临死亡，但不能因此就什么都不干。”已经有过一

次创业经历的赵子源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

：“创业很大的魅力就在于，创办的公司可能倒闭，

但是创业团队的精神是有生命力的，而且会以各种方

式传递下去。”

海歸就業不能依靠身份標簽
而要靠實力說話

据教育部最新数据，2015 年，中国输出

了留学生 52.37 万人，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

数为 40.91 万人。他们中，有些人从选择出

国到回国就业，都是父母的“提线木偶”，

留学钱没少花，用人单位对海归却越来越

挑了，有的明确设定学制等门槛，起薪也

不再那么体面。

近年来，“海归就业难”不时进入公众

视线。留学花费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海

归的就业质量却有些让人失望。每月数千元

的起薪，显然让一些家庭“高投入高收益”

的想象落空。当角色扮演背离角色期望，出

国留学“值与不值”便成为一个纠结的问

题——这一场以教育之名的社会交换，不可

避免会触动许多家庭关于名誉和利益的敏感

神经。

当下的中国，逐渐从身份社会向专业社

会过渡。用人单位在招聘的时候，不仅在乎

求职者的“出身”，也在乎求职者的综合素

质。同样的“海归”身份，不同的求职者在

就业市场的待遇却有着鲜明的反差：有些求

职者不仅拿上了高薪，还年纪轻轻就评上了

教授甚至博导；有些求职者不受待见，拿着

“不够体面”的月薪，让自己和家人都感受

到失落和挫败。

“海归就业难”从直接原因上归咎于

海归的社会声誉下降甚至遭遇“污名化’ ,

从根本原因上归咎于出国留学的功能异

化。一方面，在功利和算计的裹挟下，出

国留学成为一种“洗白学历”“贴金”的

做法，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另一方面，

海外高校鱼龙混杂，既有世界知名的高水

平大学，也有生源、师资都不怎么样的一

般大学，甚至还有通过招收留学生来圈钱

的“野鸡大学”。

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

育转型，“教育改变命运”的显示度下

降、周期性拉长，大学生就业难是一种普

遍现象，“海归就业难”只是其中的一种

类型。求职的过程，也是用人单位和海归

社会互动的过程；如果海归没有特殊的技

能和本领，又怎么赢得用人单位的“另眼

相看”？

在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看来，

出国留学能达到投机取巧的目的。以一年

制授课型硕士为例，别人要花两三年的时

间拿到的学位你花一年就拿到了，其“含

金量”难免会引发用人单位的质疑。“海

归就业难”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用人单位更

加理性、务实的产物，他们不再迷恋“海

归”的标签，而是更加看重求职者的真才

实学。

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只是生

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

在 “ 海归”符号价值不断下降的今天，

海归要想 “ 赢得尊重、发挥作用、实现

价值”，显然不能依靠身份标签，而是

要靠实力说话。那种 “ 根底浅”“腹中

空”的海归，“高投入低收益”看似偶

然，实则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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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鹽城阜寧特大暴雨龍捲風災後，坍塌的鹽城阿特斯協鑫陽光電力科技有限公司近4萬平米廠房，現場滿目瘡痍。
江蘇鹽城市阜寧、射陽兩縣突發嚴重風雹自然災害，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截至24日上午8時，嚴重風災已經造
成98人遇難，醫院收治傷員846人。阜寧縣倒塌損壞房屋8004戶28104間，2所小學房屋受損，損毀廠房8幢，損壞大棚
面積4.8萬畝；射陽縣房屋受損、倒塌615戶。

中國小夥用中式婚禮迎娶烏克蘭新娘

新郎牛禎與烏克蘭新娘瑪麗飲合巹酒，喝完第一口時，
兩人將杯子高舉到眉間，寓意舉案齊眉。當日，浙江武義俞
源村舉辦中式集體婚禮，現場張燈結綵，喜氣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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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拍攝的大熊貓龍鳳胎寶寶。當日，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
基地的雌性大熊貓“星雅”順利誕下一對大熊貓龍鳳胎，大仔性別雄性、初生體重
170克；小仔性別雌性、初生體重161克。目前，母子各項體徵指標正常，它們是2016
年全球誕生的首對大熊貓龍鳳胎寶寶。

鹽城特大暴雨龍捲風災後 災區通信電力設施受損嚴重

亞投行開業半年超5億美元貸款獲批
24國正申請加入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理
事會首屆年會在北京舉行。本次年會介
紹了亞投行成立以來的運營情況，並就
未來發展等諸多話題進行了討論。開業
半年多，亞投行都做些啥工作？

超5億美元貸款獲批
亞投行年會開幕當天，該行行長金立

群公布了此前由董事會通過的亞投行首批
總計5.09億美元貸款的4個項目，包括塔
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到烏茲別克斯坦邊境
的公路改善項目、巴基斯坦M4國家高速
公路(紹爾果德與哈內瓦爾段)項目、孟加
拉國電力輸送升級和擴容項目以及印度尼
西亞國家貧民窟升級項目。

“4個項目分別位於亞洲的4個國家，
既立足於亞洲地區又充分考慮到了多個國

家的需求，貸款沒有過度集中，項目安
排合理。此外，超過5億美元的貸款都
投向了基礎設施領域，這說明亞投行完
全按照最初的宗旨來推進工作，應該說，
亞投行成立半年以來已經取得了良好的
開局。”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
長宗良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就具體項目而言，亞投行貸款的投
入能夠明顯提升項目所在地人民的生活
水平。以巴基斯坦M4高速公路項目為
例，巴基斯坦計劃和發展部部長阿赫桑·
伊克巴爾·喬杜裏指出，對於巴基斯坦來
說，這段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
不僅能促進商貿和就業，還有助於消除
貧困、改善基礎交通的質量和效率、促
進包容性增長。

與此同時，亞投行運營的組織框架

體系逐步成型。據金立群介紹，吸引高
質量優秀人才是亞投行招聘的首要原則，
目前銀行的高層管理團隊建設即將完成，
中層管理人員正在招聘中，預計年底員
工數量會達到100人左右。

宗良指出，亞投行在全球吸納優秀人
才，這體現了其全球化的視野，例如其副
行長就分別來自英國、德國、印度、韓國、
印尼等國，這種人員結構的設置有利於其
更加公平公正地開展各類業務。

並未“挑戰”其他機構
自亞投行籌建以來，有不少境外媒

體、機構和組織質疑亞投行會否成為挑
戰現有經濟治理秩序的壹個多邊開發機
構。法新社6月24日報道，壹些人認為，
亞投行是世界銀行和亞行的競爭對手。

但事實證明，這些質疑完全是多慮
了。這次亞投行批準的首批4個貸款項
目中，除了孟加拉國電力輸送升級和擴
容項目，其他3個項目均是該行與亞行、
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聯合融資的。

“與亞行等多邊金融機構合作已經
傳遞出了明確的信號，即亞投行是本著
開放共贏的理念來開展工作的。”宗良
表示，在當前全球經濟低迷、基礎設施

建設急需推進的大環境下，各多邊機構
加強合作十分必要，通過優勢互補、深
入合作，將能為全球經濟金融穩定創造
良好條件。

亞行行長中尾武彥此前也表示，人
們希望將亞行與亞投行描述為對手，可
實際上，兩家銀行並不像外界以為的那
樣是對手，而是合作夥伴。

金立群指出，經過半年多的運作，亞
投行並沒有像某些人預計的那樣受到抵
制，這些機構都非常歡迎我們新機構的誕
生。另外，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需求巨大，
現有機構也無法完全滿足，亞投行的成立
是應時而生，將會彌補這些問題，並將通
過合作有效降低各個機構的壓力。

更多國家申請加入
亞投行的吸引力正在實踐中得到越

來越多經濟體的認同。據金立群在年會
上介紹，目前，亞投行已經有24個潛在
成員申請者，年會後將再次開放新成員
申請，新成員有望到2017年初加入亞投
行。亞投行現在已有57個成員，這也意
味著，如果目前有意向的24個經濟體都
能如願加盟，2017年初亞投行成員將至
少達到81個，也將成為亞洲地區成員最

多的區域多邊開發銀行。
“亞投行的吸引力壹方面來源於其在

半年多時間裏取得的成績已被外界所認
識，各國看到了亞投行發展的良好前景；
另壹方面則在於亞投行正在開辟壹個全
球重大的市場，在這裏，每壹個成員都
能夠分享發展機遇、從中受益。”宗良
說，同時，更多的成員加入，也意味著，
亞投行體系內將會有更加廣闊的聯系，
亞投行發揮的作用將越來越大。

而這種作用的壹個重要體現就是貸
款的投放。金立群指出，2016年年度貸
款目標在5億到12億美元之間，我們有
信心實現這壹目標，並有可能超過這壹
規模。此外，亞投行還設立了特別基金，
主要用於支持欠發達成員國開展基礎設施
項目籌備費用支出，中國成為這壹基金
的首個捐贈國，將向該基金捐款5000萬
美元。

穩定的資金支持與貸款投放讓更多
的國家開始對亞投行項目表示興趣。斯
裏蘭卡財長拉維·卡魯納納亞克表示，亞
投行目前運營很好，我們也看好其發展
前景，雖然斯裏蘭卡目前還沒與亞投行
對接具體項目，但正在積極準備，並特
別關註農業、農田灌溉等基建項目。

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增速不能低於6.5%
“儘管當前經濟增速放緩，但是中國經濟

仍然為世界經濟的增長提供了主要動力，未
來這個趨勢仍然不會改變。”在昨日召開的
世界經濟論壇第十屆新領軍者年會上，來自
全球各地的專家學者暢所欲言，從不同方面
把脈中國經濟。與會專家坦言，中國經濟健
康、平穩，在“十三五”期間，到 2020 年要
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中國 GDP 的
年均增長今後 5年不能低於 6.5%。

把脈中國經濟：總體平穩 穩中向好
在新領軍者年會的各分論壇上，國家發改

委主任徐紹史指出，去年我國經濟總量已經佔
到全球經濟總量的將近14%，經濟增量對世界
經濟增長的貢獻已達25%，“經濟新常態主要
是指三方面的變化：一是增速的變化，二是結
構的優化，三是動能的轉換。中國經濟還是非

常健康、平穩的。用八個字概括就是總體平
穩，穩中向好。”他表示，根據測算，在“十
三五”期間，到2020年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的目標，中國GDP的年均增長，今後 5年不
能低於6.5%。

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項目主任李稻葵表示，
“目前，我國重點任務還是基礎性改革和調整上，
除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之外，還有重要的改革
需要到位，比如國企改革、戶籍改革、企業市場化
進入退出機制改革等。”

埃森哲昨日發佈的調研報告顯示，在世界經濟
增速放緩的壓力下，絕大多數受訪跨國企業高管依
然看好中國市場潛力。其中有72%的高管相信，
自身能夠應對未來3 年在中國所面臨的各項挑戰
；71%的高管正計劃在未來幾年中增加對華投資。

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釋放潛力 提高效率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指出，
從可持續增長來看，去產能可以提升中長期增
長。值得關注的是增長下行什麼時候可以見底回
升，下一步需要培養發展更多新的產業，包括高
技術高附加值產業，重要的是採取措施支援創業
支援創新，促進產業升級，這就需要依靠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

民生銀行研究院院長黃劍輝指出，今年來看，
全球經濟增速仍然較慢，全球經濟面臨著結構性的
問題，光靠歐洲、日本的量化寬鬆政策已經難以為
繼，需要從結構性出發進行改革。“很多人理解供
給側改革是投資轉向消費、製造業轉向服務業，這
種理解不對。事實上，應該是由過去效率驅動轉向
創新驅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表示，隨著
一系列改革的推進，會把一些被抑制的需求釋放出
來，在中國這可能會催生出一些新的產業，所以整

個產業是提高品質、產業結構的升級，但是這些傳
統的產業應該不會消失，需要用新技術來改造傳統
的產業。Uber中國負責人柳甄坦言，科技帶來的
未來是一種趨勢，所有的產業，在面對這種不可阻
擋的趨勢面前，最重要的是，不要被科技未來的趨
勢所顛覆。

談英國脫歐：對人民幣國際化提出新要求
李稻葵指出，英國脫歐只可能有短期的影

響，如人民幣匯率問題。在貿易方面，會很快穩
定，人民幣匯率主要看國內情況，實際上是很容
易控制的。長期來說，英國脫歐如果真的成為現
實，可能會削弱歐元地位。這就意味著需要一種
新的國際貨幣跟美元抗衡，這對人民幣國際化提
出新的要求。

黃益平表示，關於英國退歐相關的擔憂是全球
化趨勢是否可能逆轉，如果全球化趨勢逆轉，對世
界和對中國都將是非常不利的。

徐紹史表示，英國退歐增加了世界經濟的
不確定性與穩定性，但對中國經濟影響不會很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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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妳的女朋友無理取鬧時
她究竟想要什么

小作怡情，如果女友的无理取闹无伤

大雅，作为男人来说要心胸开阔一些，多

给点包容，适当哄哄她，就会天下太平喽！

在爱情中，有一种真实叫做任性，一

种因为某种关系存在所以有恃无恐的任性

，这种任性并不是小打小闹的小孩脾气，

而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的所有缺陷对

方就应该完全包容，而自己不应该改变。

因为这就是真实的自己。这种任性存在很

多的情侣之间，就像一个魔咒，让很多人

无法自拔。就像这两天微博里的热门话题

——#女生无理取闹的时候#，作为妹子身

边的男人来说，你是不是深有感触？

很多网友都说，“女生无理取闹的时

候其实自己内心都清楚这么做是挺无理的，

但女生就是这样，喜欢通过一些小事来证

明，即使她错了，你也会让着，这对你来

说，也许是没事找事，可对她来说，你是

她想嫁给的人，那时她是要离开父母的呵

护从此跟随在你身旁，现在仅仅还在恋爱

你就不愿让步，那未来何以托付终身。”

前不久正好在百度贴吧上看到有一个

“我们就喜欢折腾男朋友吧”！

小组介绍：其实我们很爱我们的男朋

友。其实我们很宠我们的男朋友。但我们

就是喜欢折腾我们的男朋友。看着他被我

折腾的委屈样子就觉得他可爱的不得了。

可见这一类型的女人不在少数，短短

几行介绍，也道尽了她们的心声。她们中

大多有一位性格脾气好，善良爱她的男友

，迁就她，溺爱她，女人总是擅长欺负那

位最疼她的那个男人，仿佛吃定他会原谅

她，宽容她……能够这样折腾男友的女人

是开心的，只是被折腾的男人们可怜了，

也不容易坚持不懈。

我们把她们这类女人叫作女（作读

zuo 一声），上海话中，把那些不安分守

己、有违常规、自不量力、无端闹别扭

等行为称为“作”。喜欢“作”的女人

不安于平凡平淡的生活，渴望激情与刺

激，最突出的表现是爱跟亲密的人无端

闹别扭，不管伴侣怎么努力，就是猜不准

她的心思。

林黛玉是传统“作女”的杰出代表之

一，而如今都市“作女”青出于蓝，将

“猜心”游戏玩得炉火纯青。有人以“作”

来寻开心，有人却以此作为心理救赎。

“作”是女人天性之一。女性说话爱绕弯

子，爱使小性子，爱幻想，追求趣味，而

不像男性那样直接、现实。对于现代女性

而言，“作”既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

通过“作”来获得异性更多的注意和关爱，

也是给自己解压、为生活增添情趣的办法

之一。

“作”得过火或因童年经历，会导致

两性关系紧张。但时常“作”过火，则要

警惕“作”中隐藏的心理问题，尤其是童

年经历留下的阴影。

有些女孩子为了让男人表现出有多爱

他，于是制造出很多蠢事来让男人表明。

最常用的一招就是说分手，其实偶尔的无

理取闹那叫耍可爱，事事无理取闹那叫怨

妇。没有一个男人喜欢怨妇。

对“作女”的两类控诉

乱发脾气

有人的反应总是慢半拍，而你恰恰相

反，是那种一触即发型。因为男友对你着

装的一句过份评价，你会立即在大街上甩

开他的臂膀，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想拼命

找地洞。在你的情绪阴晴表上，晴转多云

短时阵风有时阵雨的居多。

如果说偶尔的娇嗔还可以增添几分你

的可爱，那么请相信，没几个男人会受得

了你习惯性的发飙。至少有十大理由，可

以向情绪化爱流泪的你解释为什么不要乱

发脾气：有伤肝败胃说，催老折寿说，影

响工作说，亲和力下降说，女人味流失说，

有损形象说……

人生本来就是喜怒哀乐，发脾气是一

种正常的现象，但乱发脾气显然是性情不

成熟的表现。

任性自我

打从小女孩开始，你不用教就学会了

吵着要吃雪糕要买新衣服，长大了，你

还是这样。周末男朋友要

是没陪你过完逛街瘾，你

也不管他是要加班或是公

务应酬，一个字：闹！敢

违背本姑娘意志？敢不服

本小姐命令？敢不听姑奶

奶的话？……行了，你还

是打住吧。

蛮横无理自以为是的

女人，不换位思考顾及他

人的女人，甚至专横跋扈

极度自我的女人，在大家

心目中不可能会是个可爱

的女人。耍耍小性子、发

发小脾气没关系，及时打

住就行，男人就烦那种过

度任性的，那种在任何场

合之下都不替对方着想的

女人。成熟的意思里，包含了懂得尊重他

人，懂得怎样尊重他人以及心存感恩。

女人小作时 男人多哄哄

小作怡情，如果女友的无理取闹无伤

大雅，作为男人来说要心胸开阔一些，

多给点包容，适当哄哄她，就会天下太平

喽！

1、多关心，多陪伴，了解女友的真

实需要。告诫女友别玩“猜心”游戏。做

好沟通安抚工作，让她清楚自己想要的究

竟是什么，因为有些“作女”其实并非故

意挑刺，而是她也不清楚什么样的反应才

能取悦自己。

2、表达你对她的爱意，让她相信你

愿意拿出诚意解决彼此的矛盾和问题。

当她有什么需要时不要“绕圈”，说话

别“留白”太多。你不是她肚子里的蛔

虫，如果有话请直接表达出来，不要指

望男人去揣摸和意会，那样交往很累很

麻烦，容易引起误会也不利于两人的感

情深入。

3、两人协商订立“契约”。与其一

味地自责自己不能投其所好，倒不如双方

事先约定好，直接让她说明自己所好的是

什么，慢慢和她成为知音。在你所言不对

她心思时，不妨劝她先冷静一下，降低期

望值，明示或暗示她你一直在努力，你很

想做得更好。

4、对其不宜一味迁就，要爱而不宠

，如果她“作”得过火，也不要默默忍下

去，而要心平气和地将自己的疑惑、不满

表达出来。告诉她频繁折腾谁也受不了，

希望能够好好的在一起。

戀愛中的女人為何易受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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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你即使在热恋中，也会知

道自己的青春是短暂吧，女人经不

起几年的折腾。心里明明知道，但

却还是一次两次甚至多次的上当受

骗，如果你陷在以下几种恋情中的

话，建议你还是尽快“悬崖勒马”，

免得虚耗了青春还得不到好结果。

下面小编就为你介绍关于女人恋爱

易受骗的真相。

一、太好强的女性

这类女性通常都力求在各方面

超越身边其他女性。她们认为明天

要比今天好，后天要比明天好，抱有

强烈的要进步的心理，而且在找对

象方面也绝不能找比自己差的。无

论是学历，工作单位，还是家世背

景，她们都只会对更为出色的男性

感兴趣。这些女性自尊心很高，让

她们承认被骗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二、刚刚分手的女性

刚刚和男友分手的女性往往还

保持着和前男友温情相依的依存

感。这时候如果有男性对他好一

些，她们就会产生错觉，认为这是

“苦痛分手后命中注定的相遇”。

而且即使男性不是真诚的慢慢发

展，而只是友好的交往，也会令女

性产生错觉。

三、你爱的是对方的潜力

你爱的是对方的潜力，而不是

对方真正的样子，你爱的是对方未

来可能的样子，那他根本不是你的

伴侣，而是你改造的对象。每次婚

前辅导都会问，如果对方五十年内

都不会改变，你会满意吗？如果你

一直希望能改变对方，才觉得比较

满意，那就不是爱，而是赌博，用

双方的快乐当作赌注。

四、把对方当作崇拜的对象

年轻的女明星爱上导演、大学

生爱上教授、秘书爱上老板……爱

上所崇拜的对象，这种感情很难维

持正常，因为两人之间无法平等对

待。男女双方必须要平等对待，我

不是指地位而是态度，不能过度崇

拜对方。会爱上所崇拜对象的人，

通常自信心低落，他们觉得自己很

糟糕。

五、为了叛逆才选择这对象

父母老是跟你强调，要找个有

钱的对象，偏偏你每个男朋友都是

穷光蛋；从小父母就对你管教严

格，偏偏你每个女朋友都很随便；

从小父亲就耳提面命，传香火是最

重要的事，偏偏你的女朋友不是不

能生，就是不想生……如果你所选

的对象，老是令父母生气，很可能

你只是想叛逆，你觉得一定要证明

什么来反击，当你不能控制自己的

选择，你并不是真心爱对方，这段

感情注定没有结果。

六、母爱泛滥的女性

对于男性与其说抱有爱情倒不

如说持有母爱，对男友无论什么事

都能像母亲一样包容。因此男性在

花心事实暴露之时，总可以顺势撒

出各种谎言。这时候这类女性即使

被骗也会认定“只有我能够理解他”、

“我一定要信任他”，而导致男性

屡犯不改。这种情况延续下去，只

能越来越助长男性的欺骗行为。

七、对促销没有抵抗力的女性

那些经常被“限期特价”、

“最后一天、特价打折”等促销

广告吸引消费的女性，据说也具

有容易被骗的特质。当男性说

“只有你是最特别的”“你和其

他女人不一样”，并强调这种

“特殊感”的时候，她们最易掉

入陷阱。而且在迷迷糊糊上当受

骗之后，她们即使听到对象在外

边沾花惹草的消息，也会自信满

满地认为“他只不过是和她们玩玩，

我才是他最在乎的人”。

八、对方不是自由身

我把这点留到最后，是因为这

根本不能算是感情。选择终身伴侣

的第一个前提是——对方是“自由

身”。“自由身”就是可以自由和

你交往，没有结婚、没有订婚、没

有固定的交往对象、没有和别人上

床、单身，只和你交往的人。

如果你爱上的那个男人答应会

早点和另一个女人分手；或是他说

他不爱那个女人，他爱的是你；或

是他原来的对象接受你的存在，他

们不打算分手，但他想跟你在一起

一阵子；或是他刚分手，但可能破

镜重圆……，这些都不是自由身。

别和已婚或有对象的人交往，不管

是什么借口，结果都一样，你注定

要心碎。

親子教育的“新法寶”——思維導圖
思维导图是一种有效的图形

思维工具，可以帮人们整理想法，

提高思维能力，是许多大学以及

MBA课程的必学内容。在国外，

“儿童版”思维导图早已广泛应

用于儿童教育领域，近年来也被

越来越多的中国教育者所认识。

本文讲述一位妈妈如何把思维导

图引入女儿的学习和生活，并初

尝了成功的喜悦。

思维导图是我的“老朋友”

从女儿 11个月起，我和女儿

就开始了“亲子阅读”之旅。3

岁时，我们将亲子阅读的范围扩

展到英语，并将双语阅读坚持至

今。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已经

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小书虫”，

她非常迷恋《笑猫日记》这样的

童书，也很爱看《水浒传》这样

原汁原味的传世经典，并掌握了

独立阅读英文初级章节书的能力。

随着孩子进入小学阶段，

“阅读”这个曾经得心应手的老

题目却让我困惑起来。一方面，

我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阅

读方式——把读书作为消遣，沉

浸于曲折的情节或细腻的描写，

而缺乏思考和对知识的消化吸收。

另一方面，在对学校教育有了一

些体验之后，我开始期望能够通

过亲子教育弥补大环境的不足，

帮助孩子保有洞察问题的好奇心，

学会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帮

助孩子不是习惯于接受知识和观

念的灌输，而是通过思辨形成自

己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

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

了解到国外许多学校在给孩子上思

维课的时候，经常用到一种叫思维

导图（Think Map）的教学工具。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

许多国家将普及思维导图（Think-

Map）作为教育改革策略之一，已

经在提高教学效果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效。这使我如获至宝。我意识

到，或许这个工具可以解决困扰我

已久的亲子教育问题。

在工作中，我对思维导图

（MindMap）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和效果的神奇作用深有体会，它

不仅可以帮助我思路更清晰、更

完整，而且能够帮助我完成一次

高效的交流和沟通。使用专业软

件 MindManager 绘制思维导图，

辅助头脑风暴、方案制定或者完

成一次路演、团体培训，已经成

为我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所熟悉的思维导图（Mind-

Map），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被誉

为英国“记忆力之父”的东尼.博

赞首创的思维工具，它与国外教

室里随处可见这些思维导图

（ThinkMap）是同一种工具吗？

“儿童版”思维导图更贴近

孩子

经过学习和了解，我发现

Think Map与Mind Map都是辅助

思考过程、使思维可视化的工具，

因而在国内引进的时候都被翻译

为“思维导图”。然而，由于使

用者不同、使用目的不同，儿童

教育领域的思维导图（Think Map）

与商务、会议及培训所使用的思

维导图（Mind Map）有很大不

同，最直接的区别是，后者在形

式上更统一、更为通用，而Think-

Map主要由8个类别构成，更贴近

孩子的思维特点。

研习了一些国外的教学案例

之后，我发现，孩子们使用的思

维导图（如无特别说明，以下所

讲思维导图均指 Think Map）有

这样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表现方式更为丰富。

保留了最常见的语言、数字信

息，同时更多的使用图形图像，

颜色也更为丰富，这些都更贴近

孩子形象思维的特点。这使得思

维导图不但可以激活孩子们左脑

所擅长的语言、符号和数字，也

同时激活了右脑关于图像、空间、

色彩与节奏的形象思维，因而能

够强化孩子们对事物的认知和记

忆，锻炼表达能力。

其次，8 个类别兼顾了发散

性和关联性。8种思维导图比经

典的发散状思维导图表现形式更

为丰富，更加适合不同年龄阶段

孩子的思维特点。比如圆圈图

中，大圆内填写的信息可以是与

小圆圈中主题所有相关联的内

容，更符合年龄较低幼童的无限

联想、无限发散的思维特点。而

树状图、双气泡图和流程图等类

型逐步引入了分类、对比、顺序

甚至类比的概念，符合孩子成长

过程中，大脑对事物不断建立新

的联结关系的需求。

除此之外，思维导图的发散

性、艺术性还有助于激发孩子的

创造力。思维导图的制作过程既

是对书本中、头脑中图像的重组

与再现，又是一次崭新的再创造。

思维导图成了女儿的“好帮

手”

对每一类思维导图有了充分

了解后，我开始尝试将思维导图

运用到与女儿的亲子阅读中。每

周，我针对一本女儿喜欢的书设

计一张思维导图，然后指导孩子

来填写，通过这种方式逐步引导

她掌握 8种思维导图，然后再慢

慢过渡到与女儿共同设计制作，

直至她能够独立完成思维导图的

绘制。

在这些初步的尝试中，我有

了新的体会和收获。

刚开始，我有点儿担心孩子

会不会喜欢这个新增的“复杂”

环节。没想到看到我为她设计的

第一幅图之后，她几乎是迫不及

待的催促我赶快教她怎么来画。

孩子对图像、色彩的敏感和喜爱

程度远远超过大人，一副图文并

茂的画，使得思维导图的制作过

程更像一个游戏过程，而完成的

作品又让孩子充满了成就感。

做思维导图的过程，也是对

图书的深度阅读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女儿像是完成了一次与作

者的对话，不仅发现了之前被忽

视的一些细节情节，而且通过对

关键词的提炼对文章有了更完整、

更深层次的理解，对自己的感受

也有了更多地分享和表达。

我们慢慢试探着将思维导图

用在阅读之外，比如规划一次短

途旅行、制定一次周末计划，甚

至整理女儿的口述故事思路。思

维导图将零散的想法联结在一起，

使得思考更加完整、条理，慢慢

成了孩子学习和生活的好帮手。

我将在后续的文章中与大家

分享思维导图在亲子教育中的应

用经验，并分享我和女儿的使用

体会和有趣的小故事。我将通过

对8种不同类型思维导图的示范，

逐步介绍思维导图的绘制步骤与

方法，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对思

维导图感兴趣的爸爸妈妈。

家庭親子教育中的八種方法
家庭教育对一个孩子的成长

发育是至关重要的，家庭教育才

是孩子的启蒙教育，是孩子们最

好的老师。

一、给孩子一个选择

允许儿童按照他们自己的兴

趣去做事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

帮助他们成功的最佳途径之一。

如果你让孩子感到她有选择去学

芭蕾舞或是去练健美操的自由，

她就会更卖力气地去做这两件事

中她所选中的那件。

不过，此时她仍会需要你的

大力支持。举个例子，虽然你的

孩子很愿意在星期六的早上去管

弦乐队排练，但如果你不送她去

的话，她还是有可能中断或放弃

的。多数孩子的兴趣爱好十分广

泛，因此父母们必须对此做出投

入。除非这个孩子与众不同，不

然孩子就会失去关注的焦点，不

再集中精神去做事，转而决定去

看电视或小朋友们做游戏去了。

二、接受现在的他

如果你感兴趣的仅仅是你的

孩子是否是全班最好的朗诵者，

那么，你的期望就太过分了。每

个孩子都是按照自己的速度来发

展、成长的。把你的孩子与其他

孩子相比较会让他认为，如果他

没能按某一特定标准去学习、做

事的话，他就是一个失败者。与

此相反的是，如果你的孩子似乎

在绘画或体育上有某种天分，做

父母的你就应该给他提供一切机

会去发展他的才能。

逼迫是不对的，鼓励才是有

益的。不要在一个孩子还不会走

的时候就让他去跑。但是，如果

他想要跑起来时，你应该给予他

你所能给的帮助。

三、找找是否有隐藏在暗中的困

难存在

这话听起来不言自明。但实

际上，你是否问过你的孩子为什么

突然间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或不愿

做家庭作业了吗？也许他会在你的

询问下说出心里话——他被坏孩子

欺负了，他不喜欢他的老师等等。

良好的环境同等重要。某些

孩子在安静的房间里注意力最为

集中，而有些却喜欢热闹的背景

环境。如果你的孩子说他不喜欢

被独自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那么

就让他在厨房边上的餐桌上做作

业。如果孩子变得毫无动力了，

通常他会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四、积极地谈论你自己的工作

结束了一整天令人心烦的工

作之后已精疲力竭，这是生活的

一部分。然而，在这样的状态下，

向你的孩子讲述你工作中发生的

令你高兴的事情和令你不高兴的

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激发他的憧

憬和热情，他会想：“如果我努

力工作的话，我会像妈妈一样成

功。”如果你身陷于一份乏味的

工作之中，的确没有什么值得与

孩子们分享的，那么就告诉他，

如果你无法获得一定的资格或学

历，你就无法找到一份有趣的工

作。

五、解释你的理由

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孩子放弃

钢琴教育，因为你很肯定这是对他

有好处的，那么你会怎么做呢？无

论你想怎么做，决不能冲你的孩子

大喊大叫、声嘶力竭地训斥他。因

为大叫后没几分钟，他就不再去听

你在说些什么了。相反，如果你耐

下心来向他解释为什么你认为继续

练下去是重要的，他有可能会转过

神来同意你的看法。即使他仍不同

意也没关系，他很可能有自己的看

法。父母也应倾听孩子的意见，并

告诉他，无论他怎么做，他学过的

东西都会收藏在他的经历中，永远

不会浪费掉。

六、重视赞扬的作用

不断给你的孩子以赞扬是极

重要的一条劝告，但赞扬必须是

有的放矢的。孩子一点也不傻。

如果他给你看他刚做完的某个东

西，你仅仅说了句“干得不错”

，他就会知道，你并没有真的注

意到他和他的成就。你此时应说

的是：“我很喜欢你在文章中论

述这个观点的方法，这样说很发

人深省。”或者“你的音阶弹得

非常流畅。”等等。于是，孩子

知道了你的确对他的小小成绩很

感兴趣，下次他就会更加努力地

去做以博得你的赞扬。

七、明智的奖赏

父母会许诺，如果孩子考试

考得好，他就会得到一辆自行车；

如果考得不好就什么也得不到。

事实上，这样对待孩子是一种可

怕的态度。这种做法让孩子们在

考试前变得十分焦躁不安，想着

这次考试得失攸关，而一旦他们

没能考好，就又会变得郁闷不乐。

从理论上讲，做得好本身就是一

种奖励，但是实际上，如果的确

会有某种物质激励存在的话，多

数孩子会表现得很出色。因此，建

议各位父母不要给你的孩子许以

大奖赏，如果他们做得好，应给

他们一个小礼物以示赞赏和鼓励。

八、让他们不时做点自己喜欢的

事情

如果小孩子们能得到足够的来

自父母的鼓励，他们就会茁壮成长

。经常冲着孩子大叫大嚷：“你又

在那儿干什么呢？”的父母像是往

他们孩子的心中刺了一剑似的，会

给孩子的心理带来很大伤害。我们

每个人都需要时间去放松、听音乐，

或者什么也不干，只是发呆。然后

呢，当我们的“电池”重新充足电

时，我们将精神抖擞，准备好去面

对下一个挑战。孩子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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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是方志敏创

建的红十军的一名战

士 。 先 后 参 加 了 长

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1947年春，他被调

毛泽东等领袖身边担任

警卫工作，得到毛泽东

等领导的器重，见证了

众多惊心动魄的历史大

转折和经典瞬间。

见证“进京赶考”的历

史壮举

汪东兴，1916 年出

生于江西弋阳县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1929年投

身于轰轰烈烈的土地革

命，1932 年由共青团员

转为中共党员，参加方志敏等

人创建的红十军。1933年1月，

他随红十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

地，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5

年随部队参加长征。解放战争

时期，汪东兴由一名普通的战

士成长为优秀的军队干部，

1945 年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

表。1947 年春，他被调到毛泽

东等领导身边负责警卫工作。

1949 年 3 月 23 日是一个不

寻常的日子。这天上午，毛泽

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

任弼时五大书记率领中央机关

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向北

平进发，汪东兴带着警卫战士

乘坐吉普车开道。他聆听了毛

泽东和周恩来在登车前“进京

赶考”的那一段经典对话，也

跟随领袖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

人“进京赶考”历史壮举。

浩荡的车队在尘土飞扬中

向北前进。25日，毛泽东等五

大书记换乘火车抵达北平，当

晚住颐和园升平署（现中央党校

南院）。这天，汪东兴则来到北

平香山，忙碌着察看毛泽东

主席的住处——双清别墅周围

的地形，布置警卫岗哨。

3月26日，汪东兴、李银桥

等人到颐和园迎接毛泽东前往

双清别墅。汪东兴回忆说，

“我们和主席的心情一样兴

奋，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奋斗，

毛主席终于带领我们来到北

平”。

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担

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

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此后还兼

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公安

部副部长、总参警卫局局长等

职。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虽然汪东兴的职务众多，但有

一项任务从未改变过，这就是

承担中南海及毛泽东的安全保

卫工作，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

汪东兴的信任。

毛泽东：“东兴在我身边，我

习惯了”

1949 年冬，新中国成立不

久，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第

一次访问苏联。访苏之前，他

就选定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

作。汪东兴在日记里这样记述：

一九四九年 8、9月份，毛

主席给我下达了准备出访苏联

的指示。由我具体负责毛主席

的保卫工作。为确保毛主席此

次出访的安全，派了足够的兵

力负责从北京至满洲里沿线桥

梁、涵洞、制高点的警卫工

作，我具体负责毛主席专列和

他身边保卫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不

仅把中南海警卫任务交给了汪

东兴，他个人出国的安全工作

也交给了汪东兴。汪东兴为了

毛泽东安全和方便，考虑问题

十分周到，做工作也非常细致

。在他领导下，中南海没有出

现一次重大安全事故，他所负

责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警卫工作

中也没有出现重大漏洞。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汪东

兴：“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

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

我的身边，我习惯了……”

毛泽东外出视察，大都是

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例

如，毛泽东 1963年考察黄河，

1965年重上井冈山，1966 年在

武汉游长江，警卫工作都由汪

东兴负责。

在特殊情况下，毛泽东还

委派汪东兴做他与某些重要人

物之间的联系人，毛泽东对这

些人的保护，以及处理意见，

都交由汪东兴去办理。值得一

提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

邓小平被打倒后，毛泽东保护

邓小平的办法都是交由汪东兴

落实的。

毛泽东对某些重要人物表

达意见，也是经常派汪东兴转

达，他还经常派汪东兴代表自

己去看望、关照受到冲击的老

干部。汪东兴在见这些老干部

时，也能如实、完整地表达毛

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还

体现在自身的工作安排上。毛

泽东的有些工作安排，别人也

许不知道，甚至连江青也不清

楚，但一般汪东兴是知道的。

1970 年庐山会议期间，江青要

想知道毛泽东的行踪，需要向

汪东兴打听。因为汪东兴直接

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

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会过

问。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自己的

人身安全都托付给了汪东兴。

粉碎“四人帮”建奇功

1976年 9月 9日，毛泽东逝

世后，“四人帮”加紧夺权活

动。汪东兴意识到，不解决

“四人帮”，就会给党和国家

留下极大祸患。经过多次与叶

剑英元帅等人的碰头商量，一

起制订了抓捕“四人帮”的行

动方案。

方案确定后，汪东兴让秘

书准备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议开会通知，有两个主要内

容：一是研究《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出版问题，二是商讨建

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汪

东兴看过通知后，立即去向华

国锋汇报，除了汇报上述方

案，他还汇报了抓捕“四人帮”

的具体行动方案。华国锋听得

非常仔细，并询问了参加行动

的人员安排，以及扣押“四人

帮”的地点等，还要汪东兴再

检查一遍，防止出现疏漏。最

后，华国锋表态：“你们制订

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

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

些，争取提前解决……你再约

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

意见。”华国锋最后问汪东兴：

你有把握吗？汪回答：有把握。

华国锋当即拍板：就在 10 月 6

日晚上抓捕“四人帮”。他把手

向下一按说：就这样定了！他接

过汪东兴准备好的会议通知，

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华国

锋的签字已经表明，他同意汪

东兴制订的方案并批准汪东兴

立即组织实施。

10月6日晚，中南海一片宁

静，此刻谁也想不到，一场决

定共和国前途命运的决斗，即

将在这里发生。晚7时，汪东兴

带着警卫们来到怀仁堂。因为

通知开会的内容与汪东兴无

关，他决定坐在屏风后边指挥

战斗。考虑到这场斗争很严

酷，汪东兴还随身带了一把装

满子弹的手枪。

在顺利抓捕了王洪文、张

春桥之后，汪东兴风趣地对华

国锋、叶剑英两位领导说：

“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

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

嘛！”华、叶听后，会心地笑了

起来。

接着，汪东兴命令中共中

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央

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对江青实

施抓捕，进行得同样顺利。

随后，汪东兴建议华国锋

亲自给姚文元打电话，把他叫

到怀仁堂来。华国锋让秘书曹

万贵接通姚文元的电话，姚文

元表示说：“我马上就到。”

汪东兴和华国锋、叶剑英商

议，抓捕姚文元，我们就不必

出面了，决定由武健华带人去

抓捕姚文元。汪东兴请华国锋

写个手令。华国锋很快就写好

了，武健华接过手令，回身走

向正厅东南小门，与在那里的

四位行动小组同志会合。不一

会儿，姚文元就被戴上了手

铐，押上早已等候的汽车，拘

押在地下隔离室。

10 月 6 日晚 11 时，中央政

治局在玉泉山开会通报粉碎

“四人帮”的情况。汪东兴最

后说了一句话：如果“四人帮”

政变成功，在座的都得上断头

台。汪东兴的话得到了与会同

志的一致赞同。

晚年生活别样精彩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

中全会批准同意汪东兴辞去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

副主席的职务。辞

去职务变为平民，

他很快适应了这一

角色的转换。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汪东兴

远离政坛赋闲居

家有些年头了。

那些年，颐养天年

的汪东兴心情旷达

淡定，潜心读书，

谢绝诸多活动。尽

管深居简出不会生

客，可他接待家乡

的干部及父老乡亲

却很热情，尤其是

对他家乡从事编史

修志的同志几乎是有求必应。

汪东兴非常支持家乡的编

史修志工作，他常常带着老花

眼镜，一笔一笔地按要求写文

字材料；对于送他审阅的各种

文字图片稿，也一丝不苟地把

关。

1994 年，家乡的同志拜访

汪东兴，主要为编辑出版弋阳

党史人物传来征求他的意见，

并请他写序。汪东兴说：“你

们事先寄来的书稿我看了，没

什么问题，建议这本书中人物

加两个人，一个方志敏，一个

余汉潮。”

来者向他解释说，方志敏

在我们党史办编印的《弋阳英

烈》中出现了，再收编进这本

书里怕重复不妥。

可汪东兴强调说：“不要

怕重复，方志敏是全国著名

烈士，影响很大，要经常宣

传……”

家乡来的同志终于明白

了汪东兴的意思，他认为党

史办写方志敏考虑的是“存

史”职能，而他更加强调和

突 出 的 是 党 史 工 作 的 “ 教

化”职能，要利用一切机会

和条件去扩大对革命英烈的

宣传。

余汉潮烈士是汪东兴走向

革命道路最早的领路人，给他

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

县党史办采纳了他的意见，在

这本弋阳党史人物传中加进方

志敏、余汉潮两人。

在汪东兴家客厅西墙靠窗

处挂着一幅毛泽东 1961年 10月

16日亲笔书赠汪东兴的王勃《送

别》诗。其书法笔力雄浑，令

人精神激奋。这一天，毛泽东

除了给汪东兴写了王勃的《送

别》，还特意写了他自己脍炙

人口的那篇《沁园春· 雪》赠给

汪东兴。这也足见毛泽东对汪

东兴的信任和厚爱。

许多年来，汪东兴对毛

泽东的思念之情不减，每逢

毛泽东的生辰、忌辰，汪东

兴都会到 毛 主 席 纪 念 堂 去

献花、瞻仰。每逢五周年、

十周年纪念时，他往往会发

表一些纪念文章以表达怀念

之情。

汪东兴参加革命后，多次

进党校学习，特别是到毛泽东

身边工作之后，他更是求知若

渴，常年不懈。他说：“我之

所以还有点知识和作为，都得益

于学习。”如今，98 岁高龄的

汪东兴神智尚健，仍保持多年

来阅读书报的习惯。毛主席有

句名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汪老就是这种人。他愈老弥

坚，令人尊敬。

趙一荻：無意中影響著
中國歷史的傳奇女性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故事，在

整个中国都家喻户晓。一直以来，

对于他们这段感情，坊间的态度

基本分为两派，一派是“于凤至

派”，对赵四小姐颇多指责，认

为她破坏了张少帅夫妇的婚姻；

另一派则是“纯真爱情派”，一

切是非皆不论，只谈美好的爱情，

甚至还给这段情感找了一个模版

王子与灰姑娘。

其实，感情这个事情本来就

没有是非可论。若要说是追求纯

美的爱情，就是追求纯美爱情；

若要说是伤风败俗、破坏他人家

庭，无非就是换了个说话的立场

而已。不过在这段感情中，作为

当事人之一的少帅张学良却始终

遵守一个准则 他只有一个妻子，

不纳妾。“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学

良也免得落了“薄情郎”的坏名声。

这个赵四小姐，铺天盖地的

信息足以说明她是一个值得探究

隐私的人物。这个出生于香港、

祖籍浙江兰溪的江南女子从小生

长在境遇不俗的官宦家庭。从她

曾经用过的几个名字就可以看出，

这丫头从小就接受了多方的文化

她母亲为她取的名字叫“香笙”；

她平时常用的名字是“绮霞”，

据说是她出生时天空正好划过一

道霞光；她从小有个 英文名

“Edith”，所以她又有一个取谐

音而定、也是比较广为人知的名

字“一荻”。当然了，无论她使

用什么名字，后世人们口中相传

最频繁的还是因为她行四而得的

“诨名” 赵四。

赵四不算漂亮的那一类，顶多也

就是个中上等，但她身材好，爱打

扮也特别会打扮，再加上她喜好

运动，嗜好读书，所以内外兼修，

使她具有与一般人完全不相同的

高雅气质。正因为如此，她曾经成

为天津《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

1927年，赵四 16了，出落成

一个婷婷玉立的少女。就是这个小

荷才露尖尖角的年华是最喜欢玩儿

的，当时天津的社交场对她充满了

无限的吸引力。说到这里，我忽然

想起了一个人物 俄罗斯作家列夫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那个

伯爵小姐娜塔莎豆蔻年华的赵四与娜

塔莎简直就是一样一样的人。

初入社交场的赵四就听说了

张学良。她想见识见识这是怎样

一个风华绝代的美公子。这一好

奇不打紧，竟拉开了一个为世人

传说了半个多世纪的动人爱情故

事的序幕。而赵四这一生的荣耀、

艰辛、相随相守也就从此奠定了。

第一次与张学良见面时，正

值豆蔻年华的赵四不施粉黛，与舞

场中其他妖艳的女子相比，她显得

格外超凡脱俗，虽然偏坐在大厅

一隅，却一下子抓住了张学良的

眼球，赵四也好似真的等到了自

己生命中的王子。两人匆匆一聚便

已一见钟情。

此时，张学良正驻防天津，大

帅张作霖也紧握着国家权柄，张家

满门都荣耀已极。但未来是谁也

无法预测的，这种初尝禁果的快

乐随着皇姑屯的一颗炸弹爆炸而

葬送了。张学良返回奉天、赵父

探知女儿与少帅的感情匆忙为女

儿订了婚，这段露水感情原本是

可以就此划句号了，毕竟此时赵

四的心性还没有成熟，那种像火

花一样一闪而过的情感未必能够

在她心里留下深刻的灼痕。张学

良返回奉天后忙于处理政务，东

北全境在少帅带领下百业待兴，

张学良竟病倒了。赵四闻听这一

消息之后，心中那团小火苗重又

燃烧起来，为了那个心中的“王

子”，她赵四不惜放弃家里花团

锦簇的生活、不惜放弃明媒正娶

的尊贵、甚至连一个女孩儿家最

该保留的那点儿矜持都不要了。

一张纸条宣布她抛弃一切，投奔

自己的“幸福生活”去了。赵家

从此再“没有”了这个女儿。

一个女孩子，抛家舍业地追

随自己心爱的男人，这在于凤至

眼里，既可怜又无奈，她收留了

这个跪在她面前苦苦哀求的女孩

子；而张学良对于赵四的突然到

来也始料不及，思忖再三，张学

良做出一个决定：如果你愿意跟着

我，我不会赶你走，但也不会纳

妾，即便是将来两人结合、生子

了，这种情况也不会改变。张家

为赵四专门辟出一处独立而安静

的住所，就位于大帅府左近。从此，

张学良出入时，身边有了两位女

子常随左右，一位是他的夫人于

凤至，另一位、走在稍后的就是少

帅新“请”的“私人秘书”赵四小姐。

赵四被张府接纳后的生活重

又归于平静、祥和，夫人于凤至

是个识大体的女人，从不为难赵

四。赵四在这样的环境中身心愉

悦，很快就为张学良生下一子 张

闾琳。但这样的生活在那样的时

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难得的几

年平静，很快就被日寇入侵的铁

蹄踩碎了。

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

事变”后被囚禁，两个女人是被

蒋介石获准陪同的惟二人选，但

毕竟当时赵四所生的儿子闾琳年

幼，需要母亲照顾，所以在张学

良最初被囚禁的三年中，赵四并

没有陪同在张学良身边。她先带

着儿子居住在上海的公馆，上海

沦陷后，她又被迫转往香港定居。

如果不是张学良获自由的希

望越来越渺茫，如果不是于凤至

突发乳腺癌，后来可能也就不会

有“赵四小姐与张学良”的故事了。

但世事就是这样弄人，赵四像被

上天择定的人选一样成为张学良

的患难知己。在随后的半个世纪

中，赵四取代了于凤至，始终伴

随在张学良身边。张学良从少帅

之尊一跌而成为阶下囚，失却了

以往的风采；赵四与他相守，经历

着他的经历，痛苦着他的痛苦，每

一分每一毫都有着深切地感受。他

们俩人相依为命，张学良把一切

希望和欢乐都寄托在赵四身上，

赵四则尽全力给张学良以安慰和

照料。见过的人都说，赵四小姐

经常身着蓝衣，脚登布鞋，几乎

洗尽铅华，终日陪伴在张学良身

边，令人感动。

这一段艰难历程改变了赵四

的人生轨迹。无论是她与张学良

终于得到于凤至大度的祝福结成

连理，还是后来她与张学良终于获

准恢复自由并在夏威夷定居，对

于她赵四来说都归于平淡了，唯一

真切的就是从始至终的那份真爱。

赵四2000年去世前特意遗言后

人，要在她的墓碑上刻上《圣经》

中的诗句：“复活在我，生命也在

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

复活。” 这，或许就是赵四对自

己荣辱坎坷一生的感悟和总结了。



B5法治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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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 Nose and Thr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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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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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95-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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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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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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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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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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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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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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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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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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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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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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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地
址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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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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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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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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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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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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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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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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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遞小哥再立功
協助緝毒重獎30萬
又有一位“白云快递小哥”举

报涉毒线索立功！昨日，头戴变形

金刚面具的快递小哥现场领取了广

州警方颁发的30万元奖励金，这也

是今年广州警方首次发出30万元的

最高涉毒犯罪举报奖励金。

根据这名“白云快递小哥”提

供的线索，广州白云警方成功打掉

一个跨境贩毒团伙，识破藏在密封

空气压缩机里的上百公斤毒品，并

循线抓获包括 1名台湾籍男子在内

的 4名犯罪嫌疑人，共缴获毒品冰

毒282公斤。

白云区群众举报积极 警方半

年发奖151万

广州白云公安分局政委苏鉴告

诉记者，根据《广州市公安局举报

毒品违法犯罪奖励办法》，举报涉

毒犯罪线索，最高可获得30万元奖

励。

早在5月18日，就有一名“白云

快递小哥”因举报涉毒邮包获奖10万

元，但因案件尚未侦结，未能达到最

高奖励标准。此次的“白云快递小

哥”，则因警方根据其举报的线索，

成功侦破该毒品案并抓获嫌疑人，因

此获得30万元的最高奖励。

据统计，今年 1-5月，白云警

方已收到群众举报涉毒线索 318

条，通过举报查获毒品案件 215

宗。截至目前，警方已发出举报涉

毒犯罪奖励金共 151.81 万元。仅 5

月 18 日至今，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警方就发出奖励金近70万元。

4个压缩机暗藏冰毒100公斤

今年 3月，一名男子来到白云

区嘉禾街某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托

运了 4台空气压缩机，分别寄往境

外不同的两个国家。按照要求，货

运公司要对这批货进行实名登记，

托运的男子却表示，其联系不上收

货方，要求更改托运地点，全部运

往同一国家。这让货运公司的工作

人员暗暗感到奇怪。之后在对货物

进行检查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

压缩机的包装十分简陋，而且存在

超重的现象。

白云公安分局物流管控大队冯

大队长告诉记者，物流管控大队跟

白云区很多有国际业务的物流寄递

企业的负责人共建了一个微信平台。

种种情况十分可疑，快递小哥见状

便通过平台将可疑信息报给警方。

警方对该批托运货物开箱验视，

而后进行X光机扫描。其后发现，空

气压缩机的密闭内胆内有可疑物品。

在工作人员见证下，民警拿来

工具切开了压缩机，发现里面全是

包装好的一包一包的可疑白色晶体

状物品。民警当即依法扣押了这批

货物，并将其送检，结果显示，这

些全部是毒品冰毒，4个压缩机内

共藏有冰毒约100公斤。

毒贩再出货又被截182公斤

调查中，民警发现，托运货物

的男子并未留下托运者身份信息，

甚至连收货方的信息也十分模糊，

无法查实。民警通过多方走访才得

知，这批货物为一名台湾籍男子交

付托运，而此人在去年也有向境外

托运货物的记录。

案情重大，警方立即成立专案

组进行侦查，发现该名台湾籍男子

在广东东莞有一个货运代理档口，

却雇用货车司机将货物运到广州后，

另外委托货运代理公司转运出境，

商某(49岁，台湾人)、许某(54岁，

湖北人)等人有重大嫌疑。

5月 23日，白云警方收到重要

线索，商某又有一批“货物”准备

运送出境。警方立即兵分几路，一

边迅速采取侦查措施掌握嫌疑人的

动向，一边追查“货物”的去向。

最终，警方分别在白云区均禾街某

物流园、东莞市虎门某小区及某货

运代理服务部抓获犯罪嫌疑人商某、

许某等 4人，截获了商某准备运往

境外的货物一批。

民警对货物进行清点发现，这

批货物一共40件，均为钢构拉线机。

切开拉线机后，民警发现夹层中均

藏有 4公斤左右的毒品，此次共缴

获毒品182公斤。

商某供述，今年 3月份，他收

到 100 公斤冰毒后，购买了 4 台压

缩机，将毒品分别藏入压缩机内胆

中，并交由许某开车送至白云区嘉

禾街某货运代理公司托运。事后，

他按每公斤3000元人民币收取报酬

30万元。

目前，商某等人已被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偽基站信息致近10萬手機用戶通信中斷
嫌犯被捕

受他人雇佣，利用车载伪基站设备，

流窜城区向不特定人群群发赌博网站宣传

信息，导致99218名手机用户通信出现间断

性中断。近日，犯罪嫌疑人刘某被泸州市

江阳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破坏公用电信设

施罪批准逮捕。

经审查查明：2016 年 4 月至 5 月期间

，嫌疑人刘某受他人雇佣，驾驶租赁来的

轿车装载“伪基站”流窜四川多个城市，

向周边群众发送赌博网站宣传信息。2016

年 5月 10日 13时许，刘某驾驶租来的轿车

载装载“伪基站”窜至泸州城区，利用

“伪基站”设备强行接入周围手机用户网

络，先后群发赌博网站信息 99218 条，致

使该区域 9万余手机用户在数分钟内无法

正常通话、上网，嫌疑人刘某在江阳区金

田路被公安机关抓获，作案设备被公安机

关当场扣押。

犯罪嫌疑人刘某利用伪基站设备强

行向手机用户发送信息的行为，阻断了

不特定手机用户接入合法基站，导致正

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无法正常运行和

使用，触犯了《刑法》一百二十四条之

规定，涉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

信设施罪。

承办检察官提醒：近年来，各地非法

生产、销售、使用“伪基站”设备违法犯

罪活动日益猖獗，虚假广告、电信诈骗等

严重扰乱群众正常生活，社会危害性严

重。手机用户在收到来历不明的电话、短

信时要有防骗意识，提高辨别能力，不要

轻信，谨防被骗，发现该类违法活动要立

即向公安机关举报。

團夥淘寶銷售傳播淫穢視頻
警方查獲5千余部

近年来，随着网络科技的不断发展，

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云盘、淘宝、论坛网站

等平台工具传播淫秽物品的案件时有发生，

甚至有人利用QQ、微信等即时聊天工具组

织卖淫嫖娼活动，严重影响社会风气，成

为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对象。

6月 15日，成都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向

社会通报打击网络淫秽色情违法犯罪活动

专项行动战况和典型案例。通报称，自今

年1月27日开始至今近5个月的专项行动中

，成都公安网安部门按照省公安厅的部署

要求，多警种合成作战，共侦办网络淫秽

色情案件 24件，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63名，打掉境内外色情网站5家，查获淫秽

网盘账号上万个、淫秽视频4万多部，涉案

金额达400多万元。

根据成都警方提供的行动报告显示，

网络淫秽色情活动近期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以云盘、QQ 等软件为代表的新媒介被不

法分子利用，让网络淫秽色情活动更具

隐蔽性，增加了警方的打击难度。“不

法分子利用网络社交软件，开始点对点

交易，增加了打击难度。”成都市公安

局网安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要求，

成都警方今年将云盘列为了警方检查的

新重点。该负责人表示，云盘因为其传

播速度快、范围广而被不法分子广泛运

用，警方也针对这一特点加大了网络巡

查力度。

通报还称，此次专项行动中，成都警

方发动网络服务平台、网民对涉黄信息进

行举报，及时解散、关闭了一大批微博、

博客等涉黄账号。与此同时，成都市公安

局网安支队开通了“成都网警执法服务账

号”微信公众号，市民可以关注后随时提

供各类举报线索，协助警方打击破案。

典型案例

团伙通过淘宝销售传播淫秽视频 现场查获

5000余部

今年 4月 19日，网安民警接到群众举

报称，有人在互联网上通过QQ聊天的方式

推销淫秽色情视频，并通过淘宝进行销售

，再通过百度云盘进行传播。

接到举报后，案侦民警经过摸排，突

出了一个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团伙。经查，

该团伙在淘宝网开设店铺出售韩国伦理电

影，买家购买此类电影后，该团伙以赠送

赠品电影的理由，让客户加客服QQ聊天，

借机向买家推销收费标准为 30元至 500元

不等的几种淫秽视频套餐，通过支付宝或

者微信转账方式进行收费，然后以百度云

网盘分享的方式将淫秽色情视频分享发送

给买家。

4月 22日，民警在武侯区一小区内将 4

名嫌疑男子挡获，现场查获淫秽视频 5000

余部、作案电脑4台。经审讯，犯罪嫌疑人

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们已被武侯区

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此案也成为全

省破获的首例通过淘宝销售利用网络云盘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案例二：

男子利用网络云盘传播淫秽物品被刑拘

今年3月初，网安民警在日常工作巡查

中，发现有人开办涉黄网站并利用网络云

盘传播淫秽视频。经查，犯罪嫌疑人制作

网站宣传和发布一些淫秽视频的资源及链

接，在买家成为会员后将云盘链接发送给

对方，让会员下载云盘内的淫秽视频。

3月 30日，专案民警在成华区某小区

内将24岁的南充南部籍嫌疑男子赵某抓获，

并在其居住地查获涉黄网站一个、淫秽视

频 4000余部、作案手机一部、电脑一台。

据了解，这是警方查获的成都地区首例利

用网络云盘传播淫秽物品案。目前，犯罪

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该案在进

一步调查当中。

案例三：

利用QQ、微信发招嫖信息 男子涉嫌组织

卖淫被捕

今年3月初，网安民警在网上巡查时，

发现有人利用QQ发布招嫖信息。经摸排及蹲

点守候，3月 16日 19时许，民警在武侯区

一酒店挡获两男两女涉嫌卖淫嫖娼人员。

根据嫌疑人交代的信息，警方突出了

一名叫李某的嫌疑人在组织卖淫，随后将

其挡获。经审，犯罪嫌疑人李某对通过

QQ 群 发

布招嫖信

息，并通

过微信组

织卖淫人

员进行色

情交易的

行为供认

不讳，目

前犯罪嫌

疑人李某

已被武侯

区人民检

察院依法

批 准 逮

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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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新移民赴美
遇到的那些不適應的事

对于新移民，初到一个陌生的生活环境，

一定会有很多不适应。怎么才能尽快融入一个

新国家的生活呢？这些事我们不适应：

1、吃饭要给小费，一般给消费数额的10%

至15%

付小费是美国的一种习俗，无论去餐馆吃

饭，在酒店住宿，搭乘出租车，甚至去理发店

等等，付小费给为你服务的人都被认为是理所

应当的事情。

2、开车时不能按喇叭

美国人开车很安静，开车时按喇叭被认为

是很不礼貌的事情。初到美国，你会感觉到这

里似乎人人都是遵守交通规则的模范。偶尔见

到有不守规矩的，也会遭到警察的重罚。其实，

遵守交规，是为了安全，也为了道路通畅，绝

不是为怕罚。大家都守规了，也就不用按喇叭

了，同时也就少去了许多噪音。

3、新闻里不播放世界大事

一些人在中国时很关心世界大事。现在来

到美国，每天早上打开电视，所谓的新闻节目

都是播的当地天气、交通、事故等等，就是发

生了八级地震，也就是五分种摘要，绝无跟踪

报道。这种安静和与世隔绝，让很多刚到美国

的人十分不习惯。

4、大清早看春晚

要想与中国大陆同步看春晚，就只有辛苦

起个大早床了。北京时间晚八点，就是美国西

部时间清晨四点钟。

5、街上行人极少

除了一些大城市的市中心地带，一般街上

见不到一个行人。初来美国，总有人会问：怎

么街上见不到人啊？美国人平均每人拥有1.5辆

汽车，出门开车自然就成了习惯，即使是要去

的地方距离很近。平凡开车看似方便，可也增

加了得肥胖症的机率哦。

6、盖房先修停车场

美国人盖房，连地基还没打就先将停车场

修好了，停车场的占地面积比房屋本身要大得

多。想想也有道理，在这个离不开汽车的社会，

没停车场的日子如何过呢。

7、价格牌上的.99

明明是 00的商品，价格上偏偏要写 9.99。

这种消费心理战在美国早已是历史悠久了。美

国民众只关心小数点前面的数字，而且不习惯

四舍五入，而 999看起来要比 1000少一位数，

因而更能让人接受。

8、农村中没有“村子”

有机会你到美国的乡村去走走，感受一下

郊外的新鲜空气，这是个很不错的想法。如果

你想找个村子瞧瞧，那你可能就要失望了。美

国的农民都是以家为阵，从来不住在一起形成"

村子"。由于他们高成度的机械化，一家人就可

以管理一大片农田。从家庭生活质量来讲，美

国的城乡差别是零。

9、车让行人

在美国开车，车一定要让行人。否则出了

事故，永远都是司机的错。

10、没高铁

美国不仅一条高铁都没有，而且火车也不

用在交通运人上。火车的功能一是拉货，二是

旅游专列。由于高速公路的发达，拉货的火车

也少了很多。而用来旅游的火车线路也极少，

列车都是豪华型，内部十分舒适。所以一般的

民众外出办事，近距离开车，稍远一点就是飞

行，很少有坐火车的。

11、除购买食品和药品外，任何商品结账

都要收税

消费税是美国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的重要途

径。在形式多样各项税之中，消费税是较易理

解的一项：你只需看看小票收据，就可以清楚

地知道消费税率是多少。

12 、加油站没服务人员

在加油站，永远没有人屁颠屁颠跑过来为

你服务，需要自己加油，自己付账。加油站都

有擦玻璃的一套东西，包括纸什么的，加油的

时候可以顺便把玻璃擦了。

13、不要接受别人给的药或者糖，也不要

给别人

因为这些可进口的东西可能是毒品，你承

担不了责任。也没人承担你的责任。

14、无论哪个季节，餐馆里都提供冰水没有

热水

在美国，无论是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等

快餐厅、还是在中国餐厅、意大利餐厅、法国

餐厅等正餐厅，饮料都是收费的，但冰水永远

免费。想喝点白开水，对不起，没有！

15、自来水可以直接喝

在美国，自来水是可以直接喝的！这个规

律在全美所有的宾馆、餐馆、办公室、家庭、

甚至公共厕所，全部适用。美国的自来水无色

无味，与普通的矿泉水无异。

加新入籍法修訂案將生效
申請入籍難度大大降低

近期传闻加拿大将在 10月之后大幅增加快

速通道移民 (Express Entry) 邀请人数至 2000

人-2500人,而邀请分数可能下降。当地时间5月

27日,加拿大移民部证实,从今年年底开始,EE每

轮邀请人数有望成倍增加。

说法 积压案今秋后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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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案积压则有望大幅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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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之后大幅增加 EE邀

请人数至 2000人-2500人,而邀请分数可能降至

400分以下的传闻,嘉诚海外向记者表示,目前对

有关邀请人数的预测尚未能证实。而就算邀请

人数大幅增加,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分数会下降。

影响 EE分数420-450之间机会大增

移民专家杨小平认为,移民部此次放出的消

息,对广大正在焦急等待移民邀请的中国申请人

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利好。杨小平指出,对申

请人的利好至少体现在三大方面:

第一,案件处理速度将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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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通过传统纸质申请省移民项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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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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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的处理则更加规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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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新入籍法修訂案將生效
申請入籍難度大大降低

加拿大移民局新的入籍法修

改案最快有望于 7 月 1 日正式生

效。由于新入籍法的要求比原来

简单许多，届时永久居民申请入

籍的难度将会大大降低，对移民

来说更为便捷。

据悉，新入籍法包含的修改

条例分别有：永久居民申请入籍

时间从目前的在加六年内住满四

年改为五年内住满三年、入籍需

要通过的语言测试年龄从目前的

14~64 岁调整为 18~54 岁、加拿大

政府无权取消公民的加拿大国

籍、废除要求申请者有意愿入籍

后在加拿大居住的条款等。

其中，涉及的五年内住满三

年即可申请入籍，并且移民前留

学(微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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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移民部部长麦家

廉曾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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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拿大居住的时间，以50%作为

折算，最多可计算一年，该政策

有助挽留人才。

移民专家杨小平认为，新法

实施后，对已在加拿大读书超

过两年的留学生来说，无疑是

相当有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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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满足三年时

间），就 可以申请入籍。而入

籍所需时间等于从C-24法案的四

年，缩短成两年。

萨省技术移民配额抢手

工作经验是竞争核心

广州日报讯 （记者邓仲谋）

根据官方公布的萨省EE技术移民

申请要求，申请人除了满足具有至

少一年以上的大专或以上的学历，

满足联邦“快速通道”移民的申请

要求，符合联邦“快速通道”移民

的语言要求并提供语言成绩等要求

外，其他申请要求主要集中在工作

经验方面，而丰富的工作经验也可

以助主申请人在萨省技术移民评分

中取得更高的分数。

这些工作经验包括：（一）

在过去 10年内至少拥有一年的熟

练技能专业工作经验（非技工）

；或在过去五年内至少拥有两年

的熟练技工工作经验；或在过去

三年内在加拿大当地至少拥有一

年的工作经验（技术及技工均可）。

（ 二 ） 工 作 经 验 符 合 加 拿 大

（NOC）“A”、“B”或“0”类

职业，且为萨省的紧缺职业。工

作经验需与学习经历相匹配。

（三）如果曾在萨省工作，并属

于强制要求认证或许可的受限职

业，在申请 SINP之前，需要获得

萨省相关执照的证明才能在该行

业工作。（四）资金达到 Proof

of Fund的要求并提供安家计划。

在萨省技术移民评分中至少

要达 60 分或以上，也是申请萨

省 EE技术移民的关键。关景鸿分

析，如果主申请人在 22~34 岁之

间，曾在萨省合法就读一学年

以上，并完成三年以上全日制

本科学历，近五年内在萨省合

法工作 12 个月以上，语言能力

达到最低门槛 CLB5，至少可获

得 56 分。可见对于具备萨省留

学、工作经验的申请人来说，

申请萨省EE技术移民更具优势。

申请人若想达到 60 分或以上的

分数线，则需要在工作经验或

语言等方面努力。

注意：职业列表更新了

加拿大萨省移民局官网在5月

14日还更新了 2016年萨省移民职

业列表。之前一些大家熟知的可

以移民的职业这次却不行了，特

别是中国申请人较为熟悉、申请

人也较多的相关职业，包括：程

序员、大学老师、IT系统测试员、

电气和电子工程技术员、网络管

理员等。但却多了不少新职业，

如 IT技术经理、采购专员、物业

管理员、生物技术人员、气象技

术人员、汽车维修技师、电器维

修工等。

“買房換居留”
中國人成西班牙“黃金移民”

据西班牙《欧华报》报道，

自从 2013年年底西班牙政府通过

“买房换居留”政策后，中国人

就一直是西班牙“黄金移民”的

绝对主力。如今，两年已经过去，

在日前西班牙所公布的关于海外

移民购房数量的统计结果中，中

国人依然稳居第二的地位，仅次

于俄罗斯人。

“买房换居留”缘何而起

过去几年，西班牙被视为欧

洲较疲软的经济体之一，每四人

便有一人失业，可以说是经济相

当不景气。当地的一位华媒记者

徐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2012

年到 2013年是西班牙经济危机影

响最为严重的时期，当时年轻人

的失业率高达57%。”在这种情况

下，西班牙政府为了刺激疲软的

市场，尽快走出衰退期，在 2013

年 9 月 27 日通过《支持创业者及

其国际化法》，该法案旨在为西

班牙吸引投资、促进创业并吸引

高素质人才。推动外国在西班牙

的投资成了新创业法的支柱之一，

很多中国人纷纷掏出腰包远赴海

外进行投资，并以此获得西班牙

永久居留权。

西班牙华人志愿者之家的蔡作

群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中国过

来一些中大型的投资客，热衷于购

买五六万欧元的老房子，然后稍加

装饰就可以出租盈利。”蔡先生表

示，西班牙政府对于这些来自中国

的新移民其实仅仅是盯着他们口袋

里的钱，以此来扩大海外投资，拉

动国家的经济增长。事实也表明，

海外投资移民确实推动了西班牙内

部经济的发展。

“黄金移民”绝对主力

根据西班牙的政策，任何海

外移民都可以通过购买不动产，

并在几年之后最终获取西班牙长

期居留卡。根据统计，海外买房

的移民里面，排第一位的是俄罗

斯，第二位的就是中国。为何这

么多海外中国移民纷纷去西班牙

买房子呢？

西班牙华星艺术团团长淑芬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现

在很多中国人都在西班牙买房，

有的朋友还买了好几套。他们大

多数人是为了投资，譬如有一对

我认识的夫妻，一年内来来去去 4

趟，只是为了拿到居留证去按个

手印而已”。

海外中国人成为买房移民主

力，但是仅仅为了居留权就去

买房子到底合适不合适呢？蔡

作群说：“我们并不建议客户

只是为了居留权而买房子，因

为(像这种)房子买了以后有一些

条款比如保险是强制性的，房

主的个人旅游健康保险也是强

制性的。

只有一些商业投资，比如买

下整栋二手楼，装修以后出租给

学生或者工人，这些能持续性盈

利的投资才是值得的。”也就是

说，如果单纯为了获取居留买房

子的话，盈利会相对少一点，但

是如果是抱着投资的心态，这种

房产投资可以成规模出租、持续

地出租，盈利性会更好。

“花式政策”谨慎对待

西班牙的买房换居留政策在

刚 出 台 时 并 没 有 受 到 太 多 青

睐。华媒记者徐先生表示，当

时西班牙推行的这个移民政策

主要就是为了吸引外资，促进

当地经济的复苏，但是当时政

策在各方面都很不完善，第一

批通过购房换居留政策来到西

班牙的中国人仅仅不到 10 位。

不过从 2015 年 9 月 29 日开始，这

条移民政策得到了完善，并开始

逐步获得国人的青睐。

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来自中国的海外移民受到越来越

多国家的青睐，各种各样的移民

政策让人目不暇接，但一定要了

解清楚以后再选择，移民也好，

投资也罢，还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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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到籃裏的都是菜 ：《汪曾祺自選集》
承漓江出版社的

好意，约我出一个自
选集。我略加考虑，
欣然同意了。因为，
一则我出过的书市面
上已经售缺，好些读
者来信问哪里可以买
到，有一个新的选集，
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
二则，把不同体裁的
作品集中在一起，对
想要较全面地了解我
的读者和研究者方便
一些，省得到处去搜
罗。

我年轻时写过诗，
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写。
我对于诗只有一点很
简单的想法。一个是
希望能吸收中国传统
诗歌的影响（新诗本
是外来形式，自然要
吸收外国的，——西
方的影响）。一个是
最好要讲一点韵律。
诗的语言总要有一点
音乐性，这样才便于
记诵，不能和散文完
全一样。

我的散文大都是
记叙文。间发议论，
也是夹叙夹议。我写
不了像伏尔泰、叔本
华那样闪烁着智慧的
论著，也写不了蒙田
那样渊博而优美的谈
论人生哲理的长篇散

文。我也很少写纯粹
的抒情散文。我觉得
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
制。感情过于洋溢，
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
样，自己有点不好意
思。我读了一些散文，
觉得有点感伤主义。
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
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
散文的传统。有些篇
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
庵的痕迹。

我只写短篇小说，
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
说。或者说，我只熟
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
思维方式。我没有写
过长篇，因为我不知
道长篇小说为何物。
长篇小说当然不是篇
幅很长的小说，也不
是说它有繁复的人和
事，有纵深感，是一
个具有历史性的长
卷……这些等等。我
的小说最长的一篇大
约是一万七千字。有人
说，我的某些小说，
比如《大淖记事》，
稍为抻一抻就是一个
中篇。我很奇怪：为
什么要抻一抻呢？抻
一抻，就会失去原来
的完整，原来的匀称，
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
了。我以为一篇小说

未产生前，即已有此
小说的天生的形式在
，好像宋儒所说的未
有此事物，先有此事
物的“天理”。我以
为一篇小说是不能随
便抻长或缩短的。就
像一个苹果，既不能
把它压小一点，也不
能把它泡得更大一点
。压小了，泡大了，
都不成其为一个苹果
。宋玉说东邻之处子
，增之一分则太长，
减之一分则太短，施
朱则太赤，敷粉则太
白，说的虽然绝对了一
些，但是每个作者都
应当希望自己的作品
修短相宜，浓淡适度。

我的小说的背景
是：我的家乡高邮，
昆明、上海、北京、
张家口。因为我在这
几个地方住过。我在
家乡生活到十九岁，
在昆明住了七年，上
海住了一年多，以后
一直住在北京，——
当中到张家口沙岭子
劳动了四个年头。我
们以这些不同地方为
背景的小说，大都受
了一些这些地方的影
响，风土人情、语
言——包括叙述语言，
都有一点这些地方的

特点。但我不专用这
一地方的语言写这一
地方的人事。我不太
同意“乡土文学”的
提法。我不认为我写
的是乡土文学。有些
同志所主张的乡土文
学，他们心目中的对
立面实际上是现代主
义，我不排斥现代主义。

我写的人物大都
有原型。移花接木，
把一个人的特点安在
另一个人的身上，这
种情况是有的。也偶
尔“杂取种种人”，
把几个人的特点集中
到一个人的身上。但
多以一个人为主。当
然不是照搬原型。把
生活里的某个人原封
不动地写到纸上，这
种情况是很少的。

重看我的作品
时，我有一点奇怪的
感觉：一个人为什么
要成为一个作家呢？
这多半是偶然的，不
是自己选择的。不像
是木匠或医生，一个
人拜师学木匠手艺，
后来就当木匠；读了
医科大学，毕业了就
当医生。木匠打家
具，盖房子；医生给
人看病。这都是实实
在在的事。作家算干

什么的呢？我干了这
一行，最初只是对文
学有一点爱好，爱读
读文学作品，——这
种人多了去了！后来
学着写了一点作品，
发表了，但是我很长
时期并不意识到我是
一个“作家”。

重看旧作，常
常会觉得：我怎么
会写出这样一篇作
品来的？ —— 现在
叫我来写，写不出
来了。我的女儿曾
经问我：“你还能
写出一篇《受戒》
吗？”我说：“写
不出来了。”一个
人写出某一篇作品
，是外在的、内在
的各种原因造成的
。我是相信创作是
有内部规律的。有
人把政治的、社会
的因素都看成是内
部规律，那么，还
有什么是外部规律
呢？这实际上是抹
煞内部规律。一个
人写成一篇作品，
是有一定的机缘的
。过了这个村，没
有这个店。为了让
人看出我的创作的
思想脉络，各辑的
作品的编排，大体

仍以写作（发表）
的时间先后为序。

严格地说，这
个 集 子 很 难 说 是
“自选集”。“自
选集”应该是从大
量的作品里选出自
己认为比较满意的
。我不能做到这一
点。一则是我的作
品数量本来就少，
挑得严了，就更会
所剩无几；二则，
我对自己的作品无
偏爱。有一位外国
的汉学家发给我一
张调查表，其中一
栏是：“你认为自
己最具有代表性的
作品是哪几篇”，
我实在不知道如何
填。我的自选集不
是选出了多少篇，
而是从我的作品里
剔除了一些篇。这
不像农民田间选 种
，倒有点像老太太
择菜。老太太择菜
是很宽容的，往往
把择掉的黄叶、枯
梗拿起来再看看，
觉得凑合着还能吃
，于是又搁回到好
菜的一堆里。常言
说：拣到篮里的都
是菜，我的自选集
就有一点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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