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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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Tel:713-952-9898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陳朝霞 女士
新舊房屋買賣﹐出租及商業地產﹒提供社區﹑學區﹑市
場分析﹑協助貸款﹐房檢和過戶等﹒
Cell:832-668-4581
Email: zxchenlin@gmail.com
地址: 6117 Richmond Ave., #120, Houston TX 77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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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如果說親近大自
然只能往郊外走？那可就大錯特錯。其實，在繁華
的休士頓大都市，青青草地與鬧市僅數步之遙，位
於休士頓市中心西南側的赫曼公園(Hermann Park)
，綠樹成蔭，占地面積約165公頃，交通便利，座
落輕軌區，加上周圍鄰近休士頓藝文區，成為當地
最受歡迎的親子勝地，是最為休城市民廣泛使用的
綜合性綠地公園。

公園西南與東北入口分別矗立公園捐助者赫曼
(Hermann)及德州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先驅者Sam
Houston紀念雕像，雕像顯眼醒目，並附上簡介來
源，讓遊客都能簡單明瞭德州拓荒時期的開墾歷史
，更符合德州牛仔拓荒精神。

該公園自1914年興建至今已超過百年，園中有日本花園、敦
睦亭、米勒露天劇院(Miller Outdoor Theatre)、休士頓動物園
(Houston Zoo)、高爾夫球場、野餐區、噴水池、小火車、腳踏船
和親水設施等遊憩設備，寬敞的綠地空間和發展完善的建設，設有
景觀步道，吸引許多市民到此健走、跑步、騎腳踏車，綠意盎然的
環境，也是休士頓拍攝婚紗景點勝地，近期更因為受到爆紅手機遊
戲 「寶可夢GO」 (Pokemon Go)效應影響，赫曼公園成了手機補給

熱點，吸引許多人到此地來抓精靈，假日時候熱鬧不已。
除了公園內設施齊全，綠意盎然，公園周圍環境也非常蓬勃，

公園鄰近休士頓藝文教育區域，附近有德州醫學中心、萊斯大學及
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館、休士頓美術館、兒童博物館和健康博物館
等眾多館區，是休士頓核心地帶，因此，許多遊客除了赫曼公園到
此一遊，也適合規劃博物館區行程，適合全家大小來趟藝文之旅，
對休士頓人來說，可是一大享受。趁著平常空閒時間或假日，不妨
來此地走走，釋放壓力，輕鬆一下。

都市綠地赫曼公園 最受歡迎的親子勝地

（記者黃相慈／圖與文）根據休士頓紀事報報導，休士頓動物
園(Houston Zoo)近來讓一隻名叫Phoenix的科摩多巨蜥(Komodo
Dragon)亮相，讓這隻才2歲的爬蟲類與園內遊客見面。園方為讓
這隻新成員適應環境，讓牠待了兩個月才與遊客見面，面對初登場
，Phoenix表現正常良好。Phoenix雖然初來乍到，但牠並不寂寞
。牠與同齡親戚Boga住一起，牠們一起住在動物園的爬蟲類與兩棲動物館(Reptile & Amphibian House)。Phoenix重5磅，但等
到牠一但長大成人，可生長到170磅。牠的訓練師Judith Bryja專門研究爬蟲學，並有多年照顧柯摩多巨蜥經驗，現階段Judith
Bryja想試著訓練Phoenix，看牠是否可以用嘴碰球。 (圖取材自Houston Zoo)

休士頓動物園科摩多巨蜥初登場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小象
寶寶獨自玩耍畫面能有多療癒，達拉斯
動物園拍給你看。一隻達拉斯動物園重
達225磅的小象寶寶Ajabu，這星期被
拍到第一次玩球的畫面，牠用腳滾動球
，並用象鼻輔助在沙上推進著，模樣超
級可愛。

小象自在在沙裡玩球樣子，超級可
愛和療癒，也讓人感受動物界的奧妙。

一般象園裡的動物都如何找樂子？
不管是幼象還是大象都很享受洗泥漿浴
。專業動物網站David Sheldrick Wild-
life Trust解釋，其實撇開看起來很有趣
這部分，泥漿浴對大象來說有一定的功
用。在一般非洲草原上，炙熱的陽光和
紫外線非常刺眼灼熱，在泥漿裡不僅可
以降溫，也可以保護大象的皮膚不受陽
光所傷。

吸引許多市民攜家帶眷放鬆心情。(記者黃相慈／攝影)

德州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先驅者Sam Houston紀念雕像。(
記者黃相慈／攝影)

赫曼公園傍晚景色也相當優美。(記者黃相慈／攝影)

小象寶寶玩球初體驗 模樣超級可愛

達拉斯動物園小象寶寶玩球模樣相當可愛。(取材自Dallas Zoo)

（Nancy 休斯頓槍友匯）最近休斯頓警察局正在招募義工進行一項Citizen Patrol（安全巡查員）計劃。此計劃鼓勵社區居民擦亮眼睛豎起
耳朵，為了加強自己小區的安全，自願巡邏，瞭望，發現可疑情況可以馬上報警。這個計劃既可以為警察破案提供有力有效的幫助，也可以對不
法分子起到一定威懾作用。計劃書發出，市民們並沒有想像中的那樣踴躍報名，各種議論紛紛。有的人認為社安工作就是警察的責任，市民憑啥
要出力？有的人害怕巡邏中會有危險，躑躅不前。有的人覺得不讓帶槍巡邏，太不爽利，見到壞人不能除暴安良只能悄悄打電話，窩囊！鞋合不
合適只有腳知道，那麼就讓我們穿上警察的戰靴，和他們一起巡邏，去體驗了解警察的工作。也許，我們對警察的某些看法就會改變，也許，我
們更願意助他們也是助自己一臂之力，來共建自己的和睦家園。抱著如此想法，我自願參加了一次跟車執勤（ride along）活動。以下文字都是我
的親身經歷，希望能拋磚引玉，讓更多市民願意挺身而出，為了咱們華人社區的幸福安全，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休斯頓，我跟警察一起深夜巡邏

2016 年 8 月 5 日的夜晚格外漂亮，新月如鉤
，閃著淡金色的光芒斜掛天邊，月尖之上正對著
一顆明亮的星星，彷彿在與她竊竊私語……披著
月光，9：45分我終於到達了目的地：大休斯頓
北部警察局，準備參加今晚10點到凌晨6點的跟
車執勤（ride along）活動。

感謝安排這次跟車的 Jack Liu警官，費盡心思和口舌，努力貼心地把我安排在了前
兩天剛有過一場槍戰的北部亂區Greens Point！好吧，作為休斯頓槍友彙的創始人，為
了能親身體驗警察出更，和槍友們分享警務知識，咱抱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
領會著臨陣磨槍不快也光的精神，頭兩天，練槍，練kick boxing，練CPR，反正是一
通亂忙活，然後，踏著月色，自我催眠狀，信心滿滿的，走進了警察局大門。

警察局的門里三層外三層，被值班長官領著往 roll call（點名）大廳裡走的時候，
真實的再現了電影《虎口脫險》裡的一個場景，“油漆匠和指揮家左躲右閃的走進一
個房間，忽然燈亮了，一屋子德國軍官坐在那裡看著他們……”我也是這樣，正埋頭
跟著數門洞呢，忽然一扭頭，發現一屋子全副武裝的警察坐在那裡看著我……我一臉
愕然，惹得嚴肅的警官們都笑了。點名開始，值班長官在台上簡要說一下有哪些需要
特別注意的案件和正在抓捕的逃犯，然後讓大家檢查裝備，忽然滿屋刺刺拉拉的聲音
和紅光亂閃，原來警官們在一起測試電擊槍。我今晚的搭檔Mendez警官是位拉丁裔年
輕小伙，高大英俊，戴著一副黑邊眼鏡，笑起來還有一對深深的酒窩。大家熱情握手
自我介紹後，全體整裝待發。

黑色ChevySUV警車一啟動，車內各種通訊裝
置開始工作，dispatchcenter（調度中心的）通過對
講機和電腦開始給警官們佈置任務了，電腦顯示目
前有3起案件等著我們去處理。我們巡邏區代碼是
6B10，我們unit (小組) 今晚代碼是 6B12N，6代表
街區，B 代表警局，12 是我們的編號，N 代表
nightshift 晚班。如果最後字母是 D 代表是 daytime
白班，E 則是 evening 下午班。其中 12 是偶數，代
表我們上的是22:00-6:00的深夜早班，因為還有晚
一小時的班是23:00-7:00，他們的編號就是奇數，
比如我們的beatmates（隊友）6B13N就比我們晚一
個小時報到。 D，E，N 三班都分成相差 1 小時的
早晚兩班，這樣就能保證一天 24 小時街上都會有
警察巡邏。巡邏警察都有一項過人本領，那就是一
手開車，一手飛快的在車載電腦上打字，難道警察
的開山祖師是周伯通？ ！其實警官們練就左右手
互搏的本事也出於無奈，因為警局要求他們每處理
一個案子都要在電腦裡記錄，有些還需要寫詳細報
告，如果以後需要出庭，這些報告都是呈堂證供。
不寫報告的時候手指也在飛快的 runplate（查車牌
號）。你猜對啦，當你發現有輛警車跟在你後面時
，十有八九你的車牌號和其他個人信息已經被警官
看了個通透啦。

這一晚的經歷我永生難忘，和警官們戰斗在第一線，讓我體會到警察這份工作不
容易，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要靜若處子，動若脫兔；要勇敢堅強，臨危不懼！所
以，要想成為一名休城飛將，我們可以先從 citizen patrol (安全巡查員)做起，也許因為
你的一個報警電話，就可以將歹徒繩之以法，就可以挽救市民的生命財產。也許，你
就是那名最帥氣的飛將！

具體有關休斯頓警察局居民巡邏計劃和義工要求請參考以下鏈接：
http://www.houstontx.gov/police/vip/vip_citzpatrol.htm
http://www.houstontx.gov/police/vip/index.htm
如果您有意願參加，歡迎週一至週五早晨9點至下午2點間到中國城惠康超市旁的警察
民眾服務處找OfficerHo 面談，去之前請先撥打辦公室電話832-394-2780預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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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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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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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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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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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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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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前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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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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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天地

麥當勞宜家們
為什么能使用兩套標準？

提高国家标准不仅可以约束

外企，保护国内消费者权益，还

将倒逼本土企业生产优质产品，

进而促进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

日前，麦当劳宣布，2017 年

美国市场将采购不使用人类抗生

素的鸡肉产品。但在中国，麦当

劳尚未做出产品中不使用抗生素

的承诺。

抗生素也叫抗菌素，是控制细

菌感染的有效药物，不合理使用抗

生素会导致产生抗药性细菌，以

及畜牧产品的抗生素残留超标，对

进食者及环境带来一定危害。有专

家指出，在动物养殖过程中，使用

抗生素防治动物疫病、促进畜禽生

长、稳定产量是比较常见的做法，

符合规定的使用也是被许可的。但

出于避免抗生素残留带来的危害及

对抗生素造成的耐药性的担忧，各

地都在尝试尽可能少用或者不使用

抗生素。

我国是抗生素生产和使用大

国，抗生素人均年消费量是全球

平均量的 10倍，远超美国。抗生

素对身体和环境的危害是没有地

域国界之分的，那为何麦当劳同

一个汉堡，采用两套标准？因为

麦当劳清楚知道：麦当劳中国一

直严格要求供应商遵守我国关于

抗生素使用的法律法规的，所以

顾客可以放心食用。

外企入乡随俗，根据当地法

律法规开展经营活动合理合法，

但在食品生产上搞两套标准还是

刺痛了国人的神经。问题的关键

在于我们的标准没有跟国际接

轨。此前，宜家在北美地区召回

“夺命抽屉柜”，召回地区不包

括中国，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关

注。虽然最后宜家做出妥协，宣

布无条件召回中国地区的“夺命

抽屉柜”，但是我们应看到标准

太低带来的硬伤。

提高国标，不仅是对外企起

约束作用，保护国内消费者合法

权益，也将倒逼本土企业提高生

产标准，生产优质产品，培育本

土忠诚消费者，进而增强国际竞

争力。我国正在由生存型消费转

向服务性消费，在消费结构升级

的过程中，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普

通的电饭煲，而是去日本抢购更

优质的电饭煲。人们已不再满足

于吃饱饭，更在意吃得放心健

康。因此，无论是满足国内消费

者需求，把消费热情留在国内，

还是提高中国制造的质量品质，

占领国际市场，都需要我们提高

国家标准。

170/171號段
何以淪為電信詐騙“專線”？

遇到 170/171开头的电话，你会接听吗？很

多人第一反应是“诈骗电话！”“不接！”频

被曝光的电信诈骗和永无止境的垃圾短信，让

两三年前诞生的170/171号段声名狼藉。

网上一项数据分析显示，在收集的 1492034

个恶意号码中，仅170号段号码就有129443个，

占比达 8.6%。其中，1705号段的恶意短信最为

猖獗，1000条短信中99.2%为恶意。2016年的最

新数据显示，诈骗号码从 170号段转移到 171号

段，诈骗短信暴增影响476万用户，显现出持续

较大增幅。上述这些数字无不表明，170/171号

段正沦为电信诈骗“专线”。

想当初，开放170号段被视为电信改革的一

项重大举措。众人对其也寄予不少期待，希望

通过竞争推动电信行业服务质量的改善。然而，

仅仅在两年之后，170号段沦为诈骗专用号，这

无疑是背离了改革的初衷。

170/171号段滋生犯罪的原因之一，便是非

实名制登记的漏洞。部分基层民警反映，因170

号段实名登记不严、实际归属地不明等，导致

侦查难度加大，因此颇受诈骗犯罪嫌疑人青睐。

其实，早在六年前，相关部门就要求对电话

实名制管理，随后也出台过一些规定，在全国范

围内也开展过治理“黑卡”的专项行动。工信部

还要求，所有电信运营商在 2017年 6月 30日前

100%实现实名登记，逾期拒不补登实名制的用

户，运营商有权将用户手机停机处理。然而电话

实名制，即使年年喊，也尚未完全实现。

更何况实名登记并非能杜绝诈骗行为，不

法分子依然可能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实名购号，

四川就有一小伙发现其名下被登记了 65个正常

使用的手机号。这种行为该受何处罚？《居民

身份证法》对此的规定是“二百元以上一千元

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工信部

《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对手机非

实名制的处罚标准是“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如不涉及伪造、变造，而仅

是冒用，是不用担心被追究刑责的。相比冒用

他人身份信息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上述处罚

显然并不相称，也很难根本遏制犯罪意图。

这一切的背后指向最为直观的原因：现行

法律的处罚震慑力不够。

时下，面对陌生来电，很多人对接听电话

都得了恐惧症。网上还流传着“六个一律”的

防骗指南，其中第六条直指170号段。但仅靠公

众个人的提高警惕与自我防范，远不能彻底消

除电信诈骗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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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件是新环保法面世后全

国首起针对大气污染行为的环境

公益诉讼案件，原告系环保部主

管的环保组织中华环保联合会，

备受社会关注。

据了解，中环联是环保部主

管的全国性环保公益组织。2015

年 1 月 1 日，新环保法的正式实

施将环保公益诉讼主体范围扩大

至“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

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

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

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正

是在此背景下，2015年 3月 19日,

中环联对“污染大户”德州振华

提起了诉讼，索赔近 3000万用于

德州大气质量修复。2015年 3月

24日，德州中院依法立案受理，

于当月 25 日公告了案件受理情

况。2016年 6月 24日,该案在德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双方

代理人就赔偿金额及有无法律依

据等问题展开争辩。

据悉，被告振华公司成立于

2000年，位于德州市德城区市区

内，周围多为居民小区。主要经

营电力生产、玻璃制品等。根据

德州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的监

测，2013年11月，2014年1月、5

月、6月、11月，2015年2月，振

华公司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及烟粉尘存在超标排放情况。在

此期间，德州市环境保护局和山

东省环境保护厅曾五次对振华公

司进行行政处罚。

2015年 3月 23日，德州市环

境保护局责令振华公司全部停产

整治、停止超标排放废气污染物

。同年 3月 27日，即原告中华环

保联合会起诉之后，振华公司生

产线全部放水停产，并另外新选

厂址，原厂区 准备搬迁。

按治理成本四倍赔用于大气

质量修复

为证明被告振华公司超标排

放造成的损失，2015年 12月，中

华环保联合会与环境保护部环境

规划院曾订立技术咨询合同，委

托其对振华公司排放大气污染物

致使公私财产遭受损失的数额等

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显示，被告

企业在鉴定期间超标向空气排放

二氧化硫共计 255吨、氮氧化物

共计 589吨、烟粉尘共计 19吨。

单位治理成本分别按 0 . 56万元/

吨、0 . 68万元/吨、0 . 33万元/

吨计算。

按照规定，被告振华公司所

在的环境空气二类区生态损害数

额为虚拟治理成本的 3-5 倍。取

参数 5，虚拟治理成本分别为 713

万元、2002万元、31万元，共计

2746万元。在实际裁量中，法院

认定按虚拟治理成本的 4倍计算

生态损害数额，即2198 . 36万元。

据悉，判决生效后，巨额赔

偿金将支付至德州市专项基金账

户，用于德州大气环境质量修复。

780 万超标排放赔偿未获法

院支持

诉讼过程中，原告中环联要

求被告振华公司赔偿因超标排放

污染物拒不改正造成的损失 780

万元。法院认定由于原告中华环

保联合会该项诉讼请求的权利来

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九十九条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九

条，该两条规定的是行政处罚而

非民事责任，且最高法院环境公

益诉讼司法解释中并未规定惩罚

性赔偿，故原告中环联的该项诉

讼请求没有得到法院支持。

关于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

“增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经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

投入使用后方可进行生产经营活

动”的诉讼请求，判决称，因该

项诉讼请求不属于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司法解释规定的承担责任的

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加之被告振

华公司已经放水停产，原厂停止

使用，另选新厂址，故而该项诉

求也未获得法院支持。据悉，宣

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口头表示是

否上诉，现该案判决在法定上诉

期间内。

星期一 2016年8月22日 Monday, August 22, 2016 B7人在美國

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在美國買房要和多少人打交道？？？？？？？？？？？？？？？？？？？？？？？？？？？？？？？

美国房产交易过程比较复杂，

专业分工也明确。通常，在一次房

产交易过程中，约有十几个公司互

相协作，提供服务。这听起来有点

吓人，但是对买卖双方来说，这些

专业人士其实大大简化了操作。

买卖双方直接接触的认识，主要

是自己的房地产经纪人，将自己的意

见与要求委托给经纪人，其余的事项

基本上均由房地产经纪人协调处理。

下面介绍一下美国房产交易中

介入的各方角色：

买方代理人

买方代理人持有州政府颁发的

经纪人执照。买房代理人的责任是

忠实依照买方的要求，代表买方，

负责找房产、协调交易中的各个环

节，包括协助安排与购买房地产相

关的所有事项，与交易涉及的所有

人士谈判或协调处理交易事务。通

常情况下，当交易成功达成时，买

房代理人从卖方处拿佣金。

卖方代理人

卖方代理人持有州政府颁发的

经纪人执照。其职责是忠实依照卖

方的要求，代表卖方，负责找买家

和协调交易中的各个环节，包括安

排与出售房地产相关的所有事项，

与交易涉及的所有人士谈判或协调

处理交易事务。一般情况下，卖方

主要直接和自己的经纪人交流，并

不直接接触其他人士。通常情况，

当交易成功达成时，卖方经纪人从

售房款项中获得提成收入。

房屋检查师

房屋检查师持有州政府颁发的

房屋建筑检查师执照。房屋检查师

属于独立的第三方，由买方雇佣或

银行贷款部门要求。其职责是负责

检查土地和房屋建筑的各项设施是

否合政府规定的使用指标，并且建

议必要的专项检查，比如屋顶、地

基、土壤等。检查师收取劳务费用。

房地产价值评估师

房地产价值评估师持有州政府

颁发的房地产评估师执照。房地产

价值评估师属于独立的第三方，由

买方雇佣或银行贷款部门要求。负

责提供专业的房地产价值报告。银

行的贷款时依据的房地产价值是该

评估价值和销售价格中较小的一

个。受到房地产贷款危机的影响，

政府加大了对这个行业的规范，最

大限度排除交易的各方对评估师的

影响，从而确保价值评估的客观

性。评估师收取劳务费用。

贷款银行和贷款经纪人

贷款银行和贷款经纪人，负责

调查申请人的财务与信用状况，并

为申请人提供购房贷款。

信用调查公司

美国主要有三大信用调查公

司。他们从信用卡公司、银行贷款

部门、和其它相关公司或机构收集

人们的借款与还债等信用记录，使

用不同的评分模型，给予分数。在

美国人们非常重视这些信用分数，

因为贷款机构根据这些分数判断人

们的还债意愿，从而也决定是否能

够继续贷款、以及贷款的具体条

款。房东也据此判断潜在房客的支

付房租的情况。查看信用记录的费

用由提出要求的人负担。

产权公司

产权公司隶属国家或州政府部

门管辖，并且拥有其颁发的资金监

管执照，其资金流动受政府严格监

管。另外，产权公司需要缴纳一定

金额的保证金（类似银行准备金），

以备特殊情况下向客户赔偿。可以

说，产权公司是美国房地产交易的

安全卫士。

产权公司的介入，解决了房地

产交易中两个重要的环节：

一、产权是否清晰可售。如果

产权是伪造的、产权登记时发生错

误、房屋被他人侵占等等，那么买

方将卷入无止境的纠纷当中。

二、 交易资金是否安全。若遇

上不法经纪卷钱逃跑，买方更是要

白白地遭受巨大的损失。

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为房地产提供火险等

意外事故保险。

通常产权调查的费用为 200-300

美金，而产权保险的保费为房屋总

价值的0.3-0.5%，而保额一般为房产

的总价。投保的这笔费用到底是哪

一方来支付，多数情况下是根据各

地法规传统而定的。

政府检查员

如果在房地产的出售过程中，

发现与政府记录不符合的结构变化

（比如新加阳台，整修地下室），

政府检查员将亲临检查，要求卖方

要么回复原样，要么补办“结构变

化”工程许可，并进而检查结构变

化部分符合规定的建筑指标。

政府房地产登记

政府房地产登记：由第三方契

约与资金监管或产权调查公司负

责。新的房主会收到有自己姓名的

地契。

统一规划小区的HOA房主协会

该协会由所有房主组成，并定

期选举管理委员会，制定小区的房

屋外观标准，比如篱笆的颜色与高

度，负责雇佣物业管理公司维护与

管理小区的公共区域。这种小区的

房主需要缴纳协会会费。

通过美国房产交易中各方的角

色，这样我们就能看到，美国房主

的权益是如何得到保障的。因此，

由于有较为健全的法律法规保护，

在美国买房是十分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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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礼仪之邦，讲礼貌，乐于助

人已是深入骨髓的传统美德。然而，到了美国，有些我

们传统的礼貌或者平常没有注意的地方，可能会引起小

麻烦哦！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不要轻易搭便车

在美国，一方面自己不要随意搭便车，另一方面遇到

要求搭便车的人也不要轻易答应。受美国社会治安的关

系，因为搭便车发生抢劫等不安全的事件也不在少数。

不要太过沉默

美国人说话耿直，不喜欢沉默，他们会侃侃而

谈，纵使片刻的停顿，亦非所愿。所以我们不要太过

沉默，而是需要适时的加入谈话中去。

不要太谦虚

在中国，谦虚是美德，但是在美国人却把过谦视为

虚伪的代名词。例如一个能操流利英语的人自谦说英语

讲得不好，接着又说出一口流畅的英语，美国人便会认

为他撒了谎，是个口是心非、装腔作势的人，所以我们

在和美国人交往中有一说一就好了，而不必客气。

女生不能一个人喝酒

女生如果单独喝酒，就会被人视为“正在等男士的

女人”，由此可能带来男士“毛遂自荐”式的骚扰。

不要乱送礼物

例如在朋友生日时可以送上礼物，而一般以鲜花、

香水和威士忌等比较受欢迎。如果说你隔三差五就送

礼，这样对方不但不会感激，反而会怀疑你别有所图。

不要为朋友买单

在中国，外出聚餐要付账的时候，总会有人抢着买

单；在美国，如果你这样做，不但得不到美国人的感

谢，反而会使美国人觉得欠了人情帐，心理上很难

受，因为美国人一起外出，总是各付各自的费用。

使用洗手间之后

中国人的习惯在上完洗手间后随手关门，厕所没人

时就会关严，美国人则习惯在厕所门开道小缝，以此来

表示里面没人；如果厕所门关严了，意味着里面有人。

不要随便微笑

在有些场所，微笑可以带来友谊；但是在某些场

合，微笑往往代表对某种事物的允诺，特别是女性，

最好不要豪无来由的微笑，因为暖昧不明的微笑，有时

候会被人误认为是“耻笑”，有时会被误认为“默认”，

会带来极大的误会。

座前通过要弯腰

例如在电影院你从别人面前走过，必须说一声“对

不起”，此外最好低头弯身而过，以表达歉意和礼貌。

希望这些小贴士能给在美国生活的大家带来帮助，

祝你们在美生活幸福！

在美國生活久的人，
為什么反而越來越傻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叹呢？先说说几个

经历小故事，

小故事：

一中国留学的小伙子在美国，和一位美

国女孩谈恋爱， 一次手牵手过公路路口，

红灯，看到来车还有一点点距离，男生就拉

着女朋友冲了过去，女朋友很生气，这样的

男人不能要，红灯都敢闯，还有什么坏事不

能做？分手！

这位男生回到中国发展，和中国女孩子

谈恋爱，过公路路口，红灯，来车还有一点

点距离，就拉着女朋友的手，在那里等，等

车过以后再过公路，结果，中国女朋友很生

气：连红灯都不敢撞的男人会有什么出息，

分手！

这只是一个笑话，但很好的说明了在不

同的地方，人们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作者在中国亲身经历：

在很多公共场所，都贴有“禁止吸烟”

的标志。可是我看到也有人就站在禁烟标志

下吸烟。我问朋友，不要紧吗？朋友说，他

禁他的，别人想抽还是抽。

在美国，规矩一定出来，肯定是要遵守

的，要是你不遵守，你自己也没有好果子

吃。所以，人们已经习惯按照规矩办事，一

板一眼。

关于开处方药的小故事

有一回，中国的一个朋友托我从美国给

他得癌症的母亲带一点药回去，还告诉我药

的名字，我满口答应。不就是一点药嘛！

去药店买，药店说这种药要医生的处

方，要处方就去找医生开呗。

我有很熟悉的医生朋友，肯定没问题。

结果到那个医生把事情一说，人家一口回

绝：不行！没有见到病人，坚决不能开。

我知道有这么回事，美国法律的确是这

么规定的。但是我没想到这么严重，这么好

的关系，都不能网开一面。后来朋友告诉

我，那个医生也是逼不得已。人家当个医生

那么难（4 年大学+4 年医学院+3 年住院医

生，都还只是普通医生而已），给你开个药，

违规操作一次，被查出来，马上吊销行医资

格，他前半生的努力就付诸东流了。

这件事情看起来好简单，我却没有办

成，谁让我刚开始满口大话答应了别人，这

下只能红着脸跟朋友解释了。有了这件事情

的教训，就不敢轻易答应帮这样的忙了。

再来说说罚单的事：

以前在中国，有的朋友在交警局有关

系，开了罚单可以找熟人说一下，罚单马上

取消。好像现在也不行了？

在美国，开了罚单，不会找熟人，因为

找了也没用。自己有错就认错，缴罚款；没

错就写信说明情况或者上法庭跟那个开罚单

的警察对峙。

你也可以不交钱不去说明，那就等着扣

分。

各种费用和罚款，你也可以不交，没关

系，没人会来催着你交。可到时候麻烦的还

是你自己。

布什总统的女儿不满 21 岁喝酒被开罚

单，同时罚社区劳动24小时

关于信用

前一段时间，美国有一款苹果手机，只

要99美元就可以买到，不过你必须和通讯公

司签协议，保证以后 2年内都使用他们的电

话网络，而且每个月有固定的套餐花费。而

这种手机在市面上最少要 600美元。有很多

人可能会说，可以先签协议，到时候不用他

们的网络，不交电话费了，换卡不就行了。

嘿嘿，可以，你可以不交，可以不用这个卡。

但是，你总得用电话吧，当你去其他公

司开电话时，你会被告之：你因为欠过其他

公司的电话费，所以你的信用不好，要开新

户，可以，先交押金。

在美国，有专门的信用公司，有一套完

整的监督系统，给人们打分。你的信用度要

是不好，平常可能不觉得有什么，可当你要

申请贷款，办公司，买房子等，就有可能贷

不了款，或者，贷了款，却比别人的利息高

很多，你要为自己的欠一点点小钱，这样的

不诚信付出很不划算的代价。

到时候你才会发现：天啦，我的信用怎

么那么差？什么时候欠款，什么时候迟还款，

在你的信用报告上一清二楚，有些事情你自

己都忘了，信用公司可记载得清清楚楚哦。

金融危机奥巴马一家出游，被美国民众

不满抱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还有，就是惹了谁，不管他是什么人，

什么背景，法律面前人平等，总统，总统女

儿又如何？没什么了不起，也没有必要找谁

谁谁，也没有必要说“我爸是李刚”，找一

个好的律师，比什么都重要。

当场死亡！4名中国游客赴美自驾游遇

车祸全部惨死 原因是左转弯未让直行，就

是典型的案例，因此，在美国生活惯了的

人，总是会渐渐习惯做什么事都守规矩，在

美国有完整的监督体系，找关系也没有

用， 所以我们也习惯了有什么事情，就自

己解决，不会去找关系，难得动那种脑筋，

自然而然就越来越傻气。

既然选择了美国生活，就的老老实实的

守规，就这样简单可爱地傻下去吧。

美911事件已致5000多人患癌
健康受害者達7.5萬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下个

月 11日就是 2001年 9· 11恐怖袭击事件的 15

周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

统计显示，截至今年 6月 30日，已经有超过

5400名相关人士被诊断患上癌症。

CDC确认的 9· 11患癌病例在 2013年 1月

到 2016年 1月期间，平均每年增加 1525人。

在 2014年 1月时，共有 1822人，但今年 6月

就达到了约3倍的5441人。

被 CDC 认定

健康受到9· 11恐袭

影响，受害者就可

以获得医疗费。但

是也有一些患者没

有被正式认定，因

此癌症等病例的实

际数据可能比统计

更大。

在被确诊为癌

症的 5441 人中，

4692人为当时参与

救助的营救队员、

清洁人员、志愿者

等。其他的 749 人

为在事发地世界贸易中心工作的人员或附

近学校相关人士。其中半数以上患者的年

龄在 55到 64岁之间，有些人不只患有一种

癌症。

9· 11 事件导致约 3000 人死亡，被 CDC

认定的健康受害者有 7.5万名。除了癌症，

还有约 1.2万人患上精神疾病，约 3.2万人患

上哮喘、胃食管返流疾病等呼吸器官及消化

器官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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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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營業六天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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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千世界

哈薩克斯坦發現史前金字塔
或比埃及早1000年

据哈媒 16 日报道，哈萨克

斯坦境内近日发现了一处史前金

字塔形遗址，或比埃及金字塔早

1000年。

哈“每日新闻”网消息，考

古队负责人伊戈尔· 库库什金表

示，该遗址是一处史前墓穴，

位于哈萨克斯坦中部的卡拉干达

州。“遗址是在不久前被发现

的，考古专家已在现场工作了近

两个月。”

库库什金是卡拉干达国立大

学萨雷阿尔金考古研究所首席研

究员，他指出，墓穴总体形似金

字塔，斜面呈阶梯状，特征明

显，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14 至 12

世纪，属青铜时代。“这是首

次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发现此类遗

址。”

从此间媒体发布的现场和卫

星图片来看，遗址十分壮观。

库库什金认为，这可能是当时

一位贵族的墓穴。并透露，目

前考古人员已完成现场清理工

作，“正在探取墓穴中央区的泥

土，借此可了解中央区的形制”，

“至于中央区有些什么，尚不清

楚”。

据哈萨克斯坦新闻网报

道，库库什金说，该遗址“如

同旧例”已遭盗掘，残留下的出

土物品包括“青铜刀、箭头、针，

为数不少的陶制餐具和家养动物

的骨头”。

俄塔社消息援引历史学副

博士、卡拉干达州立大学第

一副校长雷姆别克 · 茹马谢夫

的话称，此墓或为某个城郭

的一部分，从目前掌握的证

据判断“还有值得进一步发掘

之处”。

英《每日邮报》称，此前在

中国和墨西哥等国家，考古学家

也发现了类似金字塔的遗址，但

此次在哈萨克斯坦发现的金字塔

形遗址从时间来看或属世界首

座，可能要比埃及金字塔早近

1000年。

太熱？美機場候機廳
驚現僅著內褲金發女郎

据英国《每日邮报》8 月

15 日报道，在美国犹他州一

座机场一名金发女郎全新阐

释了 “ 轻装旅行”的意思。

在机场大厅里检票登记时，

她下半身只穿了一条内裤，

震惊了排在她身后的所有乘

客。

这位女士似乎忘记自己身

后还有一长串人，穿着米黄色

上衣和黑色内裤，斜靠在柜台

前等待工作人员打电话。她提

前 90 分钟就到了机场，排队等

待安检的时候变得越来越焦

虑。接受全身扫描时，机场工

作人员认为她很危险并且可能

吸毒。尽管她试图证明自己并

没有隐藏任何事情，仍然被警

方带走了。

有人将她等待核对信息

的一幕拍下并上传到了网上，

引起网友各种评论。有网友

质疑是否因为该机场的空调

系统发生故障，因为画面中

的员工似乎也很热，用两个

风扇吹着自己。维珍航空美

国公司发言人表示：“我们

公司一向与众不同，这就是

我们的风格。为了让我们的

乘客们能在飞机上轻松享受。

很明显这位旅客已经感受到

我们的心意了。”

別人家的汪星人！
狗狗表演為主人做心肺復蘇

据英国《每日邮报》8月15日

报道，近日，在一场由世界犬业联

盟举办的比赛中，一只参赛狗狗表

演如何为主人进行心肺复苏急救，

手法专业，惊艳众人，成功夺得第

二名。而该视频一经上传网络便迅

速走红，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的

点击量已近100万次。

从表演视频来看，主人卢西

(Lusy)先是扔了一枚“手榴弹”，而

后假装自己被手榴弹炸伤，躺在地

上动弹不得。狗狗见到此状，立

即飞奔到卢西身边，为她实施心肺

复苏术。只见它用两只爪子按压卢

西的胸部，按压几下后，便对卢西

进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终于

成功将卢西“救活”。这一精彩的

表演也为卢西和她的搭档赢得了第

二名的好成绩。

比赛结束后，卢西将视频上

传至她自己的“脸谱”网主页上。

目前，该视频的点击量已超过

200 万次，并且有近 500 次的转

载分享。

日喵星人姿勢銷魂
表情迷茫成新晉網紅

据英国《每日邮报》8 月

15 日报道，近日，日本一只 7

岁小猫因一张销魂照成了网络

红猫。照片中，这只可爱的喵

星人没弄明白自己是想爬上猫

抓柱还是上床，将两只爪子分

别停在柱子和床上，姿势扭

曲，表情呆萌，十分有趣。

据悉，这只喵星人名为

“小奶糖”，它带着一脸迷茫

表情的照片一经上传就收获了

10 万个赞和各种转发。一位网

友在它左右爪边各 PS 了一台电

子琴，也有网友把它 PS 成 DJ

师，爪子按在CD上。

猫 主 人 说 尽 管 猫 咪 只

能 保 持 这 一 姿 势 一 两 秒 ，

但 这 张 好 不 容 易 抓 拍 到 的

照 片 让 它 在 网 络 上 备 受 欢

迎 。

巴西地鐵內
68歲老人做高難動作獲點贊
近日，在巴西里约的一节地

铁车厢内，一位名叫韦恩•麦肯

泰尔(Wayne McEntire)的老汉在婉

拒别人的让座后，在竖杆上做出

高难度动作，显示出惊人的臂

力，证明自己并非弱者，让乘客

大跌眼镜。这一幕被他的孙子布

里顿•巴克(Britton Barker)拍摄并

上传社交网络后，迅速走红，获

得10万次转发和众多点赞。

照片中，只见韦恩双手

紧抓车厢内的竖杆，凭借强大

的臂力，悬空撑起身体，与地

面平行，整个人像平躺在空中。

车厢内的乘客看得目瞪口呆，

有人送上称赞，也有人好奇地

询问韦恩的年龄。布里顿表示，

他祖父每天都有锻炼计划，会

做多组轻量举重训练。他说：

“他之前在私底下做过这样的

动作，但是在公共场合上，这

还是第一次。”

据了解，韦恩今年68岁，来

自美国得克萨斯州，是名牙科医

生。他的孙子布里顿今年19岁，

是名大学生，就读于得克萨斯理

工大学。他们在里约观看奥运会

比赛，上述不可思议的一幕就发

生在返程的地铁上。

布里顿即将离开里约，返回

校园，但他祖父会在里约多待一

周。韦恩曾去过洛杉矶、北京、

纽约等地直击奥运会，里约之旅

使他第五次亲临奥运会比赛现

场。2000年，他在悉尼亲眼见证

了他的美国朋友布兰登•斯莱

(Brandon Slay)赢得奥运会摔跤项

目的冠军。

烏克蘭一水族館拍到
海豚分娩全過程

在乌克兰敖德萨市

的尼莫海豚馆，一只名

为茱莉亚 (Julia)的海豚

母亲顺利产下了一只小

海豚，这一神奇的过程

被海豚馆的一名工作人

员拍摄下来并上传到网

上，大受欢迎。

视频中，茱莉亚正在

水池里游泳，随后幼崽突

然降生并在妈妈的帮助下

到水面呼吸第一口新鲜空

气。海豚的生产全程由兽

医和潜水员共同监护，以

防出现问题，所幸分娩过

程十分顺利。

水族馆专家称，这

只海豚幼崽十分健康，

茱莉亚正在教它学习游

泳和潜水,幼崽的性别还

需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

能确认。目前，水族馆

正在对外征集海豚宝宝

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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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長征精神的引領和傳承”
“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令人敬

仰，他们的精神值得永远学习。”到

贵州土城参观红军长征遗址的“90后”

青年杨景深有感触地说。

8 月的土城，潮湿闷热。拥有女

红军街、四渡赤水渡口、青杠坡战

役等众多长征文化遗址的土城镇，

随着长征胜利 80 周年的到来，吸引

着众多像杨景一样的年轻人到此参

观旅游。

长期在土城镇担任毛泽东和周恩

来旧居解说员的聂闻告诉记者，现在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学习成长的

心态了解长征历史，希望从中有所收

获。他每天接待的四五百名游客中大

部分是年轻人，而在两年前他一周的

游客接待量不到 2000 人，年轻游客的

面孔不多。

酷爱美食与旅游，曾对长征文化

一知半解的西南民族大学学生张怡婷

参观完遵义会议会址、茅台渡口纪念

碑、女红军纪念馆等众多景点后说，

在缺衣少食、强敌围追堵截的情况

下，中国工农红军以坚韧不拔的意志

战胜各种困难，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

移，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为国争

富强、为民争幸福的初心，作为新时

代的青年需要继承这份初心，为实现

中国梦贡献力量。

休年假带着家人到遵义参观遵义

会议会址的“80 后”青年李静表示，

长征期间，红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

境下，做到了革命队伍没有散、革命

精神没有垮，最终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和命运。

曾因娄山关战役负伤，建国后担任

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的孔宪权喜

欢给孙女孔晓讲述长征时期的故事。也

因为这样，孔晓对长征历史保有独特的

感情。

“长征不仅是爬雪山过草地的代

称，更是革命先辈为理想信念，不惜

牺牲一切、英勇向前的感人事迹。每

当想起爷爷口中的长征历史，更加感

念老一辈革命家流血牺牲换来今天来

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他们的百折不

挠、勇往直前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

习。”孔晓说。

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毛刚强认为，

长征不单是历史教科书里的知识记

忆，更是现实的精神食粮。“革命先

辈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对当下青年

成长成才、爱国奉献精神的养成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关键时期，需要长征精神的引领和

传承，使其成为民族自强奋进的不竭

动力。”

期待G20杭州峰會為世界經濟
註入新活力

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

的世界经济”为主题的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即将于９

月在中国杭州举行。澳大利亚洛伊国际

政策研究所G20问题研究员特里斯特拉

姆· 塞恩斯伯里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时表示，他相信本届峰会将会发挥

重要作用，并期待峰会能够为世界经济

注入新活力。

长期研究 G20 问题的塞恩斯伯里

表示，二十国集团峰会正在国际舞

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

论是与会政要还是峰会自身的国际

影响力都在与日俱增，他相信本届

杭州峰会一定会发挥出比以往更加

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中国会设置一个合理的

峰会议程，来讨论G20成员长期以来所

面对的经济挑战，”塞恩斯伯里

说。他说，此前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

以及能源部长会议所取得的成果使他

更加期待本届杭州峰会将达成的一系

列行动计划以及战略蓝图。他还

说，这些成果都会为世界经济带来积

极影响。

受英国“脱欧”等问题影响，世

界经济增长充满不确定性。塞恩斯伯

里认为，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

二十国集团发挥着提振世界经济的重

要作用。

“二十国集团在应对经济危机中

无疑发挥着作用，”塞恩斯伯里说，

“二十国集团应当在危机爆发前做好

充分准备，使各成员经济更具有抗压

性和灵活性，同时二十国集团也在推

进世界经济强劲、稳步增长方面扮演

着重要角色。”

但塞恩斯伯里同时强调，虽然目前

世界经济还没有出现迫在眉睫的危机，

但根据他过去两年的观察，世界经济发

展并未达成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前的既定

目标，这让他不免有些担忧。

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制定了在

未来五年内将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

）额外增长 2%的计划。然而，该目标

实际推进并不顺利。

“现在的问题是，二十国集团能否

向世人展现对危机的管控能力，这对于

促进世界经济的强劲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并且能展现出二十国集团的全球领

导力，”塞恩斯伯里说。

今年９月起買二手房提取中央國家機關住房公積金

將實現“零材料”辦理
新华社北京８月１７日电（记者崔

清新）记者１７日从中央国家机关住房

资金管理中心（简称国管中心）了解

到，今年９月１日起，国管中心大幅简

化职工购买北京地区住房的公积金提取

材料。其中，占业务量６０％的购买北

京地区二手房公积金提取，职工只需通

过身份验证即可实现“零材料”办理。

此外，对于退休提取、非首次提取

等住房公积金业务，也将实现“零材料”

办理。这意味着，今后职工在办理上述

三项公积金提取业务时，只需要出示身

份证明和单位出具的《住房公积金提取

申请书》就可以了。

国管中心表示，对于其他需要公积

金提取的情况，如购买北京地区新建商

品房、自住型商品房、限价商品房、经

济适用住房等，中心将继续推动与相关

部门信息的互联互通，从而进一步简化

这类业务的提取手续。

近期，国管中心积极推动制度创新

和流程再造，改进住房公积金提取等业

务，提出实行提取承诺制。核心是通过

“职工诚信承诺＋信息共享比对”的方

式，变“群众奔波”为“信息跑腿”，

方便单位和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这种

方式意即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

时填写《住房公积金提取承诺书》申报

信息并作出承诺，另一方面，国管中心

根据职工申报的网签合同编号、网签密

码和贷款情况等信息，凡可与相关部门

进行联网审核的，不再要求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

据介绍，目前暂不具备联网信息审

核条件的公积金提取情形仍需提供相关

材料。

貴陽辦農業嘉年華推進城鄉整合發展

贵阳市第二届农业嘉年华18日在乌

当区羊昌画花小镇开幕。

“农业嘉年华可以显著的改变农村

的面貌，农业嘉年华可以显著的提升产

业的层次，农业嘉年华可以显著的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贵州省委常委、贵阳

市委书记陈刚表示，贵阳市举办农业嘉

年华，就是在推进城郊农村的生态农业

与生态旅游一体化，努力打造一幅幅

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繁荣的美丽

画卷，推动新农村发展。

自2015年贵阳市举办了首届农业嘉

年华后，开启了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

电商紧密结合的序幕，尝试拓展了都市

现代农业与休闲旅游业的联动发展方式

和运作模式。今年的第二届农业嘉年华

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提升。

第二届农业嘉年华举办地乌当区羊

昌画花小镇，位于贵阳市城郊，距贵阳市

中心城区40公里，仅需1小时车程，交通

便利。在5.49平方公里的旅游小镇内，由

都市现代农业创意区、高档花卉展示区、

花艺步行街区、农耕文化园、大健康养生

体验馆、猕猴桃家庭农场、趣味农事体验

园、知青文化园等众多项目组成。

游客代隽觉得，这种集休闲、观

光、体验、娱乐、采摘以及购物等多功

能为一体的农业休闲体验模式，的农业休

闲体验模式，可以让我们从快节奏的城市

生活中解放出来，慢慢地体会“慢生活”。

据了解，仅通过这一届农业嘉年华

的带动，就已招商引资投入了19亿元人

民币，建设建成63个科技农业和休闲旅

游项目，打造出一片融合现代农业和健

康旅游的产业基地，既促进了乌当区

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也让贵阳

市民多了一个周末休闲出游的目的地。

香港人閱讀——
“線上”與“線下”並行發展

拥挤的香港地铁上，乘客们“勤奋”

的刷着手机屏幕，社交媒体、新闻APP、

电子书……午后的铜锣湾诚品书店里，

“书虫”们或站着或坐下，趁着茶余饭

后的空闲翻看热销小说、旅游杂志、励

志“鸡汤”……在香港，人们阅读的兴

致呈现“线上”和“线下”并行发展的

趋势。

“香港金阅奖”主办方今年 7月下

旬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访问了近 600

名港人对于阅读习惯的看法。主办方８

月16日公布此次调查的数据显示，70%

的受访者每天花一小时以下看书，26%

的受访者花 1至 3小时看书，而有 10%

的人表示从不看书。

每年一度的书展，将香港人读书、

买书的热情推至高潮。2016年第 27届

香港书展刚于上月底落幕，主办方香港

贸易发展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这场为期

7天的“文化嘉年华”共吸引近 102万

人次入场参观，打破历届纪录；入场人

士平均消费902港元，与去年相当。

在北角一间媒体互联网公司工作的

香港市民洪先生每月大概阅读 3至 4本

电子书，“或许和我的工作性质有关，

我喜欢电子书的方便、快捷，在网络上

找到免费书下载下来就可以看，我也喜

欢很多内地有关电子书的APP，提供大

量免费新书，即使要付费，也很便宜。”

洪先生说。

但洪先生也不否认，阅读纸质书的

感受与电子书是不一样的。“如果在线

上读到特别经典的书，我也会去书店买

纸质书来收藏。”

“香港金阅奖”的调查显示，不少

受访者认为，看网上新闻或社交媒体的

转帖文章，也算是“阅读”。调查指

出，受访者中，有四成的人每天花１

至 3小时上网，23%的人每天花 5小时

以上上网。但超过六成的人认为，上网

不能代替阅读实体书，主要原因是网上

内容如碎片般零散，和读书不能相比。

香港资讯科技商会会长黄岳永说，

未来的出版人将转型为“策展人”，从

网络上了解读者的喜好，透过大量的信

息，规划主题内容，加以深化，赋以意

义和观点，令他们成为“策展人”的忠

实追随者，并引导作者在社交媒体上创

作，然后借网络推销，引导网民回归实

体书，开创新潮流。

为鼓励青年人以环保的方式培养良

好的阅读习惯，位于香港柴湾的青年广

场每年都会举办“漂书节”，鼓励全港

市民及青年人以书换书的方式参与活

动。过去５届的“漂书节”，已成功

收集并“放漂”书本５万多本。

“漂书”就是让阅读和环保并行，

为不同阅读者创造交流的机会。特区政

府民政事务局副局长许晓晖说，特区政

府连同业界推动“漂书”活动已经持续

多年，目前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刚开始时，我们联系全港的咖啡

店，将别人捐出来的书摆在书架上给有

心人免费阅读，后来，‘漂书’文化越

来越盛行。”许晓晖说，看到分享书籍

与阅读的文化逐渐形成风气，她深感欣

慰。

香港公屋供求失衡
申請輪候再度延時

根据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委

会）近日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 6

月底，香港公屋轮候申请约有

28.83万宗，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

时间为4.1年，较上季度的3.9年延

长，再创新高。

房委会解释，长期累积的供

求失衡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公

屋新增需求持续上升，房委会无

法在短期内完全满足，而土地是

最关键的瓶颈。香港公屋联会总

干事招国伟指出，如果情况持

续，轮候时间或于年底升至 4.5

年，建议政府物色土地加快建屋，并

考虑将工厦改建成临时居所。

土地是关键瓶颈

房委会引述《长远房屋策略》报告

指出，若目前所有觅得的土地均如期推

出用于建屋，可供未来10年兴建约25.5

万个公营房屋单位，与目标的 28万个

仍有距离，土地成为最关键的瓶颈。加

上个别项目进度受控制能力以外的因素

影响，例如城规会需时商议土地改划用

途、小区异议等，增加公屋供应量有极

大困难，无可避免进一步对平均轮候时

间造成影响。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远辉认

为，房委会并无“魔术棒”，短期内无

法加快供应。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成员

郭伟强称，公屋落成量远低于公屋轮候

需求，估计需增至每年兴建 3.3万个单

位，才能减少轮候时间。

公屋仍供求失衡

房委会发言人称，一般申请者的最

新平均轮候时间已超过 4年，情况令人

关注。这反映虽然近年特区政府不断开

发公私营房屋用地，但现在公屋仍处于

供求失衡的基本格局：需求急增而供应

增长短期未能追上。

房委会方面表示，长期累积的供求

失衡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为应对公屋

需求，会继续与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合

作，物色土地发展公屋，包括增加已

开发地区发展密度、改划现有土地、开

发新发展区等。房委会小组委员会有必

要进一步检视如何把有限公屋资源更聚

焦地分配给较有迫切需要的申请者。

以加大供应解难

香港《星岛日报》称，特区政府现

在到处张罗，不惜见缝插针兴建“单

幢”公屋。这不是长久之计，而且阻

力甚大。私楼业主固然不欢迎附近兴建

公屋拖低楼价，就算公屋住户，也不欢

迎政府把原先的小区用地改为建屋，剥

夺小区设施空间。

黄远辉认为，新界东北、洪水桥等发展

计划可提供大量单位，只是每个建屋项

目可能会涉及物料及人手短缺等问题，

或多或少有延误风险，轮候时间有可能

继续恶化。他强调，对公屋单位供应量

有信心，仍相信可缩短公屋轮候时间，

但最快要到 2020年或 2021年，公屋单

位供应大量增加，轮候时间才可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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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親子教育

孩子最缺失的教育是什么？

我们先来回答几个问题：

01. 我们为什么生孩子？

02. 做为父母我们需要一个什么

样的孩子？

03. 我们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教

育？也就是对孩子最重要的教育是

什么？或者说教育的核心是什么？

04. 目前孩子最缺失的教育是什

么？

最缺失的七大教育

一、现在的孩子缺少

远大的理想教育
现在一谈到理想教育，就好像

是说教似的，给人一种虚无的感

觉。但理想教育还是必须的，人们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只凭兴

趣那种热情是有限的。

只有孩子树立起了远大的理

想，当他决定为某件事情而奋斗一

生的时候，这种动力才是强大的，

永恒的。如果一个人只凭兴趣，那

种动力对于他来说，绝不是永恒

的，因为人的兴趣是可以不断的转

移的，所以产生的动力只能是在某

一阶段的，而不是永久的。只有树

立了远大的理想，才能让这种动力

永恒。所以远大的理想教育还是必

须的。

二、现在的孩子缺少

的自律教育
在很多家庭中，往往都会认为

孩子太小了，不要太多的要求他，

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孩子缺少了

自律的意识，孩子们往往不知道该

不该是自己做的事，这不怪孩子，

因为家长从没有要求孩子去做什

么，很多应该是他们自己做的事，

都由家长代劳了。

所以现在的孩子都缺少自律。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前几年的时候，

中日儿童的夏令营活动，中国孩子

垃圾扔的满地都是，而日本孩子都

把生活用品收拾干净。这是教育的

结果，也是目前我国教育的悲哀。

三、现在的孩子缺少尊

重教育
要让孩子知道敬畏、知道尊

重。现在的孩子在家就是小皇帝、

小公主。几乎什么都是他们说了

算，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敬畏、不知

道什么叫尊重。

这样的例子在我们日常生活就

很多的，整个家庭的一切都是围绕

着孩子这个中心的。所以现在的孩

子有的甚至连生命都不敬畏，都不

尊重，那怎么能让他们去敬畏这个

世界、敬畏人生、尊重他人、尊重

社会呢？

四、现在的孩子缺少的

感恩教育
因为家庭中是以孩子为中心

的，所以他们认为别人为他做什么

都是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所以现

在的孩子没有几个懂得感恩的。他

们不懂得感恩父母、感恩社会、感

恩世界。

成年后到了社会上他们也认为别

人为他付出是应该，他自己就应该得

到。这种孩子中心的做法，培养出的

是自私的小皇帝和小公主。那他们以

后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感恩。

五、现在孩子缺少挫折

教育
因为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使

得孩子很少或几乎没有受到过挫

折，这就使得这些孩子在走向社会

的时候，往往经受不了挫折，特别

是当学习或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就

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自残、甚至

自杀事件。

根本的原因就是小孩就应该让

他从小就不断地接受挫折教育，增

强他的抗压能力，从根本上纠正当

前的孩子怕苦、怕累、不怕死的现

象。

六、现在的孩子缺少必

要的惩戒教育
惩戒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的手

段，在古今中外都有过的，也是留

传最久的，被很多人所推崇的一种

教育。但近些年了，这种教育的弊

端也显露的不少，虽然它存在着许

多的弊端，但惩戒教育是教育过程

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教育方式。

相信很多的运动员都经历过

的，包括很多的演员，在学习过程

中，某些的动作不论怎么的纠正就

纠正不过来，但在动作的过程，特

别是在错的地方只要给他一定的刺

激，他下次就会纠正过来。所以，

现在必要的惩戒教育也是完全正常

的。很多东西单纯靠赞扬、欣赏的

得不到的。但这观点可能与现行的

教育方针不相符，所以慎用啊。

七、现在孩子缺少的责

任感教育
现在很多孩子对任何事都没有

责任感，原因就在于家庭教育的过

程中，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应该负的

责任是什么，因为家庭中的一切，

责任都在家长身上，很少有家长会

告诉孩子，在家庭中他应该负什么

责任，他应该做什么。

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就是推卸

责任，举个很小的例子吧，某位家

长看孩子的时候，在墙角碰了一下，

家长这时的做法很多都是去打墙，

说是墙的不对，来哄孩子，这就是

最典型的推卸责任。而在现在的家

庭，更多的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而

不告诉孩子应该负有什么责任，像

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将来在社会

上能真正地负起社会的责任吗？

梁啟超教育孩子的10句話
1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至于将来能否大成，

大成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

以天才为之分限。我平生最

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

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

就如何，现在想它作甚?着

急它作甚?一面不可骄盈自

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

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

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

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

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

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

应用我这点精神。”

——1927 年 2 月 6 日感

言：梁启超用曾国藩名言教

育孩子，“莫问收获，但问

耕耘。”这句话意在说明，

我们做事，不能只想着回

报、酬劳，更要想着把事情

做好，耕耘好自己的一片天

地，自然会有好的结果。

2 不要填鸭式的教育

“学习不必太求猛进，

像装罐头样子，塞得越多越

急，不见得便会受益。”感

言：梁启超反对填鸭式的教

育，他在书信中说的最多的

是安慰、劝解的话，很少给

孩子们提出什么具体的学习

的目标。与子女做朋友“我

晚上在院子里徘徊，对着月

亮想你们，也在这里唱起

来，你们听见没有?”

感言：100 年前的中国

是什么模样，怕难于想象，

从那些旧照片中我们看到的

是长辫子、三寸金莲、长袍

马褂和那无一例外的呆滞的

眼神。而此时的梁启超在给

儿女的信中称呼自己的孩子

“宝贝”、“baby”，梁启

超教育孩子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与孩子们做朋友。梁先

生给儿女们的信比孩子给他

的信多很多，作为父亲，亲

自给孩子们写信，亲自与孩

子们交谈，与他们谈学习，

交友，恋爱，生活，政事等

等，梁先生将每一件事娓娓

道来，没有家长作风，又与

今日的家长拉开多大差距。

3 做家长要有趣味，养

出的孩子才能有趣味

“能做成一部“审美的”

游记也算得中国空前的著述。

况且你们是蜜月快游，可以

把许多温馨芳洁的爱感，进

溢在字里行间，用点心去做，

可以极有价值的作品。”

—— 1928年5月24日，

致梁思成、林徽因感言：梁

思成与林徽因结婚后，去欧

洲度蜜月。他们的蜜月之旅

浪漫而温馨，他们每去一个

地方，都是有目的考察。欧

洲的经典建筑，让他们体会

到了建筑艺术的博大精深，

这是一次空间的穿越，更是

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游

历。这种结婚旅行，比当下

单纯为了新奇和时尚的观光

旅游更有意义。梁启超书心

里指导他们写游记。

4 做人要有几分“孩子

气”我说你“别耍孩子气”。

这是叫你对于正事——

如做功课，以及料理自己本

身各事等——自己要拿主意，

不要依赖人。至于做人带几

分孩子气，原是好的。你看

爹爹有时还“有童心”呢。

——1925 年 7 月 10 日

《致孩子们》感言：梁启超

说有两种孩子气，一种是任

性、耍小孩子脾气;另一种就

是我们说的童心童趣。

5 做学问总要“猛火熬”

和“慢火炖”交替循环

“凡做学问总要‘猛火

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

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

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

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

你已经熬过三年了，思成你

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

用火炖的功夫。”

——1927年8月29 致孩

子们感言：猛火熬和慢火

炖，就是要我们处理好学习

知识和消化知识的关系。

6 做官不是安身立命之

所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

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

之所。

——1916 年 10 月 11 日

致梁思顺感言：每个家长都

有很多自己悟到的人生经验

传给自己孩子，梁启超再给

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说，做官

容易让自己的人格受损，容

易让人养成懒惰和巧滑，不

是能够安身立命的领域。梁

启超应该很不愿意自己的孩

子做官吧。

尽责尽力，就是第一等

人物

“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

要在自己的责任内，尽自己力

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 1923 年 11 月 5 日

《致梁思顺》感言：梁启超

教育孩子，尽职尽责就是第

一等人物，这个标准看起来

很简单，其实是非常高的要

求。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

孩子能够干大事、创大业，

其实人首先要做的就是承担

起自己的责任。一个不懂得

承担责任的人，即便做成大

事，也会很快失败。我对于

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庄庄今

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

要紧，千万别要着急，因为

他本勉强进大学。你们兄妹

各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

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却是

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

倒令我不放心了。

—— 1928 年 5 月 13 日

《致梁思顺》感言：当女儿

梁思庄刚到国外学习，一时

无法适应，梁启超在信中写

道：“至于未能立进大学，

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

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

厚越好。” 可见梁启超关

注的是孩子的基础是否牢

固，而所谓的成绩和分数，

不过是表面的东西。通达、

健强的人生观，是保持乐观

的要诀我有极通达、极健

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

何种境遇，常常是乐观的。

——1928 年 5 月 13 日

《致梁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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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中美学生互换交流也

越来越频繁，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远

赴他国求学，在教育领域中美的互

通越来越广泛，各自取长补短相信

以后的教育制度会更加完善。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中美教育体制究

竟有哪些差异。

一、为谁而学：

美国教育住主要看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让学生

自己去想，想学什么东西，从而学

生对待学习会积极主动、思维灵活

并且能够认为学习是一件有趣而高

兴的事情。而中国的教育总是要事

先给学生做出限制，该学什么，学

多少，什么时候学，该怎么学等

等，中国的学生视学习为老师或者

家长下达的任务，并不认为是自己

的事情，因而习惯于应付，学得被

动，甚至是会在家长或老师的监督

下倍感焦虑和压力。

二、育人目标：

在美国，“基础知识”的学习

还不如去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他们认为要从小去培养孩子的创造

性思维，然而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

基础知识尤为重要，并不是非常重

视对学生创造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

美国的学生低分高能，中国的学生

高分低能。因而许多世界 500强企

业，一般并不太愿意接收中国学生，

在他们看来，中国教育是培养知识

的收录机，而不是在“育人”。

三、课堂：

中国的教育善于给孩子一个总

结，把学生教到无问题就好；美

国的教育善于给孩子一个启发，

把学生教到能不断提出新问题。

中国的课堂要举手发言，美国的

课堂鼓励自由发言。中国的课堂

如果对教师的结论不同意会遭受

批评，而在美国的课堂上则受到

表扬。中国的课堂讲纪律，美国

的课堂讲人权。

四、师生关系：

在中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孩子刚踏入学校就知道老师总是高

高在上，而在美国教授也没有什么

权威可谈的。美国人不承认权威。

中国孩子盲目崇拜老师，觉得老师

总是对的，中国的老师喜欢保持威

严，不苟言笑，美国老师很喜欢和

小孩一起聊天，是要好的朋友关系。

五、考试制度：

美国的考试经常是开卷，孩子

们一周内交卷即可，而中国的考试

则如临大敌，单人单桌，主监副监

严防紧守。在中国，考试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淘汰；而美国的考试目的

在于寻找自身存在的不足，查漏补

缺，以利于今后的发展。 六、

班级人数：中国虽明文规定每班不

超过45人，但乡镇及县级学校班级

人数平均60人之多，法律并不能约

束什么。而在美国，一个班的人数

不超过30人，31个人就属于违反教

育法，不同的是美国人看重的是诚

信——自我信誉度，故不敢越雷池

半步。

六、班级人数：

中国虽明文规定每班不超过 45

人，但乡镇及县级学校班级人数平

均 60 人之多，法律并不能约束什

么。而在美国，一个班的人数不超

过 30 人，31 个人就属于违反教育

法，不同的是美国人看重的是诚

信——自我信誉度，故不敢越雷池

半步。

七、时间：

在一年中，中国中学生有 8个

月是上课时间，每天 11 个小时左

右的在校时间。美国学生每年只

有1000个小时左右。上学时间短、

课业负担少，这是让孩子做自己

感兴趣的事，孩子有了更多的自

由安排时间还能让孩子学习自己安排

时间。 八、成绩单：

成绩在美国属于“隐私”。老

师给家长看成绩单，他只给你看自

己小孩的成绩，不会公布全班的成

绩。在中国，行政部门会想方设法

的公布学校成绩。教师的考核也要

看学生的升学率、优秀率。学生从

一年级开始就在这样的机制下长达

12年之久，心理压力之大是显而易

见的。

中美教育差距始於“高中”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尤其是公

立中小学教育，跟中国相比，其实

并不怎样：同一个年级比较，中国

学生的基础知识和解题能力平均来

说明显比美国学生好很多。斯坦福

大学的马立平博士曾经做过一个对

比研究，发现23名随机调查的美国

小学教师，只有 9个人正确做出 14

除以 2的答案；而 72名中国小学教

师，全部都做对。另外，对于“除

以二分之一”的数学概念，没有任

何一个参与研究的美国小学教师知

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所有的中国小

学教师都正确答对。教师如此，学

生的水平可想而知。

于是，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

解：美国的中小学教育那么糟糕，

为什么美国的大学那么牛？为什么

美国无论是科技还是人文的创新，

都远远把中国甩到后面？为什么美

国基本垄断每年的诺贝尔奖？

答案其实只有一句话：美国人

相信“不落后于终点”，中国人相

信“不落后于起点”。

第一，学制上有差距：

大部分美国高中阶段是9～12年

级，有四年的时间学习。中国的高中

阶段其实只有两年，第三年要准备高

考，基本就没多少机会学新知识了。

第二，课程上有差距：

美国高中是学分制的，因此可

以开出比中国的高中多得多的必修

课和选修课。普通一个美国高中，

都能开出上百门的课，跟一所小型

大学差不多，这点中国大部分高中

都无法相比。

第三，教师的水平有差距：

美国的高中，因为要开大学的

课程，对教师的要求就要很高。美

国的高中教师很多都有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的也不少。美国的教师执

照课程跟中国不一样。中国读师范

毕业，四年本科，能考到教师证书

就能当老师。但是，美国人要当教

师，无论拥有何种学位，一律要读

两年的教师执照课程。要考进去

读，读完还得考出来。假如是本科

生，读完四年师范，还得再读两年

执照课程才能当老师，比中国教师

多受两年训练。同时，因为美国的

大学普遍比中国的大学牛，因此，

美国的正规大学出来的博士硕士的

水平当然也比中国高，何况在中

国，博士会去中学教书的，真是凤

毛麟角，因此，在教师水平上，中

国就落后一截了。

第四，科目的程度有差距：

美国的高中可以开相当于大学

一年级或者二年级公共课程度的科

目，中国的高中基本是不会开大学

程度的课的。

第五，美国有重点高中，甚至

有“全国重点高中”：

按照成绩高低，甚至根据入学

成绩高低来录取学生；在每一所高

中里面，美国是按照学生的程度来

分班，有专门给能力最高的学生读

的“荣誉”班(honors class)，天才

学生读的“大学预修班” (AP

class)，有全球承认的“国际班”

(IB class)，等等。这跟中国取消

“重点中学”，不按照学生的程度

分班教学，全部混合在一起教的错

误做法，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第六，美国的大学、科研机

构、医院、政府机构、商业机构，

都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协调高中生

的课外社会实践和科研活动。

因此，美国的高中生可以到大

学上课，拿大学的学分；可以到科

研机构，跟科学家一起做研究（比

如，我的学生就曾经到加州大学旧

金山医学院跟科学家一起研究中药

麻黄素对脑细胞的影响）；可以到

各级政府机构去当官员的助理，议

员的秘书，民选官员的竞选团队义

工；在教育董事会、州或者县市的

教育局的决策机构里面，也有学生

委员，可以参与公立教育的最高决

策。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不可想

象的：中国有哪一位省长或者市长

可以让一个高中生当办公室秘书？

最后，因为美国的高中可以开

出很多高程度的课程，而且很多是

得到资金雄厚的科研机构、政府机

构或者商业机构支持的，因此，美

国高中的配置跟设备，很可能是连

中国的大学都望尘莫及的。比如我

们学校的生物技术课的设备，学生

们可以检测市场上有哪些食物是用

转基因生物做原料的。我的学生就

成功地在一包中国出产的，声称不

用转基因大豆生产的零食豆干中发

现了专门用于转基因的基因表达的

启动子，从而证明了这包豆干所用

的大豆是转基因的。这样的实验，

在中国的大学都未必能做，更不要

说高中了。

从上面的比较，我们就已经可

以知道，中国跟美国在教育上的差

距，始于高中，到了大学，更加大

踏步拉开距离。我们不难理解，为

什么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那么多，

为什么美国是世界科技龙头，为什

么美国那么发达：从高中开始，美

国人就已经远远领先中国人，因为

美国人相信：笑到最后的人，才会

一马领先过终点。

中美教育細節淺析：
培養孩子的運動習慣有多重要？

1、身体强壮健康，头脑才会有发挥的

余地。

科学证明，体育锻炼不单是最好的保持

健康的方法，也是最积极的休息方法。一个

人不爱运动只会恶性循环，容易疲劳，身体

越来越差。

喜欢运动的人，精力更加充沛，不犯

困，血液循环顺畅，更有利于智力的发挥。

2、运动中可以学到各种优秀的品质

体育运动是最好的人生课堂，在追求更

高更快更强的过程中，人会不知不觉的学会

坚毅勇敢，善于协作，控制情绪，等等。

想想灌篮高手有多么正能量你就知道

了！连那么艰苦的运动训练都能坚持下来的

人，还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做不到呢？

3、运动爱好可以预防栽进成长中的各

种大坑

只要一打篮球，三井都改邪归正了，樱

木也不敢打架了。

孩子会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自己这件

热爱的事情上，不会空虚，不会无聊，不会

缺乏自我认同，不会精力无处发泄，所以爱

好体育的孩子是不会误入歧途的。坏人坏事

都会与他绝缘。

4、爱运动的孩子更聪明

并没有什么“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其

实是四肢发达，头脑才会更发达。尤其是对

于小孩子来说，他们是靠肢体的探索来学

习，所以运动能力和智力水平是有相关性的。

一个天才的运动员也一定是一个绝顶聪

明的人，把一个运动玩明白了，还是需要很

多智商的。

一个身体健康，意志品质坚强，会和人

协作，无不良嗜好，而且聪明的可能性比较

大的人，当然是个靠谱的人。

可能比这个人会做奥数题，或者会背 500首

唐诗靠谱的多。老美的评价系统很科学的有

木有？！

每次我回国，看到满大街穿得精致漂亮

的小孩子，总是觉得很别扭，本应该是应该

整天挖沙子玩水抓虫子，彼此追着疯跑玩球

的年纪，穿成这样还怎么运动？

我还看到一个幼儿园，孩子们的户外运动只

是站在那里做做操。做完就回屋上课，真是

惊呆了，这是坐牢放风吗！

我们的奥运会金牌那么多，配得上我们

的国民身体素质吗？看看我们的孩子每天有

多少运动的时间？能走多远？跑多久？大好

年华每天被关在屋子里学学学，十几岁的孩

子站个十几分钟军姿都会晕倒。

我们还会认为我们是体育大国体育强国吗？

毛头两岁多上美国的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

动辄带着一群小豆丁走个一个小时出去野

餐，中国孩子怎么比？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到了三四十岁，再想

到应该去健身，挣扎纠结无比，到了五六十

岁，再沉迷养生和进补，想要多活些年。

从小就培养孩子体育方面的兴趣和爱好

吧，算数和认字可以晚一点学没什么影响，

早早形成一个运动的习惯，他真的会受益终

身。

不要嫌孩子总是坐不住乱动，趁孩子还

好动，喜欢跑来跳去，让他喜欢上溜冰，踢

球，远足，那不比逼着吃饭更健康吗？

我认识一个美国的老太太，她养育了五

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四十多岁她重新去读

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现在已经92了，耳不聋眼不花背不驼，

爬个山坡不在话下，她有一个习惯，每天早

晨起来游泳一个小时，至今保持。而她只是

一个平凡的老太太。

我问她，你带这么多孩子都这么优秀，

怎么做到的？

老太太笑笑说，也没什么，就是天天带

他们出去玩。

我现在不再羡慕美国有那么多的金牌

了，我真心羡慕美国有这么多这样精神矍铄

的老太太。

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

爱国不光是守着电视给奥运健儿加

油，好好培养一个健健康康，精力充沛，

可以健康工作 50 年的孩子，那才是爱国的

巅峰呢。

美國SAT考試增加難度
留學生申請書技巧不容忽視
美国SAT考试改革又加大修改自传模式

让许多学生家长担忧，该如何在申请文书上

下功夫，才能受到美国名校青睐？来自洛杉

矶的升学教育网站所提供的讯息，如果没有

特殊才艺或特别管道，想要申请名校还有些

技巧与方向可循。并且归纳出五大要点提供

给学子参考。

相信有准备升大学的国、高中生都在为

了SAT而烦恼，许多人甚至还没搞懂如何在

SAT应考中大获全胜，新的改版又要全面实

施了，从洛杉矶教育网站中提到许多技巧与

方式，当然首先申请名校的该学生的成绩一

定不能太差。

教育网站作家表示，由于顶尖藤校里面

大约 25%都是SAT满分的学生。GPA满分的

学生也很多。如果四年算下来的成绩不够

好，基本上能拿到名校的机率相对就低。由

于先有成绩之后，才可以讨论这个学生课外

以外的表现。因此，也要看学生在他所专业

的范围之内，有没有达到所谓的顶尖。举例

来说，如果一个对生物很有兴趣的学生，他

在校内生物课的成绩、校外比赛的项目、甚

至到学校社团的选择、跟校外义工服务的项

目，有没有达到一致性。该学生或许可以靠

着自己学业上的专业去帮助小区中其他小孩

补习，这就是所谓专业跟义工的结合。如果

这些表现都可以有国家级的奖项，譬如说总

统服务奖，那就是里外兼得，对升学有加分

的感觉。

整体而言，只要说到顶尖明星学校，

他们除了看学生成绩以外，还有些方式也

整理出五大点表现，来加强获得录取与青

睐。1、学业上的表现。2、校外的表现。3、

学业与校外表现两者如何地一致。4、学生

对某些事情的热情 (最好是跟学业有关

系 )。 5、学生对社会某些议题是否有负担

跟贡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SAT

考试改革开始实行以后，有意

出国留学的 2017 届和 2018 届高

中毕业生却面临着一个两难局

面，部分名校像是耶鲁不认旧

的SAT只看新的SAT，有顾问建

议，如果在 2018 年毕业，那最

好等等再考新 SAT 考试，除非

你能在旧SAT中拿到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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