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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休斯頓警局的摩托車護送格倫伍德的屍體送往醫療檢驗
辦公室。休斯頓警局、區律師辦公室、哈瑞斯郡警局的代
表都紛紛來到紀念赫曼醫院。

警局負責人在辦公室前遭到槍殺，引起整個德州乃至
全美震驚。

州長 Greg Abbott 譴責這次槍殺，並誓言要重罰對執
法人員進行的攻擊和傷害，德州不允許這類事件的發生。

警方稱，這對民眾也是一個提醒，讓大家為德州的執
法人員祈禱並支持他們的執法工作。

過去兩年當中，休斯頓一共發生了五起執法警員遭到
公開攻擊的案件，格倫伍德槍殺案是其中一例。

2015 年，哈瑞斯郡警員 Darren Goforth 在一處加油站
被槍殺。當年第七區警員 Alden Clopton 在夜晚幫助同事
時遭到埋伏和槍擊，今年二月份，休斯頓西南區發生一起
入室搶劫案，休斯頓兩名警員在破案時遭到槍擊受傷。

目前，尚不清楚槍殺格倫伍德的動機，案情的調查仍
在進一步進行。

（本報訊）根據哈瑞斯郡警方的最新報告，休斯頓一
名從業超過三十年的執法機構高層人員周一上午在辦公樓
前遭到槍殺，盡管警方稱已經獲得了槍手的相關線索，但
截止目前槍手仍繼續在逃。

Baytown 警方稱，哈瑞斯郡第三區警長助理柯林德 . 格
倫伍德（Clint Greenwood）當天上午是在去辦公室時遭到
了暗中槍殺，並且格倫伍德是被一槍致命。

由於格倫伍德在現場身穿警察制服，也讓警方更加確
信這不是一起偶然的槍殺案件。負責此案的 Baytown 警方
呼籲市民提供更多的線索，並且對破案有功人員開出了 3.5
萬美元的獎勵。

槍案發生後，在位於 700 block of West Baker Road 的
現場，停滿了警方的車輛，格倫伍德很快被送至德州醫療
中心的紀念赫曼醫院，但不久就宣布不治身亡。

許多警務人員等候在醫院外面，心情沈重，也有死者
家屬趕來，表情驚詫。

休斯頓警方發言人 Kese Smith 確認死者家屬到來後，

警局官員早晨上班被一槍致命  德州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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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警察舉行畢業典禮展示軍事技能巴勒斯坦警察舉行畢業典禮展示軍事技能

英國博物館舉辦奇異蝴蝶展英國博物館舉辦奇異蝴蝶展
小朋友玩得不亦樂乎小朋友玩得不亦樂乎

英國倫敦英國倫敦，，英國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舉辦奇異英國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舉辦奇異
蝴蝶展蝴蝶展，，兒童與蝴蝶親密接觸兒童與蝴蝶親密接觸，，童趣十足童趣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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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據悉，，裏阿爾托橋是威尼斯三大名橋之壹裏阿爾托橋是威尼斯三大名橋之壹，，裏阿爾裏阿爾
托橋的大水道是貫通威尼斯全城的最長的街道托橋的大水道是貫通威尼斯全城的最長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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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貿試驗區跟我有啥關系？
將為生活帶來哪些變化？

自貿試驗區，發軔於上海，擴展至

廣東、天津和福建，再延展到包括河南

的7個省份。國務院下發《中國(河南)自

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以下簡稱《總

體方案》)，普通百姓可能要問，自貿試

驗區跟我有啥關系？又將為我們的生產

生活帶來哪些變化？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享受到自

貿試驗區帶來的便利。比如文化、旅

遊、醫療等方面的服務，不僅價格更實

在，而且可選擇的余地也更大。這些看

得見摸得著的民生紅包，正是自貿試驗

區給民眾帶來“獲得感”的具體體現。

拿“國際工資”享創業機會
不管是就業還是創業，自貿試驗區

都有望成為年輕人的夢想實現地。

根據《總體方案》，我省將大力引

進國際組織和機構、金融總部、區域性

總部入駐自貿試驗區，探索建設中部地

區知識產權運營中心，搭建服務於加工

貿易轉型升級的技術研發、工業設計等

公共服務平臺。不管是企業總部、運營

中心還是服務平臺，都需要大把人手，

企業競相到河南搶灘，眾多工作崗位將

虛位以待。

自貿試驗區實施外商投資負面清單

管理制度，壹大波跨國企業、高新企業

將紮堆進駐，對高層次人才求賢若渴，

企業對接國際通行規則，員工待遇福利

也將參照國際標準，特別是在金融、物

流和IT等領域，拿“國際工資”夢想或

許可以照進現實。

對外籍高層次人才，我省還將開辟

綠色通道、簡化手續，為高層次人才入

出境、工作、在華停居留提供便利；獲

得碩士及以上學位的優秀外國留學生畢

業後可直接在自貿試驗區工作。

自貿試驗區有望成為創客的聚集

地。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心動不如行

動，但行動的前提是有便利、快捷的制

度保障。

我省將依法向自貿試驗區下放經濟

社會管理權限，提高行政服務效能。大

力推行“互聯網+政務服務”，推進實

體政務大廳向網上辦事大廳延伸，打造

政務服務“壹張網”，對企業和群眾辦

事實行“壹號申請、壹窗受理、壹網

通辦”。據悉，河南自貿試驗區鄭州片

區服務中心已推出多項創新舉措，在67

個辦事窗口中，“壹口式”受理窗口有

46個，涉及受理業務149項，這將大大

縮短企業設立登記的辦理時長。

高端定制化服務就在身邊
河南自貿試驗區獲批，給我省對外

開放帶來新的、更大的機遇，同時也意

味著中原百姓將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國際

化產品和服務。

《總體方案》明確，河南自貿試驗

區鄭州片區重點發展生物醫藥、創意設

計、商務會展、動漫遊戲等；開封片區

將構建國際文化貿易和人文旅遊合作平

臺，打造服務貿易創新發展區和文創產

業對外開放先行區；洛陽片區重點發展

文化創意、文化貿易、文化展示等現代

服務業，推進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

建設。

不久的將來，我省百姓在本地就能

看到原汁原味的國外娛樂項目。以上海

自貿試驗區為例，在美國倪德倫環球娛

樂公司入駐後，中國臺灣導演賴聲川的

經紀公司等演藝公司紛至踏來。同時，

國內巨大的遊戲娛樂市場也將逐步開放

，更多的海外遊戲產品可以通過正規渠

道進入千家萬戶。

在自貿試驗區，我省將發揮國際航

空網絡和文化旅遊優勢，積極吸引國際

高端醫療企業和研發機構集聚，以慢病

治療康復、中醫養生保健、先進醫療技

術研發和孵化為重點，培育康復、健

身、養生與休閑旅遊融合發展新業態。

同時，鼓勵自貿試驗區在醫療機構治未

病服務項目納入收費項目和確定收費標

準等方面先行試點。這意味著，老百姓

在“家門口”就可以體驗到更好的醫療

服務。

出境遊也會迎來政策利好。“隨著

出境遊資質的放寬，壹些國際知名旅行

社、線上旅遊巨頭將到自貿試驗區開展

業務，開拓河南市場，利用其網絡、客

源、管理、品牌、機制、規模等營銷優

勢，在加劇我省出境遊市場競爭的同

時，必然帶來服務的改善和價格的下

降，老百姓可以享受到更多高端定制化

的產品和服務。”河南中信國際旅行社

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兢說。

買國際大牌更便宜
自貿試驗區與我們的“衣食住行”

密切相關，可以說是壹個“提質”過

程。隨著進口貨物的成本降低、渠道增

多、產品質量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將

極大豐富。

在嚴格執行貨物進出口稅收和檢驗

檢疫監督管理政策的前提下，我省允許

在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內設立保稅展示交

易平臺。未來在自貿試驗區，通過該交

易平臺，以“前店後庫”模式，我們可

以用比國內商場更便宜的價格買到國際

大牌正品。

鄭州海關有關負責人解釋，這種

銷售模式的好處有兩個：第壹是海關

允許企業憑進境貨物的艙單信息，先

提貨進區，再報關，從而大大降低物

流成本；第二是賣出去才交稅，供貨

商不用事先墊付稅款，賣不完的貨還

可以全球調撥，減輕了資金壓力，並

最終向顧客讓利。

隨著中國（鄭州）跨境電子商務

綜合試驗區建設的推進，河南自貿試

驗區建設過程中大力發展跨境電商已

成為必然。根據《總體方案》，我省

將完善相應的海關監管、檢驗檢疫、

退稅、物流等支撐系統，支持企業建

設出口商品“海外倉”和海外運營中

心；同時推動轉口貿易發展，依托國

際空港、陸港和各類口岸，完善國際

中轉集拼和國際轉口貿易樞紐功能。

這意味著，消費者可以直接“海淘”，

網上下單，海外商品通過物流直接送

到客戶手裏，且選擇更多樣、價格更

便宜。

綜合報導 中國首個商品期權品種豆粕期權在

遼寧大連商品交易所上線交易，標誌著中國金融衍

生品市場進入商品期權時代。

期權亦稱選擇權，是指買方有權在約定期限

內，按照事先確定的價格，買入或賣出壹定數量某

種特定商品或金融工具的權利。期權是國際衍生品

市場成熟的基礎性風險管理工具，與期貨、遠期、

互換等共同構成大宗商品市場完整的風險管理工具

體系。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在致辭中表示，作為

中國首個商品期貨期權產品，豆粕期權的上市使中

國場內商品衍生品工具，由單純的期貨拓展至期貨

和期權並進，標誌著中國商品衍生品市場體系建設

邁出了歷史性壹步。

方星海表示，期權作為期貨的補充和延伸，目

前在歐美衍生品市場已占據半壁江山，未來將成為

中國衍生品市場的壹支重要力量，為服務實體經濟

發展發揮積極的作用。中國證監會將根據實體經濟

需要，支持和鼓勵更多的期權產品上市。同時，投

資者要正確認識豆粕期權的風險特征，交易所、期

貨市場監控中心和期貨業協會要承擔起市場監測監

控和自律監管職責。

大連市市長肖盛峰表示，大商所作為中國

東北地區唯壹壹家商品交易所，是全球最大的

農產品、油脂、塑料、煤炭、鐵礦石期貨市場，

日均市場資金達 1200 億元人民幣，本次豆粕期

權的上市對促進大連區域性金融中心建設具有

重要意義。

據大連商品交易所理事長李正強介紹，從2002

年開始，大商所即啟動期權上市研究，最終選擇市

場運行良好、功能發揮較好的豆粕期貨作為首個期

權標的，結束了中國商品衍生品市場只有單壹期貨

工具的歷史，進入了期貨、期權多元衍生工具的時

代。

李正強指出，雖然期權在國際市場已得到

廣泛運用，但在中國商品衍生品市場還是壹個

全新的工具，因此豆粕期權的合約規則、技術

系統、風控安排等還需要接受檢驗，在知識普

及、市場運營和功能發揮等方面需要各方共同

努力。

中國首個商品期權品種在遼寧大連上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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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首都華盛頓DC是一個國際化都市，
全世界的各色人種都有，異族通婚的家庭比比
皆是，我家也不例外，是一個跨種族跨國際的
英漢雙語之家。我們女兒來美留學畢業後，順
利地在大DC地區找到了滿意的工作，工作幾
年後與一個DC出生長大的土著白人相戀結婚
，今年元旦，女兒生下了一個健康帥氣的混血
男孩。

我家外孫出生不到半個月，就會發出“ai
”的聲音，有吃喝撒拉需求時會說“ai”，想
人抱時也說“ai”,連續聽到小寶貝這樣叫了幾
次後，我一下子似乎頓悟了：小寶會說話了，
他說“愛”了！我把自己的看法告訴老伴鶴和
女兒潔，立即就得到她們的認同，我們幾人頃
刻就非常激動——“寶寶會說話了，太神奇了
！誰說孩子一歲才會說話？我們家小寶生來就
會說話！哪怕只會說一個單詞！說一個單詞也
是在說話呀！”

“‘愛’可不是一個普通的單詞，它包含
的意義重大無比！寶寶初來人世間，最最需要
的就是父母和親人的愛！”我首先發表自己的
看法。

“是的，寶寶要吃奶了，叫一聲愛，大人
就會給他吃奶，吃飽了過十來分鐘叫一聲愛，
那就是要拉尿了，睡覺醒了叫一聲愛，是叫人
抱，如果抱住還要叫‘ai’,那就是要拉屎尿了
。”老伴把寶寶的“ai”解釋的更具體。

女兒對我們的說法也認可：“你們的說法
都很正確！寶寶這麼早就會說話，可能不是只
有我家寶寶才這麼早慧，別人家的寶寶肯定也
早早就會說‘ai’,但最關鍵不是寶寶說什麼，
而是大人怎麼理解寶寶的話。你們能夠聽懂寶
寶的話，是你們善解人意，能夠充分理解寶寶
的各種需要，才讓寶寶最簡單的一個‘ai’就
讓你們這麼興奮，這是語言交際得到了最佳的
效果，既是寶寶語言的成功，更是你們愛心的

成功！所以，寶寶說的‘ai’就是愛！”
我們正為寶寶的一聲“ai”做各自的解釋

時，女婿K下班回家了。K說英語，我老伴退
休前是大學英語教師，與他用英語交流不成問
題，而我則聽不懂英語，他與我之間的對話就
需要翻譯。

“我親愛的家人，你們好！看見你們這麼
高興，能告訴我發生了什麼喜事嗎？”K想分
享我們的快樂！

“有喜事，而且是大喜事！我們的孫子寶
寶會說話了！”鶴激動地說。

“暈！嚇死我了！才十多天的孩子怎麼會
說話？是你們想孩子說話想瘋了吧？”K根本
就不相信寶寶會說話。

“ai,ai,ai——”。似乎是為了證明自己會
說話，寶寶這時很湊趣地自言自語地說了幾聲
“ai”。寶寶的話音未停，鶴立馬衝過去把寶
寶抱起來。“你看，寶寶不就是說話了嗎？他
要我們愛他，就是要我們抱他，如果不抱，很
快他就會哭的。”

“哦，寶寶真是能夠說話了！不過，他說
的可不是‘Love’（愛）,是‘I’,就是我的意
思。他在向世界宣布‘我，我，我’ ，告訴
這個世界我來了！”K對寶寶的“ai”做出了
美國式的解答。

“大家說的都有道理！寶寶本想說很多話
，但這麼小，他的發音器官還沒有發育成熟，
說‘ai’就是最簡單最重要的詞彙，按照中國
人的語言來理解當然是‘愛’，按照英語來理
解是‘I’,也可以理解為他想說‘I love you’
，但這個句子對於寶寶來說太發雜，只能發這
個句子的第一個音。”潔想安撫雙方的心理，
對鶴與 K 的說法用 “I love you”這個英語句
式來做解釋，希望雙方都能夠接受。

“我不贊成潔的說法！”K第一個反對：
“他在說‘我、我、我’，就是要提醒你們要

尊重他，尊重他的人權，關注他，他在這個世
界很重要！”

“K的說法很錯誤！一個只知道自己很重
要的人，長大了就可能是自私自利主義者！小
寶的每一聲‘ai’，都是在呼喚父母和親人的
愛，一聽到他的呼喚，我內心就生出對他無限
的愛！所以，我們中國人年老退休後很願意和
孫子孫女在一起，是因為彼此有愛！而你們西
方人，個人主義當頭，只知道自己，新生兒的
‘ai,ai,ai’，在你們的語言中就是‘我，我，
我’，你們心裡總是只想到自己，自己的利益
高於一切！如果我把‘ai,ai,ai’理解成寶寶是
在說‘我，我，我’，這就很難激發起我對他
的愛心。難怪你們西方白人不願意照看孫子孫
女！自私自利的人，哪裡會對其他人有發自內
心的愛？個人主義走向極端了，還有什麼家庭
親情可言？”鶴連珠炮般地說出自己的看法。

K非常驚奇地看著鶴，他難以接受鶴對他
們白人文化的批判，但又一時找不到反擊的理
論，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心中有一種無名怒
火卻又無法發泄。

看到場面變得有點緊張，我卻因為聽不懂
他們的英語唇槍舌戰，一時不知所措。潔給我
翻譯後，我也贊成鶴的說法，但看到K的表情
，知道不能“火上澆油”，只能盡快“滅火”
。

“這麼小的孩子哪裡知道什麼中國的集體
主義和美國的個人主義？他無意識地發出一點
聲音就被你們這些大人借題發揮！你們這些爭
論毫無意義！對於寶寶來說，我們最重要的是
讓他健康成長，至於‘ai’是什麼意思，正確
答案只有等他長大後來告訴你們。”潔把我的
意思翻譯給K聽。

“老爸說的比較客觀，我相信寶寶長大後
會贊成我的說法！”K終於覺得有台階可下了
。

“我也同意老爺子的說法，小寶長大後答
案自然就見分曉！”鶴對自己的說法確信不疑
。

我卻對她們母女倆說：小寶在這種雙語家
庭中長大，他要是先學會說英語，‘ai’自然
就是‘I’的發音，要是先學會漢語，那就
‘愛’的表示了。

“他先學會說英語？根本就不可能！他每
天大部分時間都處在漢語環境中，首先學會的
肯定是漢語。”

看來，集體主義早已成為東方人的文化基
因，儒家學說的仁義禮智信，實際上就是強調
如何處理好人際關系，而且把“仁”放在首位
，把人與人之間的“仁愛”看作是最重要的，
中國人就是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成長的，我們
對家人的愛不在口頭上，不會像西方人那樣每
天對家人說“我愛你”，但我們對親人的愛是
無微不至的，是用實際行動來表達深切的愛意
；而西方人雖然把“I love you”隨時掛在口上
，可以讓人聽得耳朵起繭疤，但父子倆進餐館
消費還得要“AA”制，美國人與中國人的許
多文化差異都被美名其曰“個人主義”，而初
期接觸這些“個人主義”的人和事時，中國人
很容易認為他們就是“自私自利”。

家庭的小爭論暫告一個段落，恢復了平靜
，我繼續為全家人做晚餐，她們母女倆給寶寶
洗澡，K有點閑得無聊就去上網，這個場景讓
我想起中國前段時間流行的順口溜： 媽媽生
，姥姥養，爸爸下班就上網，爺爺奶奶來欣賞
！

寶寶出生前幾天，他的爺爺奶奶從幾百公
裡外驅車來到馬裡蘭，熱切期待他們的第一個
孫子順利出生，在產科醫院看到孫子後，次日
就走了，他們什麼時候會來“欣賞”這個可愛
的小孫子呢？

“ai”是“愛”，還是“I”？——雙語家庭記事(1) 作者作者：：李詩信李詩信

再補充說明理財的重要性
是 一 定 要 有 一 個 理 財 計 劃
（financial planning)。 首 先 自
己下定決心認真地去理財。不
是隨便說說而是，要認真的去
執行。此計劃要有具體的*目
標*、可以*衡量*的、可以隨

時查看得到
的、資料要
有*相關性*
和*時間性*
。具體的目
標指短期、

中期，和遠期。短期可能是三
個月到半年。中期一年到三年
左右。遠期十年以上。例如短
期每個月硬性規定自己存五百
元。目標是半年後可以有三千
元存款，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
事情。中期則是存夠錢去購買

第一棟房子或投資用。遠期是
留一部分作為退休後的生活費
、醫療保險等等。衡量是可以
去比較比較每個月的財務狀況
去決定那些該花，那些可以省
。相關性指你的財務資料是否
跟其他的財務資料有?連或衝
突。例如這筆XX帳跟那一筆
YY 帳有什麼關係。是否銀行
多收（charge） 一次或其他原
因。養成對帳、核對的好習?
。記得每天還要記帳，否則前
功盡棄。

在做理財計劃時一定要懂
預算(budgeting)。可以到圖書
館借一些書來參考或去社區大
學上一兩堂課。你也可以上網
去參考那些理財訊息。不用花
大錢學省錢。又其 YouTube
有很多不錯的免費理財頻道。
就像上次提到台灣高雄大媽怎
麼簡單分配他們家每個月的開
銷。那也算是一種基本的預算
吧！談到理財，投資也是理財
的一部分。那就下期談投資。

「與你分享11」
文文//鄧鴻章鄧鴻章

【華府新聞日報訊】訂定於2017年3月18
曰晚假座馬州新財神酒家舉行新春慶祝聯歡。

時間：2017午3月18曰晚 (星期六 )
地點：新財神 16515 S Frederick Ave, Gai-

ters burg, MD Tel;301-926-8828

美京安良工商會
春節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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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有些朝代是
可以合法地買官鬻爵
的。有時候也可以削
減官職來解救一個人
的生命，當然這個人
無論是親人或是朋友
，一定是一位值得犧
牲的人。唐代 「安史
之亂」時，詩人王維
的弟弟王縉，就是削
減自己的職位， 來救
自己親哥哥王維免於
災禍。

望族聯姻，少有
詩名

王 維 （701-761
）太原祁縣人，字摩
詰，其名與字出自
《維摩詰經》。父親
王處廉官至汾州司馬
，祖父王胄任協律郎
。父親任汾州司馬時
把家遷至蒲州（今山
西永濟），母親崔氏
真誠學佛，粗衣疏食

，對王維思想影響甚大。王維和李白同
年出生的詩人，是當時 「天下五大望族
（清河或博陵崔氏、範陽盧氏、趙郡或
隴西李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之
一的太原王氏；母親則出身博陵崔氏。
王維九歲喪父，母親帶著五子一女回到

娘家蒲州。王維是六個孩子中的長子，
下有四個弟弟：縉（字夏卿，相代宗）
、繟（江陵少尹）、紘、紞（少年少卿
）和一個妹妹嫁汝州司馬蕭安親，生河
南府洛陽縣丞蕭征（ 《新唐書.宰相世系
表》）。王維自幼聰穎，父親教授詩文
，母親傳授書畫和佛經，祖父王胄教授
樂理。王維，9歲知屬辭，工草隸，閑
音律，集詩歌、繪畫、書法、音樂於一
身。15 歲作詩《少年行四首》：新豐美
酒鬥十千，鹹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
為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漢家君臣歡
宴終，高議雲台論戰功。天子臨軒賜侯
印，將軍佩出明光宮。出身仕漢羽林郎
，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庭苦，
縱死猶聞俠骨香。一身能擘兩雕弧，虜
騎千群只似無。偏坐金鞍調白羽，紛紛
射殺五單於；17 歲作《九月九日憶山東
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
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
人。兩首詩立即成為膾炙人口的名作，
廣泛為人們傳誦。

中狀元官太樂丞
開元八年（720）王維首次應試落第

。為求功名，王維拜謁名人權貴寧王李
憲（679-742）和岐王李隆範（686-726
）。20歲的王維，不僅才華出眾，更富
正義感，青年時，已名動京師，得到皇
族諸王的敬重，寧王、薛王待他如師友
般，時常出入寧王府第。寧王府中有數
十名寵妓，皆姿容美麗，技藝出眾。王
府旁有個賣燒餅的，他的妻子，長得纖
細潔白，明麗動人。寧王一見， 愛不能
捨，於是贈送大批財物給她丈夫，將她
強娶來；雖然對她特別寵愛， 但女子終
日悶悶不樂。次年，在一次宴會中問她
： 「還想念那個賣燒餅的嗎？」女子不
答；寧王派人召來賣燒餅的。當賣燒餅
的丈夫見到女子，夫妻相對無言，她淚
流滿面。在座賓客， 對此無不淒然。此
時王維賦成一詩，題名 《息夫人》：
「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

淚，不共楚王言。」表現對賣燒餅妻不
幸遭遇的同情；宴席上所有賓客都知道
王維所指的 「息夫人」，是春秋時代息
國君主夫人，楚王滅息國後，將她據為
己有，但她始終不曾與楚王說一句話。
王維藉此歷史故事以警惕、批評寧王。
寧王無奈，只好將女子歸還給她的丈夫
。（唐孟棨《本事詩》）值得一提的是
，孟棨編著的《本事詩》，記錄許多唐
朝詩人的逸事，並收錄了相關的一些詩
歌。因為這本書，很多優美的詩篇、故

事和唐人佚詩才得以流傳，因此彌足珍
貴。崔護（772-846）膾炙人口的《題
都城南莊》一詩即來自此書：去年今日
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
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而詩中 「人面
桃花」的句子，到現在，依然是形容
「景色依舊，人事全非」的經典名句。

第二年將應舉時，岐王就勸他去 「九公
主」玉真公主（690-762）的府上去。
「妙年潔白，風姿郁美」的王維懷抱琵

琶，在酒宴間為玉真公主獻藝。玉真公
主聽了王維演奏的《郁輪袍》後，又看
過王維的詩文，並對王維的才氣大大地
誇獎了一番。唐玄宗開元 9 年（721）
21 歲的王維，辛酉科狀元及第，官任太
樂署的太樂丞。但他命運多舛，隨即因
為署中伶人 「舞黃獅子」犯禁，受了牽
連而謫為濟州司法參軍，他在悲憤中寫
了〈被出濟州〉：微官易得罪，謫去濟
川陰。執政方持法，明君照此心。閭閻
河潤上，井邑海雲深。縱有歸來日，各
愁年鬢侵。當年秋天便離開京城，赴濟
州任。王維在濟州度過了 4 年多的光陰
。其中開元 13 年（725），詩人裴耀卿
（681-743）任濟州刺史，裴為河東人
，與王維是同鄉，待王維不錯，但裴很
快又赴宣州任職，使王維甚感惋惜。在
裴耀卿離開濟州不久，王維也於開元
14 年（726）春天辭去司法參軍之職，
離開濟州。王維離開濟州後，在淇上住
了 2 年，開元 17 年（729）赴長安，在
長安又閒居了幾年。初到長安，他即開
始從大薦福寺道光禪師學習頓教，結識
了田園詩人孟浩然（689-740）。王維
與孟浩然齊名，史有 「王孟」之稱。開
元 16年（728）孟浩然赴長安應試，落
第後滯留長安，第二年冬返回襄陽，王
維作《送孟六歸襄陽》詩送別： 「杜門
不欲出，久與世情疏。以此為長策，勸
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
好是一生事， 無勞獻子虛。」 勸孟浩然
回鄉隱居，不必辛苦地來長安舉試求官
。這是因自己中狀元後仍不得意，所以
有這樣的話。開元 19 年（731），王維
又逢 「人生四悲」的喪妻，當時他才
31 歲。妻子去世後，王維不再續娶，幾
十年一直獨身。開元22年（734），聽
說張九齡（678-740）出任宰相主理朝
政，王維趕緊獻詩求職。張九齡是著名
賢相，素來愛惜人才，便提攜王維一把
，當了右拾遺。不過，重新出仕後的王
維從詩人宋之問手裡買下了一座別墅，
過起了 「半官半隱」的生活。他給別墅

取名 「輞川莊」，曾經寫了與裴迪唱酬
的作品輯為《輞川集》。 「輞川莊」和
「終南別業」是王維在陝西藍田縣輞川

的兩所莊園。 「終南別業」位於輞水切
割終南山而出的谷口，是天寶初年，王
維為母親購置的，母親過世後改為寺。
「輞川莊」位於輞水注入灞河的輞口，

王維購於天寶11年（752）至13年（754
）間。

六首田園詩
政治上受挫和喪妻之痛的王維，開

始隱居山林，吟寫山水田園詩，如《輞
川集》20首等， 描寫悠閑的生活，選擇
六首詩作為王維山水田園詩之代表。其
一、《終南別業》：中歲頗好道，晚家
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
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
談笑無還期。這首詩是王維於開元十年
（722）時所作的。【語譯】中年以後，
我頗喜愛佛理，晚年便隱居在終南山的
邊上。興致來的時候，就獨來獨往，箇
中的快意，只有自己才能知曉。我走到
水源的盡頭，坐下來，看雲霧升起。偶
爾也會碰到住在山林中的老頭兒，談得
開心起來，便忘了回家。其二、《秋夜
獨坐》：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
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 白髮終難變，
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
。【語譯】獨自坐著悲傷雙鬢已白，在
秋夜空堂上將近二更。山間野果在秋雨
中落下，草中蟲子到燈下來低鳴。頭上
白髮始終難以變黑，煉丹中仙藥也至今
未成。要知怎樣消除衰老疾病，唯有學
佛修成不滅不生。其三、《鹿柴》：空
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
復照青苔上。這是《輞川集》20首中的
第5首。【語譯】山中空空蕩蕩不見人
影， 只聽得喧嘩的人語聲響。夕陽的金
光射入深林中， 青苔上映著昏黃的微光
。其四、《竹裡館》：獨坐幽篁裏，彈
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這是《輞川集》20首中的第17首。竹裡
館，輞川別墅的勝景之一，房屋周圍有
竹林，故名。【語譯】因為林子深，所
以沒有人知道我在什麼地方，只有天上
的明月知道我在這裡，把月光照在了我
的身上。其五、《山居秋暝》：空山新
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
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
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語譯】一場
新雨過後，青山特別清朗，秋天的傍晚
，天氣格外的涼爽。明月透過松林撒落
斑駁的靜影，清泉輕輕地在大石上叮咚

流 淌 。 竹
林 傳 出 歸
家 洗 衣 女
的 談 笑 聲
， 蓮 蓬 移
動 了 ， 漁
舟 正 下 水
撒 網 。 任
憑 春 天 的
芳 菲 隨 時
令 消 逝 吧
，遊子在秋色中，自可留連徜徉。其六
、《渭川田家》：斜陽照墟落，窮巷牛
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雉鴝
麥苗秀，蠶眠桑葉稀。 田夫荷鋤至，相
見語依依。 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
【語譯】斜陽照在村墟籬落，放牧的牛
羊回到了深深的小巷。村中一位老叟，
拄著拐杖倚靠在柴門前。等候放牧晚歸
的牧童。吐穗華發的麥地裡，傳來野雞
的陣陣嗚叫聲。桑樹上桑葉稀疏，蠶兒
就要吐絲。從田裡歸來的農夫扛著鋤頭
，相見時打著招呼絮語依依。此情此景
。怎能不羨慕隱居的安詳，吟詠著《式
微》的詩章，意欲歸隱又不能如願，心
緒不免紊亂惆悵。

王縉削官贖罪救哥哥
安史之亂（755-763）初期，安祿

山陷長安，王維被俘，押解洛陽，強委
官職，曾以詩明志。亂平，因先前叛軍
於洛陽凝碧池設宴時，宮廷樂師雷海青
（716-755）以死殉國感動王維，而作
懷念唐室的 《凝碧池》詩，詩曰： 「萬
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
花落空宮裡，凝碧池頭奏管弦。」為肅
宗嘉許，並且因時任太原少尹的弟弟王
縉（701-781），願削官（刑部侍郎）
贖罪迎救，獲得唐肅宗的赦免，僅受降
級處分，授太子中允。 王縉削官贖罪迎
救哥哥王維，曾為當時一段佳話。王維
一生不娶，30 年獨居一室，謝絕一切世
間煩惱事。上元 2 年 7 月王維病逝，臨
終前因弟王縉在鳳翔，王維急忙找筆寫
告別信， 足見兄弟情深；他又給平生好
友寫了好幾封信，信中敦促、勉勵朋友
信奉佛法、修養身心，寫完便棄筆而終
。王縉《別輞川別業》：山月曉仍在，
林風涼不絕。慇勤如有情，惆悵令人別
。【語譯】我依依不捨地驅動了馬車，
帶著滿懷愁緒離開這長滿松蘿的地方，
就算忍心離別青山，對於這澄碧的流水
我又怎能不戀念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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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王維《《竹裡館竹裡館》：》：獨坐幽篁獨坐幽篁
裏裏，，彈琴復長嘯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深林人不
知知，，明月來相照明月來相照。【。【語譯語譯
】】::坐於竹林叢深處坐於竹林叢深處，，彈琴彈琴
長嘯應和長嘯應和。。而這事誰都不知而這事誰都不知
，，只有明月陪伴著他只有明月陪伴著他，，自然自然
呈現出林中彈琴的幽靜和樂呈現出林中彈琴的幽靜和樂
趣趣。。

王右丞王維畫像王右丞王維畫像

豐子愷豐子愷((18981898--19751975))畫中詩畫中詩::【【唐代唐代】】
王維王維《《少年行四首少年行四首••其一其一》》新豐美酒新豐美酒
鬥十千鬥十千，，鹹陽遊俠多少年鹹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相逢意氣
為君飲為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繫馬高樓垂柳邊。【。【語譯語譯】】
一鬥新豐美酒價值十千元一鬥新豐美酒價值十千元。。京都長安京都長安
有很多的遊俠少年有很多的遊俠少年。。今日與你相逢今日與你相逢，，
一見如故一見如故，，為你開懷暢飲真是痛快為你開懷暢飲真是痛快。。
我們的馬就繫在高樓下的垂柳邊我們的馬就繫在高樓下的垂柳邊。。

是 三 行是 三 行 （（19271927--20032003）） 作作
【【金文金文】】王維王維《《渭川田家渭川田家》》

香 江 楊 頌 雅香 江 楊 頌 雅
【【篆書篆書】】王維王維
五 言 絕 句 詩五 言 絕 句 詩
《《竹裡館竹裡館》：》：
獨坐幽篁裏獨坐幽篁裏，，
彈琴復長嘯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深林人不知，，
明月來相照明月來相照。。
王維在輞川的王維在輞川的
絕句多從客體絕句多從客體
著筆著筆，，描寫環描寫環
境的空幽境的空幽。。

《《全唐詩全唐詩》》卷一二八王維詩中有卷一二八王維詩中有〈〈輞川集並序輞川集並序〉〉雲雲：：余余
別業在輞川山谷別業在輞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其游止有孟城坳、、華子岡華子岡、、文杏館文杏館、、
斤竹嶺斤竹嶺、、鹿柴鹿柴、、木蘭柴木蘭柴、、茱萸沜茱萸沜、、宮槐陌宮槐陌、、臨湖亭臨湖亭、、南南
垞垞、、敧湖敧湖、、柳浪柳浪、、欒家瀨欒家瀨、、金屑泉金屑泉、、白石灘白石灘、、北垞北垞、、竹竹
裡館裡館、、辛夷塢辛夷塢、、漆園漆園、、椒園等椒園等。。與裴迪閒暇各賦絕句雲與裴迪閒暇各賦絕句雲
爾爾。《。《宣和畫譜宣和畫譜》》是北宋徽宗宣和是北宋徽宗宣和((11191119--11251125))年間官年間官
方主持編撰的宮廷藏畫著錄方主持編撰的宮廷藏畫著錄。。

王維王維《《送元二使安西送元二使安西》》詩意圖詩意圖《《送元二使安西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渭城朝
雨浥輕塵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西出陽關
無故人無故人。。此詩又名此詩又名《《渭城曲渭城曲》，》，是唐人送別詩中最具深情是唐人送別詩中最具深情
厚意的一首厚意的一首，，後來便成為朋友送別時所唱的歌後來便成為朋友送別時所唱的歌。【。【語譯語譯】】
綿綿細雨撩起人無限的哀愁綿綿細雨撩起人無限的哀愁，，更像離別朋友心中滴落的淚更像離別朋友心中滴落的淚
珠珠，，因雨因雨，，飛揚的塵土飛揚的塵土，，暫且停歇暫且停歇，，同樣的同樣的，，人也像塵土人也像塵土
一般一般，，此後風一吹此後風一吹，，將輕揚何處呢將輕揚何處呢？？柳和柳和 「「留留」」 聲音相近聲音相近
，，所以古人折柳送別所以古人折柳送別，，正是希望人能夠長留不走正是希望人能夠長留不走，，就算不就算不
能留住人能留住人，，也希望能留住心啊也希望能留住心啊！！青翠的柳色青翠的柳色，，正像送行人正像送行人
的心情的心情，，多麼強烈想挽留朋友啊多麼強烈想挽留朋友啊！！但迫於事實無奈但迫於事實無奈，，只好只好
用酒來表達祝福用酒來表達祝福，，因為離開陽關就是出了國外因為離開陽關就是出了國外，，再沒老朋再沒老朋
友一起飲酒歡聚了友一起飲酒歡聚了。。

王維王維《《渭川田家渭川田家》》詩意圖詩意圖《《渭川田家渭川田家》》描寫農村風景描寫農村風景
畫為出名畫為出名：： 「「斜陽照墟落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野老念牧童
，，倚杖候荊扉倚杖候荊扉。。雉鴝麥苗秀雉鴝麥苗秀，，蠶眠桑葉稀蠶眠桑葉稀。。 田夫荷鋤田夫荷鋤
至至，，相見語依依相見語依依。。 即此羨閑逸即此羨閑逸，，悵然吟悵然吟《《式微式微》。》。」」

王維輞川圖王維輞川圖((唐人摹本唐人摹本))
《《輞川圖輞川圖》》為王維晚年歸隱所繪為王維晚年歸隱所繪，，
當時他買下當時他買下 「「輞川別墅輞川別墅」」 ，，此地山此地山
繞水環繞水環，，竹密林茂竹密林茂，，他曾與好友裴他曾與好友裴

迪同舟共遊迪同舟共遊、、唱詩和賦唱詩和賦，，以輞川二十景為題以輞川二十景為題，，做成絕句二十首做成絕句二十首，，並匯集成並匯集成《《輞川集輞川集》。《》。《輞輞
川圖川圖》》即是描畫這二十景即是描畫這二十景，，只可惜原畫已亡佚只可惜原畫已亡佚，，現存的畫卷皆為後人臨摹現存的畫卷皆為後人臨摹，，如宋人臨摹輞川如宋人臨摹輞川
圖圖，，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另一唐代摹本另一唐代摹本，，則現藏於日本聖福寺則現藏於日本聖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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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as a nonmarket economy will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the US Commerce Department said in 

a statement.
During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Trump said that 
China was not a market economy and vowed to impose 
45 percent tariffs on goods imported from China.
Beijing has said that WTO member nations were 
required to start treating it as a market economy 
in December 2016, on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its 
membership in the Geneva-based organization that 
oversees global trade.
As a condition of joining the WTO, China agreed in 
2001 that WTO member nations could treat it as a 
non-market economy, which was written into a clause 
of its WTO membership agreement which expired 
on December, 2016. The clause stipulated that WTO 
member nations had the advantage of using a third 

5,000 interns in China in the past few years, and is also 
dedicated to support software researchers striving to 
succeed on this path, Gates said.
The biggest advantage of Microsoft Research is that it 
allows researchers here to discover the areas that they 
themselves are most interested in, according to Gates, 
because only in this way can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be made in the end. (Courtesy http://sino-us.com/) 

the Global Health Drug Discovery Institute (GHDDI) 
in Beijing, in an effort to develop new life-saving 
medicines.

The foundation has also developed partnership with the 
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FDA) to bring 
in more experts so that more of China’s health products 
can be made accessible to the entire world including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ccording to Gates.

As China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decade, there are 
great opportunities in four areas including health, 
agriculture, energy and technology where China’s 
young generation could use their education and 
pass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China and 
the world, Microsoft founder Bill Gates said on Friday 
in Beijing.
“This is a pretty incredible time to be a young person 
in China. Your generation’s entrance into the work 
force will coincide with your country’s rise as a center 
of global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Gates said during 
a speech at the elite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leaders in the 
field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o spend $360 billion in this field by 2020, according to 
Gates, which would bring great opportunities to both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meantime, the challenge for China is to find out 
the right mix of technologies and manag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new large transmission grid, all of which will be 
needed to manage the very complex way to meet the 
growing energy needs, he said.
One element of the system will b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nuclear technology, which could be drastically safer 
and substantially cheaper, and solve a lot of challenges 
with today’s technology. And the Terra Power founded 
by Gates is working with China National Nuclear 
Corporation and other Chinese companies to make this 
a reality, he said.
Meanwhile, China’s young peopl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 sector, 
according to Gates.
The country’s outstanding scientists and huge ability in 
developing and inventing medicine and vaccines have 
encouraged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o partner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Founded in 2000,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s focus in China has been on the most 
persistent health challenges including reducing 
tuberculosis and tobacco-related diseases, preventing 
HIV transmission and improving the treatment and 
care of AIDs patients.
In addition, Gates said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is also working with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Africa.
Another area which China could promote world 
development is agriculture,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driving China’s recent 
“green revolution” is the country’s commitment to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nd outstanding experts like 
Yuan Longping who invented the hybrid rice which 
has largely improved the productivity of rice in China.
Beyond that, Gates also encouraged Chinese students 
to make more efforts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He 
said he was impressed by China’s young computer 
scientists and researchers since he was still working 
for Microsoft years ago, which encouraged him to 
establish the Microsoft Research Lab Asia about two 
decades ago, which is Microsoft’s largest research 
institution outside America and now has more than 
200 research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over 300 
visiting scholars and internships.
The Microsoft Research Lab Asia has recruited over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April 4, 2017  |  John T. Robbins,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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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l Gates Identifies Areas Of Opportunities
For Young Chinese During Speech In Beijing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hinese counterpart 
Xi Jinping. (Photo/EPA)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L)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hake hands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as both sides prepare for a 
summit meeting in Florida in the first week of April. 
(Photo/Kyodo)

Former US Treasury Secretary Jack Lew

Bill Gates speaks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Beijing on 
March 24, 2017. (Photo/China Daily)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Global Health Drug 
Discovery Institute (GHDDI). Co-initiated by Beijing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Global 
Health Drug Discovery Institute (GHDDI) held its 
inauguration ceremony on March 24, 2017. [Photo 
by Chen Jiannan/Qianlong] 

Bill Gates, co-chair of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delivers an address at Global Health 
Drug Discovery Institute (GHDDI) Inauguration 
Ceremony. Co-initiated by Beijing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Global Health Drug Discovery 
Institute (GHDDI) held its inauguration ceremony on 
March 24, 2017. [Photo by Chen Jiannan/Qianlong] 

Bill Gate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next 
generation of nuclear technology in China.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The spokesperson declined to confirm reports from 
CNBC and the Palm Beach Post that Xi would stay at 
Eau Palm Beach Resort and Spa during his stay.
The White House has not formally announced Xi’s 
visit, but a senior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said on 
Tuesday that the two leaders would meet in the first 
full week in April.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had planned to skip a meeting of Nato foreign ministers 
scheduled for April 5 and 6 to attend the summit.
Xi’s trip to Florida may follow a visit to Finland. The 
Finnish president’s office said on Wednesday night that 
Xi and his wife, Peng Liyuan, would make a state visit 
to the country on April 5. Xi will meet his counterpart 
Sauli Niinisto and Prime Minister Juha Sipila in 
¬Helsinki to discuss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matters.
Observers of the planned Xi-Trump summit said the 
fact that the governments involved had kept quiet 
about the much anticipated meeting was a departure 
from diplomatic norms.
It was a sign that Beijing and Washington were 
negotiating the final details until just days ahead of the 
summit, they said. (Courtesy www.scmp.com/news/
china/policies-politics) 

country's prices to gauge whether China was dumping 
its goods in their markets.
On Wednesday, former US Treasury Secretary Jack 
Lew said in a public speech that China did not gain 
trade advantage through interventions of the yuan's 
exchange rate.
According to the US Treasury's regulations, three 
criteria are required before the US could label a country 
currency manipulator: A significant bilateral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S larger than $20 billion; a material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larger than 3 percen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nd persistent interventions 
to keep its currency weak.
Lew said that China only met the first criterion.
In the US Treasury's most recent review in October 
last year, China met only one of the three criteria, 
which is a goods trade surplus of $347 billion in 2016, 
according to the US Census Bureau.
On April 15, the US Treasury will assess the exchange 
rate policies of its main trade partners to decide 
whether they gained unfair trade advantage by keeping 
their currencies weak.
Previously, President Trump declared China the "grand 
champions" of currency manipulation. (Courtesy 
http://sino-us.com/) 
Related
Trump Summit Will Be Only US Stop For Xi, 

Says Secret Service Source
US Media Reports Add That Chinese 

President Will Not Stay At Mar-a-Lago Estate 
In Palm Beach.

President Xi Jinping will limit his US visit next 
month to Palm Beach, Florida, and local US media 
are reporting that he won’t stay at Mar-a-Lago,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exclusive Palm Beach 
residence.
A US Secret Service spokesperson, who asked not 
to be identified, confirmed that Xi and his delegation 
would be in Palm Beach on April 6 and 7 for meetings 
with Trump, and that the ¬Chinese president had no 
other US stops planne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ill meet with his US 
counterpart Donald Trump at Mar-a-lago, Florida, 
the US, from April 6 to 7,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d on Thursday.
It will be the first summit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and 
President Xi will be the second head of state hosted by 
President Trump at Mar-a-lago after he assumed office 
in January.
The presidential meeting comes as the two countries 
remain divided on key economic and trade issues such 
as the recognition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status 
and the Chinese yuan's exchange rate.
Citing official documents on the website of the US 
Commerce Departmen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d on Wednesday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preparing a review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statu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The US may impose high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if the review, which will be announced as early as 
this week, defines China as a non-market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
"China and others need to realize that the games are 
over -- continuing their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Key Differences Still Remain As Xi Prepares To Meet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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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休產假要休產假，，還想帶薪還想帶薪？！？！看看美國的看看美國的
媽媽們的命運如何媽媽們的命運如何

[來源:觀察者網]
在本文陳述之前，讓我們一改常規

先來做個測驗題吧：
請猜猜以下哪些國家沒有法定的帶薪產假？
選項包括：1.Mongolia（蒙古國）,2. Chad（乍得，非
洲小國）, 3.Mali（馬裡，西非小國）, 4.Cuba（古巴）
， 5.United States（美 國），6.China（中 國），7.
France (法國），8. Germany (德國）
答案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
美國
選對了嗎？

美國竟然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沒有法定帶薪
產假的高收入水平國家！

是的，就像下面這位媽媽一樣，每年有無數
美國母親被迫離開還未滿月的嬰兒
回到辦公室難以置信吧？！
本以為越是富裕的國家應該福利越好才是！
關於美國帶薪產假的現狀，有9件事你需要瞭解
：
一、美國各州自定規則：
長久以來，雖然美國一直強調家庭，但在確保工
薪家庭的福利方面，卻一直落後其他發達國家，
甚至遭到人權組織批評。
以上是BBC帶薪產假調查，被標紅的國家屈指
可數世界上，其他發達國家已經遠遠走在美國前
面：加拿大35周，德國44周，挪威70周，甚至連

沙特阿拉伯都有10周帶薪產假。
美國聯邦法律並未對帶薪休假作出規定，而

目前只有加利福尼亞州、新澤西州、羅德島州提
供類似帶薪休假，不過加州和新澤西只放6周假
，羅德島只放4周。當地時間3月31日，美國紐約
州也通過了法案，准許家中有新生兒或者有病患
需照顧的職工享受至多12周的帶薪休假，職工
涵蓋男女、包括全職兼職。
二、產假如同虛設

各位雇主只用按各州立法及勞動合同照章
辦事。除了像矽谷那些“財大氣粗”的公司能為員
工提供非常慷慨的帶薪假期，全美範圍內，只有
12%的職工享有帶薪休 假，而且分佈不均。收入
最低的 25%的勞動力中，只有 5%的人享有帶薪
休假，而收入最高的 10%中，有 22%的人可以享
受帶薪休假。

於是很多媽媽不得不帶著孩子工作：
OH, REALLY?!辛苦一天回到家感到和BABY相
處的時間實在太少了！

然而，如果一個女性在產後太快回到工作崗
位，對她自身及寶寶的健康也會有所傷害。她會
沒有太多的時間跟寶寶在一起，加重她的產後抑
鬱情況，對她的餵奶也會帶來很多不方便，寶寶
吃不好奶會對日後身體發育造成很大不良影響。
三、更多女性為此放棄工作機會

根據研究顯示，很多女性因為拿不到帶薪產

假，他們中的很多人會就此辭掉工作，
從而失去一部分家庭收入。根據 2014
年紐約時代週刊對部分 25 歲到 54 歲
的不工作者的採訪，61%的女性表示她
們放棄的工作的原因主要出於家庭責
任。
四、家庭醫療和休假法案（FMLA）並沒
有幫助到很多人

事實上，家庭醫療和休假法案只照
顧了59%的美國員工。因為這個法案例
出的12周無薪保職產假只針對每年為
50人及以上的中大型公司工作1250小
時的女性。而大約五分之二的女性都
不符合這個條件。

而且根據勞工部的數據，很多人即
便符合條件，也不願意休這樣的產假。
五、現有的產假政策也加劇了貧富差
距因為產假只是部分私有公司作為員
工福利提供的，與政府無關，所以很多
低收入者就直接被排除在外了。這就
讓照顧小孩，陪伴他們成長成為了一
件奢侈的事。即便是家庭醫療和休假
法案提供的無薪產假，也有40%的人無
法享用。
六、產假政策需要包含更多情況

目前已有78個國家提供帶薪產假
的政策，但即便如此，很多國家政策的
受眾者卻不包含領養父母。同時，彭博
商業週刊發現，對部分男性也提供產
假可以大大增加年輕女性的受雇率。

在加州，就有26%的男性休產假。
七、良好的帶薪產假政策可以給家庭和公司帶來
諸多好處：

首先，帶薪休假有利公司商業環境。根據
2011年加州中心經濟政策研究報告顯示，在加州
實行帶薪產假後，有91%的商業人士都表示這對
盈利有積極的作用。經濟學家們發現，當公司提
供帶薪產假後，員工會選擇休假，而不是直接辭
掉工作，這對公司的整個商業環境是有利的。
媽媽們安心度過帶薪產假，將大大有利於嬰兒的
早期培育和身心健康，並讓女性有時間為產後重
新上崗做好準備。
八、美國科技巨頭們都有很好的產假政策

自從2007年，谷歌公司將帶薪產假從12周
延長到了18周，新手媽媽們辭工的情況減少了
一半。谷歌表示，他們現在同樣也提供12周的陪
產假給爸爸們。

一些別的報告顯示，很多其他的科技公司也
提供帶薪產假。比如臉書（Facebook)，它提供給每
個爸爸媽媽相同的假期，並給予 4000 美金的紅
利給孩子。
九、很多公司正在慢慢努力的將產假政策越調越
好

在關於帶薪休假政策不停的爭論中，很多公
司都開始調整自己的政策，力圖達到一個平衡。
通信大亨Vodafone公司在今年3月宣佈，它遍佈

全世界的30個子公司都提供16周的帶薪產假。
而且，女性在產假後的6個月中，每週只用工作
30個小時，就可以拿到全職工資。

雖然現在還有很多公司沒有帶薪產假的政
策，但國家正在向著對的方向一步步努力。希望
不久的將來，美國每個城市都將帶薪休假寫進法
律裡。

2015 年 Working Mom 雜誌評選出了前 100
名對職場媽媽待遇最好的公司。走進美國編輯為
您列出排名的前10家公司以供參考：
Abbott
Deloitte
Ernst & Young LLP
General Mills
IBM
KPMG
McKinsey
PwC
WellStar Health System
Zoetis

最後，讓我們看一看中國的產假政策吧，應
該還蠻令中國媽媽們欣慰吧：
中國呢？根據我國《女職工勞動保護條例》規定，
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產假，不得在女職工懷孕
期、產期、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資。而隨著新計生
法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多省產假也發生了新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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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中：千萬別做這6個小動作！

（來源:搜狐教育）
美國大學面試是美國本科申請的

一個重要階段，在準備美國大學面試
前我們要瞭解一些在面試中萬萬不可
以做的動作，這些不起眼的小動作，有

可能會毀了我們的美
國本科留學面試，下
面為大家詳細介紹一
下，供大家參考。

準備美國本科留
學的同學，在為美國
本科申請面試時，可
以參考下面的美國大
學面試萬萬不可做的
六個動作。

1、切忌誇張的
肢體動作

美國大學面試時
適當的手勢能幫助你
更好地闡釋自己的觀
點，不過動作太過活
潑、誇張則會給人留
下不穩重的印象。因
此，面試時應以平穩、
平實的態度為原則。

2、切忌蹺二郎腿或兩手交
叉於胸前

不停地輪換交叉雙腿，是不耐煩
的表現，而一直蹺著二郎腿則會讓面

試官覺得你沒有禮貌。如果再
把兩手交叉放在胸前，那就表
達出了拒絕或否決的心情。因
此，參加面試時一定要注意坐
姿端正，雙腳平放，放鬆心情。

3、切忌邊說話邊拽衣
角

留學申請者在面談時，由
於緊張或不適應，無意間會拽
衣角或擺弄紐扣。這個小動作
很容易讓美國留學面試官看出
你的緊張焦慮，給人留下不成
熟、浮躁的印象。

4、切忌撥弄頭髮
頻繁用手拂拭額前的頭髮

，會透露出你的敏感和神經質，
還會令人產生不被尊重的感覺
。為避免這種習慣影響到面試
的結果，建議申請者最好將長
髮紮起來，或將頭髮梳理整齊，
這樣既顯得精神又能避免不經意間撥
弄頭髮。

5、切忌不停地看表
不論是在面談或與人交談時，不

停地看時間，會讓人產生壓迫感。因此
，申請者要把握好時間，千萬不要頻繁
看表。

6、切忌眼神飄忽

美國大學面試時兩眼到處亂瞄，
容易讓面試官官覺得這是一位沒有安
全感、對任何事都不抱有信任感的應
試者。最好的方法是面帶微笑，眼睛看
著談話者，同時頭微微傾斜。

相關資訊請上相關資訊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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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熱門國家打工政策八大熱門國家打工政策
美國：打工要有“工卡”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來美留學的學生一般

持兩種簽證，即J1公派學生簽證和F1私人學生
簽證。根據美國移民局規定，持J1簽證的正式學
生每周可工作20小時，但工作性質必須跟其學
業有關；持F1簽證的學生每周也可以工作20小
時，但工作範圍必須在校園之內。

美國移民局關於每周20小時的規定只是對
正式學期而言，在夏天是可以工作40小時的，而
且不必限制在校園內。但在找工作之前，必須去
學校的國際學生辦公室辦理工作許可手續。之
後，再去移民局辦“工作許可證”，即“工卡”。

許多留學生都把夏天看成是“掙錢”的好機
會，而且一般首選中餐館。在美國小費一般是飯
菜費的15%至20%．

畢業滯留時間：美國的F1學生簽證允許外
國的學生在完成學業後取得一個一年校外的工
作許可OPT，理工科學生最多可延長至到29個
月。

法國：第一年不許打工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法國教育部規定，留學

生第一年學習期間禁止打工，以便學生們有足
夠的精力學習。所以，大家在出國前一定要準備
好起碼一年的生活費用。在法國，有了各種對學
生的優惠政策，可以把這個數字估算在7000至

9000歐元上下。第二年，也只有已開始專業學習
的同學才有資格領工卡。沒有這張工卡，妳就是

“黑工”。在法國，工作一天能拿到45歐元。
畢業滯留時間：所有赴法學習碩士或碩士

以上並持有長期學生簽證的外國學生，在留法
第一年自動獲得有效期為一年“臨時居留證”。

英國：每周20小時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可合法打工並與英國

國民一樣享受最低工資保障待遇，打工期間享
受除藥費外的醫療全額保險。每周20個小時，未
滿18歲者禁止打工。

畢業滯留時間：在英國取得學位的畢業生
在完成學業後，可以申請留在英國達兩年的時
間。這一政策為在英國學習並希望獲工作經驗。

加拿大：打工只能在校內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按規定，外國留學生是

不可在校外打工的，但在學校可以打工，只是不
能超過一定的小時數，不能影響學習。留學生在
校內打工的崗位主要有圖書館、學生食堂、留學
生服務中心，另外還可看管實驗室，為教授做一
些收集資料的工作等等。有的學生在城裏加拿
大人開的店裏偷偷打工，老板給現金，不扣稅。
加移民法還規定，任何雇主聘請沒有移民身份
的外國人工作，須上報移民局，並按規定申請工
作簽證，否則雇主要受到經濟處罰，甚至被吊銷

營業執照或判刑。
畢業滯留時間：在加拿大畢業前至少全職

就讀8個月，可取得從事任何工作的簽證，期限
最長可達到3年。

澳大利亞：每周不超過25小時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必須在18周歲以上，持

有允許打工學生簽證。違者取消學籍。具體手續
是這樣：留學生可憑入境時持有的571類學生簽
證，在學校或移民部領取允許打工的學生簽證
申請表，然後到移民部申請更換允許打工學生
簽證。如得到批準，即可打工。但學校的規定是：
學生每周打工不得超過25小時，假期可適當放
寬。最低工資10澳幣/小時。

畢業滯留時間：485簽證是面向澳大利亞留
學的留學生的一個18個月的臨時簽證，允許那
些畢業不符合技術移民簽證的留學生停留。

新西蘭：配偶可打工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每周15小時的打工時

間延長至每周20小時，部分學生配偶可獲無限
制性工作許可，即簽證寫“妳可以為任何雇主做
任何工作”。

畢業滯留時間：新西蘭畢業的留學生可以
直接申請到12個月的開放式工作簽證，不受限
制地在新西蘭境內工作、學習或者旅遊等等。

意大利：符合條件可轉居留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外國留學生可以每周
打工20小時。按意大利勞工工資標準60元人民
幣每小時，留學生每月約可賺4-5千人民幣。

畢業滯留時間：意大利內政部發出了一份
通報，將擴大學習居留轉換成工作居留的範圍，
只要是符合條件者均可以轉換為居留。

日本：須大學同意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本來對留學生的打工

並沒有什麽規定，但隨著以學習的名義來日，實
際上是為了打工賺錢的人大量增加，日本政府
出臺了一個法規，規定需要打工的留學生，須首
先取得大學的同意，然後憑學校的證明、雇傭單
位的契約書，註明工作內容和時間等、外國人登
錄證，到相關部門申請一份“資格外活動許可”，
之後才可以開始打工，同時在時間上也做了詳
細規定。在日留學生中主要分兩種，即持“留學”
和“就學”簽證的外國學生。

畢業滯留時間：新規定將留日學生畢業後
在日本停留時間由原來的半年延長至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