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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價重返巔峰時期水平

房價重返巔峰時期水平。
近日，
據大陸媒體財新網 8 月 13 日報道，值得注
美國房產信息網站 Zillow 發布 6 月房地產市場 意的是，20.04 萬美元是美國全國的房價中位數
報告，顯示全美房價總價的中位數達到 20.04 萬 。在矽谷中心的帕拉阿圖市（Palo Alto）
，其 6 月
美元，同比上漲 7.5%。這是美國房價中位數歷史 的房價中位數高達 259.8 萬美元，而整個紐約市
上首次突破 20 萬美元。
的房價中位數為 42.23 萬美元。房價中位數是指
此前，即使在 2007 年房地產泡沫高峰期， ，把所有房屋按價格排序，取中間位置的房價。
該數字最高只達到 19.66 萬美元。
報告顯示，房屋供不應求是美國房價大幅
所以，有分析認為，次貸危機十年之後美國 上漲的主要原因。
從供應來看，6 月，全美挂
牌出售的房屋數為 56.17 萬套，
比去年同期的 54.45 萬套增加
2017 年 6 月，美聯儲完成了年內第二次加
3.2%。但美國人的購房需求強
息
，
提
高 聯 邦 基 金 利 率 0.25 個 百 分 點 至 1% 至
勁，美國一套房屋從挂牌到出
1.25%
。
市場預計，美聯儲將按照一年加息三次
售的平均天數已經從 2012 年 5
的頻率
，
逐步提高利率水平。
月的 111 天降至 2017 年 5 月的
中國人是美國樓市的重要投資者
。根據全
73 天。這使 6 月待售的房屋數
美經紀人協會的報告
，
在
2016
年
4
月到
2017 年 3
量比去年大幅減少 11%。其中，
月
，
中國人購買美國住宅總金額達到
317
億美元
加州矽谷重鎮聖何塞的房源
，
連續第四年在各國買家中名列第一
。
量降幅最大，待售房屋量同比
（據多維新聞網）
減少 39.4%。
美國房地產又回到了歷史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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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比中國人更愛租房？

最近，中美諮詢公司
和地產研究機構的一份報
告指出，中國房屋租賃市
場目前存在“房子少，租金
高”的狀况。
澎湃新聞為此特意製作了一張圖片，
對中美兩國的租房市場進行了詳細的對
比(見圖一)。
下面僑報網給大家詳細介紹一下在
美國租房是個什麼情况。
事實上，在美國租房，公寓裏的許多
細節，而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面積大小和
地理位置，影響租金的多少。

上

美國租房什麽價

那麼什麼
樣的因素會讓
租 金 增 加？增
加 多 少？Priceonomics 依
據公寓上市網
站 RentHop 的數據：全美各大城市的數千
公寓，包括每月租金、臥室和浴室數以及
提供的不同設施，對 10 個大都市公寓的租
金以及它們是否提供 10 類功能進行了分
析。
這 10 類功能包括：
公寓是否裝修

是否允許養寵物
是否提供洗衣機和烘乾機
是否有普通的洗衣房
是否有私人戶外空間（即陽
臺）
是否有共同的室外空間（即
共享屋頂）
是否有門衛
是否有電梯
指定的停車位是否
包含在租金內
是否有健身中心
最 終 發 現，如
預 期 的 一 樣，臥 室
和 浴 室 的 數 量（與
平方英尺高度相關
）是 决 定 價 格 的 最
大 因 素。與 更 高 租
金最相關的設施有
電梯、門衛、停車場
和 洗 衣 房，不 過 不
同城市之間有一定
差异。

宜的城市是休斯敦。
而這些城市中，居室數量
對租金的影響又是怎樣的呢？請看圖三。

圖二

居室數與租金
圖二是 10 個大
城 市 的 平 均 租 金，
可 以 看 出，租 金 最
昂 貴 的 是 紐 約，其
次是波士頓地區
（包括劍橋）
，最便

圖一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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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比中國人更愛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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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租房什麽價
居室數量對租金的影響

紐約
平均租金：3200 元
一居：3000 元
二居：3500 元

波士頓
平均租金：2675 元
一居：2290 元
二居：2625 元
洛杉磯
平均租金：2275 元

功能與租金
表四

一居：1800 元
二居：2330 元
華盛頓特區
平均租金：2000 元
一居：1650 元
二居：1850 元

邁阿密
平均租金：1950 元
一居：1485 元
二居：1750 元
芝加哥
平均租金：1829 元

一居：1750 元
二居：2350 元
費城
平均租金：1400 元
一居：1300 元
二居：1435 元

那麼，這些城市中出租公寓提供 同城市是否存在差異，看一下下面這
的 10 個功能對租金的影響有多大，不 個表四可以一目了然，表中顏色越深
表明對租金影響越
大。
從表中瞭解到
，儘管這些功能在
不同城市中對租金
的影響不盡相同，

達拉斯
平均租金：1375 元
一居：1100 元
二居：1445 元
亞特蘭大
平均租金：1300 元

但門衛、電梯、健身中心、洗衣房和停
車場在所有城市中與租金的關係最
為密切。
最後 Priceonomics 發現：
1）臥室數量、
2）浴室數量、
3）是否允許養寵物、
4）洗衣房、

圖五

一居：1100 元
二居：1235 元
休斯頓
平均租金：1295 元
一居：910 元

二居：1170 元

5）門衛、
6）電梯、
7）
、健身中心、
8）車庫决定了租金的高低。
從下圖五可以看出，除臥室及浴
室數量對租金的影響大之外，門衛是
决定租金高低的又一重要因素。
（取材僑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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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了房子的美國人最後悔的是什麽
上

圖一

圖二

幾乎一半的美國人對他們現在的房子感到
遺憾，其中的原因多種多樣，那麼他們最看重的
是哪一個？
據“ 市 場 觀 察 ”
（Market圖三
圖五
Watch）報道，房地麼網站 Trulia
對 2,200 多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
示：
房主：33%遺憾沒有選
擇一個較大的房子。
租 戶：41% 後 悔 沒 有 買
房。
有一個值得注意的
數 字，同 2013 年 相 比，
美國人對自己住房滿意
的比例從 44%上升到了
46%。
不過現在可能還不
是改變這一問題的時候
圖四
圖六
，主 要 的 原 因
是房價。
據僑報網
不久前的報道
，同 去 年 同 期
相比，今年 5 月
份美國房價上
漲 了 6.6%，與
4 月相比，上漲
了 1.7%。研 究
公 司 CoreLogic 預 計 6 月 份
房價同比上漲
5.3%，環 比 上
漲 0.9%。圖 一
平方米，比 1973 年增加了約 1000 平方英尺(見圖 些房主傾向于小一點兒的住房，這可能是考慮了
是近年美國房價的
二)。
費用之後做出的無奈的選擇。
變化趨勢。
臥 室 數 增 加，
約 62% 受 訪 者
圖七
2015 年 47%新建住
表 示，他 們 認 為 自
宅為四臥或更多(見
2012 年 以 來，住 房
圖三)。
成本“有點兒不太實
浴室數趨于上
惠”
，26%表示“難以
升，2015 年 新 建 住
負擔”
。另有，對于年
房約 38%有三間浴
收入超過 10 萬的家
室(見圖四。
庭，26%受訪者表示
絕大多數新建
買不起房。
住房都至少有兩個
近幾十年，美國
車庫(見圖五)。
人的住房變得更大，
2015 年 約 55%
也更華麗。這就可以
新建住房至少兩個
理解，為什麼美國房
樓 層，1973 年 只 有
價節節攀升剎不住
23%(見圖六)。
車，美國人難以負擔
空調更為普遍
了。
，1973 年 新 建 住 房
據僑報網早前
半 數 安 裝 了 空 調，
的報道，2015 年，美
2015 年這一數字近
國平均住房面積為
93%(見圖七)。
2720 平 方 英 尺，高
不過在這種
于 2014 年 的 2,660
大 趨 勢 下，仍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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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不超過 400 平方英尺的小房
子正受到退休人員和年輕
一代的青睞。這對于那些後
悔沒有買到大房子的人來說，多少有一些安慰。
不用說，房屋越大，房主繳納的房麼稅
也就越多。2016 年，美國人支付了近
3000 億美元的財麼稅。圖八是
各州房麼稅維納的對比圖。
除了買房，美國人租房的
成本也在上漲。Zillow 的數字顯
示，美國人 2016 年支付的租金
為 4785 億 美 元，比 2015 年 上 漲 了
3.8%。
在美國，最低時薪已無法承受一
個二居室住房的租金了。圖九是各州
租住兩居室所需要的最低小時工資
數。
房子變得越來越貴，不過在這 8
個州例外。
它們是夏威夷、蒙大拿、猶他、愛達荷、科羅拉多、懷俄
明、特拉華、俄勒岡。當然，除了房價以外，還要考慮其他支
出，比如每月的還貸額、利率、過戶和代理費用，以及維修
和保養的費用等。
儘管沒有條件買一所更大的住宅令很多人感到遺憾，
但這未必是壞事。
Trulia 的調查顯示，在買房之前，希望自己的財務更為
安全的比例，千禧一代年輕人和老年人是 17%
和 7%。
另一項調查也顯示，超過半數的美國人為
了支付租金或房貸在生活上做出了重大犧牲，

Monday, August 28, 2017

比如不得不尋找第二份工作、推遲退休、減少醫療費用等。
(取材僑報網)

圖九
圖八

美國生活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70821B
星期一

2017 年 8 月 28 日

簡上

Monday, August 28, 2017

A6

帶孩子去旅行要
準備什麼呢？
準備什麼呢
？(上)
【 來 源:https://www.guruin.com/articles/10 豆豆媽咪】
旅行計劃
1. 切記- 帶著娃旅行計劃一定要
輕鬆再輕鬆
做旅行計劃的時候，一定要放低期望
值。如果你在沒有孩子的情況下去這
個地方，要 cover 的景點和玩樂項目是
10 的話，那麼帶著娃你就隻能計劃 5，
甚至 3-4。會有很多意外情況讓你不
得不取消某個行程，或者放慢某個行
程的腳步。孩子病了，累了，哪怕僅僅
是情緒不好了，你都不會再有興致走
下去的。
2. 訂酒店的時候要選適合家庭和
孩子的
A. 如果酒店有包早餐就最好，如
果沒有的話，也可以問問酒店是不是
願意給孩子提供免費的早餐。有些酒
店是願意提供的，因為單獨給孩子付
早餐錢，如果早餐是 Buffet 形式的是很
不劃算的，他們可能隻吃一點點。當然
，很多 buffet 餐廳對於一定年齡以下的
孩子是免費開放的。我自己的經驗是，
可以帶一些簡單的零食；或者看酒店
走路距離有沒有類似星巴克這樣的連
鎖店，可以帶孩子去那裏吃簡單的早
餐。
B. 問清楚酒店有沒有免費的 Crib
提供（大部分酒店應該都有）
；如果孩

子已經比較大，或者孩子不喜歡自己
睡 Crib, 我自己的習慣是訂兩張床的
房間或者有折扣的時候訂套間。一般
家裏隻有一個孩子的，出門會一家三
口訂一個 king 大床房，但根據我個人
經驗，這樣很有可能大家睡不好
C. 最好找房間裏有簡單廚房的，
最差也要帶小冰箱。倒不是為了要省
錢，而是有的時候你帶著一個疲憊的
孩子去一個餐廳吃飯，也會是很糟糕
的體驗。與其痛苦地吃完一頓飯，其實
很可能是食不知味，還不如回酒店讓
孩子休息，然後媽媽可以煮一點簡單
的食物，一家人輕鬆地填飽肚子。
3. 長途旅行之前帶孩子去見兒科
醫生
這一點很多家長都會忽略，我是非常
建議在長途旅行，尤其是要去另一個
國家的一兩個月之前帶孩子去見兒醫
的。除了醫生可以給建議帶哪些常備
的藥之外，還有疫苗的時間問題: 剛好
趕上要打某種疫苗，是要提前還是推
遲呢？目的地會不會正好有某種傳染
病在流行，有什麼預防措施可以做呢？
還有一些很多家長可能不會問的，但
其實也是非常重要：孩子的血型細節；
如果孩子有某種疾病，那麼目的地有
沒有這方面的兒科專家可以以防萬一
的。
4. 簽證準備

就算孩子才出生一個月，如果要去另 她坐長途飛機回中國
外一個國家，很有可能也是需要護照 ，走 之 前 我 們 做 了 很
和簽證的。所以一定不要忘記在出行 多 研 究，但 是 情 況 還
之前準備好目的地國家需要的入關文 是比我們想像得要糟
件，而且一定要留出比較富裕的時間 糕。去的路上，她幾乎
提前去申請。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 對 一 切 都 不 適 應，非
要求，有的可以找旅行社代辦，有的可 要爸爸抱著她一直在
能要申請者親自去使館/領館。一定要 飛機的走廊裡面晃悠
研究清楚，提前辦，不要等到臨上飛機 。幸 好 我 們 帶 了 一 個
兒 童 背 帶，緩 解 了 一
才發現證件不足。
下 壓 力，雖 然 還 是 很
5. 相關文件準備
還有很多其他可能會被要到的文件， 辛 苦，但 是 比 抱 著 還
尤其是跨國旅行會要的。例如：如果孩 是強太多了！
3. 帶 幾 條 多 功 能
子是你收養的需要收養證明材料；如
果是父母的一方帶孩子出去，除了需 毯子
8. 坐飛機旅行要注意的問題
要孩子的出生證明之外，可能還會需 毯子無論是在旅行途中還是在目的地
A. 孩子要不要單獨買票，一般來
要另一方的書面同意書。
都會很有用，對於在爬行階段的孩子， 說在美國，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航班，
6. 給孩子做心理建設
可以作為爬行毯，隨時找一個地方鋪 2 歲以下的孩子是可以不單獨買全票
如果孩子還很小，倒是不需要什麼預 下，讓孩子在上面玩；孩子睡覺的時候 的，隻需要一個所謂的 lap seat, 意思是
先告知，反正說了孩子也不懂。但是我 ，無論在哪裏，都可以蓋上一塊毯子以 坐在父母腿上；Lap seat 對於除了童車
認為隻要孩子超過 2 歲，基本可以聽 防著涼；甚至可以帶一塊塑料毯子，在 和安全座椅之外的行李有什麼樣的限
懂家長說話的時候，多多少少都可以 孩子吃東西的時候鋪在地上。
製，一定要提前跟航空公司或者代理
做一些旅行前的鋪墊溝通。例如告訴
4. 跟喝奶相關的物品一定要備足 核對清楚。一般航空公司都會允許孩
他們將要去哪裏，會去做些什麼，會很 如果孩子還是在奶娃娃階段，那麼去 子帶安全座椅和童車上飛機（免費或
好玩啊之類的。對於大一點的學齡的 旅行一定要備足喝奶相關的物品，包 收取一定費用）
，但是不同的航空公司
孩子，還可以請他們參與到準備工作 括多個奶瓶，奶粉，液體奶，溫奶器，奶 規定還是會有些不同，某些廉價航空
中來，例如可以讓他們自己打包自己 瓶消毒器，備用的衝奶粉的溫水等等。 公司可能會有特殊規定。
的物品啊之類的。
5. 孩子的換洗衣服要備足
B. 如果你是某個航空公司的會員
旅行途中
帶小朋友出遊一定要備足孩子的換洗 ，一般的航空公司都有專門為 VIP 會
1. 童車是一定要帶的
衣服，一來可以應對孩子旅途中的各 員準備的休息室，帶著孩子時如果能
在我看來，童車是最重要的一樣東西 種意外情況，二來如果所住的酒店洗 在休息室裡面等待登機就最好了。
了！如果孩子還小不會走路，那自然是 衣服不方便，也會有備無患。
C. 大的行李自然是要托運的了；
不用說的；就算孩子已經長大會走路
6. 帶上孩子最喜歡的小玩具或者 但是一定要特別注意要坐的飛機所屬
了，帶上童車也是很有必要的（當然如 毯子之類的物品
的航空公司對於手提行李的規定，臨
果 10 幾歲了，很多童車也坐不下了吧 對於 5 歲以下的孩子來說，如果要在 行之前要確定可以帶幾件手提行李，
）
。一個三四歲的孩子，雖然會走路， 外面過夜，能帶上他們平時喜歡的一 對大小和重量有什麼樣的限製。通常
但是能走多久呢？很有可能發生的情 樣玩具或者是一條小毯子可以大大增 對於能帶上飛機的液體和類似液體的
景是，孩子走了半個小時，告訴你他/ 加他們的安全感，同時也可以降低他 物質會有限製，但是跟孩子相關的飲
她累了，這個時候你要怎麼辦? 後麵 們在外麵入睡的難度。
用水，液體牛奶，液態的嬰兒食物，以
的行程可能還要走兩個小時，一想到
7. 帶上 Ipad 或者便攜式 DVD 播 及孩子在飛機上需要用到的護膚品，
要扛著一個 30 斤以上的孩子繼續步 放器
會有一些通融。比如，你如果帶一個密
行，我就哪裡都不想去了。所以，強烈 在一般情況下，我是不建議讓孩子接 封的袋子裡面裝有孩子在飛機上要喝
建議，只要你的孩子還能被塞進童車， 觸太多電子屏幕的，對視力發育和保 的牛奶，可能安檢人員確認之後就放
就一定要帶一輛童車。
持無益。但是如果是在外旅遊，Ipad， 行了。但是我會建議盡量帶奶粉，或者
2. 記得帶一個兒童背帶
DVD 播放器或者是智能電話，可能都 是小包裝的比如 2oz 裝的液體奶，孩子
如果帶著還不太會走路的小小孩出門 會派上大用場。孩子在飛機上吵鬧，在 要用的乳液之類的也盡量用小瓶子分
，那麼兒童背帶簡直就可以被評為神 餐廳裏不配合，都可以使用一下我們 裝來避免在安檢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
器了！我女兒 13 個月的時候，我們帶 平時不常拿出來的電子武器。
問題。(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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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留學生感慨中美教育差距真大

『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然 育的影響下，老師往往很難在課上發揮出自己
而，中國的教育還是停留在一味灌輸注水的層 的教育風格和理念，即使有也非常有限；而在激
面，而美國教育卻懂得激發學生的學習潛力，思 勵學生思考這一方面上，中國的老師們可就遜
色很多了：在理科課上，老師的目標不是“讓學
辨思維以及其他潛質。
，而是“讓學生擁有強大的解
我來到美國讀高中已一年有餘。雖然時間不 生擁有理性思維”
，換言之，就是“讓學生找到‘題感’
，形
長，中美教育和文化的差異讓我仍在體驗和探 題能力”
，而在更加強調批判性思維
索中。在這些不同的教育文化差異之間，對我影 成不同的定向思維”
響最大、體會最深的，當屬中美學校育人文化的 的文科課上，國內的絕大多數老師們的目標也
依然是向學生們灌輸解題方式，以求中高考時
不同了。
首先中美教育體制上的差異最先影響了我 能拿到更多的分數。
我在我的母校——北京市海澱區一所中學上
——美國的高中沒有文理分科，而且在計算總
成績 GPA 的時候沒有主科與副科的區別；每個 學的時候很幸運，因為我遇到了一個能開導學
年級也不是整齊劃一的上課，而是根據各個學 生思維的數學老師，以及立志教會學生們批判
生的實際情況和愛好來選課，鼓勵學生去挖掘、 性思維的歷史老師和政治老師。只可惜，那位數
發現自己的興趣和愛好，因為學的是自己喜歡 學老師在我初三的時候不得不在中考的巨大壓
的課程，哪怕再難也愛學肯學，這樣學習就變得 力下低頭，轉而向我們灌輸解題的思維定式；而
輕鬆和簡單了，是熱愛而不是負擔。
對於我的歷史老師和政治老師來說，在應試的
成為學校一年一度的體育課明星
壓力下，同學們都要忙著主課考試，能夠認真地
另外一個不同是相對于中國老師們相對單調 聽每一節她們講課的人，全班不超過五個（以一
而死板的教學方式而言，美國老師們的授課風 個班四十五個人計）
。
格更加多樣化。在生物課上，老師講課為主，提
對於中美教育的文科而言，接受美式教育的
問為輔；到了歷史課，老師則讓大家多思考，多 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完勝接受中式教育的學
發言；而數學課上，老師則因材施教，在幫助所 生；但是對於理科而言，美式教育與中式教育各
有學生掌握教學大綱中的所有要點的同時，鼓 有利弊——接受中式教育的學生的基本功扎實
勵層次高的學生自行學習，或是在他的輔導下 ，但在遇到真正需要發散性思維的解答題時，往
學習更具挑戰性的知識。雖然美國老師們的授 往會束手無策；而接受美式教育的學生的基本
課方式各不相同，甚至有些老師之間有很大的 功普遍較弱，但在遇到需要發散性思維的解答
差距，但是在他們的教育理念當中，有一點是相 題時，有時會想出令人大吃一驚的解答方式；除
同的，那就是通過自己的教學以及對學生人格 非你要以做學問位為業，對於理科而言，美式教
的渲染，讓學生能夠最終成為對自己有信心，並 育的利大於弊。
成為學校形象大使
擁有獨立思考與判明是非能力的人。
在美式教育體制下，每個學生的成績記錄是
我在美國上高中一年多來，從老師那裡聽到
的最多的兩句話就是“你做的非常好”
，以及“我 錄像式的，學生的每一次作業和考試都會得到
希望你們能往深處思考”
。而在中國，在應試教 重視，每一次作業、考試的成績都會記錄在案，
在總成績裡佔有不同的權重，成績的好壞都會
影響到學生的期末總成績；平日裡，每次作業都
會被量化、歸檔，美國老師能十分客觀地計算學
生的日常成績；學生必須在最後期限前上交作
業，否則就會被扣除相應的分數（在我的學校，
一般遲交要扣三十分，有些老師也會扣除五十
分）
。
這樣的話，老師既承認了學生們的付出，也
起到了懲罰的作用；而期末考試成績僅占學期
總評成績的百分之二十，美國的這個考評體系
全程記錄了學生的學習過程，學生不能夠以臨
陣磨槍的方式，靠考試前突擊複習衝刺來提高
總成績。
而在中國如果學生的期中期末考試不夠理想
的話，就意味著他們一學期的努力也就付諸東
流了，平時的作業成績得不到合理的對待和歸
檔，當在老師計算日常成績的時候，一般都是以
他對學生的印象為主，主觀地評分。而對於學生
遲交作業一事來說，老師的懲罰措施要不然太
重，比如說直接記零分，要不然沒有處罰。對於
直接被記零分的學生來說，他們的付出和努力
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而對於沒有受到懲罰的
學生來說，他們就失去了一次領略自己的過錯

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成為領導。有趣的是，美國
所帶來的痛楚的機會。
中式教育系統下採用了照相式的考試方法， 人眼中的“領導”與中國人眼中的“領導”是截然
到期中期末一考試，分數一出就是這個學期的 不同的兩個概念。
在美國人心中，一個 leader，也就是領導，並不
總成績，沒有反映學生的整個學習過程。對照比
較，美式錄像般的成績記錄方式更能客觀公正 需要真正成為一個團隊的頭領，但他應該有優
秀的品質，強大的氣場，並且各種情況下能夠身
體現一個學生的學習成績和狀態。
學校教育的另外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是 先士卒，樂於助人，並且通過自己的行動帶動別
對學生良好品質的樹立和培養。如果說良好的 人做正確的事；而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領導就是
教育為一個人的成功提供基礎和機會的話，那 一個團隊的頭領，就是一個被服務的對象，他需
麼這個人的品格則直接決定了這個人能否抓住 要幹的事就是指揮他人，然後自己獨享其成。其
這樣的機會，對他人尊重和做人的誠信是基本 實在英文裡專門有一個詞形容這種人，這個詞
不是“leader”
，而是“boss”
。
的立身之本。
正因為整個美國社會對領導才能的重視，美
我們學校非常重視學生的品行教育。在課上，
老師會教育學生們尊重他人。他們不僅希望學 國學校非常重視對學生領導力的培養。絕大多
生們在別人說話的時候認真傾聽，還有就是十 數美國中學都會設置領導才能課。雖然這節課
是選修課，但是許多學業顧問會“強制”他們心
分期望學生們尊重老師和他人的工作成果。
而在這方面上，一直自稱為“禮儀之邦”的我 中的“精英苗子”們上這節課。但是到了中國，學
們中國人就遜色了許多。舉個例子，在美國，當 校並不給學生們提供這方面的教育，但是即使
學生們寫探索性論文時，他們要引注他們用到 提供了，由於不是主課又會有多少學生去認真
的所有文獻，甚至包括微博（引注一般包括兩部 地聽課呢？
美國學校不僅設置課程以培養學生的領導力
分，第一個部分是在文中指明引用或借鑒的位
置，另一個部分是在整文後對整個文獻的出處， ，而且也重視在課餘生活中對學生的能力進行
作者等基本信息的標注）
，而且學生們在引用或 培養。例如我之前建立了一個乒乓社團，遇到過
借鑒時會十分小心，因為稍不留神，他們在文章 有關領導方式的一些問題，當我在嘗試自己解
中的引用或借鑒就會被說成是抄襲或剽竊，從 決問題但又覺得無從下手的時候，我向我的生
而永無翻身之地，因為美國人把信譽和尊重看 活老師求助。他首先肯定了我的工作，給我分析
得很重。
情況，再對我這個問題給出了幾種不同的解決
然而到了中國，引用別人的文獻是很少有人 方法，並讓我結合具體形勢，自行選擇。他在幫
標注，這就給了學生們“別人的腦力工作成果不 助我解決問題的同時，鼓勵我，並且培養我的領
需要被尊重”的暗示，而這種暗示，則導致了現 導經驗，從而提升我的能力，經歷了一些波折我
在社會上對別人的腦力工作成果的不尊重。
在我們學校建立了乒乓球社。
加入美國國家高中生榮譽生協會
與中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的育人
與中國學校和家長普遍期待孩子的學習成績 理念十分獨特，而這種十分獨特的育人理念培
能夠出人頭地不同，美國的學校和家長們更加 養出了美國一批又一批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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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孩子去旅行要
準備什麼呢？
準備什麼呢
？(下)

D. 提前 check-in，選座位
有 很 多 航 空 公 司 可 以 提 前 online
check-in, 選座位。通常帶孩子的話最
好選飛機上有幾個空間比較大的座位
，現在有不少航空公司把這種類型的
作為定義成 Economy Plus 收取一點額
外的費用；如果孩子有獨立的座位的
話，普通的座位問題也不大，但是最好
選進出方便的，這樣孩子坐不住或者
要上廁所的時候都會比較方便。提前
在網上 Check-in 的好處是，登機當天
在機場不用拖著孩子排長隊。
E. 預訂飛機上的搖籃
如果是帶著小 baby 坐飛機，飛機上時
間比較長的話，我會建議預訂一個搖
籃，這樣孩子在飛機上可以平躺下來，
大人也會比較舒服。但是飛機上的搖
籃一般都很小，如果孩子超過 6 個月，
就會不舒服了。而且在預訂機票的時
候，通常不會讓你訂搖籃，搖籃需要提
前直接跟航空公司預訂。
F. 飛機上注意孩子的耳壓
我們大人坐飛機的時候都會在飛機起
飛和降落的時候感覺到不舒服，小孩
子就更要注意了。好幾次我都聽到嬰
兒在飛機起飛和降落的時候大哭，多
半是因為耳壓的問題。我們可以在飛

機起飛和降落的時候讓孩子喝水，或
者給安撫奶嘴，如果都不行的話，可以
給孩子按摩一下耳朵後面，也會有幫
助的。
G. 鼻子太乾的問題
機艙裏通常很乾燥，小孩子容易鼻子
乾甚至脫水，所以一定要讓孩子多喝
水，並且準備好棉花棒，隨時可以蘸水
幫孩子濕潤鼻腔。
9. 坐火車或大巴旅行要注意的問題
A．訂票的時候可以多問一下有沒有
家庭折扣或者給小孩子的折扣
B．在車上不要讓孩子亂跑，以免找不
到人
10. 自駕遊要注意的問題
A. 一定要用安全座椅！不管你所在的
地方法律規定有多鬆，我都會強烈建
議一定要用安全座椅，這真的是為了
孩子的安全著想！
B. 多裝一個後視鏡用以觀察後座孩子
的情況，尤其是在隻有一個大人的情
況下。
C. 一定要給孩子帶一些他/她感興趣
的玩具，書或者是音樂。不能讓孩子在
車上覺得無聊，尤其是如果要開 2 個
小時以上的車的時候；如果他們開始

件事，所以在入住任何
無聊了，司機就會很煩惱了！
D. 如果旅程超過 1 個小時，就要 一個旅館之後，都要檢
預備出中間停下來休息的時間， 查一下旅館的房間。門
因為孩子很容易覺得無聊覺得 鎖好不好啊，有陽台的
累；如果是已經脫了尿布的孩子 話看看陽台是不是安
，還要隨時準備他們需要停下來 全（會不會有小孩子不
小心掉下樓的隱患）
，
找地方上廁所。
要帶一些絕緣膠帶把
目的地相關
暴露在外面的插頭或
1. 健康衛生相關的注意事項
A. 如果是去熱帶地區，一定要記 電線封起來。當然啦，
得每天至少給孩子準備兩身換 一定要提醒孩子，不能
洗衣服，而且要是容易吸汗的材 自己隨便開熱水。
質，例如全棉。去哪裏玩都要注 3. 合理安排徒步或者
意防曬，帶上帽子，塗上兒童防 騎車的路程
曬霜；孩子的眼睛也很敏感，所 千萬要記得孩子是很
以如果要暴露在陽光下，一定要 容易累和覺得無聊的，
所以如果行程中有徒
給孩子準備太陽眼鏡。
B. 盡量不要讓孩子喝直接從水 步或者騎車，一定要考
龍頭出來的水，雖然在美國很多 慮最小的那個孩子能
地方這種水也是符合飲用標準 夠完成的量，或者是做
的，但是去旅行還是小心為好， 好扛著孩子走的準備。時間的預算要
做得比較寬裕，因為孩子不可能根據
盡量喝瓶裝水。
C. 帶上一些兒童常用藥: 退燒藥，感 一個既定的速率去完成一個行程，他
們很容易在途中被某個東西吸引就停
冒藥，過敏藥。
D. 在外面吃飯的時候，盡量選擇流動 下來看一看玩一玩。通常要帶著孩子
率比較高的餐館，尤其是如果目的地 走的話，最好選擇一些景色和活動多
的衛生條件不是很好就更要注意；盡 樣化的路程，比如沿途有湖，有小池子
量不要吃自助餐，就怕萬一自助餐的 ，他們可以停下來玩玩水甚至遊泳一
小會兒之類的。
食物放在那裏被蟲子叮過了。
E. 孩子比大人更容易脫水，出門在外， 4. 給孩子穿衣要採用多層原則
一定要讓孩子多喝水；如果是小嬰兒， 出門在外給孩子穿衣服最
要每天注意 baby 有沒有足夠的尿尿。 好採用多層原則，這樣冷
F. 不要說孩子了，大人在外面旅遊都 了可以穿，熱了可以脫，隨
很容易出現便秘的問題。如果孩子出 時可以根據溫度和孩子的
現這個問題，除了多喝水之外，還可以 情況改變策略。
做的事有：按摩肚子，用一點凡士林按 5. 給孩子留下美好的記憶
摩肛門，喝少量的植物油等等。
我們帶孩子一起去旅行，
G. 如果是去熱帶地區或者衛生條件 除了無奈非要帶著外，總
相對較差的地區，還要注意防蚊叮蟲 也想給孩子增長點見識，
咬。除了兒童可以使用的防蚊水之外， 留下點旅途中美好的回憶
還可以用一些比較安全的方法，比如 。俗話說，讀萬卷書，不如
自帶蚊帳在 Crib 上使用；給孩子穿全 行萬裏路。我們可以做一
棉或紗質的睡袋，在睡袋上稍微用一 些事情，讓孩子們的記憶
些防蟲水。還可以帶一些小蜜蜂紫草 一直延續到他們長大成人
膏類的比較安全的藥膏，萬一孩子被 。
咬了，可以塗抹。
A. 每到一個地方，就買一
2. 檢查旅館的房間
張明信片，在背麵讓孩子
孩子的安全永遠是旅行中最重要的一 自己寫或者幫孩子寫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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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記錄日期和孩子的年齡。
B. 也可以給孩子收集每個地方都有的
紀念品，比如有一陣子我自己就收集
各地的星巴克杯。
C. 如果孩子已經開始自己記日記了，
那麼要鼓勵孩子在旅行途中也每天堅
持記錄。
D. 給孩子買當地的玩具，除了當作紀
念品外，孩子通常也會比較喜歡玩當
地孩子在玩的玩具，這樣有時候還能
幫他們交到當地的朋友呢！

簡

留學生就業最難的 5 個國家
【來源:搜狐教育】

TOP5 法國：語言過關就不難了
對於想留在法國的學生來說，關鍵問題是能否能融入法國的文化，語
言是就業的首要問題，包括掌握法語。

TOP4 澳大利亞：你要比當地人更優秀
澳大利亞作為移民國家，移民當局要求來澳定居的人必須“比現有的
澳大利亞人更加優秀”
。在澳大利亞就業，你的技術和學歷必須等同澳大利
亞的標準，並被澳大利亞的雇主接受。

TOP3 加拿大：求職要有全盤計劃
海外留學生如計劃移民加拿大的話，必須有一個周詳的全盤考慮，最
理想的情況是在選擇專業時，就以移民為目的作為考慮點。不要在苦讀數
年後，才發現所讀的科目找不到工作。

TOP2 英國：留學比就業容易

法國

在英國學習的中國留學生大多讀金融、經濟，這些專業的學生就業較
難。即使是名牌大學金融專業的博士，也只是去一般的大學當助教。由於英
國不是移民國家，剛畢業的大學生想在英國找份穩定的工作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

澳大利亞

TOP1 美國：畢業等於失業
拿到美國簽證難，在美國就業更難。國際學生的就業機會在“9?11”事
件後被嚴重壓縮，即使是被視為熱門的計算機業，
“畢業即失業”的大有人
在。經濟不 景氣，很多大公司裁員節流，銀行、顧問公司都在裁員，信息高
科技市場更是處於飽和狀態，一些留學生選擇推遲半年畢業，或者被迫當
“海歸”
。

在美國生活請別
誤踩地雷
在美國社會中，人們的一切行為都以
個人為中心,個人利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這種準則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人們在日常交談中,最忌諱涉及個人私事
，如年齡、婚姻、收入、智力、疾病、性取向、
宗教信仰、競選中投誰的票及問人家你去
幹什麼啦？等。問這些是被看做非常冒昧
和失禮的。
言行雖自由，但涉恐就拘你。平時，你
可以罵總統，但要有理有據；你可以遊行
示威，但不能有歧視、威脅和恐怖言行。在
社交場合，男子處處要謙讓婦女，愛護婦

加拿大

女。與 人 這個數字。
在一起不
此外，在別人面前脫鞋子、脫襪、拉鞋
要當眾挖鼻孔，這個動作，可讓對方聯繫 帶都是不禮貌的動作。在別人面前伸舌頭
到性，就如上床、如廁，人人都做，但不可 是極為庸俗下流的表現。朋友的生日、婚
示人。美國人很講究自己的手勢，自我介 禮可以送禮，但必須有意義，禮品價格一
紹時，手指向自己的鼻尖，別指胸脯；招呼 般不超過 25 美元，否則會有行賄的嫌疑。
人過來時，手指向著自己，中指朝自己晃 有一個叫 Travel Taboo(旅遊禁
兩三下即可，但掌心必須朝上，朝下就是 忌)的網站搜集了一些在美國
看低了對方；千萬不要當面豎中指，這是 不該做的事，比如：
極有惡意的動作；食指與大拇指塔圈，其 ‧ 不可以問收入、財產等個人
餘三指向上伸開，表示
“OK”
！
資訊
在人們交往中，
“誠信”
永遠是擺在第 ‧ 不可以在人前脫鞋子，所以
一位的，約會之後，不得失約，失約是非常 到美國人家拜訪除非主人要求
失禮的行為，晚到 1 分鐘就可改變對方對 ，不然絕對不可脫鞋
你的看法。在美國人家中做客，不必過分 ‧ 不可以在人前吐舌頭
拘禮，但不可撫弄室內的古董珍玩，更不 ‧ 不可以不問對方是否同意
要詢問日用品的價格。美國人盛行在聖誕 之前就抽菸
節互贈禮品，禮品多用花紙包好，再系上 ‧ 不可以在人前用牙籤
絲帶。千萬別送帶有你公司標誌 ‧ 不可以在公共場合補妝(化
的禮品，會讓對方誤認為你是讓 妝)
他為你做廣告宣傳。按照美國傳 ‧ 不可以不跟小朋友打招呼
統，探病號大多是贈送鮮花、盆 ‧ 不可以在女主人未宣布開
景；送朋友遠行時，通常要送鮮 動之前就開始吃東西
花、點心、水果或書籍，禮品上附 ‧ 不可以在吃東西時發出咀
有名片，祝他一路平安。
嚼的聲音，嘴巴裡有東西不可
美國人認為單數是吉利的， 以說話
但忌諱“13”
，認為“13”是個不吉 ‧ 不可以在晚上坐地鐵，地鐵
利的數字，不要在“13”
日請客或 上會有吸毒的、賣毒的跟幫派
出行，在語言中也必須回避“13” 分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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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50 號公路
號公路：
：全世界最
孤獨的公路

美國 50 號公路全程長度為 853 英里；即 1373 公里•被稱為 谷（Lahontan Valley
“全美最孤獨的公路”
，之所以被《生活（Life）》雜誌最早冠以此稱， ）
。
因它是美國最荒涼的公路之一，橫穿快馬遞送區，人煙稀少，有許
昔日被稱為“40
多印第安人部落，著名的死亡穀也在這條路當中，同時也可以帶 裡沙漠”的區城中，
你走進美國最美的一些鄉村和文化遺跡。
這裡是首先獲得水
公路規劃
的地段，成為土壤
50 號快速公路雖然是“全美最孤獨的公路”
，但西端是被稱為 肥沃、產量豐富的
“The Biggest Little City In The World（世界上最大的小城市）”的 農 牧 場 地。每 年 9
裡諾(Reno)，附近的太浩湖是世界頂級的度假天堂，電影《教父》外 月 舉 辦 Cantaloupe
景地。1861 年，一個名叫撒母耳蘭霍恩 克萊門斯（Samuellanghorne Festival，5 月 舉 行
Clemens）的年輕人在太浩湖邊住了一段時間，被美麗清澈的湖水 Fallon Air Show，以
及參天的松樹所觸動，
“注視再久，我的眼睛也不會覺得疲憊。”後 及 7 月 All-Indian
來，他成為維吉尼亞城《企業報》的編輯，並使用了馬克•吐溫 Stampede 和 Pio（Mark Twain）這個筆名。他的著作《苦行記》描寫的正是在內華達 neer Days 等 活 動。
的冒險經歷。太浩湖是北美地區最具勝名的滑雪勝地。到了夏季， 法倫海軍航空基地
內華達又成為山地自行車、攀岩、徒步旅行、騎馬及高爾夫等運動 （Fallon Naval Air
的樂園。
Station ）更是超級海軍戰鬥機作戰學校的所在地，也是 Top Gun
雷諾汽車國家博物館裡面珍藏了上千輛老爺車，第一輛奔馳車 射擊比賽的新基地。
的原形就在那兒。每年 8 月在雷諾有全美老爺車大展，大街上擺著
Grimes Point 考古遺址位於法倫以東，山上有許多繪有圖畫的
全世界各式各樣的老爺車，如果喜歡老爺車這個時間去最好。
大圓石，這種“岩畫”藝術是 8000 多年前當地居民的文化遺物。再
離雷諾不遠的還有曾經全世界最富的城市維吉尼亞城(Virginia 向東走，首先會到達奧斯汀（Austin）等礦城，它是由以前的快馬遞
City)，如今變成好萊塢外景地，可以在街頭體驗當年美國西部牛 送員發現的。然後是 1870 年代盛極一時的礦城尤瑞卡（Eureka）
，如
仔的風情。1859 年在維吉尼亞城發現了金礦時，礦工們找到了世 今則成為保留良好的歷史小鎮。
界上最大的銀礦。1992 年，內華達州的產金量是全世界總產量的
到尤瑞卡後可在傑克遜旅館（Jackson house）住一宿。原建於
60%。遊客們可以參觀那些保存下來的金、銀礦，瞭解採礦的艱難。 1877 年、之後又經重建的傑克遜旅館提供經濟的兩臥兩衛套房，
沿途風景
還有陽臺可望街景。重建于 1991 年的尤瑞卡歌劇院（Eureka Op從西部向東，50 號快速公路先後穿過法倫（Fallon）和勒亨坦山 era House）的宴會廳是團體表演的最佳場地。

再向東就到了伊萊（Ely）
，這個昔時的銅礦城內有兩座鐵路歷史
博物館，還有一座博物館展示採礦和早期墾荒者的生活方式，可
以搭乘燃煤蒸汽火車。火車迷還可以在這條長達 14 裡的上下山途
中，過足火車工程師的癮。此外，在維吉尼亞城也保留著舊時的火
車供遊客乘坐。遠東與西方的邂逅在 19 世紀中期由中國勞工所建
造的鐵路將許多金、銀礦與加工廠連接起來，跨越北內華達州的
橫貫大陸的鐵路帶來了更多的新移民。
伊萊也是進入遊客稀少的大盆地國家公園內的李曼洞（Lehman Caves）的必經之地，你可以盡情探尋特殊石塊造型的奇景。盤
根錯節的古老 Bristlecone 松樹，年代溯自舊約聖經所記創世紀年
代後的第 700 年。精心設計的健行山徑不僅可以引你到達清涼的
湖水，還會帶你到惠勒蜂（Wheeler Peak）常年積雪的山頂。

美國舞會派對文化

1. Masquerade/masked ball 化妝舞會
化妝舞會絕對是反映美國校園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從《緋聞少女》到《吸血鬼日記》
，編劇們無不
例外的抓住機會大做文章。神秘浪漫的舞會氣氛不僅為劇情升溫，同時更給了劇中男女主角大展魅
力的平臺。
2. Prom（美國高中的）正式舞會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 prom, short for promenade, is a formal (black tie) dance, or gathering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t is typically held near the end of the senior year. At prom, a Prom Queen
and Prom King may be revealed. These are honorary titles awarded to students chosen in a school-wide
vote prior to the prom.
在美國和加拿大，prom（promenade 的簡寫）指為中學生舉辦的正式舞會或聚會。通常在高中學年
即將結束時舉行（故常譯作“畢業舞會”
）
。在畢業舞會上，還會揭曉 Prom Queen 和 Prom King 的獲選
者。這兩個榮譽稱號的獲得者是畢業舞會之前在全校範圍內投票選出。
3. Pajama Party 睡衣派對

參加睡衣派對小貼士 TIPS
(1)準確著裝。除了睡衣外，還要準備床上的公
仔或抱枕，最好再帶上牙膏牙刷啦！
(2)打破小圈子。不要因為別人或自己穿著睡
衣而害羞哦，只和認識的人交談是錯誤的。
(3)大方地表現自己。派對的環節、遊戲或話題
，不 要 只 是 縮 在 一 邊 看，而 是 要 積 極 地 參 與。

(4)尊重他人。儘量記住別人的名字、如果別人穿的睡衣和打扮貼合主題的話，不要忘記讚美一聲。
4.banquet 晚宴
5.house-warming party 喬遷派對
6.cocktailparty 雞尾酒會
7.luncheon 午餐會
8.commemorativeparty 紀念宴會
9.wedding reception 結婚宴會
10.birthday party 生日舞會
11.farewellparty 送別宴會
12.invitation card 邀請函
13.to be dressed up 整裝打扮
14.hoedown 方形舞舞會

情感熱線

老公去世前把小三的孩子托付给我
来信求助：
我是个非常苦命的女人。23 年
前，我嫁给了现在的老公，他年轻
时高高瘦瘦，并且长得也比较帅气
。他家里很穷，可是他对我非常好
。
结婚后，有了孩子，生活压力
很大，我们都不甘于待在农村，所
以就出来打工了，儿子留给乡下的
公公婆婆带。我们经历了最辛苦的
六年，那时租间平房，没有什么家
电，晚上经常热得睡不着。我们为
了省钱，租的是顶楼的隔间，房子
又小又热。
后来我生日时，老公花了一笔
钱，为我买了电风扇。我又惊又喜
，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的自己，抱
着他连亲了三口。就这样，我们生
活了六年。
攒了一些钱之后，孩子要上小
学了，我们回到了县城开服装店。
经过几年的奋斗，在县城买了房，
我把公婆接到了县城来生活。生意
做大了之后，老公想去市里发展。
我想也行吧，他一直都喜欢打拼，
一直喜欢挑战自己。所以没有阻止
他。
从那之后，我们开始了聚少离
多的夫妻生活。我在县城要看两家
店，很忙，也没有什么时间关心他
。他说他想在市里开个休闲茶楼，
说是他的一个小学同学，有很广的
人脉关系，合伙开家茶楼。我反对
过，因为那时孩子上初中了，越来
越渴望父母能多陪陪他。
但是，他说男人就应该以事业
为重，并且拿走了家里的全部积蓄
，去创业。茶楼要装修，要请服务
员，他忙得焦头烂额，我给他打电
话，他经常不接。
儿子初三那年，国庆节，我带
儿子去找他，无意发现他跟别的女
人住在了一起。那个时候，我才知
道原来他早就背叛我了。
我很伤心，把孩子送回家后，
我返回市里，跟他吵了一架，让他
给我一个交代，最后我一怒之下还
打了他。后来经过医院的检查，他
的右耳被我打伤了。他那时恨我入
骨，离婚的事经常挂在嘴边。

回到家后，我毫不
避讳的把这件事告诉了
我公婆，他们当天就给
老公打了电话，把他骂
了个狗血淋头。第二天
，公公独自一个人去找
了老公，公公要跟他断
绝父子关系，老公依然
不愿回到县城，公公回
家后为此还气进了医院
，高血压上升，偏瘫了
。
一时间，家里乱成
了一锅粥。公公住院后
，婆婆在照顾，医药费
还是我出的。真的，我
觉得自己对这个家，已
经仁至义尽了。公公住
院，老公回来过一次，
扔下三万块钱，说是给
公公的医药费，在家住
了一晚，就走了。
从那以后，我们一
见面就吵架，我无数次
想过离婚。可是，看着
学习成绩优异的儿子，
我不忍心让他失去一个
完整的家庭。而且，公
公婆婆这些年，对我真
的很好，婆婆把家里的家务活都承
担了，而且还帮我把孩子带得这么
聪明，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忙事业。
我很感激他们。
之后长达 11 年，我和老公没有
夫妻生活，而且还是异地相处。我
们像仇人一样，都恨透了彼此。儿
子重点大学毕业后，我终于下定决
心离婚。
可是这一年生意惨淡，服装
店也被迫关门了。其他的投资，
也逐渐失败。身上没有很多钱，
但也不会饿死。还没来得及跟老
公提出离婚，就听到他得了肺癌
的事。他回来跟我一起生活，而
且还带回一个孩子，他说他早两
年就跟那个女人断绝关系了，那
个女人已经嫁人了，骗走了他三
十多万，为了钱，连儿子都不要
了，所以他只能带回家。我看着
眼前七岁的孩子，真的像耻辱一

样，让我的心如刀绞般的痛。
半年之后，老公去世了。临终
前，他抓着我的手，一遍又一遍的
跟我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
我，一遍遍跟我说，他对不起我。
希望我能原谅。那么多年的恨，在
那一刻，我选择了原谅。让我没有
想到的是，他临终前居然把那个孩
子也托付给了我。让我一定要供他
读书，将他抚养成人。并且，还把
所有的财产都给了我。
他走后，我看着那个孩子，经
常觉得恍惚。为什么他就这样走了
，给我留下一个烂摊子。公公婆婆
现在依然跟我住一起，虽然丈夫不
在了，可是我和公婆这些年的感情
，让我不忍心就这样弃他们不顾。
儿子已经参加工作，是我最欣
慰的事。可是，现在眼前这个七岁
的孩子，一声声喊我妈妈，我的心
还是隐隐作痛。我知道，他是无辜

的，我也想做到视如己出，可是我
做不到，我的内心很纠结，很痛苦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该不该将他
送回她母亲那，还是自己抚养，怎
么选择?
回复：不管是什么理由的背叛
，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的原谅。因为
，心里始终会留下一根刺，时时刻
刻提醒着你，就像是一段耻辱，就
像是一个印记一样，永远的刻在你
的人生里。
你虽然表面上原谅你的丈夫
，但是你的心里并没有原谅他。
尽管，他已经不在人世，可你为
自己感到不甘，所以才会如此的
痛苦。你原谅不了的人，其实还
有你自己。你对丈夫的那个私生
子做不到视如己出，是很正常的
表现。
正如你所说，孩子是无辜的
，你理性分析一下，他的父母都

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特别是她
母亲。当初为了钱，能丢弃孩子
，那么现在她也不一定会善待孩
子。因为她已经再婚，她的丈夫
，不一定能接纳这个孩子。当然
，你可以尝试去找一下他的母亲
，甚至可以让她承担并支付孩子
的抚养费。
你的丈夫之所以把孩子托付给
你，一定是通过深思熟虑。个人建
议，你自己抚养这个孩子。时间，
会让你的心里的伤口渐渐愈合。一
旦你和孩子建立亲情，那么你便会
慢慢接受她。你是个善良的女人，
如果你轻易将孩子送给不负责任的
人，那么最后你可能又会自责和不
安。
所以，不要盲目将孩子送走，
而是尝试和他建立感情。并且，多
转移注意力，放下过去，才能迎来
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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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引导宝宝学爬行 学得更快
宝宝学走路
常见四大错误姿势
俗话说“三翻六坐七滚八爬周岁走”
，说的是孩子在不同的年龄生长阶段，所
能够自主实现的基本动作。宝宝到了九、
十个月，能扶着东西可蹒跚地走步，这是
妈妈们最期待的一幕。
可是，宝宝学走路会出现一些常见的
错误姿势，这不但影响宝宝走路时的美观
，还会影响宝宝的生长发育。如果宝宝出
现以下四种错误走路姿势，妈妈们可要引
起重视了。

宝宝学走路 常见的四大错误姿势

爬行是宝宝成长发育过程中
，很重要的一个大动作。爬行的
过程，有助于宝宝骨骼、肌肉的
锻炼，为日后的行走跑跳奠定坚
实的基础，也有助于大脑的发育
，提高身体各部分的协调性。因
此，我们都建议爸妈们，平日要
多创造机会给宝宝爬行。
有爸妈问，什么时候才是爬
行的最佳时机呢?又该如何引导宝
宝开始实践爬行呢?为此，本文就
这两个问题，给爸妈们一些参考!

在宝宝满 7 个月以后，可以
自己做到匍匐爬行，但动作为腹
部蠕动，四肢不规则地划动，注
意不是向前，而是后退;
在宝宝满 8-10 月以后，发展
为四肢爬行，即用手和膝盖爬行
，最后发展为两臀和两腿均伸直
，用手和脚爬行。
但注意的是要不断地练习俯卧
，反复锻炼、双腿的力量及重心和
移动，婴儿才会很快学会爬。

最佳时机——6 个月开始

巧妙借助外物 引导宝宝学
爬更容易

由于宝宝正处于成长发育阶
段，每个时期的学爬要求是不同
的。
在宝宝出生后至 3 个月内，
爸妈要开始有意识地训练其抬头
的能力。训练时，可让宝宝趴卧
在铺着垫子的地面上，然后将其
小胳膊肘支撑起来，适当多趴会
有助于增强其手臂的肌肉力量，
为以后学爬行做好准备。
在宝宝满 6 个月以后，爸妈
们可以常让他俯卧，在他面前放
个玩具去逗引他，使他有一个向
前爬的意识;

方法一：爸妈借点力
等宝宝趴稳了，月数大些可
让其俯卧在床上，爸爸妈妈用手
掌顶住他的小脚板。
这时，宝宝会蹭着爸爸妈妈
的手往前挪动。开始时可能整个
小身子还不能抬高，爸爸妈妈可
从旁边扶住其身子助其前行，等
其力气够了，手和脚可以匍匐前
进了，就只扶住身子让其学习往
前挪动。
这类练习做多了，等宝宝能
逐渐将胸部、腹部抬起来，并学
会膝盖和手掌一起协调用力时，

爸爸妈妈就可以放手让其自己爬
了。
方法二：小物品 增添趣味
等宝宝基本学会爬行后，爸
爸妈妈们可想法办帮其增加点爬
行的趣味性。
例如爸妈可以在宝宝爬行前
方用一面特殊材料制成的镜子(不
会打碎的)，或色彩对比强烈的图
案，或简单的变脸图形等玩具摆
上，以引起宝宝的兴趣，并有伸
手拿取的欲望，促其向前爬行。
以后可以把这些镜子或图案放在
前后左右不同的方向，引导宝宝
向不同方向爬行，以训练其灵活
性。
这种不断转换方向的爬行
增加了宝宝认识周围不同环
境的机会，比在原地能看到
更多更鲜艳的色彩，看到男
女老幼不同表情的面孔，看
到大大小小不同的物件，看
到五彩缤纷的世界。充足的
爬行训练使宝宝的好奇心理
得到满足，由此也完善了神
经系统的发育。
不过，在爬行过程中，一定
要盯紧宝宝，做足安全措施。

宝宝走路像螃蟹一样
他的两脚朝内，像个大夹子!在刚学会
走路的孩子中，这种走路姿势很常见。在
最初的几年中，小孩子走路时，头往前探
，使他的双脚朝内。大约 3 岁左右，当他
的大腿和小腿肌肉更结实后，这种走路的
姿势就会消失。如果他的双脚一直朝内，
你可以在他坐在地上玩的时候，注意让他
盘着腿坐，而不要让他叉着腿。或者给他
买硬帮的鞋，用不了一年的时间，你就可
以纠正他走路的姿势。
宝宝走路像个鸭子
这是生理问题，因为他还是平足。小
孩子需要在走路的过程中，磨练他的脚底
的肌肉，练出弧形。95%的孩子在 5 岁前，
脚底会自然出现弧度。蹬三轮或两轮小轱
辘童车，孩子脚底弧度会更快地形成。如
果你觉得孩子走路难看，也可以在孩子 2
岁左右时，让他做用脚趾夹铅笔、手绢或
大扣子的游戏;在游乐场玩时，拉着孩子的
手，让他踩滚桶;或是鼓励他用脚尖走路。
宝宝走路像西部牛仔
他的双腿叉开，好像经过马术训练似
的。2 岁前，如果他的双腿像个括号，你
不必太担忧。然而，如果一直这样，可能
表明有缺钙和维生素的迹象，就需要治疗
了。
夹着大腿走路双腿呈现 x 型
一般在不愿意走路(走不了长路，稍走
点路就嚷嚷着要抱)、不好动的孩子中较为
常见。

宝宝学走路的正确打开方式!
弯腰用手托着宝宝走路，真是一段最
美，也是最累的时光……因为宝宝还没学
会走路，老娘的腰已断了!
必须要床沿走路，宝宝不敢走，妈妈
必须要在旁边鼓励……
买个学步车给宝宝吧，宝宝走路有外
八字倾向……
这些都是大家平常教宝宝走路的方法
，可这真的不是正确的，正确的学走路过
程是：扶物扶站——扶物迈步——独立站
稳——扶物蹲起——独立行走。妈妈们可
以辅助宝宝学会走路，方法是：
1、先要让宝宝锻炼短距离的走路。
让宝宝扶着墙壁站稳，妈妈离开一段距
离，用语言、手势或玩具鼓励宝宝向前
迈步，宝宝可能会有些紧张，往往会走
得不太平稳，但很快就能走到妈妈的面
前。
2、 当 宝 宝 短 距 离 练 习 完 成 后 ， 妈
妈可以逐渐加长训练的距离，一点一点
让宝宝练习往前走。如果怕宝宝突然摔
倒，影响练习走路的兴趣和信心，也可
以让宝宝往前走一步，妈妈就向后退一
步，不断地后退，同样可以加长行走的
距离。
3、保护好宝宝。最初练习的时候，爸
爸妈妈一定要注意保护宝宝。等宝宝步伐
灵活之后，才可以撒开手，与宝宝相隔大
概几十厘米。
4、要给予宝宝一定的鼓励。当宝宝能
走几步的时候，可让宝宝地上玩球，当球
向前滚动时，宝宝自然会有往前追得欲望
，这个时候宝宝可能就不会顾及摔倒，当
宝宝摔倒的时候，爸爸妈妈要鼓励宝宝，
并让宝宝勇敢的自己爬起来，这样可以培
养宝宝的坚强意志。
5、慎用学步车。很多家庭都给学步
期间的孩子购买了学步车，有的人觉得可
以帮助宝宝学走路，有的觉的很省事。其
实，过早、过多使用学步车会影响宝宝发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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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就业难度加大
高管谈“海归”如何回国发展

8 月 5 日，2017 年美国高校驻华协会
(AUCA)留美精英职业发展论坛和招聘会
在北京落下帷幕。论坛上，参与此次活
动的美国部分大学驻华办公室和一些 HR
高管们表示，目前留学生在国外就业的
前景由于保守主义政策等影响而蒙上阴
影，但国内就业市场依然巨大。
随着近年来海外留学的不断升温，中
国留学生数量持续增涨。与此同时，很多
留学目的地国家移民政策都在收紧，留学
生想留在海外工作变得愈加困难。而国内
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以及企业对国际化
人才的旺盛需求，正不断地吸引海外人才
的回归。然而，留学生在回国就业时通常
面临信息和经验上的缺失以及时间点的错

位问题。美国
大学的驻华机
构便以此为契
机，联合举办
“海归”专场
招聘会，希望
在企业与海归
学生之间搭建
一个求职平台
，让学生更好
地了解企业的
招聘需求，也
让企业招到合
适的优秀人才
。
活动由留
美精英职业发展论坛正式开启，南加大
北京办事处副主任 Vivian Zhu 担任论坛主
持。明尼苏达大学中国代表处主任屈婉
玲代表美国高校驻华协会以及主办方大
学致欢迎辞，北京朝阳海外学人中心副
主任王秋实，作为本次活动政府合作伙
伴也在论坛中致辞。随后的 HR 圆桌讨论
会 上 ， 彭 博 中 国 校 园 招 聘 总 监 Vivian
Zhang、无忧英语人力资源总裁王嵋、搜
狐人力资源高级经理李继仁、滴滴出行
招聘总监毛莉莉也就中国就业市场与海
归进行了专题讨论。
圆桌讨论会上，HR 高管们表示，目
前的求职市场，“海归”优势正逐渐缩
减。甚至由于毕业时间的问题，无法参

加国内招聘季，而导致留学生求职可能
存在一些劣势。
HR 高管们还就求职者如何在竞争中
脱颖而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无忧英语
人力资源总裁王嵋首先强调，求职者要
有好奇心。一些毕业生认为自己出身名
校，无所不能，自视甚高，而导致自身
团队合作能力缺失和好奇心的缺乏。王
嵋还表示，自我反思能力也非常重要。
初入职场，工作中会犯很多错误，如何
从错误中纠正自己，自我更新，是自我
反思能力的关键。王嵋最后强调工作中
应具备“单纯”的心态，即不搞公司政
治，不要“唯上主义”。
彭博中国校园招聘总监 Vivian Zhang
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一些年轻工作者
有着“眼高手低”的问题，进入公司仅
仅几年就希望获得公司为他提供一个长
期计划。Vivian Zhang 表示，所有人都是
从基层开始打拼，需要不断积累。
除了强调求职者需要具备的素质，
Vivian Zhang 认为求职者也需要考察求职
公司是否符合自身要求和发展。她认为，
公司的企业文化和所应聘职位长期发展方
向是求职者需要着重考虑的两大因素。
本届招聘会共吸引了苹果、毕马威
、迪卡侬、京东方、彭博、IBM、花旗银
行、宜信、海尔、京东等上百家中外知
名企业参加，涵盖金融、咨询、科技、
医药、电子商务、快速消费品、教育等
多个领域，参会学生人数近 2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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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黄亚欣：将消费
者与贫困人口精准对接
“海归”人士黄亚欣自认
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生养之地贵
州，一个是创业之地广州。从广
州重返贵州参与科技扶贫并建设
“领略中国贵州农产品电商平台
”，是他将“冰冷的大数据分析
释放出理性关爱”的“知行合一
”之举。
2014 年 11 月，黄亚欣参加广
州市专家博士团到贵州省黔南州
对口帮扶。在黔南，他为当地众
多的原生态农产品销路不畅深深
叹息。
自美国和加拿大留学归来，
黄亚欣创办了广州奇码公司，任
董 事 长 兼 CEO， 带 领 团 队 研 发
“专业市场电子商务交易系统”
“专业市场电子商务信息管理系
统”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成果，
在电商策划、平台建设运营推广
方面有颇多成功案例。
为了让黔南农户和农产品生
产企业愿意把产品放上网，黄亚
欣的团队从广州“移师”黔南，
在黔南 12 县市大山之间遍访、采
集信息，常常一天 10 多个小时在
山路上。
“将贫困人口大数据与农产
品大数据进行产业对接，设计向
贫困人口倾斜的农产品生产供应
链，就可以实现精准扶贫。”黄
亚欣说，“贫困人口大数据后面
，连接着关爱。从每粒饲料到每
滴鸡汤，可以将每个消费者与贫
困人口精准地连起来。”

黄亚欣为黔南原生态环境出
产的农产品重新定位，面向城市
中高端市场，用“互联网+”的
技术手段精准营销。2015 年 5 月
28 日，黄亚欣领衔的团队推出了
“领略中国贵州农产品电商平台
”。
黄亚欣团队从“领略中国贫
困人口大数据”中筛选出贫困户
，以贵定县沿山镇为试点，发动
他们养殖土鸡脱贫。2015 年 11 月
28 日，贵定土鸡在“领略中国电
商平台”上推出的第一天，沿山
贫困户养殖的 200 只土鸡就被抢
购一空。目前，沿山镇贫困人口
养殖土鸡存栏量 8400 只。
黄亚欣团队通过电商平台的
交易数据，动态监控贫困人口的
收入变化，对贫困人口跟踪精准
到户。他说，将来，“领略中国
贫困人口大数据”还可以针对不
同区域，更科学地制定贫困线标
准，对脱贫人口出现“返贫”提
出预警。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助力
扶贫。”黄亚欣认为，“冰冷的
大数据分析背后，释放出人类文
明的理性关爱，‘互联网+精准
扶贫’，让脱贫更主动。”
“来到贵州黔南参与电商扶
贫工作，是报恩也是续缘。”黄
亚欣说，选择投资黔南，缘于黔
南的生态、资源环境和投资环境
，也缘于广州对口帮扶黔南带来
的政策底气。

海归院士：不拘一格，“催化”更多青年人才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
丁奎岭，与化学缘分不浅。与他有着
相似读音的“喹啉”，正是一种有机
化合物的名称。

小时候的理想是做木匠
15 岁考上大学，29 岁成为河南省
当时最年轻的正教授，47 岁当选中科
院院士。这样的人生轨迹，对于 1966
年出生在河南商丘永城的丁奎岭来说
，是当初从未想过的。
丁奎岭的母亲是一名农民，父亲
是一名粮店会计。一到农忙时，大人
到田里干活，小孩则在后面帮忙。熟
稔各种农活的少年丁奎岭，那时只想
着长大了能吃上商品粮就好，学业不
成就做一名木匠。
读寄宿高中时，他每周回家一次
，来回步行 14 公里土路，每次不忘捎
上家里自制的咸菜。
被郑州大学化学系录取，成了恢复
高考后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这些对丁奎
岭来说，都是在懵懵懂懂中发生的。第
一学期末的无机化学考试，他考了 97.5
分，是全年级 120 多名学生中的第一名
。这个被他誉为“里程碑”的分数，第
一次给了他在化学上的自信。
黄鸣龙还原反应，是大学化学教
科书中唯一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反应
。黄鸣龙，正是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
所研究员。在丁奎岭心中，上海有机
所是中国有机化学研究的最高殿堂。
1998 年 9 月，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
访问学习的丁奎岭决定回国发展。在
向上海有机所投递申请一周后，对方

承诺给予副研究员职位，提供 50 平方
米的过渡住房。但早在 1995 年，丁奎
岭就已受聘为郑州大学正教授，家里
的住房也宽敞得多。这样的落差对于
很多人来说难以接受，但他觉得自己
确实还需努力。在东京的那一年，他
基本上就是在实验室度过的。
让他至今心存感动的是，回国当
天一场台风刚过，当时的所长林国强
院士深夜亲自前往机场接机。这一
“传统”，后来在丁奎岭做了所长以
后，依然坚持至今。

“46 秒”背后的故事
“想做与众不同的研究，有时要
到‘无人区’去。”丁奎岭说。手性
催化研究，一度热门，后来转冷，有
同行选择放弃，而他坚持了下来。短
短几年，他带领团队突破传统思路，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手性催化剂“自
负载”概念，也就是让催化剂自动组
装，变成固体再利用，解决了催化剂
回收利用的难题。
一个生产流程原本需要 25 公斤催
化剂，现在只需 0.5 公斤，成本大大下
降。这正是丁奎岭提出的一系列新型催
化剂之一，该技术转让给一家民营企业
后，现在已达到年产千吨的规模。
如何利用二氧化碳这一问题，已
被丁奎岭关注了 10 多年。目前，他的
团队在温和条件下实现了将二氧化碳
作为碳资源，制备出平时需求量很大
的化工原料，目前正在山东进行工业
化应用试验。“很多人花大力气对二
氧化碳加压处理，储存到地下，丁奎

岭反其道而行之，把二氧化碳作为一
种资源来转化，可见其视野宽广。”
93 岁的中科院院士、上海有机所研究
员戴立信说。
46 秒可以做什么？林国强说了一
件令他难忘的事情。去年，他参评国
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其他单位还有
两个类似项目参与竞争。评委发问，
这 3 个项目有什么区别。“我当时有点
懵，因为我没仔细研究过其他项目，
这时只剩下最后 46 秒钟，丁奎岭作为
我邀请的第三方专家，回答得非常到
位。我完全没想到他竟然对同行研究
得如此透彻，这得下多少工夫啊。”
近年来，丁奎岭获得过国家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和德国洪堡研究奖等。
日本吉田奖面向亚洲化学家，丁奎岭
是第一个获奖人。

让科学家走得更远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上海有机
所研究员李昂至今感慨不已，7 年前他
人尚在国外，所里就将 100 平方米的实
验室准备好了，科研经费也已转入他
的账户，上班第一天他的团队就已到
位 6 个人，为他们早出科研成果赢得了
一两年时间。“科研竞争激烈，犹如
百米赛跑，不能让这些有志于科研的
年轻人输在起跑线上。”丁奎岭说。
不拘一格用人才，这是丁奎岭
2009 年担任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
后，形成的鲜明特色。当时，一些引
才计划要求有三四年海外博士后工作
经历。所里突破惯例，推出了待遇等
同的人才计划。当时在新加坡从事博

士后研究仅仅八九个月的李昂，就这
样“破格”来到了有机所担任研究员
。他不负众望，2015 年入选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今年 6 月荣获国际四面
体青年大奖。“当时 28 岁的我对于带
一个团队没什么经验，在我最困惑的
时候，丁所长告诉我亲力亲为也是一
种管理方式。”李昂于是“冲锋陷阵
”带头去做实验，带出了自己的队伍
。如今，每年到了研究生选导师的时
候，他的办公室外面就会排起长队。
作为一所之长，丁奎岭经常思考
的是如何搭建一个更好的平台，因为
这将决定科学家能够走多远。去年 5 月
，上海有机所以原创性基础研究的优
势和有机氟化学的特色吸引了诺贝尔
化学奖 得 主 夏 普 莱 斯 加 盟 ， 目 前 已
建立了独立的“点击化学”实验
室 。 2011 年 ， 国 际 顶 尖 学 术 期 刊
《细胞》第一次发表了一篇来自
上海有机所的研究论文。“有机
化学与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的交
叉与融合是未来大势所趋。”丁
奎岭说。为了提前布局，有机所
以国家“顶尖千人计划”为契机
，前瞻性地引进了美国科学院院
士、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哈佛医
学院细胞生物学系终身教授袁钧
瑛，领衔组建“中国科学院生物
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围绕细
胞凋亡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世界
生命科学和医学难题，开展独具
特色的化学生物学研究，如今这
个中心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近年来，上海有机所还筹集资金

做了一件看似“只有投入没有产出”
的事情，选派了 50 多名极具发展潜力
的优秀博士毕业生前往世界著名实验
室继续科研工作，除了给每人资助 20
万元生活费，期间还为他们缴纳“四
金”。更让人看不懂的是，对于他们
将来的归属却没有任何限制。对此，
丁奎岭看得深远：“我们并不是仅仅
为有机所培养人才！”这批人才的表
现引起了国际国内同行的高度赞赏。
去年，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有机化
学专业组的共有 28 人，其中 10 位就出
自上海有机所。
让上海有机所人自豪的是，在英
国《自然》杂志发布的衡量科研实力
的 2016 全球自然指数中，这个二级学
科研究所已连续 4 年在中科院和上海市
排名第二。更让人振奋的是，今年公
示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入选名单
中上海有机所就有 4 人，表现不俗。
丁奎岭很忙，他担任了美国化学
会《有机化学快报》副主编等学术职
务，他的邮箱里总是有很多待处理的
邮件，每天都要忙到 24 时以后才睡觉
。今年他去中央党校学习了 4 个多月，
几乎每个周五都要赶回上海，趁着双
休日召集各种会议，处理所里和课题
组的事务。
这位当年拾麦穗的少年，觉得累了
，就会仰头看看天空。如今，在这停不
下来的工作节奏中，他没有忘记提醒自
己，要做优雅的化学：既有紧迫感地做
“有用”的科学，还要沉得下心来享受
化学本来的科学之美。多一些沉淀，才
有可能在未来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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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机器人“奥运会” 创新大比拼
潘旭涛
8 月 23 日上午 9 时，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
心，一批批前来参加机器人大赛的选手汇聚拢
来。他们身着统一的文化衫，抱着一盒盒工具
箱，不住地讨论着准备情况。一位来自湖北的大
学生选手说，“竞争很激烈，比赛称得上是机器
人的‘奥运会’了。”
8 月 23 日—27 日，2017 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
京举行。大会由论坛、博览会、机器人大赛三大
板块构成。

展示行业最新进展

杨 金

兰新高铁的七个﹃世界之最﹄

郑园园

兰新高铁是一条
用智慧与汗水共同铺
就的铁路，它问鼎了
7个“世界之最”
，是
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
一 大 骄 傲 。 2014 年
12 月 26 日 通 车 后 ，
兰新高铁极大地缓解
了兰新铁路客货运输
压力。今年 7 月，宝
兰高铁正式开通，与
兰新高铁相连，完成
中国“八纵八横”高
速铁路网中最长的一
横，成为中国“丝路
高铁”的最西一段，
直达美丽的新疆乌鲁

特种机器人等全球顶尖企业的一流机器人产品悉
数亮相。
原本高速运作的机械臂，在工作人员的手靠
近后，便立即停止了工作。美国参展商瑞森可独
创了“英特拉”软件操作平台，它是一款仅需单
个控制器就能连接所有相关设备的强大软件。
“我们的机器人能在狭窄的空间内完成各类精密
器件的组装，并且最大程度上保证工人的安
全。”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个展会太棒了，它让我们了解这一行业
的最新进展。”美中互利医疗有限公司的工作人
员说，他们代理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已经纵
横市场 12 年。“医生能通过机器人操作三条电子
臂，这样既能减少手术台上的医护人员数量，又
能增加手术的精确度。”

机器人大赛竞争激烈
23 日上午，青少年设计竞赛率先拉开大幕，
来自全球 8 个国家和地区的 650 支队伍开始角逐
这一赛事的最终奖项。上海的徐启文老师正在紧
张备战，看着 3 个正在参加比赛的学生，徐启文

临的冻土、极寒等多
木齐。
个难题；而且设计中
它是世界上一次
坚持了顺应自然、保
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高
护生态的原则，良好
铁。兰新高铁从兰州
地保护了当地的珍稀
出发，途经青海西
动植物。
宁，甘肃张掖、酒
其中的祁连山隧
泉、新疆吐鲁番等 39
道被誉为“世界高铁
个车站，伴着“信天
第一高遂”
。祁连山隧
游”的豪放，从奔腾
道穿越碎屑流及富水
的黄河到宁静的天
断层破碎带，经过高
池，最终进入乌鲁木
原冻土，是中国铁道
齐 。 绵 延 1776 公
部Ⅰ级风险隧道。其
里，一气呵成。
中，贯通青海、甘肃
它是世界上第一
两省的祁连山 2 号隧
条大范围穿越戈壁地
道，全长 9.49 公里，
段的高铁。兰新高铁
最高海拔4345米，最
横亘在大西北荒野戈
大 埋 深 超 过 800 米 ，
壁上，面对恶劣的自
开挖断面达 160 平方
然环境，全体参建员
米，是目前世界上海
工不畏施工艰险，勇
拔最高、建设标准最
攀科技高峰，克服了
高和施工难度最大的
诸如戈壁地区无砟轨
高速铁路隧道。
道施工等多个世界性
兰新高铁也是世
难题。
界上海拔高差最大的
它是世界上穿越
高铁。
最长风区的高铁。兰
兰新高铁作为国
新铁路第二双线在新
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
疆境内经过烟墩风
工程，除了刷新多项
区、百里风区、三十
世界纪录外，更是推
里风区和达坂城风区
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
四大风区。在风力最
西 北 五 省 区 —— 陕
强劲的区段，年均 8
级以上的大风天气可
西、甘肃、青海、宁
以高达208天。
夏、新疆发展的强大
它是世界高铁建
运输保障和重要交通
设中首次设置防风工
走廊。
程的高铁。为顺利穿
如今，兰新高铁
过多个风区，兰新铁
正式纳入全国高铁
路在沿途建有 462 公
网，增进了西部与
里的挡风墙，占新疆
中、东部地区的经济
段线路总长的 65%。 文化交流，在中国新
中国铁路穿过烈烈大 “丝绸之路”上焕发
风，通向欧亚大陆腹
着勃勃生机，对于沿
地。它是世界上第一
途地区的经济建设与
条修建在高原地区的
繁荣，乃至世界经济
高铁。兰新高铁不仅
的平衡都具有重大的
克服了高原上施工面
战略意义。

中国这五年的
世界之最

陆子慧 文/图
说，“这类大赛很能激发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和
动手实践能力。”
伴随着机器人博览会的开展，2017 世界机器
人大赛也同期拉开帷幕。4000 余名各国参赛选手
会在中国无人机公开赛总决赛、BCI 脑控机器人
大赛、格斗机器人大赛、青少年设计竞赛等赛事
展开竞技。
场地另一边，格斗机器人大赛正在做最后的
准备。大学组的格斗机器人大赛共有 300 支队
伍、1500 余位参赛选手，包含机器人武术擂台
赛、陆空协同机器人反恐赛、仿生机器人接力赛
3 个项目。
“这是我第二次来世界机器人大会参赛。”南
京大学金陵学院的季同学说，“我们学校的信息
科学与工程学院组建了社团，每年都会为了参加
这个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

“中国正从机器人应用大国转为创新大国。”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伯旭介绍说，
近年来，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年均增长 35%。从
2017 年起，中国就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应用
市场。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综
合实力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机器人产
业实现快速发展。据统计，2016 年中国工业机器
人生产 7.2 万台，约占全球的 1/4；中国在语音识
别、图像识别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在
控制器、伺服电机、精密减速器等关键零部件的
研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是最大应用市场
在大会正式开幕之前，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
就已开始。22 日下午，以“‘一带一路’与机器人
发展机遇”为题的主论坛拉开整个大会的序幕。

克﹄在弹钢琴。
机器人﹃特奥特劳尼

一进场馆，悠扬的钢琴声吸引观众。定睛一
看，正在演奏的竟是机器人。这位拥有 53 根手
指、能完美演绎肖邦奏鸣曲的机器人名叫“特奥
特劳尼克”，是由意大利人马特奥·苏兹耗费 4 年
时间研制而成的。它边眨眼“卖萌”边表演。
“这也许就是未来的钢琴家吧。”带着两个女儿从
安徽专程赶来参观的包女士说，“机器人技术发
展这么快，我特地带女儿过来长长见识。”
据了解，此次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室内外展出
面积约 5 万平方米，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

常红星

青海将建火星模拟基地
付毅飞
近日，中国首个火星模拟基地项目
将落户青海的消息，引来各界关注。据
报道，该基地将集科学传播、旅游观
光、体验休闲、科学实验于一体。当地
主管部门表示，希望将其打造成我国首
个火星文化创意体验基地。为什么要建
火星模拟基地？这将对火星研究及深空
探测带来哪些影响？

为什么建在青海
项目所在地——青海省海西州大柴
旦红崖地区，在专家眼中是“中国最像
火星的地方”。笔者了解到，该地区在地
貌、地质和物质成分等方面都有类似于
火星的特征。比如主要地貌为荒漠，植
被覆盖很少；地质上分布着河流、湖泊
干涸的沉积物；物质成分中有大量氯化
物、硫酸盐等水流蒸发后的残留物等。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
介绍，这些特征有助于开展火星和地
球的环境对比研究，根据对地球环境
演变的认识，通过反推，可以了解火
星过去的样子。他说，该地区以前的
盐湖干涸后留下了许多盐类沉积，这
和火星上水流干之后盐类的沉积过程
是相似的。科学家可以研究这些盐类
在什么条件下形成，通过盐类沉积过
程推断过去水的盐度、当时的环境温
度。还可以根据流水作用的遗迹，推
断火星上曾经的水流情况。

为什么要建模拟实验舱
如果说这种野外模拟实验场是用天
然形成的类火星景观呈现火星的“外
表”，那么科研人员建造的火星模拟实
验舱，则能模拟出更多看不见的“内
在”。郑永春说，火星的大气压力约是
地 球 的 1% ， 大 气 成 分 约 96% 是 二 氧 化
碳；平均温度最高约为 20 摄氏度，最低
晚上可以达到零下 100 摄氏度，火星上
的太阳光照强度比地球上更弱。这些环
境条件都可以在舱内模拟出来，以此开
展各种实验。例如从野外模拟实验场采
集盐类样品，放到模拟火星环境下进行
结晶实验，看看火星的盐类结晶顺序跟
地球上有何异同。还可以开展微生物生
存实验等。

中国首个火星模拟基地项目所在地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红崖地区地貌。 张清
哲摄 （新华社发）
郑永春表示，火星模拟实验舱通常
说，针对火星探测，国内外已经开展过
不会太大，可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用
数次模拟试验。
它模拟火星大气成分和压力、温度、光
2011 年 11 月 4 日，包括中国志愿者
照等环境条件。但也有些东西难以模
王跃在内的 6 名志愿者走出封闭舱，标
拟。例如火星上极为微弱的磁场、只有
志着著名的“火星 500”试验结束。庞之
地球 1/3 的重力等，虽然并非完全无法
浩介绍，该试验由欧洲航天局与俄罗斯
模拟，但成本很高。
生物医学研究所合作开展，模拟了 250
“通过探测数据，我们已经知道了
天飞往火星、30 天登陆火星、240 天返
火星现在的样子，研究的目的是要搞清
回地球的过程。2015 年，美国在夏威夷
楚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说，已有
莫纳罗亚火山开展了为期一年的火星生
许多证据证明火星曾经有浓密的大气和
存试验，模拟航天员在火星基地里的生
大规模的水，曾经有温暖湿润的气候， 活 。 此 外 ， 国 内 也 开 展 了 “ 月 宫 365”
为什么这些水都逃走了，是怎样发展到 “太空 180”等试验，模拟在太空的长期
这种状态的，要了解这些，只能通过模
生活。
拟实验把这个过程重现出来。“研究火
对于人类未来的火星探测计划，庞
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地球以
之浩认为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通过试验来
后 可 能 会 变 成 什 么 样 子 。” 郑 永 春 说 ， 解决。例如航天器在火星降落时的“恐
火星和地球是太阳系里的“兄弟”，研
怖 7 分钟”，以及航天员经过长期太空飞
究两者的异同，互为参考，是极具价值
行来到火星，微重力变为低重力对体液
的基础研究。
转移、骨质、肌肉的影响等。
他还说，中国嫦娥三号月球车开展
地面试验时，试验场模拟了月球土壤环
为什么要开展模拟试验
境，并通过横向和纵向的牵引，模拟了
月球的重力环境。未来研制火星车时也
除了在基础研究领域，模拟试验也
在航天工程中发挥了作用。航天专家、 应该如此。
（据 《科技日报》）
《国际太空》 杂志社执行总编庞之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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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綠地赫曼公園最受歡迎的親子勝地
德州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先驅者 Sam Houston 紀念雕像
紀念雕像（
（記者黃相慈
記者黃相慈//攝影
攝影）
）

赫曼公園傍晚景色也相當優美（
赫曼公園傍晚景色也相當優美
（記者黃相慈
記者黃相慈//攝影
攝影）
）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進入颶風季節，做好應變措施
了嗎？德州正值颶風季，為避免哈維造成先前颶風艾莉森（Alison），艾克（IKE）和卡拉（Carla）侵襲休士頓的嚴重災情，
休士頓市政府積極宣導應變措施，提醒民眾做好風災預防步驟，
保障自身及家人安全。
休士頓市政府應急辦公室（休斯敦市應急管理處，OEM）
發函表示德州颶風季自 6 月 1 日來臨，會持續至 11 月 30 日長達
五個月，為提倡災害預防概念（災難備災），休士頓市政府應急
辦公室教導民眾遇到天然或人為災害時，該如保自求生存。
為了不讓自身處於高風險之中，事先做好準備很重要。以颶
風為例，民眾應具備“保命四要訣”，第一“制定應急計劃”
（制定應急計劃），第二“準備急救包“（有緊急供應工具包）
，第三”保持聯繫“（知情），最後”熟識鄰居“（了解你的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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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曼公園），綠樹成蔭，佔地面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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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客都能簡單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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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ater）
，休士頓動物園（休斯頓動物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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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許多人到本地來抓精靈，假日時候
熱鬧不已。

吸引許多市民攜家帶眷放鬆心情（
吸引許多市民攜家帶眷放鬆心情
（記者黃相慈
記者黃相慈//攝影
攝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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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颶風季來臨緊急應變
四步驟不可少

居）。
「制定應急計劃」 指的是事先掌握好災情動向，居住在低窪
地勢的居民可先行疏散，隨時掌握風災水災資訊，制定緊急應變
逃生方案，災害演習或撤離方式。 「準備急救包」 則是隨時都要
準備五至七天份量的存糧，包括水，食物，藥品和個人需求物品
，這些緊急救急物，可能都要緊要關頭救人一命。 「保持聯繫」
則是隨時與外界保持通訊，隨時更新自己的狀態，也要隨時前往
各災害網站，注意災情最新動態。最後，所謂遠親不如近鄰，
「熟識鄰居」 可幫助自己在危急時，方便別人伸出援手。
除了休士頓市政府積極宣導，哈瑞斯縣國土安全和緊急事務
管理部（哈里斯縣國土安全與應急管理處）日前也發布一款名為
“ReadyHarris”手機應用軟體 APP，可讓居民自己制定災害應
變計劃，在災害時獲取即時訊息。

該款 APP 具有颶風，龍捲風，洪水，野火，冰風暴和雷暴
等天氣預報，可指導居民如何制定災害應急計劃，提供保命小秘
訣，疏散路線圖，也可以幫助用戶定位居住地的緊急服務機構。
居 民 可 至 iTunes 和 Google Play 上 免 費 下 載 應 用 ， 也 可 前 往
readyharris.org 獲得更多訊息。
其他市政府災害應變網站，可參考 ready.gov，houstontx.
gov /颶 風 ， OEM 網 站 ， houstontx.gov / emergency， hurricanes.gov 等，均可以獲取相關風災最新資訊。
市政府也提醒民眾，平日該設定緊急聯絡人和聯絡機構的習
慣，其次，911 則是最好的求救專線。市政府也提供逃生時的交
通救援，獨居者可播打 「211」 （德克薩斯連接人和服務）尋求
協助民眾可以 http://www.readyhoustontx.gov/網站搜尋更多相
關訊息。

大千世界

大肚腩、护心毛 澳洲举办
“最澳男性造型”大赛
近日澳洲泳装品牌举办了一场比赛，惹得澳洲
男子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大晒“泳装照”。古铜色肌
肤，油亮的六块腹肌亦或者是健硕的胸肌，在这些
照片里都没有。有的只是一些小(大)肚腩以及胸毛
毛绒绒的男人举着啤酒罐的照片。
据报道，澳洲泳装品牌 Budgy Smuggler 举办了
一场比赛，来寻找最具澳洲特色的姿势，名为“澳洲
最典型姿势”(Australia's Most Ordinary Rig)大赛。
比赛开始后，众多澳洲男子争相在社交媒体上
投稿。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有六块腹肌，那么抱歉
，你将会被取消参赛资格。啤酒肚、“护心毛”才
是这场大赛中最常见的元素，这场比赛为的是庆祝
“爸爸型身材”。
2016 年，一名名为莱顿(Dan Leydon)的男子凭借
一张身着 Budgy Smuggler 泳装的搞笑照片在社交媒
体上爆红，当时莱顿喝多了，便脱掉了衣服，在一
群牛面前，身着荧光粉色泳裤拍下了这张“性感照
片”。
照片爆红的同时，人们也将注意力放到了莱顿
的 Budgy Smuggler 泳裤上。今年早些时候，Budgy
Smuggler 决定沿袭这一“传统”，举办了这场恶搞
大赛。他们在 Instagram 上说道：“我们正在寻找澳
洲最典型的姿势，是时候寻找候选人了！我们所寻
找的那个人是最典型又最平凡的。”声明表示，投
稿人应当具有幽默感，并且照片要包含投稿人的身

哥伦比亚庆祝“世界懒人节”
大街上铺床睡一觉

体。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一百条加上#OrdinaryRigAU 标签的投稿，投稿人 Kody 身穿泳衣和板
球装备坐在沙发上，手拿一听 VB 啤酒进行了投稿。
他说：“在过去几年里，我的头发从我的脑袋
上渐渐转移到了我的胸部，有时候上嘴唇的胡茬也
很茂密。现在我意识到了我不再是年轻时的那只雄
鸡了……”另一个名为 Benjamin 的男子，身着条纹
Budgy Smuggler 泳裤，头戴一顶小红帽，挥舞着斧
头，他写道：“VBs(啤酒品牌)和 Winnie Blues(香烟
品牌)对你会比任何女人对你都要好。”
Nathan 则投稿了一张 PS 照片，他写道：“岩石
已经从海湾移除，将会被更滑更软的鹅卵石代替。
”这名看起来像是救生员的男子身着泳裤站在沙滩
上眺望远方，圆圆的啤酒肚十分抢镜。
据了解，参赛规则为：要看起来擅长运动，或
者是看起来曾经擅长运动；还要看起来是在职业生
涯中最容易受伤或者被抢劫的那种人。
必须要有能力将熊孩子抗在肩上并且能将其
“发射”到数米以外的泳池的那种人。
应当要看起来还是能够追赶出租车或者挥动斧
子的那种人。
社交媒体上获赞或被分享的多以及加上适当的
描述会有加分。
拥有六块腹肌的人直接会被取消资格。

伦敦义工制作世界最大三角形咖喱角

英国伦敦一个慈善团体制作出世界最大的三角形咖喱角(Samosa)，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
报道称，十多名来自英国穆斯林援助慈善团体的义工在伦敦东部一座清真寺内，花了 15 个小时，制作
出重达 153.1 公斤的咖喱角，打破了英国布拉德福德学院在 2012 年 6 月创下的 110.8 公斤纪录。
活动主办单位随后在协助下把咖喱角切成小块，分给数百名无家可归的人。

哥伦比亚伊塔圭举行一系列别具特色的
活动，庆祝“世界懒人节”。当地许多市民
把床垫和吊床搬到大街上，并呼吁平日压力
太大的工作人士放慢脚步。
伊塔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市面繁华
，商业蓬勃。不过，自 1985 年起，这个约有
20 万人口的小城市就每年庆祝“世界懒人节
”，鼓励人们享受一天的悠闲。
当时，伊塔圭市民孟多亚突发奇想，认

为这座城市不应只推广商业活动，也应学会
放慢脚步、享受生活，因此萌生举办“世界
懒人节”的念头。
据主办单位介绍，今年的“懒人节”活
动包括“最好看睡衣赛”“枕头杂耍赛”及
“最快滑动床铺赛”。
有活动参与者称，慵懒总给人留下不好
的印象，但其实更糟糕的是工作生涯的耗损
及伴随而来的生理和心理疾病。

悉尼机场现机器人
帮你登机还会挥手说“拜拜”
本周如果你来到悉尼机场，有可能会见
到一个人形机器人，该机器人不但外表优雅
，它还能帮你快速登机，甚至在你离开的时
候挥手致意。
据报道，新西兰航空公司近日在悉尼机
场推出一款名为 Chip the CANdroid 的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外表由黑白两色组成，除了没
有嘴巴以外，其他五官都做工精美。
另外，Chip 机器人还有双臂可以跟人
类打招呼，它的胸口上有一个大屏幕，乘坐
新西兰航空的乘客可以通过机器人的眼睛扫
描机票，然后在大屏幕上操作完成自助登机
，十分方便快捷。在办理完登机手续后，机
器人还会跟乘客挥手告别。
报道称，澳洲联邦银行于去年在悉尼创
新实验室(Sydney Innovation Lab)创建了一个
机器人社交团队，该团队已经与国际公司进
行合作，一起探究机器人可以被运用在日常

生活哪些方面。
悉尼创新实验室的负责人巴妮科(Tiziana Bianco)表示，这款没有嘴的机器人可以
通过胸前的屏幕来向人类显示信息。
“这是一个绝妙的机会去探索社会机器
人运用的可能性，它们很可能会出现在未来
，”巴妮科说，“人们可以与它们进行很好
地社会交流，有的时候还会带点情感色彩。
Chip 是一款最先机的类人机器人，它能与我
们的工作完美契合，这款机器人的研发旨在
了解人类和机器人在社会动态空间会有怎样
的交融。”
新西兰航空公司的数码研究负责人戈登
(Avi Golan)表示，这款机器人可以帮助他们
为乘客们带来未来的乘机体验。“我们也在
尝试改进未来的可能性，比如我们机组人员
在未来有可能会使用 Micosoft 全息透镜技术
来增强乘客们的乘机体验。”戈登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