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88休城社區
星期一 2015年5月11日 Monday, May 11, 2015

星期一 2015年5月11日 Monday, May 11, 2015

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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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東 美加東 5-10天 代售中國、台北、香港特價機票

歐 洲
名人假期 翠明假期

( 西歐 南歐 東歐 北歐 蘇聯)

中 國 大 陸
USD49 USD99 特價團

上海 北京 張家界 九寨溝 昆明 西
安 長江三峽 海南島 廣州

特 價 團
日本$199 台灣$199 韓國 泰國$99

越南$99 杜拜 澳洲 紐西蘭

豪 華 遊 輪
墨西哥 加勒比海 牙買加
阿拉斯加 歐洲地中海

紐約，費城，華盛頓，尼加拉瀑布，
波士頓,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耶魯大學，西點軍校。多倫多, 千島湖,
渥太華,蒙特利爾, 魁北克。

美 西
迪斯尼樂園 / 洛杉磯市區遊 / 好萊
塢環球影城 / 海洋世界 /聖塔芭芭

拉 - 丹麥村 - 矽谷 -舊金山-優勝美
地國家公園-胡佛水壩-西峽谷
“玻璃橋”(Skywalk)-南峽谷

黃 石 公 園
總統巨石 - 魔鬼峰 -大提頓

國家公園- 包偉湖 - 布萊斯峽谷

加 拿 大 洛 磯 山 脈
溫哥華－維多利亞－寶翠花園-
哥倫比亞大冰原－班芙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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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稿世界名人網供稿

休斯頓美術界三巨頭喜相逢休斯頓美術界三巨頭喜相逢！！20152015年年55月月11日日，，在在
張要武舉行的個人畫展上張要武舉行的個人畫展上，，張要武張要武、、王維力王維力、、姜瑞姜瑞
三位休斯頓美術界頂尖人物在一起切磋藝術三位休斯頓美術界頂尖人物在一起切磋藝術，，一起一起
見證海外藝術文化傳播交流見證海外藝術文化傳播交流。。本次活動也是剛剛成本次活動也是剛剛成
立的全美文體藝術聯盟第一次推薦的藝術活動立的全美文體藝術聯盟第一次推薦的藝術活動。。

歡聚不忘走進主流歡聚不忘走進主流。。20152015年年55月月33日日，，美南江蘇總美南江蘇總
會在春季小龍蝦節上介紹參選福遍學區委員的張晶會在春季小龍蝦節上介紹參選福遍學區委員的張晶
晶女士晶女士。。左起左起：：俞曉春俞曉春、、Kathy PengKathy Peng、、May ChenMay Chen
、、陳鐵梅陳鐵梅，，右起右起：：李步鵬李步鵬、、孫雯孫雯、、張晶晶張晶晶。。

OTCOTC晚宴當晚晚宴當晚，，20152015年年55月月33日日，，位於沃蘭的美國財富集團董事長位於沃蘭的美國財富集團董事長Tiger YuTiger Yu
，，舉行高端雞尾酒會舉行高端雞尾酒會，，邀請中國天河石油邀請中國天河石油、、大連船舶重工與美國大連船舶重工與美國
EXXONMOBILEEXXONMOBILE、、SHELLSHELL、、ChevronChevron、、皇家石油皇家石油、、中石油中石油((美國美國))、、GBHGBH、、泛美泛美
投資等重量級人物出席投資等重量級人物出席。。圖為圖為Tiger YuTiger Yu與嘉賓們合影與嘉賓們合影。。

20152015年年55月月44日日，，第五屆中國企業家赴美研討會在第五屆中國企業家赴美研討會在ITCITC隆重舉行隆重舉行，，圖圖
為主辦人李蔚華與張磊與中外企業家主講人為主辦人李蔚華與張磊與中外企業家主講人：：幸運土幸運土EBEB55投資公司董投資公司董
事長事長Cathy NguyenCathy Nguyen、、聯合地產林承靜聯合地產林承靜、、石油公司總裁成愛軍石油公司總裁成愛軍、、TracyTracy
、、張磊執行會長張磊執行會長、、休斯頓檢察長休斯頓檢察長、、路凱石油楊冰清董事長路凱石油楊冰清董事長、、李蔚華主李蔚華主
席席、、郝強律師郝強律師、、中國投資家梁濤和石油人楊安平中國投資家梁濤和石油人楊安平。。

20152015 年年 55 月月 55 日日，，世界名人網投資主任世界名人網投資主任
May ChenMay Chen 和特約記者和特約記者Michelle HuMichelle Hu 出席出席
OTCOTC特別推出的特別推出的2222區國會議員區國會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
主講的專題演講主講的專題演講。。

20152015年年55月月66日下午日下午，，世界世界
華商石油行業協會執行會長華商石油行業協會執行會長
張磊張磊((左左))和和Rice UniversityRice University
斯莫利研究所在斯莫利研究所在RiceRice 大學大學
共同舉辦共同舉辦《《與世界頂級科學與世界頂級科學
家面對面家面對面》》活動活動，，19961996年年
諾貝爾化學獎的獲得者諾貝爾化學獎的獲得者DrDr
Curl(Curl(中中))出席活動並做了簡出席活動並做了簡
練精彩的發言及與會者合影練精彩的發言及與會者合影
留念留念

20152015年年55月月99日中午日中午，，恒豐銀行第十七屆高爾夫球邀恒豐銀行第十七屆高爾夫球邀
請賽在密蘇裏市鵪鶉谷高爾夫球場開球請賽在密蘇裏市鵪鶉谷高爾夫球場開球。。圖為吳文龍圖為吳文龍
董事長與董事長與TARATARA電力公司黃琛在開球儀式上電力公司黃琛在開球儀式上。。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梅子報導黃梅子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夏天來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抱怨自己的皮膚出現
了紅斑、丘疹、發癢、幹燥、脫皮、青春痘等癥狀，令美麗的夏天成了
“多事之夏”。導致夏季皮膚問題的原因很多，如體內陰陽失調、過敏
體質、使用不當的護膚品或化妝品、空氣汙染及與天氣轉變等。還有的
朋友有很頑固的皮膚病，或者是家族遺傳的，或者是由於長期疏於調理
引起惡化的，或者是由於其他臟器性疾病引發的。皮膚病很是麻煩，很
多人病了習慣找西醫，但西醫開的西藥只能把病情壓一壓，緩解一些，
並不能除根。如此，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導致皮膚病越來越嚴重，有
一些病人甚至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

那麽皮膚病該如何治療呢?其實，中醫治療皮膚病才能取得更好的效
果，才能除根！中醫認為皮膚病的發生往往是氣血陰陽與臟腑功能失調
的外向表現，因此常外病內治，遵循整體觀，達到陰平陽秘。中醫正是
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歸納、辨識人體狀態，采用辨病與辨證相結合、
局部辨證和全身辨證相結合、內治與外治相結合的原則，從而使人體達
到一種平衡狀態。所以，看上去中醫治皮膚病效果緩慢一些，但假以時
日，能達到比西醫更好的治療效果。

康美藥業的中醫師Grace出身於中醫世家，從8歲起就跟隨爺爺采藥
制藥，15歲就獨立開處方，加上中醫學院的理論和多年的實踐相結合，
在張家界慈利人民醫院從事皮膚科研究時，每天掛她號的病人排成長龍
。Grace 來到美國後，創立了康美藥業——集美容、疾病治療和制藥加工
於一體的一站式服務，獨樹一幟。中醫師Grace指出，大多數皮膚病的中
醫病名和西醫病名是相對應的，如“癮疹”相當於西醫的“蕁麻疹”，
“風熱瘡”相當於“玫瑰糠疹”。但是，中醫認為相同的疾病由於患者
體質不同和疾病的發展階段不同，臨床的癥型也不相同。一般是先辨病
後辨證。辨病的過程往往與鑒別診斷分不開，通過詢問病史、誘發因素
、發病特點和臨床表現等加以確定。明確了疾病的診斷後，就要根據疾
病的不同發展階段和伴隨癥狀，進行辨證分析，辨證施治。比如濕疹，
診斷時要看其發病部位是否對稱、皮損特點是否呈多形性和滲出傾向，
是否伴有瘙癢等。然後根據病程、皮疹特點及伴隨癥狀確定其辨證分型
，進而確定處方。如急性期多以“濕熱證”為主，亞急性期多以“脾虛
濕盛證”為主，慢性期則多以“血虛風燥證”為主，但因個體差異，有
些患者伴有陽虛癥狀，臨床故采用溫法，以“溫陽健脾除濕”為主。

中醫師Grace還堅持同病異治與異病同治原則。“同病異治”是指表
現相同的疾病，可因人、因時、因地的不同，或由於病情發展、病機變
化、正邪消長等差異，采取不同治法。“異病同治”指的是不同疾病在

其發展過程中，由於出現了相同的病機，因而采用同一治
則。中醫治病的法則，不是著眼於病的異同，而是著眼於
病機的區別。同病異治或異病同治，既不決定於病因，也
不取決於病證，關鍵在於辨識不同疾病有無共同的病機。
病機相同，才可采用相同的治法。

對皮膚病來說，中醫大多依照這種原則辨證施治。比
如，對於銀屑病，進展期多以血熱風燥為病機，治則以涼
血祛風、清熱解毒為主；靜止期或消退期則以或血瘀、或
血燥、或風寒濕阻絡為病機，分別采取活血解毒通絡、養
血祛風潤燥和祛風除濕通絡為法；而對紅皮病型則以熱入
營血為病機，治則以清營涼血、解毒消斑為法。同樣，不
同的疾病只要發病機制相同，其治則和方法也可相同。如慢性濕疹、風
熱瘡、蕁麻疹、皮膚瘙癢癥等，只要其具有血虛風燥的病機，就均可用
養血祛風潤燥的治法，用當歸飲子加減。

中醫師Grace強調全身辨證。全身辨證主要是結合望、聞、問、切，
即通過望神色形態和舌象、聞聲音嗅氣味；問主訴、病史、診療過程、
問寒熱、汗液、二便、婦女月經、接觸史等；切脈、觸按局部病變等，
四診合參，綜合判斷病邪性質、患者氣血盛衰、臟腑功能狀況。只有做
到了詳細的問診和全身辯證，Grace才會開出藥方。

皮膚病除內治外，還包括外治。臨床上應用也須遵循辨證施治原則
，根據皮損的不同形態和疾病性質來選擇不同性質的溶液、散劑、洗劑
、酊劑、油劑、軟膏等。中醫治療皮膚病，既辨病，也辨證，更多的是
采用辨病與辨證相結合、局部辨證和全身辨證相結合、內治與外治相結
合的原則。

中醫師Grace開出藥方後，她的康美藥業提供會中藥濃縮、磨粉，加
工成蜜丸、膠囊或湯劑，方便病人服用。

中醫是國術，是沈澱了五千年的精華。Grace本人常年服用中藥調理
身體，她今年已經40多歲，但臉上如雞蛋清一般光滑潔凈，閃耀著綢緞
一樣的光澤，看上去顯得非常年輕漂亮。，如果您皮膚有任何問題，不
論是粉刺雀斑，抑或是各種頑固皮廯濕疹，或者只是粗糙黧黑，Grace都
能妙手為您調出專門適合您的中藥配方，而且手到病除。

HBT康美藥業
地址：9931 Harwin Dr,＃132，Houston,,TX 77036。
電話832-628-3886，電子郵件：gtherbals@gmail.com。

中醫中藥治療皮膚病才能除根中醫中藥治療皮膚病才能除根！！

各種中藥飲片各種中藥飲片

熱毒的皮膚熱毒的皮膚 體內熱毒的皮膚體內熱毒的皮膚 吃西藥過敏的皮膚吃西藥過敏的皮膚 血熱血燥的皮膚血熱血燥的皮膚

為客人做好的中藥膠囊為客人做好的中藥膠囊

與H-1B簽證擦肩而過？可考慮O-1

《和平永駐》音樂會排練花絮（一）

中山大學美南校友會
（本報訊）中山大學美南

校友會定於2015年5月23日晚6
時至11時 在休士頓黃氏宗親會
會所舉行中山大學美南校友會
聯歡晚會，校友會將准備豐盛
的晚宴和豐富多彩的文藝表演
節目，會所提供現代音影設施
和電腦點播系統，歡迎中大校
友，親屬及朋友參加。

地 址 ： 6925 Turtlewood

Dr., Houston, TX 77072
餐費：$5 /人
聯系人：黃孔威
聯系電話： 281-495-2558
Email： khuang7038@hot-

mail.com

轉瞬異鄉離母校，
客居北美著相思。
有朝一日重相逢，
往昔情誼千古趣。

（本報訊）今年的 H-1B
申請抽簽，堪稱是有史以來形
勢最嚴峻的一次。4 月 13 日，
美國移民局宣布，4 月前五個
工作日內共收到233,000份申請
，比去年的 172, 500 份申請多
出六萬以上, 並完成了抽簽程
序，選出了 65,000 個常規申請
和 20,000 個留給在美國獲得碩
士或以上學位的申請。

也就是說，23.3 萬名申請
中只有8.5萬人能被抽中，中簽
率還不到百分之四十。那麼，
如果申請人與 H-1B 簽證擦肩
而過，還有其它的選擇嗎？我
們建議，如果申請人符合條件
，可考慮申請O-1簽證。

O-1簽證是為在科學、藝
術（包括電視，動畫產業）、
教育、商業或者體育業界擁有
傑出能力的外籍人士入境美國
所設定的非移民簽證。O-1簽
證持有者可以在美國境內居住
和工作，並且，如同 H-1B，
L-1 簽證那樣，O-1 簽證也允
許持有者擁有“雙重意向”。

我們知道，簽證是入境某
個國家的法律文件，而美國的
簽證大體可以分為移民簽證
（比如家庭移民簽證，職業移

民簽證等）和非移民簽證（比
如 學 生 簽 證 F-1， 工 作 簽 證
H-1B、L-1，商務旅行簽證
B-1/B-2等等）兩大類。移民
簽證允許申請人具有移民美國
的意圖，而通常而言，非移民
簽證是不允許有移民意圖的，
這也是簽證官考量是否發放非
移民簽證的重要前提。但具有
“雙重意向”的簽證類別卻是
一個例外，它們雖然有著非移
民簽證的一些特征，比如有時
限，附條件等，但另一方面卻
允許持有者擁有移民意圖。就
是說，美國移民法和相關的政
府機構不會對該類簽證持有人
是否具有移民意圖做任何考察
。然而，對於那些要求沒有移
民 意 圖 的 簽 證 ， 比 如 F-1，
B-1/B-2等，其持有人在當初
申請該簽證以及後來保持該身
份的時候都不能有移民意圖。
換言之，如果這些簽證持有人
提交綠卡申請勢必會影響當前
的非移民身份。但是 H-1B，
L-1 以及我們現在談到的 O-1
簽證的持有人則不會有這樣的
煩惱。也就是說，通過“雙重
意向”的設定，O-1簽證持有
者如果完成了PERM勞工證申

請或者提交了 I-140 移民申請
，或者其他的移民程序，都不
會因為具有了移民意向而影響
當前的非移民身份，並且也不
會因此影響到O-1簽證的延期
。另外，移民法也不要求O-1
簽證持有人有放棄國外居所的
意圖。

我們之前提到了 H-1B 和
L-1 身份（簽證）同樣具有
“雙重意向”，只是這兩種身
份均擁有一定的時限。通常來
說，H-1B 雇員的時限為六年
。而 L-1A 身份可以延期最多
到 7 年。相比之下，沒有法律
規定O-1的時限，因此理論上
O-1身份是無限期的。當然，
O-1身份的時限取決於持有人
為申請人雇主的工作何時結束
，在那之前，只要其他條件滿
足，O-1身份則可以無限的延
期下去。因此，對於有條件的
申請人， O-1簽證是他們穩定
合法居留美國並且在等待移民
申請結果的同時繼續工作的不
錯選擇。

張哲瑞聯合律師事務所成
立19年來，已經成功地為許多
客戶獲得了O-1簽證的批准。
如果您對O-1簽證有興趣，您

可 以 發 郵 件 到 info@hooyou.
com 向我們咨詢。我們經驗豐
富的律師團隊將評估您的條件
並在24小時內給予您答復。

美國移民局行政上訴辦公
室前移民官Ms.Whitaker律師從
2013 年 2 月 4 日起開始在張哲
瑞聯合律師事務所工作。

Ms.Whitaker律師作為資深
律師和培訓主任，為我們的客
戶提供最優秀的服務。在加入
我所之前，Ms.Whitaker律師是
美國移民局行政上訴辦公室的
移民官，為移民局工作五年，
處理過多種多樣的上訴案件。
長達五年的移民官工作經驗使
Ms.Whitaker律師對美國移民法
和美國移民局的官方標准有
了非常透徹的了解，並練就
了獨特的洞察力，協助我們
的客戶取得最好的結果。

張哲瑞聯合律師事務所
是在美華人創辦的最大的一
家移民律師事務所，致力於
為廣大客戶提供關於美國移
民和非移民簽證的全方位服
務， 特別是 國家利益豁免
(NIW)， 傑出人才(EB-1)，
投資移民(EB-5)， L-1簽證
， 勞工證(PERM)， H-1B

簽證 和 I-485 方面的專
案設計服務。在過去的
十九年中我們已為數千
客戶成功申請綠卡。
客戶可與本所律師在 硅
谷、 紐約、 洛杉磯、
芝加哥、 休斯頓、 奧斯
汀、西雅圖 和 麥迪遜的
辦公室約見面談。 具體
詳 情 ， 請 訪 問: www.
hooyou.com 或聯系張哲
瑞律師作免費咨詢: in-
fo@hooyou.com。
張哲瑞聯合律師事務所：硅谷
、 紐約、 洛杉磯、 芝加哥、
休斯頓、 奧斯汀、西雅圖、麥
迪 遜 ， 電 話 ：

1-800-230-7040，
713-771-8433， Email： in-
fo@hooyou.com ， 網 址 ：
http://www.hooyou.com

張哲瑞律師

（本報訊）為了慶祝抗日戰爭勝
利七十周年的《和平永駐》音樂會，
合唱團在江震遠老師的指揮下排練了
黃自先生譜曲的《旗正飄飄》。 二戰
後在中國大陸出生的團友，對《旗正
飄飄》的旋律，遠不如對《黃河大合
唱》的旋律來的那麼熟悉，有的團友
曾把在電視連續劇《長沙保衛戰》中
聽到《旗正飄飄》誤認為是國軍的軍
歌。而被稱為“台灣小費翔”和曾經
軍旅生涯的江震遠老師，對《旗正飄
飄》的音樂內涵有著深刻的理解和特
殊的感情，因為這樣的“落差”，一
堂激情滿懷的“啟蒙教育”課，就是

排練場上不可或缺的一幕了。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黃

自先生作詞譜曲創作了《抗敵歌》
（也是這次合唱的曲目），1932 年
“一·二八”事變爆發——日本軍隊
突然襲擊上海閘北，十九路軍軍長蔡
廷鍇率全體將士奮勇反擊。同年4月
黃自為何香凝詞《贈前敵將士》譜曲
，獻給十九路軍將士，接著又創作了
這首四部混聲合唱曲《旗正飄飄》
（韋瀚章詞），於10月8日由音專學
生在廣播電台首次播唱，並被當年
《大長城影片公司》的有聲故事片
《還我山河》采用為插曲。1933 年 3

月底，黃自率領音專師生在杭州舉行
了兩場“鼓舞敵愾後援音樂會”，並
親自主持報幕，音樂會以《抗敵歌》
、《旗正飄飄》為壓軸曲目，當時上
海《中華日報》的評論寫道：“悲壯
激抑，聞者奮起。鼓舞敵愾，可謂名
副其實矣。” 1937年“七·七”事變
後，病中的黃自又作《熱血歌》（吳
宗海詞），發出了“四萬萬同胞啊，
灑著你的熱血去除強暴”，“拼著你
的熱血去爭光榮”的呼聲， 他曾滿懷
激情地說：“希望不久再能寫慶祝抗
戰勝利的歌曲。”不幸的是翌年黃自
英年早逝，未能親眼看到抗戰的勝利

。
2014年十月，北京中山公園音樂

堂響起了慷慨激昂的《抗敵歌》和
《旗正飄飄》，激起台下觀眾的往日
情懷，這是中央音樂學院為紀念黃自
誕辰 110 周年而舉辦的專場音樂會，
音樂會的提議者，男中低音歌唱家沈
洋對北京青年報記者說：“黃自先生
的成就在過去很長時間被忽略了，當
你唱起他的歌時，你就覺得有一種民
族自豪感。”

在這樣一種民族自豪感的激勵之
下，江老師帶領團員們逐句逐節逐聲
部反復練唱，令大家在對《旗正飄飄

》的節拍速度，音量強弱和符點音符
唱法的理解上有了重大進步，相信經
過江震遠指揮的悉心指導和團員們的
刻苦排練，《和平永駐》音樂會一定
能向休斯敦的華人同胞們獻上一曲原
汁原味的《旗正飄飄》， 將最好的合
聲呈現給所有血性的中華兒女，千萬
不要忘了那數百萬為了抵抗倭寇而英
勇犧牲的將士們，以及無數失去了生
命的無辜的百姓。《願和平永駐》抗
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慶典將於2015年
九月十九日晚上於Hobby Center隆重
推出,請密切關注日後在各媒體刊出的
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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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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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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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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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家庭生活造就日后的性格和恋爱方式
从网络上看到了这篇文章袁于心有戚戚焉遥 也

看过很多关于童年教育对孩子成长的影响袁但从没
有象这篇文章一样袁从里面看到了自己遥 转载这篇
文章出来袁 不是为了要批判自己父母对自己的影
响袁而是首先要弄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袁找到和自
己最匹配的另一半遥 希望人们在寻找伴侣的时候袁
都能有一颗包容理解的心遥

还有关于前一篇关注身边过于顺从的乖小

孩要要要杂感袁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袁但是我们
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遥 我们在成长袁父母在衰老袁多
注意沟通袁不要以后子欲养而亲不待遥

中国民间早就有野三岁看大袁七岁看老冶的说
法袁这与西方近代的心理学的一些有关理论惊人的
相似遥 让我们具体地看一看早期经历是如何影响人
的一生袁特别是人的择偶和婚姻关系的遥

当婴儿出生前袁母亲的子宫为他提供了一个安
全和舒适的生活世界遥 但是当他与母体分离后袁即
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袁这一切都使他感到自己生
存受到了挑战遥 如果他在需要的时候立即能得到母
亲的奶头和怀抱袁他便感到回到了原来安全舒适的
母体里遥 在这一阶段袁生存是婴儿生命的全部目的袁
对母亲的依恋也就成为他的最基本的需要袁如果这
一需要不能得到满足袁 即造成了婴儿的心里伤害遥
由于婴儿对依恋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而造成的伤害

程度不同袁 形成了不同的人格类型并伴随他们终
生遥

一些母亲对孩子依恋需要的反应不稳定院有时
候能满足孩子的需要袁而有时候则不能遥 这样的孩
子不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安全感袁他一方面使出全
身解数袁努力地用哭闹吸引母亲的注意袁从而使自
己的依恋需要得到满足袁另一方面却又为自己受到
冷遇而感到愤怒遥 母亲成为他的愉快与痛苦的同一

源泉袁他在生理和情感体验上的愉快尧满足与愤怒尧
伤心交替出现袁因而形成了他对母亲的爱和恨并存
的矛盾情感遥 这种儿童我们称之为依恋儿童遥

成年院依恋型人格
如果依恋儿的处境不能在后来的成长阶段中

得到改变袁他们在这一阶段中没有得到的需要将会
成为其基本人格特征而伴随终生遥 在成年之后他们
对依恋的需要始终存在袁当他们进入了一个亲密关
系时袁这种依恋倾向就会突出地表现出来遥 现他们
在亲密关系中的矛盾的中心不满就是院野当我需要
你的时候袁你总是不在遥 冶他们对亲密接触的要求似
乎永无止境袁 每当他们认为自己被对方忽视的时
候袁便会感到被遗弃袁就会愤怒袁就会恐惧遥 他们往
往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袁 要求对方时时刻刻的关
注袁不能容忍丝毫的忽视和冷遇遥 他们总是在埋怨
对方对自己不够关心袁辜负了自己的爱袁并总是试
图用生气袁吵闹袁和威胁等手段来迫使对方来关心
自己袁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袁这和他们在婴儿时期
用哭闹的方式来获得母亲的关心是一样的遥 由于强
烈的不安感和对遗弃的的恐惧袁他们心中充满了嫉
妒和猜疑袁无论对方如何表白袁他们还是难以给对
方以信任遥 生气袁哭闹袁吵架袁猜疑嫉妒都是他们表
达爱的方式袁归根结底袁这是源于他们早年对母亲
怀有的爱与恨的矛盾情感遥

另一种母亲是持续的情感冷漠的妈妈遥 出于种
种原因不喜欢孩子袁这种母亲对孩子在情感上是冷
酷的袁甚至很少愿意去抱一抱孩子袁打骂孩子也是
家常便饭遥 这种母亲的孩子我们称之孤独儿童袁他
们往往惧怕亲密的接触袁虽然事实上他们也曾象其
他儿童一样需要妈妈的爱护袁但是每次对母亲依恋
的渴望和要求都会导致心理上的痛苦, 因此他构造
了一个不真实的自我袁他们看起来很独立袁实际上
是否定自我的需要袁恐惧与他人接触袁其目的只是
为了回避由此可能带来的痛苦遥 这样的孩子常常被
认为是野好孩子冶尧野乖孩子冶袁妈妈为孩子早早就表
现出来的野独立性冶而感到骄傲袁在后来的生活中袁
孩子的这种所谓野独立性冶也许会受到社会的赞许袁
甚至他自己也会为自己的野独立性冶骄傲袁但是婚姻
生活里有痛苦在等着他遥

成年院孤独型人格
如果孤独儿童的生长环境不变袁他在幼年时期

的心理特点将随着他的成长而成为他的人格中的

基本特点袁成为一种在人际关系中袁特别是亲密关

系中的回避型人格遥 如同在幼年一样袁他否认自己
的情感甚至物质需要遥 事实上他不是没有亲密的需
要袁而是在幼年时期把这种需要放弃了遥 他们的性
格通常是冷漠甚至冷酷的袁 缺乏对生活兴趣和追
求遥 因为总是回避过多的亲密接触袁他们显得似乎
很独立遥 他们在配偶的选择上往往与依恋型的人有
缘份袁其中的原因很简单院依恋型的人往往较为主
动袁从而缩短了由于他的冷漠和退缩造成的距离空
间袁使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得以建立遥 当然袁回避型
的人在恋爱初期也会表现出一定的热情袁但是一但
亲密关系确立之后袁因为过多的亲近仍然是痛苦和
恐惧的袁他的冷漠退缩特点就会浮出水面遥

当孩子的生存环境稳定后袁他们的兴趣从如何
吸引母亲的注意力逐渐地转向了周围的世界袁开始
要离开母亲的呵护去探索他的周围空间了袁这就是
孩子的人生的探索阶段遥

这时候的孩子一方面需要尝试着越来越多的

离开母亲身边袁 从而证实自己日益增长的独立性袁
另一方面袁他们心中充满了对于未知的恐惧和失去
母亲呵护的不安全袁因此他们同时又要求不断地得
到安全感遥 这是个矛盾的心理要求遥

有一些溺爱孩子的母亲可能在孩子的第一阶

段(依恋期)做得较好袁可以较多地满足孩子对依恋
的需要遥 但是她在第二阶段上往往出现问题遥 她可
能过分呵护孩子袁生怕孩子出现意外而过多地限制
孩子的行动遥 她们总是在冲着孩子嚷嚷院野回来袁那
儿不能去遥 冶野回来袁那儿会摔倒的遥 冶这样袁她就关闭
了孩子通往外面精彩世界之路遥 她们这样做袁可能
出于爱护孩子的本能袁但更可能是出于自己对遭受
孩子遗弃的恐惧袁和自己对孩子的依恋袁她不能忍
受与孩子的片刻分离遥 孩子的反应可能有两种院一
种是孩子拒绝回到母亲身边袁总是设法与母亲保持
一定的距离袁逃离母亲的控制遥 另一种则是虽然人

回到妈妈身边袁但是情感却对母亲关闭了袁即在情
感上保持距离遥 我们常常可以见到一些孩子袁他们
充许妈妈抱袁但同时总是把脸拧到一边袁不让妈妈
亲袁他们最担心的是不要被妈妈控制和野吸收掉冶遥

成人院回避型人格
距离儿童长大以后成为回避型人格袁他们的人

际关系无论是身体还是情感都是疏远的遥 他们通过
各种方法来回避家庭生活院长时间忙于工作袁喜爱
经常出差的工作袁喜欢参加各种室外活动袁即便在
家里袁也总是埋头忙于各种事情也不愿多坐下来陪
陪自己的配偶遥 独立型人格需要自己的空间袁配偶
的亲密表示往往使他们浑身不自在遥 野你总是在控
制我冶袁野你太粘人了冶袁野我需要一点自己的天地冶袁
是他们经常发出的抱怨遥 他们与孤立型人格不同袁
孤立型人格否认自己对亲密的需要袁而回避型人格
则会正面显示他们对亲密的需要遥 他们最喜欢那种
来去自由的关系袁当他们感受到了自己对亲密的需
要时袁特别是当他们感到某种内疚或对遭到遗弃的
恐惧时袁便会从自己的小天地里走了出来袁向自己
的配偶频频示好袁去取悦对方遥 当他们的需要得到
满足后袁特别是当他们感到了对方企图保待这种亲
密状态袁或对自己有进一步需求时袁他们便会立即
退缩袁甚至生气院野你怎么没完没了?你的要求得太多
了遥 冶迫使对方离开自己遥 等他们再次野出山冶的时
候袁他们会野忘记冶与对方之间的不愉快袁会奇怪对
方为什么如此不高兴遥 他们会试图改变对方的情
绪袁 或批评对方对自己的冷淡院野我都有没事了袁你
怎么还没完没了?冶如果气氛不能得到改善袁他们会
再次走回自己的小天地里去遥

回避性人格的另一个类型是我们常说的野花花
公子冶类型的人遥 他们需要不断地吸引异性的注意
力袁 正如小时候需要不断地吸引父母的注意力一
样袁但是又不能保持与异性的关系遥 他们总是想方
设法来获得异性的爱袁可是一旦进入一种稳定的爱
情关系袁他们很快就会感到厌烦袁因为他们感到了
被控制和被野吸收冶的威胁袁于是就又想方设法摆脱
和终止这个关系遥 同时他们对依恋的需要并不因此
而消失袁他们就又开始了另一段恋情遥 对他们而言
感情是矛盾的袁既有对依恋的需求和对被遗弃的恐
惧袁也有对独立的需求和对被控制的恐惧遥 如果一
个母亲在孩子的依恋期不能满足他对母亲的依恋

要求袁又在孩子的探索期严重地限制了他对独立和
探索的需求袁那么她就很可能造就了一个未来的感
情不专一的野花花公子冶遥 渊未完待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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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的花———优昙婆罗花
优昙婆罗花袁在

佛经又有不少译名袁
例如院优昙钵罗尧优昙
波罗尧优昙跋罗尧优昙
婆逻尧乌昙婆罗尧乌昙
萝袁 或称优昙钵尧优
昙尧乌昙遥它是桑科榕
属植物袁分布于印度尧
越南尧斯里兰卡尧巴布
亚新几内亚尧尼泊尔尧
巴基斯坦尧澳大利亚尧
印度尼西亚尧泰国以及中国大陆的贵州尧广西尧云南等地袁生长于海
拔 130米至 2,500米的地区袁是一种出现于佛教经典中的植物遥

优昙婆罗花

优昙婆罗花中文学名院
优昙婆罗花

界院植物界
门院被子植物门
纲院双子叶植物纲
目院石竹目
科院仙人掌科
属院昙花属
种院昙花种
分布院广泛渊开花稀少冤

生物归类

优昙婆罗花是拘那含佛渊过去七佛之一冤悟道时身后那一棵遮
阳避雨的树种遥
优昙婆罗花袁传说中的仙界极品之花袁因其花野青白无俗艳冶被

尊为佛家花袁西方极乐佛国中善见城之优昙袁与备受推崇的阿修罗
城的莲尧持国天城中的水仙和爱染明王城中的牡丹同属极品袁沾皇
家的华贵气息袁三千年一开袁花形浑圆袁犹如满月袁远远看去袁雪白
的花朵倒像是卷了千堆雪袁
有瑞祥之气缭绕袁观者受福遥

传说释迦牟尼佛之前还

有六佛曾经住世, 其中拘那
含佛在经历磨难后在优昙婆

罗树下成就正觉遥 要要要叶长
阿含经曳

根据植物专家介绍袁在
我国各地发现的 野优昙婆罗
花 冶 实为一种捕食性昆
虫要要要草蛉袁一般在植物上产卵袁特殊条件下也会在木头尧玻璃尧金
属等其他物体上产卵遥

植物简介

叶杂阿含经曳卷 26院
腋有五种大树遥 其种至
微遥 而树生长巨大遥 而
能映障众杂小树遥 荫翳
萎悴遥 不得生长遥 何等
五遥谓健遮耶树援迦捭多
罗树援阿湿波他树援优昙
钵罗树援尼拘留他树遥

叶法华经三大部补
注曳卷 4院腋优昙华遥具云
优昙钵罗遥 此翻瑞应遥
其叶似梨果如拳大遥

优昙婆罗花叶四分
律名义标释曳卷 24院腋优
昙钵华遥 或云优昙婆
罗遥 新云乌昙跋罗遥 中
天竺摩竭陀国遥 慈贤法师言遥 梵云坞东朱萝遥 正也遥 然此并无正翻遥 义云
瑞应遥 或云希有遥 隋翻水愿遥 谓其树不华而实遥 若生华则有佛遥 及有轮王
出世遥 故云瑞应遥 此华多时乃一开遥 故云希有遥 应法师曰遥 其叶似梨遥 果
大如拳遥 其味甘遥 无华而结子遥 亦有华而难值遥 故经中遥 以喻希有者也遥
般泥洹经云遥 阎浮提内遥 有尊树王遥 名优昙钵遥 有实无华遥 树有金华者遥
世乃有佛遥
优昙跋罗 摘录叶中华佛教百科曳
优昙跋罗渊梵文院???????袁udumbara冤
树名遥 音译又作乌昙婆罗尧优昙婆逻尧乌昙 萝袁或称优昙钵尧优昙尧乌

昙遥 其学名为 Ficus glomerata袁属桑科袁多产于喜马拉雅山麓尧德干高原及
斯里兰卡等暖湿之地遥 树高丈馀袁叶似梨袁其果大者如小儿拳袁小者如拇
指袁十数颗聚生于树干遥生尧熟皆可食袁然味不佳遥其花为隐于花托之中袁人
眼难见其花袁故乃有种种臆说遥
优昙跋罗华 摘录自叶佛光大辞典曳
优昙跋罗袁梵语 u?umbara 或 udumbara袁巴利语 udumbara遥又作乌昙钵

罗花尧忧昙波花尧邬昙钵罗花尧优昙花尧郁昙花遥 略称昙花遥 意译作灵瑞花尧
空起花尧起空花遥属于桑科中之
隐花植物袁 学名 Ficus glomera鄄
ta遥 产于喜马拉雅山麓尧 德干
高原及斯里兰卡等地遥 树干高
三公尺馀袁叶有二种袁一平滑袁
另一粗糙袁皆长十至十八公分袁
尖端细长遥雌雄异花袁花托大者
如拳袁小者如拇指袁十馀个聚生
于树干袁虽可食用而味不佳遥

文献记载
优昙华又优昙婆罗为梵语袁意为灵瑞花尧空起花尧起空花遥
优昙婆罗花袁梵语 u?umbara袁巴利语 udumbara遥 在佛经又有不少

译名袁例如院优昙钵罗尧优昙波罗尧优昙跋罗尧优昙婆逻尧乌昙婆罗尧乌
昙 萝袁或称优昙钵尧优昙尧乌昙遥 在佛经中袁通常提到优昙婆罗花大
多是在形容极难遇到佛陀出世袁正如极难遇到优昙婆罗花一般院

叶妙法莲华经曳卷 7掖27 妙庄严王本事品业院腋佛难得值袁如优昙钵
罗华遥 夜(CBETA, T09, no. 262, p. 60, a29)

至于更多的说明袁可参考这一段叶泥洹经曳袁此段经文在许多论中
常常被引用到遥
优昙婆罗花叶佛般泥洹经曳卷 2院腋诸比丘遥尔等熟视佛颜色遥佛不

可复得起遥却后十五亿七千六十万岁遥乃复有佛耳遥佛世难值经法难
闻遥 众僧难值遥 唯佛难见也遥 阎浮提内有尊树王遥 名优昙钵遥 有实无
华遥优昙钵树遥有金华者世乃有佛遥 夜(CBETA, T01, no. 5, p. 172, c2-
7)
这段经文即是指出佛说在他涅盘后要等数亿年以上袁 才会有下

一尊佛出世袁我想大家都知道下一尊佛就是指腋弥勒佛夜遥经文中就提
到能见到佛陀是非常困难的袁 在此就举出优昙钵树袁 这种树只有果
实袁平常看不到花袁只有当开出金色花朵时袁就是佛陀降世的时候遥
看看网路上流传的一些图片袁就可以发现这些被疑为腋优昙婆罗

花夜实际上很小遥 然而叶泥洹经曳却有提到腋阎浮提内有尊树王夜袁可见
腋优昙婆罗花夜是某种树上的花袁但那些图片看起来似乎和腋树夜扯不
上关系遥
再看一段叶杂阿含经曳院
叶杂阿含经曳卷 26院腋有五种大树遥其种至微遥而树生长巨大遥而能

映障众杂小树遥 荫翳萎悴遥 不得生长遥 何等五遥 谓健遮耶树尧迦捭多
罗树尧阿湿波他树尧优昙钵罗树尧尼拘留他树遥 夜(CBETA, T02, no. 99,
p. 190, a18-21)

叶佛学大辞典曳亦说袁野此花为无花果类遥 产于喜马拉耶山麓及德
干高原尧锡兰等处遥 干高丈余遥 叶有二种院一平滑袁一粗糙遥 皆长四五
寸袁端尖袁雌雄异花袁甚细袁隐于壶状凹陷之花萼中遥 常误以为隐花植
物遥 花萼大如拳袁或如拇指袁十余聚生遥 可食而味劣遥 冶
此外袁佛教经典中有一部叶优昙婆逻经曳袁名称也是源于此植物遥

佛教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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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修
地基

專修
地基

TOYOTATOYOTA
Sterling McCall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衆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2015年新車提前清倉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前所未有2015年
4月份特惠方案

2015年份所有車型提供
零利息貸款或高至
2500元現金折扣

（Tacoma,Sequoia除外）

☆精通保險理賠法，AAA, 州農場保險指定修護廠
☆USAA, FARMERS, ALLSTATE, TEXAS
FARMERS BUREAU,G.M.A.C. 等等
OPEN SHOP PROGRAM

☆鈑金修護，爭取減或免自付款，保證復原如新
☆最新電腦控制，下吸式，氣熱，無塵烤漆房
（原廠標準，且有終身保證計劃）

☆修護期間，備有免費（收費）租車
☆全車開入式拉大樑機（三臺）

高價收買
三年內
車禍車

˙噴射式引擎，電腦控制系統專家
˙精修電系，噴射式供油系統
˙四輪（電腦鐳射）定位
˙原廠標準保養，冷暖氣
˙引擎修護，剎車，底盤，變速箱等等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Bellaire Auto Services & Collision
地址：76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Bellaire & SW Freeway）萬 利 車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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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袁2015 年湖南省公务员招录笔试开
考遥今年全省共计划招考公务员 7234名袁15万人报
名袁经过网上确认最终有 11.5万人渊含烟草系统冤缴
费袁报考人数趋于稳定袁竞争激烈程度与前两年相
比大致相当遥 专家认为袁野公务员热冶适度降温袁是人
们对职业选择的一种理性回归遥
一份职业袁如果大家都不问自己是否真正感兴

趣袁而只想挤独木桥去争抢袁那它必然会少些职业
味袁而附加浓厚的身份尧地位色彩遥 因此袁专家说野公
务员热冶 的适度降温是对职业选择的理性回归袁无
疑是经得起推敲的遥 这种理性袁当然是建立在公务
员行为得到日渐规范的基础之上遥 换言之袁权力的
任性和滥用受到制约袁身份的光环与特权的阴影渐
渐淡去袁 公务员这个行当便在慢慢恢复其本来面
目袁可与其他职业相提并论了遥 这彰显了近些年制
度堵漏的成果袁体现了社会的进步遥
然而若说野公务员热冶就此已冷却下来袁显然言

之过早遥11.5万人竞争 7000余岗位袁平均 16个人抢
一个野饭碗冶袁如此激烈的竞争度袁在其他行业的求
职中仍是不多见的遥 可见公务员的野职业溢价冶程度
依然很可观袁在不少人眼里袁公务员依然是个炙手
可热的好职业遥

考上了野好嫁人冶袁离职了也吃香袁看来公务员
这职业袁横竖都招人喜爱袁简直成了婚恋场和职场
上的超级野硬通货冶了浴 在呼唤职业选择回归理性的
当下袁这难免让公众有几分担忧遥 比如有人就认为袁
女孩为了野好嫁人冶而考公务员袁个人的功利意图太
强曰更有人质疑袁离职公务员受企业热捧有可能是
源于权力变现的需求遥 然而袁只要细加分析袁这样的
担忧虽不至于毫无道理袁却也不必过于敏感遥 不管
怎么说袁一个女孩希望野好嫁人冶袁其实无可厚非曰而
关于野权力变现冶袁按理说在职比离职更容易操控袁
从逻辑上分析袁应该没有哪个公务员为了便于权钱

交易而主动选择离职的遥 因为权没了袁还拿什么去
交易呢钥
由此说来袁野公务员热冶 降温尧野好嫁人冶尧野离职

吃香冶这三种现象袁其实并不矛盾袁相反倒是一脉相
承的遥 它们都源于同一个现实基础袁即跟教师尧医生
等职业一样袁公务员在人们心目中袁也越来越接近
职业化遥 是职业就必然有选择尧有进入尧有退出袁有
人才的流动袁只要竞争的途径正当尧合法袁只要权力
被关进制度的笼子袁人们的选择就必然不断趋于理
性遥 为此袁对于公务员野离职吃香冶这类现象袁我们不
妨淡看一眼袁 只要离职后不当政商勾结的掮客袁不
从事违法交易袁我们就不必过度紧张遥 事实上袁其他
职业也有一些野改行更吃香冶的现象袁对于公务员的
离职改行袁我们也需以平常心来看待遥

离职公务员特别是那些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

员袁即便遵循相关避止规定袁依然可暗中凭借昔日
关系网发挥野余威冶袁兴风作浪遥
据叶北京青年报曳报道,离职公务员因掌握政府

部门的人脉资源,而成为房地产尧金融和互联网三大
受政策影响最强的行业所争抢的对象, 一些企业甚
至开始托猎头寻找离职公务员遥在人才市场中,他们
在文字能力尧组织管理协调能力尧对政策的敏感性
等方面有相对优势,能够胜任行政类尧法务及质量管
理等工作遥 其二,随着当前改革不断深入,公务员越
来越职业化,公务员离职属正常人才流动遥 其三,有
公务员离职,但未出现离职潮,因而无需过多惊诧遥

但是,企业选择离职公务员,看重的是其野政府
人脉资源冶,则显得不正常遥 这种用人取向,或多或少
暴露了企业在与政府打交道过程中,所存在的野走捷
径冶心态曰而在这种心态驱使下,官商之间野勾肩搭
背冶,也就不可避免遥 在这里,离职公务员充当的实质
是一个掮客角色遥离职公务员的野人脉资源冶,说白了
就是野权力余热冶遥在一个畸形的官商生态中,这对于
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生产力遥

政府的办事流程,本应公开透明遥 在一种健康尧法治
化的市场环境中, 官商之间是法治意义上的对等关
系遥 如果企业正常办事,依靠的不是法治,而是政策
以及离职公务员的野人脉关系冶,才能打开野方便之
门冶,或者获得更多的服务,那么只能说明企业和政
府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两者之间还横亘着无形的野玻
璃门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前的行政改革还有
很大的空间遥
此外, 一些离职公务员受企业追捧的不正常现

象,也与监督乏力不无关系遥 事实上,公务员并非想
跳槽就跳槽,而是有着诸多限制遥 叶公务员法曳即规
定,未满国家规定的最低服务年限的不得辞去公职遥
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 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
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
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
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遥 然
而现实中,这些竞业避止规定大多流于摆设曰即便发
现违规情况, 也因制度缺乏可操作性而少有人被问
责遥 该说,公务员离职再就业,如果按规定做到了竞
业避止规定,其权力影响相对减弱,特别是普通公务
员,权力的野余威冶更为有限,甚至可忽略不计,在替企
业办事时,现有权力未必买他的账遥逐利是资本的天
性,对于那些走捷径的企业来说,此时再延揽离职公
务员,无疑大大增加了人力投资的风险遥
不过也要看到,在一个人情社会,竞业避止规定

仍有局限性, 离职公务员特别是那些原系领导成员
的公务员,即便遵循相关避止规定,依然可暗中凭借
昔日关系网发挥野余威冶,兴风作浪遥
离职公务员受热捧背后所反映的 野权力变现冶

是畸形官商关系,说到底是权力边界模糊,而又缺乏
有效制约和监督所结下的野怪胎冶遥 因此,一方面,需
要建立更详尽的离职公务员从业限制与职业回避

制度, 加大对权力期权化的监督力度遥 但更关键的
是, 要针对现行权力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
机制,不断健全完善野权力清单冶与野负面清单冶制度,
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离职公务员手中的野人脉冶
才不会成野腐脉冶遥

公务员离职后流向何处是一个值得深入解读

的问题袁政府部门当然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公务员离
职袁但前提条件是要完善规则袁保证政商关系的健
康与稳定遥
公务员离职现象近来屡屡成为舆论焦点袁与此

相关的议题大致有两个袁一是公务员离职现象是否
已经构成野离职潮冶袁二是公务员离职后去哪遥 对于

前一个问题袁 近日
人社部明确表示当

前未出现公务员

野离职潮冶袁 至于后
一个问题袁 近日媒
体调查显示袁 离职
公务员在人才市场

颇受欢迎袁地产尧金
融和互联网行业是

其主要流向遥
报道显示 袁除

了工作作风严谨袁
组织管理能力强之

外袁熟知政府流程尧
办事风格袁掌握政府部门的关系资源袁使得离职公
务员成为房地产尧金融和互联网三大受政策影响最
强的行业所争抢的对象遥 另外袁一些设有政府关系
部的公司袁往往更愿意吸收有过公务员工作背景的
人遥 可见袁企业之所以看中离职公务员袁主要是因为
他的人脉背景遥 这使得原本正常的跳槽现象变得充
满争议院公务员离职后是否会把权力背景带到新公
司袁这会对新工作产生何种影响钥 熟悉中国政治生
态的人都清楚袁野政府里面有人冶意味着什么袁它通
常埋下了腐败的隐患袁其影响不可小觑遥
当然袁企业的期待未必就能成为现实袁只是袁当

公务员离职成为常态时袁就有必要对此引起足够的
注意遥 如何消除公务员离职后把权力带到新工作袁
首先袁公务员离职时袁应该厘清在职时握有哪些具
体的权力袁新的工作与这些权力有没有关联袁这方
面的信息应该做到公开透明曰在此基础上袁还需要
完善公务员竞业的规则袁为杜绝灰色交易袁国外对
于公务员离职或退休后的择业时间和工作领域有

着严格的规定袁我国叶公务员法曳也规定院野公务员辞
去公职或者退休的袁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
三年内袁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袁不得到与原工
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袁
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遥 冶
但现实中这类规定往往成为摆设袁鲜有部门跟进监
督袁公务员离职后的竞业基本不受约束遥

在目前的情况下袁公务员离职后流向何处是一
个值得深入解读的问题袁政府部门当然没有任何理
由阻止公务员离职袁 但前提条件是要完善规则袁保
证政商关系的健康与稳定遥 如果政府部门对此坐视
不管袁公务员带着人脉投向企业的怀抱袁人们的担
心恐怕就会成为现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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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少芬：赞美下的婚姻更幸福
从不被看好到备受羡慕袁蔡少

芬尧 张晋婚礼请柬上的一句话袁正
好解释了其中原因袁那就是院两个
人总比一个人好遥

秀幸福晒恩爱袁蔡少芬成野炫
夫狂魔冶遥 因为婚后将生活重心放
在香港袁内地观众对蔡少芬的印象
停留在野漂亮港姐冶和叶甄嬛传曳里
的心计皇后遥最近袁蔡少芬尧张晋夫
妇上了一档明星真人秀遥提及刚结
婚时袁 不少媒体对他们并不看好袁
野唱衰冶的报道不断遥 冶张晋野扬眉吐
气冶于去年获香港电影金像奖袁叶一
代宗师曳野马三冶 获最佳男配角时袁
他结结巴巴的获奖台词是院野我的
太太是蔡少芬袁有人说我这一辈子
都要靠她袁我想说袁是啊袁我一辈子
的幸福都要靠她遥 冶说这话时袁蔡少
芬坐在台下哭成泪人遥

节目中袁 张晋一旦挑战成功袁
蔡少芬就兴奋大吼院野老公你太帅
了袁老公我爱你浴 冶甚至顺势冲到老
公怀中袁甜蜜相拥袁蔡少芬告诉记
者袁节目播出后袁她自己看了五六
遍袁然后就感动得睡不着觉遥 不仅
如此袁从明星红毯尧活动到微博袁蔡
少芬也从不吝啬秀老公尧 晒恩爱袁
她说院野我是一个很爱表达的小女

子袁要把好感情给大家看袁经营一
段婚姻袁 如同对待小孩子一样袁你
要让他好袁夸他就对了遥 冶

同劳碌得美好袁两个人总比一
个人好遥 都说好女人是学校袁能让
丈夫破茧成蝶袁 那么能夸就夸袁正
是教学成功的秘诀遥

蔡少芬 17岁参选港姐袁 与窘
迫家境密不可分袁父亲曾是公交车
司机袁母亲嗜赌成性袁蔡少芬成为
女明星后袁最轰动的新闻就是切断
跟母亲的关系以及香港富商刘銮

雄为蔡妈妈偿还赌债遥 相比较而
言袁张晋生活简单平淡袁运动员退
役改做武术指导袁教章子怡武术动
作袁训练周润发打太极遥 由于行业
地位的悬殊袁他俩婚后很多媒体说
张晋要一辈子靠老婆遥张晋妈妈看
不过袁说儿子不穷袁买了两套房子袁
有媒体一查袁发现这两套重庆老家
的房子总价不超过 20 万人民币袁
又再被当做笑柄遥 张晋说袁当年曾
孩子气地对老婆发脾气说院野全世
界只有你一个人认可我袁 有什么
用钥 冶野我当时很心急袁她反而一直
觉得我挺好袁总是鼓励我遥 她就是
这样的人袁对朋友尧亲人也一样遥 冶
张晋也很清楚袁 自己能坚持走下

来袁跟妻子的支持密不可分袁他说院
野我俩结婚请柬上有一句话院耶两个
人总比一个人好遥 爷这是叶圣经曳里
的一句话袁耶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袁
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效果爷袁
后边还有一句院耶如果其中一个人
跌倒袁另一个人可以扶起他遥 爷冶

经风雨看风景袁 婚姻是自己
的袁不用证明给谁看遥结婚七年袁两
人感情甚笃袁野我们有过风雨袁相信
接下来我们共同的路上能有更多

风景遥 冶当年他俩的婚姻袁袁红极一
时的蔡少芬袁不像黎姿尧李嘉欣等
大多数人一样嫁入豪门袁而是选择
不被看好的内地小生袁为什么钥 蔡
少芬提到野安全感冶袁她说院野其实一
开始我是拒绝的袁 但时间久了袁我
发现这个男人很踏实袁 会照顾人袁
很顾家袁他的承诺我可以百分之二
百地相信袁 这就是我一辈子的男
人浴 冶

一开始并不被看好的蔡少芬

与张晋袁现在依然保持着热恋般的
婚姻状态遥 恋爱可以浪漫袁结婚可
以冲动袁但是袁要维持和睦的婚姻
关系则是需要智慧的袁而这种智慧
可以是大智若愚袁 可以是张驰有
度袁也可以是随口的赞美遥

移动电子产品已成夫妻间“电子情敌”

野移动电子产品与
家庭幸福指数息息相

关袁 过度使用移动电子
产品已经成了影响夫妻

关系尧 亲子关系和个人
健康的耶大敌爷遥 冶

全国妇联尧叶婚姻与
家庭曳 杂志社今天发布
的 叶中国家庭幸福指数
与移动电子产品关系调

查报告曳显示袁陪伴配偶
时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的

被调查者袁 婚姻幸福感
显著低于陪伴配偶时不

用和有时用移动电子产

品的被调查者遥 晚上玩
移动电子产品的频率越

高袁婚姻满意度就越低遥
据悉袁 本次调查采

取网络问卷调查的方

式 袁 共有 31344 人参
与遥

55.6%的被调查者
来自我国东部发达省

市袁 平均年龄 28 岁袁以
大专和本科学历为主袁
已婚人士和单身群体基

本各占一半遥
被调查中袁 家庭月

收入在 5000 元及以下
的占 25% 袁 月收入为
5000 至 1 万 元 的 占
32%遥

野当前袁家庭聚会已不
是人与人之间的相聚袁
聚会模式变成耶人+智能

手机+人爷遥 冶
调查结果显示院每

个家庭至少拥有一部智

能手机袁 大多数家庭拥
有 2耀3 部智能手机袁半
数家庭拥有平板电脑袁
73.3%的被调查者的智能
手机 24小时开机遥

43.0%的被调查者表
示袁 会在家庭聚会中各
自玩智能手机或平板电

脑遥 在与配偶相处时袁人
们也难以放下手中的移

动电子产品袁 移动电子
产品已经成为夫妻间的

野电子情敌冶遥
另外袁 移动电子产

品的过度使用也降低了

亲子关系的品质袁 睡前
使用移动电子产品袁对
睡眠质量的损害很明

显遥
叶报告曳指出袁野移动电

子产品本身并没有对和

错袁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
使用袁 我们应利用移动
电子产品袁 使家人之间
的关系更亲密而不是更

疏远冶遥
全国妇联尧叶婚姻与

家庭曳 杂志社今天向全
社会发出倡议院 每天关
机一小时袁 有限制地使
用移动电子产品袁 家人
之间应回归面对面沟

通遥

要想白头到老 夫妻要谨记六不

我们结婚袁 都希
望婚姻幸福袁和另一
半相爱相守走完一

生遥但是两个人共同
生活几十年袁怎么会
有没磕磕绊绊呢钥而
我们要做的是让这

些磕磕绊绊尽量少

一些袁让它们停止在
小事状态袁不要弄成
大事遥以下是夫妻之
间相处的 6条禁忌遥
不要相互埋怨遥 "

全是你的错浴 ""你让
我做的袁 因为你袁事
情才弄得一塌糊

涂浴 "如此的埋怨很
容易说出口遥 而"我
该负什么责任"之类
的话则很少出口遥埋
怨实际表达的是指

责和威胁袁对方也自
然会以牙还牙袁导致
矛盾升级遥 建议院写
下你对爱人埋怨的

话袁 然后扪心自问袁
自查责任袁最后双方
商量寻求解决办法遥
不要胡乱猜疑遥

不要以为你对爱人

的想法和感觉了如

指掌袁 十有八九袁你
会出错遥在婚姻危机
中袁常常出现这种情
景院捕风捉影的怀疑
让两个人都变得愤

怒尧难以沟通袁最后
关系破裂遥 建议院取
一张纸袁按照直觉直
接完成句子"我猜爱
人会 ____ 认为我
(对我)"遥 然后袁跟爱
人验证猜测的正确

性遥结果你会发现很
多猜想都是错的遥遇
到疑问时袁最好的办

法是直接问他遥
不要把沉默当

武器遥沉默是致命武
器遥 建议院给爱人写
封信袁表达生气的原
因和自己的困扰袁用
积极的态度争取夫

妻的沟通理解遥
不要认为爱人

为你做的事理所应

当遥对爱人表达感激
非常重要袁要消除三
大消极态度院 权利
感尧不切实际的期待
和故作健忘遥 建议院
写下爱人为你所做

的大事小事遥自问是
否对这些事情表达

过感谢袁表达方式如
何遥 坚持表达感谢 1
周袁你会发现其中的
变化遥

不要胡乱找原

因遥 野我现在算是理
解你为啥这么挑剔

了袁你就像你爸爸遥 冶
这类貌似理解爱人

行为动机的分析只

会导致愤怒遥 建议院
先了解自己生气的

原因袁学会以开放和
爱护的方式去倾听

爱人的观点袁最后提
出建设性建议遥

不 要 害 怕 说

野不冶遥牺牲自我感受
而一味满足对方的

做法袁 看似有益袁实
则是不真诚的表现遥
而缺乏真诚的婚姻

很难有亲密可言遥建
议院实话实说更能赢
得爱人的信任袁加深
夫妻感情遥不妨按难
易程度列出所有害

怕告诉爱人的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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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安裝經驗

☆白色的硬木櫥櫃
☆不同類型的水龍頭
☆各種顏色和大小的花崗巖
☆各種廚房和浴室水槽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大理石品種最多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規模最大，，價格最低價格最低！！
批發批發！！

皇冠地板皇冠地板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9am-6pm

總店：Tel: 281-988-0060 中文專線: 713-574-2432
11727 W. Sam Houston Parkway Suite G ,Houston, TX 77031

8號公路南北從WestAirPort出口

各大名牌各大名牌 工廠直銷工廠直銷 批發批發零零

※顏色﹑種類多
※庫存量大﹑現場提貨
※價優品優﹑服務好

休士頓南分店：電話：972-467-8510 地址：3310 Telephone Rd. Houston TX 77023 www.crownflooringhouston.com

休士頓最具規模專業老字號

複合地板 12.3mm $0.99/SF &UP(僅材料)
複合地板 12.3mm $2.35/SF &UP(包工包料)
實木複合 1/2" $4.99/SF &UP(包工包料)

花崗石台面
$15.50/SF &UP

Corpper Peach & Tea Brown

40余種顏色供選擇
$1500以上送不銹鋼水槽

˙實木﹑複合地板
˙花崗石台面﹑櫥櫃
˙各大名牌地磚﹑地毯
˙室內外裝修

新年酬賓大優惠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上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832--353353--69006900
832832--877877--37773777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櫥浴更新。

8mm $$11..9999 /呎＆up

12.3mm $$22..3535 /呎＆up

12.3mm $$22..9999 /呎＆up

(高仿真複合地板)

$$44..99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追求卓越追求卓越，，追求品質追求品質，，追求完美追求完美！！

* 強化複合地板，實木複合地板，
高光板，浮雕板，亞光板，
手抓紋等等，多種選擇。

* 多種高級靜音底墊
* 萬尺存貨，歡迎批發零售。
* 做地板找又福！作有福人！

又福地板

地址：9920Westpark Dr #107（靠Gessner）Houston TX 77063

www.yulfgroup.comwww.yulfgroup.com
TelTel：：281281--501501--83308330 OrOr 832832--978978--64406440

買買地板

送送靜音地墊

美麗窗簾工廠美麗窗簾工廠
BEAUTY WINDOW, INC.

名聞休市中外 首家華人經營 生產各式窗簾
保證價格最低 窗簾設計精美 品質絕對保證
資金充裕雄厚 大批進料價廉 供應窗簾布料

今天選布，明天掛窗簾
（Order $2,000元以內）

忙忙碌碌的的你你的的最最佳佳選選擇擇......

1981年成立，30多年經驗，
一直為徐李質女士主持布料不收費布料不收費，，只收工錢只收工錢;;

免費店內布料或實報實銷免費店內布料或實報實銷

（713）724-4884電話： 地址：10600 Bellaire Blvd., #123，Houston, TX 77072Amber 潘 Joseph 潘

已有60，000棟製作窗簾經驗
包括10，000棟50萬元以上之高級住宅

新潮卷簾新潮卷簾，，雙層薄紗對交實現私密雙層薄紗對交實現私密，，遮光遮光，，調光調光，，裝飾多項功能裝飾多項功能。。布料和花布料和花
色選擇豐富色選擇豐富，，安裝與百葉窗同理安裝與百葉窗同理。。適用各規格窗適用各規格窗//門門，，居家辦公皆宜居家辦公皆宜。。

咨詢電話咨詢電話：：281281--908908--37503750
中國城樣品展示間中國城樣品展示間（（88號和號和5959號路口號路口）：）：1006010060 W Sam Houston Pkwy s#W Sam Houston Pkwy s#180180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9977099

訂窗簾 找可心訂窗簾 找可心訂窗簾 找可心（（（Coax)Coax)Coax)
Window Curtain New Wave in Long Star State-CoaxWindow Curtain New Wave in Long Star State-Coax

款式靚款式靚，，材質新材質新，，工藝精工藝精，，價格優價格優

價格只收HomeDepot
同類產品的一半

3131''x''x6464'''' 特優價特優價 $$165165
责任编辑：胡玉兰

揖环球网综合报道铱据英国叶都市日报曳4月 27日报道袁近日袁美国
一名男子身穿纸尿裤在全美各地大跳热舞袁红遍大街小巷遥
据悉袁 这名男子穿着奇怪

的婴儿纸尿裤袁 踏着自创的怪
诞舞步袁不停地变换表演地点袁
前一分钟还站在湖中央袁 下一
分钟就跑到了拉斯维加斯袁惊
得周围路人目瞪口呆遥

据猜测袁他所跳的这种疯
狂舞蹈可能是在模仿美国喜剧

大师南森?巴内特(Nathan Bar鄄
natt)的作品遥

美男子身穿纸尿裤献舞美国大街小巷

中新网 4月 29日电 据野中央社冶报道袁野法国蜘蛛人冶罗伯特 28
日带着尼泊尔国旗袁攀爬巴黎最高的大厦蒙帕纳斯大楼袁纪念尼泊尔
地震遥
据报道袁53岁的罗伯特在无安全装备情况下袁 攀爬 210米高的蒙

帕纳斯大楼(Montparnasse Tower)袁不到 1小时就爬上顶端袁并且挥手
致意袁楼下围观的路人响起一片掌声遥

据悉袁罗伯特攀爬期间袁试图把尼泊尔国旗和五彩缤纷的祈祷旗
挂上大楼袁但很快就被风吹走遥

报道称袁 尼泊尔 25日的强震引发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雪崩袁
罗伯特在开始攀爬前也表示袁 他很关心受困于珠峰基地营的登山客袁
祈祷他们平安遥

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袁 罗伯特在没有绳索或其他安全装备情况
下袁攀爬过世界各地约 130座建筑袁创下野未使用任何器具协助攀爬最
多建筑物冶的纪录遥

他征服过的建筑包括世界第一高摩天大楼迪拜哈里发塔(Burj
Khalifa)尧巴黎埃菲尔铁塔
(Eiffel Tower)尧 纽约帝国
大厦 (Empire State Build鄄
ing)和吉隆坡双子星大楼
(Petronas Twin Towers)遥

据悉袁这是他第 3 次
攀登蒙帕纳斯大楼遥 罗伯
特说院野如果我身体保持
得好袁 我将能爬到 60 或
65岁遥 冶

“蜘蛛人”攀爬巴黎最高楼
为尼泊尔祈福

揖环球网综合报道铱据英国叶镜报曳4月 28日报道袁近日袁英国女
子莎拉?韦瑟里尔渊Sarah Weatherill冤因工作和家庭压力过大袁依靠喝
红牛渊功能饮料品牌冤解乏醒脑遥 没想到袁此后她却对红牛上瘾了袁最
多的时候一天能喝 24罐遥
据悉袁31岁的莎拉是一名法律工作者袁 同时也是 4个孩子的母

亲遥想要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她一度感到力不从心遥莎拉表示袁2010年
自己对红牛的依赖程度达到了顶峰遥 当时她正在准备一场重要的法
律资格考试袁疲劳的备考复习加上对孩子日常生活的照料让她焦头
烂额遥 这期间袁她最多的一天喝了 24罐红牛遥
然而袁莎拉渐渐意识到红牛饮料中大量的咖啡因会对健康造成

不良影响袁于是她决心戒掉这个习惯遥 最近袁莎拉求助一位催眠专家
开展治疗遥 难以置信的是袁仅经过第一阶段的治疗袁莎拉竟完全摆脱
了对红牛饮料的依赖遥 莎拉表示袁现在我觉得自己好多了袁已经不再
需要红牛来提神了遥

英女子喝红牛饮料上瘾
一天最多 24罐

美国国家海洋及大

气总署渊NOAA冤一个研
究团队袁5 年前于墨西
哥湾捕获一条罕见独特

的鲨鱼袁其体型细小袁鱼
鳍还有两个口袋袁 尤如
一种袋鼠遥 科学家后来
把它雪藏研究袁 美国图
兰大学专家日前终证实

它为野口袋鲨冶袁为该品
种的第二条遥

新发现的野口袋鲨冶长约 14厘米袁属雄性袁特征是两边鱼鳍各有
口袋袁作用不明袁腹部并有斑点遥研究人员表示袁它被放入实验室冷藏袁
庆幸其没有被弃置袁又称这条野口袋鲨冶十分可爱袁看起来有点像一条
小鲸鱼遥 它将被送到纽约和法国研究所袁接受高科技检测遥

它是迄今发现的第 2条野口袋鲨冶袁第一条雌性野口袋鲨冶是在 36
年前袁于秘鲁对开的太平洋水域发现袁并正在俄罗斯一个博物馆展出遥

墨西哥湾捕一条“口袋鲨”
迄今发现的第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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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奇葩育儿经，这画面太美妈妈不敢看！
随着国外各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不断引入国内袁一些习惯成自然的

育儿方法逐渐被推翻尧被纠正遥 但同时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野奇葩冶育
儿风俗袁让中国的父母们着实吓了一跳遥 快来看看下面这些国外父母
的新潮育儿手册吧浴

瑞典尧冰岛等国流行着一个离奇的育儿风俗院大冬天把婴儿车放
在户外让宝宝在寒风中睡觉遥 很多家长都坚信新鲜的空气是让宝宝安
睡的重要条件袁并且认为这样能让宝宝更加强健遥 甚至在逛街吃饭时
也经常把婴儿车停在外面遥 不过袁这种习俗也给当地的旅游者带来不
小的惊吓袁野满街弃婴冶也是醉了遥
就这么冰天雪地里一放袁想必婴儿车的质量得是相当过硬的遥 小

编了解到北欧最受欢迎的婴儿车是袁号称婴儿车中野劳斯莱斯冶的挪威

品牌 stokke遥
在零下 20度的气候条件都可以正常使用袁 优质的防水防尘隔光

材质袁保证孩子免受风吹雨打并远离汽车尾气和强光影响袁并拥有良
好的通风效果袁对习惯于把孩子放在室外睡觉的父母是再好不过的选
择吧遥

近年来袁发达国家兴起了一股育儿野新潮冶袁即从出生开始就模仿
古人的育儿方式袁让孩子如动物那样爬行袁并将这种育儿方式称为野回
归自然冶育儿法遥 国外专家指出多爬有利于身心健康袁能让宝宝扩大接
触面积和认识范围袁对智力发育很有好处遥
在日本袁很多育儿书籍都有介绍如何打造专门为爬爬期宝宝营造

的爬爬空间袁激发孩子的爬行兴趣遥 并且还用心地研制各种母婴产品
配合爬爬期的宝宝使用袁让宝宝更科学尧更安全地爬行遥

近年来袁国内的父母们也逐渐意识到了野爬行冶对孩子的重要意
义袁各式各样的宝宝爬爬大赛在各地悄然兴起遥 但玲琅满目的爬行装
备让父母挑花了眼遥
深受国人信赖的日本母婴品牌中早已有针对这一时期成熟的产

品遥 叶baby-mo曳这本在日本深受大城市尧中高收入育龄期人群欢迎的
权威母婴杂志袁每年会针对各时期使用的母婴产品进行妈妈民意大调
查遥 根据口碑评选出本年度最受妈妈好评的产品遥
在 2015年发表的评选结果中袁 尤妮佳公司的 Moonyman推出的

适合这一月龄阶段宝宝专用的产品成为裤型纸尿裤部门口碑 No.1产
品哦遥 其次大家都很熟悉的帮宝适和花王的裤型纸尿裤也分列第二和

第三位遥
在法国袁宝宝几个月大时就会被安置在安全区内袁任由他们摸爬

滚打遥 父母认为这样长大的孩子肌肉更灵活袁个性也更独立遥

最近袁国外 1岁半 baby独自在家 24小时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袁并
引发热议遥 刚刚 1岁半的宝宝就自己穿衣洗澡了袁竟然还自己制作早
餐尧喂狗狗噎噎让国内的父母们难以想象遥

真的不要低估孩子的潜力袁他们能做的还远不止于此哦遥
为了让学前的孩子快速掌握生活基本技能袁瑞典妈妈会带着孩子

读超市商品广告单遥 并且还会利用广告单拟定精打细算的采购计划遥
让超市购物成为孩子们寓教于乐的野寻宝游戏冶
从小和妈妈一起翻阅超市广告单的瑞典小朋友袁对于物品的价格

更有概念袁一开始会从野大特价冶的图示来分辨东西是否便宜袁后来对
物品的均价有了概念袁 甚至会告诉妈咪 野这个星期西兰花一颗只要 5
元袁我们可以买回家哟冶遥 并逐渐也懂得了货比三家的道理遥
荫
德国通过宪法的介入袁禁止对孩子过早开发智力袁以避免将孩子

大脑变成硬盘袁留给孩子大脑更多的想象空间遥 小学前袁就是让孩子们
快乐地玩耍遥 即使是上了小学的孩子袁也不允许学习额外的课程遥
德国的教育观念认为孩子的天性是玩耍袁所以要做符合孩子天性

的事情袁而不应该违背孩子的成长规律遥 如果要进行学前教育的话也
只是在社会基本礼仪袁孩子能力袁培养情商这些层面进行遥 联想到世界
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有一半都是德国人的事实袁想必与这样的教育方法
有这密不可分的关系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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