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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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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梅子報導黃梅子報導

休斯敦古董拍賣行5月拍賣會將於21日周四下
午6點舉行。
詳情請電：713-936-2265；832-251-6666；
網站：www.houstonantiqueauction.com；
公司地址：9931 Harwin Dr.,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古董拍賣行休斯頓古董拍賣行55月月2121日拍賣會部分拍品日拍賣會部分拍品

清清--粉彩鏤空雕花方瓶粉彩鏤空雕花方瓶

明明--龍泉窯刮棱大盤龍泉窯刮棱大盤

清清--乾隆龍紋雙耳青花瓶乾隆龍紋雙耳青花瓶

牙雕煙鬥牙雕煙鬥 清清--乾隆五子登科粉彩杯乾隆五子登科粉彩杯

鑲鉆翡翠耳環一對鑲鉆翡翠耳環一對

明成化青花碗明成化青花碗

德州主計長德州主計長 Glenn HegarGlenn Hegar德州商務金融發展午餐研討會集錦回顧德州商務金融發展午餐研討會集錦回顧

本
報
記
者

吳
凱
俊
攝

20152015年年55月月99日日-- 由德州主計長由德州主計長Texas Comptroller Glenn HegarTexas Comptroller Glenn Hegar與僑灣社共同主辦的德州商務金融發展午與僑灣社共同主辦的德州商務金融發展午
餐研討會在餐研討會在Safari Texas RanchSafari Texas Ranch完美落幕完美落幕。。本次研討會主題項目具備多元化重點包括本次研討會主題項目具備多元化重點包括:: 企業管理與領導企業管理與領導,,跨國跨國
企業投資計劃企業投資計劃,,出口市場營銷出口市場營銷,,政府與行業發展且面對面回答民眾有關德州稅務和預算上的問題政府與行業發展且面對面回答民眾有關德州稅務和預算上的問題。。德州主計長德州主計長
Glenn HegarGlenn Hegar分析如何創新營運實為各產業核心人力所在分析如何創新營運實為各產業核心人力所在。。並表示近年來德州的榮景讓德州成為美國最適合並表示近年來德州的榮景讓德州成為美國最適合
商業發展的州商業發展的州。。這樣的成績是每一民眾努力的成果這樣的成績是每一民眾努力的成果。。他也表示會盡自己最大力量他也表示會盡自己最大力量，，為民眾保障所有的福利及為民眾保障所有的福利及
納稅錢納稅錢。。讓民眾和所有相關人士能夠了解到德州經濟脈動的重要性讓民眾和所有相關人士能夠了解到德州經濟脈動的重要性,,同時也期待能對中小企業能夠有所助益同時也期待能對中小企業能夠有所助益。。

德州主計長德州主計長Glenn Hegar(Glenn Hegar(圖中圖中))和僑灣社資訊委員和僑灣社資訊委員，，糖城糖城
警民熱線主任常中政及夫人合影於活動中警民熱線主任常中政及夫人合影於活動中

活動主辦人之一的僑灣社會長浦浩德活動主辦人之一的僑灣社會長浦浩德(Howard Paul)(Howard Paul)及及
前休士頓市議員前休士頓市議員Martha WongMartha Wong致詞致詞

德州主計長德州主計長Glenn Hegar(Glenn Hegar(圖左二圖左二))與多位華人社區活躍人士包括與多位華人社區活躍人士包括
不久前參選的福偏縣學區委員候選人張晶晶不久前參選的福偏縣學區委員候選人張晶晶((圖左一圖左一))等合影等合影

德州主計長德州主計長Glenn Hegar(Glenn Hegar(圖中圖中))和休士頓辦事處行政主任和休士頓辦事處行政主任JacJac--
ey Jetton(ey Jetton(圖左圖左))，，華裔社區事務主任吳凱俊華裔社區事務主任吳凱俊((圖右圖右))合影於盛會合影於盛會

活動由德州主計長活動由德州主計長Glenn HegarGlenn Hegar委任的華裔委任的華裔
社區事務主任吳凱俊社區事務主任吳凱俊(Kevin Wu)(Kevin Wu)擔任主持擔任主持，，
介紹主計長的背景及資歷並歡迎在場的貴賓介紹主計長的背景及資歷並歡迎在場的貴賓
及主流和華人社團領袖及主流和華人社團領袖

Glenn HegarGlenn Hegar表示身為德州主計長表示身為德州主計長，，
要對德州的經濟脈動必須更加敏銳要對德州的經濟脈動必須更加敏銳，，
由於經濟環境直接的影響到稅收由於經濟環境直接的影響到稅收，，而而
稅收關係到教育稅收關係到教育、、醫療和交通建設等醫療和交通建設等
州民的福利和權益等項目州民的福利和權益等項目

德州主計長德州主計長Glenn HegarGlenn Hegar與民眾面對面與民眾面對面，，會後與民眾集體合影會後與民眾集體合影

華裔院長被告種族歧視勝訴，
美國歷史首次！

（本報訊）我們經常在報紙或電
視上看到美國的少數族裔訴訟種族歧
視的官司，華裔也時常有狀告種白人
或其他族裔族歧視的事件發生。但是
，一名美國高校華裔院長由於種族歧
視官司而成為其它族裔的被告對像實
屬在美國歷史上罕見，是一個極具像
征意義的事件。得克薩斯州哈裡斯郡
州法院第334號法庭Grant Dorfman
法官於2015年4月28日上午11點30
分宣判，以得克薩斯南方大學理、工
、技術學院院長於雷為主要當事人，
其埃及裔計算機系前系主任狀告得克

薩斯南方大學種族歧視的官司，經12
名陪審團的庭審以10對2的結果，得
克薩斯南方大學勝訴。至此這個經過
四年漫長法律訴訟、引起廣泛關注的
官司終於落下帷幕。

2011年春天，時任得克薩斯南方
大學科技學院（理、工、技術學院的
前身）院長的於雷以不服從指令
（Insubordination）以及工作表現差
（Substantial Non-performance）為
由將時任計算機系的埃及裔系主任解
聘，解聘後的該名系主任繼續任計算
機系的終身教授。之後，於雷院長任

命了一位華裔教授為代理系主任。被
解聘的埃及裔前系主任收集了大量於
雷院長“重用”華裔教授以及“偏愛
”華裔學者的證據，以歧視為由告到
了 聯 邦 政 府 的 平 等 雇 佣 委 員 會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EEOC 經過
取證得出了對原告不利的結論。之後
，原告正式訴訟到哈裡斯郡的州法院
，訴訟指控為種族歧視（Discrimina-
tion Because of Race and National
Origin），並請求經濟賠償。

訴訟先是經過了法律要求的漫長

和復雜的庭前發現階段（Pre-trial
Discovery Stage），包括庭前詢問
過程（Deposition），之後經過了
兩次庭審延期。辯方律師曾以發現
階段證據不足為由兩次向法庭提出

動議要求取消訴訟，但都被法官拒絕
。最後於2015年4月20日正式開庭
，這次庭審由雙方律師和法官共同從
42名候選人中選取的12名陪審團成
員是多族裔的，包括2名華裔，1名
黑人，幾名拉丁裔，幾名白人和其他
國家的移民，應該算是比較平衡的構
成，也是美國多族裔社會的反應。按
照州法院的條例，12名陪審員必須有
10名支持訴訟，訴訟才能成立。經過
一個星期激烈的庭審，訴方出示了十
幾名證人作證。庭審結束後，辯方律

師以證據明顯不足為由，提出動議，
請求法官直接判決（Direct Verdict）
，但被法官拒絕。最後陪審團經過一
天半的判決過程，得出的結論是訴訟
不成立，訴方敗訴。雖然，這個訴訟
僅是美國經常發生的種族歧視訴訟之
一，但是，以華裔院長為主要被告當
事人的種族歧視官司非常罕見，該訴
訟對華人學者在美國社會樹立起自己
的威信和自信，提高華裔的地位具有
裡程碑的作用。

於雷院長畢業於中國北京交通大
學，曾在日本和加拿大留學，於2009
年開始任得克薩斯南方大學科技學院
（現理、工、技術學院）院長。

2015第五屆”華夏杯“青少年中華文化知識競賽落下帷幕
（本報訊）眾人矚目的大休斯頓

地區第五屆“華夏杯”青少年中華文
化知識競賽在各中文學校的領導、老
師以及家長的大力支持下落下帷幕。
來自大休斯敦地區500多名華裔、非
華裔的學生參加了這次知識競賽。

自2011年以來，華夏中文學校
已經連續五年舉辦了”華夏杯”文化
傳承比賽活動。其目的是弘揚中華文
化、推廣漢語學習，激發華裔青少年
學習漢語語言和中華文化的興趣，給
海外的青少年搭建一個展示學習成果
的平台。 讓他們在這個平台上展示自
我，培養漢語語言的應用能力，在有
限的學習時間內盡可能地掌握更多的
中華文化知識。

今年 “華夏杯” 的參賽學生較往

屆有大幅度增加，比賽共設29個考場
。 考題以學生所學的教材為主要來源
，增加了寫作和不同程度的中華文化
知識競賽題目以擴大學生學習中文的
知識面。孩子們在中華文化知識的復
習中尋覓著祖輩的"身影“，尋覓著連
接自己血脈的”根“。極大地激發了
華裔學子勤奮學習中華文化知識的好
奇心，並調動起他們學習中文的積極
性。

在備戰“華夏杯”競賽的近三個
月期間，考生們在各中文學校老師的
輔導下，厲兵秣馬、積極復習、認真
准備。百分之五十 的學生獲得了從特
殊獎到優秀獎的好成績。借此機會，
向獲獎的孩子們表示熱烈的祝賀！同
時要特別感謝辛勤指導孩子們的中文

教師、家長以及各中文學校為這屆"華
夏杯“競賽活動做出努力和貢獻的學
校負責人！這些孩子們獲獎的喜訊和
勇於參賽的精神，就是大 家共同努力
的結果。相信“華夏杯”競賽活動將
繼續為青少年的茁壯成長開創出一片
新的沃土。

悠久燦爛的中華文化是我們共同
的精神家園，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作
為一所海外中文示範學校傳播和弘揚
中華文化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也
是我們與其它中文學校有識之士的共
同信念和願望。期望通過舉辦這樣的
比賽激發華裔青少年學習中文的積極
性，做好中華文化的傳承者和中美交
流的小使者，為中華文化的傳播添磚
加瓦。

20152015第五屆第五屆””華夏杯華夏杯““青少年中華文化知識競賽青少年中華文化知識競賽((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CC22情感熱線 CC77鳥語花香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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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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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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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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接上期冤

矛盾儿童的父母

通常是那些缺乏耐心

的人袁他们总是想总是
鼓励甚至是强迫孩子

过早地开始他们的探

索和独立阶段袁而忽视了孩子在离开父母之后又要
回来以确认安全感的心理需要袁 使孩子在片刻的
野探险冶之后常常得不到父母的情感支持袁从而破坏
了孩子的安全感袁他们常对孩子说院野去袁自己一边
玩去! 冶野没看见我正忙着吗?冶野你是个大孩子了袁别
老缠着我遥 冶结果造成孩子对独立的恐惧袁害怕离开
妈妈袁这些孩子需要不断反复地确证父母是否随时
都在关心着他们袁爱他袁他们总是眼睛盯着父母袁唯
恐自己稍有疏忽袁父母就会消失遥 他们需要父母时
刻都在身边遥 他们使用一切手段来吸引父母的关
注袁他们与依恋儿童不同袁生气尧哭闹尧抱怨不是他
们手中的武器袁相反袁他们知道如何通过讨好妈妈袁
作出好孩子的样子袁或者找出各种借口来得到母亲
的注意力遥

成人院追求型人格
矛盾儿童到成年后即形成追求型人格袁他们总

是想出各种方法去保持与配偶的亲密关系遥 与依恋
型人格一样袁追求型人格也惧怕被抛弃遥 但不同的
是袁如果说孤立型人格是害怕被院野拉回家冶袁那么追
求型人格则是害怕野害怕找不到家冶遥 对追求型人格
来说下班回到家看到家里的灯是黑的袁早上看到配
偶不在身边都是很难以忍受的遥 他为了能够保持与
配偶的亲密关系袁总是力图取悦对方袁伺候对方袁为
对方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遥 他们生怕与对方产生
矛盾或不高兴袁因为他们怕对方离开自己袁所以总
是设法安排各种共同的事情院出外郊游尧看电影尧逛
街尧上餐厅尧运动等等遥 他们总是压抑自己的需要袁
将对方放在首要的位置遥 他们不像依恋型人格那样
总是在抱怨生气袁他们很少抱怨生气袁总是努力抑
制自己的不快袁习惯于看着别人的眼色袁生怕对方
不高兴遥 可是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并不讨好袁而是
使对方感受到窒息袁没有一点个人的空间遥 对于失
去的恐惧常常造成猜疑和嫉妒袁他们十分留意对方
的行踪或者表情袁对可能出现的所谓野第三者冶非常
敏感遥 这种人常常在暗暗地伤心落泪袁感叹野活得太
累冶遥

这时的孩子开始体验到了一个新的现实世界袁
他想要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袁以周围世界的

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遥 他开始了自我形成的生命历
程遥 为此袁他必须完成两件事情袁这些都会在一生中
影响到他与于自我的关系和与他人的关系袁 这就
是院(1)他必须在自己的内心里建立起一个稳定和持
续的自我形象袁以及一个稳定袁持续的他人(主要指
亲人)形象遥 (2)确定对自己的能力的自我评价袁从而
确立自己的自信心遥

在三岁之前袁孩子在父母不在自己身边时立即
感到焦虑和被遗弃的恐惧遥 现在袁大约在三尧四岁左
右袁孩子仍像以前一样袁需要安全感遥 于是他就开始
将父母的形象装进自己的头脑里袁以便使自己在离
开父母身边时仍然保持与他们的精神联系袁保持着
心理上的安全感遥 由于孩子开始把自己从精神上与
父母开始区分开来袁换句话说袁就是开始独立了袁他
立即面临的一个任务就是需要逐步地建立起一个

关于自己的内心形象袁孩子是通过游戏来完成这一
任务的遥 他们装扮成各种动物尧人物尧卡通角色袁等
等袁将特定的角色的特点经过自己的认同后组合成
一个独特的个性特点固定下来遥 孩子在扮演各种角
色中寻找自我袁形成自我遥 这时的孩子表现为非常
地注意父母对自己所扮演的各种游戏角色的反应袁
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同袁并强烈地希望和要求自己的
父母与自己一起来玩游戏遥

然而袁大部分的父母对于这一阶段的孩子方法
是有问题的遥 这样袁孩子的人格就被按照父母的意
愿来扭曲形成了遥

我们中国人历来讲究对孩子的野家教冶袁于是很
多父母对那些孩子表现出来的不符合自己的期待

和要求的行为特点和性格特点给予批评尧 拒绝尧压
制或惩罚院野女孩子不要那么疯袁丑死了!冶野这些东西
是女孩子玩的袁你是男孩子袁羞死了!冶野不要这么闹袁
静静地坐在那儿才是好孩子袁冶好孩子应该这样袁好
孩子应该那样......遥 于是袁孩子的人格就分裂成了两
部分院 一个是受到父母和社会赞同和强化的部分袁
所谓光明面的部分袁另一个是受到父母和社会否定
因而被压抑下去的部分袁所谓野阴暗面冶的部分遥 从
此袁孩子形成一个单一的袁片面的人格袁不再是一个
拥有完整的自我的人遥 孩子会本能地对自己的野阴
暗面冶感到羞耻袁甚至否定了它的存在遥 孩子将自己
分裂成了野好的冶和野坏的冶袁他会努力地压抑自己的
所谓野坏的冶一面袁表现自己的所谓野好的冶一面袁并
将它作为自己唯一的自我形象固定下来遥 他总是在
努力地控制自己袁控制他的自然的人性中被否定和
压抑下去的部分不要野露冶出来袁以免受到羞辱遥

成年院古板的人格
刻板的儿童到了成年之后即可能形成古板的

人格袁这种人性格固执袁通常自我中心袁缺乏灵活
性袁较少有感情的自然流露和缺乏同情心遥 他以自
己的野精确的计算能力冶和野逻辑性思维冶以及高度
的理智为骄傲袁而以流露内心情感为耻遥 这种人显
得比较冷静尧理智尧工作认真尧一丝不苟尧计划性强袁
在社会的竞争中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袁因此他们中的
很多人常常事业成功袁是公司或机构中的高层管理
者或技术骨干遥 他们的这些性格特点也往往吸引了
很多那些性格上较为感性尧不理智尧依赖性强的异
性遥 他们也往往会选择一个与他性格相反的异性作
为伴侣袁因为她的身上具有自己失去的那些人格特
点袁只有与这样的人在一起才会使自己感到生命的
完整袁即我们常说的野性格互补冶遥 但是这些性格特
征很快就成为配偶痛苦的源泉遥 要不了很久袁他就
会开始不断地挑剔对方的毛病袁正如他的父母当年
对自己一样袁不能忍受对方身上的自然的尧自发的
和任何看起来野不符合理性冶的东西遥 在他的生活
中袁一切事情都应该是预先设计和计划好的袁因此
常常指责配偶院野头脑不清楚冶袁野自己都不知自己想
要什么遥 冶野好好想想再说遥 冶 他们视配偶为自己的

支配对象遥 他们通常情感冷漠袁甚至不近人情遥
他们最怕丢脸袁过分强调自我控制袁认为做人

不要随心所欲袁要有理性遥 他们把真正的自我深深
地藏起来袁于是显得很有城府遥 在恋爱婚姻中他们
控制欲很强袁固执己见袁并喜欢用冷漠来惩罚对方遥

另一些父母完全忽视了孩子的这种自我确认

的重要心理过程袁完全不在意孩子在玩一些什么游
戏袁对孩子的游戏认为是幼稚可笑袁不屑一顾袁更不
会对孩子在有些中扮演的角色给与积极的反应遥 如
果父母从不参与孩子的游戏袁不给予肯定袁结果袁孩
子缺乏自我认识袁缺乏个性袁他们总是表现出多重
人格的特点袁并在自己的不同人格特征中间徘徊不
定遥 他们情绪往往不稳定袁常会无道理的一会儿高
兴袁一会儿悲伤袁一会儿生气遥 他们害怕被别人忽
视袁他们最受不了别人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袁因为
这样会为使他们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遥
成年院顺从型人格
不被重视的儿童在成人后常常会抱怨院野我不

知道我是谁冶袁野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冶袁野你无视我
的存在冶遥 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尧观点尧甚至情感袁总
是附和别人的想法袁别人的情感袁而不敢成为真正
的自我袁象变色龙一样袁随时会根据环境来改变自
己的颜色遥 他们总是在察言观色袁看着别人的脸色

行事袁 总是过分地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袁
对自我的认识完全依赖于别人的反应袁他们的精力
总是集中在如何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和关注遥 他
们最怕被忽视袁不被关心和关注遥 他们做人的标准
是不要出风头袁不要太有主见遥 他们总是努力地讨
好和取悦对方袁相信只要对方高兴自己就会得到关
注尧爱和幸福遥 然而无论对方给与他多少关注袁他仍
然在抱怨自己没有被重视袁没有被爱袁或没有被承
认遥 他们总是在抱怨对方控制欲太强袁情感迟钝袁他
们常说;野你从不关心我袁 什么事情都要按你的意思
去做遥 冶

孩子在确定自我的同时袁 通常从四岁开始袁试
图确定自己对外界世界的影响袁看看自己的能力所
能达到的范围和极限遥 在这个过程中袁他们获得成
功的程度取决于他们的自我评价遥 他们开始与同伴
甚至父母竞争(如争夺关注)袁炫耀自己的能力遥 他们
尝试做各种恶作剧袁并注意观察父母的反应遥 如果
得到父母的赞许袁 他们就会进行更进一步的尝试袁
直到受到父母的禁止或责骂袁他们才会停止遥

有些父母对孩子的尝试努力不是给与持续的

鼓励和强化袁他们生怕孩子会由于得到过多的奖励
而野骄傲自满冶遥 当孩子考试拿了 95分而欢欢喜喜
地回到家袁向父母报喜时袁他们就会说院野这有什么
值得骄傲的袁你怎么不跟人家得 100分的比?冶由于
父母的鼓励和赞扬是如此的不易得到袁孩子感到永
远不够好袁于是永远在追求成功和赞扬遥 他们不能
面对失败袁成功使他们自大袁而失败则是他们自卑
和抑郁遥 但是无论多么成功袁他们都不能享受自己
的人生袁因为他们会认为自己还没有足够的成功遥

成年院强迫性竞争型人格
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人后袁会成为一个狂热的竞

争者遥 他们往往事业成功袁蔑视道德袁缺乏同情心遥
他们总是指责别人不努力袁太笨遥 他们生活的一切
目的就是竞争袁竞争袁再竞争遥 只有在不断的竞争中
不断获胜袁 才能维持他们脆弱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遥
因此不能容忍和承受任何失败遥 他们做人的标准是
不要失败袁不要犯错误袁永远在追求完美遥 因为他们
深信院野如果我是最优秀的袁就会得到爱遥 冶他们在恋
爱婚姻中总是要居高临下袁控制对方袁家庭也是他
们竞争的战场袁而对家庭的支配权就是他们竞争的
目标遥 他们倾向选择一个能力明显比自己差的人作
配偶袁一方面要求配偶服从自己袁崇拜自己袁但又同
时不断地抱怨对方胸无大志袁太笨遥

童年家庭生活造就日后的性格和恋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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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形目 (Passeriformes)伯
劳科 (Laniidae) 鸟类袁 约 64
种袁体型中等袁掠食性曰尤指院
伯劳亚科 (Laniinae) 伯劳属
(Lanius)25种鸟类渊真伯劳冤遥
能用喙啄死大型昆虫尧蜥蜴尧
鼠和小鸟遥 会将捕获的饵物
穿挂在荆刺上袁 正如人类将
肉挂在肉钩上袁 故又名屠夫
鸟遥 真伯劳独居袁鸣声刺耳袁
灰或灰褐色袁 常有黑色或白
色斑纹遥 大灰伯劳 (L. excu鄄

bitor)分布最广遥
俗称胡不拉袁是重要的食虫鸟类遥 它们的主要特点是嘴形大而强袁上

嘴先端具钩和缺刻袁略似鹰嘴遥翅短圆袁通常呈凸尾状遥脚强健袁趾有利钩遥
性凶猛袁嗜吃小形兽类尧鸟类尧蜥蜴等各种昆虫以及其他活动物遥大都栖息
在丘陵开阔的林地遥常栖于树顶袁到地面捕食袁捕取后复返回树枝曰常将猎
获物挂在带刺的树上袁在树刺的帮助下袁将其杀死袁撕碎而食之袁故有人称
其为屠夫鸟遥巢呈杯状袁置于有棘的树木或灌丛间遥卵上常具有略呈暗褐
色的尧大小不等的杂斑遥 它们大多数为我国的候鸟遥

屠夫鸟———伯劳
伯劳

伯劳生性凶猛袁 素有 野小猛
禽冶之称袁通常以昆虫为食袁但也
可以捕获青蛙尧 老鼠甚至其他小
型鸟类遥 中国潜心研究伯劳的生
活习性袁已成功人工繁殖遥伯劳成
为人们喜爱的新鸟种袁易于压口袁
和换食料袁性格刚烈袁外观勇猛袁
深受广大鸟友喜爱遥

生活习性

为中小型雀类袁嘴大而强袁先
端具利钩和缺刻袁嘴须发达遥翅短
圆遥 尾长遥 头较大袁大多数种类均
具有宽阔的黑色过眼纹遥 雌雄羽
色相似或不同遥

形态特征

红尾伯劳

主要特点是

额和头顶前部淡

灰色袁背面大部呈
灰褐色袁腹面棕白
而无杂斑遥 头侧具
穿过眼部的黑色

宽带纹袁尾羽呈棕
红色遥 平时栖息于
平原或山地的小树或灌木的顶枝上袁性格凶猛袁举目张望四周袁一
见有昆虫或其他食饵袁即急飞直下而抓住它袁然后再返回所栖的树
枝上遥 性贪食遥 鸣声粗厉响亮袁叫时仰首翘尾袁激昂有力遥 5耀7月繁
殖袁巢呈粗大的杯状袁由草茎尧草根尧草穗及梗等编成遥 巢大多建在
阔叶树上袁每窝产 4耀6枚乳白色卵袁上面密布有深浅不一的蓝灰和
黄褐色斑点遥
虎纹伯劳

均有分布袁但较多见于丘陵至低山区袁从低山渊例如山东省烟
台昆带山的海拔 100米处冤 至中山 渊例如北京延庆县山区的海拔
900米处冤袁均采到过它的巢遥分布虽然较广泛袁但种群密度较低袁而
且多分布在红尾伯劳较少的地区袁受到后者的排挤遥喜栖息在疏林
边缘袁带荆棘的灌本以及洋槐等阔叶树袁是经常选用的巢址遥 性格
凶猛袁常停栖在固定场所袁寻觅和抓捕猎物遥以昆虫为主食袁其中金
龟渊虫甲冤尧步行渊虫甲冤尧蝗虫以及膜翅目尧鳞翅目昆虫占绝大多数遥
棕背伯劳

是伯劳中体形较大的种类遥体长达 240毫米左右遥主要特征是
头顶到上背部为灰色袁向后渐沾棕色曰上体其余部分为红棕色曰两
翅和尾均黑色袁下体大部为白色遥 为我国南方常见的一种伯劳遥 栖
息于开阔的平原与低山一带袁常在田园尧果园及树丛间活动遥 性凶
猛袁嘴爪均强健有力袁善于捕食昆虫尧鸟类及其他动物袁甚至能击杀
比它自己还大的鸟袁如鹧鸪之类遥
平时常栖止于芦苇梢处袁东瞻西望袁一见地上有食物袁就直下

捕杀遥 亦能在空中捕食飞行的昆虫和小鸟遥 鸣叫时常昂头翘尾袁激
健有力袁并能仿效它鸟鸣声遥 4耀7月间繁殖遥 巢呈杯形袁以草茎尧竹
叶尧嫩枝尧蕨叶及其他杂屑等编成遥每窝产 5枚黄白色卵袁上有疏密
不等尧浓淡大小各异的灰蓝和淡紫灰色斑袁并缀以锈红以至红褐色
细点遥
灰伯劳

为我国北方常见的一种大型伯劳袁 体型大小与棕背伯劳近
似袁通体以灰褐色为主袁翅及尾黑色袁尾的外侧羽毛鲜白色袁很容易
识别遥它不在我国繁殖袁但在春尧秋季节沿我国北方各省迁徙袁并有
少数个体在我国越冬遥 性格凶猛袁善捕食鼠类尧蜥蜴以及小型鸟类
等遥

种群分布 野伯劳冶鸟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个重要角色院
叶左传-昭公十七年曳渊公元前 722耀前 464年冤院野我高祖少昊挚

之立也袁凤鸟适至袁故纪于鸟袁为鸟师而鸟名院凤鸟氏袁历正也曰玄鸟
氏袁司分者也曰伯赵氏袁司至者也曰青鸟氏袁司启者也曰丹鸟氏袁司闭者
也遥 冶

它们的领导是

五帝之一的 野少
昊冶袁是中国古代神
话中的西方天神袁
拥有多项当时最先

进的高科技院 据宋
代罗泌叶路史曳中的
叶后纪七曳所记袁野少
昊冶 是中国上古时
期最早确定星宿的部落袁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第一位天文历法的学
者院少昊金天氏曾野法度量袁调气律袁行二十有八宿冶袁运用天文学知
识袁来测定天上的星座和确定方位袁并以此来记录气节袁故而在其名
号金天氏之中有野天冶遥此外他还是中国原始手工业与原始金属制造
业和金属制器使用的创始人袁故而在其名号金天氏之中有野金冶遥 他
还是传说中的中国上古时代原始古乐的发明人院叶帝王世纪曳 中言院
少昊金天氏野作乐曰九渊冶袁作九渊乐曲袁歌颂自己的故乡遥
然而这个神通广大的野少昊金天氏冶 为什么会是中国古代神话

中的西方天神钥 如果他不是世界上天文历法尧金属制造和音乐的最
早发明者袁如果这之间有上千年的差距袁那么是否可能中西方文化
在上古时代曾有过重大的交流钥

轶事典故

伯劳最开始被称为野鵙冶渊读作野局冶冤也叫做野鴃冶渊读作野觉冶冤袁
见于叶诗经窑豳风曳院七月鸣鵙曰叶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曳渊元袁吴澄著冤院曹
子建叶恶鸟论曳百劳以五月鸣袁其声鵙鵙渊形容伯劳的鸣叫声冤遥 因其
猎物曝尸的习性袁其叫声成为不祥之兆遥 而确认野伯劳冶和野鵙冶就是
同一种鸟类的袁是明代李时珍的考证渊公元 1518耀1593年冤袁他在叶本
草纲目曳中专门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勘正历代文人聚讼纷纭的野伯劳冶
疑案袁根据七月鶪鸣尧鶪好单栖尧其能制蛇的特征袁参考叶礼记窑月
令曳尧叶诗经窑豳风窑七月曳尧民间传说尧俚言俗语等多方证据袁辨证了
野伯劳冶即叶礼记曳尧叶诗经曳里的野鶪冶遥 由于考释详尽袁言之凿凿袁遂成
千古定评遥
成语野劳燕分飞冶的出典院野劳冶指野伯劳冶袁出自萧衍渊公元 464耀

549年袁南朝梁武帝冤的叶玉台新咏曳中叶东飞伯劳歌曳院野东飞伯劳西
飞燕袁黄姑渊牵牛冤织女时相见遥 女儿年几十五六袁窈窕无双颜如玉遥
三春已暮花从风袁空留可怜谁与同遥 冶 伯劳在古代诗歌中通常用来
比喻夫妻尧情侣亲人朋友的别离遥但事实上袁伯劳和燕子的迁徙方向
都是夏北冬南袁歌中野东飞伯劳西飞燕冶原本只是表达迁徙的离愁袁
后人望文生义袁才引申为野各奔东西冶遥

历史典籍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CC33婚姻觀CC66七嘴八舌

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
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
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

地磚地磚地磚﹑﹑﹑混凝土混凝土混凝土﹑﹑﹑走道走道走道﹑﹑﹑PatioPatioPatio﹑﹑﹑車道車道車道﹑﹑﹑
Parking LotParking LotParking Lot﹑﹑﹑地基地基地基﹑﹑﹑天井天井天井﹑﹑﹑TileTileTile﹑﹑﹑花道維花道維花道維修修修﹒﹒﹒

美聯美聯混凝土混凝土

WE SELL CONCRETEWE SELL CONCRETE
FROMFROM 11~~1010,,000000 YARDSYARDS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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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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信可靠……高能技師……技術一流……工作保證……價格合理……服務親切……嶄新設備

一 條 龍 維 修 服 務 中 心

．．完整檢測汽車中心
．．引擎調整
．．原廠配件
．．剎車、防凍液、傳動系統
．．方向盤及僻震器

．．皮帶、水喉
．．電池、開動器及整流器
．．防止損壞定期檢驗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價位保證滿意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AM-6:00PM

電話：713-484-7777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請攜帶保險卡）

○誠徵有經驗的修車技師

鈑金部
免費估價

Stanley Cheung
張 華

832-766-9888 （通國語、粵話）
10595 West Sam Houston Parkway S.

Houston, TX 77099
(US 59 South @ Beltway 8)GillmanHondaHouston.com

自1938年就開始服務華人社區

2015 Honda Accord EX-L 9520 Kirkwood Rd ste A1 TX 77099（和Bissonnet交界，Food Town對面）

安發車行
手機：281-827-9393 保羅
公司：832-664-8933

★銀行拍賣汽車，

絕對沒有碰撞紀錄

★可分期 免費汽車保養

★可以代買任何拍賣汽車

買賣汽車交換買賣汽車交換買賣汽車交換 高價收車高價收車高價收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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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伦不在乎“妻管严”称怕老婆是爱的表现

如今的李湘在演员尧主
持人尧 制作人这些身份中间
来回转换袁 事业的忙碌造就
了她外刚内柔的性格遥 王岳
伦丝毫不厌烦野妻管严冶这样
的说法院野参加了节目之后袁
我们的夫妻感情增强了袁更
加融合了遥 我觉得妻管严没
什么不好啊袁 尊重老婆的意
见袁 多听老婆的想法也是一
种爱的表现浴 冶

在一同参加的节目中不

断安慰李湘的王岳伦也数次

野大白冶上身袁为了老婆袁即使
是不擅长的项目也尽力一

拼袁对此王岳伦低调地表示院
野我小时候参加过长跑队袁也
踢足球袁所以扑救比较擅长袁
这方面能力突然爆发了浴 冶

李湘还透露了夫妻两人

爱的细节遥 她甜蜜地爆料了
王岳伦曾做过的最浪漫的

事院送李湘 9999朵玫瑰花遥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男人

在变成野妻管严冶袁所谓野妻管
严冶袁 就是甘愿被老婆管袁可
以说这样的男人才是最聪明

的遥
因为他们虽然听老婆的

话袁但绝对不是窝囊废曰他们
虽然受老婆管袁 但绝对不是
害怕遥 妻管严的男人袁其实更
疼老婆袁 他们的婚姻生活往
往也更幸福甜蜜浴
避免夫妻争吵遥
夫妻吵架很伤感情袁跟

女人相比袁男人更理性袁心胸
气度也更宽广袁 为了避免争

吵袁少给自己惹麻烦袁还是怕
老婆更加容易遥 只要不是违
背原则的事情袁能忍则忍袁既
避免了夫妻之间的争吵也给

自己省了麻烦遥 其实袁野妻管
严冶的男人不跟老婆计较袁反
倒表现出男人的气度来袁不
跟女人一般见识袁 倒也乐得
逍遥遥 怕老婆的行为袁实际上
倒有几分大智若愚的感觉遥
用野怕冶表达爱遥
说到妻管严的男人袁纵

观众多名人大腕比比皆是袁
而且在他们的眼里 野怕老婆
的男人最幸福冶袁这也正是他
们婚姻事业的 野幸福密码冶遥
现在袁男人的野妻管严冶行为
早已成为宠爱女性尧 关爱女
性的标志袁野妻管严冶 老公也
越来越多袁 也越来越受现代
女性的青睐遥

因为只有爱老婆的男人

才会懂得谦让女人袁 只有懂
得谦让的男人才会宽容和善

待女人袁 只有善待老婆的男
人才会野怕老婆冶袁才甘愿做
野妻管严冶遥 所以说袁在这个世
界上袁 无论是从体力上讲还
是心理上来说都不会有怕老

婆的男人袁 只有那种懂得尊
重和谦让老婆的男人袁 才会
因野爱冶生野怕冶遥
正因如此袁妻管严型的夫

妻往往很和睦袁 很少会产生
激烈的夫妻矛盾袁 更不可能
由于所谓的性格不合而闹到

离婚的地步袁为什么钥 道理很
简单袁 那就是男人的包容与
宽容所化成的怕老婆功力袁
足以化解夫妻和婚姻生活中

的一切矛盾遥
所以袁野妻管严冶 其实也

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夫妻相处

模式袁 而英国一项研究也显
示袁野妻管严冶 可能是婚姻持
久的秘诀遥

5月 5日下午袁贾静雯通过微博公布与比
自己小八岁男友修杰楷造人成功的喜讯遥 修杰
楷发布微博向贾静雯母女深情告白 野谢谢你袁
小天使袁一路陪伴着我们一起迎接另一个小小
天使的到来,谢谢你袁妈咪袁谢谢你让我成为最
幸运的人,我会用我的幸运袁转换成幸福袁让我
们一起拥有浴 冶六分钟之后贾静雯转发该微博
甜蜜回应野谢谢你们给我的幸运与幸福 更谢谢
上天给我的平安与健康 感谢感恩冶遥

修杰楷在微博中晒出两张与贾静雯母女

的温馨合照袁贾静雯女儿梧桐妹举着一张写有
野我是姐姐冶的纸袁贾静雯将写有野我是噎噎钥 冶
的纸放在肚子上袁暗指已怀二胎遥 梧桐妹作为
准姐姐亲吻妈妈肚里的小宝宝袁修杰楷环抱着
贾静雯袁非常温馨和谐遥
贾静雯 2010年与孙志浩离婚后一直独自

抚养女儿袁如今找到归宿的她袁看上去比当初
嫁入豪门的时候要快乐得多遥 虽说贾静雯与修
杰楷曝出恋情之初不为人所看好袁但是袁生活
中的他们远比人们想象的幸福袁不时被拍到一
家三口遛狗的照片袁如今二人终于修成正果有
了爱情的结晶袁将来一定会更加珍惜遥

也许大家都有一个疑问袁 幸福到底是什
么钥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袁每个人
对幸福的定义都是不同的袁 但不可否认的是袁
平凡中的幸福更容易带来快乐吧遥 再有钱的男
人也比不上一个知冷知热疼你的男人重要袁再
多的爱马仕也抵不过袁每天早晨跑几条街为你
买豆浆油条的幸福袁再好的甜言蜜语也不如你
需要时陪在身边肩并肩的相伴 袁世界上最奢侈
的人袁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人袁对的人总会遇到袁
无论在哪里浴

幸福袁不是衣锦玉食袁腰缠万贯袁不是荣华
富贵袁不是开好车袁住别墅浴 幸福是哭的时候有
人疼袁累的时候有人靠袁是每一个小小的愿望袁
有人给你实现袁 是拥有一个爱自己懂自己的
人袁不管他有多少袁总是把最好最多的留给你遥
风景再美袁若没人一起欣赏袁也会有种莫名

的忧伤遥 再好的生活袁若没人一起分享袁也会有
种莫名的凄凉遥 再坏的处境袁若有人陪伴袁也会
有莫名的感动遥 再苦的日子袁若有人相伴袁也会
有莫名的幸福浴 幸福是一种感觉袁和贫富无关袁
爱情不用唯美浪漫袁不用惊天动地袁就是左手
牵右手袁不离不弃袁不变不移浴

贾静雯怀二胎 嫁个知冷暖的男人更靠谱

中国 30年结婚成本增千倍 儿女婚事要父母半条命

据网友计算袁 中国人的结婚
成本 30年来增长了数千倍遥 在高
昂的婚恋成本之下袁年轻人结婚方
式选择的两极分化日趋明显遥一部
分人选择啃老袁另一部分则直接选
择裸婚遥
结婚成本激增数千倍院儿女成

了啃老族遥记者在兰州一家大酒店
进行采访时获知袁2010年时婚宴普
遍一桌是 800多元人民币袁2011年
时涨到一桌 1500 多元袁2012 年涨
到一桌 1800元左右袁 且要至少 20

桌才起订遥 而到了杭州这样的城
市 袁2013 年的婚宴就已经高达
4000元一桌袁 还要附加 5万元左
右的烟酒钱噎噎一对 80后小夫妻
晒婚礼账单袁 两人未买房已花 43
万遥而另一位网友野老赵和小于冶则
贴出了无意中保留下来的 1981年
10月婚礼账单袁 各项花费加一起
才二三百元遥

野不是不想结婚袁 是结不起
啊浴 冶许多年轻人发出了如此感慨遥
这也导致不少年轻人走上了野被迫
啃老冶的道路遥 根据数据统计袁野结
婚钱父母出冶已经成为很多新婚夫
妇应对巨额花销时的首要选择遥近
一半新人结婚费用的 20%至 60%
来源于父母支持袁其中更有 14%的
新婚青年袁 其结婚消费的 80%至
100%靠父母资助遥

野婚不起冶3大因素院物价高父
母盼亲戚比遥 买房尧买车尧拍婚纱
照尧 办婚礼噎噎甜蜜全靠人民币遥

野婚不起冶的原因究竟在哪里钥除了
上文中提到的物价高之外袁父母和
亲戚的期盼与比较也是重要原因遥

裸婚时代院 三分之二的女性
表示拒绝遥 除了结婚 野啃老族冶之
外袁还有一类年轻人则走向了另一
个极端院裸婚遥有网友感慨袁面对暴
涨的结婚成本袁年轻人结婚要量力
而行袁有什么条件就结什么条件的
婚袁 爱情不需要盛大的婚礼来证
明袁野瘦婚冶尧野裸婚冶都是可行的;家
长也不要盲目攀比袁毕竟家庭和睦
不在于一时排场袁不要因为一场婚
礼而给新人增加沉重的负担遥爱情
珍贵袁但婚姻不该真贵遥 然而袁在
现实生活中袁裸婚并没有想象中那
么简单遥

在一项面向职场人士的调查

中显示袁在现实生活中袁能够接受
野裸婚冶的人占到 42.8%遥 他们表示
裸婚的原因是对现实生活的压力

感到无奈院当爱情与面包发生冲突

而又不能改变现实困境的时候袁他
们只好放弃自己的追求向现实低

头遥
尽管接受野裸婚冶的人占到相

当大的比重袁但他们对野裸婚冶的态
度并不乐观袁 依然有 82.9%的职场
人认为野裸婚冶存在风险袁因为裸婚
族注定将承受更多的压力和考验遥
还有 14.1%认为野裸婚冶是追求真爱
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遥
专家建言院 结婚量力而行袁少

些攀比心理遥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
学院副教授牛芳表示袁导致中国年
轻一代野婚不起冶的原因大概有三院
物价上涨有点快袁 父母之命不可
违袁攀比炫富心理遥牛芳表示袁当代
人个体差异大袁贫富差距大袁有人
为结婚花百万千万袁有人结婚简朴
素雅袁都无可厚非遥 但结婚应量力
而行袁将感情因素放在首位遥 奢华
的婚礼只能满足一时的虚荣袁真正
过日子袁还需要真情维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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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日下午袁 锦江公安分局成龙路派出所针
对野男司机逼停殴打女司机冶事件作出通报遥 在警方
出示的案件询问视频中袁伤人司机张某表示袁他对
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后悔袁一时冲动袁铸成大错遥

野非常悔恨袁希望告诫广大司机朋友袁忍一时风
平浪静袁退一步海阔天空遥 冶视频中张某说袁希望社
会上其他行车开车的人不要学习我这种行为袁要报
警袁不能像我这样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遥 同时袁张
某表示很对不起伤者袁对给卢女士造成的伤害表示
对不起袁并希望得到伤者及家属的谅解遥

张某妻子也表示袁 她对于丈夫的行为感到抱
歉遥 她说袁对于丈夫给社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袁代表家
属向社会道歉 袁希望社会给丈夫一次改过机会遥

昨日袁卢女士在驾车前往三圣乡途中袁因行驶
变道原因在娇子立交被张某驾车逼停袁随后遭到殴
打致伤遥 目前袁张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遥

这是一起因变道而引发的狂暴事件遥 张某称袁
因女子驾驶的车突然从侧面变道袁导致他车内的孩
子受到了惊吓袁为此袁他驾车一路猛追将女子挡下袁
实施了殴打遥 他对一个女人大打出手袁接连猛踢头
脸袁致使其骨折尧脑震荡袁如此疯狂令人发指袁这绝
不是以野孩子受惊冶为名就能说得过去的袁甚至任何
理由都不足以为其暴行而辩护遥 如今袁他因涉嫌犯
罪而被刑拘袁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遥

除了张某的暴行之外袁很多人对这件事的态度
也令人忧虑遥 在网上很多人竟然认为女司机 野该
打冶尧野不打不长记性冶袁或者野只要下手不那么重就
好冶袁进而延伸到对整个女司机群体的攻击遥 这样荒
谬的言论袁着实让人惊讶遥 就常理来说袁的确有女司
机有不良驾驶习惯袁但男司机就没有吗钥 什么时候
实施暴力还被人力挺了钥 尤其是力挺对待女人的暴
力袁这不仅反智袁更是反人道遥 这不仅是对法律的漠
视袁更是文明的巨大倒退遥 不能不说袁这就是一种
病袁而且病得不轻遥

这种病的名字叫做野路怒冶袁一些人病入膏肓而
不自知遥 所谓路怒袁就是带着愤怒去开车袁其愤怒行
为可能包括院粗鄙的手势尧言语侮辱尧故意用不安全
或威胁安全的方式驾驶车辆袁或实施威胁遥 野路怒冶
(roadrage)也被收入新版牛津词语大辞典袁用以形容
在交通阻塞情况下开车压力与挫折所导致的愤怒

情绪遥 路怒症分轻度尧中度和重度三个等级袁打人者
张某显然应属于重度遥 类似事件亦曾在多处上演遥
比如袁2015年 1月 1日袁 西安两男子驾宝马车逼停
公交袁殴打司机袁致车辆失控遥 2013年 9月 25日袁青
岛一别克商务车和面包车变道中互不相让袁两司机
下车后又起冲突遥 别克车司机先推倒面包车上下来
的孕妇袁又上车顶着面包车司机前行上百米遥
路怒这种病必须得治袁且必须高度重视遥 千万

不要以为患路怒症的人都面目狰狞袁很多人在坐进
汽车之前袁 都是风度翩翩的君子和知书达理的淑
女遥 只是握紧方向盘后袁他们就开始脾气暴躁袁胡乱
变线尧强行超车尧闯黄灯尧骂粗口尧打手势噎噎越来
越多的人也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心理问题袁在合肥
等城市已经设立了专门的心理辅导课遥 该课程教司
机学会放松心情袁控制不良情绪袁特别是学会从不
同的角度看待问题袁减少因情绪产生的交通安全隐
患遥 建议其他城市也尝试开设类似课程袁而有类似
症状的司机也不妨从网上找一点类似的教程看看袁
还有一些简单但实用的方法袁 比如听舒缓的音乐袁
多准备零食分散精力等遥
路怒袁需要心理辅导袁更需要用法律来治遥 虽然

很多有路怒症的人并非不懂法袁但他们明显缺少对
法律的敬畏遥 一旦出现因路怒而导致的违法现象袁
绝对不能姑息遥 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袁都不能触犯
法律袁甚至恶意伤人触及犯罪遥 对个别有严重路怒
表现并造成危害的袁建议予以终身禁驾袁而新闻中
的张某袁无疑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遥 要知道袁路怒者
越多袁城市交通就会越危险袁甚至导致戾气弥漫遥 这
样恶性循环将会伤害到每一个人遥 相关部门必须对
此有足够的重视袁一面严格执法袁一面倡导文明出
行袁这样袁司机和路人才不会提心吊胆袁战战兢兢遥

5月 3日下午袁成都市锦江区某十字路口处袁司
机张某开车逼停女司机卢某袁将其从驾驶室内暴力
拉下车并拳打脚踢遥 张某称袁卢女士的车子在行驶
过程中突然变道袁使他车内的孩子受到惊吓袁因气
不过袁他随后一路尾随并实施殴打遥 卢女士表示袁因
自己对道路不太熟悉袁确实在变道时突然点了一下

刹车袁但当时两车并没发生剐蹭袁野根本没有想到这
个男子会一路尾随并破口大骂袁最后把我逼停把我
从车里拉出来毒打遥 冶

无论是知书达礼的小资袁 还是风度翩翩的白
领袁当他们握紧方向盘时袁都容易变得脾气火爆尧乱
飙脏话遥 这种通病在汽车社会见怪不怪袁此即所谓
野路怒症冶遥 新闻中的男司机袁无疑是野路怒症冶的典
型患者遥 百度一下相关新闻报道袁因野路怒症冶滋生
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院在陕西西安袁小车称公交车
挡了路袁两男子逼停公交车后上车暴打司机袁司机
的鼻梁骨被打断曰在甘肃兰州袁一辆奥迪车欲停在
医院应急通道被阻拦袁女司机下车用膝盖和高跟鞋
狠撞狠踹保安噎噎

相比之下袁 成都这名男司机无疑更残暴更凶
狠遥 看那视频袁当事女子开车突然变道固然不对袁好
在并未造成任何剐蹭袁该男子竟一路尾随直至将对
方拉出暴打才解恨袁可见该男子心胸何等狭窄袁野路
怒症冶暴戾之气又严重到了何种程度遥 若说女子突
然变道让男子车内的孩子受惊袁他如此暴打陌生女
子袁这孩子又当有何观感钥

诡异的是袁面对野有视频有真相冶袁居然还有很
多网友无视暴行甚至为之叫好遥 有的说野这样的女
司机就该教训一下袁打得好冶袁有的说野打打让她长
点记性也好袁她活该冶曰更有甚者袁叫嚣野女人就不应
该拿驾照袁开车上路就是危险因素袁就应该被打冶遥
看到这些是非不分尧良莠不辨的评论袁实在让人不
寒而栗遥 不排除某些女司机确实开车技术欠佳袁但
所谓野马路杀手冶真的全是女司机吗钥 胡乱变线尧强
行超车尧闯黄灯尧爆粗口噎噎凡此种种袁自认技术一
流的男司机们哪一样少做了钥

为暴打女司机叫好袁不仅是为暴行鼓掌袁也不
仅是性别歧视袁更是戾气弥漫的典型体现遥 只为一
点点小事袁就不惜把对方往死里打袁旁边还有一群
叫好的看客袁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画面遥 为什么如
此简单的是非判断袁却不能让围观者达成基本的共
识钥 崇尚暴力解决问题的人袁怎么可能真正将交通
规则放在眼里钥 批评别人不文明驾驶袁自己却在为
暴行叫好袁在这样的双重标准下袁所谓文明无非是
强者给弱者定下的规矩而已遥

对任何城市来说袁患上野路怒症冶的人越多袁道
路交通必然越发拥挤袁不必要的纷争尧吵闹乃至社
会戾气必然膨胀遥 为此袁一方面当然要通过加强管
理规范文明驾驶袁另一方面更要严惩那些动辄滥用
暴力者遥 一个人的暴戾袁既肇端于这个社会袁又加害
于这个社会曰而要改变社会的暴戾弥漫袁每个围观
者都要反躬自省遥

为了孩子袁有的家长会不管不顾袁这真的不是
说起玩的遥 比如这位家长袁因为突然的变道吓哭车
内孩子袁于是怒发冲冠袁不管不顾地将拳头砸向变
道女子遥 后果是什么?因涉嫌寻衅滋事袁被公安机关
予以刑事拘留遥

可是孩子需要一个冲动的父亲吗? 假如孩子已
懂事袁当得知只因为自己的一哭袁其父就逼停暴打
女司机袁并且还因此被拘留袁相信孩子一定后悔到
肠子发青院要是能忍住这一哭该有多好!我们都是从
孩子长大的袁恐怕没有哪位渴求一个冲动的父亲遥

孩子渴求什么样的父亲?必定大度豁达袁必定通
情达理袁必定不以强欺弱遥 孩子需要父亲的保护袁但
不需要小题大做到逼停暴打女司机遥 父亲的野高大
上冶形象里袁有的是有理说理袁有事说事袁绝不包括
野蛮耍横袁暴打女司机遥

父亲保护孩子没有错袁野不让孩子受一点点伤冶
的心情固然可以理解遥 但正如一个个父亲教育孩子
所言院冲动是魔鬼袁冲动就要付出代价袁在孩子心目
中野逼停暴打女司机冶是典型的冲动袁是一剂不小的
负能量袁孩子们讨厌这样的冲动遥 父亲在冲动的时
候似乎都忽略了这一问院孩子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父
亲袁渴求什么样的父爱冲动是魔鬼袁冲动意味着惩
罚袁孩子不需要一个冲动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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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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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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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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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四大渔场: 日本的北海道渔场是千岛寒流
与日本暖流而成袁英国的北海渔场是北大西洋暖流
与东格陵兰寒流相交而成的袁加拿大的纽芬兰渔场
是墨西哥湾暖流与拉布拉多寒流相汇而成的袁秘鲁
的秘鲁渔场是由秘鲁寒流的上升流而形成的遥

北海道渔场位于日本暖流与千岛寒流交汇处袁由于
海水密度的差异袁密度大袁冷水下沉袁密度小的暖水
上升袁使海水发生垂直搅动袁把海底沉积的有机质
带到海面袁为鱼类提供在丰富的饵料袁从而使海区
成为世界著名的渔场遥 寒暖流交汇可使海水发生
扰动袁上泛的海水将营养盐类带到海洋表层袁使浮
游生物繁盛袁进而为鱼类提供丰富的饵料袁渔业资
源丰富遥另外寒暖流交汇可产生"水障"袁阻止鱼群游
动袁而且因为捕鱼业的科技发达袁国家的养殖渔业
发达袁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大渔场遥
日本暖流又叫"黑潮"遥 是太平洋北赤道洋流遇

大陆后的向北分支遥 起源于菲律宾群岛的吕宋岛以
东海区袁流经我国台湾一带袁东到日本以东与北太
平洋西风漂流相接遥 为世界著名的暖流遥 其特点是:
高温尧高盐尧水色高尧透明度大遥 其形成有三方面的
因素:一尧北赤道暖流遇大陆而偏转北上遥二尧夏季海
洋风的吹拂和东南信风越过赤道形成的西南风的

吹拂遥三尧地转偏向力的影响遥日本暖流是整个东中
国海环流的主干袁对该海区的水文气象条件有重大
影响又称亲潮遥 北太平洋西北部寒流遥 源于白令海
区袁 自堪察加半岛沿千岛群岛南下袁 在北纬 40毅附
近袁日本本州岛东北海域袁与黑潮相遇袁并入东流的
北太平洋暖流遥 亲潮主干流速在每秒 1米以下袁表
面水温低尧水色浅尧透明度小遥 寒流密度较大袁潜入
暖流水层之下遥在其前缘与黑潮之间形成"潮境"袁鱼
类饵料极其丰富袁成为世界著名渔场遥

"世界第一大渔场"的称号并非浪得虚名袁北海
道附近的海水难能可贵的未受污染遥 当地美食义不
容辞的以海鲜为原料袁水煮尧天妇罗尧火锅袁每款饮

食袁都务必清淡尧考究尧易消化遥 而深谙美食真谛的
当地人绝不会因为海鲜而鄙视平民化的面条袁札幌
甚至因为人们的这个嗜好成为举世公认的" 拉面王
国"遥在北海道人看来袁北海道有三样美味一定要尝:
螃蟹尧鲑鱼料理和拉面遥

四周面海的北海岛是鱼类的宝库袁毛蟹尧多罗
波蟹尧勘察加拟石蟹被称为北海道三大名蟹袁可以
水煮尧可以制成天妇罗尧也可做成火锅袁而由北海道
产的香软大米加上新捕鱼获制成的寿司则是不可

不尝的美味袁不知是因为北海道水质清洌还是鱼获
新鲜袁各种海鲜无论怎么吃都没有令人难受的鱼腥
味袁只觉得味美而多汁袁而做成寿司的海鲜根本不
用另加芥末袁只略点酱油直接送入口中袁龙虾的鲜
爽尧 带子的浓滑都极好地与米饭的香糯结合起来遥
最值得推荐的当然是入口即化尧香浓甘美的海胆寿
司与金黄饱满尧咸香适宜的鱼籽酱寿司了遥 北海道
的奶制品也是极为出名的袁普通酒店或是小摊档出
售的冰淇淋也因其材料地道新鲜袁味道较现下流行
的许多名牌雪糕香浓许多遥

北海渔场的形成原因是北大西洋暖流和北冰

洋南下的冷水交汇形成遥 冷尧暖海流交汇袁产生涌升
流遥 涌升流区海水不断从下层涌到表层袁海水下层
的腐解的有机质等营养物质也随之被带到表层遥 因
此袁这一海区水质肥沃袁形成北海渔区遥
大西洋东北部边缘海遥 位于大不列颠岛尧斯堪

的纳维亚半岛尧日德兰半岛和荷比低地之间遥 北海
西以大不列颠岛和奥克尼群岛为界袁北为设得兰群
岛袁东邻挪威和丹麦袁南接德国尧荷兰尧比利时尧法
国袁西南经多佛尔海峡和英吉利海峡通大西洋遥 北
部以开阔水域与大西洋连成一片袁东经斯卡格拉克
海峡尧卡特加特厄勒海峡与波罗的海相通遥 海区南
北长 965.4千米袁东西宽 643.6千米袁面积 57.5万平
方千米遥 位于西欧大陆架上袁除靠近斯堪的纳维亚
半岛西南端有一平行于岸线的宽约 28耀37千米袁水
深 200耀800米的海槽外袁 大部分海区水深不超过
100米袁南部浅于 40米袁英格兰北面外海有很多冰

碛物构成的沙洲尧浅滩袁其中面积达 650 平方千米
的多格浅滩水深仅 15耀30米袁世界著名浅海之一遥
北海是世界上四大渔场之一袁鲜鱼的产量占世

界的一半袁 附近各国沿海人民均以渔业为主要工
业遥 1958年袁北海海底被英国尧荷兰尧德国尧丹麦和挪
威瓜分成几个油尧气的勘探和开发区遥 第一个天然
气井和油井已分别于 1959年和 1969年投产遥 北海
现已探明的石油贮藏量为 230亿桶袁是世界第九个
最大油田遥 北海为世界著名的渔场之一遥年平均捕
获量 300万吨左右袁约占世界捕获量的 5豫袁鲱鱼和
鲐鱼几占总捕捞量的一半袁其他有鳕鱼尧鳘鱼和比
目鱼等遥 还盛产龙虾尧牡蛎和贝类遥

纽芬兰渔场袁位于纽芬兰岛沿岸袁曾是世界四
大渔场之一袁由拉布拉多寒流和墨西哥湾暖流在纽
芬兰岛附近海域交汇而形成了遥 1534年袁由西欧航
海家约翰窑卡波特在寻找西北航道时意外发现遥 异
常丰富的渔业产量有着" 踩着鳕鱼群的脊背就可上
岸"的美名袁但在几个世纪的肆意捕捞之后袁特别是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型机械化拖网渔船开始在

渔场作业后袁纽芬兰渔场渐渐消亡袁九十年代之后
已不可见遥 现今纽芬兰渔场已成为历史袁但中国地
图出版社出版的叶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地
理 必修窑第 1册曳中的图 2-2-9中袁仍将其标明为
世界著名渔场之一遥
来自北冰洋沿拉布拉多半岛南下的洋流称拉

布拉多寒流,它在纽芬兰岛东南北纬 40毅附近与墨西
哥湾暖流相汇, 造成这一海域经常大雾弥漫及温水
性鱼群和冷水性鱼群相汇聚, 形成世界有名的纽芬
兰渔场遥
纽芬兰海域传统的捕鱼方式是由较大的渔船

运载数只小渔船袁到离岸较远的海域卸下小船遥 每
只小船上有两到三名渔民遥 他们分头在附近撒网捕
鱼遥 当小船满载后便驶向大船袁卸下舱中的收获袁然
后再继续撒网遥 一只小船每天往返两三次遥 晚饭后
渔民们还要在大船上将当日捕到的鲜鱼腌制起来

保存遥 数日后大船满载而归袁驶回纽芬兰岛上的渔
村遥 渔民每年都要定期休息袁而渔民休息的日子又
正好赶上了鱼类繁殖的季节遥 这种传统的捕鱼方式
虽然捕捞量较大袁但因为避开了鳕鱼群的产卵繁殖
季节袁从而保证了鱼群数量能够不断地繁衍并保持
了生态的平衡遥

秘鲁沿岸海域是世界著名渔场袁 水产资源十分丰
富袁盛产鳀鱼等 800多种鱼类及贝类等遥 秘鲁渔业
资源之所以如此丰富袁是与沿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分不开的遥 秘鲁沿岸有强大的秘鲁寒流经过袁在
常年盛行西风和东南风的吹拂下袁发生表层海水偏
离海岸尧下层冷水上泛的现象遥 这不仅使水温显著
下降袁同时更重要的是带上大量的硝酸盐尧磷酸盐
等营养物质;加之沿海多云雾笼罩袁日照不强烈袁利
于沿海的浮游生物的大量繁殖袁 对于冷水性鱼类袁
特别是鳀鱼(喜 20益以下的冷水)的繁殖和生长提供
了极有利的条件遥 因而秘鲁沿海一带便成为大渔
场袁渔区宽约 370千米遥
秘鲁沿岸处在东南信风带内袁东南信风从南美

大陆吹向太平洋袁使沿岸表层海水离岸而去袁底层
海水便上升补充而形成上升补偿流袁该补偿流便把
海底营养盐类带至表层袁表层海水在风力作用下向
北流袁 而原海域流走的海水则由深层的海水来补
充袁深层海水上翻袁带来了海底丰富的营养盐类袁浮
游生物大量繁殖袁为鱼虾提供充足的饵料袁形成大
渔场遥 个别年份袁南尧北赤道暖流逆流袁使秘鲁沿岸
气温变高袁离岸风较弱袁冷海水上泛得较少袁海水温
度较常年升高袁鱼类不适应较高的水温袁大量死亡遥
此时发生的就是厄尔尼诺现象遥 本格拉寒流附近也
有世界性的大渔场--东南大西洋渔场袁在高中地理
必修本上册第四单元第三节课中的地图上袁可以清
楚地看到"东南大西洋渔场"字样遥 东南大西洋渔场
的成因与秘鲁渔场成因类似袁都是在离岸风的作用
下形成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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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5月 7电 人生中最郁闷的事情可能就是花钱买
了彩票中了大奖袁却偏偏与奖金失之交臂袁从大喜到大悲袁
这种感觉一定很让人难受遥 据悉袁美国每年都有约 20亿美
元的彩票奖金无人认领袁 其中不乏让中奖者从此改变生活
的数额遥仅 2013年袁就有 300多张超过百万美元的彩票逾期
无人兑奖遥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袁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错过一夜
暴富的机会遥
男子买彩票中 7.5万美元 粗心只兑 75美元就走人

日前袁美国加州一名男子买彩票中了 7.5万美元袁可是这位野心大冶
的仁兄拿着彩票去兑奖时袁接待他的兑奖人员也犯了晕袁只给了他 75

美元袁他也毫无疑义地的拿了就走遥
兑奖人员后来意识到了自己犯了错袁于是希望将这名中奖者找回

来遥 他得在 6个月内现身袁领取剩下的 74925美元遥
彩票出票晚 7秒 加拿大男子痛失千万加元大奖

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名男子在 2008年买了两张彩票袁 其中的一张
中了 2700万加元(约合人民币 1.37亿元)的大奖遥但这名男子最终却没

能获得奖金袁因为这张中奖彩票的出票时间比购买彩票的截止时间晚
了 7秒遥
这名男子坚称袁自己是在购票截止时间之前买的彩票袁一切都怪

魁北克的彩票机出票太慢遥 他还称袁要是他在加拿大其他地方购买这
张中奖彩票袁他 7年前就是千万富翁了遥
网站误导错丢百万大奖 两纽约男子怒告彩票局

2013年袁由于美国彩票局的网站没有及时更新彩票的最新开奖结
果袁仍保留着之前的旧号码袁导致纽约两名男子误将这些数字当成了
当天的号码袁在确认未中奖后就将彩票丢弃了遥
但第二天两人无意中发现原来他们对错了号码袁三张彩票中唯一

一张被丢进垃圾桶的那张中了当期的 100万大奖遥 此时彩票却已经身
在垃圾回收站了遥懊恼白白把运气丢掉的两人把误导他们的彩票局网
站告上了法庭遥
男子买彩票“中大奖”兑奖遭拒 被告知印错号码

美国一名男子买了一张所显示号码能够领取 50万美元奖金的彩
票袁没想到兑奖时遭到拒绝袁官方称彩票印错了遥

在遭到加油站拒绝兑奖后袁男子致电新墨西哥州乐透局袁也被告
知他的确不是中奖者遥 不过乐透局为表达善意袁 向瓦恩斯提供了 100
美元的安慰奖金遥 但难平愤怒情绪的男子仍然坚持袁自己的奖金应该
是 50万美元袁印刷失误不是他的错遥

盘点：曾与彩票大奖失之交臂的“幸运儿”们

一般人家通常会养小狗或小猫做宠物袁可总有些人野剑走偏锋冶袁
喜欢养一些常人意想不到的动物当宠物遥 据外媒报道袁来自美国佛罗
里达州的约翰尼?维尔德一家就养了 13头体积庞大的熊袁并和这些高
2.5米尧重 800斤的庞然大物朝夕相处袁还其乐融融遥

养奶牛巨猪硬毛鼠：就是这么任性

养仓鼠等身材娇小的啮齿动物作为宠物很多人都能够接受袁但古
巴哈瓦那的一对夫妇则偏爱饲养野大老鼠冶院古巴硬毛鼠遥 它们不仅爱
喝朗姆酒袁还爱玩野亲亲冶袁让人跌破眼镜曰而一个 5岁的美国女童更是
瞒着妈妈让一头奶牛住进家里袁几乎形影不离遥
同样来自美国一名女子日前在网上上传了一段她给自己宠物猴

化妆的视频袁其中保湿霜尧眼线液尧睫毛膏尧甚至还有口红等一样都没
少遥此事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袁有认为野十分可爱有趣冶的袁也有人觉
得野很残忍冶遥

下面要说的这些品种并不特别袁但体型可是不得了遥 居住在加拿
大安大略省的一对夫妇收养了一头小猪袁没想到 2年后它竟然长到了
600多斤曰也是巨型宠物袁美国波士顿一对年轻夫妇收养一只名为比克
斯的宠物猫袁这只猫重达 10公斤袁长约 1米袁从耳朵到后腿的长度达
91厘米遥

别人养宠物找乐 他们“找麻烦”

话说一般人养宠物都是为了找乐袁不过也有要野另辟蹊径冶给自己

找麻烦的遥 不久前袁美国佛州一名男子在卧室养了一条凶猛的野生棉
口蛇当作宠物袁并吹嘘多次亲吻蛇袁不料突然遭到蛇咬袁差点丧命遥
同样在美国袁亚特兰大市一名女子在喂养一只西伯利亚猞猁宠物

时袁被它重击头部袁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曰洛杉矶一户人家饲养了一条长
约 2.4米的鳄鱼当作宠物袁而且一养就是 37年遥 当局在这户人家的后
院发现鳄鱼时袁还在它旁边发现疑似小猫的尸体袁并怀疑鳄鱼主人用
猫来喂鳄鱼遥
养宠奇葩事：金鱼爱按摩小兔负责任

大多情况下都是父母督促孩子做作业袁 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袁
一只宠物兔子似乎成了孩子们的监督者遥 每次当小朋友将铅笔放下
时袁兔子都会迅速用嘴将笔捡起来袁并鼓励小主人继续做作业遥
日前袁一套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三居室独栋房近日因捆绑山羊

一起出售袁最终售价比挂牌价多了逾 10%遥 虽然上述独栋房坐落在一
块杂草丛生的地皮上袁但宠物山羊的出现似乎完全抵消了买家需要好
好清理草坪的忧虑遥
不久前一段视频显示袁 一条血鹦鹉金鱼安静地享受着主人的按

摩遥 据悉袁它的主人每天会跟这条金鱼逗玩至少 15分钟袁如果他野失
约冶袁金鱼就会变得失落沮丧袁十分有趣遥

和 13只大熊亲密无间？盘点国外萌宠奇葩事

养大熊当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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