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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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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戶外劇場

金龍雜技團
大型雜技演出

May27 8 p.m.

勁爆巡迴休斯頓站
中國金龍雜技團

再掀熱潮

請登錄WWW.MILLEROUTDOORTHEATRE.COM

需要更多信息請撥打281-373-3386

亞裔追求平等教育權益創下歷史新篇

2015浙江省（休斯敦）海外人才政策發布暨高層次人才洽談會

（本報訊）2015年5月15日，發生了亞裔維權歷史上值得
紀念的重大事件——全美各地64個亞裔組織聯合向美國司法部
民權司和教育部民權辦公室正式提交了申訴哈佛大學對亞裔招生
歧視的申訴書，並在位於華盛頓DC的國家新聞俱樂部召開了新
聞發布會。這些組織當中包括華裔、印度裔、韓裔和巴基斯坦共
4個族裔，是過去20多年來，亞裔在追求平等教育權益方面最大
的一次聯合行動，具有空前的歷史意義。

首先，在大休斯敦地區，共有12個華裔組織和2個巴基斯
坦組織加入聯署。華裔組織包括：休斯敦華裔聯盟、知青聯誼會
、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夏學人協會、德州東北同鄉會、休斯敦上
海聯誼會、美南山東同鄉會、德州廣東總會、德州安徽同鄉會、
美南江蘇總會、休斯敦內蒙古同鄉會、和國際華人交通協會——
德州總會等社團。衷心感謝這些社團組織的負責人、理事會和會
員們對華裔人權問題的關心！他們積極參與的姿態，展示了休斯
敦華人社區的團結和力量，也使得“休斯敦華人社區”成為一個
閃亮的名字。

眾所周知，早在1978年“Bakke訴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一案的審判中，美國最高法院就作出明確的判決：在大學錄取過
程中不得使用“種族配額”，即按照一定的比例對不同種族的學
生進行錄取。因此，大量數據表明哈佛大學及其它長春藤大學以
“綜合評定”為借口，在大學錄取過程中使用隱形的配額制，在
亞裔學生數量增加了一倍，素質普遍提高的情況下，把亞裔學生
入學比例20年來一直控制在15-18%之間。除此之外，他們還
使用種族歧見，按不同種族規定錄取標准等方式，使亞裔考生遭
受到嚴重的歧視。這個問題已經成為在美華人目前所面臨的最大
的民權問題。

經過3個月的聯署征集之後，申訴組委會於5月15日正式提
交了行政申訴書（非法律訴訟），要求美國政府對哈佛的錄取過
程進行民權調查。與此同時，組委會代表團約見了國會高等教育
委員會主席——聯邦眾議員Virginia Foxx，聯邦眾議員Dana

Rohrabacher、聯邦眾議員Grace Meng、
和國會眾議院教育和人力資源政策中心主
任Amy Jones。同兩黨的議員和執法機構
的官員就申訴書的內容進行了對話和討論
，表達了亞裔對平等教育權益的關切和呼
聲。

5月15日下午1點在李春燕教授的主
持下新聞發布會准時開始。首先由組委會
主席趙宇空先生做主題發言；隨後，現就
讀於Williams College的政治學專業學生
Michael Wang講述了作為親身遭受到錄
取歧視的學生的感受。聯邦眾議員Dana
Rohrabacher在百忙之中出席了新聞發布
會，並發表講話要全力支持這項申訴。他已經起草了一封要求教
育部民權辦公室認真就此項申訴進行調查的信函，並將在國會議
員中廣泛征集簽名，增加影響力。同時他還表示將提出議案，從
立法的角度徹底改善目前這種歧視的狀況。美國印度工程師協會
華盛頓分會會長Ajay Kothari博士代表聯署組織發言；長島華人
協會會長張國棟博士代表組委會宣讀了申訴要求。由休斯敦華裔
聯盟主席孫盈盈主持的問答環節精彩紛呈，其中不乏非常尖銳的
提問，然而組委會代表團准備充分，一一從容作答，贏得在場聽
眾的稱贊和掌聲。最後，由歐陽了寒博士代表申訴組委會向所有
聯署組織以及所有對這次申訴做出過貢獻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
！

新聞發布會成功地吸引了大批英文和中文的媒體進行采訪，
在發布會結束僅僅幾個小時之後，十多家英文媒體紛紛就此事進
行報道，橫掃了所有主要新聞媒體——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
、紐約時報等等。亞裔抗議的聲音響徹美國大陸，媒體報道持續
升溫，深刻分析文章以及訪談紛紛出爐，已經覆蓋三十多家媒體
（NPR，CNN，MSNBC，Bloomberg，Fox News），甚至從中

國、印度、日本、英國、法國、新西蘭等世界各個國家傳來回響
。至此，無論申訴得到怎樣的結果，可以說亞裔組織聯合申訴哈
佛招生歧視的活動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階段性勝利。

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與DC新聞發布會同步，在加州爾
灣，8個參加申訴書聯署的華裔和印度裔組織以及支持媒體舉行
了聯合新聞發布會，與DC的主會場遙相呼應。加州參議員Bob
Huff和太太何美湄女士、加州韓裔眾議員Young Kim、加州華裔
眾議員Ling-Ling Chang親自出席支持，加州眾議員David Had-
ley和加州眾議員Don Wagner及爾灣市長Steve Choi的代表分
別出席並代表他們講話支持。這個會場反映了華人草根政治組織
，積極參與當地選舉，從而對民選官員和地方法律的制定產生了
巨大的影響，堪稱在美華人的典範。

這個申訴活動，使廣大華人認識到團結起來才能發出強大的
聲音。讓我們不忘初心、守望相助。在維護華人權益、開創美好
生活的漫漫長路之上，一起努力奮鬥!

（注：請訪問申訴活動官方網站：http://asianamericanco-
alition.org 以了解更多關於申訴活動的信息和新聞發布會視頻。
）

前排右起前排右起：：葉玉彬葉玉彬、、李忠剛李忠剛、、孫盈盈孫盈盈（（代表團成員代表團成員）、）、
趙宇空趙宇空（（代表團成員代表團成員）、）、李春燕李春燕（（代表團成員代表團成員）、）、劉方劉方
（（代表團成員代表團成員）、）、Michael WangMichael Wang（（代表團成員代表團成員）；）；後排後排
右起右起：：戴挺戴挺、、張育堅張育堅、、張國棟張國棟（（代表團成員代表團成員）、）、歐陽了歐陽了
寒寒（（代表團成員代表團成員）、）、Ajay KothariAjay Kothari、、王耀明王耀明（（代表團成員代表團成員
）、）、薛海培薛海培。。

（本報訊）由浙江省人才工作辦
公室、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和浙江省外事辦公室共同主辦，美南
中國專家協會聯合會等專業人士協會
共同支持協辦的大型人才項目洽談會
將於6月7日在休斯敦盛大召開。

巨化集團、浙江中控集團、正泰
集團、保億集團、浙江省能源集團、
浙江省國際貿易集團、浙江省物產集
團、浙江省糧食集團、杭州汽輪動力
集團、浙江華海藥業股份、浙江仙琚

制藥股份、永安期貨、浙商證券、浙
江萬盛股份、浙江閏土股份、滄海控
股集團、躍華控股集團、星際控股集
團、寶石新集團、浙江東豪集團等80
多家大中型企業；舟山群島新區、杭
州未來科技城（海創園）、杭州高新
區、溫州高新區、南太湖產業集聚區
、中國歸谷嘉善科技園、麗水開發區
等30多家大創業平台；浙江大學、浙
江省農科院、溫州大學等9所高校科
研機構將“漂洋過海來看你”。

報名截止日期為6月1日，請下
載參會注冊表，並填好後發至facp-
suall@gmail.com注冊。

浙江省參團企業及機構海外需求
信息詳情請見：

1. 浙江省海外引才活動單位列表
2. 浙江省引才單位海外人才需求

信息
3. 浙江省引才單位海外人才項目

需求信息
主要活動：宣傳、推介浙江的經

濟社會發展情況和留學人員創新創業
環境；發布2015年浙江省引進海外
高層次人才、科技項目需求信息和海
外人才政策；現場交流、對接洽談等
。

衷心鳴謝：(休斯敦)中國旅美專
家協會/(休斯敦)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浙
江大學休斯敦校友會/大休斯敦地區聯
合校友會/達拉斯福特沃斯中國旅美專
業人士協會/奧斯汀華人專業人士協
會/大聖安東尼奧華人專業人士協會/

美南浙江同鄉會/大休斯敦地區清華大
學校友會/北京大學休斯敦校友會/美
國化學與化工協會(休斯敦)/(休斯敦)中
國海外石油校友會/中國科大休斯敦校
友會/休斯敦華夏學人協會

注冊時間：6月7日 12:30-13:30
會議時間：6月7日 13:30-17:00
地點：美國休斯敦紀念城威斯汀酒店
（Westin Houston, Memorial City）
地址：945 Gessner Road, Houston,
Texas, 77024 USA
停 車 ： Self Parking and parking
lots nearby with event name on the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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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長期腰痛背
痛頸痛，這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椎間
盤突出。椎間盤突出分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
椎間盤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腿痛常見
原因之一，其主要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
椎間盤突出又名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癥或腰
椎間盤髓核突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脫
”或“腰突”。它是指人體隨著年齡的增長
或急性外傷和積累性外傷等原因，使腰椎間
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
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的坐骨神
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的骨科常見病、多
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部疼痛，
下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
感覺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
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
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

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多數患者有
不同程度的外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維環破
裂，髓核向後或後外側突出，壓迫脊神經根
引起腰腿痛，坐骨神經痛是腰間盤突出癥的
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明顯的
頸部外傷史或有長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
。神經根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上背部
劇烈疼痛，伴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動
和睡眠時，疼痛加重。肌力下降，腱反射減
弱或消失，臂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部分患
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
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療椎間盤
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
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
用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養相搭
配的方法，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

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
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
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診斷治療
，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
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
水程度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
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
，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80%。李醫生
還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都收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 所 地 址 ： 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7pm）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中國人活動中心慶祝成立中國人活動中心慶祝成立2020周年慶祝晚宴集錦回顧周年慶祝晚宴集錦回顧
20152015年年55月月1616日日-- 中國人活動中心成立中國人活動中心成立2020周年慶祝晚宴於珍寶海鮮城盛大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趙宇敏周年慶祝晚宴於珍寶海鮮城盛大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趙宇敏，，美國國會議員美國國會議員Sheila Jackson Lee,Sheila Jackson Lee,德州主計長德州主計長

Glenn HegarGlenn Hegar，，哈裡斯縣法官張文華哈裡斯縣法官張文華，，前哈裡斯縣警察局長前哈裡斯縣警察局長Adrian GarciaAdrian Garcia，，美國國會議員美國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華裔助理譚秋晴等紛紛致詞和頒發賀函華裔助理譚秋晴等紛紛致詞和頒發賀函，，對中心過去對中心過去2020年所做的工作表示讚賞年所做的工作表示讚賞，，同時希同時希
望中心能為當地華社及美望中心能為當地華社及美 中友好繼續做出貢獻中友好繼續做出貢獻。。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在賀信中表示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在賀信中表示，，中國人活動中心走過了不平凡的中國人活動中心走過了不平凡的2020年年，，作為美國華人社團中的優秀代表作為美國華人社團中的優秀代表，，得到了中美社會各界得到了中美社會各界
的高度認可和支持的高度認可和支持，，成為中美友誼的重要橋梁成為中美友誼的重要橋梁。。中國人活動中心是由旅居休斯頓的中國人活動中心是由旅居休斯頓的 華人華僑在華人華僑在19951995年自發成立的一個非盈利非政治性社團組織年自發成立的一個非盈利非政治性社團組織。。中心秉承中心秉承““服務華人社區服務華人社區,, 弘揚中華文化弘揚中華文化
,, 凝聚僑團僑心凝聚僑團僑心,, 促進美中友好促進美中友好,, 提升華人地位提升華人地位””的五大宗旨的五大宗旨,, 2020年來竭誠為社區服務年來竭誠為社區服務..目前中心設有靳寶善圖書館目前中心設有靳寶善圖書館,, 老年人俱樂部老年人俱樂部，，乒乓球俱樂部乒乓球俱樂部，，新移民系列講座新移民系列講座，，各種文化藝術展覽等各種文化藝術展覽等
多項服務項目多項服務項目,, 並提供多功能廳並提供多功能廳，，會議室供各家社團使用會議室供各家社團使用,, 平均每周服務逾三千人次平均每周服務逾三千人次。。

中心向常年來支持該社團組織發展中心向常年來支持該社團組織發展、、無私奉獻服務的個人頒發了無私奉獻服務的個人頒發了““傑出貢獻獎傑出貢獻獎”、“”、“傑出領導獎傑出領導獎””和和““傑出服務獎傑出服務獎””

美國國會議員美國國會議員 Sheila JacksonSheila Jackson
LeeLee到場祝賀中國人活動中心成到場祝賀中國人活動中心成
立立2020周年並宣讀賀狀周年並宣讀賀狀。。 德州主計長德州主計長Glenn HegarGlenn Hegar致詞和頒發賀函致詞和頒發賀函

本
報
記
者

吳
凱
俊
攝

陳珂陳珂((圖左四圖左四))接替張亦勤接替張亦勤((圖右四圖右四))成為中心現任董事會主席成為中心現任董事會主席。。

中國人活動中心全體執委會成員合影中國人活動中心全體執委會成員合影

總領館副總領事趙宇敏總領館副總領事趙宇敏((圖左三圖左三),), 前哈裡斯縣警察局長前哈裡斯縣警察局長AdrianAdrian
Garcia(Garcia(圖左二圖左二),),法官張文華法官張文華((圖右二圖右二))共同頒發賀狀給新上任的中共同頒發賀狀給新上任的中
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陳珂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陳珂((圖左一圖左一))及執行長謝忠及執行長謝忠((圖右一圖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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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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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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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荼蘼花枝梢茂

密袁花繁香浓袁入秋后
果色变红遥宜作绿篱袁
也可孤植于草地边

缘遥 果可生食或加工
酿酒遥根含鞣质袁可提
取栲胶遥 花是很好的
蜜源袁 也可提炼香精
油遥 荼蘼袁一种蔷薇
科的草本植物袁 春天
之后袁 往往直到盛夏
才会开花遥 因此人

们常常认为荼蘼花开是一年花季的终结遥苏轼诗院野荼蘼不争春袁寂寞开最晚遥冶
任拙斋诗院野一年春事到荼蘼遥 冶王琪诗院一从梅粉褪残妆袁涂抹新红上海棠遥开
到荼蘼花事了袁丝丝天棘出莓墙遥冶这每一字句袁都是这夏天最后一抹花语的诠
释遥
荼縻袁是蔷薇科遥又称酴醿袁现常写作荼縻尧别名酴酉糜尧佛见笑遥是落叶灌

木遥夏末秋初盛开的花袁花单生袁大型袁白尧黄或红色袁重瓣袁不结实遥产于中国袁
陕西秦岭南坡以及湖北尧四川尧贵州尧云南各省区,现在较少人知道袁但它在古
代是非常有名的花木袁以其色似黄酒袁故加野酉冶称为酴酉糜遥现栽培供观赏遥荼
縻袁或称荼蘼袁是蔷薇科植物袁一说为悬钩子属重瓣空心泡变种袁一说为蔷薇属
悬钩子蔷薇一说为香水月季遥

悬钩子蔷薇———荼靡花
荼靡花

荼靡花袁落叶或
半常绿蔓生小灌木袁
攀缘茎,袁 茎绿色袁茎
上有钩状的刺袁羽状
复叶, 有五片椭圆形
小叶袁 小叶 5-7枚袁
卵壮椭园形或倒卵

形袁 上面有多数侧
脉袁致成皱纹遥 初夏
开花袁 夏季盛放袁花
单生袁 背面被柔毛袁
托叶与叶柄贴生袁全
缘遥 伞房花序遥 花白
色袁有芳香遥 果近球
形袁深红色遥 花期 4-
5 月袁 果熟期 9-10
月遥荼蘼色香俱美袁其藤蔓若以高架引之袁可成垂直绿化的优良观赏花木袁以地
下茎繁殖遥 栽培供观赏遥

荼靡花形态特征

荼靡花产于陕西秦岭南坡以及湖北尧四川尧贵州尧云南等各省
区喜温暖向阳遥 多生于海拔 500-1300米间的山坡尧路边尧草坡或
灌丛中遥 耐旱袁怕涝遥 荼縻花枝梢茂密袁花繁香浓袁入秋后果色变
红遥宜作绿篱袁也可孤植于草地边缘遥果可生食或加工酿酒遥根含
鞣质袁可提取栲胶遥 花是很好的蜜源袁也可提炼香精油遥

生长习性

荼靡花用压条或扦插繁殖袁栽培荼蘼与培养其他蔷薇尧月季
有许多相似之处袁但它比月季管理粗放遥 栽植株距不应小于 2m遥
从早春萌芽开始至开花期间可根据天气情况酌情浇水 3耀4次袁保
持土壤湿润遥 如果此时受旱会使开花数量大大减少袁夏季干旱时
需再浇水 2耀3次遥雨季要注意及时排水防涝遥因蔷薇怕水涝袁水涝
容易烂根遥 秋季再酌情浇 2耀3次水遥 全年浇水都要注意勿使植株
根部积水遥 孕蕾期施 1耀2次稀薄饼肥水袁则花色好袁花期持久遥 修
剪为荼蘼造景整形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序袁长成刺蓬一堆袁参差
不齐袁不仅病虫害多袁外形亦不
雅观遥 一般成株于每年春季萌
动前进行一次修剪遥 修剪量要
适中袁一般可将主枝渊主蔓冤保
留在 1.5m以内的长度袁其余部
分剪除遥每个侧枝保留基部 3耀5
个芽便可遥 同时袁将枯枝尧细弱
枝及病虫枝疏除并将过老过密

的枝条剪掉袁促使萌发新枝袁不
断更新老株袁 则可年年开花繁
盛遥

荼靡花繁殖培育

荼縻花枝梢茂密袁花繁香浓袁入秋后果色变红遥 宜作绿篱袁也
可孤植于草地边缘遥 果可生食或加工酿酒遥 根含鞣质袁可提取栲
胶遥 花是很好的蜜源袁也可提炼香精油遥

荼靡花应用价值

(一) 文学寓意院
荼靡袁一种蔷薇科的草本植物袁春天之后袁往往直到盛夏才会

开花遥 因此人们常常认为荼靡花开是一年花季的终结遥 苏轼诗院
野荼靡不争春袁寂寞开最晚遥 冶任拙斋诗:野一年春事到荼靡遥 冶王琪
诗:一从梅粉褪残妆袁涂抹新红上海棠遥开到荼靡花事了袁丝丝天棘
出莓墙遥 冶这每一字句袁都是这夏天最后一抹花语的诠释遥 叶红楼
梦曳中也有关于荼蘼的一段遥
荼蘼

叶红楼梦中曳中叶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曳一回袁曹雪芹用以花喻人
的手法暗示几个人物的命运袁其中就有荼蘼遥 女仆麝月抽到一张
花签袁是野荼蘼要韶华胜极冶遥 野韶华胜极冶意指花事到了尽头袁之后
自然是群芳凋谢了袁有完结的意思曰荼蘼花在春季末夏季初开花袁
凋谢后即表示花季结束袁所以有完结的意思遥 而野开到荼蘼冶的意
思就是花已凋谢袁一切结束遥 荼靡花开袁花事荼靡袁一株佛家经
典里孤独寂寞的彼岸花袁是花中十友排行第十的韵友遥 荼靡的寂
寞袁是所有花中最持久袁最深厚袁也是最独特的遥 茶蘼是花季最后
盛放的鲜花袁茶蘼花开过之后袁人间再无芬芳遥只剩下开在遗忘前
生的彼岸的花遥

荼靡花比喻意

荼蘼的花语是野末路之美冶袁虽不能与百花比美袁但可一支独
秀遥 如此高傲袁又如此清秀遥
荼蘼花开袁表示感情的终结
爱到荼靡袁 意蕴生命中最灿

烂尧最繁华.
或最刻骨铭心的爱即将失去

繁盛之后留下的也许是一片

颓败

佛家语袁荼蘼是花季最后盛开的花,开到荼蘼花事了袁只剩下
开在遗忘前生的彼岸的花遥
荼蘼花是在夏季其它花儿都快凋零的时候开袁所以等到荼蘼

开尽了袁花季过去了袁也就有了现在常说的野开到荼蘼花事了冶遥

荼靡花花语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责任编辑：于千玉

前女友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经常有姑娘写信来向我诉

苦院 他还保留着他前女友的东
西袁他是不是不爱我?他的前女
友又来闹了袁我要不要分手?我
偷偷去他前女友的空间看了袁
瞬间觉得好自卑噎噎是的袁现
实生活中密切关注前女友的现

任女友绝不在少数遥
试想袁你默默关注翻遍她发的每一条说说和广播袁研究她的兴趣

爱好和性格特点以便模仿;你关注她的动向袁试图逮住她和你男友互动
的蛛丝马迹;你还不能跟她互动袁不能戳破你的身份袁不能让她发现你
到访的痕迹噎噎如此煞费苦心袁到头来真相却是袁你眼中的野前女友冶
可能只是你的假想敌遥

那么袁前女友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好似爱情的一个附件袁令爱
情中的姑娘们茶饭不思遥

有人曾戏谑地说女人最大的情敌有两个要要要男人的老妈和前女

友遥前女友代表男人的一段回忆袁永远抹不去遥刘烨谈起前女友谢娜时
也曾就表示院野对于谢娜袁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遥 冶

网易女人曾发起一个调查野男人怎么看待前女友冶袁5000多名男性
参与了该调查袁而结果喜忧掺半遥

(1)悲剧是院 54%的男人会背着现任找前任
每个男人都有秘密袁前女友也是其中之一袁调查显示超一半的男

人会隐瞒前女友这段历史袁甚至隐瞒和前女友仍保持联系的事实遥
(2)更悲剧的莫过于袁超一成男人身在曹营心在汉!
不过袁令人宽慰的莫过于 34%的男人在分手后袁就不再爱前女友;

31%的男人更懂得珍惜身边人遥
(3)到底他们有没有联系呢! 喜忧掺半
调查显示院42%的男人和前女友断了联系袁从此陌路;同样有高达

42%的男人和前女友保持着电话尧网络尧聚餐等联系方式遥 最恐慌的莫
过于 6%的男人还和前女友保持着亲(pao) 密(you)关系遥
最让人担心的问题来了袁如果旧情人杀个回马枪袁男人会怎么选择?

如果你就是这个前女友袁请不要过于乐观袁因为 60%的男人在有
女友时袁不会考虑和前女友的复合袁他们谨遵古训野好马不吃回头草冶遥
就算男人正处在单身袁也有 17%的男人表示不会接受前女友的复合请
求遥 只有 6%的男人会和前女友再续前缘遥

也许以上这些数据的精确性还有待考究袁但这些数据揭示的现况
却是事实院可能有的男人还喜欢前女友袁还在想着前女友袁还和前女友
联系袁甚至还期盼着和前女友再续缘分噎噎但不要过于高估男人的念
旧情袁既然他会对一个旧人念念不忘袁又怎么会对身边人无动于衷遥大
部分男人都比女人理性袁懂得失去了就是失去了的道理袁珍惜拥有的
现在遥正如歌里唱的院野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她袁偶尔难免会惦记着她袁
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吧袁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袁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
花袁让往事都随风去吧遥 冶回不去袁就算回去了袁也不再是当初那份希冀
的温柔遥

诚如刻薄的张爱玲所言袁就算是红白玫瑰袁得到后袁时间一长袁也
不过是衣衫上的饭黏子袁墙上的一抹蚊子血遥 男人念着的始终是那白
月光袁心口的朱砂痣遥陈奕迅的一句歌词刺痛了多少现任的心院得不到
的永远在骚动袁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遥

在有的男人心里袁对前段感情尚未彻底释怀袁前女友是一个未完
成事件遥当初之所以会分开袁或许多是因为客观现实导致的袁如毕业后
各奔东西袁工作变动等导致的距离拉扯袁或来自家长的反对袁或因年少
气盛不懂得沟通尧宽容袁不知如何挽回噎噎总之袁当初就算分手收场袁
内心仍有不甘和不舍遥 所以日后每每午夜梦回袁总会想起和她一起走
过的曾经路袁一起听过的悲伤情歌袁一起看过的午夜电影袁回忆缱绻得
好似还能再爱一回;想念她的一颦一笑袁一低头的温柔袁野我多么想和你
见一面袁看看你最近改变袁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袁对你说一句袁只是
说一句袁好久不见遥 冶

心理学家契可尼发现一般人对已完成了的尧已有结果的事情极易
忘怀袁而对中断了的尧未完成的尧未达目标的事情总是记忆犹新遥 拓扑
心理学家勒温(Kurt Lewin)也认为袁人类有一种自然倾向去完成一个行
为单位袁如去解答一个谜语袁阅读一本书等袁这就是野心理张力冶遥 被唤
起但未得到满足的心理需要形成了这样的张力系统袁促使个体去采取
行动以达成目标遥所以未完成的事情更让人们惦念在怀遥这种野未完成
情结冶使人们因没有完成某件事情袁而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中追求补偿
的意向袁当事人萌生一种难舍难分的感情袁所以总在寻求从中获得加
倍的满足遥这也就不难理解袁为什么男人还偶尔会和前女友聊天袁看看
她最近过得好不好袁 或者偷偷去她 QQ空间看日志然后删除痕迹袁再
不然向两人共同的朋友旁敲侧击打听她的近况遥

尤其当男人看见光彩照人温柔幸福的 EX袁有那么一个瞬间袁他会
闪现一个念头袁如果她身边的那个人还是我袁会怎样呢?对于未知的事
情袁我们常常误以为自己会做得更好袁殊不知袁如果有如果袁当初令你
们分手的原因也许就不是理由袁而如今即便重新走在一起也一样会遇
到别的矛盾遥 所以袁不如坦然接受袁你们有缘没有分遥

但即便是当初双方都认为彼此不适合袁从而和平分手袁前女友始
终代表着男人的一段回忆袁这个人对他们而言就像是被征服过的一片
领地一样的存在遥

有个男性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个类比院有一篇小说袁我写了一半
因为种种原因写不下去了;转而我去写另外一个故事了袁结果后来忽然
发现袁另外一个人接着我前面那个故事写完了袁还得了奖遥我会有点不
开心袁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奖应该是我的袁因为前半段是我写的袁只不过
被后来人坐享其成了遥

是的袁不少男人承认他们保留前女友的照片尧短信袁和前女友联
系袁在前女友遇到困难时仍会伸出援手袁因为在他们潜意识里认为袁这
个人身上有一部分我的痕迹袁而这部分特殊性也使男人觉得对她有责
任遥 野被需要冶总能激发男人的保护欲袁何况保护的还是和自己有过一
段情的前任遥毕竟相爱过一场袁在人生之路上两人曾携手同行袁彼此的
生命里都有过对方的足迹遥

还有部分男人坦言袁他们时不时地去前女友的社交网络尧微博
看一看袁不为别的袁只是想看看她过得好不好遥 以前有自己对她嘘
寒问暖袁现在没有了自己袁她会过得怎样袁在她过得不好的时候袁有
没有惦记起自己的好来遥 在男人看来被 EX认可和惦记袁甚至引发

EX的悔不当初袁也是对他魅力和能力的一种别样褒奖遥
再有就是袁 我们总会不自觉地拿正拥有的和失去的进行对比袁从

而不断确认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遥 时间回不去袁爱是一道太难的
选择题袁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苦心经营袁用心付出给一个不那么值得
(不配)的人遥所以男人还关注着前任的情况袁比较着现任袁心理揣度着院
现在的她更温柔袁更体贴袁更顾家;穿衣有品位袁举止大方得体;和朋友
玩得更好袁深得父母的喜爱噎噎而那个过去的她袁还是老样子袁疑心病
重尧作死袁工作不顺袁换了几个男朋友好像结果都不怎样遥 得知你过得
不好袁我也就安心了袁对比前任的不幸尧不堪袁好像现在的幸福感就瞬
间爆棚了遥 虽然这样想想好像也蛮残忍的遥

首先要自信遥 相信自己具备优点和长处袁足够好值得拥有男友的
关注与疼惜;也要相信男友的判断力袁他既然选择了自己袁就说明自己
更适合他;相信他足够成熟能够处理与 EX的问题袁相信他经过前段感
情袁对爱情会有更深刻的认知遥

其次学会接纳前女友这个事实遥 前女友作为一段感情经历袁已是
客观事实袁不如坦然接受她对男友的所有野塑造冶和野改变冶袁但那都是
过去袁从确定关系的那一刻起袁一切都将由你来揭开新的篇章袁留下你
的痕迹袁覆盖掉她之前留下的痕迹遥 所以袁聪明的你袁就不要再去追问
她的消息袁你每一次提及袁都会让男友再一次想起这个人袁加强一次对
她的记忆袁唤醒一次她在男友身上做出的野塑造和改变冶遥

最后的印象往往是最强烈的袁 可以冲淡在此之前产生的各种因
素袁这就是近因效应袁是指当人们识记一系列事物时对末尾部分项目
的记忆效果优于中间部分项目的现象遥 前面的信息在记忆中逐渐模
糊袁从而使近期信息在短时记忆中更为突出遥

作为现女友的你袁该如何加强野近因效应冶袁提升魅力袁增强吸引力
呢?培养专属自己的兴趣爱好袁多才多艺尧专注都会让你吸引力暴增袁
让男友发现一个全新的你; 女人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有保持美丽的行动
和心态袁女人的美有时不在于外表多美而在于她对美的追求袁这是一
种对自我认可的积极心态; 当出现审美疲劳时袁 还要勇于做出新的尝
试袁保持新鲜感的吸引力;计划一场旅行袁或者两人一起去做一件梦寐
以求的事袁 在增进两人关系的同时袁 还能制造属于你们共同的回忆
噎噎

很多女人都清楚袁之所以会把前女友视为威胁袁不过是担心自己
不够好袁担心前女友吃回头草把自己 PK掉袁担心男友还惦记着前女友
的好噎噎其实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袁其实你也足够好袁要相信你男
友不是傻子遥 在感情世界里袁安全感大过天袁这一点男女通用袁而且安
全感会野传染冶袁与其让自己陷在前女友的纠结里庸人自扰地不安袁不
如用心经营好眼前的关系袁 让男友感受到你满满的爱意和默默的用
心袁让他抱着你时体会到归属感袁暗自许下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的承
诺遥

前女友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袁我想袁大
概她就深深存在于你苦苦关注她的每分每秒里吧遥前女友这种生物只
因你的关注而存在袁除此之外袁毫不存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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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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口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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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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黄晓明学招搞定丈母娘
5月 10日袁 黄晓明在上海

出席某高尔夫服饰品牌春夏发

布会遥 当天正巧是母亲节袁黄晓
明表示不仅送了礼物给自己妈

妈袁 也送了给 Angelababy的妈
妈袁希望两位妈妈都开心遥

黄晓明平时不工作的时候

喜欢打篮球尧跑步尧锻炼身体袁不
过最近太忙袁他坦言走城市宣传
成为了唯一的运动袁野最近还真
没有时间运动袁 走城市就是运
动袁现在的运动就是跟大家见面
的时候袁在台上走来走去遥冶这次
为专业高尔夫服饰代言袁媒体问
他会否也带女友 Angelababy 一
起去打高尔夫袁他则表示院野更喜
欢带爸爸去打袁 希望他多走一
走遥冶而电影票房这么好袁会否考
虑迎娶 Baby袁他则婉转回答说院
野大家等消息遥 冶

如何庆祝母亲节钥送礼逗两
位妈妈开心遥

当天是母亲节袁黄晓明很遗
憾没能在北京陪伴妈妈袁不过幸
好有两个弟弟陪妈妈吃饭袁他还
特地送了蛋糕逗妈妈开心遥而当
记者问他是否有送礼物给 Baby
妈妈袁 他则笑答院野有啦有啦
噎噎冶

虽然还没结婚袁但教主早已
get 到了讨丈母娘开心的技能
啦浴 伟大领袖曾教导我们说袁不
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

氓袁而现在的感情许多并不是败
给了彼此袁 不是败给了小三袁不
是败给了距离袁而是败给了她妈
妈袁今天就总结几招帮助男人搞
定丈母娘大人遥
调整心态遥某男与老婆结婚

后袁因为自己的那套房子距离市
区偏远袁就暂住在老婆家里遥 于
是他总有寄人篱下之感袁丈母娘
也总有女婿是野倒插门冶的幻觉遥
这样的心理错位带来的就是他

对家里的事情是不闻不问袁听之
任之遥丈母娘对家里的事情则是
全盘过问袁无一疏漏遥 这样日子

过得久了袁他觉得自己是唯一的
多余的外人袁丈母娘则觉得自己
是被免费雇佣的保姆袁各自都不
平衡了遥这个时候袁他要怎么办袁
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就是搬出去袁
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遥最好的还
是调整自己的心态遥

其实家庭的所有成员袁依据
血缘关系尧姻亲关系袁交织成一
个网络遥 在这个网络里袁每个人
都是结点袁 根本没有内外之分遥
家庭生活中袁说起来都是琐碎小
事袁但参与其中袁也是咱野参政议
政冶的权利体现袁自己投了弃权
票袁 却怪罪共产党没给你空间袁
典型的 google 退出中国的翻
版遥 至于他的岳父母袁如果愿意
的话袁也可以换个思路想想袁野当
家做主冶 是多大的一份荣耀啊袁
说到底袁还是小辈对你们的信任
和尊重遥单从你们掌握了全家上
下的大事小情袁 就足可以看出袁
在儿女的眼里袁 你们绝对不是
野一般人冶遥

语言攻势院 学会 野甜言蜜
语冶遥时常听到老人家抱怨袁现在
的孩子呀袁都没礼貌袁连叫声野爸
妈冶都那么费劲遥
可能对于男人来说袁开口是

有点难袁我接触过的好多人都是
婚后很久才渐渐改口袁甚而还有
几个是趁着酒醉才有勇气和胆

量开口叫了野爸妈冶的遥既然开口
了袁就别想着收回了袁一如既往
地持续地加以习惯袁就不会那么
生分了遥

近日袁媒体刊发了一
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

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吴要武撰写的文章袁
名为叶高学历群体院剩女
缘何多过剩男曳袁 引起了
不少争论和关注遥

文章以翔实的数据

调查袁考量了高校扩招对
婚姻市场的影响袁 并得
出院接受高等教育推迟了
女性进入婚姻市场的时

间袁 搜寻失败的概率提
高曰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
中开始占主导地位袁在传
统的婚姻模式下袁进一步
增大匹配困难和失败的

风险其议论的核心遥 简而
言之袁还是老一套院女人
受教育程度高了袁就不容
易嫁出去了袁这种教育投
资就是错误的袁就会造成
社会不稳定遥

这种论调即便是用

学术尧调查的方式呈现出
来袁 也仍然是反科学的遥
记得以前有位时评作者

写过院中国的知识分子反
强权袁而不反父权遥 没错袁
我们就是一个男权沙文

主义大国袁而且不管是知
识分子袁 还是女人本身袁

都把男权至上视为理所

当然遥
既然当时讨论的议

题是野女博士在恋爱角度
来说是不是贬值冶 的问
题袁那么袁我先不从人格
尊严的角度来教育这位

政协委员什么叫做野男女
平等冶了袁只从最功利的
角度来计较一下这个价

值遥 博士袁这个身份对于
一个年轻的女孩来说是

增值还是贬值钥 毫无疑
问袁是增值的遥 良好的教
育袁无论男女袁都是相当
优越的条件遥 前几天还据
说有调查说袁80%的男性
都表示不愿娶女博士遥 且
不说这调查的真伪袁这话
说得可真奇怪遥 有多少人
有匹配的条件袁可以娶一
个女博士呢钥 癞蛤蟆什么
时候嫌弃起天鹅了钥 也有
人说袁 世界上有三种人院
男人尧女人尧女博士遥 女博
士一般都是灭绝师太遥 这
也就是一辈子没见过几

个博士的人自己想象一

下罢了曰事实上袁美女在
博士中的分布比例袁与其
他行业的差别不大遥 我大
学时有位博士师姐美艳

得让我们师妹们集体把

她视为女神袁男生就更不
必说了袁常年上电视台客
串主持文化节目遥 当然袁
更多的女博士袁 样貌尧能
力尧家境尧经济条件都很
普通袁但有了博士身份这
个优点袁她可以选择的配
偶也会比没有博士身份

时的通常会上一个档次遥
虽然有许多女博士没有

在二十多岁时找到如意

郎君袁但这不是举世皆然
的吗钥

说了那么多世俗的

计算袁 无非是想说明院把
自身个性的问题尧个人条
件的差异袁 统统归结到
野女博士冶身上袁是这个社
会有意识地制造 野女博
士冶的刻板印象遥 甚至让
女博士自己也害怕了遥 刻
板印象的目的袁就是打压
女性的信心袁阻隔女性上
升的空间袁减少女性在事
业上尧 在婚恋上的选择袁
最终让女性顺从于他们

的价值判断遥
另一个类似的议题

是院女人有钱了是不是更
不容易找到爱情钥 这个问
题更滑稽遥 一个人在你很

有钱的时候都看不上你袁
在你没钱的时候反而会

喜欢你吗钥 他是在做慈善
吗钥 你有钱来吸引人袁至
少比你连把人吸引过来

的钱都没有要好遥
我一向很警惕妖魔

化女性遥 切莫以为骂女人
是野祸水冶尧野狐狸精冶的才
是妖魔化袁那些总是称赞
野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
的冶尧野女人是家里最重要
的角色冶袁也是妖魔化遥 这
种通过赞美的方式来把

某种刻板的角色形象固

定下来袁实际上就是希望
女性永远停留在 野母性冶
野妻性冶这种身份上来遥 而
父亲的身份尧 丈夫的身
份袁反而可以游离在家庭
之外遥

所以袁现在的中国处
于女性的地位和价值最

尴尬的时候要要要她既要

受过良好教育袁 挣钱养
家袁有情趣有爱好曰还要
会做家务袁 无微不致袁知
道如何照顾好孩子和孩

子一样的丈夫遥 她既要做
现代女性袁又要做传统女
性袁两面都要讨好遥 成功
女性一旦离婚袁便被认为

是个悲剧袁都怪她们忙于
事业疏于家庭曰而成功男
士的离婚袁旁观者或许还
会暗暗羡慕袁认为他们以
后怎么玩女人都是合法

的了遥 这种野母性冶和野妻
性冶是很可疑的遥 所以朋
友圈里常年转发着大量

的心灵鸡汤袁都说女性要
照顾男性感觉袁 不要太
强袁不要太能干遥

女博士愿意投入大

量的时候来搞学术搞研

究袁而不是通过早早嫁人
的方式来彰显 野母性冶和
野妻性冶袁让许多男性难堪
了遥 这不是他们设想中的
野产品冶袁这种野产品冶超出
了他们的能力范畴袁遥控
不了遥

所以袁 有的通过贬
损袁有的通过不切实际的
夸奖变相污名化袁借此打
击她们遥 年轻女孩如何尽
快找到意中人袁有许多方
法尧技巧和途径袁不管是
女白领还是女博士袁都值
得学一学遥 但这些方法
里袁 绝对不包括自我贬
损袁绝对不会让你把自己
当作卖了二十几年卖不

出的贬值的野产品冶遥

女博士嫁人难 专家：癞蛤蟆嫌弃天鹅

快
乐
夫
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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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姻
保
鲜
术

一向在微博沉默少言的张

杰于 5月 6日通过微博晒出老
婆谢娜美照示爱袁 并为老婆庆
生袁称院野要把最好的爱都给你袁
生日快乐浴 "

难得秀恩爱的张杰这次也

放了一回大招袁 想一想谢娜一
睁眼就看到最爱的人的目光袁
这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遥
夫妻相处是一门学问袁 也是一
门艺术遥 如何才能成为快乐的
夫妻钥 美国一篇文章袁通过对世
界各地夫妻进行调查袁 得出了

快乐夫妻的一些相处之道袁也
发现了一些容易影响夫妻快乐

的事情遥
快 乐 夫 妻 常 做 的 事 院

95%的快乐夫妇说他们跟伴侣
有很多共同点袁 例如共同的爱
好尧喜欢的食物等遥

78%的快乐夫妇说他们之
间偶尔会争论遥 争吵是夫妻间
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袁 能让彼
此关系更密切遥

74%的快乐夫妇曾给对方
挠背或让对方为自己挠背遥

60%的快乐夫妇经常亲热袁
即使在一起二三十年了袁 仍然
能保持较频繁的性爱遥

40%的快乐夫妇认为交谈
十分重要袁 每天留出时间说说
话袁 是婚姻关系当中最令人满
意的部分遥

27%的快乐夫妇说他们会
为对方保留一些秘密袁 给彼此
留些空间袁双方会更有吸引力遥

20%的快乐夫妇说性格胜
过性爱袁 好的性格能让两人成
为朋友式夫妻遥

20%的快乐夫妻很少一人
独自窝在沙发上遥 独自窝在沙
发上会减少婚姻满意度遥

最容易影响夫妻快乐的事

情院75%的夫妇说从没有过浪漫
的假期会影响快乐心情遥

44%的夫妇说很少或从来
没有出去约会是最大的遗憾遥

24%的夫妇说除做爱袁伴侣
很少吻对方袁这让人觉得难过遥

15%的夫妇说伴侣很少对
自己笑袁 这影响了两个人的快
乐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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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介和院要比政府还要了解政府
2006 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袁 严介和曾表示院

野政府喜欢我们袁是因为我们聪明袁能干袁还听话冶袁
而在网络上袁他的野政商关系说冶也流传甚广院企业
家要读书袁第一本就是政治学遥 2

2006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袁严介和曾表示院野政
府喜欢我们袁是因为我们聪明袁能干袁还听话冶袁而在
网络上袁他的野政商关系说冶也流传甚广院企业家要
读书袁第一本就是政治学遥

野要比政府还要了解政府袁才能善于和政府打
交道遥 噎噎我认为袁如果资金链出了问题并不可怕袁
可怕的是政治链出了问题遥 政治链出了问题袁企业
要破产袁老板要坐牢遥 冶

柳传志院我不想改造环境

2012年柳传志在接受叶财经曳专访时就表示过院
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袁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
中坚力量噎噎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袁企业家没
有勇气袁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袁只能尽量少受损
失遥 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袁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袁
没有野以天下为己任冶的精神遥

2012年柳传志在接受叶财经曳专访时就表示过院
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袁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
中坚力量噎噎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袁企业家没
有勇气袁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袁只能尽量少受损
失遥 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袁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袁
没有野以天下为己任冶的精神遥

2013年 5月接受央视专访时袁柳传志又进一步
阐述袁野我只能服从环境袁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
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袁我没有这雄心壮志遥 大的
环境改造不了袁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袁小环境还
改造不了袁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袁等待改造的机会遥
我是一个改革派袁 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袁因

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遥 冶
王功权院企业家不谈政治不可能
与柳老截然不同的观点是袁前鼎晖创业投资基

金合伙人尧 知名投资人王功权在 2013年 7月接受
叶时代周报曳采访袁就企业家和政治的关系发表了这
样的言论院野中国的很多企业家都是人大代表遥 在国
外袁人大代表就是议员袁相当于从政了袁其中很重要
的职责就是参政议政袁 这本身就和在商言商冲突
了遥 作为人大代表就是要参政议政遥 只不过在这个
过程中袁你代表的是某一个群体袁为某一个利益阶
层代言遥 企业代表商人尧企业界去参政议政袁这本身
就是谈政治遥 冶

所以他强调野作为比普通大众有更多影响力的
企业家群体袁无论是出于理想还是出于利益袁都应
该有社会担当袁表明态度遥 冶

王石院远离政治
2014年 2月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接受 叶壹读曳
采访袁被问到野你觉得对企业家来说袁应怎样把握和
政治的距离冶时袁仅用四个字表明了态度院远离政
治遥他阐释四个字比前两位似乎不是一个境界了遥 1

2014年 2月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接受叶壹
读曳采访袁被问到野你觉得对企业家来说袁应怎样把
握和政治的距离冶时袁仅用四个字表明了态度院远离
政治遥

当记者追问野会一直远离政治吗冶袁王石的回答
更透出些傲气院野远离政治是我对生命的定位袁我有
这么广阔的天地袁想登山就登山袁想留学就留学袁为
什么要介入政治钥 冶

马云院跟政府谈恋爱袁但不要嫁给他们

这应该是马云关于政商关系最野著名冶的一条
语录了袁对于政商关系袁他的态度显然要圆滑很多遥
在 2012年 7月接受叶彭博商业周刊曳专访时马云表
示院野我们要跟政府谈恋爱袁但不要嫁给他们袁永远
不跟政府做交易遥 我想这是因为我相信市场遥 这些
年我知道袁如果不与政府合作袁他们就会有更多误
解袁会猜疑遥 如果我不和政府合作袁会有大麻烦遥 冶

而在最近的达沃斯论坛上袁马云又再度被问到
与政府的关系袁野你和政府的关系遥 有人说政府限制
了你的竞争袁所以才能如此成功遥 冶他仍以这句话回
应院野我们和政府的关系很有意思遥 在最初的五年
噎噎再早之前袁我曾给国家的外贸部做项目袁当时
是 1997年袁我做了 14 个月袁当时我就觉得不能靠
政府去做电子商务遥 后来我自己做了公司袁我就跟
同事讲袁要跟政府恋爱袁但不要跟政府结婚遥 要尊重
政府遥 许多人都说袁啊袁政府有审查之类袁但我觉得
这是企业的机会袁也是企业的责任袁去跟政府沟通袁
让政府看到互联网如何发挥作用遥 冶可见马云对政
府还是野爱得深沉冶遥

1945年袁美国学者费正清发现一个让他倍感困
惑的问题遥 他在书中写道院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
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袁中国商人阶
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袁而建立一支工业
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钥 经过一番研究后他给出
了一个解释袁野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
鼠机袁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遥 冶
眼下的中国袁 不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晚清袁也

不是建国之初荣毅仁公私合营的时期袁但费正清所
提出的政商命题仍是一道野博士后冶级难题困扰着
中国商人遥 王健林日前在委婉地回应美国媒体对他
的政商交易调查时说袁他一直坚定地做一个正派的
人袁他的原则是野亲近政府袁远离政治冶袁但他承认
野在中国政商关系这门学问比博士后还要高冶遥 王健
林是万达地产的创始人袁新晋亚洲首富袁但他一直
被质疑靠与地方政府做交易低价拿地并受到了高

级官员的庇护遥
政商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遥 财经作家吴晓波

曾感慨袁野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袁归根到底是一部
政商博弈史冶遥 中国政商关系之乱袁主要源于两点袁
一尧手握权力的人掌握了过多的资源且缺乏必要的
监督与约束曰二尧商业与权力交往互动的机制不健
全尧不透明袁商人缺乏与权力博弈的制度支持遥
北京大学周黎安教授将中国的治理结构总结为

纵向分包与横向竞争的高度统一遥 行政分包制下的
政府尤其地方政府几乎控制了企业所需要的一切

关键资源袁土地尧资金尧税收尧审批等等袁官员手里又
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渊合法伤害权冤袁加上地方官员
之间的横向政绩竞争袁商人与官员很容易找到各取
所需的利益交汇点袁特殊的利益输送与权力的滥用
由此滋生绵绵不绝遥 而另一方面袁利益集团的政治
游说和议员职业化被严格禁止袁商人亦没有公开的

竞争渠道进入政界袁商人的利益诉求常常通过私下
的个体化的利益输送来影响政策或求得安全保护遥
近年来也有好的信号出现遥 习近平掀起的反腐风
暴尧李克强的简政放权以及互联网创新创业带来的
新兴经济体的涌现袁改变旧有的拼资源和拼审批为
拼创新和拼市场袁新的政商关系似乎正在向着健康
的方向有所突破遥 但前景仍然难以乐观袁尤其是最
近出现的一些新迹象袁令人倍感忧虑遥
同样令人忧虑的是在中国式的政商环境下袁王

健林主张的回避政治的商业智慧备受推崇袁 其实袁
野远离政治冶说到底是对政治的恐惧与警惕袁是一种
尽量独善其身尧惹不起的麻醉与自我隔离遥
之前袁备受企业家群体尊敬的联想创始人柳传

志先生分享了他的一段经历遥 在联想创业之初袁货
物从深圳过海关进香港时袁经常被一位边检小吏刁
难袁 联想一怒之下找这位小吏的上级机关投诉袁结
果这位小吏倒不再轻易滋扰袁但从此以后联想在这
个关口就没好日子过了袁接二连三的报复性抽查令
他苦不堪言遥 柳传志说袁经此一役袁他总结一句话袁
冤死不告官遥 这样的处事之道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
企业家群体的主流思想遥 所以阿里巴巴的公开抗争
令人格外吃惊袁事后马云面见高官迅速和解才显得
野很有智慧冶遥

而且袁政府的反腐还没完成袁权力也还没有被
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遥 李克强将简政放权看做自断手
臂的壮举袁但他同样忧心于政府审批野像开车一样,
松了手刹,还踩着脚刹,明放暗不放冶袁并怒斥野证明
你妈是你妈冶这样的权力刁难遥 虽然当前的反腐力
度不可谓不强劲袁但如果不能催生出一套诸如官员
财产公开尧官员竞争等根本性制度袁严格的舆论监
督和独立的司法体系袁权力监督将缺乏制度保障遥
中国式的政商关系会走向何方钥 一方面是新气象袁
一方面是新担忧遥 野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
的捕鼠机袁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遥 冶这个传统
在逐渐消解袁这个传统又依然顽固不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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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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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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无法预言袁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将发生什么遥 在种
种的出乎意料之中袁野意外之财冶似乎最受喜爱袁但当野天上
的馅饼冶真的结结实实砸到你的时候袁野吃个饱冶还是野砸到
晕冶还真不好说遥

看看那些珍宝们“不可说”的归宿

是金子总会发光钥 那还要看看野归宿冶遥 日前英国一名老者带着两
只爱犬出门散步袁其中一只好像嗅到什么东西袁在地上挖了 10分钟后
翻找出一个橘色的降落伞袁里面竟然装有一颗价值 1.2万英镑的钻石浴
小编不禁感慨袁这真是别人家的狗袁自带寻宝技能遥

同样拥有野神狗冶的还有美国阿拉斯加的女子尼基袁因怀孕导致手
指肿胀袁尼基的婚戒被取下后不翼而飞遥4个月后有网友通知她在狗粪
里发现一枚钻戒袁经证实正是丢失的那枚遥找回戒指的尼基兴奋异常袁
但粪便里走一遭的钻戒想必就没那么开心了遥

与前面两颗钻石野殊途同归冶还有一条印度的金项链袁它被小偷从

主人身上抢走之后袁吞进了肚子遥这名小偷随后被捕袁因为警方希望他
尽快将项链排泄袁每天只能吃香蕉和流质食物遥可以预见的是袁这条金
项链的野归宿冶也不会太好噎噎

别瞎折腾了，也许基因早已决定你的身材！

野5月不减肥 6月徒伤悲冶袁眼下最是减肥旺季袁各路达人为身材频
放大招遥 不过在付诸行动之前袁不妨先来看看这些似乎不那么主流的
观点院

日前袁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人员在叶国际肥胖症杂志曳上发表文
章指出袁运动减肥并非适合所有人遥在保持同样大运动量状态下袁有的
人会瘦下来袁有的反而会重几斤袁这是由体内基因决定的遥

原来是基因作怪浴 小编友情提醒袁切勿盲目运动袁万一您就是这越
动越胖的基因袁那真成南辕北辙了遥

不过朋友们也不要就因此灰心袁再来看看下面这条院圣路易大学
医学院的研究发现袁稍微有点发福反而可能有益健康长寿遥 So袁无论胖
瘦袁开心就好遥
车在路上、人在旅途：且行且珍惜

连日以来袁一条女司机因变道被打的新闻引起网友热议遥 大城市
机动车多袁路况复杂袁确实容易野心塞冶遥小编今儿要讲几个国外发生的
野在路上冶的故事袁不求多么发人深省袁但求提醒大家院车在路上袁尽量
保持心态平和袁安全驾驶袁且行且珍惜遥

驾车外出袁除了看好孩子袁还要关注您的狗遥 英国一对夫妻最近驾
车购物袁不料途中小狗受到惊吓袁飞身一跃正好踩中汽车油门袁狗野开冶
着汽车袁带着主人全速冲进泳池袁两人一犬都成野落水狗冶遥

野奇葩冶的还有接下来的这位司机袁摩洛哥一客运列车驾驶员充分
演绎野轻松冶驾驶袁车开半路袁自己下车喝咖啡去了袁任由火车自己载着
20人滑行 1.5公里遥 好在火车最后慢慢停了下来袁车上也没有乘客受
伤遥 对于这种司机袁只能说院野海燕袁你可长点心吧浴 冶

国际一周趣闻：“意外之财”来敲门，你接得住吗？

据英国 叶每日邮报曳5
月 10日报道袁在英国各地袁
很多新式餐吧和餐厅都在

赶时髦袁使用花盆尧狗食碗尧
屋顶瓦片甚至高跟鞋等物

品盛放食物遥如果这种古怪
的趋势继续下去袁餐盘将成
为古董纪念物遥为了阻止这
种疯狂的趋势袁近日社交媒
体 Twitter上兴起名为 野我
们需要餐盘 冶 (野We Want
Plates冶)的活动袁旨在保护餐

盘文化袁结果反
倒被无数怪异

的餐具照片淹

没遥
在这些照

片中袁 马恩岛
(Isle of Man)上
的一家餐厅使

用铲子送早餐遥 而在其他地方袁面包不是放在篮子里袁而是放在帽子
中遥 鸡尾酒则被倒入浴缸尧奶瓶尧玩具箱甚至滑雪靴中遥

这种怪异的餐桌文化始于 10年前袁 当时有人想出利用石板盛放
食物的方式遥 但是近来出现的怪异餐具完全失控遥 寿司和土豆泥被挤

进酒杯中袁鸡肉沙拉被塞进玻璃罐里袁冰激淋像是被从牙膏管中挤出
来的袁鱼和薯条被放进类似垃圾箱的盖子里遥

美国 MasterChef 节目评委尧
美食作家威廉窑希特韦尔(William
Sitwell) 对这股潮流持反对意见遥
他认为袁 食物不该被盛放在类似
铲子尧靴子等物品里遥 实际上袁社
交媒体就是这种疯狂行为的罪魁

祸首遥 它使人们在进食前拍下所
有食物照片袁并上传网络遥 吃饭不
再是一种味觉体验袁 而是成为秀
手机尧向朋友夸耀美食的机会遥

怪异食具充斥英国餐厅 破铲子和捕鼠器充当餐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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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五大珍贵宝石为钻石尧红宝石尧蓝宝石尧祖
母绿和猫眼石袁 其中钻石居五大珍贵宝石之首袁被
誉为宝石之王遥

是指经过琢磨的金刚石袁 在地球深部高压尧
高温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由碳 (C)元素构成袁具有立
方结构的天然白色晶体遥 钻石具有宗教色彩的崇拜
和畏惧袁同时又把它视为勇敢尧权力尧地位和尊贵的
象征遥 现在已成为百姓们都可拥有尧佩戴的大众宝
石遥 钻石的文化源远流长袁也有人把它看成是爱情
和忠贞的象征遥 钻石是世界上最坚硬的天然物质遥
自古以来袁 人们就用钻石来象征男士的刚强和坚
毅遥 远在盘古初开的亿万年前袁钻石已经深藏于地
壳深处袁至今仍是大自然最坚硬持久的瑰宝遥 正因
为钻石经历千万年仍能保持璀璨的光芒袁因而赢得"
永恒"的美誉袁成为今日"恒久真爱"的象征遥 有关钻
石的神话故事数不胜数袁古希腊人认为钻石乃天神
的泪珠袁传说中爱神丘比特的箭头正是因为镶了钻
石才能施展爱的魔法遥

的英文名称为 Ruby袁源自拉丁文袁意思

是红色遥属于刚玉族矿物袁三方晶系遥因其成分中含
铬而呈红到粉红色袁含量越高颜色越鲜艳遥 血红色
的红宝石最受人们珍爱袁俗称"鸽血红"遥中世纪以前
由于宝石的科学知识不发达袁红色的宝石全部称为
红玉遥 在古印度袁人们认为红宝石里有不灭的火遥
以前西方有这样的一种传统袁红宝石戒指戴在

左手上袁表明人的天性善良袁内心平静袁且能抗拒来
自身外的诱惑遥 此外袁红宝石也是最高权威与富裕
的象征遥 所以袁在英尧法等国袁红宝石是用来装饰王
冠或王室象征物的主要宝石袁尤其是以色列将红宝
石作为部族的象征遥 红宝石是七月生人的诞生石袁
也是水晶婚(结婚 15 周年)和红宝石婚(结婚 40 周
年)的纪念石袁它象征着高尚尧爱情尧仁爱袁代表着美
好尧恒久和坚贞遥

红宝石质地坚硬袁 它的名字来源于它漂亮尧饱
满的红色袁 那如烈火般的红光焕发出强烈的生命
力遥她的红色可以与你想像的一样:一种纯净饱和得
近乎神话般的色彩袁 没有丝毫褐色和蓝色的折光遥

一如古罗马学者普希尼所说:" 在宝石微小的空间袁
包含了整个大自然遥 仅一颗宝石袁就足以表现天地
万物之优美遥 "

是刚玉宝石中除红色的红宝石之外袁其

它颜色刚玉宝石的通称 袁 主要成分是氧化铝
(Al2O3)遥蓝色的蓝宝石袁是由于其中混有少量钛(Ti)
和铁(Fe)杂质所致;蓝宝石的颜色袁可以有粉红尧黄尧
绿尧白尧甚至在同一颗石有多种颜色遥 蓝宝石的产地
在泰国尧斯里兰卡尧马达加斯加尧老挝尧柬埔寨袁其中
最稀有的产地应属于克什米尔地区的蓝宝石袁而缅
甸是现今出产上等蓝宝石最多的地方遥
天然蓝宝石可以分为蓝色蓝宝石和艳色 (非蓝

色)蓝宝石遥宝石市场上把深蓝色和带有紫色的蓝宝
石称为"男性蓝宝石"袁浅色蓝宝石称为"女性蓝宝
石"遥 国际宝石界把蓝宝石定为"九月生辰石"袁象征
忠诚与坚贞遥 据说蓝宝石能保护国土和君王免受伤
害袁有"帝王石"之称遥

袁矿物名称为绿柱石遥 由于其晶体结构中

含有铬和钒元素而呈现纯正美丽的绿色袁被视为宝
石中之珍品遥 上乘祖母绿产于哥伦比亚袁其他产地
有奥地利尧印度尧澳大利亚尧巴西尧南非尧埃及尧美国尧
挪威尧巴基斯坦和津巴布韦遥 祖母绿以青翠悦目的
色调倍受世人喜爱袁被誉为五月诞生石袁象征仁慈尧
信心尧善良和永恒遥

祖母绿被称为绿宝石之王袁 是相当贵重的宝
石袁国际珠宝界公认的名贵宝石之一遥 因其特有的
绿色和独特的魅力袁以及神奇的传说袁深受西方人
的青睐袁近来袁也愈来愈受到国人的喜爱遥

袁矿物名称为金绿宝石遥由于其内部含有

金红石的针形内含物或羽毛状的流体内含物袁从适
当的角度看袁折射光会形成一条明亮的光带袁并可
随光线的移动而发生变化袁似猫的眼睛袁故名遥 猫眼
石是五大珍贵宝石之一袁主要产于斯里兰卡尧巴西
和中国等地遥
西方文化中最初的五种 cardinal stone是钻石尧

红宝石尧蓝宝石尧祖母绿尧紫水晶袁但是后来紫水晶
因发现大规模矿藏而贬值遥 而猫眼石随着其珍贵性
的日渐凸显袁逐渐获得世人对其价值的认同袁为此袁
现在世界公认的珍贵宝石变成了钻石尧 红宝石尧蓝
宝石尧祖母绿和金绿石或称猫眼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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