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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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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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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1. 糖城(Avalon)最好學區湖景房，院子大帶遊泳池。4房3. 5浴，精裝修，木地板。
Clements 高中。售價$629,900.

2. 米城(Heritage Colony) 兩層樓房，2850尺，4房加書房，3.5浴，步行到學校及
超市。僅售$325,000.

3. 糖城91年建二層樓，3房2.5浴，新空調系統，花崗巖臺面，定制櫥櫃，超大後
院。2490尺。售$216,000。

4. 福遍區3房2.5浴，主臥樓下。高屋頂，正式客廳和餐廳，保養如新，走路到小學
和高爾夫球場。售$288,000

5. 近醫學中心公寓房，2房2浴2層，步行到輕軌 - 附加車庫 - 更新所有電器，小
區2遊泳池 - 俱樂部會所 - 涼亭 - 網球 - 公園。僅售$153,500。

6. 福遍區有鐵門社區，驚人的兩層大宅，湖景，現代廚房裝修，木地板，高屋頂，獨
特陽臺。5-6房3.5浴，3880尺。僅售$ 279,900.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保證短期買掉!

買賣房屋請找飛雪團隊

832-858-4838
faywang2008@gmail.com

明星地產經紀

微信號：faywang2020

Fay Wang 王飛雪
全美銷量第一名牌經紀公司 RE/MAX Southwest

15年地產經紀經驗，
為您爭取最高利益

買賣房屋﹐免費提供3天搬家車使用﹐免費送部分室內裝修﹐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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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隨著萬聖節臨近，休
士 頓 各 地 都 有 變 裝 派 對 和 「 不 給 糖 就 搗 蛋 」
(Trick-or-Treat)討免費糖果的遊行慶祝活動。不過，
熱鬧的過節氣氛，加上人潮擁擠，容易增加安全意外發
生機率，家長帶孩子外出參加慶祝活動時，都需要遵守
安全守則，才能享受過節歡樂氣氛。

節慶淺藏危機，任何變裝服飾和萬聖節燈飾的居家
布置，都是引起災害發生的主因。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
委員會(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
資料顯示，平均每年10月起至11月節慶期間，超過上
千件與萬聖節有關的傷害事件報告，包括燒傷、雕刻南
瓜時切傷或衣服不合身導致跌倒受傷等。

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說，為預防因居家佈置
而引起的火災與燒傷，南瓜燈應放至顯眼且距離門口的
地方，選用電池燈或螢光棒代替蠟燭最恰當。再者，萬
聖 「穿衣術」 也盡量避免易燃材質，以亮色系為主，若
配戴寶劍、木棍和拐杖等道具，要選用軟性材質且小心
使用，避免揮舞時劃傷臉部及眼睛，裝扮時應選擇合身
舒適的抗燃質料，居家裝飾也須慎選材質，避免不當作

業，造成傷亡。
根據當地媒體ABC13報導，為防止孩子在參與萬

聖節 「不給糖就搗蛋」 活動被歹徒盯上，尤其是落單孩
子容易成為性侵罪犯下手對象，哈瑞斯縣巡警局提前做
安全呼籲。(一) 查詢犯罪者名單：哈瑞斯縣巡警局除會
在轄區內加強巡邏強度，民眾也可以到網站輸入郵編號
碼，可查詢區域內登記在案的犯罪者名單。

此外，(二) 集體行動：最好確保家長陪同參與活動
，(三) 了解孩子動態：如果不陪同孩子參加活動，需了
解孩子討糖果的路線，(四) 檢查變裝服飾安全性：需檢
查服飾是否穿戴安全。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也提供實用的預防
指南，確保大小朋友的安全，外出要糖時也最好集體行
動，並由家長陪同；帶回家的糖果、餅乾和飲料也應該
仔細檢視，是否含毒性物質，避免誤食。

萬聖節各地總動員，遊行慶祝活動容易造成交通阻
塞，休士頓市政府和警察局提醒，民眾可提早出門，避
開車潮，或者採共乘制，減少停車困擾，慶典地區也有
可能封街，建議民眾出門先查詢路線。

萬聖節集會慶祝 別忘了遵守安全守則

在享受萬聖節慶祝或採購時，也要注意安全。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網15.3
頻道脫口秀節目 「多元對談」 (Diversity Talk) 28日周五
晚進行現場直播，隨著美國大選進入倒數計時，許多後
選人把握時間，趁著提早投票期間，趕緊做最後衝刺拉
票，節目上邀請到共和黨州眾議員候選人Bryan Chu上
節目與觀眾互動，談論此次大選議題。

該節目由Sangeeta Dua擔任主持人，該集除邀請
共和黨州眾議後選人Bryan Chu上節目談論政見，哈瑞

斯縣共和黨部主委(GOP Chair) Paul Simpson一同和觀
眾分享此次大選選情和走向，以及共和黨未來施政方向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也在錄影前與來賓合影，鼓勵
選民積極投票，維護權益。

多元對談(Diversity Talk)播出時間為每周五晚間7
點半至8點半在美南國際電視台STV15.3頻道直播，每
周一下午1點至2點重播。錯過這周播出的觀眾，下周
請準時收看，可了解更多新聞時事和社區要聞。

Diversity Talk討論大選為候選人衝刺 鼓勵選民投票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距

離重要的2016美國期中選舉只剩不到
二周，德州自10月24日展開為期12
天的提早投票(Early voting)，將持續
至11月4日截止，所有完成選民登記
的選民，可在任何一個投票所投票，
呼籲以登記華人選民踴躍前往投票，
維護自身權益。

今年期中選舉，除兩黨總統大選
候選人引人關注外，也有聯邦眾議員
、州眾議員、市議員、學區教委和學
區理事的地方選舉值得關注，都與民
眾生活權益息息相關，美南電視15.3
「休士頓論壇」 主持人常中政與馬健
呼籲參與公共事務是公民的權利，投
票最有能為自己爭取權益，應積極投
票，自主明辨是非。

哈瑞斯縣選民選務宣導員王尚先
宣導提早投票好處，提前投票時間和

地點較有彈性，方便民眾參與公民事
務，也可避開投票高峰期，鼓勵民眾
投下寶貴一票。她也提醒，選民於投
票時都必須出示附有照片的個人識別
證明，除須確認識別證仍否在有效期
外，民眾於選民登記及照片識別證上
所列的姓名與住址務必相同。

王尚先說，選民登記時間雖已過
，但還是可以更新地址和選區，每一
個投票所都設有華語專員，選票上也
印有除英文外，西語、越南語和中文
等字樣，選民不會有語言上的問題。

今年哈瑞斯縣設有46個提前投票
所 ， 鄰 近 中 國 城 的 除 Tracy Gee
Community， 還 有 Bayland Park
Community Center 和 Alief ISD Ad-
ministration Building等，呼籲民眾踴
躍參與投票，實際開放投票時間應洽
各投開票所。

華裔積極投票 維護自身權益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 (左)、GET Group 總裁 Len
Swanson(中)與共和黨州眾議員候選人Bryan Chu(右)錄
影前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節目錄影情形。(節目截圖)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
暨樊豫珍音樂教室第八屆學生演唱會)於10
月22日晚上7時至晚上10時在7502 Fon-
dren Rd, Houston, TX 77074 的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Belin Chapel ]休士頓浸
信會大學柏林音樂廳圓滿成功舉行.新老朋
友，同仁同行，免費入場,蒞臨欣賞指導!中
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僑務組長房振群先生
與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總校校長薩如拉士
親臨致開幕詞,並且表揚樊豫珍老師多年來
在聲樂教育中取得大成就.樊豫珍音樂教室
成立於2006年。自2009年開始至今， 休
斯頓華夏中文學校與樊豫珍音樂教室已連
續成功地聯合舉辦了八屆高水平的學生演
唱會。誠如石祥林先生所言,師生多次參加
包括大休斯頓地區春節聯歡晚會在內的各
種公益演出，為豐富休斯頓華人的
文化生活，傳播中華文化，盡了一
份力量；同時也為華人社區培養了
許多優秀的歌手和聲樂愛好者。

樊豫珍老師是中國音樂家協會
會員。樊老師從小學習音樂和戲曲
，長期從事專業演出和聲樂教學工
作，有著豐富的舞臺演出和教學經
驗。樊老師在華夏中文學校的集體
課與樊豫珍音樂教室的一對一小課
，在訓練上各有特點；二者相輔相
成，相得益彰。針對學生不同的聲
樂基礎和個人特點，樊老師注重因
材施教，寓教於樂，教授科學的發
聲方法，有效地提高了學生的發聲
技巧和舞臺駕馭能力。

與往屆的演唱會相似，本屆演
唱會的演員年齡跨越中青幼三代，
節目形式多樣化，有獨唱、合唱、吉他彈唱、
歌舞等；演唱方式有美聲、民族、通俗，還有
京劇。經過十多年的辛勤耕耘，樊豫珍音樂教
室可謂桃李滿天下。學員中不僅有許多在聲樂
領域很有才華的老同學，還有不少對聲樂情有

獨鐘的新同學。值得一提的是，經過七屆演唱
會之後， 師生們在本屆演唱會上對自己的要求
也更高。各種唱法，各個聲部的學生將齊聚一
堂， 竭盡全力為休斯頓的音樂愛好者帶來一場
風味各異的音樂盛宴！樊豫珍老師領銜師生大
型歌舞[春天的芭蕾]高亢優美歌聲,龔雁婕等優

雅歡快舞姿,令人耳目一新,掌聲如雷,這台音樂
饗宴節目豐富多樣,歌唱語言有中文普通話、中
文粵語、英語、意大利語;歌舞組合,並新增更多
成人兒童組合,母子組合、夫妻搭檔等,溫馨感人
。個個節目精彩每位使出混身解數表演,令人印
象深刻。演唱會高潮是樊豫珍老師與陳新華班

長演唱[今夜難眠],全體演出學生紛紛上台向樊
豫珍老師獻上一束束美麗鮮花,再再表達出對樊
豫珍老師感恩之情並向中外與會觀眾圓滿成功
謝幕,相約明年再見.

聯系電話：樊豫珍832-858-8212

樊豫珍音樂教室第八屆學生演唱會
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暨樊豫珍音樂教室第八屆學生演唱會

在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HBU)的Belin Chapel音樂廳隆重舉行

1, 春天的芭蕾（歌舞）︰樊老師、黃衛紅、
龔雁婕、陳敬、付君、郭彥、陳若、裘惠黎
、LisaChen、陳新華、陳力謙、韓欣、車廬
、韓向陽、何敬全
2, 摘星星（童聲獨唱）︰張愛晨
3, 種太陽（童聲獨唱）︰王馨瑤
4, 甜蜜蜜（童聲獨唱）︰舒佳欣
5, 中國功夫（童聲獨唱）︰WilliamTong
6, 好孩子要誠實（童聲獨唱）︰房黃偲諾
7, YouRaiseMeUp（女聲獨唱）︰梁碧瑤
8, 小背簍（童聲獨唱）︰SaraYu
9, 精忠報國（童聲獨唱）︰王臻真
10, 上邪（女聲獨唱）︰週棣棣
11, 至少還有你（女聲二重唱） ︰沈依恩沈蕾
12, 打虎上山（京劇唱段）︰陳新華
13, 花間心事（女聲獨唱）︰龔雁婕 伴舞：樊
帆夏夏
14, AllIaskofYou（男女聲二重唱）︰韓欣張
宇
15, 我好想你（女聲獨唱）︰黃衛紅
16, 突然想愛你（女聲獨唱）︰宋燕
17, 難道（男聲獨唱）︰陶翔
18, 草原夜色美（女聲獨唱）︰孫虹緯
19, 天邊（男聲獨唱）︰石祥密 伴舞：樊帆顧
婧夏夏龔雁婕
20, 天路（女聲獨唱）︰梅紅
21, 親密愛人（女聲獨唱）︰付君
22, 葬花吟（女聲獨唱）︰郭彥
23, 梨花又開放（女聲獨唱）︰李異寧

24, 草原上的月亮（女聲獨唱）︰陳敬
25, 當你老了（男女聲二重唱）︰陳力謙黃衛
紅
26, 我只在乎你（女聲小合唱）︰陳若劉瑞秋
林穎劉蘭芳
27, 墨（女聲獨唱）︰管朝霞
28, 共和國之戀（男聲獨唱）︰陳昌義
29, 一簾幽夢（女聲獨唱）︰汪玲陳敬
30, 玫瑰香（雙人歌舞）︰顧婧 龔雁婕
31, 吻別（男聲獨唱）︰馬獻留
32, 青春再見（吉他彈唱）︰蕭雲祥 陶翔 車
廬 陳昌義
33, 荷塘月色（女聲小合唱）︰孟彬 沙嵐 王
皖琳
34, 千千闕歌（女聲獨唱）︰張佩儀
35,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男聲獨唱）︰何敬
全
36, SmokeGetsinyourEyes（男聲獨唱）︰朱
軍西
37, 青青菩提樹（男聲獨唱）︰車廬
38,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男女聲小合唱）︰傅
源遠 許傑慧 李小燕 陳新華 陳昌義 陳一鳴
39, 同桌的你（男女聲對唱）︰劉貴民詹雋旎
40, 無奈（女聲獨唱）︰羅麗兒
41, TimeToSayGoodbye (ConTePartiro) （男
聲獨唱）︰韓欣
42, 天之大（女聲獨唱）︰袁銓
43, 今夜難眠（男女聲二重唱）︰樊老師陳新
華

2016年10月22日第八屆學生演唱會節目Program

樊豫珍老師領銜師生大型歌舞[春天的芭蕾]高亢優
美歌聲,龔雁婕等優雅歡快舞姿,令人耳目一新,掌聲
如雷.(記者黃麗珊攝)

演唱會高潮是樊豫珍老師與陳新華班長演唱[今夜難眠],全體
演出學生紛紛上台向樊豫珍老師獻上一束束美麗鮮花,再再
表達出對樊豫珍老師感恩之情並向中外與會觀眾圓滿成功謝
幕,相約明年再見.(記者黃麗珊攝)



B2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藥，不
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Best Vision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前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法治天地

“獵狐行動”有力推進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
有逃必追一追到底讓貪腐分子無處遁形

一场声势浩大、力度空前的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行动正在持

续开展当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

度重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

作，公安机关积极投入到中央反

腐败协调小组部署的“天网行动”

中来，在海外开展了针对腐败分

子追逃追赃的“猎狐行动”，成

效显著。

据了解，此前的“猎狐行动”

战果空前、规模空前、力度空前，

境外缉捕工作水平和能力得到进

一步提高，开创了境外追逃追赃

工作的新局面。

今年 5 月 4 日，公安部召开

全国公安机关 2016年境外追逃追

赃“猎狐行动”部署会，宣告新

一轮的专项行动再次拉开帷幕。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

8月中旬，全国公安机关共从 61

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抓获各类境外

逃犯409名。其中，缉捕272名，

劝返 137名；缉捕“百名红通”

逃犯 15名，协助纪检、检察机关

缉捕职务犯罪境外逃犯 38名，缉

捕海关走私犯罪境外逃犯 14名；

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 127名，

超过亿元的 28名；潜逃 5年以上

的33名，其中10年以上的12名。

专项行动中，公安部指挥全

国公安机关深入排查、主动出击，

在相关国家执法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开展集中缉捕行动，先后派出

33个工作组赴境外开展工作，成功

缉捕、劝返了一大批境外逃犯。

2016年 7月 31日，“猎狐行

动”工作组将涉嫌挪用资金的犯

罪嫌疑人庞某、吴某从柬埔寨成

功缉捕并押解回国。

经查，2015年 11月，犯罪嫌

疑人庞某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票据业务部工作期间，

利用职务便利，伙同犯罪嫌疑人吴

某挪用单位资金近2000万元。

据介绍，2016年6月29日、7

月 10日，庞某和吴某先后潜逃柬

埔寨。7月 16日，浙江省宁波市

公安局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对其刑

事拘留。两人外逃后，办案单位

迅速报请公安部启动境外缉捕工

作程序。7月 20日，公安部“猎

狐行动”工作组赴柬埔寨开展缉

捕工作。

期间，工作组与我国驻柬埔

寨警务联络官及柬埔寨警方密切

协作，经过 5昼夜连续奋战，终

于在 7月 26日将吴某成功抓获。

随后，庞某迫于压力向工作组投

案自首。

就在庞某和吴某相继被押解

回国后不久，浙江的倪某也得到

了同样的制裁。

7月 24日，经我国驻厄瓜多

尔使馆大力协调，公安机关首次

与厄瓜多尔国际刑警开展执法合

作，将外逃 12年的红通逃犯倪某

缉捕回国。

经查，2003年4月至12月，浙

江三门龙源服饰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倪某为少缴税款，让多家企业为

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56份、价

税合计640万元，税款93万元。案

发前，倪某逃往厄瓜多尔。

据悉，2004年 3月 24日，浙

江省三门县公安局对其立案侦查；

9月3日，三门县人民检察院以涉

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倪某

批准逮捕；11月 4日，国际刑警

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

倪某外逃后，三门县公安机

关一直将其列为重点缉捕对象，

积极开展工作，经不懈努力，终

于发现了倪某在厄瓜多尔藏匿的

相关线索。

2016年6月10日，在我国驻厄

瓜多尔使馆的大力推动下，倪某被

厄瓜多尔国际刑警逮捕。在狱中，

倪某向我驻厄使馆递交承诺书，表

达了渴望回国投案的决心。

7月 18日，公安部派出“猎

狐行动”工作组赴厄瓜多尔配合

使馆开展遣返及押解工作。7月

21日，厄移民法庭判决同意对倪

某进行遣返。7月 24日，工作组

押解倪某回国。

同时，公安部认真落实中央

追逃追赃工作部署，指挥全国公

安机关强化与纪检、检察、海关

等部门的协作联动，将缉捕在逃

境外职务犯罪嫌疑人和走私犯罪

嫌疑人列为工作重点，积极参与、

强力攻坚。

对于那些“逃的久、藏得深、

缉捕难度大”的境外逃犯，公安

部指导各地公安机关进行重点攻

坚，逐人制定“个性化”缉捕方

案，全力开展工作。在我国驻西

班牙使馆的积极协助下，8 月 6

日，因涉嫌行贿犯罪被检察机关

通缉的犯罪嫌疑人王某被成功押

解回国。

此外，全国公安机关还以

“信息化建设、数据化实战”工

作理念为指引，完善快速反应机

制，对于新发生的外逃案件，从

启动侦查开始就考虑境外缉捕工

作需要，明确工作方向和重点，

迅速开展调查取证，显著提升了

境外缉捕效能。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境

外追逃追赃永远在路上。下一步，

全国公安机关将根据 “天网行

动”要求，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

提升整体能力水平，有逃必追，

一追到底，力争取得境外追逃追

赃工作更大战果，让经济犯罪嫌

疑人“不敢逃、不能逃、不想逃”。

教唆兒童犯罪者應被剝奪監護權
孕妇在附近吸引店员做掩

护，唆使儿童下手盗窃留在柜台

上的手机，十余人分工协作流窜

北京 3区盗窃数十起。今年 10月

15日，北京海淀警方联合北京市

公安局便衣总队打掉一个唆使儿

童盗窃手机团伙，当场起获涉案

赃物手机 30余部。记者了解到，

目前，7名团伙成员因涉嫌盗窃

被刑事拘留。

教唆儿童去实施盗窃行为，

这些团伙成员已经构成犯罪，

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但令人

心痛的是，教唆儿童犯罪已非

个例，在依法惩治这些成年人

之余，几名儿童的去向更加值

得关注。谁来继续履行监护这

些儿童的责任？如何抹去这些

儿童心中的犯罪阴影？怎样帮

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这些

问题都将是政府与社会应当承

担起来的必要责任。

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些儿童

是被谁带到犯罪团伙当中，又是

如何被诱骗唆使参与盗窃？他们

的法定监护人是谁等等，这些疑

问都应当一一调查清楚。按照通

常情况分析，这些儿童的来源无

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属于被拐卖儿

童，二是犯罪嫌疑人的子女或其

亲朋子女。如果是被拐卖儿童，

依法解救后还应助其回家，同时

要顺藤摸瓜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

罪；如果是犯罪嫌疑人子女或亲

属，则应确定他们的法定监护

人，而后重新划分监护权限。

具体说来，若这些儿童的监

护人就是犯罪团伙成员，除了要

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外，还有必

要剥夺其监护权。根据法律规

定，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责任，法

院可以依法撤销其监护权。此案

中，犯罪嫌疑人唆使被监护人去

偷盗手机，以达到盗窃目的，不

但未尽到对未成年被监护人进行

管理和教育的职责，反而令其参

与违法犯罪活动，根本不配再做

涉事儿童的监护人。

常言说“虎毒不食子”，绝

大多数父母都不会忍心伤害自己

的孩子，而这些犯罪嫌疑人竟然

唆使自己的孩子去盗窃，对孩子

的心理和品德等造成了巨大伤

害，很可能给他们留下成长的阴

影，乃至诱使他们在成年后走上

犯罪道路。对于这样无法承担监

护责任的父母，必须剥夺其监护

权，让其他监护人来保护孩子健

康成长。

而另一种情况，若这些儿童

虽与犯罪嫌疑人有千丝万缕的关

联，但实际上另有监护人，属于

被“外借”给犯罪团伙充当犯罪

工具的，其监护人也应依法受到

惩处，乃至依法剥夺其监护权。

因为从法理上看，参与盗窃的儿

童年龄极小，其监护人不亲自履

行监护义务，却将其托付给犯罪

团伙，同样是对监护职责的逃避

或疏忽，严重者亦应依法剥夺其

监护权，由法院指定当地民政部

门等行使监护权。

儿童是花朵，是祖国的未

来，儿童的世界本应当纯真美

好，利欲熏心的犯罪团伙教唆儿

童违法犯罪可谓道德沦丧，严重

侵害儿童的稚嫩心灵，对孩子们

成长造成了不可逆的心理伤害。

对此，除了依法严惩重处教唆儿

童犯罪的不法分子之外，还应当

重新审核划分当事儿童的监护

权，依法剥夺不履行监护责任的

监护人的监护权，将这些儿童交

给更有责任担当的人或机构来教

育抚养，帮助他们重建心目中的

美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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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選得州提前投票人數創紀錄 共和黨票倉泛“藍”

美国共和党票仓得克萨斯州

从 24 日开始 2016 年大选提前投

票，第四大城市休斯敦所在的哈

里斯县和整个得州首日参与投票

人数打破历史纪录。不少分析人

士和选民均表示，两党候选人在

得州的胜负难料，“今年的大选

一切皆有可能”。

经过媒体18个月的“轰炸式”

报道，两位提名人的拉锯较量，

以及三场针锋相对的电视辩论

后，美国得州选民在提前投票的

第一天创下参与人数最多纪录。

据《休斯敦纪事报》消息，

得州人口最多的哈里斯县24日当

天有 67471 人到场投票，打破了

2012 年提前投票首日 47093 人的

纪录。另有 61543 人通过邮寄投

票，使得参与首日提前投票的总

人数达到近13万。达拉斯和塔伦

特等县也报告第一天投票人数打

破历史纪录。一些选民不得不排

队数小时。选举官员称，他们最

后一次看到如此大规模的投票人

数还是在2008年。

哈里斯县今年为12天的提前

投票设有创纪录的46个站点，首

日平均每小时有 6000张选票被投

出。书记官斯坦 · 斯坦亚特证

实，他的办公室收到很多关于排

队太长的投诉，建议选民查找更

多地点并选择一些新的、人流较

少的站点投票。得州目前登记选

民超过1500万人，约 59%拟投票

选民表示有计划提前投票。

作为共和党的“大票仓”，

上一次民主党赢得得州的总统选

举要追溯到 1976年。随着最新民

调显示，特朗普在得州仅以微弱

优势领先希拉里，使得“希拉里

能否赢得得州”的话题在今年大

选前夕格外受关注。

居住在休斯敦近郊的石油公

司职员、民主党人凯西 · 莫里斯

告诉中新社记者，“我相信得州

人不需要看民调结果就知道如何

投票。想象一下：第一位有丰富

从政经验的女总统，今年是做出

改变的最好时机。”

“克林顿可以带领得州。”得

州民主党主席吉尔伯托· 伊诺霍萨

称，“几十年来，我们从未接近总

统选举，但这次不同，因为共和党

不负责任地提名了一个迄今为止各

方面都不合格的候选人。”

当地民主党领袖预测，黑人

和拉丁裔选民将起到推波助澜的

作用，更有不少共和党人倒戈的

消息不断见诸报端。东得州劳伦

教区一名共和党法官上周五表示，

她离开共和党成为了一个民主党

人，因为“无法调和我的基督教

信仰与共和党正在进行的方式”。

联邦众议员希拉· 杰克逊· 李24日

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目前是特

朗普与希拉里民调最接近的时

期，这给民主党人走出来投票提

供了动力。前休斯敦市长安妮

丝 · 帕克也表示，“今年就是让

哈里斯县变成蓝色(民主党代表颜

色)的那一年。”

休斯敦大学最新民调指出，

当地民主党选民激增，民意测验

专家说，休斯敦可能在这次选举

后成为显著的摇摆地区。

“今年的大选一切皆有可

能。”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政治

研究员马克 · 琼斯表示，尽管选

情可能胶着，“但克林顿在得州

取胜的几率仍然十分小。”

最近两次总统大选，共和党

人在得州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2008年，参议员麦凯恩在该州领

先奥巴马11个百分点；2012年，

罗姆尼又以16个百分点的优势在

“孤星之州”完胜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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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将进行总统选举投票。随着竞

选的白热化，无论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还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都在做最后一搏。然而在多数民众眼

中，华盛顿的政客，不过是华尔街财团

的“服务生”。在中产阶级萎缩、贫富

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面前，两党候选人

描绘的美好经济前景，更像是镜中花、

水中月，引不起选民的多大兴趣。

经济牌不过是纸上谈兵

“我们这些中下层的人没得到实

惠，也看不到希望”

每次大选，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经济

政策都备受关注。1992年，克林顿就是

凭借描绘的美妙经济前景，把声望较高

的老布什拉下了马；2000年小布什喊出

响亮的“减税”口号，最后险胜实力不

弱的戈尔；2008 年，奥巴马高举“变

革”大旗，发誓要给美国经济带来

“希望”，从而顺利入主白宫。

今年的竞选中，希拉里和特朗普同

样在经济上大做文章。特朗普指责奥巴

马执政 8 年，给美国经济造成了“灾

难”，因而力主大幅减税，放松对能源

行业的监管，增加矿业和能源相关工作

机会，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希

拉里主张循序渐进减税，增加对富人和

搬离美国企业的税收，加强金融监管，

反对 TPP，5年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

础设施建设。特朗普和希拉里“拼经

济”为自己拉票，只不过美国民众已不

那么买账。

奥巴马进驻白宫时，决心要推动

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可 8 年任期下

来，既没有带来焕然一新的“变革”，

也没有带来让人满意的“希望”。虽

然美国失业率目前降到4.9%，比国际金

融危机后的最高值下降了一半左右，但

总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普通美国人生

活依旧艰难。经济虽然走向复苏，但一

直有气无力。2013年至2015年，美国经

济分别增长 1.49%、2.43%和 2.43%，但

今年增速有所回落，第一、第二季度增

长只有0.8%和1.4%。

如何激活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势头，

是摆在两位总统候选人面前的一道难

题。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伯格斯滕认为，同特朗普的计划

相比，希拉里的经济主张更为具体、更

为可行。然而普通人并不以为然。

记者的邻居约瑟夫是一家锅炉公司

的白人技工。他说，自己年薪 3万美元

左右，加上妻子的收入一年有 5万多美

元。“我和妻子一年到头都在忙碌，但

工资这么多年没涨多少。民主党干了 8

年，奥巴马老早就说要把经济搞好，可

到头来还是纸上谈兵。我们这些中下层

的人没得到实惠，也看不到希望。希拉

里如果当了总统，奥巴马那一套不会变

多少。特朗普的主张虽然偏激一些，但

有的观点反映了中下层人士的心声。”

结构调整受利益集团左右

“两个候选人其实一个样，都是为

富人服务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民众不只是

对经济复苏乏力不满，对日益拉大的贫

富差距更有怨言。根据美银美林的统计，

近30年来，占人口90%的美国中下层家

庭拥有的总体财富在全国所占比例直线

下滑，从 36%降至 23%，而占总人口

0.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占比自上世纪70

年代起一直在增加，已经升至 22%。贫

富差距不断拉大，中下层民众日益不满。

2011年发生在纽约的“占领华尔街”

运动就是显著的一例。数以万计的底层

民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长达 1个多

月时间，将纽约闹得动荡不宁，而且引

起全美 120多个城市效仿。示威者提出

一个义正辞严的论点：“在美国，占总

人口 1%的富人拥有过多财富，华盛

顿政客都在为这些人服务。我们 99%的

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真正代表我

们。”而随着近年最高法院取消政治捐

款上限，“钱主政治”在美国愈演愈

烈。在今年上半年的“民主之春”运动

中，人们喊出了“金钱滚出政治”的响

亮口号。

前些日，记者遇到一位 9年前从加

纳来到美国的出租车司机迪瓦里。他

说，自己每月收入大概2150美元。“我

来美国 9年，割草、修路、搬家，什么

重活、累活都干过。现在开出租车，每

天起早贪黑，仍然是最辛苦的营生。要

不是妻子打零工能挣些钱，我们根本没

法养活3个女儿。”

当被问到支持希拉里还是特朗普

时，迪瓦里说：“两个候选人其实一个

样，都是为富人服务的。你看那个特朗

普，嚷嚷着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让

美国人再次富裕起来，可他自己的企业

都欠职员工资呢；希拉里也好不到哪里

去，关于种族、性别问题，她说得一套

又一套。可说到提高每小时工资时，却

又躲躲闪闪，说不出个准信儿。”

民众对经济现状的不满，也反映出

了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1993

年克林顿上台后，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

结构调整，把发展高科技作为美国经济

的龙头，力图使信息技术为主的高科技

在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重大作用，

为重振美国经济铺路。奥巴马入主白宫

后，下大力气推动“新能源经济”和

“再工业化”。技术提高造成企业用工

减少，社会产业转型导致实体经济出现

“空心化”。企业高管、白领阶层、科

技人员的收入提高，但中下阶层的收入

并没有改变，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今

年大选造就了“分裂的美国”，实际上

就是收入分配极不均衡的体现。

美國約書亞樹國家公園
的銀河和星軌

位于美国加州南部的约书亚树

国家公园占地 3196.1 平方公里，以

遍布约书亚树得名，公园包括了科

罗拉多沙漠和莫哈维沙漠的一部分，

是美国西部较好的星空观测点之

一。每当新月之时，约书亚树国家

公园都会吸引众多旅行者拍摄璀璨

的星空和星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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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營業六天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大千世界

埃及12歲男孩與11歲女孩“童婚”
家長曬照片引衆怒

“猜猜他们几岁？”——

上周末，一张“订婚照”在埃

及社交媒体广为流传：照片上

的一对“新人”西服革履、衣

饰华贵，手挽着手，显得“情

投意合”。然而据当地媒体报

道，这对“新人”不仅存在血

缘关系，他们的年龄也远未达

到法定婚龄。对于外界的质疑

和谴责，一手包办这桩“近亲

童婚”的家长却振振有词。

英国《太阳报》23日报道

称，埃及男子纳西尔· 哈桑前不

久刚刚为长子举办了盛大的婚

礼。为了凸显“好事成双”，

他在婚礼上还对亲朋好友透露

了另一件“喜事”：自己的小

儿子奥玛尔已经“订婚”，准

备在长大成人后迎娶自己的侄

女为妻。据了解，奥玛尔年仅

12岁，而他的“未婚妻”格拉

姆只有11岁。

根据埃及现行法律，年满

18岁的公民才可以登记结婚。

纳西尔· 哈桑在接受埃及《祖国

报》采访时强调“这仅仅是订

婚而已……又不是真结婚”。

他辩解称，两个孩子都很“早

熟”，经常在脸谱上“传情”，

安排他们订婚“没什么不合理

的”。埃及妇女法律援助咨询

中心认为，该事件已经触及法

律底线，属于“犯罪行为”。

在他们看来，即便“订婚”本

身不违法，也很可能导致小格

拉姆的早婚，继而剥夺她受教

育的权利，使其早早地与社会

隔绝。

美国《华盛顿邮报》称，

此事在埃及绝非个案：根据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方面的统计，

埃及未成年少女早婚率高达

17%，早婚现象在农村地区仍然

十分普遍。不仅如此，像哈桑

这样的父母越来越会打法律的

“擦边球”：他们早早定下子女

的婚事，等到适婚年龄再让他

们去婚姻登记部门“补个证”。

美國41歲男子多次強暴親生女兒
被判1503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

诺一名男子多次强暴未成年

亲 生 女 儿 ， 21 日 被 判 服 刑

1503 年。

受害者及其父身份均未公

开。男子现年 41岁，2009年至

2013年间屡屡施暴。检方说，

少女最初被家庭友人性侵，但

这名父亲非但没有报案，反而

把她视作个人“财物”，每周

施暴两至三次。

女子现年 23岁，2013年逃

离家庭。她说：“父亲伤害我

的时候，我还年少，无力反抗。”

父亲从未感到羞耻和懊恼，反

而认为这都是她的错。

今年9月，陪审团认定男子

186 项性侵罪名。法官 21 日宣

布，男子“对社会构成严重威

胁”，判处刑期1503年。

美联社报道，该男子两度

拒绝签署认罪协议。案件听证

前检方拟定的认罪协议刑期为

13年，庭审前的协议刑期则为

22 年。然而，男子均拒绝签

署，还宣称其被羁押已是在服

刑，应被立即释放。

英國兒童開玩具車被警察“酒測”
父母：她的確喝了

在英国，一名未成年驾驶

人因为行车不稳被警察拦下，

即使她“喝了几瓶”，既没有

驾照，也没有汽车保险和汽车

检验证明，警察还是把她放走

了。

英国BBC中文网 10月 23日

报道称，这一切是因为，这名

未成年驾驶只是个“好奇宝

宝”，她坐着粉红色玩具车，

边蹬边踩朝着两名警察过去一

探究竟。

当时这两名警察正在那个

街区调查一辆没有保险的车

辆，突然遇到了这个孩童。

童心未泯的警察逗孩子

玩，拿出酒精呼吸测量器，假

装要给这个小孩“酒测”。

警察还向一旁的孩子父母

询问，她刚才是不是“多喝了

一点”。

爸爸妈妈笑着说，“她早

上的确喝了几瓶。”

英国柴郡 (Cheshire)警方发

言人表示，“幸好她酒测结果

一切正常，被警察放行。”

BBC 将这则新闻配上照片

放到社交媒体脸书上，11 小时

之内吸引了 14万人点赞，一万

多网友转发，三千多条评论。

神秘流浪貓“作客”土耳其電視節目
搗亂求安撫

据英国《每日邮报》10 月

20 日报道，一只小猫最近在社

交网站“推特”(Twitter)上成为

热门讨论话题。这只可爱的小

猫无厘头地出现在土耳其 DRT

电视台节目现场的办公桌上，

受到惊吓的主持人当时正在向

电视观众们播报当日头条。这

只小猫在主持人的文件上来回

走动，或者迅速躺在主持人的

笔记本电脑上，似乎很想得到

大家的关注。

主持人随即幽默地向观众

介绍这位被带到节目的“意外

访客”。随后他暖心地提醒观

众，冬天来了，街道上流浪着

很多无家可归的小动物，每个

人都应该关心下这些小动物，

尝试给它们提供食物和住所。

那么这只小流浪猫是如何

跑到电视台的呢？原来它是趁

工作人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从演播室开着的门进去的。电

视节目结束后，电视台的工作

人员为这只小猫取名胡斯努，

胡斯努随后被电视台一名职员

收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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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一”前后多地连发

楼市调控政策以来，有关住

房商贷政策也将收紧的传闻

便甚嚣尘上，甚至有媒体报道

称，“已有部分银行开始暂停

新增住房贷款”。

为此，中新网记者咨询北

京多家银行个人贷款部门得知，

银行确已严格执行“9 · 30 新

政”，调整二套房的认定标

准，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正常开

展，借款人购买首套房仍可享受

八五折的利率优惠。

首套房商贷利率仍可享八

五折优惠

9 月 30 日晚间，北京发布

《关于促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

知，正式吹响本轮楼市调控号

角。新政中，有关住房信贷政

策收紧的内容备受关注。

根据北京“9· 30新政”，

首套普通住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35%，首套非普通住宅最低首付

款比例为40%；对拥有1套住房

的居民家庭，无论有无贷款记

录，购买二套普通住宅的首付

款比例不低于50%，购买非普通

住房首付款比例不低于70%。

政策落地半月有余，记者

咨询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北

京银行等多家银行的个人贷

款部门得知，目前银行已严格

执行“9· 30新政”，二套房认

定标准由“认贷不认房”调整

为“认房不认贷”。

“之前执行‘认贷不认房’，

就是在已有住房贷款还清的情

况下，居民家庭再申请商业贷

款购房仍可享八五折利率优

惠。”一位国有银行北京个贷

部门人士告诉记者，而新政落

地后，如果该家庭在北京已有

一套住房、无论贷款是否还

清，再次申请商贷购房就只能

算二套，不仅没有优惠，贷款

利率还将上浮10%。

据了解，上述银行个人住

房贷款业务并未暂停，审批、

放款流程正常开展。“至于商

贷的审批周期，北京各区之间

有所不同，从申请成功到贷款

发放，有的需要三、四个月，

有的只要一、两个月。”

刚需房信贷政策料不会变动

近日来，央行等金融管理

部门的动作频频。10月 12日，

央行召集 5 家国有大行和 12 家

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关负责人开

会，讨论当前房地产信贷形势；

10 月 19 日，央行上海总部约谈

25家中资商业银行，要求继续

严格执行限贷政策，防止变相

放松要求、打政策擦边球的情

况，切实防范各类资金违规流

入土地市场。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回顾过去十几年的房地产市场

波动历史，与货币政策变动基

本吻合，一旦信贷政策收紧，

房地产市场就将快速降温。不

过，该业内人士提醒，预计针

对刚需购房者的信贷政策不会

出现太大变动，市场不必为此

担忧，而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投

机炒作行为，必将被遏制。

世行發布報告：
中國香港便利營商排名全球第四

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公

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6日

欢迎世界银行在营商便利程

度排名榜把中国香港评为全球

第四，较去年的第五位上升一

级。

特区政府发言人说：“这

再次肯定政府一直以来推动方

便营商的工作。”

他补充说，香港的得分由

去年的83.67升至今年的84.21，

显示香港的整体营商环境在过

去一年有所改善。世界银行亦

赞赏香港顺利推行多项便利营

商的改革措施，包括：宽免

2016/2017年度的商业登记费、

简化审核接通电力申请的程序

和缩短发出挖掘准许证的时间。

在世界银行的《2017 年营

商环境报告》中，便利营商排

名前五位分别为新西兰、新加

坡、丹麦、中国香港和韩国。

报告以 10 项指标比较 190 个经

济体在便利营商方面的整体表

现。

10项指标中，香港在“保

障小股东投资者”方面继续高

踞第三位，在其他4项指标表现

良好而排名亦有所提升，当中

包括在“开办企业”由第四位

升至第三位，“取得供电”由

第九位升至第三位，“缴纳税

款”由第四位升至第三位，以

及“申请建筑许可”由第七位

升至第五位。

特区政府会仔细研究该报

告的内容，查找可更臻完善之

处，以进一步优化香港的营商

环境。特区政府会继续与商界

及其他相关各方紧密合作，改

革现行的规管制度，以确保规

管恰当有道。

澳門首條“WiFi街”
正式投入使用

由澳门国际科技产业发展

协会主办的“WIFIGUIDE 之北

区 wifi 街启动礼”25 日下午在

关闸广场举行，标志着澳门首

条“WiFi街”正式投入使用。

“WiFi街”是一项由业界、

工商联会及政府共同推行的计

划。起点为关闸广场，终点为

林则徐纪念馆，全长约一公里。

不论是商户、居民或游客，均

可使用，每次登入均可免费上

网半小时。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局局

长戴建业在启动礼上表示，

特区政府已成立“跨部门推

进电子商贸工作小组”，希

望通过“WiFi 街”推动澳门

电子商务基础发展，逐步完善

营商环境，推动中小企发展电

子商务。

电信管理局代局长谭韵仪

透露，为配合特区政府“五年规

划”及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定位，

将在未来5年扩大WiFi-GO的覆

盖范围，除现有的 183个

热点，未来将逐步在世遗

景点、旅游路线、巴士站

、人流较多街道、轻轨站

及新城区公共设施等地新

增WiFi服务点。同时会积

极推动私营机构及企业，

提供更多WiFi热点。

澳门国际科技产业发

展协会会长李彩虹称，

“WiFi街”将试行 1年，

希望配合区内消费嘉年华

等活动，使关闸口岸的旅

客多停留在北区，带动商

户营业额提升。并将视乎

试行成效，期望年底前可

以推广至中南区，带动后

街经济及推动电子商务发

展。

城市，
一座農民工融進去卻打不破的圍城

小时候，农村就像一条背

带，背着我们长大。渐渐地，长

大后，却发现这根背带再也拉不

住我们。当我们纷纷进城，那记

忆中的故乡仿佛也只会在梦里出

现。所以，有人开始感叹：待不

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

或许，人都有对未知生活的

幻想和期望，才会努力向往。就

像我们在农村，总盼着有一天能

进城，成为市民，而城里的那些

原住民也无不向往着农村生活。

当年的上海世博会甚至打出了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的口号，

其实这都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期

待。我们总有某种倾向：厌倦自

身的环境而向往别人的生活。农

村向往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城市向往农村的绿水青山、

蓝天白云。其实，无论是农村还

是城市，无论是公共服务还是绿

水青山，都应该懂得共享。农村

不应该只是绿水青山的代名词，

也应该有完善的公共服务，城市

也应该有更多的蓝天白云。城际

间的交流不应该是单向，应该是

双向的。不能只是大批的农民涌

向城市，也应该有更多的城里人

回归农村。并且这种回归不是休

闲式的旅游，而是真正地融入农

村生活。但是当前城里人即使想

回归农村，尤其是一些早年在城

市打拼取得一定收入和地位的老

人，即使也想回来农村也离不开

城市的医疗条件。医疗等公共服

务在农村的供给和质量根本没法

和城市相比，这是百姓看在眼里

的情景，甚至根本都不需要借助

数据来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几次

民工潮，农村越来越空心，城市

化率越来越高。截止 2015 年，

有数据显示城市化率已达到

56%。但是面对中国人口众多的

国情，即使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

达到发达国家的普遍水平，仍然

会有几亿人口长期生活在农村，

并且随着年轻人进城，留下来的

老弱病残更需要完善的公共服务

来保障。但是目前公共财政在城

乡公共服务的投资却是不均衡

的，这样说可能太抽象，举个例

子，笔者曾到过某县，在县城翻

修了三所小学，办学条件得到了

改善，所以该县那年的统计公报

上，教育数据都很乐观。但是现

实的情况却是，该县大量的乡镇

小学和教学点的办学条件并没有

改变。投资城市，从宏观数据上

来看，确实是可观的，但其实真

正需要改变的那一小部分却并不

是很乐观。

从工业化开始到现在遍及全

球的Made in china，一直以来都

是农村在承接城市的部分用人成

本。即使撇开城市能否提供如此

大规模的产业工人不说，花在进

城农民身上的这部分用工成本，

远远低于同期聘用城里人的成

本。当年农村勒紧裤腰带支援城

市建设，后来又源源不断地输送

农民工，“工业反哺城市”，效

果有多明显暂且不说。其实比起

“反哺”，我觉得“分享”其实

更现实，共享相同的公共服务。

不久前，有位农民大伯对笔者感

叹，农村老人每天的补助太低

了，都不够一天的饭钱。有时候，

遇上干旱、台风等自然灾害，虽

然政府会全力救灾，但总心疼自

己的庄稼，心里不舒坦。经济快

速发展了这么多年，早已颇具抗

灾能力，经济的安全性在城市并

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但是在农

村，农业经济的安全性不可避免

地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所以给

予农村完善的保障才能让留守的

人放心。

首先，生活方式的演变凸显

价值冲突。第一代农民工，对于

固有的生活方式有着根深蒂固的

观念，而新一代农民工则在逐步

演变，甚至已经融入了城市生活

方式。笔者今年七月份到湖南某

乡镇，发现镇上不足两公里长的

街道，前前后后有22家“茶馆”

（其实就是麻将馆），附近村庄

的居民只要有闲暇时间差不多都

在这里打发。对于这里的居民来

说，或许在闲暇时间里可以打麻

将就是件幸福的事！同样的，曾

经笔者提到过的广州珠江南岸的

某村庄，也全是麻将馆，租住在

村里的工人下班后、休息日也差

不多都在这打发时间。但是这些

麻将馆内很少见到年轻人，甚至

有时候年轻人还会到村委会投诉

麻将馆扰民，从口音上来分辨也

基本上没有本地人。闲暇时间打

麻将，只不过地点从农村变成了

城中村，而真正的城里人，他们

眼中的幸福是闲暇时间可以去郊

外爬爬山、呼吸新鲜空气，而这

种方式同样是年轻一代农民工所

追求的，所以周末的广州白云山

上能看到很多年轻人。除此之

外，KTV、电影院、图书馆也是

大多数年轻人的选择。对于年轻

一代，老一代农民工有时候会不

解地问：“为什么从山里出去的

人进城后还是那么喜欢爬山？”

第一代农民工从生活方式上就融

不进城市，新一代虽然从生活方

式上融进了城市，但是还有住

房、户籍等诸多限制！

户籍是百度百科上给予“市

民”定义的一项标签。这无疑阻

挠了大多数进城的人变为市民。

除此之外，还有住房问题。年轻

人会成为住房需求和购买的主

力，但是过高的房价也让他们不

得不面对现实的生活。虽然现在

很多城市强调包容和共享，但是

以何种方式去获得这种包容和共

享却并不明确。城乡间地理上的

界限尚容易抹去，难的是心理上

的界限。当挤在城中村的青年抬

头仰望高楼大厦时，不会有人相

信他（她）是市民了。虽然现在

有机会落户城市，但是隔离确实

始终存在，虽然城市在反对这种

隔离，但是现实的房价还是将之

与真正的市民分开。城市容量在

扩大，市民队伍在增加，城市公

共服务总量必须跟上，一个包容

性的城市应该是供给跟着需求

走，而不是限制供给总量，抑制

需求进入或者抬高需求价格。

这些年，农村在承接城市用

工成本上所获得的收入的确比在

同期的农村多，但这并不足以支

撑他们转化为市民生活。在城乡

间的流动归根到底还是农村生活

，城市的生活资源和服务不往农

村流通，城里人即使返了乡，也

不敢留下来，找不到留下来的理

由；同样，如果城市不给进城人

均等的公共服务，农民想要转化

为市民就不可能，城乡的有效融

合和居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就不

能实现。虽然在政治权力上，已

经是平等的，但是经济基础才是

最首要、最现实、起决定性作用

的因素。

钱钟书说过：“城里的人想

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这句

话若是套用在当前，也反映了城

乡体制的窘境，如果要打破围城

，还需政府积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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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親子教育

孩子你今天快樂嗎?

中国妈妈常说：“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德国妈妈却常问孩子：“你今天快乐

吗？”而且，德国幼儿园也没有类似中国的

“学前教育”。

最近，一位刚搬到德国的中国妈妈焦急

地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儿子今年5岁了，

来到德国幼儿园什么也不教，整天只让孩儿

玩儿。虽然孩子很开心，但作为家长我挺担

心的。”

实际上，德国《教育法》明文规定，幼

儿园不得传授以知识为主的“学前教育”。

德国孩子一般 3岁可以上幼儿园，为期 3年。

幼儿园没有全国或州统一的教学大纲,每个幼

儿园的教学目标与方案都由老师们自主决

定。老师“不准”进行语、数、外各种知识

教学，“不准”布置家庭作业。德国幼儿园

就像一个游乐园，处处充满“野性”。园内

空地很多是沙泥地。走进教学楼， 每个班的

教室布置得就像个“大家庭”，地面铺上大

地毯，孩子可以在上面坐着看书，甚至打

滚。教学楼内还有很多“小工厂”，如厨房、

缝纫室、机械车间等，从而锻炼孩子的动手

能力。园内也有“琴棋书画”教室，但更多

的是“玩艺术”，乐器都是口琴之类的简单

乐器。当然，植物园、体育馆也是德国幼儿

园的“必备品”。

孩子们除了“边玩边学”，还有一个重要

的目标——认识社会。他们参观警察局，学习

如何报警；参观消防局，跟消防员学习灭火、

躲避火灾等知识；参观市政府，认识市长，看

看这个为他们服务的市长是什么样子。

德国柏林幼儿教育专家舒瓦茨告诉记

者，德国没有“学前教育”，更没有学前

班，只有上了一年级才开始进行读、写、算

等基础知识教学。这样，孩子可以在幼儿园

期间，在各种愉悦的教育情境中触碰知识，

培养学习兴趣，了解周围的世界和人，锻炼

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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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父母都喜欢孩子的学习

成绩优异，但是由于孩子贪玩、

学习费力、精神不集中等多种原

因导致孩子厌倦学习，对学习没

有兴趣。这时，父母们就要主动

站出来助力孩子，帮助孩子重拾

对学习的兴趣。那么，父母们如

何才能帮助孩子学习呢？首先，

家长们要让孩子轻松地学习。

当孩子觉得学习不再是一种

“挑战、累赘”时，孩子们就不

会对学习产生那么强烈的反感

了，那么，如何让孩子轻轻松松

地学习呢？

首先，要让孩子做一些自己

会的题。如果孩子不自信，父母

们可以让孩子做一些以前做过的

题，让孩子有一种“做题一点也

不难”的想法，激发孩子的自信

心，让孩子敢于面对挑战。如果

孩子时间充裕的话，父母们可以

让孩子主攻一门功课上，让孩子

体验满分的成就感，让孩子感受

成功的喜悦。

其次，让孩子对学习的印象

不再是“痛苦”。很多孩子都学

习很排斥，感觉学习是很痛苦，

不想在接触学习了。这时，父母

们要对孩子采取心理安慰，减轻

孩子的学习压力，比如对孩子说

“别勉强！”等。可以为孩子制

定一个轻松的时间表，让孩子每

天学习一个小时。不过，对于孩

子的学习，父母们千万不要采取

命令式的方法，而是采取提议式

的方法，让孩子知道父母也很尊

重自己的想法。

最后，在学习中加入“游

戏”的因素。每个孩子都希望玩，

父母们可以利用孩子爱玩的乐趣

来帮助孩子学习。父母可以讲趣

味游戏引入学习，通过锻炼脑力

的文具帮助孩子提高智力，通过

抽签的方式让孩子选择学习。

以上内容是关于如何让孩子

轻轻松松地学习的介绍，要想了

解更多亲子教育相关信息内容，

请随时关注唯学网亲子教育频

道，小编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更新

跟进最新信息。

如何改善處于青春期孩子的緊張關系?
当孩子处于青春期的时候

身体和心理都会发生变化，

孩子也开始有了自己的主意

和想法，不再是父母眼中的

“乖宝宝”。很多父母由于

在亲子教育方面处理不当，

导致亲子关系变得紧张。那

么，对于孩子处于青春期阶

段，父母们该如何有效的改

善亲子关系紧张呢?

为什么孩子处于青春期阶

段就开始不听话了呢?那是由

于孩子长大了，当孩子处于青

春期的时候，无论身体上还是

心理上都将发生变化。小时候

对事物没有分辨能力，对父母

的要求都会一一照做。而到了

青春期，孩子开始“苏醒”了

。自我意识也增强了，可以用

自己的方式去分辨事物。而父

母对亲子教育观念和方式却还

停留在孩子少儿阶段，当父母

向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说教时，

孩子会认为，父母永远把自己

当成个孩子看待，致使引发亲

子间的矛盾和冲突。其实，孩

子真正需要是父母给予的尊

重、平等、自由。

那么如何能改善亲子关系

紧张的问题呢?专家分析，要

想改善亲子紧张关系，家长

就要先改变自己的亲子教育

方式。

首先，父母们要以身作

则。但孩子处于青春期阶段时，

父母们不要总对孩子采用说教

的方式教育。对于孩子来说，

说教会让孩子产生一种居高临

下的感觉，会让孩子不耐烦。

父母们要使用更有说服力的身

教，比如，家长们每天玩电脑

没有节制，却要求孩子不准玩

电脑，只能专心学习。这时，

孩子就会产生叛逆的心理，

“为什么父母能玩，而我不能

玩”。所以，父母在教育孩子

的时候，首先要以身作则。

其次，父母们不要总用命

令的语气来教育孩子，而是用

提议、商量的态度与孩子沟

通。由于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

父母们总会用命令的语气要求

孩子做某些事，但青春期的时

候，孩子会对父母的命令式方

法产生排斥，甚至是反抗。如

果父母能换个方式，将命令式

改为商量式的话，可想而知，

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此外，父

母们也不要在孩子面前唠叨，

可以把唠叨的话语改为关爱，

相信这种无条件的爱可以软化

孩子与父母之间的矛盾。

最后，父母应学会放手，

让孩子自由。

严厉的管制让

孩子觉得透不

过来气，长而

久之，孩子开

始追求自己的

内心与父母进

行 对 抗 。 其

实，父母们应

该站在孩子的

角度上思考，

孩子已经有判

断的能力，如果长期压制孩

子，孩子会想挣脱，寻求自己

的空间。所以，家长们放开

管制的“绳索”，让孩子学会

负责，给孩子锻炼的机会，让

孩子有一个自由的空间。

以上内容是关于如何改善

处于青春期孩子的紧张关系的

介绍，要想了解更多亲子教育

相关信息内容，请随时关注唯

学网亲子教育频道，小编会第

一时间为大家更新跟进最新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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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最爱听的话之“不要急”

1 什么情况下说这句话？

孩子自己的东西不小心遗失时，

父母可以对孩子说：“不要急。”

2 学会用这句话激励孩子：

四岁大的罗娟一直在找她的那

个闪闪发亮、粉红色的溜溜球，她

最少问了八岁大的姐姐十次了：

“罗兰，我的溜溜球在哪里？你有

没有拿？”

“不要急。再找找看。”妈妈

安慰罗娟说。

在经过一段细心的寻找之后，

罗娟终于在一个柜子的暗处找到了

那个溜溜球。

这时候，妈妈就说：“找东西

不能着急，如果着急，什么东西也

找不着。”这真是一个语义双关的

教育语句，意在告诉孩子，凡事都

不能凭性急去解决问题。

王进的一道数学题做了快一个

小时了，仍然做不出来，急得他头

上直冒汗珠，并不断地用手拍桌

子，时不时还站起来直跺脚。 爸

爸看他这个样子，忍不住走过来安

慰和鼓励他说：“不要急，静下心

来。你只要沉住气，就一定会做出

这道习题的。”听爸爸这么一说，

王进的心情略好一些。他稍微休息

了一下之后，重新进行了运算。很

快，这道难题被他做出来了。他高

兴地对爸爸说：“爸爸，你说得很

对！不要急，就能做出事。我就是

太心急才写错了一个数字的。”

其实不光是小孩子，我们大

人也一样，当一件事情做了多次

还不成功时，难免会起急冒火，

而且，越是急躁，事情越是没有

头绪，越会乱得如一团乱麻。因

此，这时能够静下心来，好好思

考一下，无疑是最好的办法。所

以，我们要告诉孩子，遇事保持

冷静，临场不慌，绝对是解决问

题最好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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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意外，村上春树依旧是

诺贝尔奖的“陪跑者”。但至少

鲍勃 · 迪伦的获奖能让他燃起另

一个希望：靠跑步，我也能跨界

拿个金牌

从 1982年开始，村上春树每

天持续跑步至今，而且每年至少

参加一次全程马拉松。跑步是他

日常生活节奏的一部分，也是他

作家灵魂的最好诠释。

或许你多少听说过他的故

事，或许你早已耳闻那本被跑友

称为圣经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

些什么》。

但是你知道跑步还有哲学

吗？村上在杰· 鲁宾的书《倾听

村上春树》中就描述过他跑步的

12条哲学。

1.坚持的哲学

萨默赛特 · 毛姆写道：“任

何一把剃刀都自有其哲学。”大

约是说，无论何等微不足道的举

动，只要日日坚持，从中总会产

生出某些类似观念的东西来。我

也衷心地想对毛姆的观点表示赞

同。

所以作为一个写作人，抑或

作为一个长跑者，就跑步来写些

个人的、点点滴滴的文字，还公

开出版的形式发表出来，也算不

得太过离经叛道。

2.输赢的哲学

一开始我就打过招呼，说我

不是好胜厌输的性格。输本是难

以避免的。谁都不可能常胜不

败。在人生这条高速公路上，不

能一直在超车道上驱车前行。然

而不愿重复相同的失败，又是另

一回事。

从一次失败中汲取教训，在

下一次机会中应用。尚有能力坚

持这种生活方式时，我会这样做。

3.独处的哲学

希望一人独处的念头，始终

不变地存于心中。所以一天跑一

个小时，来确保只属于自己的沉

默的时间，对我的精神健康来

说，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功课。

至少在跑步时不需要和任何

人交谈，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

需眺望周围的风光，凝视自己便

可。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宝贵时刻。

4.自由的哲学

请允许我说一点私事。觉得

“今天不想跑步”的时候，我经

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你大体

作为一个小说家在生活，可以在

喜欢的时间一个人待在家里工作，

既不需早起晚归挤在满员电车里

受罪，也不需出席无聊的会议。

这不是很幸运的事儿么?

与之相比，不就是在附近跑

上一个小时么，有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脑海里浮现出满员电车和会

议的光景，再度鼓舞起士气，我

就能重新系好慢跑鞋的鞋带，较

为顺利地跑将出去。

“是啊，连这么一丁点事儿

也不肯做，可要遭天罚呀。”话

虽然这么说，其实心中有数：甚

多的人，认为与其每天跑一个小

时，还不如乘着拥挤不堪的电车

去开会。

5.初心的哲学

下次参加全程马拉松，我要

回归初心，从零出发，发奋努力；

周密地训练，重新发掘自己的体

力。将每一颗螺丝都仔细拧紧，

看看究竟能跑出什么样的结果来。

这就是拖曳着痉挛的脚步蹒

跚在寒风中、被许多人超过时，

我心中想的事情。

6.磨炼的哲学

当受到某人无缘无故（至少我

看来是如此）的非难时，抑或觉得

能得到某人的接受却未必如此时，

我总是比平日跑得更远一些。

跑长于平日的距离，让肉体

更多地消耗一些，好重新认识自

己乃是能力有限的软弱人类——

从最深处，物理性地认识。并且，

跑的距离长于平日，便是强化了

自己的肉体，哪怕是一点点。

发怒的话，就将那份怒气冲

着自己发好了。感到懊恼的话，

就用那份懊恼来磨炼自己好了。

我便是如此思考的。

能够默默吞咽下去的东西，

就一星不剩地吞咽进体内，在小

说这一容器中，尽力改变其姿态

形状，将它作为故事的一部分释

放出去。

7.享受的哲学

想就河流作一番思考，还想

就云朵作一番思考，然而心中却

是空空。我在自制的小巧玲珑的

空白之中、在令人怀念的沉默之

中，一味地跑个不休。这是相当

快意的事情，哪还能管别人如何

言说?

说起坚持跑步，总有人向我

表示钦佩：“你真是意志超人

啊！”说老实话，我觉得跑步这

东西和意志没多大关联。能坚持

跑步，恐怕还是因为这项运动合

乎我的要求：不需要伙伴或对手，

也不需要特别的器械和场所。

人生本来如此：喜欢的事自

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怎么也长

久不了。

8.打磨的哲学

每日跑步对我来说好比生命

线，不能说忙就抛开不管，或者

停下不跑了。忙就中断跑步的话，

我一辈子都无法跑步。坚持跑步

的理由不过一丝半点，中断跑步

的理由却足够装满一辆大型载重

卡车。

我们只能将那“一丝半点的

理由”一个个慎之又慎地不断打

磨。见缝插针，得空儿就孜孜不

倦地打磨它们。

9.超越的哲学

跑步对我来说，不独是有益

的体育锻炼，还是有效的隐喻。

我每日一面跑步，或者说一面积

累参赛经验，一面将目标的横杆

一点点地提高，通过超越这高度

来提高自己。至少是立志提高自

己，并为之日日付出努力。

我固然不是了不起的跑步

者，而是处于极为平凡的——毋

宁说是凡庸的——水准。然而这

个问题根本不重要。

我超越了昨天的自己，哪怕

只是那么一丁点儿，才更为重要。

在长跑中，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

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

10.完美的哲学

世上时时有人嘲笑每日坚持

跑步的人：“难道就那么盼望长

命百岁?”我却以为，因为希冀长

命百岁而跑步的人，大概不太多。

怀着“不能长命百岁不打紧，至

少想在有生之年过得完美”这种

心情跑步的人，只怕多得多。

同样是十年，与其稀里糊涂

地活过，目的明确、生气勃勃地

活当然令人远为满意。

11.灵肉和谐的哲学

所谓艺术行为，从其最初的

缘起，就内含不健康的、反社会

的要素。我主动承认这一点。

唯其如此，作家（艺术家）

之中才会有不少人，从实际生活的

层面开始颓废，抑或缠裹着反社会

的外衣。这完全可以理解。这样一

种姿态，我决不会予以否定。

然而我以为，如若希望将

写小说作为一种职业持之以恒

，我们必须打造出一个能与这

种危险（某些时候还是致命）

的毒素对抗的免疫体系。如此

才能正确而高效地对抗毒性较

强的毒素，换言之，才能建构较

为宏伟的故事。

12.小确幸哲学

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

在东京每天早晨健身跑时，常

常与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交臂而

过。

一连几年如此，自然而然地

就熟识了，相遇时便互相微笑致

意，然而因为腼腆，始终不曾交

谈过，连对方的名字也一无所知。

不过每天早上和她相遇，却

是当时的我小小的喜悦之一。连

这么一点小小的喜悦都没有，要

每天坚持跑下来，可不容易。

紀實文學

B5中美教育

中美教育差距，帶給我的6次震驚

孩子高一的时候，我们有幸接待了

一位美国私立高中的同龄女孩，共同生

活了一周。零距离的接触，让我从中美

两个同龄女孩子身上看到了我们教育的

差距，甚至能想象到孩子未来面对这样

的对手时，充其量也就是个高级打工

仔！——一位妈妈写在前面的话。

来中国游学的十几位孩子都是来自

Country Day School（乡村走读中学），

据说这个学校全部费用来自于富豪们的

捐助，只收合符条件的孩子，是标准的

贵族子弟学校。在经过若干个表格的事

无巨细的项目填写（细致到父母的宗教

信仰、饮食习惯）和层层审核后，我家

被确定负责接待其中一位女孩子。

第1次震惊

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子，个子比我

孩子高出一个头，瘦削高挑，皮肤白皙，

脸上露着真挚的微笑，非常动人。第一

顿早餐我为孩子准备的是扬州包子和小

馄饨，孩子们吃的很开心，美国孩子也

使用筷子，说是为了入乡随俗特地学习

的。在用餐尾声时，美国女孩跟我说：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早餐，非常谢

谢您！”给我孩子做了十几年的饭菜，

也没听到啥赞美。被赞美的感觉的确非

常美妙，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

不少。我第一次被惊到了。

第2次震惊

晚餐，我做了我最拿手的西红柿炒

鸡蛋、糖醋排骨等三菜一汤，我们边吃

边聊，非常开心。吃完饭，两个孩子依

旧在聊天，我开始收拾碗筷，美国女孩

连忙站起来对我说：“Can I help you?"

看着这个孩子真诚地样子，我连忙说：

“不用了，你们聊。”我的孩子看着我

忙碌了十几年都习惯了，基本是熟视无

睹。而美国女孩能为对方着想，瞬间做

出本能的反应，看来是习惯使然。我第二

次被惊到。

第3次震惊

我看到美国女孩子的护照已经很破

旧了，就很好奇地问：“你走过了哪些

国家？”美国女孩的回答让我第三次被

惊到了。“这是我的第三本护照，大概

走过了 30多个国家。”看着我惊诧的表

情，她解释说：“一般假期，我们学校

都组织同学出去游学。这次是第一次到

中国，主要去上海、南京、北京和西安。”

我在暗自佩服的同时不由得发问：“你

们这样周游世界，学习怎么办？”要知

道我们的孩子寒暑假几乎都在各培训点

啊。美国女孩看着我孩子一脸的羡慕

说：“我们平时的学习任务很重的，每

天回家的作业量是5小时。”

在聊到业余生活时，我了解到美国

女孩家庭的基本情况：爸爸在自己的企

业工作；妈妈基本是家庭主妇，不上班。

但是美国女孩强调她的妈妈很辛苦，要

负责家里的日常生活、草地、游泳池和

直升机的日常养护；哥哥负责洗碗和协

助妈妈搞卫生；她则是负责家里两条狗

和三只猫的衣食起居。一家人各负其责，

井井有条。我们家是爸爸、妈妈要上

班，妈妈还要负责全家的生活，孩子是

两耳不闻窗外事只管学习。在对家庭义

务和责任方面明显地我们差距很大。

第4次震惊

我第四次被惊到的是听俩孩子聊

天。我孩子问美国女孩子遇到最恐惧的

事情是啥？美国女孩子说是有一年的暑

假，几个家庭的父母把几个 10多岁的孩

子送到原始森林里，没给带水和食物，

没有床和帐篷，跟孩子们相约一周后来

接。那一周是这个孩子最恐惧的，也是

最刺激的。她告诉我孩子为了不挨饿，

他们生吃过抓来的老鼠。想想他们的生

存能力有多强！

第5次震惊

快要离开南京了，为了尽地主之谊，

给美国女孩尝尝最美味的中国菜，我们带

她到了南京最繁华的地段----狮子桥，点了

获国家金奖的"鸡煲翅"，当美国女孩明白

是鱼翅做的，她非常坚决地拒绝了这道

菜：“这道菜我无法接受，动物需要保

护。”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甚至是不近

人情。我汗颜之余，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第6次震惊

饭后，几个孩子相约到附近的电玩

城去玩，除了我孩子和美国女孩外，我

们还邀请了女儿的两个好朋友：两个小

才女。整个玩的过程我是听孩子跟我复

述的：“妈妈，太可怕了，美国人太厉

害了！一进电玩城，两个好朋友就上去

玩了，什么好玩玩什么。看得出平时繁

重的学习压力在这一刻被化解了。而美

国女孩子拉着我边走边观察什么游戏盈

利最大，转了一圈才锁定目标，美国女

孩子赢了很多游戏币，分给我们三个，

再去找自己感兴趣的游戏玩。”我这一

次不仅仅是惊了，简直是被震撼了：小

小年纪就知道如何做到利益最大化，处

处深思熟虑。

我们的孩子其实不比美国的孩子差，

只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学校、我们的

社会教育，把孩子们放在了温室里。很

难想象，温室里能培育出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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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学跳舞已经十一年了，四五岁就

开始了。昨天是她们舞蹈学校的“开放

日”，欢迎家长们去观摩，其实是让家长们

感受一下她们平时训练有多苦。这么苦，为

什么她能坚持十多年？答案是：兴趣。

下面两张照片是她们上次参加舞蹈

比赛是老师给小朋友班汇报表演时拍摄

的，看看那些孩子们，动作没有一个学

得 100％可是个个神气活现，精神十足，

充满激情：

在中国的孩子们如果学习舞蹈，更

强调的是整齐，统一，100％地拷贝老师

的动作。Google "儿童，舞蹈”图片，你

能看到很多这样童真消失了的照片：

女儿昨天的练习，有一段是爵士舞

，中间一大段两三分钟时间是和三个舞

伴自然发挥，没有指定的动作，让她们

根据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当时的心情去

自由舞动。看到女儿很流畅，自信，投

入地表演，我能理解她十多年的“苦练

”后面有多少“甜”。

这个例子很好地反应了中美教育方

式的不同：一个强调样板，纪律，统一

；而另一个是鼓励个性发挥，自由，独

立。

在美国，学习更重要的是学精神，

学能力，而不是内容。

创 新何尝不是如此？前些天在报上

看到说宁波市政府要出5000万培养出1400

个斯蒂夫！岂不知，斯蒂夫只有一个！成

批生产的还能是Steve吗？政府的好 意可

以理解。钱，不如用来去奖励创新的成功

者，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创新的队伍中去。

5000万，可以发十个诺贝尔奖了。可能是

没有办法找到适合得奖的人？那 么，

5000万，也该用到教育改革上面去，让学

校停止扼杀具有创新精神的孩子。

这些天还在继续看 Steve Job传记，

能总结出至少 10个中国的文化或者制度

扼杀 Steve这样人才的机会。过几天慢慢

写出来。

從美國學生
驚人的閱讀量談起
去美国读本科或研究生的中国

学生常常会为美国学生的阅读量感

到惊诧，事实上，美式教育的特点

之一，就是从小重视阅读，从中学

开始引导学生结合阅读写研究性论

文，这些能力最终成为美国学生的

最大优势。

在美国大学读了两年研究生，

最惊讶的是同班同学的阅读量和阅

读能力。第一节口述历史的方法论

课，教授布置的阅读量就是一二百

页。随后，老师指着一本300页 左

右的书说，“如果有余力，你可以

再读完这本书。”当时我震惊于美

国教育中阅读要求。全班同学有三

个人在除了几百页的阅读材料之外

读完了这本约300页的 书。占全班

同学的30%。

后来我和美国同学们交谈发

现，美国教育从小就比较重视阅读

能力。因此他们的阅读能力来自长

期的培养。

从小学开始，语文老师就会提

供各种不同的阅读材料让大家阅

读，然后根据阅读写作各种有意思

的论文。在高中时，他们做的研究

性论文更是大大开启了同学的批判

性思维。而这种思维更是中国同学

最欠缺的。

我逐渐明白，美国的教学方法

并不单纯看中阅读速度和数量，而是

着重构建阅读和思考之间的关系。

高中生的研究性论文

“医学协助死亡之思考。”这

是在新泽西的一所公立学校上九年

级的艾薇的研究性论文。九年级相

当于中国的高一。我惊讶于小小的

年纪，艾薇就需要写这样高深的文

章。艾薇告诉我，上了高中之后，

每一年她和同班同学都需要花一年

左右的时间写这样一篇大约20页的

“研究性论文”。

艾薇从图书馆借不同的书籍来

全面研究这个问题。其中重点的两

本 是 《 生 命 的 价 值 》 (Life’ s

Worth)和《合法的终结-医学协助死

亡的有限自由》 (Lawful exit- The

limit of freedom for help in dying)，

这是两本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

她经过阅读之后再结合其他的

阅读资料和视频资料得出自己的观

点。我看到老师的评分非常繁复，

一共分为语法、文章结构、观点的

逻辑性等等 10 项目评分标准，在

100分总分里艾薇得了91分。

“老师并不在乎你的观点是否

和她的一致。但是老师重视的是你

论证的过程是否扎实有逻辑性，能

否自圆其说。而一般有争议性的话

题比较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欢迎，因

为 这样有利于观点的反复论证。

老师甚至会鼓励你挑选本质上你并

不赞成的观点来写论文，来训练批

判性思维的能力。”艾薇说。

她们所说的争议性话题包括，

皮革工业是否严重伤害动物权益、

是否应该支持堕胎、种族歧视、枪

C支控制、同C性婚姻等。所有的

话题都是美国社会现在极具争议性

的社会话题。即使在今天的媒体电

视新闻上，这些话题也屡见不鲜。

“让我最受启发的不仅仅是自

己写论文的过程，而是同学之间的

相互评判。在写完初稿或者第二稿

时，我们有一个过程是把自己的文

章交给指定的一位学习伙伴。我的

学 习伙伴也会把他(她)的文章交给

我。我们会对双方的观点进行讨

论，就文章的严密性挑错。经过这

样一轮“同伴评判”，我会去除很

多文章中的问题。”

要强调一点，抄袭无论在哪个

阶段的教育都是严厉禁止的。老师

也会通过一个叫做www.turnitin.com

网站来看学生是否有抄袭的情况。

一旦发现抄袭存在，学生就会面临

被退学的危险。

阅读的写作贯穿着整个教育

美国的教学质量和学生所处学

区关联度很大，每个学区的教学质

量区别很大。但是总体来讲，美国

整个教育系统对阅读都非常重视。

艾薇一直在新泽西 Fort Lee上

学，属于很好的学区。她告诉我阅

读和写作从小学起就是非常重要学

习方向。

比如美国的中小学从来没有暑

假作业。但是老师会鼓励大家在暑

期阅读。可以读任何你想读的书，

然后交出阅读感想。有的学生会在

一个暑假阅读几十本书。

而正式上学时，英文的书籍阅

读会非常重要。艾薇告诉我，她九

年级的书单里有这样几本书，

Lord of Files. Romeo and Juliet.

Nights. A Raisin in the Sun. Good

play. Of mice and Men……都是有

名的著作。除了现代英文，老师有

时候还会要求学生读一些古典英文。

在布鲁克林一所公立高中上九

年级的男孩里昂告诉我，他们这个

学期的阅读大概是 12 本书，多于

500 页。其中的书目有 Taming of

the Shrew、 The Truancy、 Julius

Caesar等等。

除了阅读，英文老师会创建不

同类型的文章让他们写作，比如写

一篇议论文、写一封信、创作一首

诗、基于阅读写一段独白、基于阅

读创建一段对话。不同类型的写作，

让他们体会不同文体之间的区别。

现在在佛罗里达的某个艺术学

院上大一的露西告诉我，高中时她

同样被布置过很多基于阅读的写

作。但是也有很多自选动作，极大

激发了同学的创新欲望。这源于老

师鼓励创新型写作。她曾经写过一

篇文章，颇有些离经叛道。叫做是

《蒲公英到底能不能吃？》

“因为这个文章有些另类，很

受老师的重视。我找到了很多相关

的报道甚至纪录片来支持我的论

点。对于能否写这个题目？老师觉

得，只要不违反法律的话题都可

以。越新奇越好。”

标准化考试也最强调写作

很多国人以为中国的考试最注

重标准化考试，而美国教育中评分

标准更为弹性。而哥伦比亚大学教

育学博士齐潇颖告诉我，其实自从

奥巴马政府以来越来越重视标准

化 考试。首先是教学大纲的标准

化，然后是州为基础的标准化考

试。如果州不执行标准化考试，则

得不到联邦的教育拨款。而在标准

化考试中，各州都把英文以及英

文 写作列为非常重要的部分。

艾薇告诉我，“小学的州考，

就包括说明文写作，阅读和数学三

项！”而中学的州考，就变成了议

论文。很多老师除了应付日常的教

学，也会抽出时间专门应付州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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