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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地產經紀經驗，
為您爭取最高利益

保證短期買掉!

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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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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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天地

星期一

2016 年 12 月 12 日

Monday, December 12, 2016

B2

臥底自殺 QQ 群：對話觸目驚心 有網友爲輕生者出謀劃策
20 岁的湖南大学生小伟通过
QQ 群 和 网 友 相 约 去 峨 眉 山 跳
崖 ，小伟父亲李朝晖假扮女网友
卧底该 QQ 群，成功救下另一名
轻生者，但第二天，李朝晖就收
到警方消息：小伟已另约他人在
长沙双双跳楼身亡。
这起悲剧，揭开了一个不为
人知的群体：相约自杀群。他们
以自杀为主题建立 QQ 群、讨论
死亡、相约共同赴死。有些还在
讨论阶段，有些则如小伟和那个
19 岁青年一样，已经把潜在的隐
忧变成了事实的悲剧。
连日来，成都商报记者卧底
了多个“相约自杀群”，群内成
员之间约定自杀的对话，令人触
目惊心，甚至有网友还为轻生者
出谋划策，提供自杀攻略。
多位心理专家表示，现实中
有抑郁或自杀倾向的人，通过这
种 QQ 群聚集，不仅没有抱团取
到暖，反而将负能量进一步扩
大，相关部门应该加强监管并及
时关闭这些 QQ 群，切断负能量
传递通道。
多日来，成都商报记者通过
QQ 添加群进行查找，搜索一些
相约自杀的 QQ 群，结果令人震
惊，自杀 QQ 群数量不少，而且
相当活跃。
最初，记者通过“自杀”
“轻生”等字眼查找，但系统显
示这类群已被屏蔽，未能找到相
关结果。但只要换成一些比较隐
晦的字眼，如“相约生死”“求
死”“抑郁”“解脱”等进行查
找，结果发现其中不少 QQ 群为
相约自杀群。
其中，输入“相约生死”关
键词可以搜到近 100 个 QQ 群，根
据群介绍来看，至少有 10 多个为
相约自杀群；输入“抑郁”关键
词，可以搜到约 200 多个 QQ 群，
大部分群介绍为抑郁症患者交流
群，但加进部分 QQ 群发现其中
不少网友在“约死”。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随机申请
加入几个 QQ 群，全都很轻易地
通过了验证。在记者加入的“相
约生死解脱”“一心求死”“只
为求死”“抑郁社恐交友聊天互

助”“抑郁社恐焦虑强迫失眠”
等 QQ 群内，记者注意到，人少
的 QQ 群有一两百人，人多的 QQ
群多达近两千人。
其中，部分 QQ 群公告中直
接写着“本群为真约自杀群，不
要人多，大家还可以互相帮忙拉
人进。”“要约死的，带上地址
联系我。”还有一个 QQ 群公告
中称，“最近另外一个群走了很
多人，为了怕封群，本群为备用
群。”
在这些 QQ 群中，有很多人
用“生无可恋”“灰色世界”
“来生不再”等感情色彩灰暗的
词汇作为 QQ 昵称，更有不少群
友昵称改为更为直接的“地名+
约死”。
成都商报记者刚加进群中，
就有人私聊询问“约死？”“什
么时候走？”“要走吗？一起做
个伴！”还有人直接将记者又拉
进了另外的自杀群。
除了数量之大，不少 QQ 群
也都非常活跃，每天随时有人发
言，网友聊天内容极为触目惊
心，跳楼、吃安眠药、烧炭、割
腕……这些字眼随时映入眼帘。
其中，大家还时常探讨哪种自杀
方式痛苦相对小一些，更有人直
接上传一些自杀攻略。
从聊天内容来看，记者随机
加入的这些 QQ 群里都弥漫着负
能量。从注册资料来看，这些网
友来自全国各地，以 20 多岁的年
轻人居多。
在部分自杀 QQ 群里，当有
人声称要轻生时，有些网友会进
行劝解，但也有人会帮着出谋划
策。在其中一个群里，刚有位网
友询问该如何结束生命时，另一
位网友立即建议说，“烧炭比较
理想。”这位提建议的网友还特
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
个冬天。”
不过，这些自杀群里也鱼龙
混杂，有不少人纯粹是看热闹
的，也有些不怀好意的人趁机骗
取准备轻生者的钱财，甚至有其
他一些不良企图。
父亲愤怒
“没有这些 QQ 群，小伟肯

中興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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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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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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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人会走进自杀 QQ 理 扭 曲 或 者 受 到 挫 折 等 消 极 群
体，已经成为一种“坏情绪污染
有着较强悲观情绪的人
源”，不少人原本没有自杀的决
什么样的人会走进这样的轻 心，但在群里受到某种感染、诱导
生 QQ 群呢？峨眉山心理学会会 甚至“鼓励”而导致发生悲剧。
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魏艳介
“自杀是一个人在绝望状态
绍说，加入这种 QQ 群的人一般 下作出的举措，是需要非常大的
都是有着较强悲观情绪的人。比 勇气的。”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
如，生活中从小被养育者过度忽视 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黄匡忠教授
或有过被虐待经历、成长中遭遇 称，从社会心理学方面分析，单
到创伤性事件或身体疾病等原因。 独一个人自杀，不可避免要受到
据魏艳分析，这些问题在现 一些外界因素影响，可能很难下
实生活中没有得到他人的理解和 定决心或干脆放弃，但如果选择
关注，全社会对这些心理问题没 几个人一起相约自杀，就有相互
有给予足够重视，于是他们选择 促进的强化作用，自杀更容易实
去这样的 QQ 群，寻求被理解感 现，而且年轻人自杀多喜欢采用
和相似人群的情绪共鸣。
跳崖、跳楼等一些冒险方式。
“在 QQ 群里相互之间肯定
李伟认为，人都有一种从众
有情绪影响，但是 QQ 群之外， 心理。一旦有人选择网络相约自
他们向谁诉说？”在魏艳看来， 杀成功，就会在极短时间内给其
其实，网络相约轻生与传统轻生 他在压力中挣扎的青少年消极的
在起因上并无二致，产生轻生的 心理暗示，带来自杀的“连锁效
心 理 基 础 或 是 有 严 重 的 抑 郁 情 应”，甚至自杀方式也相仿。
绪，或是有悲观绝望的心理活动。
如何对抗网络相约自杀？
为什么选择群里相约自杀？
应当关闭自杀 QQ 群
在网络上，个人身份是隐蔽
对 于 QQ 群 相 约 自 杀 的 行
的
为，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
安徽某高校教师、国家二级 心副主任李献云认为，相关部门
心理咨询师李伟长期从事青少年 应该及时关闭那些鼓动和发起自
心理健康研究，曾专门关注过网 杀行为的 QQ 群，切断有自杀念
络相约自杀问题。李伟认为，这 头的人之间传递负能量的通道。
些人之所以选择 QQ 群相约，是 另外，相关部门可以组织心理危
因为在网络的虚拟社会中，个人 机干预专家，密切关注讨论自杀
的身份是隐蔽的、想象的、多样 的 QQ 群，对有自杀高危倾向的
和随意的，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准 网友及时给予心理疏导。
则和社会规范的约束力对其失效
李伟建议，相关部门应该
了。青少年由于心智尚未成熟， 加 大 网 络 监 管 力 度 。 从 技 术 层
极易沉迷良莠混杂的虚拟网络世 面 上 来 讲 ， 通 过 对 网 络 相 约 自
界。
杀信息的过滤、屏蔽等手段来净
加入自杀QQ群有什么影响？ 化信息；还要把预防青少年网络
负能量扩大，带来“连锁效 相约自杀，保护青少年不受网络
应”
不良信息侵害作为立法工作的
对此，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 重要内容。
士、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原所
在李伟看来，目前我国相关
长张侃介绍，有抑郁或自杀倾向 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特别是网
的人，深陷负面情绪在现实中求 络立法工作显得滞后。我们应该
助无门，自然想到虚拟的网络世 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网络监管
界抱团取暖，但这种抱团往往取 等方面的立法经验，做好对青少
到的不是暖，而是在群里相互碰 年网络相约自杀的预防工作。此
撞交流后，负能量被进一步扩大。 外，建立完善的自杀预警和干预
张侃认为，自杀 QQ 群是网 系统是消解青少年网络自杀群体
罗一些思想消极、精神颓废、心 的有效之策。
群？

定不会死”
在一个名为“相约生死”的
QQ 群里，网友“生无可恋”给
记者发来私聊信息，问“一起上
路吗？”随后，记者以一个意欲
轻生者的身份和他聊了起来。
网友“生无可恋”自称姓
林，今年 23 岁，来自福建漳州。
谈到轻生的原因，小林说，他身
体不好，有胃炎和鼻炎，长期生
病，几年前开始患上了抑郁症，
便有了轻生的念头，之前他也曾
吃过安眠药、割腕，但是都没成
功，全部被人发现救了下来。
小林说，他实在熬不住了，
已经下定决心去死，但是现在一
个人自杀已经没有勇气了，由于
害怕再失败，所以想人多点组团
上路才不会孤单。他向记者明确
表示，只要约到两三个人，就会
马上行动。
不过，在小林看来，QQ 群
里约死的有不少人都没有下定决
心，只是说着玩的。但是，群里
也有不少人的 QQ 头像再也不会
亮起，“他们已经走了。”
随后，记者对小林进行了劝
说。感觉记者并没有下定决心轻
生，小林未再与记者多聊，留下
一句“不想浪费时间”后，直接
把记者拉进了 QQ 黑名单。
小林并非个例。计划到峨眉
山跳崖轻生、后被民警救下的福
建青年阿水坦言，曾经他也试图
多结交一些乐观阳光的朋友，但
是都不能愉快地相处，自己内心
的痛苦他们理解不了，只有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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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群里，大家才会有更多的共同
话题，“但一个人去自杀确实没
有勇气，需要伴。”
11 月 25 日，李朝晖将儿子小
伟的遗体在长沙火化，带回了老
家冷水江，希望他早点入土为安。
李朝晖说，虽然小伟有抑郁
症，但是至少最近两个月，他们
父子俩沟通很好。后来，小伟加
入了几个“抑郁”主题的QQ群。
李朝晖说，小伟曾向他摆谈过加
群的事，还说自己在群里劝说过
9 个人“不要自杀”，但其中有 2
个人还是走了。听到群里有人相
约自杀，李朝晖曾要求小伟退出
这些群，但小伟没有同意。
“没有这些 QQ 群，小伟肯
定不会死。”李朝晖反复念叨，
“如果只是一个人，他哪来那么
大的自杀勇气啊？这些群，太可
怕了！”
在 小 伟 跳 楼 自 杀 的 32 楼 楼
顶，李朝晖看到，有很多杂乱无
章的脚印。李朝晖据此推测，在
两天两夜的时间里，想必他内心
也在挣扎，如果没有同伴一起，
他一个人肯定不敢跳。
料理小伟的后事之前，李朝
晖已经退出了潜伏的所有自杀
QQ 群，“太让人揪心了，我希
望借助成都商报呼吁相关部门加
强监管，坚决关闭这些 QQ 群，
不要发生更多悲剧。”
专家直击
网络相约自杀具有从众性
应关闭自杀 QQ 群 切断负能
量传递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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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男子因形似耶稣
非洲旅行受民衆強烈關注

澳大利亚背包客丹尼尔•
克斯托(Daniel Christos)来到
肯尼亚首都内毕罗时，因外
形与耶稣相像而频频被民众
拍照。自此，他被迫在“脸
谱”网上澄清自己：“我不
是耶稣，也从未假装是过。”
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珀斯
市的背包客赤着双脚，留着
长须，身穿飘逸的彩色长
袍，手持拐杖，赤脚旅行，
外形与耶稣非常相像。两周
前，他抵达肯尼亚首都内毕
罗，当地人看到他时都认为

是耶稣真人现身，或是为他
拍照，或是为他摄像，丹尼
尔不堪其扰，不得不在“脸
谱”网上声明自己不是耶稣。
据悉，丹尼尔原是一名
软件工程师，现在是一名背
包客。在一次电视采访中，
他用“极其热烈”一词来形
容他在内毕罗所受到的关注
度，并详述了自己的家族历
史，证明自己与圣母玛利亚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解释
说，因为原来的生活压力太
大，觉得自己不适合过“传
统”的生活，所以选择环游
世界。
他表示自己常常会因长
相和穿着，引起耶稣追随者
的关注，这也可以理解，毕
竟谁都不知道耶稣到底长什
么样，人们所知道的也仅仅
是教堂里挂着的画像而已。
坦诚地讲，我和耶稣的共同
点只是赤脚走路，仅此而已。

社交媒体上对丹尼尔照
片的多数评论是“友好的”，
但也有人评论说，这么像耶
稣，他可不可以再次飞起升
天。这让丹尼尔十分不爽，
他说，无论评论者是认真
的，还是在开玩笑，都希望
人们能保持对耶稣的敬意。

如此孝心？
女子为给父母买房 731 万元拍卖初夜
2015 年，一名女大
学生借款 200 万提前给
父母尽孝的消息仿佛还
历历在目，如今，欧洲
一名女孩竟决定卖初夜
给父母买房。据英国
《每日邮报》11 月 29 日
报道，18 岁的亚历山德
拉 • 客 弗 南 (Aleexandra
Khefren)决定将初夜以约
85 万 英 镑 ( 约 合 人 民 币
731 万元)的价格卖出，
她称父母 2017 年 2 月就
会流落街头，且他们已
无路可走，所以要为他
们筹钱买房，而自己去
牛津大学上学也需要用
钱。
在看了电影《桃色
交易》(影片中，百万富
翁盖奇用 100 万换取与
女主角黛安娜共度一夜)
后，亚历山德拉受到启

发，在一个应召网站上
登上了自己的广告。在
接受电视采访时，亚历
山德拉说，自己并不担
心赢得她初夜的人样貌
如何，认为这只是一场
交易而已，但她显然并
没有一个周全的计划。
此外，她还认为有能力
买她初夜的人一定都是
好人。亚历山德拉还说，
如果父母不知道这件
事，她永远都不会主动
告诉他们，因为父亲绝
对不会同意。
“脸谱”网的网友
们对此事的态度不一。
有人认为这是对年轻女
孩的误导，说这和卖春
没什么两样;还有人对亚
历山德拉的困境表示同
情和惋惜，说希望有人
能劝她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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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消毒不當
美國近六百老兵面臨感染艾滋風險
美国近 600 名退伍军
人本周接到通知：由于退
伍军人事务部为他们指定
的牙医消毒措施不当，他
们恐怕面临感染艾滋病、
肝炎等疾病的风险。
这起事件在美国社
会引发广泛震惊。美国
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
员会主席杰夫· 米勒 1 日
批评，这是“拙劣医疗
服务”的一个极端恶劣
的新例证。
美国军事网站(www.
military.com)2 日报道，位
于威斯康星州的美国退
伍军人事务部托马医疗
中 心 11 月 29 日 给 592 名
退伍军人致信称，由于
该医疗中心一名牙医在
过去 1 年里没有对医疗器

械进行妥善消毒，这些
退伍军人面临感染艾滋
病、乙型肝炎、丙型肝
炎等疾病的风险。
退伍军人事务部托马
医疗中心表示，将向这些
退伍军人提供免费体检;
如果其中有人确诊感染相
关疾病，退伍军人事务部

将向他们提供免费治疗。
退伍军人事务部在一
份声明里说，这名被发现
违规操作的牙医已经被转
派其他岗位，不再诊治患
者。有关部门将采取行动，
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截至本月 1 日，尚未
发现这些退伍军人中有人

感染艾滋病或肝炎。按照
退伍军人事务部的说法，
这些人感染相应病毒的几
率非常低。
退伍军人事务部托马
医疗中心主任维多利亚·
布拉姆表示，违反医疗消
毒规定的做法“令人不可
接受”，对卷入这起事件
的退伍军人及其家属“感
到非常抱歉”。
这并非美国退伍军人
事务部托马医疗中心首次
闯祸。去年，该医疗中心
被曝经常向患者提供过量
的镇静类药物，还造成一
名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因
药物剂量偏高而死亡。
布拉姆承认，该医疗
中心确实存在“有待改进
之处”。

泰國 3 歲龍鳳胎舉行婚禮
父母稱可避免厄運
泰国一对 3 岁龙凤胎
提卡特(Teekatat)和塔维萨
(Tawisa)在红统府由父母
安排举行婚礼。其父母称
这对孪生兄妹前世是情
人，今生需要与彼此结婚
以避免自身噩运，否则会
有一个孩子难逃一死。
其父母称，这对龙凤
胎前世是灵魂伴侣，但由于
一场可怕的悲剧而被迫分开
。他们作为孪生兄妹一起转
世并避开他们的噩运，以此
向守护神证明他们彼此深爱
永不分离。这对龙凤胎的母
亲萨斯(Sasi)称，作为父母
他们必须给孩子办婚礼，让
守护神知道他们相爱并且不
会分开。
在婚礼仪式上，哥哥
提卡特和妹妹塔维萨结为

夫妻。尽管他们穿上了传
统的泰国服饰，但是他们
看起来还是像刚刚学步的
孩子。新娘身穿带有金色
莎笼和金色腰带的婚服，
新郎身着白色衬衫，金色
裤子和绿色腰带。哥哥甚

至给了嫁妆——2.2 万泰
铢(约合人民币 4250 元)和
30.5 克黄金。村民和亲戚
都参加了这对兄妹的婚礼
。母亲萨斯补充道：“婚
礼的气氛非常轻松愉悦。
当地社区给了我们很多帮

助。”
然而，尽管孩子们已经
举行了正式婚礼，但是他
们在法律上仍是未婚的。
当他们长大以后，依然可
以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并与
之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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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好習慣，爸爸媽媽就是最好的老師
有一位妈妈发现孩子这几天
总是有点不耐烦，玩魔方玩到一
半，还没几分钟就把魔方丢了，
看书时也是一样。妈妈就问孩子
怎么了，孩子说，我学你啊！原
来，这位妈妈在写作时碰到不顺
的地方，就很不高兴的把稿子弄
成团，丢到垃圾桶。这个动作被
孩子看见了，就跟着妈妈学了。
这位妈妈赶紧跟孩子说“对
不起”，并不再在孩子面前表现
出不顺的神情了，果然过了几天，
孩子不耐烦的举动也不见了。
可见，要对子女进行成功的
教育，父母应先做出榜样，正如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
“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
自我教育。”家庭是孩子最基本
的 生 活 和 教 育 单 位 ，父母的言
行、举动，都是孩子的模仿源。
孩子最初的行为习惯都是从父母

那里学来的。因此，父母要特别
重视榜样对孩子的巨大影响，时
时处处为孩子树立好的榜样。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从前，有一对中年夫妇对年
迈的父母很不孝顺，他们把老人
撵到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居住，每
顿饭用小木碗送一些不好吃的东
西给老人。一天，他们看到自己
的儿子在雕刻一块木头，就问孩
子刻的是什么，孩子说：“刻木
碗，等你们年纪大时好用。”这
对中年夫妇猛然醒悟，把自己的
父母请回正屋同自己一起居住，
扔掉了那只小木碗，拿出家里最
好吃的东西给老人吃。小孩因此
也转变了对他们的态度，从此一
家三代和睦生活。
这个故事形象的描述了父母
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影响。常言
道：父母是孩子的镜子，孩子是

父母的影子，有其父必有其子。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些都
充分说明了父母以身作则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因此，做父母的若
想孩子做什么样的人，自己就应

该先做好什么样的人。
父母的言行是孩子最直接的
模仿对象。父母的言传身教，
对孩子的心理发展和品性形成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父母的言行举止都将在孩子洁
白无瑕的心灵上铭刻下难以泯灭的
痕迹，对孩子的思想、性格、品
德的形成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曾对父
母们说：“你们自身的行为在教
育上具有决定意义。不要以为只
有你们同儿童谈话，或教导儿童，
吩咐儿童的时候，才教育着儿童。
在你们生活的每一瞬间，甚至当
你们不在家的时候都教育着儿
童 。你们怎 样 穿 衣 服 ， 怎 样 跟
别人谈话，怎样谈论其他的人，
你们怎样表示欢欣和不快，怎样
对待朋友和仇敌，怎样笑，怎样
读报——所有这些对儿童都有很
大的意义。你们态度神色上的一
切转变，无形中都会影响儿童，
不过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如果
你们在家庭里粗野暴躁，夸张傲
慢或酩酊醉酒，再坏一些，甚至

侮辱母亲，那么你们已经大大地
害了你们的儿童，你们已经对儿
童教育得很坏了，而你们的不良
行为将会产生最不幸的后果。父
母对自己的要求，父母对自己家
庭的尊敬，父母对自己一举一动
的检点，这是首要的和基本的教
育方法。”总之，父母是孩子的
一面镜子，有怎样的父母，就有
怎样的孩子。父母若想成功地教
育自己的子女，必须以身垂范，
做孩子的榜样。
古人云：“以教人者教已”。
要求在孩子身上形成的品质和良
好习惯，父母都应具备。父母榜
样作为一种具体的形象具有强烈
的暗示和感染力量。父母的表现
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孩子的参照。
教育好孩子，重要的不是讲
大道理，而是为孩子做榜样，
让孩子跟着你做，身教重于言传！

如何培養寶寶冬天早起床的好習慣

天冷了，许多孩子都有赖床
的习惯，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温
暖的被窝，眼看着上幼儿园要迟
到了，妈妈在旁边是又着急又上
“火”。孩子之所以赖床有多方
面的原因，有的是不喜欢上幼儿
园，有的是没有睡够时间而被强
行叫起……究竟，孩子赖床怎么
办?家长要针对孩子赖床的不同情
况区别对待。
妈妈讲述：孩子爱赖床
每天喊孩子起床，真是件烦

人的事：如果问“家有儿女”的
父母，孩子什么问题最让他们头
疼，恐怕早上喊起床是其中的一
大烦恼。相信很多家长都有过每
天早上与孩子为了起床而“斗争”
的经历，尤其是开始上幼儿园的
宝宝，赖在被窝里不肯起来，让
原本就十分紧张的清晨时光变
得 更措手不及。为此，不少家
长 纷纷在网上发帖诉苦并探求
“良方”。
喊起床要使“十八般武艺”：

如何叫醒早上熟睡的宝宝去上幼
儿园？网友“辣妈 kiki”的发帖
引发了很多人的感叹。这位年轻
妈妈发帖时说：早上八点钟了，
宝宝还在温暖的被窝里呼呼大
睡，这也是我每天早上最为烦恼
的事情，到了这个时候都不知道
该要如何叫醒正在熟睡的宝宝。
强叫醒他，每天都要哭一下。于
是，每天折腾宝宝起床，就跟
“打架”似的，使出浑身解数，
哄骗棒喝全用遍，遗憾的是每次
都见效甚微，真是郁闷!
被孩子喊成“闹钟妈妈”：
小强妈妈一提及每天早上叫小强
起床的事也是烦恼不已。小强妈
妈发帖说，孩子已经上小学四年
级了，可每天总是喜欢赖在床上
不愿起来，在妈妈催了十几次，
连拖带拉下才慢慢地爬起来，穿
衣、洗脸、刷牙全部以慢动作进
行。每天打发孩子上学后，小强
妈妈巳弄得疲惫不堪，结果
还 ……
忙好的早饭孩子来不及吃：
市民张女士说起“孩子赖床”的
话题，感触最深的就是每天孩子

贪睡，结果来不及吃早饭让她既
心烦又心疼。张女士说，每天早
上，自己早早起来喊孩子，可是
每次都要闹得很不愉快，孩子才
会慵懒地从床上下来，忙了一清
早做好的早餐，往往因为孩子的
贪睡而无人问津，只有在上学的
路上，随便买点给孩子啃啃。
孩子讲述：赖床有原因
太阳已经晒到屁股了，孩子
却仍“赖”在床上，任由爸爸妈
妈“火冒三丈”，这是每天早晨
常见到的情景。如果在早晨最忙
碌的时候，父母还要大费周章地
叫孩子起床，对双方来说都是一
种折磨。
1、“我”的睡眠不足
晚上睡得太晚，造成睡眠时
间不足。研究发现儿童的生理时
钟运转模式与大人不同，在睡眠
品质良好的前提下，大人只要睡
8 小时就能神清气爽，儿童可能
得睡上 9 小时 15 分钟才能恢复体
力，幼儿可能还得睡上 10 个小时
才有饱足感。
2、“我”午睡时间过久
如果孩子午睡时间太长，或

睡午觉的时间接近傍晚，那么都
会让孩子在晚间精力旺盛，到了
就寝时间也睡不着，于是间接造
成晚睡、睡不饱的状况。
3、“我”睡不安稳
有些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会有
踢被子、翻来覆去或磨牙的情
形，这时家长要多多留意，看孩
子是否存在情绪上的问题或身体
不适，或是有其他环境因素干扰
了孩子的睡眠品质。
4、“我”被噩梦干扰
小宝宝也难免会做噩梦，一
旦惊醒就很难再入睡，即便能够
再睡着，睡眠品质也大大下降。
而除了做噩梦之外，还有很多原
因会导致睡眠障碍，比如担惊害
怕、心理压力大或身体不适等。
5、“我”养成了
惯性懒床
别说是孩子，就连大
人可能也说不出来赖床
的理由，可能是惯性或
喜欢赖在床上的感觉，尤
其冬天被窝的暖意，更
容易让人赖着不想离开。
6、“我”抗拒上

学或上幼儿园
部分孩子不喜欢上学或幼儿
园的直觉反应就是不想起床，不
想面对新的一天。因此，父母必
须了解是不是孩子在学校受到了
挫折，是不是被老师盯得惨，是
不是被同学欺负，或是有其他不
愉快的经历。
tips：家长切忌乱发脾气
其实，有些宝宝的赖床情形
并非特别严重，他们只是喜欢每
天在起床时和家长较量嬉闹一
番，只要家长方法得当，宝宝很
快就会爬起来。此时最需要家长
注意的就是，尽量不要对宝宝发
脾气，否则宝宝很可能大哭大闹
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反而惹来更
大的麻烦。

紀實文學

《煊赫舊家聲：張愛玲家族》
從曆史維度重新解構張愛玲，相府門風如何沿襲？
丰润张氏算得上百年来
有影响的家族，这个家族祖
孙两代出现了像张佩纶、张
爱玲这样的著名人物。
张佩纶是清朝名臣，光
绪年间“四谏”之一。中法
战争马江之役打了败仗，充
军察哈尔，获释后当了相府
贵婿。张佩纶与李鸿章爱女
李菊耦的婚姻一时被传为佳
话，《孽海花》生动地记述
了这件事。
张爱玲是张佩纶、李菊
耦的孙女，她出生时已进入
民国，前辈的光环早已褪
色。她从小便显露过人才
华，又早早逃出家门，年仅
二十多岁便以一系列传奇故
事震动文坛，是 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最红的女作家，后
一度沉寂。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
在一浪一浪的张爱玲热里，
她赢得了比李鸿章、张佩纶
更高的声誉。
张爱玲说得好，封建时
代的文人“是靠统治阶级吃
饭的”，“学成文武艺，卖
与帝王家”。（《童言无忌》）
丰润张氏、合肥李氏的先辈
都是耕读人家，直到张佩纶
的父亲张印塘、李鸿章的父
亲李文安才通过科举步入仕
途。张印塘病逝于镇压太平
军的战场上，张氏家族一度
中衰；随着张佩纶少年科举，
官场一路顺风，家族又兴旺
起来；马江之役失败，张佩
纶第一个感触便是“家声道
中堕”，幸而李鸿章与张印
塘的交谊帮了他，联姻又为
张氏家族注入新鲜血液。可
见封建世家的命运总是与时
代、朝政、科举、世谊、婚
姻联系在一起的。
剧烈动荡的近代社会也
在考验着世家大族，一部分
家族顺应潮流走上中体西用
的路子，合肥李家办洋务、
在通商口岸置产业、让子孙
学西文即是一例，张家自然

亦步亦趋。辛亥革命风暴席
卷全国，许多王孙贵胄遭没
顶之灾，张氏、李氏的后裔
只是断了入仕之路，仍能在
租界当寓公。这便是民国初
年遗老遗少多集中在上海等
几个城市的原因。
张佩纶与李菊耦的婚姻
使相府门风影响了张氏后人，
他们的爱子张志沂（号廷众）
与李鸿章一样饭后“走趟
子”，能将古文、时文、奏
章倒背如流，但时代决定了
他不能成为第二个李文忠公。
而只能当一个遗少。生活在
十里洋场的遗少们从不拒绝
西式的物质享受，住洋房、
坐汽车；也不放弃祖辈的特
权，抽鸦片、娶姨太太和家
长威严。两者的结合，只能
使这个家族更加腐朽。
终于有人向他们挑战
了，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
张志沂的妻子黄素琼（又名
逸梵）、妹妹张茂渊走出家
门，出洋留学，成为时代新
女性。她们带回了西方文明，
于是围绕着张爱玲的培养和
教育，出现家塾和学校、闺
秀和淑女、中学和西学之争。

本书以张爱玲为线索来回溯
张氏家族史，很大程度上便
考虑到集中在张爱玲身上的
家族矛盾，实质上反映了两
种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是
时代的矛盾。张爱玲后来写
的小说既传统又现代，也正
是这个转型期中西文化相互
冲撞和相互包容的结果。
张爱玲步入文坛时，进
入她眼帘的是她周围的世家
大族无一例外地走向没落。
旧式世家大族没落的原因，
首先是他们无法适应变化了
的世界，做官无门、经营乏
术是普遍的苦恼，而在他们
身后站着有政治后台的新豪
门，他们只能从世代传承的
领地退出，李鸿章嫡孙李国
杰将招商局让给四大家族即
是一例。其次是封建主义加
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
刺激了他们的欲望，而他们
只能卖土地、卖房产，从根
本上动摇了世家大族的经济
基础。张家是这样，李家是
这样，任家（张爱玲六姑奶
奶家）、黄家（张爱玲舅舅
家）无不如此。第三是强烈
的物质欲望造成家族成员的

道德沦丧，维系世家大族的
精神纽带彻底崩溃。第四是
新思想的出现，家族中一代
又一代人挣脱家族桎梏，走
向新生。
丰润张氏的几位女性——
张爱玲的母亲、姑姑和张爱
玲本人都先后离开家庭，成
为旧家族的叛逆。
张爱玲知道，原属于她
和她的家族的世界在破坏
中，更大的破坏还会来，所
以她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充满
鸦片烟气味、没有希望的
家。但她自幼年起受的教育
和参差对照观察事物的方
法，又使她在回首眺望时，
产生了依恋和凄凉的身世之
感。她写的小说，不管是上
海故事或是香港传奇，都笼
罩着苍凉的气氛。她同情在
旧式家族中苦苦挣扎的男
女，为那个时代写下了一曲
曲扣人心弦的挽歌。
相府门风虽然影响了张
家，但并不意味着丰润张氏
没有独特的思想和性格的传
承。从张佩纶到张爱玲，中
国文化人的清高和孤傲都体
现得十分明显，趋时和避世
之间也掌握得恰到好处，这
是与李鸿章一味热衷权势的
最大的不同点。当然，祖孙
两代人因时代不同、性别不
同，表现也就有了差异。
张爱玲是张氏家族中最
后的贵族。有人说，“就是
最豪华的人，在张爱玲面前
也会感到威胁，看出自己的
寒伧”。又有人说，“只有
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
夺目的喧闹和极度的孤寂”。
张爱玲一生留下了许多谜，
为破释这些谜，无数“张迷”
们千方百计走近张爱玲。
本书就是从她豪华家族
对她影响的分析中，打开一
条能读懂张爱玲的新路。因
此本书既是丰润张氏的百年
家族史，也是从另一角度写
的张爱玲传。

《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

全面且激動人心的書
在《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
（1994）和《哥伦比亚简明中国传统
文学精选》（2000）之后，《哥伦比
亚中国文学史》想要扩充这两大（广
泛使用的）读者群。由梅维恒主编，
这一单册中国文学史的 55 个章节按
照年代编排，同时穿插专题章节。实
际上，仔细看一眼章节就会发现手头
的这本书遵循了“文史哲不分家“的
传统名言，也就是说文学、历史和哲
学应该被放在同一个研究领域而不应
分离开来。因此这里历史的视野远远
超出传统上文学这一标题所包含的视
野。人们在这样一本书中除了期待这
些主题（各种类型和时期的诗、散
文、小说、戏剧）之外，幽默、谚语
和修辞历史和哲学性的书写、训诂学、
文学理论和批评、传统小说评论，此
外还有流行文学、信仰对文学的影
响、女性角色和与非汉语言和汉民族
人们（少数民族、朝鲜、日本、越南）
的关系等也是个别章节的主题。
大部分章节由这些领域中的领头
专家写就，信息量巨大但又简明扼
要。此外，很多章节非常发人深思，
以至可以激发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
会引向一个迄今为止被忽视亦或是没
有太多记录的更有针对性的研究。从
这个意义上来看，《哥伦比亚中国文
学史》也可以被视为让近现代中国文
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长远发展的一个
潜在的主要推动力。由于这册书的目

的是让普通读者更加清楚中国文学传
统的丰富性，因此将多数章节称为对
具体发展状况的概述可能会更合适，
而这些概述则可能激发读者参阅更多
专业出版物。
这册书的补充说明中包含大量的
术语表、索引、对于延伸阅读的有用
建议和一本在线文献目录（见 http://
ccat.sas.upenn.edu/chineselitbib）。正文
部分经过了精心编辑，人名上添加了
个人简介数据，同时提供有书名和中
文术语的翻译。
在课堂上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哥
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之后，我们可能
要多说一句，对引用和资料来源的更
详细的说明将更令人满意。出于实际
的考虑，延伸阅读的建议不能替代重
点突出且详细脚注和尾注。考虑到这
本书的规模，以下情况或许可以得到
理解：不提供类似的文档，但从读
者 ——尤其是学习者——的角度来
看，引用来源的缺乏使得追溯特定作
者的观点并将其置于更宽阔的汉学学
术框架中研究比较困难。
尽管如此，《哥伦比亚中国文学
史》确实是最全面的介绍中国文
学——包括近代和现代文学——的单
册书。不言而喻，没有图书馆可以承
担不让这册令人印象深刻的书为读者
所用的代价，而对中国文学有浓厚兴
趣的读者中也没有人能够忽视这本全
面且最激动人心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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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國幼小銜接怎么做？
幼儿面临多次转变，从学
步儿童到进入幼儿园，再从幼
儿园进入小学一年级。美国的
幼儿园已被纳入公共教育系统，
专门招收 5 岁幼儿，附设在公立
小学和私立小学中。大多数的
州开始在小学内设置前幼儿园，
招收 4 岁的幼儿，少量的州也招
收 3 岁幼儿。从幼儿园进入小学
的幼小衔接是幼儿转变中的一个
重要阶段。
在美国，人们越来越认为
“学校准备”不仅影响幼儿入
学后的状态，也影响学校教育
所 有 儿 童 的 能 力 。 2001 年 ， 美
国政府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
落后》的教育法令，目的是改
革从幼儿园到 12 年级的教育，
改革的重点是明确责任，严格
各州的标准。联邦政府将学前
教育中的阅读和幼小衔接作为
优先发展的领域。

美国的研究人员研究表明，
三个重要的因素影响幼小衔接能
否成功：幼儿的技能及先前的经
历、幼儿的家庭环境、幼儿园的
课堂教学实践。那些经常为子女
提供社会适应机会的家庭的幼儿
过渡较为顺利。发展性的合适的
课堂实践有助于帮助幼儿轻松愉
快地升入小学。为促进幼儿的顺
利过渡，美国从两个方面采取对
策，一是从宏观上整合系统或促
进系统的合作，学校做好幼小衔
接工作，另一种做法是幼儿园帮
助幼儿做好准备。
在学校做好准备以帮助幼
儿适 应 方 面 ， 美 国 主 要 有 两 条
途径：一种是设置从托儿所到 3
年级的学校；另一种是学前教
育系统与学校系统之间的整合。
长期以来，美国都是将幼儿园
到小学 5 年级作为一个学段。在
越来越多的公立学校设立招收 4

岁幼儿的班级(有些时候也招收
3 岁 幼 儿) 的 背 景 下 ， 为 促 进 学
前教育和小学的连续性，美国
设计了一种“P-3 学校”。这种
学校精心设计了满足幼儿需要
的设施、教学日程和教育方法，
采用了一系列的标准和课程，
力图将学前教育完全整合进学

超 50%大學生暑假宅在家：
拿什么來拯救他們的宅
上个学期，笔者牵头组织了
一个创业社团，在招募学生的时
候，第一个条件就表明：暑假是
要留校工作的。结果，不少来面
试的学生“悻悻而逃”。放假
前，20 多人的团队中最终确定留
下来的也就个把人而已，大部分
还是选择了回家。
对这样的结果，笔者是有
心理准备的。回想一下，当年
的我们差不多也是如此，一到
快放假时就归心似箭，巴不得
一天之内就考完试，然而真正
回到家几乎也是无所事事，吹
着空调、吃着西瓜、“宅”在
家上网，最后还要受到家长们
的数落和嫌弃。
最近，中国高校传媒联盟
在来自全国的 1937 位大学生中
发 起 投 票 ， 结 果 显 示 ， 55.06%
的大学生表示暑假基本“‘宅’
在 家 刷 手 机 度 过 ” ， 72.87% 的
受访大学生对暑假作过规划，
但 45.15% 的 受 访 者 认 为 规 划
“执行较差”。在暑假满意度
问 题 上 ， 36.22% 的 受 访 大 学 生
对自己的暑假生活表示“满意
”，而“不满意” 的主要原因
包括“自制力差，有惰性”
“计划落空”“没有明确规划”。
可以说，暑假“宅”就是国
内大部分大学生的真实写照，而
这种现象，在高职学生中尤甚。
但是，两个月的时间纯粹“宅”
着刷手机度过，总归给人一种无
所事事、颓废的感觉。这让笔者
想到中国青年报曾有一篇文章
《八成日本大学生都做兼职》，

作者提到无论家境好坏，她所认
识的日本大学生里在做兼职的占
了八成左右。日本高中生一旦年
满 16 周岁，就被准许在规定时
间内打工，日本的高中下午 3 点
就放学了，然后就可以自己支配
时间。
当然，脱离了现实的文化环境，
单纯地比较一个调查结果，似乎
也并无实际意义。对国内的高中
生而言，高考就是一切，生活上
的各种“琐事”都由家长来包
办，学习之余并没有养成兼职打
工的习惯，未能及早地独立开
来。据了解，日本的大学很少有
学生宿舍，去外地读书往往都要
租房，这无疑提高了生活成本，
而大部分家长只提供学费和房
租，生活费不得不由学生自己出
去想办法赚取。在国内，大多数
学生的一切花销基本上都是由家
长全部提供，大学生在学校里过
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一直要到大
学毕业、找到工作之后才能逐渐
实现经济独立。
此外，一个客观的原因还在
于商业、经济环境不一样。日本
发达的商业经济，给大学生提供
了很好的外部环境，找兼职相对
容易，作者刚去京都一个月，就
通过招聘网站找到了兼职。而在
国内，大学生整体就业形势严
峻，毕业生找工作本身就面临不
少困难，能够提供给大学生实习
的单位更是少之又少，对实习机
会的竞争同样激烈。
站在学生的角度，我们当
然 能从情感上理解大学生暑假

“宅”的事实，但这并不代表我
们对此就该彻底放任，无力去
改 变 现 实 。由于家庭环境、经
济基础多有不同，每个家长对
孩子的期望和教育方法并不一
样，这也造成有些学生独立较
早，有些较晚，但可以肯定的
是，独立意识需要从小开始培
养，在以应试教育为背景的环
境下，更多地有赖于家庭教育
的有效引导，大学生对自己的
暑假生活缺乏规划，也是家长
早期完全包办、不及早放手的
一个不良后果。
其次，社会和政府相关部门
也需要共同发力，给大学生提供
更多专业对口、含金量高的实践
机会。据报道，为破解大学生
“实习难”“就业难”问题，团
广东省委和展翅网联合共同发起
了“展翅计划”，专门募集大学
生暑假实习岗位，已连续实行了
3 年。2016 年的“展翅计划”与
广东省内超过 4 万家企事业单位
达成合作，并发布优质岗位高达
156593 个。相较而言，这样的探
索在全国范围内的各省市地区来
说，还是较少。
暑假究竟该怎么过，方式多
样，内容多元，对有思想、独立
性、执行力较强的学生来说并不
是个问题。但对不少大学生来
说，暑假“宅”不过是平时上学
宿舍“宅”的一种延续，根本的
原因还是缺乏奋斗的目标和追
求。平心而论，年轻人是整个社
会中最为活跃的群体，本不该如
此无所事事。

校系统。这种转变非常缓慢，
但有增长之势。
目前，美国大多数的 3-4 岁
幼儿在非公立学校的机构就读。
美国联邦政府为促进学前教育与
小学的整合作了大量努力，如美
联邦政府 2003 年颁布了《入学准
备法》。美国教育政策对幼小衔

接的重视也引发了课程与教师教
育的变革。课程上，当前美国的
幼儿园中讲授式教学法占据主导
地位，重视内容掌握，托儿所和
其他类型的幼教机构也深受影
响。这种趋势受到了一些学者的
批判，他们呼吁将学前教育领域
中有价值的学习规则引入小学低
年级，如通过实践积极建构知
识、参与决策制定、与教师积极
互动等。
此外，对学校准备的重视也
引发了美国教师教育的改革。
美国的教师资格证严格规定
了教师任教的对象年龄和科目，
但近年来出现了为促进学前教育
和小学低年级的连贯性而颁发相
应执照。如宾夕法尼亚州、维吉
尼亚州、华盛顿州、威斯康辛州
提供前幼儿园到 3 年级的执照；
阿拉斯加州提供前幼儿园到 4 年
级的执照。一些州也出现一个教

师先在幼儿园某个班级任教，当
幼儿升学后，继续担任该班的教
师 1-2 年。
帮助幼儿做好适应学校的准
备，主要是由幼儿园来开展。美
国的幼儿园从以下几个方面帮助
幼儿做好入学准备：提前为幼儿
进入小学做好教育和准备工作，
如幼儿教师会和幼儿一起参观幼
儿即将进入的小学，在幼儿即将
升入小学的最后一年，按照小学
的常规进行作息安排；将小学的
不同的标准、服装、行为和家校
互动的方式介绍给家长；提前让
家长知道小学需要做哪些准备，
如准备午餐盒、服装等；在幼小
衔接中为特殊需要儿童和移民(微
博)家庭的儿童提供额外的帮助；
为家长和幼儿提供参观新学校的
机会；幼教机构的教师与幼儿即
将进入的小学的教师合作，制定
一份衔接计划等。

中美教育的對照比較——
我在美國當校長
他在美国做了 3 年校长，
写出了《校长日记》，对中
美教育做出了对照比较，值
得我们参考和思考。
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地
下室的墓碑林中，有一块名
扬世界的墓碑。在这块墓碑
上，刻着这样的一段话：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
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
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
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
目光缩短了一些，决定只改
变我的国家。
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
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
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
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
能。
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
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
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
己 ，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
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
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
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
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
世界。
我在上海出生，在南洋
模范中学读完高中后被保送
到北京大学，完成了很多中
国家长给孩子设定的最高奋
斗目标。大学毕业后工作了
三年之后去了美国，读了两
个硕士和一个教育博士。
我花了九年的时间，用
学习者和教育者的双重身份
去深度体验美国教育，这种
经历帮助我看见基础教育和
高等教育之间的巨大鸿沟，
看见校园和社会的严重脱
节 ，也让我能够站到更高的
角度，回望并前瞻教育这条
河流在生命长河中如斯流
淌 ，帮助我看到当下国内教
育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努
力的方向。
我 2012 年回国后，就迫
不及待地希望用西方教育的
经验来补充并改良国内的基
础教育，却遭遇了种种困难
和挑战。2014 年，我把这十
几年对教育的观察和思考浓
缩在一场公益演讲里，热心
的家长把这场名为《熊掌和
鱼——略带偏见的中西教育

比较》的演讲稿拿去做成了
一篇微信文章，短短几个月
之内浏览量就超过 10,000,000
次，各种冠以“字字珠玑”
和“一针见血”的转载不下
300 种。
这场讲座虽然得到大量
共鸣，但也有人质疑我作为
中国教育体制的“受益者”
为何要“反咬一口”。
我认为中国教育要检讨
的主要是应试的部分，是办
学目标、教学手段和测评方
式出了问题。而从古至今，
我们的前辈留下来的很多凝
聚了东方文化的教育智慧，
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都是
毫不逊色于西方的。
这个观点在我的“熊掌
和鱼”的第二场演讲《古典
中式教育和西方教育的不谋
而合与殊途同归》中得到了
进一步阐述。
国内的公立教育也在进
行着类似于素质教育方向的
改革，尤其是小学阶段，我
们看到了很多可喜的成果。
但素质教育的教学内容和以
考 试为导向的应试教育之间
不可调和的冲突导致改革无
法彻 底 或 不 能 坚 持 到 高 年
级。
也因此，很多课外班开
始蓬勃发展，教育和培训之
间的界限开始模糊，各自担
负的职责开始重叠甚至互
换。这些略带无奈
的探索都是好事，
都会慢慢助力教育
改革的最终实现。
教育是个沉重
而急迫的课题，充
斥书店的教育类理
论书籍已经够多
了。我不想再重复
那些同样的话，多
写一本说教论理的
书，徒增这个微效
的堆积。
这本书不是
一个药方子，也
不是实用的攻略。
如果家长们抱着找
“速效药”的心态
读这本书，可能会
失望 。 其 实 ， 读
完整本书之后，

你甚至会觉得美国的教育其
实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
好。
微信朋友圈的伙伴们说
我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也有
很多家长跟我说他们很想知
道美国的教育到底是个什么
样子。确实，这三年在美国
做小学校长的经历给了我一
个不是很多人能有的独特视
角。于是我决定把我在美
国 学校工作那段时间写的工
作日记整理出来，就算没
有 直接可以拿来使用的“药
方”，至少可以近距离看看
美国的教育现场是什么样子
的，或许会受点启发。
写完这篇自序，一抬头
看到自己每天用来喝水的
马 克杯，这是当年五年级的
学生毕业时给我的礼物，上
面 印着孩子们和我的头像。
我每次都会关照阿姨洗的
时 候要格外小心，千万别打
碎了。
一晃回国已经四年多，
心里也时常惦记着他们。这
个年纪的小孩子长得快，这
会儿应该已经出落成大姑
娘 、大小伙儿了吧？在马路
上我恐怕认不出来了吧？
谨以此书献给他们，献
给全天下的学龄少年，也献
给我的孩子墨羽，希望等他
上学的那一天，一切都会更
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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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中醫藥更具“國際範兒”

中医药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是
中华民族的瑰宝，也越来越受到世界
各国的重视和欢迎。正在俄罗斯首都
莫斯科召开的世界传统医学国际展览
会上，中国展团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展会期间的第二届世界传统医学
体系国际论坛上，莫斯科国立谢切诺
夫第一医科大学教授、论坛学术负责
人济洛夫就认为，仅靠西医疗法在治
疗一些疾病时存在明显不足，要更有
效地对病人进行诊疗，需要借鉴东方
国家历史悠久的传统医学。今年夏天，
北京中医药大学圣彼得堡中医中心正
式启动运行。实践证明，合理应用东
方国家的传统医学元素有利于俄医疗
卫生事业的发展。
本次展会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国
际医疗展会，吸引了全球 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百家企业参展。中国传
统医学日是 5 日的一项重要活动。多
家中国优秀企、事业单位联合参展，
全方位展示中国传统医学及中医药文
化。

屠呦呦凭借“青蒿素”的发明摘
得诺贝尔奖，这一抗疟药物拯救了全
球数百万人的生命；里约奥运会上，
泳坛名将菲尔普斯身上的火罐烙印让
世界了解了“中国印”。中医药的影
响成了本次展会及论坛的重要话题。
出席 5 日中国传统医学日开幕剪
彩仪式的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
合作司司长王笑频说，目前中医药已
传播到 183 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与外
国政府、地区和国际组织签订了 86
个中医药合作协议，中国政府已经支
持在海外建立了 10 个中医药中心，
建设了一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
国际交流合作基地，为搭建高水平中
外中医药合作平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有关人士表示，中医药的国际地
位和影响要得到进一步加强，有一个
厚积薄发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决
定于内外两个因素：内因是，要将传
统中医药的优势特色与现代科学技术
相结合，实现中医药的现代化与标准
化；外因是，要不断加深国际社会对

中医药的理解和尊重，并将中医药纳
入主流医学体系。
随着针灸等中医疗法在越来越多
的国家和地区获得认可，中药的潜力
也有望通过现代医学技术和标准被进
一步发掘。世界传统医学体系国际论
坛期间，一些专家认为，以青蒿素为
例，它的研发过程与中医药传统的
“煎煮熬”截然不同。从药材筛选提
炼、临床试验、结晶获取、结构分析、
人工合成直至新药研发，现代医学技
术和标准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说明
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两者有机结合、
优势互补，将具有更大开发潜力和更
好发展前景。
实际上，从天然产物中提取药品
并非中药独有。现代医学中，很多药
物原本就来自植物，包括阿司匹林、
奎宁、麻黄素、紫杉醇、水杨酸、颠
茄、莽草酸等。此外，与青蒿素类似，
用砒霜中的三氧化二砷研制治疗白血
病等疾病的药物，也是遵循现代医学
标准确立其疗效。
无论西药、中药，安全有效的药
就是良药。有关人士认为，中医药现
代化和国际化的道路应该是多元的。
一种药是否有效，应该用临床数据说
话，这样才能做到病人信服、市场认
可。
中国刚刚发表的《中国的中医药》
白皮书，对中国发展中医药的政策措
施、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以及中医药
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做出了很好的阐
释。人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推进中医
药创新驱动发展，强化科技支撑；通
过集成生物医学、系统科学等研究方
法，创新发展中医药理论和技术；通
过加强中医药科技规划和项目的统筹
等多种措施，中医药将更具“国际范
儿”，也必将更多造福人类。

春運首日車票 12 月 15 日開售
或成史上最難搶票年
2017 年春运火车票将在下周（12
月 15 日）开售了！12 月 7 日，360 公
司发布 2017 年春运大数据报告，预
测今年抢票形势严峻，多种因素或将
导致 2017 年春运成为“史上最难抢
票年”。
三股返乡 客流重叠
每年春节，抢购火车票对于广
大返乡游子来说都不亚于一场“战
役”，今年的抢票形势更是不容乐
观。国家发改委、交通部等部门近日
预测，2017 年春运客流量仍将保持小
幅增长，全国春运旅客发送量将达到
29.78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2.2%。其
中铁路发送旅客量将创历史新高，达
到 3.56 亿人次，同比增长 9.7%，较
2002 年激增近 200%。
360 浏览器是中国用户量最大的
第三方抢票平台，360 大数据报告显
示，2017 年春运比上年提前 11 天，
是近五年来最早的春运，导致今年的
春运跟寒假学生流重合，学生、外来
务工人员、白领三股返乡客流重叠，

假短而人多，铁路运输将呈现
客流总量大、客流集中化、节
前客流相互叠加等新形式，购
票会更加集中。另外，12306 网
站 春 运 车 票 预 售 期 缩 短 为 30
天，导致抢票时间段更加集
中 ，捡漏时间缩短，导致捡漏
机率大大缩小。同时春运期间
我国出现“拉尼娜”天气事件
的可能性较大，气象条件较往
年更为复杂，可能会增大春运
期间的铁路运力负荷。受以上多种因
素影响，或将导致“史上最难抢票
年”的出现。
建议错开 高峰出行
360 大数据预测，2017 年春运回
家十大热门出发城市中，广州遥遥
领先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
市成为最热门的出发城市。在十大
春运回家热门省际路线中，广东出
发或包揽前四，目标省份集中在广
西、湖南、江西、湖北、安徽等南
方省份。

从抢票高峰日期来看，腊月廿八
和腊月廿四将是抢票“双高峰”。其
中，最难抢的“回家”车票将出现在
腊月廿八(2017 年 1 月 25 日)，其次是
腊月廿四(2017 年 1 月 21 日)。按 30 天
预售期来推算，最激烈的抢票日期将
出现在 12 月 27 日和 12 月 23 日。“双
高峰”抢票成功机率大幅下降，建议
旅客谨慎选择，错峰出行。
提醒
火车票预售期仍为 30 天
铁路部门提醒，为了配合此次运
行图和下一步春运运行图的调整，12
月 30 日以后的火车票预售期调整为
30 天 。 同 时 ， 实 行 新 列 车 运 行 图
后 ，还将有部分列车的运行径路、
停靠车站及到发时间等发生变化和调
整。有关列车开行和火车票预售的具
体信息，请广大旅客注意车站和列车
公告显示，也可登陆广铁集团官方网
站、广铁官方微博微信查询或拨打
12306 服务电话垂询。
按此推算，明年 1 月 13 日即春运
首日的火车票将从 12 月 15 日开售。
客流小高峰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
（明年 1 月 20 日）的火车票开售日期
为12月22日；明年1月27日（除夕）
的火车票开售日期为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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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年一度的内地“国考”
盛事在如火如荼的角逐后落下帷幕，
报考人数再次打破历史纪录。以实际
招考比例来看，与内地的“考公热”
有得一拼。2015 至 2016 年度，香港特
区政府总计公开招聘约 1.2 万名公务
员，所涉及的招聘工作共接获 78 万余
份申请，平均每个公务员职位收到 65
个符合资格的申请；2016 年政府招聘
40 名最受大学生群体青睐的政务主
任，共收到近 2 万份申请，录取比率
达 1：475，创回归以来的新高。
“政府工”为何在香港如此吃
香？作为奉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
政区，香港在招考公务员时又有什么
特殊要求？记者走近香港公务员队伍，
一探“铁饭碗”的魅力。
考取容易入职难
“公开招聘、公平竞争”，“政
府工”的聘任原则简单明确。一般政
府部门，只需参加由政府举办的免费
综合招聘考试及基本法测试即可。根
据 公 务 员 事 务 局 的 记 录 ，综合招聘
考试及基本法测试于每年夏、冬两季
举行 3 场（其中 1 场在境外 7 座城市进
行），所有持大学学位或正就读大四
或持有其他符合申请职位所需专业资
格的香港居民均可报考，年龄不限，
报考次数不限，成绩永久有效。
综合招聘考试包括 3 张各为 45 分
钟的选择题试卷，分别为中文、英文
和能力倾向测试。基本法测试则评核
考生对“一国两制”及《基本法》知
识的掌握程度，全卷共有15道选择题，
需在 20 分钟内完成。在机电工程署任
职能源效益工程师的陈尚存的考试体
会是“简单、易考”。如在中文试卷
中，会考核简繁字体的辨识、关联词
选择、阅读理解等；能力倾向测试则
包括逻辑推理、纠错及图表题等。他
笑说，对于有一定教育经历和生活常
识的人来说，这些题目都不在话下。
考试简单，但入职不易。陈尚存
形容“敲门容易进门难”，当应征者
收到面试通知后，才是真正挑战的开
始。以政务主任为例，该职位被视为
进入政府决策部门的第一步，虽是初
级职衔，日后却很可能升 至 政 府 决
策局及部门的重要岗位。有鉴于此，
该职位的筛选尤其严格，面试会同时
以中文（粤语）及英文进行，竞争之
激烈如同“生死闯关”。首轮面试有
2 至 3 位面试官，每名考生需就一个题
目进行 3 分钟演讲，然后面试官就演
讲内容提出问题，过程约 20 分钟。第
二轮面试包括长达3小时的小组讨论，
评核考生对时事的掌握，及如何站在
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模拟考生在面
对议员或传媒提出尖锐问题时的应
对。最后一轮为个人面试，由考生单
独接受 5 位面试官的提问，时长约 20
分钟。有曾做过政务主任的公务员表
示，这些面试的设计可让政府在最短
的时间内找到最合适的人选。
“高薪养廉”定军心
曾有学者表示，香港公务员是仅
次于律师、医生和企业高管的薪金待
遇最优越的职业，而且他们既不像律
师、医生般需要专业教育经历，又不
如企业高管那样压力巨大，收入随业
绩波动。
香港公务员的工资到底有多高？
以刚毕业的大学生入职为例，政务
主 任起薪为每月 49445 元（港币，下
同），二级行政主任为每月28040元；
如考取纪律部队，督察起薪为每月
40880 元，警员则为每月 22410 元。而
大学毕业生如果投身其他非专业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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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般起薪约为每月
14000 元。所有公务员职
位都必须严格按照其所
在薪级表的相应薪点发
放工资。一般来说，如
果公务员的工作表现合
格，每年都能涨一个点，
直到顶薪点为止。
要将“高薪养廉”
执行到底，各种福利也
是有力“推手”。首先
是优越的住房补贴。政
府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
低租金公屋给低级公务
员居住，年资稍长或资
历较老的高级公务员则
可享受约等于月薪 1/3 的
住房补贴，部分更可在
购房时享受为期 10 年、
相当于月薪 50%的购房
津贴。其次是医疗及牙
科保障。一般来说，公
务员及其家属可免费享
用公立医院所提供的医
疗及牙科诊治服务，有
重大疾病时只需支付住
院费，并且在门诊看病
时可使用优先通道。除
此之外，香港公务员还
可享有年假至少 14 或 18
天，至于其他病假、分
娩假、进修假等均可在
准许的条件下享有；如
果一路做到首长级别的
公务员，更可每年获得
度假旅费 7 万元、年假
22 或 26 天。
在陈尚存看来，这
些高薪和高福利政策
有效地避免了公务员
队伍内的贪污腐败，
只要循规蹈矩，就能
享受其他人难有的优
厚待遇。
福利优厚挤破头
曾 经 的 香 港 公 务 员 ， 是 全香港
唯一拥有退休金的“长俸制”职业，
他们除了可在退休时一次性领取几百
万甚至 上 千 万 元 的 退 休 金 外 ，还能
每 月 领 取 相 当 于 原 工 资 60% 以 上 的
“退休月薪”。但自从 2000 年香港全
面推行强制性公积金制度（一种养老
金制度）后，长俸制成为历史。
陈尚存向记者解释说，2000 年以
后入职的公务员必须根据《强积金条
例》在 65 岁时一次性，或分期领取与
其职位、年资相当的退休金，或以
“永久离港”等理由提早领取，除了
这笔退休金外，不再有额外补贴。
有调查计算显示，如果一名公务
员 25 岁入职，65 岁退休，则退休时可
领取的退休金数额相当于他最后月薪
的 100 倍，是同等工龄普通行业劳动
者的 2 至 3 倍。陈尚存坦言，“各种
福利虽然有所削减，但仍然比私人市
场好一大截”，而这正是大批年轻人
为“政府工”挤破头的主因。
除去财政、社会地位或政治抱负
等因素，也有为数不少的“新晋”公
务员满怀对仕途的憧憬进入体制。记
者的一位大学学姐刚毕业就考做税务
局助理评税主任，闲聊时她说起，如
果日后有能力有机会，在政府中历练
30 年成长为司局长等高官也并非不可
能。
既有稳定丰厚的薪金福利，又有
施展抱负的良机美愿，也许这就是香
港“政府工”的最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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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爲豁免“瘋狗”馬蒂斯怒斥國會
候任总统特朗普“感恩之旅”
的第二站来到北卡罗莱纳州，此
前被特朗普提名国防部长的将军
詹姆斯· 马蒂斯也一同出席。集会
上特朗普对人群说：“他会得到
豁免的，对吗？”他还警告国会：
“如果马蒂斯将军得不到特殊豁
免，有很多人会感到愤怒。”他告
诉人们：“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特朗普在讲话中使用了马蒂
斯的绰号：“这是个多么令人难
以置信而伟大的家伙啊!‘疯狗’，
对吗？”根据限制军队文职人员
法案规定，军人退役七年后才能
担任国防部长，所以国会需要给
马蒂斯提供豁免。
特朗普说：“马蒂斯一生致
力于他所热爱的国家。他就是美
国海军陆战队座右铭——永远忠
诚的活化身。他将以公民领袖的
身份出任国防部长。”
马蒂斯身穿深色西装，也做
了简短的发言，承认形势的敏感
性。他对人们说：“我期待成为
公民领袖，需要国会豁免我，参
议院投票赞同即可。”
虽然这位退休的将军广受欢
迎，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

领袖亚当· 斯密还是表示要谨慎
考虑对马蒂斯的豁免。斯密说：
“我们需要进行讨论，搞清楚为
何文官控制军队很重要，参众两
院要恪尽职守，对将军马蒂斯提
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讨论，而
不是不经审查就批准。”
纽约参议员布兰德· 吉利布
兰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也宣布
她将不会批准该项豁免。
因是在珍珠港事件纪念日前
夕，特朗普提到了外交政策，他
强调不参与高成本的对外干预，
并吹嘘他竞选期间提出的“美国
第一”外交政策。他说：“我们
会停止干预那些我们不了解的外
国政权，我们不应该参与进去。
我们的重点是击败恐怖主义和摧
毁 ISIS。我们会的。”
他还说：“我们不希望部队
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因为我们
在不应该发生战争的地方却发起
战争。这样的巨大消耗将不会再
继续。我们希望与老朋友加强友
谊并寻求新伙伴。干预外政以及
混乱状况该结束了。”
尽管特朗普没有说出具体国
家的名字，但他多次谈到应与俄

罗斯合作打击 ISIS。最近几周，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阿萨德的部
队正在阿勒颇处理叛军，也得到
了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特朗普
还援引美国对于中东地区的巨额
支出，尽管他对马蒂斯在伊拉克
的功绩表示称赞。
特朗普还对军队成员以及占
比相当大的退休军人大加赞赏。
他说：“这些爱国者在横跨地球
的遥远土地上为保卫祖国抛头颅
洒热血。我们永远难以回报他们
的恩情。”
然后他又提到上周他在推特
上发 表 对 烧 国 旗 争 议 事 件 的 看
法。面对一片嘘声，他说：“我
们对着这面他们拼死保护的旗帜
致敬。我们爱我们的国旗，对
吗？我们不喜欢看到有人撕碎甚
至烧掉我们的国旗。我现在正计
划帮助退伍军人，他们是真正的
优秀人员。大概下个星期你们将
会看到我们是怎么来回报退伍军
人的......将会有很多事情宣布，
请大家继续关注。”
特朗普还吹嘘他与日本大亨
软银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孙
正义在特朗普大厦的会见。本周

曬曬美國人的日常生活開支
经常有朋友问我关于美国的
生活，例如：美国生活费贵不贵？
美国生活难不难？美国人的花费
有哪些？其实，在哪里都一样，
生活中都是衣食住行，柴米油盐，
电气手机保险汽车，医疗……
我想，如果只说一个人的生
活成本，未免有些片面，所以我
在这边找了很多资料，整理出一
个基本的数据，可以大概了解到
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各项开支，
供大家参考。
服装
我常来往于中美两国之间，
从美国到中国，有时候我按照自
己的喜好给朋友带衣服。
常有朋友抱怨：满以为你从
美国带回来的是洋货，没想到，
还是 MADE IN CHINA。饶了一
圈，又回来了。何必？
其实，当时买的时候，我也
没想那么多，就是个人判断质量
比我在中国买的好，而且同档次
的东西价钱比中国便宜。
比如，CK 的内衣，其实价
格差不多就相当于国内品牌班尼
路的价格。一件 T 恤，几十美元
或者十几美元就买得到。而且商
场酷爱打折，常能碰到 4 折，有
时甚至 2 折。
食物
有一次，我国内的一个朋友
带着孩子来纽约玩，孩子要我请
他去吃哈根达斯。
我纳闷，哈根达斯是什么东
东？孩子居然嘲笑我说：高小姐，
你 OUT 了，连哈根达斯都不知
道。
好吧，我只好很没面子地答
应请他去吃这种冰淇淋。但心里
怀恨在心，哼，看我哪天一定扳
回一局。没想到，第二天就给我
逮到机会。
我带他们母子俩去逛街，只
见小家伙站在食品店的冷藏柜前发
呆。原来哈根达斯在这里卖得如此
便宜，几美金一大桶，买两桶的话
还有优惠。它与一堆杂七杂八的，
花花绿绿的冰淇淋挤在橱窗后面，
一点都没有高级的影子。
我狠狠地买了两大桶促销装
的哈根达斯，可是小家伙却看都

不看它一眼了。
弄得我本来想打击他的心
情，都没有了。我只能边看电视，
边吃冰淇淋。其实，平心而论，
味道还是不错的。
这只是一个插曲。美国很多
食物的确比较便宜，比如我最爱
的龙虾，看季节，价格稍有不
同 ，有时候 8，9 美元一磅，有
时候 4.99 美元一磅。
螃蟹，一般情况下华人超市
里，是按照一打 12 只来计算。
螃蟹也是我的最爱之一：我看到
最贵的时候 12.99 一打，便宜的
时候6.99美元一打，鲜活鲜活的。
这种龙虾个头不大，每只大
概 1 磅多一点，肉不像老龙虾那
样结实，所以，我个人一次要干
掉 2 只，一餐下来，也很便宜。
习惯了这种便宜的我，有次
在北京，朋友请在外面吃饭，看
到龙虾的价格是 980 元，没想到
中国龙虾这个东东那么贵，在纽
约超市一只龙虾也就几美或者 10
多美元……看到这个价格，高娓
娓当时都想改行专门干买卖龙虾
的行当了。
还有次我在日本福田机场转
机，面对一碗售价 20 美金的面
条，惊为天价。
再来看看超市里其他物品的
价格：
泰国米 50 磅装的，20 美元
左右一袋。大白菜，每磅 0.50 美
元左右。西红柿 1 美元 1 磅。葡
萄 0.99 元 1 磅。6 瓶百威啤酒 7 美
元。3 个或者 5 个橙子 1 美元。价
格有时会略有浮动，但不会涨太
多，大概也就涨个几分，几十美
分。
吃饭
一家三口，在生活上，如果
你不出去吃喝，平平常常，一般
的日子，每个月差不多 300-500
美元就够了，还是加一句：博友
留言现在都涨价了。不过，在美
国，吃方面的花费真是不贵。
饮料
美国家庭每年平均花费于汽
水的费用，估计为 850 美元。
另外，消费网站的数据表
明，目前美国人平均每星期花费

20 美元以上，购买咖啡，每年的
总花费平均为 1，092 美元。当
然，每个人的消费金额也充满变
数。举例来说，去年春天网站
Mint.com 的估计，每月美国人在
咖啡厅的平均消费为14.40美元，
或少于每年 175 美元。
但是，并不包括在家里喝咖啡
的成本。然而，每年消费 1，100
美元的咖啡，似乎仍然相当高。
出行
有人调查过，美国工人平均
的通勤费用，每年大约为 1，476
美元。
另 外 ， 2010 年 网 站 Bundle.
com 报告，全国各地最昂贵的通
勤费，美国人用于气油和汽车开
支 ， 每 年 花 费 低 于 700 美 元 或
800 美元。
2011 年，每户家庭平均花在
汽油上的费用为 4，155 美元。
这是前所未有的新高，去年汽油
的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3.53 美元。
如果加上保险，燃油和其他
费用，以汽车驾驶 15，000 英里
来计算，每年的费用大约为 8，
776 美元。
娱乐旅游
美国人认为旅游是日常基本
消费，不能没有，不能节省。旅
游消费对他们而言并不算一项太
大的开支。据统计，美国人每年
在旅游国际机票上的平均花费是
在 2000 美元左右，对美国许多
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上的人来讲，
只占 3%的比例。一般来讲，一
次出游，大概会花费掉一个普通
美国百姓半个月的工资。
观看体育赛事
美国人平均花费于体育节目
的 收 费 台 ， 大 约 为 100 美 元 一
年。不管他们是否观看体育，他
们还需要支付该电视收费。
手机费用
据最近的一项调查估计，美
国人每年平均花费的手机费用为
605.95美元，包括每月定期收费，
税收，超支等，并不包括手机的
成本。而且，这是一般手机的估
计，并不是智能手机。使用
iPhone 的美国人，每年平均花费
大约 1，900 美元。

二早些时候，孙正义正式宣布日
本投资银行已同意在美国投资
500 亿美元，因其数额巨大引起
了哄动了。特朗普表示此举将为
美国创造 5 万个就业岗位。
特朗普将制造业的失业问题
比作“一场战争”。他说：“我
们几 乎 可 以 把 它 看 作 是 一 场 战
争，因为这发生在我们身上，我
们的工人身上。”
据《道琼斯新闻》报道，这
500 亿美元来自此前宣布与沙特
共同成立的国际投资基金,该基金
规模 1000 亿美元。
孙正义向媒体展示了他给特
朗普团队文件的其中一页，该项
投资还与台湾拥有多种电子零部
件制造商的富士康科技集团有合
作。文件中表示：“承诺在美国
投资 50 亿+70 亿，未来四年在美
国创造 5 万+5 万份新岗位。”
因为东海岸下大雨，特朗普
不得不在罗利着陆。然后驱车大
约一个小时的路程，前往北卡罗
来纳州的费耶特维尔。特朗普
说：“我们没能在费耶特维尔机
场降落。我们的着陆点离这里有
很长的路。开车用了大约飞机三

倍的时间。但我们还是来了，这
才是最重要的。”
费耶特维尔拥有数以千计来
自布拉格堡和教皇空军基地的军
事人员和退休人员。这是特朗普
成功入主白宫“感恩之旅”的第
二站。接下来，特朗普将前往他
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那里夺来
的全部摇摆州。
特朗普说：“我们一直在赢，
我们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州、密歇
根州、威斯康星州。38 年来从没
有赢得的州。这是一个美妙的夜

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晚在这
里，因为我们想要感谢你们。”
今年 66 岁的马蒂斯绰号“疯
狗”。 特朗普曾形容马蒂斯是
“真正的将军中的将军”。特朗
普和准副总统迈克· 彭斯上个月
与马蒂斯在他新泽西的高尔夫球
场举行了会谈。马蒂斯在第一次
海湾战争期间得名“疯狗”，当
时他还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
他参与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
争，并在 2004 年指挥在费卢杰的
海军陆战队和英国部队。

牙線從此可能
要退出美國人的生活了
使用牙线是觉得能够预防牙龈疾病和蛀
牙，但去年美国的《国民饮食指南》居然删
除了「每日使用牙线」的建议！
原因是因为这种说法并没有足够的科学
研究支持！美国人还能不能好好用牙线了？
难道我每年买牙线的钱都白花了？！其
实不是。虽然牙线预防有关疾病没有科学研
究支持，但是牙医仍然觉得用了比不用好！
用牙线对保持口腔卫生是有作用的，前提是
你要学会正确使用！
正确的牙线 style 这样走
牙线一定要拉到牙龈线下很多人使用牙
线只在牙缝轻轻使用，但牙医建议牙线要拉
到牙龈线下，这样才能有效清洁。有研究显
示，当专业人员在上课日为学童以牙线清洁

牙齿时，蛀牙的风险下降了 4 成。
不能二次使用
就像套套不能洗洗再用一样，牙线也不
能洗洗再用。因为使用过的牙线上面的污
垢、细菌等用清水完全达不到消毒的目的。
口腔有伤口最好不用牙线
在清洁牙缝时，牙线可能会携带一些病
菌，而牙龈、牙齿损伤时，可能会导致病菌
进入血液，免疫力较弱的人很容易受到感染。
力度要轻
用力过大很容易损伤牙龈。
每天一次即可
最好在一天的最后一餐使用，牙齿的左
右两侧都得清理到位，可用多根牙线。清洁
后记得漱口。

美國國會山點亮聖誕樹：高 24 米

挂 1 萬多件裝飾物
美国国会山的圣诞树日前在国会大厦的
西草坪上点亮。这棵高达 24 米的恩格尔杉树
是爱达荷州送来的礼物。
美国空军乐团在现场奏起圣诞颂歌。美
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 瑞安和来自爱达荷
的五年级学生伊莎贝拉· 吉拉德在音乐中点
亮了圣诞树。仪式举行的时候天气寒冷，雨
雾朦胧。
伊莎贝拉是从大约两百名小学生中竞赛

胜出来参加点亮圣诞树仪式的。
树上的悬挂的手工装饰物有 1.8 万件，
另外还点缀着重达九公斤的闪光饰品和几千
只灯泡。
据悉，今年的圣诞树是从爱达荷州的佩
艾特国家森林中挑选出来的。
这棵圣诞树在每天夜幕降临后点亮，一
直持续到 1 月 1 日，然后就作为肥料处理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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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 Store Fixtures新店開張
Fixtures 新店開張 李秀嵐服務品質不變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SAC
Store Fixtures 是休士頓東北同鄉會會長
李秀嵐(Mary Li)經營 14 年的心血結晶，
今年 6 月不幸遭遇一場祝融之災，所有店
面貨物付之一炬。在休士頓全僑慰問協
助下，7 月新店址重新開張，李秀嵐表示
，除感謝社區人士給予大力幫忙，也希
望舊雨新知都能前來光顧， 「舊店雖然
被大火無情燒毀，但澆不熄的是一貫的
服務品質」 。
SAC Store Fixtures 原位於好運大道
上 (10161 Harwin Dr., Houston, TX
77036)，是休士頓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
嵐驕傲的商業心血，所出售的各式貨架
陳列各式貨架、
陳列各式貨架
、衣架等應有盡有
衣架等應有盡有。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櫥櫃、收銀台、展示櫃和衣飾模特等
雜貨應有盡有，是本地有名的零售批發
變，一樣免費為商家估價、設計和送貨到門，有需要開新
集散地；但 6 月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占地 6000 呎的店面 店的朋友和需要店面器材都可以到此，一樣會回饋社區，
、廠房與陳列的貨架商品，瞬間付之一炬，損失之大。幸 熱心服務。
好，在各界愛心送暖下，新店很快在 7 月開張，一掃火災陰
在價格方面，李秀嵐認為很有競爭力，一定要有最好
霾。
的價格回饋大眾，很多都是有自己進出口，從國內供賞進
新店儘管只有 2000 呎，但所販售貨物一應俱全。放眼 貨，價格可達到工廠直銷價格。
望去，無論是超市貨架、倉庫重型貨架、輕型貨架、橫隔
隨著新的一年即將來臨，李秀嵐也不忘拜個早年，祝
板配件、鐵網片配件、各式木製收銀台、玻璃櫃、各式掛 福長期支持她的新舊客戶。希望在新的一年裡，躍馬揚鞭
衣架、紙袋、塑膠袋、衣飾模特、珠寶展示架等種類齊全 、馬到成功，取得更大的幸福。有興趣的民眾可至新店址
。李秀嵐表示，雖然 6 月份遭受巨大火災，整個店都燒毀， 9507 Harwin Dr.,Ste 158, Houston, TX 77036，倉庫 9503
感謝社團和中國社區對 SAC 大力支持，新店址開張，繼續 Harwin Dr., Ste 114,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為新舊客戶服務。李秀嵐說，服務一如既往，服務宗旨不 713-988-4638 或 713-988-5600。

SAC Store Fixtures 負責人李秀嵐新店新氣象
負責人李秀嵐新店新氣象，
，服務品質不變
服務品質不變。
。(記者黃
相慈／攝影))
相慈／攝影

美南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12月17日全僑籌備大會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
導）各界引頸期盼，由美南新
聞集團舉辦的一年一度新年園
遊會，將搭配休士頓超級盃運
動元素，於明年 2 月 4 日上午
10 時至 5 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
場舉辦 「第 21 屆國際農曆新
年 園 遊 會 」 (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New Year
2017 年美南新年園遊會宣傳海報
年美南新年園遊會宣傳海報。
。 Festival)。

有著 「規模最盛大的亞裔
新 年 慶 典 」 (The Largest
Asian New Year Celebration)
美譽，每年都受到眾多當地機
構和商家贊助，獲得社區一致
好評。今年美南新年園遊會將
搭配第 51 屆超級盃美式足球
賽(Super Bowl)，展現 「雙節
」 加倍熱鬧氛圍，整個各族裔
社區全員動員，讓民眾體驗不

同以往的
多元文化盛宴。
李蔚華說，農曆新年慶典
是美南運行 20 年的傳統，今
年為超級盃做前導，不只增添
節慶氣氛，更能吸引眾多遊客
前來國際區遊玩，促進觀光發
展。屆時會設計餐廳指南
(Restaurant guide)提供給遊客
參考，讓數以千萬計的遊客都

店內販售各樣衣飾模特。
店內販售各樣衣飾模特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能到國際區觀光。
活動到時除有大型舞龍舞
獅、少林功夫、傳統中國藝術
、精彩中國及世界音樂舞蹈演
出，各國年節小吃美食與文化
性、遊戲、搖滾音樂表演等攤
位，同時還包括抽獎活動，襯
托出濃濃的過年氣氛，現場也
會結合中國、印尼、巴基斯坦
、菲律賓、日本、薩爾瓦多、

土耳其、印度等國家的傳統服
飾展出，希望提升各國國家形
象，推廣多元文化。
李蔚華預計於 12 月 7 日
上午 11 時在 ITC 召開全僑籌
備大會，邀請各族裔領袖積極
出席。園遊會前也將在 2 月 2
日晚間舉辦 Kick-off 晚會，屆
時內容將精采可期，請民眾隨
時注意活動更新。

休城社區

景德鎮陶瓷廠家、、中國上海紅木傢俬廠家直銷
景德鎮陶瓷廠家

(本報訊)上海紅木傢俬、景德鎮陶瓷精品
展銷屬空前活動、即日起在 11209 百利大道香
港城內香港超市 C7 開展、期間展出的眾多經
典風格的家具與精美的藝術陶瓷、廠家以絕對
優惠的價格將這些精品售出、機會不容錯過。
此次展銷期間，上海古典紅木家具將要展
出一系列經典作品，包括木製古典茶几、花架
、屏風，木雕、根雕，玉制八駿圖、報春圖、
迎客松圖，還有眾多精美的中國山水橫幅，上
鏤有仙鶴、芙蓉、梅花等風格各異的圖畫，其
中許多都是國家級博物館珍藏作品，均由名家
鐫製而成。另有玉石、壽山石、木化石並多種
明清古玩藝術精品，這些品種在中國國內也是
難得一見，此次在展銷期間將全部奉獻而出。
這些精品中，每一件古玩上，都鐫刻著中國古典工藝的神韻，每
一幅畫裡，都蘊含著中國古典文化藝術的風致。展銷期間，您不
僅可以近距離感受到這些藝術精品，還有機會將他們抱回家中，
或擺在客廳，或置於臥室，都能使您的家裡更增添許多平常所沒
有的風景與藝術氛圍。
除此之外，景德鎮的陶瓷藝術精品也將展現在您的眼前。景
德鎮素有“中國瓷都”之稱，其地特有的土質生產出來的陶瓷具

有“白如玉、薄如紙、明如鏡、聲如磬”的獨特性，在歷史上就
作為皇室專供陶瓷，不僅在中國國內享有濃厚的聲譽，而且還漂
洋過海、遠銷世界各地，各國的皇室貴族都以能收藏到景德鎮的
瓷器為榮。景德鎮陶瓷以青花、玲瓏、粉彩、顏色釉和雕塑為代
表的傳統名瓷，造型典雅、裝飾精美，極其豐富的表現了中華名
族的文化內涵，是人類藝術宮殿中的一顆耀眼明珠。而此次聯展
期間將要展出的眾多精品中，就有多件國家級博物館國寶仿製品

女高音遲晶達成功舉辦“Thank you for the music”獨唱音樂會
2016 年 12 月 3 日晚，在休斯敦
的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的柏林
音樂廳，遲晶達女士的個人獨唱音樂
會正在這裡舉行，觀眾們冒著大雨來
到這裡，期待著親眼目睹和欣賞這位
平凡女人的傳奇！

音樂廳精緻典雅，大氣輝煌，晶
達演唱的曲目從中國的草原民歌，到
意大利歌劇詠嘆調，從傳統古典的藝
術歌曲，到現代西方最流行的 Pop，
18 首不同形式，風格迥異的歌，被她
一一淋漓盡致地完美演繹。
遲晶達用純正美聲唱出來的民歌
：“草原夜色美”、“天路”、“七
月的草原”和“美麗家園”，讓人耳
目一新，乾淨柔和的聲音，如春風細
雨班的自然滋潤，緩緩地描繪著草原
上的迷人風景。接下來吳亞飛的演唱
，聲音質樸醇厚，深沉悠遠，將觀眾
的情緒從壯美寬廣的草原昇華到了神
化般的“天邊”，追逐著遙遠的星星
，尋覓著霧中的身影，編者著夢中的
憧憬，心中充滿柔情，渴望與你策馬
通行。晶達和顧之浩演唱的“蘆花”
一曲，充分錶達了人們生活在美麗大
自然中的愉悅心情。侯勤農演唱的

“兩地曲”，情深意長，舒緩流暢的
男高音唱出了天各一方愛人間的思念
。音樂會的第二部分是晶達演唱的意
大利詠嘆調和歌劇片段，“晴朗的一
天”和“維利亞之歌”，晶達對劇中
人物渴望、幻想與愛人重逢的幸福和
與相愛人團聚時的興奮、激動心情表
現的恰到好處。 Andrew 餘的小提琴
伴奏也相當吸引眼球，年輕帥氣的高
中生對其音樂已經有了自己的理解，
和鋼琴伴奏，晶達的演唱配合默契，
悠揚婉轉的伴奏旋律讓該曲目演唱內
容和效果都更加豐富多彩。晶達和吳
亞飛合作演唱的《默默傾聽》，兩人
都十分入戲，他們隨著鋼琴伴奏的音
樂，用歌聲，用表情，用動作，用舞
步，把劇中男女那種雖然深愛對方，
卻又幾分猜測，幾分怨恨，想表示又
欲說還休的矛盾，複雜心理過程表現
得非常透徹，完整。

，均由中國陶瓷權威機關監製，這些展品色澤鮮豔飽滿，線條細
膩生動，畫工非常精緻精美，瓷質本身溫潤剔透，光滑明淨。可
作為收藏的珍品。
這次是短期展銷，全部展品大優惠，現場有專家解說，提供
僑胞對仿古藝術的瞭解，歡迎僑胞把握機會前往觀賞選購。
展銷地址：11209 百利大道香港城內香港超市 C7 電話：
626.227.5102,天天營業

演唱會第三部分是祖國系列；
“多情的土地”、“祖國之戀”和
“我和我的祖國”，晶達的歌聲再次
引起所有海外遊子心裡的共鳴：雖然
漂洋過海，遠走他鄉，可永遠是一顆
中國心，永遠熱愛生我養我的祖國！
女聲小合唱“乘著那歌聲的翅膀”輕
快的旋律，優美的和聲，隨著王維國
老師瀟灑的指揮，心兒隨著歌聲展翅
飛翔，對美好的生活充滿嚮往。
第四部分歐美現代最風靡的五首
歌，對音準和節奏都有很高的要求，
“A broken wing” 、 “Because of
you”、“Thank you for the Music”
、“Stay”和“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集合了爵士、搖滾和通
俗的風格與特點，這種音樂從窒悶到
響亮，從刺耳到柔美，從野蠻到抒情
，從高叫到呻吟，處處表現生命原始
的野性魅力，動人心魄！這和華人文
化里的內向含蓄形成鮮明對比。晶達
在音樂上的天份，再加上自己的刻苦
練習，讓她能夠把握這些曲目裡節奏
，旋律和音色的複雜變化，具有了演

唱這些高難度曲目的能力，成功完成
了對她自己的挑戰和超越！
第五部分是音樂會的高潮，晶達
和王維國老師用意大利語演唱的“飲
酒歌”，他們二人通透的聲音，顯示
了其聲樂技術的深厚功底，二人的對
唱，既表達了對愛情的渴望和讚美，
又讓音樂會熱鬧非凡，加上身著鮮亮
精緻禮服的助演嘉賓們輕快的舞步，
帶動台上台下的情緒互動，陶醉於熱
烈的氣氛裡。歡快高昂的歌聲充滿了
生命的活力，在音樂廳久久地迴盪，
滋潤，激動著現場每一位觀眾的心房
！返場曲“Time to say goodbye”，
當優美的音樂旋律響起時，晶達和王
老師柔美的歌聲向觀眾，向舞台深情
告別，幾多留念，幾多不捨，謝謝親
愛的觀眾們，謝謝你們的喜歡與支持
；謝謝遲晶達女士，謝謝王維國老師
，這種高品質的音樂會，讓我們度過
了一個美好的夜晚，音樂會精彩絕倫
，美妙無比，讓我們享受，讓我們難
忘，讓我們對下一次音樂會充滿期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