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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学霸父母崇尚“行走的力量”

聚焦 沪宁杭

7岁女童 1年游遍 16国

辞职，带着女儿环球游学1年，足迹
踏遍亚非欧三大洲16个国家。这么酷的
事儿，温州的苏瑶 #化名$和丈夫做到了。
24日，微信圈里热传这对学霸父母
的育儿经，原因是苏瑶近日到女儿所在
的学校做了一场“行走的力量”的经验分
享，记者联系上苏瑶时，她说事情是1年
前发生的。
2013年8月，热衷于文化交流的苏
瑶夫妇，带着7岁的女儿玫玫出国度假。
一开始，他们只想去英国和爱尔兰。到
达英国后，苏瑶发现凭借英国签证很容

易能申请到土耳其签证，于是一
家子毅然前往千年古城伊斯坦
布尔。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他们
“顺道”参观了黎巴嫩、约旦；跨
越红海，踏上神奇的非洲大陆；折
回亚洲，在尼泊尔攀登珠穆朗玛
峰……
“走一步算一步”。
这一走，就
走了将近一年的时间。2014年7
月，
一家人回到了温州。
苏瑶和丈夫是两个“70后”
的学霸，分别拥有计算机博士和
硕士学位。
作为一个“精神上不受
约束的自由主义者”
，苏瑶对旅行
有着独到的见解。
在她看来，
旅行
就跟日常生活一样自然。而这一
次，
他们只是
“在地球村上走了几
步”
，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他们认为，读万
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启程时，玫玫读1年级；回来
后，她已经是3年级的学生了。
苏瑶说，虽然落下了2年级的课
程，但女儿的成绩并没有受太大

影响。
在路上，玫玫并没有完全放
下学业。苏瑶为女儿准备了一套
全英文的教材《在家上学》。她和
女儿约定好，一周要学习多少内
容，完成多少作业。玫玫很自觉，
每次都能严格执行，从来不需要
苏瑶督促。
身在国外，英语是日常语言。
玫玫喜欢折纸，每到一个新地方，
她要自己用英语和大人打交道，
去找纸张和剪刀。一年下来英语
长进不少。
苏瑶说，女儿的逻辑思
维能力挺强，加上自己启发式的
教学，
数学也不在话下。
外出旅行1年，唯一受影响
的是语文。
“她回来之后，恶补了
一下语文，把两本语文书里的生
词什么的背了一下。
”
由于生词需要反复练习，所
以无法短时间提高，听写成了玫
玫的短板。但写作难不倒她。
“我
自己爱好文学，路上会给她念诗
歌，她就挑喜欢的来背。”这在无
形中提高了她的写作能力。
而且在旅途中，
苏瑶经常带玫

玫去参观各地的学校，
和那里的师
生交流，
顺便蹭几节课。其中包括
英国东萨佛郡的夏山学校，
它被称
为
“最人性化的快乐学校”
。
其实，在孩子幼儿园或小学
低年级段的时候，请假带他们出
去玩的家长并不少。但一旦进入
高年级段或初高中，家长就会担
心长时间出游会不会耽误学业。
苏瑶和丈夫并不觉得学业和
旅行是矛盾的。
相反，
她认为孩子
越大，越适合边走边学。理由是，
孩子长大后，意志力和自觉性都
更强，
会更主动地去学习。

“路上的人和事，
才是更珍贵的教材”
苏瑶说，旅途中1/
4的时间，
他们都在当沙发客。每去一个国
家之前，夫妇俩都会通过沙发客
网站找到愿意接待他们的家庭。
沙发客的经历，让玫玫体会
到了分离的滋味。在黎巴嫩，
提供
住宿的主人每天和他们生活在一
起，
一起做饭，一起玩闹；
在约旦，

他们不知道去哪里打疫苗，主人家
就陪着他们找了整整两天。
“除了亲人，
她第一次和其他人
那么亲近。
”苏瑶说，
玫玫离开背包
客家庭的时候都很舍不得，哭了好
几次。
从尼泊尔男孩阿俊身上，玫玫
学会了珍惜。他们是在登珠峰大本
营途中遇上阿俊的，这是一个瘦小
男孩，
肩上背着30公斤重的大米。
阿俊告诉他们，父母让他到山
上一间小店打工补贴家用，他的月
薪折合人民币为133元。在阿俊打
工的那家店里，玫玫亲眼目睹他谦
卑地把勺子送到老板儿子的手上。
阿俊和玫玫很谈得来。苏瑶说，
没有这样的亲身经历，玫玫恐怕无
法想象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像阿
俊那样，
过着如此贫困的生活。
在征得阿俊父母同意后，苏瑶
一家决定长期资助他上学。
这正是苏瑶所期待的，玫玫通
过这场旅行培养出了毅力、眼界和
信心。一家三口的感情也因为这一
年的亲密相处变得更加深厚。
摘自!钱江晚报"

富二代男扮女装
盗窃还债

摘自!成都商报"

去年下馆子人均约 3000元

近日，江苏省餐饮行业协会公布了2014年江苏餐饮业
发展报告。现代快报记者根据全国各省区统计部门公布的
2014年餐饮业收入数据，列出了“吃货大省”排行榜：广东
位列榜首，
山东、
江苏、
河南、
浙江、
四川紧随其后。
餐饮行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个排名是去年各省餐
饮业收入数据排名，
主要与各省经济水平、
人口数量等因素
相关，江苏已经是连续20年位居全国第三。
据统计，江苏省的美食地图上，到2014年底，全省餐饮
业服务网点数达21.
1万户。按去年底江苏常住人口7960.
06
万人来算的话，相当于每377个人就能养一家饭店或餐馆；
去年江苏餐饮行业从业人员大概是200万人。按全省常住
人口来算，差不多每4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餐饮行业上
班，
或者从事跟美食有关的工作。
对于很多“80后”
、
“90后”来说，在家吃饭的次数可能
并不算多，而外出下馆子的频率却很高。来自2014年江苏
餐饮行业发展总报告的数据显示，
2014年，江苏人均外出
餐饮消费大概3000元。且根据分析，其中家庭聚餐占
34.
8%，主要是以婚宴、寿宴等各种形式的家宴为主。此外，
朋友聚餐占21.
7%，工作便餐占18.
5%，商务政务消费占
9.
6%，
旅游外出餐饮占10.
4%，
不想也没时间做饭的占5%。
据了解，
2014年，江苏居民人均餐饮消费额差异性较
大，
家庭聚餐、
朋友聚餐消费能力都是比较强的，
其中，婚宴
的消费人均最高。
根据江苏省餐饮行业协会的数据，苏南地
区婚宴人均消费达280元，苏中地区人均220元、苏北地区
摘自!现代快报"
人均160元。

“最贵铁皮”沪牌
再度逼近 10万元

3月上海私车额度拍卖上周六落槌，最终中标率仅为
5.
58%，创下史上第二低。然而，接连走低的中标率却并未
影响沪牌
“代拍”
市场，
“代拍”
费用稳中有升，
部分
“黄牛”
开
出 3万元“天价”却依然有人买单。另一方面，上海市交通
主管部门也于 24日确认，二季度沪牌拍卖警示价将上浮
至 75200元。
如果以 3月沪牌拍卖成交均价 74830元计算，加上 3
万元的代拍费，这张沪牌的“成本价”已然突破了 10万元
摘自!东方网"
大关，不愧
“最贵铁皮”
之称。

“武松”
“张无忌”
“南京”
……

现代人取名很随性

河北两残障男子
互为手眼
14年栽树万棵荒滩变密林

情侣疯抢
5201314火车票

一个双臂截肢%一个双目失明&既买不起 # 角一株的树苗%也用不起除草剂%怎
么可能在 $% 年栽下上万棵树' 河北井陉县村民贾海霞和贾文其却做到了( 他们互
为手眼%买不起树苗%就爬树削枝&用不起除草剂%就挥舞镰刀(
年复一年%夹杂着嘲讽)心酸)汗水%$% 年一晃而过%曾 经 的 荒 滩 焕 发 新 颜 %成
为包含杨树)柳树和香椿树的万棵密林(
#& 岁的贾文其%' 岁时因爬上变压器触电而双臂截肢( 作为同村发小%贾海霞
比贾文其大 $ 岁%但同是在 ' 岁%白内障夺走了他左眼的光明 ( 并在 ') 岁时因一次
作业双目全盲( 在贾文其的劝导下%贾海霞逐渐走出阴影%*既然无法改变环境%起
码我可以适应环境( +
摘自《法制晚报》

被吐槽浪费社会资源

火车票是乘坐火车的凭证，可有情
侣却拿它秀恩爱，疯抢5月20日13点14
分发车的火车票。23日，网友“橙子天”
向武汉晨报爆料称，他身边就有情侣
在抢“5201314”的火车票。情侣抢票并
不是为了乘车，而是把火车票当情人礼
物或收藏，他觉得这种占票秀恩爱
“太自
私”
。
爆料称，百度贴吧里一则“秀出你的
5201314车票”网帖，引起众多网友的围
观。网友甚至宣称：坐“5201314”的 列
车，就能相爱永远。短短1天已有数百位
网友在评论。其中，不少网友还上传了多
张近3年来抢到的“爱情火车票”截图，
引得网友跟风抢票。同时，
还有热心的网
友将全国5月20日13点14分出发的火车
做了一个总结表，表中显示4348次、
D2285次、
K7832次等22趟列车都在此
时间发车。
网友晒出的
“5201314”
火车票，
多是
短途票、
便宜票。
由于路程和车次不同，
票
价分别在2—90元不等。
还有网友购买了
半价的儿童票。
采访中，
不少网友称，
他们
买这些票一般不会去乘车，
而是作为情人
的礼物或当特殊的火车票收藏。
也有网友质疑如此占票秀恩爱，会
影响到真正需要车票的人。铁路部门也
提醒旅客，持一张有效身份证件在同一
乘车日期和同一乘车站，只允许购买一
张实名制车票，请买票不乘车的旅客，
不
要囤积车票，
让给更多需要乘车的旅客。
武汉市荣格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心理
咨询师黄进军说，疯抢
“爱情火车票”，
其
实就是情侣们的一个心理暗示。他们在
现实生活中总觉得有风险和竞争，他们
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能让生活更圆满、
爱
情更长久。这就和人们喜欢囤吉利数字
的手机号和车牌一样，
“其实就是一种自
摘自!武汉晨报"
我安慰”
。

“吃货大省”排行榜
江苏位列第 3

中标率走低代拍费不降

称不敢向妈妈要钱

2月 3日凌晨，剑阁县普安镇某商
场内的监控录下一段视频：一名身着女
装、戴着面具的小偷潜入商场偷走价值
2万元财物。警方破案后发现，嫌疑人竟
是男扮女装，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是富家
子弟，
曾打理上千万的生意。在民警为其
戴上手铐时，男子开口说出了一句让人
意外的话：
“比起警察来，我更怕我妈，被
抓的事能不能别让我妈知道。”
该男子对自己盗窃一事供认不讳，
并说销赃后，其中 1万余元用于偿还信
用卡，
剩下的 1万元用于“过年”
。
该男子称，在妈妈的威慑下，他觉得
自己的工作从未得到肯定，反而动辄得
咎。他在 2009年迷上了打电玩，连打 3
个月后，
银行卡上的 70万元挥霍一空。
出生于 1977年的该男子说：
“ 我妈
就是别人说的那种‘虎妈’，家里有一根
细牛皮带，抽在我身上的那种疼，我一直
都忘不了。”他认为母亲的教育方式不
对，会当着别人的面打他，
丝毫不顾及他
的面子。这种严厉的教育方式一直伴随
他成长，
“我家门外就是街，
从小到大，我
妈如果觉得我做错了事，我就必须跪在
门外，街上的人都看得到。”即便他 37
岁了，
暴怒之下母亲也会抽他耳光。

!"

周边·社会

四维彩超乱象：

影楼只管赚钱 准妈妈自担风险
挥挥小手、踢踢小腿……
月，但李薇! 化 名 "至今想起在
在超声探头下，尚在准妈妈腹
超声探头下孩子挥舞着拳头的
中的胎儿一举一动投放在显示
样子还会暖心不已，
“ 在这之
屏上，这已成为大多数准父母
前，他(
孩子)
对我而言只是一
在孕期的独家记忆。
个概念，
也正是照了四维之后，
近日，
《每日经济新闻》记
我才第一次在自己身上发掘到
者调查发现，目前市场上这种
母爱。
”
最先进的四维彩色超声诊断技
由于公立医院的四维彩超
术! 以 下 简 称 四 维 彩 超 "，不仅
名额已排到李薇预产期前，为
出现在各类公立医院、私立医
了提早看到孩子，她不得不特
院中，甚至连摄影楼都能提供
意联系一家私人医院，为此多
这种服务。
花了100元的检查费用。
摄影楼为什么会提供这样
重庆大坪医院一名妇产科
的服务?因为四维彩超市场是
医生告诉记者，目前门诊孕产
一个年产值高达67亿元的大
妇中，至少有50%会主动询问
“金矿”，
而且设备维护费用低， 有关四维彩超的问题，并希望
一台价值百万元的进口四维彩
医生安排检查。
超仪仅需4个月便可回本，摄
根据国 家 统 计 局 发 布 的
影楼自然趋之若鹜。
数 据 ，2014年 我 国 出 生 的 新
但美国食药监局(
FDA)
以
生儿为1687万人。按照大多
及国内医疗专家都表示，四维
医 疗 机 构 四 维 彩 超 每 次 400
彩超可能诱发胎儿组织升温和
元左右的价格计算，其年产值
组织液中产生小气泡两大问
就67.
48亿元，显然是一个大
题，对胎儿造成伤害。如此一 “金矿”。
来，没有专业医生指导，摄影楼
在巨大的市场前景下，众
提供的这种彩超，准妈妈们还
多医疗器械厂商都加大了对四
敢做吗?
维彩超仪器的产销力度。目前
国际医疗器械巨头GE在全世
年 产 值 67亿
界销售的超声产品有近1/
4产
自无锡基地，
国内则有近2
0家
元的大
“金矿”
医疗器械设备厂商的四维彩超
尽管孩子已经出 生 两 个
仪已上市。

百万设备4个月
回本
对于不少打着
“零岁写真”
旗
号的摄影机构而言，引进一台四
维彩超机，就像引进一台“印钞
机”
。
某省级妇幼保健医院相关医
护人员告诉记者，做四维彩超扫
描需提前7日预约，做一次费用
为560元! 不含挂号费 "，项目为排
畸和检测发育。国内某连锁私立
医院相关负责人则向记者介绍，
其每日接待名额限制为20人，因
此需提前半个月预约，价格为
400元/
次! 不含挂号费 "。
相比医院，摄影机构推出的
各色套餐在价格上更吸引眼球。
某四维彩超摄影机构在其官网上
推出了480元-1280元不等的套
餐。
该机构工作人员介绍，
其仅提
供胎儿影像拍摄和录制，属于非
医用，且不能排畸。
“四维彩超的
后期维护费用很低，在使用过程
中仅需要人工和超声耦合剂的成
本，很快就能收回成本。”国内一
家医疗设备制造商人士表示。
记者粗略计算发现，按照目
前市场行情400元/
次，
1天20人
次，即便引进一台100万元左右
的GE彩超仪，也只需125天(
约4

个月)
就能收回成本，如果采用国
产的四维彩超仪回本速度更快，
仅需一个月左右。

2种危害影响胎
儿健康
尽管四维彩超市场看起来犹
如蓝海，但在排畸、
满足情感需求
等卖点下，其商业价值已远高于
医学诉求。
“实际上，
四维彩超和普通彩
超在医学上的诊断意义并没有明
显区别。”
中科院苏州生物医学工
程技术研究所医用声学技术研究
所主任崔崤峣告诉记者，从胎儿
排畸角度出发，经过专业训练的
超声医生通过普通彩超甚至黑白
超就能达到检查目的。
四维彩超技术其实也隐含风
险：
2014年底，美国食品和药品
管理局 (
FDA)针对超声提出警
告，
称其能造成两种危害：人体组
织升温和组织液中产生小气泡。
中国科学院声学所研究员牛
凤岐也曾向媒体透露，超声波会
对组织产生压力，
一旦压力过大，
小气泡受到撕扯而爆裂，会在瞬
间产生几千摄氏度的高温和几百
个大气压的压力，对胎儿健康形
成影响。
摘自!每日经济新闻"

24日，
“南京地铁公安施 Si
r
”通过微博描述了这一趣
事。
“地铁警察蜀黍每天利用 4G警务盘查通对万名乘客和
身份证进行核查，
不少名字令蜀黍眼前一亮，
有功夫了得的
‘武松’
‘张无忌’
，
还有果然大蓝鲸人特色的
‘南京’
。没事，
都是好筒子。大家身边有木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名？”
博主南京市公安局地铁分局政工办副主任施大江向记
者介绍说，南京地铁每天的盘查量是 1万到 1.
5万人次，每
天有 1%的乘客会遇上盘查。写在微博中的“武松”
“张无
忌”
“南京”
，
是令民警印象最深的 3个名字。
民警表示，乘客
中同名同姓的概率不是特别高，但类似
“王强”、
“李勇”
、
“张
静”
这样的名字是最常见的。
南京名人、影评人舒克，原名殷舒克，以自己的名字为
姓，
为女儿取名舒克诣煊。
他说，中国人姓名演变有多种方式：第一种，是以朝代
为姓，有人因此姓殷、姓商等等；第二种，就是以方位为姓，
在古代，
东方、
西方、
南方、北方，都是姓氏；
第三种是皇帝赐
姓；第四种是以身边看到的景象为姓，日本还沿袭这种方
式，现代日本人仍有姓河边、渡边等的，中国古代也有这样
的姓氏，
现代却鲜有；
第五种以养的牲畜为姓，羊、
猪、狗、鸡
等，现代我国也有沿袭这种姓氏的，只是换成了同音别字，
例如杨、
朱等。
但到了现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受这种观念的束
缚，
对于名字便没了那么多讲究，
只求朗朗上口就好。
摘自!江南时报"

杭州上阵无人机
偷排废水抓现行

一架无人机缓缓升空，
飞到几十米外，下方架有一台摄
像机，
实时记录着地面的情况。而另一端，地面上的环保执
法人员通过手中的 i
Pad，正观察着地面上的一举一动：只
见汩汩废水正不断流入分水江中。好家伙！被无人机抓了个
现行。杭州、
桐庐两级环保执法人员当即赶往外排管道口、
江边排放口取水样。
23日上午，杭州环保部门启用无人机执法取证，首次
逮到了现行。企业直排废水被查封，除了制度，还有高科技
助阵。据了解，今年初，杭州环保部门首次购买了2架无人
机。在执法行动中，执法人员会带着无人机同行。一旦有需
摘自!钱江晚报"
要，
就会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