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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自封“国王”，侵占存款被捕

日前，广州某私立小学招
生时规定，学生父母必须有“本
科以上学历”，引发争议。其实，
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孩子入学
前，学校都会“刁难”一下家长。
美国：家长“必修课”

学校面试家长对于广大的
中国家庭来说还是件“新鲜
事”，而在私立学校遍地开花的
美国，这种事情已经成为部分
家长的“必修课”。

申请私立学校，不仅对孩
子来说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
情，对于家长来说更是一种折
磨人的考验。美国私立学校家
长面试主要围绕着教育理念展
开，主要包括：“你孩子为何要
报考我们学校”、“你总共报考
了几所学校？如果都被录取，你
准备选哪一所”、“你对孩子的
期望是什么”、“你认为家长在
孩子的教育中起着怎样的作
用”、“你愿意融入我们学校这
个大家庭吗？你愿意和别的家
庭来往吗”、“你认为孩子成功
的定义是什么”、“你平时在家
和孩子一起做些什么”等等。

面试官通过观察家长的反

应，来判断家长是否适合学校的
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如果家长
的想法跟学校想法南辕北辙，很
有可能影响到孩子的录取。

欧洲：家长“争平等”
欧洲大多数学校虽然没有

硬性规定，但由于学校大多要
面试学生，也间接面试了家长。

德国教育专家霍夫表示，
欧洲一些私立学校很早以前也
曾把家长的学历、地位等当成入
学条件，一些孩子曾因此被拒绝
入学。后来，不少家长向学校所
属的教育部门反映，甚至还告到
法院，最终胜诉。近几年，各地私
立学校几乎没再出现此类事件。
许多欧洲私立学校收费高，但每
年都免费招收来自低收入家庭
但成绩突出的学生，这也是一种
教育。
印度：家长“求面试”

印度私立学校也相当普
及，大约占到印度整体教育资
源的一半以上。这些学校的主
要经费靠自筹得来，对学生的
家庭背景相当看重。招生时虽
然不会正式地面试家长，也没
有明文规定家长一定要在某收
入水平或学历水平，但校方大多
都会与家长“亲切沟通”，通过对
学生家长的职业背景、成长经
历、对学生预期等方面的考察，
校方自然能摸清对方底细，相当
于更全面的“面试”。

印度家长大多对“面试”并
无异议，这种“配合”更多源自
印度教育资源的严重分配不
均。印度的优质教育资源少，而
且几乎完全倾向富裕阶层，势
必让更多印度中产阶级或中等
收入阶层人士“上赶着”去“被
面试”。 据《环球时报》

孩子入学
学校如何“刁难”家长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国
美容整形外科学会近日说，美国
整形外科手术行业去年收入创
下150亿美元纪录，美国人花在肉
毒杆菌注射、唇部注射等非医疗
目的整形美容上的钱增加１１％。
这个有2600个整形外科业成员的
行业团体认为，年轻一代希望拥
有青春容颜，二战结束后“婴儿
潮”时期出生的人渴望显得年轻
以保持职场竞争力，因此愿意掏
出更多钱。

美国美容整形外科学会说，
抽脂、隆胸、整腹是全美最流行

的三大整形外科手术，去年共完
成大约100万起。外科手术占去年
整形美容总数量的56％，包括注
射填充物和化学提肤在内的无
创方式占比44％。

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心理
学家安妮·卡尼－库克专门治疗
有身体变形障碍、整形上瘾等心
理问题的女性。她认为，一些女
性努力想达到“看起来年轻就是
美”的标准，而社交媒体放大了
这种压力。

人们经常拿自己同他人作
比较”，“认为我变得太老了，眼

袋太下垂了”，卡尼－库克告诉
路透社记者，“太多人做整形，以
至于我们感觉如果不做就低人
一等”。与此同时，整容手术在电
视节目及名人自拍的鼓励之下
变得更为主流，也越来越为年轻
人接受。

整容“控”认为，整容是增加
自信的工具，有助于生理和心理
健康。不过，《挪威社会研究》2011
年对1597名13岁以上的人进行调
查，发现做过整容手术的青春期
女性和年轻女性更容易出现抑
郁、酗酒和其他障碍。据新华网

世界上最拥挤的小岛可能
位于非洲维多利亚湖，不到半
个足球场大的地方有１３１人安
家。这个名为米金戈的岩石岛
屿面积只有１９８３平方米，遍布
金属板材搭建的窝棚，因此又
有“铁皮岛”之称。岛上居民大
多为肯尼亚或乌干达渔民，在
维多利亚湖捕鱼为生。米金戈
附近水域一度渔业资源丰富。
在２００９年，岛上一个渔民每周
收入相当于非洲工人平均２到３
个月的收入。不过，随着近年来
鱼产量减少，一些岛上渔民考
虑搬离此处，这个小岛有可能
告别“最拥挤”称号。据新华社

房产领域有句箴言：“位置

决定一切”。在伦敦，一栋不足30

平方米的小房子，由于地理位置
极其优越，竟然卖出了71 . 38万英
镑（约合人民币605万）的高价。

据悉，该房产位于伦敦市中
心，靠近著名的国王街（King’s
Road），如果修缮一新，估价将达
到100万英镑。在经过19人激烈
的竞拍后，它最终以713825英镑
拍出，比预期高出逾1万英镑，每

平方米售价高达20万元。相同的
价格，可以在法国多尔多涅买到
一栋拥有14间卧室、占地46公顷
的城堡。

最终拍走这栋房子的人是
一名房地产商，他说：“每个人都
梦想着能在伦敦市中心拥有一
栋房子，我打算将这栋小巧精美
的房子进行修缮，然后作为偶尔
小住的休憩之所。”

据人民网

一名自封“德国国王”的德
国男子近日因开办非法银行并
盗用130万欧元（约合960万元人
民币）存款被判处3年零8个月监
禁。这名叫彼得·菲策克的男子
在２０１２年自封“君主”，把德国东
部城市维滕贝格尔的一块原医
院用地划为自己的“王国”。

菲策克2009年至2013年非法

开办一家银行，大约600人在这家
银行存款，总额共计约170万欧
元。检察官说，菲策克将其中130

万欧元占为己用。主审法官乌尔
苏拉·默滕斯说，菲策克无法为其
处理的任何款项提供有效账目。
他对菲策克说：“这些年，你都在

混日子，盗用了许多钱。”

这名自封“国王”的男子不
是第一次进法院了。他曾因无证
驾驶出庭，当时辩称有自己“王
国”的驾照；他还曾因非法经营
一家医疗保险服务机构被判有
罪。德国国家情报局把菲策克视
为德国极右翼组织“帝国公民”

成员。“帝国公民”不承认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的合法性。其成员一
度被认为只是一些“疯疯癫癫”
的人，但近几个月发生数起该组
织成员枪击警察的事件，引发人
们担忧。德国国家情报局高级官
员汉斯－乔治·马森说，目前和

“帝国公民”组织有关的人员及
其同情者估计达到1万人，包括
500至600名右翼极端分子和700
名有持枪证的人。 据新华网

伦敦30平房产卖600万，快赶上北京学区房

“带假发也是人权！”新西
兰一名光头犯人借助法律手
段，获准戴假发服刑。

报道称，菲利普·史密斯
在新西兰一家监狱服刑。1996
年，他因谋杀、性侵等罪名入
狱。2014年11月，他获准临时外
出工作。借此机会，史密斯通
过一份非法护照逃往南美，而
很快又被巴西警方逮捕并被
遣返。

当地媒体披露，史密斯实

际上是光头，但逃离时戴着假
发伪装身份。重新入狱后，他
一直要求拿回假发。在庭审
中，史密斯指控狱警“粗暴并
歧视”地没收他的假发，而假
发作为“艺术品”是他自信的
重要来源，狱警“羞辱性”的做
法侵犯了他的人权。最终，法
官支持了他的诉求。此事招致
一些人呼吁，对监狱管理制度
进行重审。

据参考网

新西兰光头犯人要求戴假发

近日，一个为卡塔尔王室成

员准备的汉堡竟然在迪拜售价
高达1万美元。这可能是有史以
来最昂贵的汉堡了。该汉堡中包
含藏红花和7层肉饼，分别代表7

个酋长国，其它填料还包括酿熟
的切达干酪和牛肉培根条。除了
用料精细、做法考究外，该汉堡
被卖出“天价”的另一个原因是，
卡塔尔王室的一位成员亲自下
厨并参与汉堡制作。

虽然听起来有点奢侈浪
费，但卖汉堡的金额都将全部
捐给一家乳腺癌慈善机构。该
卡塔尔王室成员、汉堡的所有
者说：“2015年，我们曾以7000美
元的高价将汉堡卖出，打破了
世界纪录。今年，我们希望创造
新高。”

据悉，该汉堡与其他三样
菜肴一起拍卖，筹集善款近3万
美元。 据中国新闻网

卡塔尔王室制作的汉堡拍出7万天价

整容这件事，美国人花了多少钱？

西班牙巴塞罗那16岁少女阿尔巴·帕雷霍患有先天性黑色素细胞痣，
全身布满大片胎痣的她，常被同学笑称“外星人”、“斑点狗”。但勇敢的阿
尔巴总是乐于展现不完美的自己，并活跃于社交圈。

据悉，正值花样年华的阿尔巴·帕雷霍，白净的皮肤上布满大大小小
500多个胎痣。她在5岁时，接受了30次手术，移除小部分胎痣。尽管受到不
少屈辱，但她却并未因此丧失对生活的热爱，如今她接受自己的一切，还
把胎痣的照片分享到网络上，没想到意外受欢迎。阿尔巴·帕雷霍表示：

“很多人联系我，说我的故事很励志，也替我加油打气。” 据中国新闻网

少女全身500处胎痣

俄核专家

被拐到农场为奴

近日，哈萨克斯坦一名妇
女意外发现失踪4年的俄核物理
学家尤里·奥勃拉兹佐夫。该妇
女称她与同事一起遇见该专
家，他整天坐在贸易中心椅子
上，身上有不少伤，还有些意识
不清。他说自己家在新西伯利
亚，4年前去哈萨克斯坦出差时，
被带到一家农场当奴隶，证件
全被没收，也记不清农场的位
置，最近搭顺风车从农场逃出
来。当地警方证实，这个人确实
于 2013-2014 年间失踪。哈萨克
斯坦人权组织已对事件展开调
查，希望找到这家农场。

据《环球时报》

澳大利亚墨尔本郊区西门
公园一个湖泊的湖水最近变成
了粉红色。维多利亚公园首席
保育科学家诺曼说，这个湖泊
在夏天时期经常会变成粉红湖
泊，这主要是因为湖泊的高盐
分与湖中藻类盐菌及光线气温
交合作用而产生的。

这漂亮的湖泊吸引超过
140个鸟类品种，以及许多慕名
而来的游客。虽然湖水看上去
很漂亮，粉红色的湖水也不会
造成任何危害，但有关当局还
是提醒游客不要触碰湖水。

据《参考消息》

墨尔本郊区
出现“血湖”景象

世界最拥挤小岛
在非洲

“小国”加纳

要建“大政府”

仅有2700万人口的加纳总
统阿库福·阿多总统本周任命
110名部长，创下1992年国家通
过民主宪法以来的记录。阿多
表示：“人们担心规模庞大的
政府会带来巨额支出。但这是
让国家实现快速变革的必要
投资。这些部长们是来工作
的，不是来度假的。”

加纳政府部长工资待遇
都不低，110名部长的工资总额
相当于6个基础设施建设部总
预算的60%。而拥有6500万人口
的英国仅有120名政府部长。

据环球网

欧盟将立法
禁止“牢笼”饲养兔子

欧洲议会近日以410票支
持、205票反对通过决定，将在
欧盟范围内立法禁止用“格子
笼”饲养兔子。动物权利保护
者欢呼，这将帮助超过3 . 4亿只
养殖兔脱离狭小“牢笼”的苦
海。据介绍，欧盟相关部门将
在接下来几个月起草法案，对
养殖兔的保护设定最低标准。

层架式格子笼被广泛用
作鸡笼。被饲养的动物们挤在
金属网格子内，每只动物只有
67平方英尺（0 . 043平方米）的
空间，相当于“比一张信纸还
小”的“立足之地”。

调查人员先前走访西班
牙和意大利超过７５家农场，了
解兔子在格子笼中极度痛苦
的生活。他们发现，兔子们和
带有裸露的感染性伤口的同
类挤在一起；一些兔子死亡
后，尸体在笼内腐烂；甚至有
兔子因非自然且压力重重的
生存条件嗜食同类。调查人员
拍摄下的“笼中兔”视频对“禁
笼令”在欧洲议会的通过起了
作用。 据《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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