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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遗孤自

发捐款建

立的"感谢

中国养父

母碑#在沈

阳落成$

"没有了土地!我还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农民吗% &

$$

岁的新生代农民工

魏雪侠以一种开玩笑的口气向记者质疑$ 她现在上海打工!虽然近期还没有

回家的打算!但她仍渴望自己的名下也拥有一份土地!就像村里的大多数农

民一样$

记者在安徽'江苏等地采访中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中已经出现一个特

殊群体()无地农民工$&如果这个群体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无论滞留城市还是

回到农村!都可能面临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

基层官员建议!应对"无地农民工&现象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对策$

!"#$

! ! ! !

我有几名学生! 毕业后教在京工作的外国人的小
孩子学汉语!常向我讲述他们工作中发生的事!使我沉
思不已"

其中一名学生! 在给外国的小孩子们讲完 #水晶
鞋$的故事后问他们!成了王后的灰姑娘!该怎样对待
那人品恶劣的母女三人呢% 外国孩子七言八语!想出了
种种惩罚和报复的方式& 这使他们格外开心!直至下课
都还意犹未尽&

但是外国的家长们纷纷提出严肃的批评! 说那样
给孩子上课是不可以的&

我的学生很郁闷!打电话请我解惑&

我一听就明白双方在什么问题上发生矛盾冲突了&

我的学生第二天在课堂上对外国的孩子们谈了她
自己的一番看法& 她说!人性是有先天缺陷的!比如自
私'嫉妒'报复心理等等!所以人要自我教育!以防止自
己人性的先天缺陷一味发展! 最后堕落为人性的恶"

(水晶鞋$中人品恶劣的母女三人!最终因为自己的所
作所为感到了内疚和羞愧!所以她们在可以教育之列!

而教育她们的方式一般应该是宽恕& 如果做了王后的
灰姑娘利用自己的权势派兵将那母女三人统统抓起
来!投入监狱!证明灰姑娘自己的人性在从弱者成为强
者之后!也由善变恶!受愚昧驱使了& 当一个人变得强
势了!他或她就更应具有宽恕之心!而不是任由强烈的
报复之心驱使自己的行为)*

我的学生这样讲了以后!那些外国家长满意了&

(丑小鸭$这篇安徒生的童话!在我的学生讲给她
的学生听了以后!又有外国家长不满意了&

他们的问题是+,,如果童话里那只丑小鸭渐长渐
大!最终还是命中注定地长成了一只普通的家鸭!而不
是天鹅!那么它该拿自己怎么办呢% 它的自卑感不是会
更加强烈了吗% 它还能正常地活下去吗%

我个人觉得以上问题提得何等的好啊- 因为世上
的鸭子从来就比天鹅多& 童话中天鹅象征高贵优雅!而
鸭子象征平庸无奇& 将鸭子和天鹅来拟人!普通的人一
向就比不普通的人多&普通并不意味着平庸&一个人在
小时候向往不普通的人生!这是自然而然的& 但在自己
成为大人以后!却发现自己的人生与.不普通/三个字
根本无缘! 那么便有了一个如何面对普通人生的心理
问题& 外国的家长们! 之所以让自己的孩子们提出问
题!其实说明他们颇为重视.普通人之人生观/的教育
而已& 也同时说明!即使一篇经典的童话!包括经典小
说等!如果不进行更理性的诠释!也都有可能被误读&

!摘自"读者# 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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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
.2

年前的那个血色黄昏!现为内
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日本
遗孤乌云依然感到恐惧&当时她

!

岁!日本名
叫立花美珠!母亲带着她们几个姐弟!和一些
日本家属一起随一队溃败的日军奔逃&

.全体自杀 ! 连孩子都不能留下 & /

-"34

年
!

月
--

日傍晚!当这只约千人的队
伍逃至内蒙乌兰浩特地区格根庙时! 随着
日军指挥官的命令!日本军人吼叫着!把武
士刀刺入自己的腹部! 其中有些人在自杀
之前!还在人群中投下手榴弹!或者用刀'

枪把不愿意自杀的人杀死& 立花美珠的两
个弟弟就这样死在日军乱枪之下! 而她的
母亲!先刺死了不满周岁的小女儿!然后来
抓立花美珠!她吓得拔腿就跑!跑出几十米
再回头看时! 见母亲把尖刀捅进自己的胸
膛自杀了& 立花美珠成了一名日本遗孤&

日本遗孤!是指
-"34

年日本战败投降
后!日本军队撤退和战俘被遣返时!遗弃在
中国并被中国人抚养长大的日本孤儿&

中国研究者认为!这些人总数在
3555

人
以上!

"56

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到目前为止!已被日本确认的战争遗孤约
有

7!55

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大多数日本
遗孤陆续回到日本!少数人因为种种原因留在
了中国&

在中国家庭中长大成人

乌云说0.那天夜里! 我从死人堆里爬
出来!已经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就趴在
格根庙西边的一座桥上& 这时来了两个中
国老大爷!他们不懂日语!就摸摸我的头!

又拍拍胸!然后往西指& 我懂了!说的是让
我别害怕!跟着走& /

他们把她交给了一位憨厚的东北农民!

这个农民成了乌云的第一个养父& 乌云说!

第一个养父家生活贫困!但是他们还是尽其
所能抚养了她一年! 为了让乌云过得好一
些!他们把她转交给一户经济条件稍好些的
人家&

乌云的第二个养父是蒙古族人!给她取了
个蒙古名叫乌云!并把她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疼
爱&家里变卖了不少东西!一直供她读完大学&

在那个年代!读大学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乌云只是二战后留在中国的无数日本遗
孤之一&在战后经济极其窘迫的时候!数千户
中国老百姓接纳了数千个处在病饿中的日本
遗孤& 在几十年中!他们已经成为一家人&

-"34

年!哈尔滨的郭永胜'马凤琴夫妇
已经有两个孩子!生活很贫困!但他们还是
接纳了一个日本小女孩! 给她取名叫郭新
华!把她当成自己的大女儿& 郭家后来又生
了

4

个女儿& 在
-5

口人的重负下!郭家仍
将日本遗孤郭新华抚养成人&

大部分遗孤返回日本

-"87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 很多人在
日本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并回到日本定居&

截至今年
-

月 ! 已有
73!4

名日本战争遗
孤'连带他们的直系亲属共有

"555

多人回
日本定居&

这对于包括他们在内的那些养育他们
的家庭来说!既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也包
含着分离的痛苦&

-"!4

年
3

月!马凤琴在报上看到中日两
国政府寻找日本战争遗孤的消息! 她对女儿
郭新华说0.你回去吧& / 郭新华哭了0.妈!我
不去日本!我不记得自己是个日本人&你是我
妈& /

当时中国的生活水平还比较差& 尽管
养父母舍不得郭新华离开! 但为了孩子们
生活得更好!他们反复劝说女儿!郭新华终
于同意回日本了&

-"!8

年秋! 郭新华在日本东京的生活
刚刚安定!就请父母去日本探亲&

-"!!

年底!郭新华得知父亲病重!急忙从
日本赶回中国&

3

个月的时间里!郭新华一直尽
心照料瘫痪在床的父亲& 郭永胜弥留之际!拉
着女儿的手说0.新华是我最好的女儿))/

像郭新华一样!绝大部分日本战争遗孤
在回国后与养父母及中国的兄弟姐妹'亲朋
好友保持着浓厚的感情和密切的联系&

-"""

年
!

月
7-

日!由
-345

名日本二
战遗孤自发捐款建立的 .感谢中国养父母
碑/在沈阳落成& 碑的主体为一对约与真人
同高的中国夫妇携一日本孤儿的铸铜雕
像& 碑座正面刻写着.感谢中国养父母纪念
雕像/ 及中日两种文字的碑文0.由衷祝愿

日中两国长期和平友好! 并向中国养父母
竭诚致意& 为中国养父母的伟大精神与崇
高事迹传颂万世! 为告诫后人不再重蹈历
史覆辙!特立此碑& /

但是!也有些遗孤回到日本后!与中国
的亲人联系较少!这对于他们进入晚年的养
父母来说!尤其是那些毕生只养育了这一个
孩子的老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有些人留在中国

-"!5

年! 乌云找到了她居住在日本广
岛市的哥哥立花甫& 在日本住了

4

个月后!

乌云对哥哥说! 她要放弃在日本的永久居
留权及日本国籍!回中国定居!陪伴将她抚
养成人的中国母亲&

乌云及孩子至今仍和
!5

岁的养母住
在一起&

今年
.5

岁的于德水也是一名战争遗
孤!家住吉林省长春市& 于德水出生

.

个月
时日本宣布投降!过了两个月!生母去世&

父亲归国时把她送给了一个中国农民 !当
时他不满周岁&

-"!.

年! 日本政府同意他去日本定居!

但于德水考虑养父母已经年近
!5

!不肯离去!

直到养父母谢世之后!

-""7

年他才携眷东渡&

在日本! 于德水一直非常怀念他自幼
生活的中国&

/

年后他带着妻子和一个孙子
返回了长春&

于德水说!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

不仅给中国人带来苦难! 许许多多的日本
人也成为受害者& 于德水正在写回忆录!要
以此献给他的中国父母!并警示世人!祈盼
和平 & !摘自 %北京周报 &何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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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薪史上第二大减幅

从
-5

月
75

日开始!日本政府决定全面实施人事院
!

月
74

日提出的对日本公务员大幅减薪的建议! 这也是
.

年来首次同时减少国家公务员的月薪与奖金&

降薪之后! 公务员平均年薪比之前减少
-4,3

万日元
9

约合人民币
--222

元
:

!降至
./4,.

万日元
9

约合人民币
3.

万元
:

! 仅次于
755/

年人事院建议削减的
-.,4

万日元!为
日本国家公务员减薪历史上的第二大减幅&

从
!

月份开始到
-5

月份!为了使减薪计划顺利推进!

日本内阁会议还将通过(国家公务员工资法$修正案!并提
交临时国会& 在日本!过去从人事院发出建议到政府做出
决定!通常有

7

个月左右的讨论期!而此次大幅减薪仅用
7

周就作出了决定!速度之快可谓罕见& 分析称!减薪背后反
映出经济不景气导致日本民间企业薪酬水平低迷的现状!

迫使政府尽快作出了对公务员的减薪决定&

!摘自%人民日报&$

自古有.朝朝盐水!暮暮蜜糖/的养生之道!即早
上喝一杯淡盐水!晚上饮一杯蜂蜜水!可清肠养胃!润
肺养颜&按照传统中医理论!咸归肾经!可以保养人一
天的精神1而晚上喝点蜂蜜对胃液分泌具有双向调节
作用!既可增加胃酸分泌!帮助消化!又可抑制胃液分
泌!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有养胃的作用&

医生提醒!蜂蜜宜用温开水冲服!或兑入温牛奶'豆
浆中食用&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患者应慎喝蜂蜜!过敏
体质尤其是对花粉过敏者!也应尽量避免进食蜂蜜&

适合早上吃的具有咸味的食物主要有大麦 '小
米'海带'紫菜等!而适合晚餐吃的具有甜味的食物主
要有茄子'芋头'西红柿'菠菜'白萝卜'胡萝卜'冬瓜'

南瓜'黄瓜'藕'土豆'蜂蜜'牛奶'泥鳅'鳝鱼'青鱼'白
糖等& !摘自%中国营养报&$

! ! ! !

营养是每个健康人必不可少的!但也不是营养摄
入越多越好& 医学实践证明!有些营养素摄入过多!反
而会对身体产生危害&

水过多会使尿量增多!在心'胃功能不全时可发
生水中毒!加重心力衰竭的程度!使身体浮肿&

糖过多可令肌肉松弛!易生脓疮!加重糖尿病病
情'龋齿及食欲不振等&

铁过多可致食欲不振'呕吐'腹泻'大便异常&

脂肪过多会造成消化不良' 腹泻' 食欲不振'肥
胖!甚至加重动脉硬化和高血脂症的病情&

蛋白质过多可致食欲不振'大便干燥!加重肾功
能衰竭及尿毒症&

维生素
;

过多易造成头昏'头痛 '呕吐 '毛发稀
少& 中毒时会造成呼吸麻痹!甚至死亡&

长期服用维生素
<

突然停止时!可出现维生素
<

停药综合征!出现食欲减退'乏力'精神困倦等症状&

!摘自%青年文摘&$

! ! ! !

新生代农民工出现新群体'(无地

农民工)

77

岁的农民工魏雪侠现在上海市一家鞋
厂打工&虽然她的户籍仍在安徽界首市田营镇
魏窑村!但在老家却没有她的土地&村里

75

世
纪

"5

年代初最后一次土地调整时! 她家因计
划外生育人口且未缴足计划生育罚款!所以她
没能分到土地&很多像魏雪侠一样的新生代农
民工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0作为农民!她没有
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1而作为工人!她被
鞋厂永久接纳的可能性也很小&

对此! 安徽省阜阳市市长孙云飞提出了
.无地农民工/ 的概念& 他分析说!.无地农民
工/的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部分无地农民
是计划外超生人口!他们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
未能分到集体土地1 还有一部分是农村土地
/5

年不动政策实施后的新生儿& .无地农民/

长大成人外出务工!就成了.无地农民工/& .无
地农民工/的年龄层次基本都是新生代农民工
的年龄范围&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群体的人
数将会越来越多&

目前!.无地农民工/数量已经具有一定规
模& 阜阳市政府劳动部门已经关注到.无地农
民工/现象& 据阜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汝天彬粗略估计!阜阳市

77!

万外出农民工中
有.无地农民工/

.5

万人!估计今后每年有
-5

万.无地农民工/进入社会&

以安徽界首市魏窑行政村魏窑自然村为例!

该自然村目前共有
7755

多人!

75

世纪
"5

年代
初! 魏窑自然村对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分配1当
时有

45<.5

名计划外出生人口没有依法缴纳计
划外生育社会抚养费

9

即计生罚款
:

!没有分到土

地1

-""5

年
!

月以后出生的人口!也不能分到土
地& 这些人现在已经成为劳动力外出务工& 村干
部魏天和粗略估算!截止到

755!

年底!魏窑自然
村无地农民累计人数在

355

人以上&

边缘中的边缘'(无地农民工*不等

同于失地农民

.无地农民/和失地农民不同& 失地农民是
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 其丧失土地过程是显
性的!失地农民不仅有一大笔土地补偿款!还会
被政府纳入城镇职工保障体系!在就业'养老'

医疗等方面得到行政力量的照顾&但.无地农民
工/ 一直处于隐性状态! 游离于政府的目光之
外!还无法享受到政府的额外关照和重视&

农村耕地资源日渐紧张已经成为一个无
法回避'日益逼近的难题!.无地农民工/是由
此产生的一个典型群体& 汝天彬认为!由.无地
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可以看出!农村中土地资
源不均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在农村!有的家
庭女儿多!女儿出嫁后!剩下两个老人种着

-5

多亩地1有的家庭儿子多!常常
-5

多口人!土
地还不到

4

亩& 对于一些人均耕地连
5,7

亩都
达不到的家庭!土地已经逐渐丧失了基本社会
保障的功能!务农收入已不再是他们日常收入
的主要来源&

.无地农民工/ 的未来走向值得关注和研
究&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分析!.无地农
民工/群体分化为三类0第一类能在城市定居
并成为市民!有着医疗'养老等保险!但只有极
少数人能成为第一类1第二类人在城市工作多
年!随着青春消逝!其就业选择范围越来越窄!

甚至面临失业! 但由于长期在城市生活工作!

不愿回农村!仍选择留在城市!成为城市中的
赤贫者1第三类将返回农村!耕种父母或亲属
的土地!或者租种他人土地!以此为生& 后两类
人将可能是.无地农民工/群体的主要去向& 在
社会经济平稳的条件下! 当他们丧失劳动力
时!不管他们滞留城市还是返回农村!他们的
未来生活保障和养老问题都会面临难题&

谈及未来的打算!魏雪侠说0.最近还没有

回家的打算!还要再打几年工!但我终究还是
要回到农村的& 我现在在工厂上班!每月都能
拿到工资!没有想过以后回到农村没有土地如
何生活生存!等到时候再说吧& /

+无地农民工*'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

基层乡村干部分析认为!土地资源不均衡
分配目前还不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稳定& 当前!

几乎所有的年轻人一毕业就会选择外出打工!

不选择留在家中种地& 没有土地的年轻农民的
父母都是有土地的!从农村习俗来看!这些土
地不仅是其父母的基本保障!也是他们自己的
最基本的生活来源!所以土地资源不均衡目前
尚不足以成为一个显性问题& 但以后如果土地
分配不均趋势加剧!则无论是回到农村的.无
地农民工/!还是留在城市的.无地农民工/!都
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

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0 从未雨绸缪的
角度来看.无地农民工/问题!主要应继续加快
城市化速度和水平! 把一些有能力又有意愿留
在城市的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在这方面!破除农
民工进城务工'定居的户籍'教育'社保等政策
壁垒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同样可以在有条件
的地方进行尝试性的改革和调整& 在城市化过
程中!继续加大中小城镇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在越来越多的大城市不堪重负的情况下! 大量
移民迁入中小城市将带来各种资源! 并促使劳
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产业和服
务多元化' 收入和消费升级加快' 就业机会更
多!单一功能城市逐渐变成多功能城市!小城市
逐渐成长为大都市&江苏等长三角地区的.新市
民/运动可以说是农民市民化的成功尝试&

!摘自%经济参考报#程士华 郭奔胜 王恒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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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女性为人母之后!仍然外出
工作!同时还要分担家庭经济压力&

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

755!

年上班族成员中
女性占

38=

! 而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

-"85

年这一比
例为

/!=

&

在
-"87

年启动的一项随访调查中!

-4=

的美国人认为
夫妻双方都有义务承担家庭经济负担! 但到了

7557

年认
同这一观点的人超过半数&

-"!8

年! 三成美国人认为女性应承担传统社会角色'

充当全职家庭主妇1但在
7558

年初!还抱有这种传统想法
的女性已经不足两成&

这项调查显示! 女性要做好家长! 同时还要兼顾事
业& !摘自%广州日报#$

我们以前可

能会以为使用一次

性筷子会比较卫

生!但是事实上!免

洗的筷子并不如我

们预期的那么干

净$ 你知道一次性

筷子是怎么做出来

的吗%

(

据中国新闻

图片社
)

! ! ! !

现在很多制作筷子的木头与竹子都

来自东南亚$

! ! ! !

竹子砍下以后! 工人用机器将竹

子切削成竹条$

! ! ! !

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为

了保持较好的卖相!通常会经过硫

磺熏蒸或是双氧水漂白的工序$

! ! ! !

然后晒干'烘干!加工成你我所见的

筷子$

这是竹子放大五十倍的照片! 竹子里边

的空隙形成仿佛"猴子&的图像!"猴子&的双

眼'鼻子清晰可见$

! !

每双筷子里住了很多很多的 "猴

子&!就是这些"猴子&使得硫磺与双氧

水得以长时间地保留在筷子里面$

! ! !

等用筷子吃的时候!筷子里的硫磺与双

氧水就会释放出来$

%&'()*+,-

!!"#$!

倘若将人生形容为一场竞赛!"起跑线& 的比喻是恰当

的*但是!如果是马拉松那样的长跑!就不存在输在起跑线

上的担忧$

+++针对.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说法!郑渊洁
谈了自己的看法

青春不常在!抓紧谈恋爱$

+++某婚恋网站的广告语
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要谦虚!不要骄傲*要每天反

省*活着就要感谢*积善行!思利他*不要有感性的烦恼$

+++管理大师稻盛和夫的.六项精进法/

高层干部看胸怀!中层干部看德行!基层干部看才能$

+++高层用事业留人!中层用情感留人!基础用
待遇留人

把握摇尾的时机和嚎叫的火候$

+++狗得宠的诀窍
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是本事$

+++人生当如是
当你红得让人流口水!关于你的口水就会多起来$

+++有时候让人.垂涎欲滴/并非好事
追求自己觉得重要的事业!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每一个生命都有裂缝!如此才会有光线射进来$

+++加拿大传奇诗人歌手雷纳德2柯恩曾出家又还俗
经济都不能独立!人格能独立吗% 人格不能独立!思想

能独立吗% 思想不能独立!能有百家争鸣吗%

+++易中天点评.百家争鸣/

对于一个父亲来说! 向孩子表达爱意的最重要的方式

莫过于爱他们的妈妈$

+++家庭幸福是孩子最珍贵的财富
!摘自%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