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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澳 台台 之之 窗窗

同一纬度上的城市从来都不是
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海拔高度 、大
气环流、海陆分布、洋流地形的迥异，
让它们有着优劣不同的气候条件，也
形成了不同的“个性和命运”。

盖尔达耶：立体派Lady

这个撒哈拉地区最大的绿洲城
市，被波伏娃激动地唤作“构造精美
的立体派绘画”。从沙漠边缘走进城
池，躲着酷热，沿七弯八拐的台阶，攀
到百米高清真寺的过程，确实犹如进
入乔治·布拉克那幅《埃斯塔克的房
子》画作中。狭窄的巷道仅容一只怀
孕的母驴通过，难耐的日照又被周遭
土黄色建筑挡去了。遗憾的是，在这
座最保守的伊斯兰城池，你注定没机
会邂逅短裤短裙的立体派《亚威农少
女》。

埃拉特：天然防弹衣

非洲以及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城
市 ，端 坐 在 北 纬 30°上 已 超 5000
年。现代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和埃及
革命，像一场场有那么点失控的派
对，弄脏了城市的表皮，早上醒来打
扫打扫，它还是一户古董遍地的富贵
人家、一座巨大的伊斯兰博物馆。持
续不断的叛逆青年，对封建王朝、保
守宗教、西方文化和独裁统治的一次
次逆反，让这座最老城池还在分泌着
旺盛的荷尔蒙，精神抖擞地活着。

科威特城：三体星系

希尔顿酒店，100元；雪糕，1元，
是这座海湾城市的物价。不过只要
把货币单位换算成欧元，酒店和雪糕
就成了 270欧元和 2.7欧元。科威
特第纳尔是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打
造出奢华的科威特大清真寺和遮天
蔽日的摩天楼群。全市几十座造型
古怪的蓄水塔和家家户户屋顶的蓄
水箱，解决了沙漠饮水问题，成就了
城市个性风景。

马拉喀什：红衣绝色

上世纪初的爱情和抗议诗歌，依
然在遍布城市的咖啡馆和砖墙间传
唱。这座摩洛哥王朝的旧时首都，高
调炫耀着自己红色的华裳，晒着永不
隐去的太阳。无论是老城的王宫、新
城的大酒店，还是贫民窟，都乐意披
上陶土红色的外套。后院里，如织游
人取代了美艳嫔妃。从红色的塔顶
瞥去，繁忙的杰马夫纳广场上载着歌
舞、杂技、说书、烤串和骗子，成了晃
乱双眼的红色海洋。

新奥尔良：浪荡老贵族

新奥尔良好像一位没落的法国
贵族，终日在迷离的爵士酒吧里，酩
酊大醉，晕乎乎地被交到西班牙殖民
者手上，又继续与各个种族进行城市
和建筑间的混血。他早已踩进了地
理和历史的沼泽，乘着威廉·田纳西
的《欲望号街车》及时行乐，直至喝到
踉跄跌倒在卡特里娜飓风里。洪荒
过后，时间重启，乐队又在无力地期
许 着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华雷斯：全球暴力之都

墨西哥与美国边境的这座拥有
百万人口的城市，在2008年以每10
万人口被谋杀132人的数字，“荣登”
全球暴力城市榜榜首。黑帮之间的
毒品战争、对抗政府的报复行动，让
当地新闻变成了习以为常的残忍统
计学：13年内 400名女孩遭奸杀、3
年内1.5万人遇害、谋杀率超巴格达
4 倍，还有整个警察局被屠杀的惨
剧。不过近两年谋杀率大幅下降，桥
那边的美国人又敢开车来看看“危险
风景”了。

休斯顿：宇宙城

“Huston”，这是月球上发出的
第一句人声，首位登月者阿姆斯特
朗，以自己的一小步激动地问候着这
座宇宙城。自然，人类的一大步也为
这里带来显著影响，航天工业的突飞
猛进和全球石油价格暴涨，让休斯顿

在1970年代成为世界能源之都。在
这 个 地 球 上 最 接 近 宇 宙 的 城 市 ，
NASA将神秘的约翰逊航天中心开辟
为旅游中心，眼前的真实月球石块和
模拟航天飞机，让参观者成为伟大历
史的一部分。

奥斯汀：单身新贵

数十套架子鼓和吉他在大街上
群魔乱舞，中国乐队被美国乐迷高呼

“牛逼”，每年3月份奥斯汀人满为患
的这个西南偏南，不单规模全球最
大，也是集电影、现代音乐和交互式
多媒体于一身的大会。德州大学的
理工科地位，让奥斯汀从 1980年代
成为高科技企业的“硅丘”，宅男宅女
把这里变为“最适合单身人士居住的
城市”，移动社交应用成了摇滚明星。

新德里：尿骚味世外桃源

康诺特普莱斯大圆盘是一只盘
踞新旧德里之间的八爪鱼，随着爪子
向东北伸去，就钻进莫卧儿王朝的皇
宫红堡、喧嚣破烂的巴扎以及最大的
贾玛清真寺；向东南，是莫卧儿王朝
的辉煌“阴宅”胡马雍陵、壮观的顾特
卜塔群以及简洁前卫的清修之地莲
花寺。当然，别指望6条地铁线能伴
着章鱼爪将你准确送到古德里，你得
用尽全力挤出地铁，忍受着大街上的
炎热和尿骚味走很久，才能来到世外
桃源。

拉萨：日光倾城

就像是非得让人痛快洗个日光
浴，或是给 2小时去适应 3700米的
高原反应，这座日光之城的贡嘎机场
远极了，距离城区竟达140公里。幸
好，雄起的山脉和清冽的雅鲁藏布江
带来最美的发呆时光，不知不觉，就
到了以大昭寺为核心的吐蕃王朝旧
城区。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唐朝的文
成公主以及随她们而起的大、小昭寺
和布达拉宫，这座城市可谓松赞干布
为一桩桩大型政治婚姻而建起。

（王洛）

各 国 出 新 政各 国 出 新 政

名校加面试环节名校加面试环节
据中新网报道 启德教育集团近日在北京发布《中

国留学市场 2016年盘点与 2017年展望》报告指出，中
国留学生人数仍不断增长，各国纷纷推出新政，不少知
名高校也新增面试环节。

与持续爆发式增长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相对的是逐
年 下 降 的 名 校 录 取
率。美国常春藤联盟

2010-2016 年 的
官方数据显示，其

本科录取率从整体上
看正呈下降趋势，7 年

间 8 所 常 春
藤 盟 校 的 本

科录取率基本下降2%-8%左右。
令准留学生喜忧参半的还有各国频出的新政。今

年 6月，新的美国大学申请系统 CAAS开放使用，目前已
有 90余所院校加入该系统，美本申请起点已最早前探
至初二。新 SAT考试上线，转考 ACT的中国学生有所增
加，然而成绩取消的意外状况时有发生，提高了美国本
科申请的难度及不确定性。

另外，面试开始逐渐成为各国高校考察国际学生的
重要方式。越来越多美国学校开始增加面试环节，除了
传统的 Skype网络面试、招生官来华面试、校友面试等
形式，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面试形式，如在网申系统中嵌
入面试录像环节，不少第三方机构或者学校代理机构也
开始承担院校面试的实施工作。

留留

学学 移移 民民

港人临终仍牵挂房价
忌讳亲人在家离世成凶宅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 香港人全球
寿命最长，但死亡质量低，临终关怀不足，欠
缺尊严与宁定。香港楼价高企，但凶宅便大
打折扣，对房价敏锐的香港人很多不想家里
有人死亡。香港社工秦嘉明说：“即使老人家
想死在家中，但顾虑到子女不愿意，宁可到医
院临终。”

报道称，除非病人在死前两星期内经医
生上门诊断，否则，在家中去世的老人需要由
警方按程序进行刑事调查以排除他杀，死者
尸体有可能要遭受解剖，这样一来，家属在悲
伤之际，又要忙于力争豁免剖尸。

9成港人对医学美容无认知
消委会吁加强监管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 香港消费者委员
会最新研究发现，香港每5人有1人光顾医疗
美容，但逾 90%受访者并不知道光顾的医疗
服务需由注册医生或牙医处理。特区政府至
今未厘定医疗美容定义，仅规管 15 项高风险
的医疗美容程序，令部分存有较高风险的医
疗美容程序未受监管。

消委会表示，市民对医疗美容认识有限，
建议特区政府发牌规管，设立冷静期、投诉机
制等，保障消费者权益。

支付宝进入台湾消费圈
成为台湾人生活一部分

据台湾《旺报》报道 在天猫网站做生意
的浙江商人胡继云多年前娶了高雄老婆后即
定居台湾，他观察到，随着两岸小额在线线下
交易的增加，用支付宝已经快成为台湾人生
活的一部分。

台湾在网络上搜寻代办或者协办支付
宝、微信账户的公司愈来愈多。长住厦门的
金门人陈先生，说他日常生活很少带超过100
人民币的现金，即使路边买瓶水“手机嘀一下
就好了”，反而偶尔回到金门时，身上常忘了
带钱，老是出糗。

台中路太烂开车似越野
新车上路车牌被震飞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湾的道路挖挖
补补，各县市都喊着要做路平项目。台中市
政府订定4年500公里路平目标，但仍被网友
评为“全台最烂的路”，有人说“在市区骑车像
参加越野赛”、“明明骑摩托车像在骑马”。

一名女士在网上发文抱怨说，自己骑摩
托车经过文心路时，因为道路凹凸不平，车牌
被震断飞出去。她说，摩托车才买不到半年，
实在是无奈。

台湾每12天就有一人过劳死
舆论感叹已成“过劳之岛”

据台湾《旺报》报道 台湾劳保局的统计
显示 2010 年到 2014 年间受劳保局核定的过
劳案件高达358起，156人死亡，相当于每5天
就有 1 人因过劳发病，每 12 天就有 1 人因过
劳而死亡。而绝大多数过劳患者往往是“劳
模”或“拼命三郎”，对自我要求很高，希望在
工作中不断超越。

调查同时显示，过劳不再是上班族的专
属问题，逐渐有年轻化趋势。专家建议，现阶
段能做的是给超负荷劳动者更好的休息和休
假权利保障。

这这些些同同在在北北纬纬3300度度的的城城市市

你知道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