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院野爸爸袁 一个人越有钱越了不起
吗钥 我长大后能有出息吗钥 什么叫内在美钥
什么是自尊尧自爱钥 又为什么要学知识尧懂
礼貌钥 噎噎冶

面对孩子野十万个为什么冶袁亲爱的同
事们袁你们会怎么回答钥 今天是野六一冶儿童
节袁让我们一起看看文中老爸的回答袁相信
你会有收获浴

野爸爸袁为什么很多人都不等红灯倒计
时结束变绿灯之后再走呢钥 冶

野可能因为他们有急事吧钥 冶
野那我们也着急上学啊钥 为什么要等倒

计时结束变成绿灯才走呢钥 冶
野那我问你袁交通规则是不是规定红灯

停 绿灯行呢钥 冶
野是啊遥 冶
野坚持对的事情袁不受错误的引诱这叫

做自尊遥 冶

野爸爸袁为什么今天天气变暖和了袁我
们还要穿厚一点的衣服钥 冶

野因为现在春天刚来袁天气还没完全变
暖袁早晚变化还是很大的遥 冶

野为什么有的人天气一暖就赶紧穿上夏
天的衣服上街呢钥 冶

野每个人都有自己穿什么的理由袁但我
们自己要知道什么时候适合穿什么样的衣
服遥 春捂秋冻袁衣服的首要功能是御寒遥 要
懂得爱护自己的身体这也叫自爱遥 冶

野爸爸袁班里有的同学说给家里做家务
父母应该给钱遥 冶

野你觉得这样对吗钥 冶
野不知道袁感觉有道理遥 又感觉这样不

太好噎噎冶
野付出劳动是应该有相应的回报袁但家

务是每个家庭成员应尽的义务遥 作为家里
的一员袁理应承担一部分的家庭责任遥 不应
把义务作为谈条件的价码遥 需要零花钱可
以有很多种恰当的方法袁 不应依赖父母的
宠爱换取袁这也叫自强遥 冶

野爸爸袁你说我长大后能有出息吗钥 冶
野为什么这么问钥 冶
野因为我在学校学习不算好啊噎噎冶
野评价一个人有多重方面袁在学校的学

习只是你获取知识的一个渠道袁 并不是唯
一的途径遥 成绩的好坏说明不了什么袁只要
开心快乐人生也一样是幸福的袁 你需要的

是自信遥 冶

野爸爸袁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吗钥 冶
野你见过这样对待朋友的吗钥 冶
野那为什么还那样说钥 冶
野因为狗完全信任他的主人啊遥 但人与

人之间很难做到遥 这也许正是人类可悲的
地方遥 冶

野为什么可悲呢钥 冶
野因为

人与人之间
缺少信任遥 冶

野爸爸袁
为什么刚才
吃饭的地方
旁边的那一
桌的人声音
那么大啊钥 冶

野那是
因为他们比
较开心吧遥 冶

野那为什
么你和我说
话要那样小
声说呢钥 冶

野一个
人心里不能
总是装着自
己袁 要考虑
到身边还有
其他人遥 我
们不能要求
别人做到什么袁 却可以要求自己不去做什
么遥 这叫自律遥 冶

野爸爸袁一个人越有钱越了不起袁是吗钥冶
野呵呵袁那可不一定遥 冶
野那为什么很多人都羡慕有钱人呢钥 冶
野一个人是否伟大袁并不在于他拥有多

少金钱的财富遥 而是他影响了多少人袁为人
类做了多少贡献遥 一个诗人袁用诗歌影响了
我们袁我们可以说他是伟大的诗人曰一个作
家用文章影响了我们袁 我们可以说他是伟
大的作家曰一个商人袁用自己的能力创造了
很多的工作岗位袁 又把自己的财富拿出来

用来做慈善袁我们也可以说他伟大遥 冶
野但我觉得很多人都喜欢钱啊钥 冶
野当然金钱确实能满足很多人们自私的

想法袁人类终究是一个群体袁我们没有办法
要求每一个人都大公无私浴 人们对金钱的
渴望越多浴 自私的人就越多浴 但金钱真的不
能衡量一个人袁 但我们可以根据对金钱的
渴望来认识一个人遥 冶

野爸爸袁
学 习 真 那 么
重要吗钥 冶

野 当 然
了袁为什么这
么问钥 冶

野 同 学
说袁好好学习
以 后 考 上 大
学袁将来有好
工作袁能赚大
钱浴 可您不是
说 赚 钱 不 是
人 生 的 唯 一
目的吗钥 冶

野呵呵袁
赚 钱 当 然 不
是遥 冶

野那学习
还 有 什 么
用钥 冶

野学习第
一 是 接 受 知
识袁能增长见

识袁做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遥 只有掌握
了很多的知识袁才能懂得很多的道理遥 才不
会被各种问题所左右袁不会轻易迷茫遥 遇到
问题才会有解决的方法和自信遥 第二袁我们
学习是为了把知识传递下去遥 人类的文明
需要知识的传承遥 这个任务需要你们这些
读书人去完成遥 冶

野爸爸袁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袁可怎么做
才能叫爱祖国呢钥 冶

野儿子袁你爱咱们的家吗钥 冶
野我爱浴 冶
野那你在家里会乱扔垃圾吗钥 冶

野不会浴 冶
野我们走在路上袁手中的垃圾不随便丢

在路上袁把它放到垃圾桶里就是爱国遥 我们
爱护身边的环境袁爱护身边的花草袁过马路
走人行横道这都是爱国遥 爱国不是喊口号袁
从小事情上尽到我们的责任遥 做到自己应
该做的袁就是最简单的爱国遥 冶

野爸爸袁什么叫内在美钥 冶
野比如一件用水晶和宝石镶嵌的碗袁你

觉得漂亮吗钥 冶
野应该很漂亮吧浴 冶
野如果里面装满了大便袁还会觉得他漂

亮吗钥 冶
野很恶心浴 冶
野对袁不管外表装饰的多么华丽袁里面如

果装满了肮脏的东西袁它永远和美沾不上边袁
即使是一个简陋的木碗袁 假使那里面装满了
金银珠宝遥它一样是非常美丽的浴人的美也是
一样袁不要刻意去修饰外表的华丽袁而忽视自
身的内涵遥 要不断的用知识尧人格尧自信这些
美好的事物去填充袁这就是内在美遥 冶

野儿子袁刚才学校看门的爷爷冲你微笑袁
你为什么没有向爷爷问好钥 冶

野我忘了噎噎冶
野这样袁 我问你为什么见了爷爷要问

好钥 冶
野因为礼貌遥 冶
野那为什么要礼貌钥 冶
野噎噎冶
野你这样想袁如果你觉得爷爷年纪那么

大了袁还在为你们做服务很辛苦袁应该感谢
一下袁那么就应该每次都去做这件事遥 如果
你只是想表现你有教养袁你比别人懂礼貌袁
我觉得你没必要去做了袁就不用去说了遥 你
觉得呢钥 冶

野我想想噎噎冶
野做事情要明白为什么去做袁这样才能

做的认真袁做的真诚袁做的不掺假遥 冶

盗用他人支付宝
构成何罪？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袁李某趁王某喝
醉之际袁偷偷拿起其手机通过更改该手
机内的支付宝密码的方式袁将王某支付
宝绑定的银行卡内人民币 18000 元先
转入自己的支付宝中袁随即又转入自己
的储蓄卡内用于消费遥

问院李某的行为构成何罪钥
答院李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遥
王某可以对银行卡有效管理的方

法就在于设置的密码以及对银行卡的
控制遥 本案中袁当李某更改了支付宝支
付密码后袁 取得了对银行卡的实际控
制袁在王某采取应急措施之前袁可以对
银行卡内的资金予以支配袁此时袁绑定
的银行卡内的资金对李某来说就是一
个野钱袋子冶袁银行卡的相关属性就被无
限弱化了袁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载体遥 完
全符合盗窃罪的相关属性袁所以应构成
盗窃罪遥

来源院中国法院网

找你要这个截图的，99%是骗子！
支付宝尧微信支付尧闪付尧Apple Pay噎噎支付手段越来越多袁

但你真的搞懂了各种支付的使用规则吗钥 在便利店买东西尧网上
淘宝袁打开手机就可快速完成交易袁但有的是用户扫商家二维码袁
有的是商家扫用户二维码噎噎是不是脑子都乱了钥

果然就有人分不清收款码和付款码遥 据台州网报道袁浙江台
州一名 24 岁的小赵是一名微商袁却因搞不清楚收款码和付款码袁
不仅让原本进账的 288 元打了水漂袁而且让自己亏进去 1500 元遥

要提醒大家的是袁当微信支付交易金额小于 1000 元时渊支付
宝的免密金额是 2000 元冤袁对方通过特定收款工具即可扫描你的
付款码扣款袁不需要密码浴 当然袁付款码会不断动态更新袁被扫过
一次后将会失效遥

针对网友反馈的情况袁微信支付团队发出紧急提醒院千万不
要随便把付款码截图发送出去浴

无缘无故向你要付款码截图的人 99%是骗子遥 好不容易分清
了收款码和付款码袁有小伙伴又会担心院付款码对 1000 元以内的
交易免密支付袁那消费安全该如何保障呢钥 微信支付团队建议设
置手势密码袁这样就算他人拿到你的手机也无法进入钱包进行消
费遥当你输入手势密码之后展示出来的条形码+二维码袁可用于向
商家付款袁但仅限自己使用袁切勿截屏分享遥

下面再给大家科普一下付款码的相关知识袁收款二维码及付
款码一定要分清袁 万一碰见无良商家诱骗盗刷顾客付款码怎么
办钥 如果你遇到了商户或他人利用付款码截图进行违规操作或诈
骗等行为袁只要向微信支付团队投诉并提供证据袁就会获得退款遥

人身上有 7 个“止疼开关”，
弄一下就舒服了！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疼痛袁有的与疾病有关袁有的与
生活习惯有关遥 某中医师提醒袁其实人身上就有许多野止疼开关冶袁
可以通过按压等方式袁将疼痛感野关掉冶遥

头痛开关要要要揪揉眉间遥 两眉间有个野印堂穴冶袁按摩这个位
置有助于缓解头痛尧鼻部不适等症状遥

背痛开关要要要搓捂后腰遥 背痛时袁用双手搓搓后腰袁腰酸背痛
的症状会有立竿见影的改善遥 腰部是中医所指的野带脉冶所行之
处袁特别是脊椎两旁袁是肾脏所在位置遥 肾喜温恶寒袁经常按摩能
有助于缓解腰酸背痛遥

牙痛开关要要要按虎口或下关穴遥 野牙痛不是病袁 疼起来要人
命浴 冶牙痛总会让人坐卧不安袁此时不妨试试身体两个止牙痛的穴
位遥 一个在野虎口冶附近袁即拇指尧食指合拢时肌肉的最高处遥 揉压
虎口时袁应朝小指方向用力袁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疗效遥 另一个在
耳朵前方袁颧骨与下颌之间的凹陷处袁即下关穴遥

肩痛开关要要要提揉野肩峰冶遥 很多人经常帮父母揉肩袁但是很
少有人知道揉肩止痛的标准动作是什么遥 揉肩除了能舒活肩部气
血袁还能按压野肩井穴冶袁即乳头正上方与肩线交接尧肩部最高处袁
有助于缓解肩膀酸痛尧头重脚轻尧眼睛疲劳尧耳鸣尧落枕等症状遥

心痛开关要要要按手腕遥 手腕横纹往上约三指宽处袁即为心痛
开关袁此处也是中医所指的内关穴遥 若突发心绞痛袁除了含服硝酸
甘油外袁还可以点按此处 5 分钟袁能够活血通络袁起到止痛的作
用遥 需要提醒的是袁此法仅作辅助治疗以及急救使用袁为了以防万
一袁发病时务必及时就诊遥

痛经开关要要要揉捻脚背遥 痛经开关在脚背上袁大脚趾和二脚
趾之间的缝隙向上 1.5 厘米凹陷处遥具体按摩方法如下院用左手拇
指指腹揉捻右脚袁以有酸胀感为宜袁1 分钟后再用右手拇指指腹揉
捻左脚即可遥

怎么样袁大家都学会了这些吗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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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袁全市召开光伏发电项目现场会遥
市委书记刘捷袁市委副书记尧市长董晓健
出席会议要求袁全力以赴抓好全国野光伏
领跑者计划示范基地冶申报工作袁切实解
决好光伏发电项目建设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袁 建立光伏发电项目建设良好秩序袁确
保我市的农光尧渔光尧林光互补模式创特
色尧出经验袁确保我市光伏发电应用走在
全省前列遥

刘捷在讲话时指出袁各地各部门要充
分认识光伏发电项目工作的重要意义袁
把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摆在野稳增长尧调结

构尧抓投资尧促发展和打赢翻身仗冶的重
要位置袁 坚定不移推进光伏发电项目建
设遥 要重点抓好几方面工作院一是要确保
全国野光伏领跑者计划示范基地冶申报成
功遥 各职能部门要强化调度指挥袁相互协
作袁积极争取上级部门支持袁争取政策袁
推动野光伏领跑者计划冶申报成功曰要做
好项目前期各项准备工作袁 让制约项目
发展的土地审批尧规划等问题一一落实尧
逐步解决曰要争取老百姓支持遥 二是要紧
盯光伏发电项目的几个难点问题遥对光伏
发电接入问题袁要不断解放思想袁创新思

路袁拿出具体解决方案曰对土地尧林地指标
问题袁分期分批拿出规划遥 要真正兑现农
光尧渔光尧林光互补模式袁打造一批光伏发
电特色项目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
统一曰 要充分发挥财政补贴引导作用袁鼓
励企业采用本地光伏应用产品袁把光伏发
电项目打造成卫生干净尧环境优美尧效益
明显的示范点和参观点遥三是要建立光伏
发电项目建设良好秩序遥督促企业加快项
目建设步伐袁 严禁企业转让光伏发电指
标袁积极加快推进城区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建设袁让光伏发电真正成助推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野引擎冶遥
董晓健指出袁 目前全市光伏发电应用

推广正扎实推进中袁但光伏发电项目还存
在一些问题和困难遥 要抓住工作重点袁认
清形势袁积极向国家申报野光伏领跑者计
划示范基地冶遥 各地各部门要站在全市高
度袁履行好各自职责袁积极配合遥 同时袁要
积极发挥企业主观能动性袁鼓励一批实力
强尧投资愿望强的企业参与光伏发电项目
建设袁对不能如期开工或开工后进展迟缓
的企业实行野退出冶机制遥

摘自叶新余日报曳

由中国改革报叶能源发展曳周刊主办的
野首届中国光伏+创新发展论坛冶 近日举
行袁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
司长梁志鹏表示袁实践证明袁光伏可以无
处不在袁也是可以广泛应用的遥 把光伏和
互联网尧金融等产业加起来袁这就如虎添
翼遥 光伏+势必是各种技术的融合袁光伏只
有和其它技术尧产业相结合袁才能提供更
多的市场价值遥

放眼未来袁光伏是可再生能源中最重
要的一股力量袁光伏本身的市场空间非常
大袁而野光伏+冶更是可以加出无限的可能遥
随着我国光伏利用市场的不断扩大遥 模式
的创新遥 光伏+无疑成为了一个新的投资
热点遥 光伏产业也好袁各个企业也好袁急需
这个发展模式袁也急需加强合作袁实现共
赢袁跨界合作将是未来光伏发展的一个方
向遥

梁志鹏认为袁光伏可以和很多的领域
结合袁结合起来又有更多的应用方式遥 比
如说和微电网结合袁单靠一个光伏电站有
时发电量有限且不稳定袁如果能和其他天
然气尧风电尧小水电尧沼气发电结合起来袁
更能体现能源服务的效果遥

当前袁 光伏+创新应用主要集中在三
个方面院 一是与其它产业的共生融合袁比
如与渔业尧农业的综合应用曰二是恶劣地

势袁不良环境重新利用袁比如在煤矿区采
空区尧沙漠及盐碱地等袁实现治理和利用
并举曰三是多能互补袁比如风光结合尧水光
结合袁光伏发电与天然气尧生物质发电等
能源互补利用开发遥

在梁志鹏看来袁来自市场方面的创新
非常重要袁 虽然常说科技是第一推动力袁
野但有了市场袁科技才有用武之地遥 冶梁志
鹏说袁光伏+正是市场引导发展的模式袁各
种创新的发展都是在拓展市场空间袁无论
是跟农业尧林业抑或学校尧医院尧交通等众
多的结合袁都是找到了一个新领域袁开发
了一个新的市场空间遥 来源院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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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 什么是野光伏领跑者计划冶及野领跑者冶认证钥
野光伏领跑者计划冶是国家能源局从 2015 年开始实行的

光伏扶持专项计划遥 野领跑者冶计划将通过建设先进技术光伏
发电示范基地尧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等方式实施遥 是促进先
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袁加强光伏产品和工程质量
管理的专项方案遥 光伏发电产品野领跑者冶认证是针对野光伏
领跑者计划冶提出的技术指标要求袁由第三方认证机构围绕
产品的效率尧环境适应性及耐久性构建野领跑者冶先进技术指
标评价体系遥 覆盖光伏组件尧光伏背板尧光伏并网逆变器等光
伏发电产品遥

二尧野光伏领跑者计划冶如何通过示范基地具体实施钥
国家能源局对野光伏领跑者计划冶示范工程提出建设标

准尧技术进步及成本下降目标等要求袁通过竞争性方式选择
技术能力和投资经营实力强的开发投资企业袁企业通过市场
机制选择达到野领跑者冶技术指标的光伏产品遥 针对入选野光
伏领跑者冶计划的项目袁能源局将委托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
进行全过程技术监测评价袁在工程竣工验收时重点检查是否
达到承诺的指标袁在工程投产一年后再次进行评估并公布评
估结果遥

三尧2015年野光伏领跑者计划冶的要求是什么钥
用于 野光伏领跑者计划冶 项目的组件产品应达到以下指

标院同时要求多晶硅尧单晶硅和薄膜电池组件自项目投产运行
之日起袁一年内衰减率分别不高于 2.5%尧3%和 5%袁之后每年
衰减率不高于 0.7%袁项目全生命周期内衰减率不高于 20%遥

四尧加入野光伏领跑者计划冶和取得野领跑者冶认证的好处
1. 国家部分用电项目将优先采用野领跑者冶先进技术产

品遥 如解决无电人口用电尧偏远地区缺电问题和光伏扶贫等
公益性项目尧国家援外项目尧国家和各级能源主管部门组织
实施的各类光伏发电应用示范项目尧各级地方政府使用财政
资金支持的光伏发电项目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建筑设施上
安装的光伏发电项目等遥

2. 政府将在关键设备尧技术上给予野光伏领跑者计划冶项
目市场支持遥

3. 各级地方政府使用财政资金支持的光伏发电项目袁应
采用满足野领跑者冶先进技术产品指标的产品遥

4. 在加入野光伏领跑者计划冶和申请野领跑者冶认证的过
程中袁企业会着力提升技术水平袁提高产品转换效率和产品
质量袁同时也放大了自身的品牌效应遥 就整个光伏产业而言袁
随着一些野领跑企业冶成为业内标杆袁将带动产业内的其它企
业提升产品质量和转换效率袁从而推动整个行业的良性竞争
与发展遥

新余：推进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争做全国光伏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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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 Paper：新一代光伏充电宝
Solar Paper 是一款主打轻薄便携的移动太阳能充电器遥这种类型的太

阳能充电器并不会直接存储电能袁而是直接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实时输出袁
所以并没有蓄电池单元遥 在阳光充足时袁充满一台 iPhone6 仅需要 2.5 小
时袁和正常适配器的充电速度基本相当遥 它的整体尺寸与 iPhone6 Plus 没
有太大的差别袁甚至可以把它夹在笔记本里遥 Solar Paper 可以通过内置的
磁铁连接起来袁甚至还可以吸附到其它金属之上遥 此外袁这还是一款防水
性极佳的太阳能板袁即便在雨天或者野外也能够正常使用遥 长时间户外环
境下可以使用太阳能充电器为续航时间相对较短的电子设备充电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