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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党的十八大以来, 面对各国综合
国力的竞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明确提出 “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的战略目标,加快构建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国家、地方和
用人单位引才项目竞相发力, 新中国
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留学人才归
国潮澎湃而至。

广纳天下英才 中国比以往任何
时期都更吸引全球人才

捧着红彤彤的国家科学技术奖证
书, 任晓兵欣慰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
选择。

2009 年,作为第二批国家“千人
计划”专家,任晓兵毅然决定从日本
回国, 参与创建了西安交通大学前沿
科学技术研究院, 带领一批青年科研
人员矢志创新, 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
骄人的成绩。

2017 年 1 月举行的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上,任晓兵主持的“基于
晶体缺陷调控的铁性智能材料新物理
效应”荣获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现在是在中国做科研最好的时
代。中国有更大的舞台,能提供更多的
机遇和上升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
们可以大施拳脚, 实现更大的人生价
值。”任晓兵说。

任晓兵只是无数留学归国人才中
的一个代表。统计显示,自 2008 年国
家“千人计划”实施以来,各地区、各
部门引才项目累计引进高层次人才超
过 4 万名,引进教授层次人才数量是
1978 年至 2008 年引进总量的 20 余
倍, 带动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
规模的海外人才回归潮。

大量海归人才释放出巨大发展能
量。目前, 全国共有留学人员创业园
300 多个, 入园企业 2.4 万家,2015
年技工贸总收入超过 2800 亿元,6.7
万名留学人才在园创业。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
标, 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
渴求人才。”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

话振聋发聩。
“这是向天下英才发出的深切召唤

和诚挚邀请, 广开进贤之路的集结号正
声动四海, 广纳天下英才的中国风已吹
遍全球。”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
秘书长岳文厚说。

在这样的感召下, 大量学有所成的
留学人才回国报效祖国, 广袤的中华大
地上呈现出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勃勃
生机。

精英云集。国际著名的结构生物学
家施一公、单分子酶学的奠基人谢晓亮、
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留学归国人
才中“星”光熠熠。相当一部分留学归国
人才来自美欧等科教发达国家知名高
校、科研机构和跨国企业,具备较强的科
研攻关和组织领导能力, 为我国前沿研
究、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统计, 目前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
头人中,超过七成是海归,大量的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海归。

成果辉煌。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
远镜建成使用, 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使用中国自主
研发芯片的超级计算机 “神威·太湖之
光”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一批具有标
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背后, 承载着
留学归国人才的智慧和汗水; 一系列我
国原创性科研成果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特别是一些应用技术打破了国外封锁垄
断,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科技部的数据显示,2016 年, 我国国际
科技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二位, 科技进
步贡献率增至 56.2%, 创新型国家建设
取得重要进展。

巢暖凤来。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我国对人才的吸引力愈发增强, 显示出
强大的“人才磁铁”效应。如今出国与回
国人数比例已从 2006年的 3.15:1 下降
到 2015 年的 1.28:1, 且呈现人才加速
回流态势。

有专家预测,未来 5 年,我国将迎
来“进大于出”的历史拐点,我国将从世
界最大人才流出国转变为最主要的人才
回流国, 逐步成为国际人才竞争格局中
的重要一极。

人才聚、事业兴 为吸引海外高层次
留学人才完善“顶层设计”

两个月前,全球知名医学杂志《自
然·微生物学》 发表了一篇来自北京生
命科学研究所邵峰实验室的研究论文,
报道了嗜肺军团菌效应蛋白 LepB 利用
全新的磷脂酰肌醇激酶活性, 在全球生
命科学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一个实验室何以能取得这样傲人的
成绩?邵峰认为,关键是实验室创建之初
就比照国际科研机构模式运作, 打破了
传统科研管理的预算申报、考评标准等
束缚。

正是因为理顺了体制机制, 海外留
学人才才能消除顾虑, 如鱼得水。几年
来,实验室带头人、已当选美国科学院院
士的王晓东锐意实行“科学家为主”的
管理机制, 实现了人才和科研机制上的
大胆突破, 成为国内科研机构改革的
“试验田”。

体制机制顺,则人才聚、事业兴。
擘画改革蓝图, 布局改革路线。

2016 年,酝酿多时的《关于深化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正式出台,改
革大幕徐徐拉开。

人才政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人才
优待政策不断落地。2013 年,出境入境
管理法及配套法规中专设人才签证类别
并正式启用。去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外
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对外国
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改革
和创新,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广泛吸纳世
界各国优秀人才。各地也纷纷更新、细化
人才居留、社保、户籍、子女教育等便利
措施,用贴心服务向海外人才敞开胸怀。

寻觅人才求贤若渴, 发现人才如获至
宝, 举荐人才不拘一格, 使用人才各尽其
能。近年来,有关部门出台了一项项引才用
才新举措,让中国逐步成为全球人才磁场。

国家“千人计划”在深入实施中突
出“高精尖缺”导向,积极拓宽非华裔外
国专家申报渠道, 已累计引进 6000 多
名海外高层次人才。

不少地方和部门探索的柔性引才方
式效果显著: 河南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
用,在重大人才工程中单列计划,从国内
外柔性引进使用高层次人才 5 万多人
次、院士 253 人;江西建立 76 个院士工
作站, 柔性引进 103 名院士、800 名团

队成员,形成“星期天工程师”“候鸟型
教授”集聚景象……

棋落关键处,抢得制高点。“走,到
中国去”“回到祖国去”成为新的风尚,
中国正成为全球人才竞相创新创业的沃
土。

圆梦正当时 中国梦激荡最大 “海
归潮”

“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回国,
其实答案很简单, 我还年轻, 我还想追
梦。”刚到而立之年的朱想谢绝了法国
一家研究所的职位邀约,回到国内创业。
在清华大学启迪科技园的孵化器中发
芽,在国家政策的引导扶持下壮大,朱想
和朋友们共同创办的移动医疗平台如今
已拥有数百万用户, 收到了上万份感谢
信。在他看来,快速发展的中国为很多归
国留学生梦想的实现提供了绝佳的土壤
和平台。

优惠的政府政策、全球最活跃的经
济、快速发展的高新产业、持续投入的科
教事业、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海内
外“人才、项目、技术、市场、资本、场地、
服务”全面对接的平台,正吸引越来越
多海外学子归国追梦。

国外媒体评价, 全球没有哪个国家
像中国这样重视、这样大规模、这样专业
化地吸引人才回国。

“现在,海归回国主要是被‘吸’回
来的。”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
说,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世界舞台中心,
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条件、更有能力
吸引全球人才。

詹天佑、茅以升、钱学森、邓稼先……
纵观历史, 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赴外求
学、归国兴邦。

今天,除了拥有前辈们的爱国之情、
强国之志、报国之行,吸引大量海归人才
归来的, 还包括自我价值与个人梦想的
实现。

据统计,仅 2015 年,来华留学人员
总数达到近 40 万人, 比 2014 年增长
5.5%,其中,韩国、美国、泰国、印度和俄
罗斯居生源国前五位。同年,我国出国留
学人员总数 52.4 万人, 比 2014 年增长
13.9%。数据显示,出国留学人员回流速
度在不断加快。 新华社

十八大以来我国形成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归国潮”

穿山甲不可逮杀大家都知道,可你知
道抓癞蛤蟆也犯法吗?2月 18日, 浙江省
杭州市淳安县一农民陈某为吃“野味”尝
鲜逮了114只癞蛤蟆,被警方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下一步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为吃野味逮杀上百只癞蛤蟆
“逮癞蛤蟆也犯法?”这是陈某被抓

后最不服气的地方。在他看来,这是“小
事一桩”,警方有点小题大做了。森林警
察刚去找他时,有人还给他通风报信,他
还很镇定地说,“没事,我不就是抓了几
只癞蛤蟆嘛,又不犯法”。

时下春暖花开之际,地温渐进上升,
冬眠后的中华蟾蜍苏醒过来, 雌雄成对
钻出地面,在湖水、池塘和浅滩中交配产
卵、繁育,数量多又好抓。

陈某现年 48 岁,淳安县安阳乡人,
一直好“黄皮癞蛤蟆”这口。于是,2 月
14 日下午,他手提蛇皮袋,在姜家镇浮
林村村头的小水库里“奋战”数小时,逮
了 114 只癞蛤蟆。

2 月 18 日上午,陈某和好友在小溪
边进行宰杀, 准备晚上弄一顿丰盛的野
味宴席犒劳下自己和朋友。没想到,这一
行为遭到了群众举报, 很快淳安森林警
察便找上门, 将其抓获归案。可惜 109
只癞蛤蟆已经被宰杀,还有 5 只活体被
及时放生。

“你的行为,已涉嫌非法狩猎罪。”
淳安森林公安局虞警官在调查结束后明
确告诉陈某。经初步调查,陈某违反狩猎
法规,在未取得狩猎证的情况下,采取徒
手捕捉的方式,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
严重,已经涉嫌非法狩猎罪。

“三有动物”同样受法律保护
中华蟾蜍为蟾蜍科蟾蜍属的两栖动

物, 在浙江省属于一般保护野生陆生动
物。“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捕猎癞蛤蟆、青
蛙等不对, 但并未意识到已经触犯了法
律。癞蛤蟆虽然没有被列入国家野生动
物保护名录, 但进入了 ‘三有动物’名
录,同样受法律保护。”虞警官说,所谓
“三有动物”,是指有重要生态、科学、社
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包括麻雀、青
蛙、壁虎、蟾蜍、野鸡、野兔和各种蛇类等
共计 1700 多种。

虞警官说,对于“三有动物”,我国
刑法及相关法律规定, 私自捕捉 20 只
(条)以上就构成犯罪,捕捉 50 只以上就
属于重大刑事案件, 依法保护各类野生
动物, 尤其是还不被人广泛知道和重视
的“三有动物”任重道远。

法制日报

浙江一农民抓 114 只癞蛤蟆触犯法律
涉嫌非法狩猎罪被采取强制措施

2 月 21 日，海口沙坡水库边一片农田从空中俯瞰，色彩斑斓犹如马赛克。 骆云飞 摄

“我可能是买到假彩票了……”
前不久，家住沙坪坝陈家桥的吴先生
来到派出所报案称，自己在一家彩票
店内买彩票从来没有中过奖，因此怀
疑彩票有假。

那究竟是吴先生“手气背”，还是
真的遇到了假彩票？

买彩一个月，小奖都没中过
吴先生在陈家桥打工，平时休息

的时候，喜欢和朋友一起在彩票店玩
一种叫“时时彩”的在线即开型彩票。
时时彩是属于基诺型彩票，经国家财
政部批准，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
中心在重庆市所辖区域内发行，属于
正规的福利彩票。

吴先生说，自己以前在别的地方
也玩过“时时彩”，虽然没中过大奖，
但是小奖经常中，但是他在陈家桥这
家彩票店玩了一个月，投入了数千元，
什么奖都没有中过，这让他起了疑心。

本月 16 日，吴先生向陈家桥派
出所报案，当他从包里拿出在这家彩
票店购买的彩票时，民警很快发现，这
些彩票和市面上销售的正规彩票有很
大的区别：一般来说，正规的彩票是彩
色的，上面有中国福利彩票的标志和
图样，还有一行二维码图案的防伪码。
而吴先生拿出来的彩票和超市的收银
小票没什么区别，既没有中国福利彩

票的标志，更没有防伪码。
听到民警这样解释，吴先生大呼

上当，当时他只顾着看电视屏幕上的
开奖结果，根本没注意到彩票的区别。

假彩票店已经营了三个月
民警介绍，根据国家法律规定，未

经许可擅自发行彩票已经构成非法经
营罪。陈家桥派出所立即对吴先生购
买彩票的店铺进行了调查，发现除了
这家彩票店外，临街的另一家彩票店
也有非法销售彩票的行为。

16 日下午，警方将两处非法销售
假彩票的店铺查封，现场查获用于非法
销售彩票的电脑 4台、电视 4台、票据
打印机2台，并将经营这两家非法彩票
店的老板冯某、收银员刘某、万某及现
场购彩的数十名人员带回派出所调查。

经过询问，冯某交代了自己从
2016 年 11 月以来在陈家桥镇租赁商
铺开设未经国家批准的假“时时彩”
的犯罪事实。

民警说，这两家假的彩票店，店外
并没有悬挂招牌。但店内的设置，和正
规的彩票店几乎一模一样，因此前来
的顾客都未察觉异常。

老板想让谁中奖谁就能中
冯某交代说，之前曾在外地见过

这样的假彩票店，觉得挺赚钱的，就购
买了对方开发的系统，回来后在陈家

桥镇开了两家店。彩票的界面几乎和中
国福利彩票一模一样，也是 10 分钟开
一次奖，但是没有中国福利彩票的标志，
彩票也是用普通的收银小票纸张打印。
尽管这样，还是有许多人没有注意到这
些细节，到他的店里来购买彩票。

冯某说，彩票的系统由自己控制，想
让谁中奖谁就能中奖，不想让谁中奖他
一分钱奖金都没有。仅仅几个月时间，冯
某就非法销售彩票金额达 30 余万元，
并从中获利近十万元。

而两位女收银员交代，自己是被冯
某雇来的，虽然也知道这是非法的，但因
为自己从来没买过彩票，对其中的“奥
妙”也不是很清楚，平时是按照老板的
要求收钱。据她们说，每天来店里买彩票
的有几十人，都是当地的住户或打工者。

办案民警介绍，冯某售卖的假彩票，
每张金额从 5 元到 100元不等。三个月
来，他们已卖出了几千张假彩票。目前，
犯罪嫌疑人冯某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取
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民警提醒，购买彩票时一定要擦亮
眼睛，到中国福利彩票正规的销售点购
买，注意观察彩票是否有中国福利彩票
的字样和防伪码，以免上当受骗。发现假
彩票的销售点，请大家及时拨打 110 报
警，警方将严厉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
为。 重庆晨报

男子买彩票一个月未中奖就报警！原来是假彩票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在今天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大力发展技
术市场，目前各类技术交易市场超过
1000 家，2016 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
额同比增长 15.97%，达到 11407 亿
元，首次突破 1万亿大关。

据悉，从分布领域看，技术交易主要
聚焦于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节
能环保、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领域，占成
交额的80%。从交易主体看，高校院所的
技术供给积极性增强，成交技术合同增
幅达21.78%；企业成为技术吸纳的主
体，吸纳技术占交易总量的76.91%。

李萌表示，我国推动“互联网 +”
与科技成果转化加快融合，为成果转化
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中国技术交
易所、浙江技术大市场、科易网等一批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技术交易平台孕
育发展，技术挂牌交易、竞价拍卖、难题
招标等市场化服务模式不断创新。

李萌还表示，我国不断创新科技成
果转化对接模式，从供给端、需求端、服
务端同步发力，政府搭台、各类市场机
构唱戏，实现了科技成果与技术需求零
距离、精准化对接，取得了显著的经济
与社会效益。 人民网

去年我国技术合同成交额首次突破 1万亿大关

手机用户再也不需携带充电宝或
充电器了，无线充电技术已经达到像
连接 WiFi 那样的流畅程度。美国迪
士尼研究中心官网近日发布消息称，
该中心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名叫准共
振腔（QSCR）的新方法，发出的近场
静磁波能安全充满 16×16 平方英尺
（大约 5 米×5 米）的房间，同时给房
间内手机、电扇和电灯无线充电。

领导该研究的阿兰逊·桑普尔解释
道，无线电力传输是长久以来的技术梦
想，著名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早在
1890年代就证明了无线照明系统，并提
出向家庭和工厂远距离无线传输电力的
系统。但至今梦想难以成真，现有大多数
无线电力传输系统只能实现极短距离传
输，且必须依赖充电板或充电桩。

新的试验结果表明，整个无线传

输完全满足美国电力安全的规定，且总
电力达到 1.9 千瓦，相当于能同时给
320个智能手机充满电。所用的 16×16
平方英尺房间，用铝制墙壁、屋梁和屋顶
搭建在铝制框架内建成，房屋中间安装
有一根铜柱，柱内有个小空隙用来插入
电容器。电容器内电流产生低频磁场波，
这种低频波在给电子装置充电同时，不
会对房间内其他物体造成毁坏。

研究人员表示，未来可使用模拟板
或导电涂料对现有房间进行翻新，不需
新建金属化墙壁和屋梁屋顶，且使用多
个铜柱还能增加无线充电空间。发表在
《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的论文报告
称，新方法将使无线充电未来像 WiFi
一样普及，还可开发出不用电池和电线
的应用型机器人以及其他小型移动装
置。 科技日报

25平米房间内实现无线充电

4 年前，一张“全国彩礼地图”在
微博上走红，引发网友热议。2 月 21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了一篇题
为《沉重的彩礼》的调查报道，并发布
了一张根据记者调查结果绘制的最新
“全国彩礼地图”。在这张地图上，重
庆是为数不多的“零礼金”区域之一。

从这幅图上，我们能明显感受到
4 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地方尤
其是农村地区不仅彩礼翻了番，房、车
也成结婚标配；在彩礼上涨的区域里，
呈现出“西高东低，山村高城郊低”的
特点。但可喜的是，华南降幅大，长江
流域甚至出现“零礼金”。一些女方家
长即便索要彩礼，也不会自装腰包，而
是返还给女孩，另外还会准备一份与
男方彩礼不相上下的嫁妆……

重庆存在“零彩礼”现象？这在网
上引起了热烈讨论，甚至有网友评论：
重庆真是中国彩礼界的一股清流啊！

当年结婚，你给女方父母送过彩
礼吗？你父母收过男方家送的彩礼吗？
2月 21 日，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十位生
活和工作在这座城市的已婚 70 后 80
后 90 后，发现在重庆主城鲜有结婚
彩礼一说，不过部分区县的城区和农
村还存在着这一礼节性民俗。

80后：主城鲜有结婚彩礼一说
你们结婚给女方家庭送过彩礼吗？

2月 21日记者进入了一个同学微信群
调查，里面清一色的 80 后男士，有 13
人，这些年已陆续结婚。其中有10人表
示，结婚的时候女方没有提过要收彩
礼，家里也没有主动提及要给彩礼。

“主城区，在我们这一代人中，结
婚时的确没有给彩礼的习惯。”其中
一位 80 后小伙子说，年龄相仿的亲
友中，就结婚彩礼而言，基本上都是
“零礼金”。“一般情况下，在结婚前
男女双方父母会一起吃饭来商讨结婚
事宜，比如婚宴举办的酒店定什么档
次，在哪一个区域，双方的亲友怎么邀
请，婚宴当天父母各自分工干什么等，
但都不讨论彩礼问题。”

另外有 3位已婚 80后男士表示，
结婚时“象征性”地给了女方父母彩
礼，最多的给了3万，最少的给了2000
元，另外一人给了2万元。无一例外，他
们的妻子都来自市外或市内区县农村。

女方在结婚时说，老家都有给彩
礼的习惯，要按照她们那里的风俗来。
“不过，大人们收了礼金后，并没有装
进自己的腰包，而是结婚的时候给我
们包了个大红包，还多送了 2 万元。”
其中一位小伙子说。

13 位 80 后男士，10 位没有给彩
礼，那女方是怎么看的呢？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她们表示，大家都是 80 后，
都是家里的独苗，自己以及父母，没有
想过要收什么彩礼。“爸妈给我的嫁
妆，都要值好几万呢。如果这样算的
话，我们还是倒贴。”
70 后：量力而行不打肿脸充胖子

和“80 后”一代多数都是“独
苗”相比，70 后这一代的家庭有所不
同，很多都出生在多子女家庭。

家住渝北区服装城大道的邱小刚
告诉记者，他出生于 1972 年，是
1997 年结的婚。“我在家里排行老
二，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妹妹。我结婚

那年，象征性地给了岳父母 1000元。差
不多是我两个月的工资。”

他说，那个时候还流行给吉利数字
的彩礼，如 1200 元、888 元、999 元之类
的，大哥和自己结婚时父母都给了的，所
以两个妹妹结婚时，父母也“象征性”地
收了 1200 元的彩礼。“实际上，就是个
意思，我们那个年代结婚的人，差不多都
要给一点，量力而行，绝不打肿脸充胖
子，毕竟这也是个礼节。”

邱小刚记得，到两个妹妹结婚时，实
际上父母收的所谓彩礼礼金，还没有给
出去的“改口费”多。

他说，按照重庆的习俗，新人婚后会
喊对方父母“爸”、“妈”。同时，婚礼中
流行给 “改口费”，就是敬茶时喊一声
“爸、妈”，双方二老就会给女婿、媳妇一
个大红包。这个“改口费”怎么花，最后
就是小两口说了算。

邱小刚说，后来，回老家参加一些婚
礼时，有时也听说过彩礼一事。“有的还
是有好几万，但好几位亲戚都是这样做
的，先把钱存入银行，然后直接将钱转账
给女儿。”

90 后：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彩礼
经过调查，在彩礼上涨的区域里，西

部地区彩礼高于东部和南部地区，贫困
山区彩礼高于城郊村。

这一现象，新婚不到 1 年的 90 后
董兰前不久在外省亲眼目睹过一次。她
和亲友在春节前往江西表哥家参加婚
礼，嫂子是一位农村姑娘，家里生活比较
困难，表哥家就出了 10万元的彩礼。

“以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彩礼。”
董兰说，自己和丈夫是自由恋爱，双方父
母条件都还不错，也有正式工作。“哪里
需要他家给彩礼嘛，我的房子和车子，都
是父母在结婚前就给我买好了。”

春节回来后，董兰在大学女生群里
说起此事，一些本地同学和她一样，以前
根本就不知道彩礼为何物，但恰恰相反
不少外地同学倒是觉得很正常。“我也
问了爸爸妈妈，他们说我们重庆不流行
这个(彩礼)。”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部分区县
尤其是偏远农村，如今还保留着结婚给
女方家长彩礼这一礼节性习俗，但给还
是不给一般不强求(强制性要求)，给多
给少更不会过分要求。一般情况之下，是
“拿得出，收得下”。

相比之下，如今在重庆给“改口费”
或者“结婚红包”的不在少数，金额以数
千元的居多，上万元的也不少。

重庆结婚存在“零礼金”现象，在长
期从事婚姻家庭关系研究的资深心理咨
询师、重庆晨报心理专栏作家张娓看来，
这除了和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
提高、思想观念发生变化有关外，还和重
庆女性自立自强不无关系。

“要彩礼，很多时候感觉就是在标
价。那你给我标价多少呢？重庆女性往往
觉得尴尬。同时，父母收了彩礼，还会觉
得亏欠公公婆婆太多。另外，本身家里也
不缺这个礼金钱。”张娓说，重庆女性婚
恋观很独特，大家普遍形成了一个共识：
我要的不是彩礼，而是这个人。

相比彩礼，重庆女性更看重男性有
无才华、性格是否合得来、能力强不强、
相貌是否对自己的胃口，交往中感觉是
否被尊重，是否有幸福感等等。重庆晨报

重庆人结婚“零彩礼”网友：真是彩礼界的一股清流

航拍海口农田色彩斑斓犹如马赛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