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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不景气，许多美国年轻人
面临着失业的窘境， 但令人惊讶的是，
两名20岁左右的青年，最近竟双双在选
举中胜出，跻身美国最年轻的市长和镇
长之列：22岁的阿列克斯·摩尔斯在马
萨诸塞州霍利奥克市当选市长，而18岁
的高中生米尼亚则在爱荷华州阿代尔
镇当选为镇长。

击败67岁现任市长
据报道， 现年22岁的阿列克斯·摩

尔斯是美国马萨诸塞州霍利奥克市人，
今年夏天刚大学毕业。

据悉，摩尔斯从小就对政治感兴趣，
不久前，4万人口的霍利奥克市开始竞
选新一任市长，得知此消息后，摩尔斯

就立即报名参加市长竞选。
没想到参选后， 摩尔斯竟一路过关

斩将，顺利通过初选，最终67岁现任女市
长伊莱恩成了摩尔斯唯一的竞争对手。

让女市长伊莱恩做梦也没想到的
是，最终，摩尔斯竟得到超过5000张选
票， 以多出600票的绝对优势成功击败
了她，一举当选为霍利奥克市的新任市
长，摩尔斯也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
的市长之一！

在校时就谋划当市长
22岁大学毕业生当选市长的新闻

轰动了美国，而摩尔斯表示，他能当选
市长并非仅凭运气，而是他经过深思熟
虑和精心准备的结果。事实上，早在一

年半前，当时尚未大学毕业的他就已经决定
参加市长竞选了。摩尔斯说：“我在一年半前
就已决定参选， 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研究，直
到我觉得自己对市长一职已经做好充分准
备后，才决定正式参加大选。”

年薪有望达7万美元
凭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摩尔斯在全

市最大的拉丁美洲小区得到一定支持。另
外，敢于公开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和没有心理
包袱也是摩尔斯当选的原因。当然更主要的
是，许多市民都认为，摩尔斯在施政纲领方
面很有自己的主见———尽管他十分年轻。据
悉，摩尔斯的市长任期将为4年，而按照通常
的标准， 身为市长的他年薪有望高达7万美
元左右。

美国女模特卡门·德尔·奥雷菲斯15
岁首次成为《时装》杂志封面人物，80岁依
然活跃在时尚圈， 以优雅和美丽演绎T台
“不老传说”。 她依然是不少大品牌的宠
儿，爱马仕邀她代言新品，迪奥请她助阵，
劳力士聘她拍摄广告……

英国伦敦时装学院16日开幕的《时尚
人生》照片展将展现这名世界最资深超模
的时尚人生。

奥雷菲斯1931年出生于纽约，1945
年开始模特生涯。
奥雷菲斯两次退出T台，两次重返。她坦承
工作是无奈之举，只因自己需要钱，当前
正面临住所遭没收的窘境。

奥雷菲斯上个世纪90年代把大部分
积蓄投入股市，血本无归。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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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巧用阿胶
吃出春色满面

已至秋冬，自然界中的桃花早已零落成泥碾
作尘，但这不妨碍桃花开在脸上。如果气血充足，
这就不无可能。

中医美容学认为，人体的美丽是建立在脏腑
经络功能正常、 气血津液充足的基础上的，
说到气血，阿胶自是不可不提。值得注意的是，阿
胶虽好，但因为产地、水质、工艺不同，导致目前
市场上阿胶的品质良莠不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东阿阿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秦玉峰呼
吁，行业内企业应通过自建基地确保阿胶质量安
全，履行社会责任。

同时，专家提醒，选择阿胶应当首先重其产
地，只有山东东阿县才有上品阿胶制作所必须的
东阿地下水，而东阿地区阿胶质量最有保障的当
属东阿阿胶品牌，为了保证药效，切记选用像东
阿阿胶这样的道地药材。

IT培训业品牌“露尖” ，学士后已“立上头”
从刚刚结束的 2012 年公务员报考工作

来看， 学历和基层工作经验成为最大受限条
件。 对于众多想通过“国考”进入党群机关实
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而言，“国考” 门槛的提
高，只能驱使他们“另谋出路” ，成批的大学
生转而将目光瞄准日下盛行、 前景诱人的 IT
行业。 IT职业教育市场需求出现明显增幅。

随之而来的是，IT 职业教育市场中新企
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这对于大学生而言，
选择真正优质的机构成为了最关键的问题。
特别是大学生在对教育培训行业所知甚少的
情况下， 最直接有效的区隔培训机构良莠的
办法就是———看品牌。

近年来，IT培训市场不断报喜，逐年的走
俏带来的是激烈的博弈。 IT职业教育机构将
沿袭繁华的发展态势，但是，市场格局会越来
越清晰，两极分化趋势会越发凸显。

尽管 IT 培训产业的大好前景不断吸引
无数的新兴培训机构进入市场， 但是由于 IT

培训市场中的几家老牌企业，却又让这些“新
人”来去都是匆匆。

北大青鸟 APTECH 就是这样一个令旁
人闻声却步的 IT培训品牌企业。 在 2011年，
北大青鸟 APTECH 推出了针对大学生的培
训品牌学士后。 作为针对大学生推出的课程，
学士后凭借着北大青鸟 APTECH 优秀的品
牌背书以及为大学生量身打造的教学模
式———全在线模式，在 IT 培训市场中占有率
一路看涨， 学士后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大学生
所认可。

北大青鸟 APTECH 负责人表示：作为品
牌 IT 培训机构，北大青鸟在战略上将会稳扎
稳打，在战术层面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继续把
融合前沿教学理念与尖端科技的 “学士后”
品牌推向大学生，进一步巩固既有优势。

而对于那些在鱼龙混杂的 IT 培训机构
前无所适从的大学生们而言， 品牌培训机构
无疑是“优质”的代名词，成为首选。

对于那些拥有实力和野心的 IT 培训机
构而言，跻身品牌阵营显然不够。 在这支精英
部落里，依然存在着血腥的角逐。

研究表明：我国 IT 培训高端市场正逐步
进入品牌化竞争的新格局，即课程、教学、管
理等内功的比拼。 自然而然地，品牌 IT 职教
机构的工作重心也从外部的市场营销和跑马
圈地等环节转变为专注于自身内部核心能力
的培养与打造。

按照这种战略思维运营品牌的 IT 培训
机构为数不少， 然而真正能够在这一领域奉
为先驱且获得成功的当属北大青鸟 APTECH
打造的“学士后” 品牌。

目前学士后课程凭借着全在线模式获得
好评如潮， 而因首度将职业教育与在线教育
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结合， 亦让北大青鸟
APTECH 再一次被誉为整个 IT 职业培训行
业的经典与神话， 甚至掀起一场职业培训方
式的大变革。

松下阿尔法洗衣机：“烘”出秋冬品质生活
转眼已是深秋时节， 随着气温的不断降

低，人们身上的衣服也日渐厚重起来。 毛衣、
棉服等这些大件衣物的清洗和晾晒问题，让
不少人犯难。 手洗太累，干洗太贵，而衣物的
晾晒更是麻烦， 湿哒哒的衣物在低温天气久
晾不干，还容易产生异味，这无疑让品质生活
大打折扣。

日前，松下走技术差异化路线，推出的斜
式滚筒洗衣干衣机阿尔法系列， 其强大的功
能就能让以上问题迎刃而解。 据了解，该洗衣
机不仅具有卓越的“洗护” 功能，让用户尽享
科技带来的轻松与闲适， 还搭载了贴心便捷
的烘干技术，为消费者轻松“烘” 出秋冬品质
生活。

作为松下旗下的“明星” 产品，松下斜式
滚筒洗衣干衣机阿尔法系列解决了秋冬季衣
物晾晒难题。 它采用全新的阿尔法烘干技术，
能够在烘干时轻柔地抖散衣物， 达到受热均
匀，蓬松自然的烘干效果。

此外，它还具有高效冷凝式烘干方式，通
过循环系统从顶部吸入新鲜空气， 经松下智
能 PTC 电辅发热装置加热后，形成大面积暖
风，带走湿衣服中的水分，通过冷凝系统冷却
成水，由排水管排出。 如此循环反复，不仅烘
干充分而且节能。 烘干结束后，其智能送风程
序，还可以对衣物进行精心处理，防止回潮，
减皱去皱，免烫即穿。

通过搭载如此卓越的烘干程序， 松下斜

式滚筒洗衣干衣机阿尔法系列真正做到即洗
即干、即干即穿的便利境界。 晾衣物不再受时
间、空间、天气及环境的限制，还避免了外界
灰尘、 细菌对衣物的二次污染。 值得一提的
是， 该洗衣机还做到了 3.5 公斤大容量烘干，
可以充分满足秋冬天烘干需求。 而对于人们
普遍关心的衣物健康问题， 松下阿尔法同样
表现出色。 它通过发挥银离子和羟基自由基
的双重除菌威力，有效去除大肠杆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等有害细菌，呵护全家健康。

据了解，自上市以来，凭借强大的烘干和
除菌功能， 松下斜式滚筒洗衣干衣机阿尔法
系列迅速走红各大家电卖场， 其销售成绩也
不断攀升。

22岁：他当选美国最年轻市长
精心准备一年半，击败67岁的老对手，年薪有望达7万美金

美八旬超模演绎T台
“不老传说”

22岁市长阿列克斯·摩尔斯

不老的传说

13日公布的一项选民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米特·罗姆尼领先优势扩大，
近半数调查对象预测他将战胜对手，成为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

分析师说，罗姆尼势头强劲得益于竞争对手“栽跟头”。
调查结果显示，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罗姆尼的支持率为28%；赫尔曼·凯恩

为20%，列第二；国会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为16%；得克萨斯州州长里
克·佩里支为12%，排第四。本次调查对象中，无论是否支持罗姆尼，近一半
人预测，他将成为2012年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法制晚报

美国旧金山市代理市长华裔李孟贤10日赢得旧金山市长选举。 李孟贤
现年59岁，祖籍广东，出生在美国西雅图市，1989年加入旧金山市政府，先后
在多个部门任职。今年1月11日，李孟贤宣誓就任美国旧金山市代理市长。

据悉，在美国当市长只需要在当地生活7年，博得市民信任就可以当
市长。美国现有402万华人，有6成以上已经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链
接

华裔当选美国旧金山市长
当地生活7年 博得市民信任就可以当选

对手栽跟头，罗姆尼最具“总统相”
美
国
总
统
选
举

美国女模特奥雷菲斯80岁风彩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