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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办法!持身份证"相应毕业证原件到学习中心办理入学手续

报名地址!周口现代教育#周口市六一路老干部活动中心五楼$

专科 本科 专升本 !"#$年春季招生
大学正规教育 学习考试方便 国家承认学历 收费统一透明 精心办学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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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现代教育自承担郑州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周口师范学院 !黄河

科技学院等大学专科 ! 专升本教育

!,

年"现招第
$,

届学员# 业余学习

$-(

年 "国家承认学历 "毕业证教育

部电子注册"网上终身可查$ 随毕业

证发学籍档案"毕业证在全国各个行

业%单位均可使用$ 持证能及时晋级

提干 "评定职称 "报考研究生 !公务

员!司法考试等 "现已毕业的数千名

学员"毕业证都及时派上了用场$

到周口现代教育学习!专业多形式多%省事方便获证快%周口人都知道
!

报名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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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本科!专升本专业"各类专业
#%%

个#

!

法学'汉语言文学"经济学"金融学"保险"应用心理学"经济管

理"会计学"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

管理"物流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管理"新闻学"

新闻采编"播音与主持(

!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工程造价'道路桥梁'城市规划'交通管理'

网络工程'环境工程'电气工程及自动化'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

!

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口腔医学'医学检验'医学影像'中西医临

床'中医学'护理学'药学(

!

教育类!语文'英语'历史'化学'数学'物理'音乐'美术'体育'

小学'初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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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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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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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

月
'(

日电 &记者 邬慧颖

温美良 胡晨欢' 春节过后!家政市场一直是

供不应求的态势!许多市民表示即使开出高

薪也很难找到称心如意的保姆"月嫂# 在不

少地方!金牌保姆"月嫂的月工资接近
."""

元!并且还要提前半年预约$ 保姆成%宝&姆

的趋势明显$

保姆"月嫂工资%步步高&到底是%虚火&

还是正常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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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南昌!几乎每家家政服务公司都

会将月嫂分成初级"中级"高级"特级"金牌

等几个级别$ 在南昌市金保姆家庭服务公

司!初级月嫂最低月工资是
/.""

元!星级月

嫂月工资
0.""

元$

南昌市巾帼家政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居民对保姆"月嫂市场的需求一直持

续增长!但真正素质高"符合市场需求的保

姆"月嫂的从业人数并没有显著增长!造成

了如今家政市场的%价格攀升&$ 他说!雇请

保姆是%刚性需求&!多数人认准价高必然质

优!咬牙都要选价格高的保姆"月嫂$

南昌市家政服务业协会会长张二伟表

示!如今在城市里!年轻人忙于工作没时间

照顾家里!大多依靠请保姆来照顾小孩和老

人$ 一些富裕家庭更是一次性雇请三四个保

姆$ 因此!保姆市场将在较长时间内一直维

持%卖方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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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家政服务业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方面是经过几轮市场洗牌后!家政业越来

越转变为正规的企业形态!另一方面是针对

市场的需求!家政业越来越集中于提供优质

高端服务$

与以前私人介绍" 散兵游勇的情况不

同!如今市场上提供家政服务的主体多是大

大小小的正规家政公司$ 这些家政公司不仅

要为每位从业者建立健康档案"提供技能培

训!而且往往还为了留住员工每年都要提高

待遇工资$ 南昌市金宝贝月嫂中心负责人

说(%正规家政公司有一套严格审查的程序!

并且会对每位保姆进行专业的培训!每一位

保姆都有自己的档案! 其中包括身份证"健

康证"从业经历等证件!因此提供保姆服务

的成本跟以前完全是不同的!贵一些非常正

常$ &

此外! 家政市场日趋 %专业化&"%高端

化&也助推了服务价格的攀升$ 家里请了保

姆的王阿姨说!自己以前也请过价格便宜的

保姆! 但由于服务能力差不得不经常换!最

后还是花大钱请了一位综合素质高的%高级

保姆& 才算满意!%如今! 很多人请保姆"月

嫂!看重的不再是便宜"老实!他们更想找到

一个接受过专业培训"有亲和力及责任心的

新一代保姆!价格贵没关系!只要能做好!让

家里人放心就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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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家政市场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张二伟表示! 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

高!特别是国家%单独二孩&政策的推开!保

姆市场还将继续维持高需求的状态!%规范

化"价格高很有可能是家政服务公司的未来

发展趋势$ &

但张二伟同时认为!家政服务业绝对不

能因为市场需求旺盛而陷入价格 %疯涨&的

境地! 关键还是在于做大做强家政服务产

业!一方面吸引越来越多的素质高"条件好

的劳动力充实到产业队伍中!提高行业准入

的门槛! 另一方面家政服务业需要在规范

化" 企业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发展的力度!

%服务价格也应逐渐趋向合理! 不能让烧得

过旺的)虚火*毁了这个行业$ &他透露!南昌

市家政服务业协会正在酝酿+母婴护理从业

人员等级评定办法,!预计今年上半年出台!

届时!南昌市各大家政服务公司对月嫂进行

等级评定时都要按照统一标准$

有关专家指出!当前社会上应该尽快转

变%伺候人低人一等&的就业陈旧观念!尤其

是在当前不少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背景

下!适当地鼓励和支持青年人投身家政服务

业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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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早晨!北京

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病房! 记者见到

了%神医&张悟本$ 床头的病卡记录显示(

张悟本于
#

月
#&

日入院! 主要诊断为脑

梗$

%被气的$ &张悟本表示!脑梗发生在

四年前! 也就是其被媒体质疑的两个月

后!这次他只是来做健康检查$

对于张悟本的身体状况! 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表示不便透露$

病房里!刚睡醒的张悟本见到记者!

马上撑着身子坐了起来$ 起身时!他的右

手需要左手的辅助才能放到位置$ 张悟

本说!这是四年前发生脑梗后导致的$ 目

前身体情况不错! 只是来医院做身体检

查而已$ %孩子让我来检查检查!我就是

来体检的!过两天就出院了$ &

提及其养生食疗方法被质疑有问题

一事!张悟本有点恼火!嗓门马上大了起

来!言语间用了很多个%为什么&-%怎么

了&!并不时反问记者$ %我治好了多少病

人啊!我问心无愧$ 我不就是没学历吗'

没学历不代表没能力! 尤其是瞧医的这

行!凭经验$ 疑难病都是凭能力解决的!

不是学历$ &

%药能治病吗' &在听到记者回答%可

以&后!张悟本马上反驳道(%药能治病的

话!为什么医院还这么多病人' &讲到激

动时!张悟本挥舞着左手!头发抖动着$

张悟本曾称! 绿豆能治心脑血管疾

病"肺癌等多种疑难杂症!每天一斤绿豆

煮水被称为%万能食疗方&$

#,

日!有网友

在网上看到张悟本住院的消息后调侃!要

带两斤绿豆去看张悟本.也有网友问!张

悟本脑梗了为何不喝绿豆汤'

%喝绿豆汤治不了脑梗$ &张悟本说!

绿豆汤不包治百病!自己现在喝没用$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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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绿豆汤可以治疗肺癌等数十种

疑难病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陈春明

表示"吃豆类很好"蛋白质比较高"一些膳

食纤维等对机体有利"但是绿豆是不能治

病的$

"

盐吃得越多越好

陈春明说"这是非常不科学的"有大

量证据证明盐吃多了与高血压有关系$

"

高血压患者应该大力补钙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程义勇表示"该

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事实上"最大钙允许

摄入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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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
'

月
')

日电 &记者 周

润健' 日前!有网友微博爆料微信存在重

大隐私漏洞$ 随后!国内著名漏洞报告平

台%乌云&也发布该漏洞的相关信息!并标

注为高危漏洞$ 手机安全专家指出!如果

别有用心的人以微信隐私视频为由诱骗

网友下载手机木马!将会带来更大的隐私

安全!甚至手机会面临被扣费的风险$

据漏洞发现者%路人甲&介绍!该漏洞

会导致用户通过微信发布视频的地址泄

露!外部用户均可通过该地址访问这些视

频! 而这些已经泄露的视频内容不堪入

目!不少网友观看后直呼其尺度之大堪比

%艳照门&$

随后!有网友将视频上传至网盘!声

称已将所有隐私视频打包可供下载$ 安

全专家对此表示!这让一些不法分子找到

机会!借此发布木马链接!微信内容简单

直接(%微信泄露视频看了吗' 精彩得不

得了/ 下载这个
122

就能免费观看$ &以

此来诱导用户下载$ 如果有好奇心强的

人点击微信内容中的网址链接进行下载!

就将木马%引狼入室&$ 而这些木马会在

后台窃取用户个人隐私信息!甚至可能窃

取用户银行卡账号-密码等信息!导致财

产损失$

/3"

手机安全专家朱翼鹏提醒!除了

要小心打开微信视频木马网址外!也要警

惕借助二维码捆绑木马的手段$ 用户在

接收到与微信内容相关的视频网址链接

或二维码时!不要随便点击或扫描.个人

用户一定要将私密信息妥善保存!不要随

意通过社交软件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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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几名市民在北京天坛公园晨练+

当日%在空气重污染预警持续生效
+,)

个小时后%北京迎来久违的蓝天, 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

测中心介绍%北京此轮重污染过程共持续
*

天%时长超过去年
+

月大范围重污染过程%呈现出来势

快'时间长'范围广'程度重的特点,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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