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吐鲁番发现两千年前假肢
考古学家在吐鲁番的一个古老墓穴

中，发现了一架奇怪的男性骨骼。 该墓距
今大约 2200 年了， 墓主人为一名成年男
性，该男子有个奇怪的腿部骨骼，膝盖部
分弯曲变形，墓地中还发现了一个假肢，
脚部像马蹄形。 该墓中还有一具年轻女
性的骨骼。该男子死亡时，五六十岁。 一
段时间后，他的墓被重新开，并放入了一
具女人的尸体， 该女子和男子的关系未

知。
这个假肢由杨树木制成， 沿两侧有

七个孔， 可能是用来穿进皮革带将其连
接到变形的腿上。 假腿的下部被制成圆
筒状，被废牛角包裹着，端部带有一个马
蹄， 这或许是为了增加其黏合性和耐磨
性。 假肢最底端存在着严重的磨损，这意
味着它已经被使用了很长时间。

这个墓地处于吐鲁番地区， 被认为

是属于汉代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姑
师国， 研究人员还发现了该男子早年患
上肺结核的证据， 他们认为肺结核导致
的发炎， 最终导致了该男子左腿膝盖骨
骼变异性增长， 并最终导致了左腿变
形。 由于对西域古国的研究资料很少，
这个墓地的发现为考古界提供了有价值
的新材料。

据新华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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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城平均薪酬 6070 元

杭州平均薪酬超广州

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2015 年冬
季全国 32 个主要城市职位平均薪酬 6070
元，北京稳居全国主要城市月薪第一名的
位置，平均月薪为 9227 元，上海的平均月
薪排名第二，为 8664 元。 深圳以 7728 元
的平均月薪位居第三位，但与北京和上海
的平均薪酬水平差距略大。

杭州以 7097 元的月薪超过传统的一
线城市广州，排名第四，广州以 6913 元的
平均月薪稍逊于杭州，这反映出传统意义
上的北上广深中，广州并没有与其他三个
城市保持一致的发展步调。

从不同区域分布来看， 除了一直经
济发展状况良好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
以及作为后起之秀的杭州， 以及苏州、
宁波和南京等其他东部沿海城市， 在西
南部经济发展进步飞速的成都和重庆的
薪酬水平都进入到全国前十的位置。 数
据显示， 长三角、 珠三角城市圈内的城
市， 薪酬水平表现可观， 哈尔滨、 长春、
沈阳等东北城市的薪酬水平位于榜单最
末位， 从侧面反映了东北地区经济转型
困难较大。

数据还显示，2015 年冬季求职期薪
酬水平排名前十的行业中，专业服务 / 咨
询(财会 / 法律 / 人力资源等)以 10634 元

的月薪稳居榜首，基金 / 证券 / 期货 / 投
资业以 9204 元的月薪排名第二； 再次是
中介服务，平均月薪为 8658 元。

从 2015 年冬季不同性质企业的平均
薪酬来看，民营企业的薪酬最高，为 7322
元； 其次是合资公司， 平均薪酬为 7134
元； 再次为外商独资企业， 平均薪酬为
6400 元； 国企的薪酬相对最低。 总体来
看，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逐渐壮大，其薪
酬水平相对也更有竞争力；外企由于在华
发展受挫，薪酬水平的涨幅也不再似往年
“傲视群雄”。

六成雇主计划涨薪 6%以上

来自知名人力资源机构瀚纳仕的亚
洲薪酬指南则显示，中国大陆市场的加薪
幅度仍然领先于亚洲其他四个国家和地
区，44%中国雇主计划提供 6%至 10%的涨
薪，29%的雇主计划涨薪幅度在 3%至 6%
之间，15%的雇主甚至打算涨薪 10%以
上， 仅有 4%的雇主表示不会加薪，3%的
雇主表示加薪幅度不到 3%。 从亚洲各国
来看，中国在薪酬领域有 60%的雇主计划
涨薪超过 6%。 相反的，在日本，63%的雇
主计划涨薪不超过 3%。 在新加坡和马来
西亚，大部分的雇主计划涨薪 3%至 6%之
间。

上述机构的调查还显示，84%的亚洲
雇主会在工资和奖金外为员工提供福利，
健康 / 医疗是最普遍的福利 (78%的雇主
提供 )， 其次是人寿保险 (42%的雇主提
供)， 并列第三位的是交通补贴 / 公司配
车和退休金(33%的雇主提供)。

2016 年，63%的雇主计划给员工发放
奖金。 当雇主们被问及影响奖金的因素
时，95%的雇主提到 “公司业绩”，92%的
雇主提到 “个人表现”， 还有 37%提到
“团队表现”。 只有 10%的雇主表示他们
会保证发放奖金。

对于发放奖金的金额，33%雇主表示
奖金金额预计为员工工资的 10%或以下，
44%雇主表示奖金金额预计为员工工资
的 11%至 50%，13%的雇主表示奖金金额
预计为员工工资的 51%至 99%，还有 10%
的雇主表示奖金金额预计为员工工资的
100%。

调查还显示， 在中国， 女性担任管
理层职位的数量比例为 32%， 在亚洲仅
次于马来西亚 (37% )， 领先于新加坡
(27%)， 日本 (19%)。 但是， 中国的企业
相对其他亚洲国家而言， 最缺乏劳动力
的多样性， 只有 8%的工作岗位由外国雇
员担任， 相较于新加坡的 28%， 马来西
亚的 15%和日本的 9%， 位居最后。

据新华网报道

向准丈母娘承诺三年内买房买车

28岁小伙打两份工出现心脏偷停
2014年，老家在山东的王先生为了能

和相恋多年的大学同学赵女士结婚，对在
长春的 “准丈母娘” 承诺三年内买房买
车。

“2014 年我去女友家的时候向她母
亲承诺，只要给我三年时间我一定把房子
和车子都备齐了，到时候会堂堂正正地和
女友结婚。 ”王先生说。

自从在“准丈母娘”那里立完“军令
状”之后，王先生除了广告设计这份工作
之外又找了一份兼职，一个人打起了两份
工。王先生开始起早贪黑“接活”，每天睡
眠的时间都很少，吃饭也不按时。

2015 年 10 月中旬， 王先生在单位加
班时突然感觉身体异常不适。“当时我就
感觉自己的心脏好像不跳了，时间差不多
能有两秒钟，接着就又恢复了。 开始我以

为是没睡好出现了幻觉，可之后的几个月
我又发生了几次心脏偷停的情况，这就让
我有些担心和害怕了，我之前听过有人因
为太拼命工作导致猝死的，我现在这种情
况应该不会吧？ ”王先生说。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刘斌表示，心脏偷停也叫“早搏”，其实就
是心律失常。很多患有心脏病的中老年人
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像王先生这么年轻
的人却十分少见。

刘主任表示， 按照王先生目前的症
状，猝死应该是不会发生的，这一点他不
必担心。但是他建议王先生做一个全面的
心电检查，及时查找出原因。 “心脏偷停
初期暂时不需要进行药物治疗，如果心脏
没有大的问题那就要注意平时的作息时
间，注意饮食，少吃刺激性食物。不要熬夜

加班，要保持充足的睡眠。 同时不要给自
己太大压力，情绪波动也不要过大。 ”刘
主任说。

面对医生的建议，王先生表示他一定
会认真做个检查并执行，工作时也不会太
拼命了。 “我把我的情况和女友说了，她
说会帮我说服家人，让我保重好身体。 不
过三年的期限刚过去一半，我在保重身体
的情况下还是得继续努力赚钱才行。 ”王
先生说。 据东方网报道

警察敲门骗子慌神
油炸百部手机毁证据

油炸美食很常见， 油炸手机你听说过
吗？ 当真是嘎嘣脆苹果味。 近日，湖北阳新
县某小区内， 三女子油炸手机上百部， 原
来是电信诈骗人员在销毁证据。

17日 15 时， 阳新警方得知， 该县兴
国镇陵园社区某小区一栋 4 楼民宅内， 很
有可能藏匿着河南警方网上通缉的涉嫌电
信诈骗嫌疑人。 民警赶到现场， 将该屋外
围围住。

当晚 18 时， 3 名女子终于打开大门，
她们被呛得眼泪直流且咳嗽不止， 只见屋
内浓烟滚滚， 民警分别从 3 人身上扣押数
十部手机。

民警进屋后看到， 厨房灶台上高压锅
和炒锅内放满了已经烧得漆黑的手机残
骸， 锅里正在冒黑烟和刺鼻胶味， 并伴随
“滋滋” 作响的油污煎炸声。

经查， 自 2015 年 11 月份以来， 3 名
嫌疑女子邹某、 陈某、 谭某冒充中国银行
客服人员以办理大额信用卡为由， 利用上
线自制的钓鱼网站，通过手机操作，诈骗河
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居民宋某 16 万元。

3 人交代，当获知民警围堵后，为了销
毁证据， 她们将近百部联络手机放进高压
锅和炒锅内，倒入食用油“炸”手机烧毁。
烧得屋内浓烟滚滚， 呛得受不了才打开大
门。

目前，3 名嫌疑人已移交河南中牟警
方。 据《北京晨报》报道

熊孩子玩射钉枪
34颗弹珠射中姐姐
7岁的弟弟将射钉枪里装了一把铁

珠，对着姐姐扣动扳机，34 颗铁珠射进女
孩的左脸和下巴，13 岁的姐姐顿时成了
“筛子脸”。 19 日，专家用 3D 导航手术，
连续 5 小时为姐姐清创， 在尽量不伤容
貌的前提下，将弹珠顺利一一取出。

1 月 8 日是周五， 在江西宜春一农
村，一对姐弟放学回家后，在爷爷奶奶家
一起玩。 13 岁的姐姐倩倩(化名)读初三，
蹲在地上玩手机。 7 岁的堂弟家里做装
修，他拿了家里的气钉枪，还在枪里塞了
一把铁珠当 “子弹”， 对着倩倩就是一
枪。 倩倩觉得剧痛大哭，家长忙把她送到
当地医院， 在外打工的父母也从浙江赶
回。 医生取出 10 颗直径 3 毫米的铁珠，
剩下的铁珠因为嵌入较深难取，1 月 14
日，倩倩被转院到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到院时， 倩倩左脸上已留下一片弹
坑，嘴巴无法张开，只能吃流食。拍片后，
医生将余下的铁珠一一定位，数出 24 颗
深藏在肌肉或者下颌骨的铁珠。 19 日上
午，该院用先进的“3D 导航”设备为倩
倩手术，5 个多小时后， 已经氧化发黑的
铁珠被全部取出。 目前，该院是中南地区
首家引进颌面数字导航手术系统的医
院，已借助它取出玻璃碎片、铁珠、子弹、
鱼刺等各类异物。“子弹主要集中在左脸
是不幸中的万幸。 枪口高一点，倩倩的眼
睛就可能失明， 子弹偏一点可能伤到颈
部主动脉威胁生命。”该院口腔颌面创伤
与整形外科副主任李智感慨。

据《楚天金报》报道

2015年冬季， 全国 32 个主要城市职位平均薪
酬 6070 元，北京以 9227 元稳居首位，其次为上海
(8664 元 )和深圳 (7728 元 )，杭州以 7097 元的月薪
超过传统的一线城市广州，排名第四。

1 月 20 日， 记者还从国内知名人力资源机构
了解到，在刚刚到来的 2016 年，调查显示中国有
60%的雇主计划涨薪超过 6%，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
是，在日本 63%的雇主计划涨薪不超过 3%，新加
坡和马来西亚等地大部分的雇主计划涨薪 3%至
6%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