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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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昆明1月19日電（記者王
研）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１８日对

王茂兰等８人走私、贩卖、运输毒品

一案进行一审宣判：以走私、贩卖、运

输毒品罪判处王茂兰死刑；以贩卖、运

输毒品罪判处杨祥雄死刑；其余６名被

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至无期

徒刑的刑罚。该案共查获毒品甲基苯丙

胺11042.2克、海洛因5387克等。

2011年１月，王茂兰在境外购买毒

品后，在云南省动海县将毒品交给杨祥

雄。杨祥雄将毒品藏匿在其事前购买的

65件茶叶中的3件内，托运至广州。1

月25日，民警在广州市白云区芳村南

方茶叶市场停车场内将前来提取该批茶

叶的杨祥雄抓获，当场查获海洛因和甲

基苯丙胺。

2011年4月1日，缅甸禪邦第四特

区警察局警察在缅甸动拉三棵树刘家修

理厂出租房内将王茂兰抓获，从其租住

房内查获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等。

2011年6月、8月王茂兰将毒品从

缅甸动拉走私入境，与杨祥雄进行交易

。杨祥雄取走毒品后将其藏匿在茶叶中

托运到广州再转运回武汉予以贩卖。

2010年12月至2011年3月期间，王茂兰

在境外购买甲基苯丙胺和海洛因，并指

使其余被告人藏带毒品走私入境并运往

中国境内。

法院认為，王茂兰虽归案后如实供

述自己罪行，认罪态度好，但其走私、

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罪行极其严重

，且系多次走私、贩卖、运输毒品者，

属于惯犯、主犯，主观恶性深，应当依

法严惩。杨祥雄虽具有如实供述同种余

罪的情节，但其犯罪行為的社会危害性

大，主观恶性深，罪行极其严重，对其

亦应依法严惩。据此，昆明铁路运输中

级法院作出以上判抉。

吳英集資詐騙7.7億元
案二審維持死刑判決

2012年1月18日下午，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

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宣判

，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的上诉

，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

抉，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

核。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认定，吴英于 2005

年5月至2007年2月间，以非

法佔有為目的，採用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以高额利息

為诱饵等手段，向社会公眾

非法集资人民蔽7.7亿元。案

发时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

还有大量的欠债。一审以集

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材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公

开开庭审理认為，一审判抉认

定被告人吴英犯集资诈骗罪的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

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重大

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

依法严惩。

一审判抉定罪準确，量刑

这当，审判程式合法。遂作出

上述二审裁定。

涉黑團伙九成80後
黑老大稱不知何為黑社會

聚眾赌博从中抽头、非法拘禁索要高

额利息、寻衅滋事致一人死亡、拉帮结伙

强索保护费……这些电影《古惑仔》里出

现的情节，在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上演，

由张晓东、马景文及李红伟等“古惑仔”

组成的现实版“洪兴帮”，在寻甸县称霸

一方。近日，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以组织、

领导、惨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10项罪

名，对张晓东及其“洪兴帮”成员共36

人提起公诉。1月17日，昆明市中级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该案。

记者发现，36名被告人中，9成以上

的都是“80后”，甚至“90后”。“洪

兴帮”的头目张晓东外号“山鸡”，今

年28岁。张晓东及“洪兴帮”的骨干马

景文、李红伟等每人平均是同窗校友。

他们上初中时，“古惑仔”系列港片一

部不落地看完后，电影里所谓的“江湖

”以及“兄弟义气”的观念对他们產生

了巨大的影响。

据公诉机关指控，1995年，被告人

张晓东、徐正松等人在寻甸县成立了

“洪兴帮”，下设青龙堂、猛虎堂、飞

鹰堂，最终发展成為组织结构基本固定

、层次分明、惨与人数眾多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

公诉机关认為，张晓东依仗“洪兴帮

”在寻甸当地的势力，低价收购公司，并

在嵩明、寻甸、昆明等地以开设赌场、聚

眾赌博、敲诈勒索、非法拘禁、暴力讨债

等违法犯罪手段进行敛材。為扩大影响力

和控制范围，还聚眾斗殴、实施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社会影响恶劣。

公诉机关指控张晓东犯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聚眾斗殴罪、故意伤害

罪、开设赌场罪、非法拘禁罪、偽造公司

、企业印章罪这6项罪名。对此，张晓东

称自己只在电影里见过“洪兴帮”，他根

本不知道寻甸县也有个“洪兴帮”，“根

本就不知道什麼是黑社会”。

据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介绍，审完该

案预计需要3天的时间。

“的哥”殺手隱身七年盜搶為生

家中贓物堪比超市
掐死单身女乘客并抛屎后，济寧的哥朱元生踏上了自己七年

的“罪恶之旅”，抢劫、强姦、盗窃无恶不作。山东省济南警方

17日对外通报称，流窜至济并疯狂盗窃40余次后，朱元生已於此

间落网。

记者从济南警方获悉，该市刑警支队深夜抓获一名涉嫌撬砸

汽车并盗取车内材物的男子朱元生(男，39岁，山东微山县人)，

并在其住所内起获笔记型电脑3台、数位相机2台、手表10余块

、皮包数个，另有大量高档白酒、红酒及香烟等贵重物品，家中

赃物堆积“堪比超市”；同时缴获钢珠枪、弩、甩棍等作案工具

一宗。

在进一步审查和比对中警方意外发现，这名“盗窃贼”并不

间单，其真实身份竟然是一名涉嫌杀人、强姦、抢劫及盗窃等多

重罪行的公安部B级通缉犯。

据朱元生供述，自己系济寧市一名计程车司机，于2005年4

月5日深夜将乘车的一名单身女青年掐死后抛屎，随即开始了自

己的“罪恶之旅”。此后4年间，朱元生先后多次大肆盗窃、强

姦、抢劫，并於2011年7月被警方通缉。

2011年8月，驾驶一辆偷来的摩托车逃至济南后，朱元生隐

姓埋名，昼伏夜出，在天桥区聚贤街刘家庄租房居住。因无任何

经济来源，朱元生重操旧业，干起了撬盗汽车内材物的勾当，4

个多月内先后通过砸车窗等手段盗窃作案40余起，撬砸汽车60余

辆，得手后便将车内材物洗劫一空，涉案价值50余万元。

警方介绍，目前已落实该案中25起共27辆被砸车辆，已有12

名受害人于17日到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领回了被盗物品。犯罪

嫌疑人朱元生已移交济寧警方进一步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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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消费水

平的提升，

过年压岁钱

也跟着“水

涨船高”。

不少网友表

示，今年压岁钱的起步价已达到500

元，一个春节下来，孩子手里的压岁

钱动辄上千，有的甚至上万。许多70

后、80后父母在网上“晒”压岁钱时

，也对孩子将过年当成“敛财机遇”

的态度和无节制支配“巨款”的行为

产生隐忧。一些年轻父母表示，可以

趁此机会教导孩子形成健康的价值观

和财富观。

记者在某网络论坛看到，从除夕

开始，就陆续有年轻家长在网上“晒

”孩子的压岁钱。随着数目的不断攀

升，家长的忧虑也日益增加。有网友

表示，自己的孩子才5岁，今年收到

了许多“内涵丰富”的“红包”。当

孩子拆开一个红包看见只有200元时

，说了一句“这么少，真小气”，令

在场的成人非常震惊。许多网友表示

，给压岁钱是一种表达祝福和期望的

方式，如果让孩子对物质上的索取形

成习惯，甚至当成理所应当，会对孩

子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

在压岁钱的支配方面，有网友表

示，孩子刚刚收到压岁钱，便已开始

盘算如何将之“挥霍一空”。为让孩

子有节制地支配压岁钱，不少家长动

起了脑筋。市民司女士的女儿上小学

一年级，过年期间收到2000元压岁钱

。司女士认为，孩子还不具有自主支

配金钱的能力，但如果强行没收，又

会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因此，司女

士和女儿制订了“压岁钱开销计划”

，将这笔收入作为女儿的“学习专项

基金”，女儿可以自主选择和购买文

具书籍，将每笔开支记录在账，家长

则负责“报销”。有网友表示，孩子

之所以没有节约观念，是因为对金钱

的认识还停留在数字符号上，家长要

引导孩子制订消费计划，货比三家，

自己付款，在独立完成交易的过程中

形成理财观念，培养勤俭节约的好习

惯。此外，一些家长还建议，对于成

熟一些的孩子，家长可以从银行储蓄

、基金定投、投资黄金等途径启发孩

子的理财意识。

春節成孩子
“賺錢机遇”

压岁钱支配引家长担忧

前不久的另外一件事，同样让

笔者难以释怀。

那是北京冬日的一个傍晚，6点

多钟的地铁站内，车来人往、一片

嘈杂。只见一个男孩跪在地上，趴

在由一些粗大管子组成的简易座椅

上写着什么。身旁的母亲全然不顾

列车时而驶过发出的激昂声响和路

人的嘈杂，只是在一味训斥孩子

“谁让你又没有考好呢？总是马马

虎虎的，就差这么一点，要不全班

第一名不就是你的了吗？”妈妈的

声嘶力竭很难让路过的人，不对男

孩多看上几眼，投出同情的目光。

笔者忍不住上前对这位母亲说道

，“不能回到家再说他吗？”谁料，

对方毫不让步，“我就是要让他记住

这个教训，才让他在这里把出错的地

方多写上几遍的。”此刻，又一辆列

车呼啸而来，阵阵寒风吹得男孩肩上

的“一道杠”上下翻飞。

的确，现实中有不少类似的父

母，过度的焦虑常常演化为对子女

的过度干涉和种种限制，自己的人

格也或多或少产生了扭曲，甚至是

变态。非逼着孩子在地铁站内改错

的母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为什么今天父母们会如此的焦

虑，会对自己的儿女如此苦苦相逼

，甚至是不惜下“狠”手呢？一言

以蔽之，功利化的社会成就了追逐

功利的父母，多少的孩子便成为了

这追逐功利道路上的牺牲品。尤其

是一些手中没权亦没钱的家长，即

不可能让自己的宝贝一出生就成为

了“官二代”“富二代”，做什么

都心想事成；也不可能动辄花上个

上百万元，送他们远渡重洋，避开

愈演愈烈的学业竞争。无奈之下，

逼孩子早读书、苦读书，便成为了

这些父母的不二选择。

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

，不少的为人父母者却视而不见。

这便是，一旦家家的孩子都去“上

班”，每个孩子都获得了一百分，

其结果又会怎样？有关部门能够做

的，一定是再度提高学生的评价标

准，孩子们仍就逃不脱在更难的境

遇下苦读的无奈。那个令不少家长

恨得牙根痒痒的“奥数”不就是这

么产生的吗？孩子们除了被升级到

一个更为艰难困苦的学习层面，进

一步被强化为学习和考试的工具外

，没听谁说“奥数”解放了孩子的

天性，成全了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

。

说到这里，笔者想引述这样一

些事实：

在德国，孩子在小学前的“唯

一的任务”就是快乐成长。如果说

在上学前对孩子非要进行“教育”

的话，那“教育”的重点只有三个

方面：一、基本的社会常识。比如

不允许暴力、不大声说话等。二、

动手能力的培养。如孩子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参与手工制作，从小学

会主动做事。三、培养孩子的情商

，特别是领导力。

如此这般，德国的孩子是否就输

在起跑线上？有统计表明，自诺贝尔

奖设立以来，德国人(含移民美国、

加拿大等国的德裔)的获奖人数，竟

是所有获得诺贝尔奖总数的将近一半

。换句话说，8200万的德国人分享了

一半的诺贝尔奖，而全球另外60多

亿人口只获得了剩下的一半。

“孩子有自身的成长规律，他们

在相应的阶段要做相应的事情。表面

上看中国的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很扎

实，但孩子们的想象力和思考能力已

经被破坏殆尽，由此造成了孩子被动

接受知识而疏于主动思考的习惯。”

笔者以为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

试想，有朝一日当孩子们成为

了 “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除

了成绩什么都没有”的人时，我们

再来反省自己今天的过度教育，岂

不晚矣？！

警惕身邊的過度教育
如今，周围急赤白脸逼孩子学习的人还真是不少！

周一，在一个有关家庭教育的会议上，机关党委的老领导讲述了她近期亲身经历的一件事。那日，机关里一位刚刚荣膺母亲的年轻同事

一脸委屈地向她抱怨，一个劲地谴责自己行动不够迅速，导致没有给孩子报上早教班。老领导不无关心地询问，“你的孩子多大了？怎么就

想到要给他报班呢”。“都两个月啦”听到年轻妈妈的答复，轮到老领导狐疑了，“怎么现在的父母，就是这样做家长的吗？要知道那孩子

出生还不到100天呢！”老领导的讲述，引来与会者连连的感慨。

父親打鬼子的故事
父亲走了，他的故事讲完了。那些

重复了一生的打鬼子故事，是他教育儿

女不忘历史的特殊方式。

父亲16岁在山东老家沂蒙山区参加

游击队，18岁入党。从八路军、新四军

到华东第三野战军，可谓身经百战。参

加过著名的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

崮战役和渡江战役。幸运的是父亲从未

受过枪伤，唯一受伤那次是在1943年初

。一天，他们游击小组与鬼子遭遇：

“小鬼子人多，我们才十来个人。我是

组长下令快撤！散开跑！大家边打边撤

，最后我们仨被小鬼子追到一个悬崖边

。子弹很快打光了，眼见小鬼子追上来

了，我说了声跳！仨人就跳下十多米高

的悬崖。”密集的枪声在他们身后的悬

崖边上疯狂作响。

父亲醒来时躺在一棵大山枣树下，

鲜血染湿了一大片草丛。

头重脚轻的父亲起身动了动四肢，

见还能动弹，心里暗喜。可哪来那么多

血迹？他用双手摸了一圈头，湿乎乎的

全是血。从赶来营救的同志那儿得知，

跳崖时父亲的头挂在了一颗山枣树上，

伤口很大、很深，露出了里面的骨头。

也因此减轻了落地的阻力，得以生还。

父亲的后脑勺上隆起了一个鸡蛋般

大的包，伴随了他一生。父亲跳崖的故

事像画面一样，幼年起就鲜活在我格外

崇拜他的脑海里。之后的岁月里，这故

事又听过无数遍，每次还会提问，比如

：“当时你怎么想的？；那么深，跳下

去就没命了！”因课本里的英雄人物做

出英勇壮举前都有一些高尚的想法。而

得到的结论通常令我失望：“哪还顾得

上想！小鬼子都追上来了……”再后来

，在我多次固执地追问下，得到了还算

满意的答案：“事后想过，不跳会被打

死或活捉，最后还是死！小鬼子那个坏

啊！不可能让你活着！”父亲每说至此

，牙咬得咯咯响。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是我

们这代人耳熟能详的。父亲同

样的壮举也让我们儿女们引以

为豪。庆幸的是，和父亲一起

跳崖的还有一位生还者，当时摔断了一

条腿。

父亲17岁逃离家后，直到1982年爷

爷去世时才回了趟蒙阴老家。

不是父亲不孝，实在是事出有因。

父亲参加游击队时还是个孩子。一天夜

里有偷袭行动，不料父亲回家取干粮时

被爷爷奶奶逮个正着。早就等着教训这

个整天见不到踪影的长子呢。两人趁父

亲不备，五花大绑将父亲捆在了磨坊里

，扫把、木棍一顿暴打，非要问出他神

出鬼没到底干啥坏事去了。

因组织纪律，父亲怎么都解释不请

。老人问不出所以就把父亲反锁在磨坊

里，一人轮流在门口守着。天色渐暗，

快急疯了的父亲还没挣脱。误了行动可

不是小事！好在总等不到父亲的队友找

到家里，在把守的奶奶脸上看出些端倪

。他悄悄绕到磨坊一侧，卸掉木窗，迎

救父亲逃了出去。从此一别，直到40多

年后父亲才踏上回乡之路。当然另一原

由是，爷爷奶奶一生都没余地地要求父

亲放弃一切，回老家种田……

父亲生前最喜欢看的电影是地雷战

。父亲也是造地雷的高手。

他经常讲：“地雷当时可是咱消灭

小鬼子最有力的武器！那时游击队武器

装备少，比小鬼子落后太多。”父亲当

时造的多是石雷，地雷形状有方、圆、

椭圆和不规则的。那些石雷发挥了不小

作用。

父亲说游击小组那时除了偷袭鬼子

据点，多数时候是配合上级组织掩护老

百姓转移。“小鬼子对咱老区实行三光

政策，多次扫荡。他们见人就杀，能抢

的都抢走。

临走还一把火把能烧的全烧掉，没

来及走的老人也被他们活活烧死！我们

每次得到消息，一部分人掩护乡亲转移

，留几个在鬼子来的路上埋地雷，炸得

小鬼子胆战心惊！”

抗战时父亲参加过县里的民兵爆破

训练班，当过爆破模范。后来1947年解

放战争时，新四军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

部为父亲颁发了特等功立功奖状。

父亲一生只爱看抗战题材的影视剧

。离休后，每天看完新闻联播永远都在

找打鬼子的片子。常常边看边对一些情

节不满地唠叨：“尽胡扯八道！打仗哪

有这回事？”我们准会打趣说：“是啊

，编得这么离谱让人生气，不看了！换

台！”可老爸马上笑曰：“不换、不换

！这是艺术加工嘛”。

在父亲病重住院的最后时光，为减

轻病痛的折磨，陪护的兄弟姐妹在病房

里仍会找打鬼子的片子给父亲看。

父亲走前，我守护的那一个多星期

里，他仍忍受着剧烈咳嗽，躺在病床上

断断续续讲他打鬼子的故事。我忍着心

痛不忍打断他，每次仍能从中产生自豪

和崇敬，分享父亲保家卫国的喜悦，铭

记那段历史。

如今父亲走了，他的抗战故事还那

么清晰，连同他讲述时的表情都历历在

目。这就是我引以为荣的父亲！尽管他

的一生很平淡：1926年出生，1942年参

加游击小组，1944年2月加入地下党。

1985年离休，行政12级，副厅级。2013

年9月15日9时21分离开了我们，享年

86岁。

近日，一股学习英雄朱彦夫的热潮在全国掀起

，这是一件让我感到极其高兴的事。我希望通过学

习朱彦夫，让我们这个不断世俗化、物质化的世界

，重新找回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感觉，让中华民

族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多一些精神之

“钙”。

每个时代和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在18世

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英国作家笛福写过一本小说

，名字叫《鲁滨逊漂流记》，写的是一个传奇般的

英国水手鲁滨逊，遇船难后大难不死，漂流到一个

无人的荒岛上，在极度与世隔绝又需要与大自然和

“食人族”搏斗的情况下，他顽强地存活下去。面

对人生困境，鲁滨孙的所作所为显示了一个硬汉子

的坚毅性格与英雄本色，体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

的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小说赞扬了鲁滨逊身上所

表现的勤劳、智慧、勇敢、顽强和坚韧的美好品德

，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个性自由”，发挥

个人才智，勇于冒险，追求财富的进取精神。而另

一本在社会主义刚刚萌芽时期的小说《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则塑造了保尔•柯察金，这个在党的培

养下，在革命烽火和艰苦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共产主

义新人的典型形象。十月革命爆发后，只有十六岁

的保尔•柯察金就参加了红军，他顽强，执着，刻

苦，奉献，勇敢，奋进，无论在烽烟战火中，还是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都表现出大无畏精神，钢铁

一般的意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人民的无限

忠诚。保尔的故事，不仅熏陶着几代俄罗斯人，也

在新中国产生了极大影响。

时代在发展，人们的思想在不断变化，即使进

入21世纪之后，人类对理想的追求以及与自身命运

抗争的精神主题也不会改变。朱彦夫就是这样一个新

时代的英雄，他以高度残疾的躯体，挑战人类的精

神极限，并促使我们不断拷问自己：生命和人生的

价值到底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去拼搏进取奋斗？

朱彦夫的精神具有一种永恒的道德范畴，具有一种

普遍的精神意义，所以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

。

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我常常沉浸在一种感动

之中，灵魂被洗礼，思想在升华。因为受伤过重，

身体内还残留着弹片，加之脑血栓和心脏病的折磨

，朱彦夫对于战争年代的事情，已经记得不是很清

晰，个别情节和人物可能也对不上号了，为此，我

查阅了大量资料，弄清楚了抗美援朝的时代背景；

当村支书的25年，是朱彦夫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

，也是他身体较为正常的时期，他对于这一时期的

事情记忆得非常准确，我也去了他那个小山村，了

解到村民和后续几任村支书眼中真实的朱彦夫，他

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村一级党支部书记的楷模；因为

有着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从村支书岗位退下来之

后，朱彦夫成了一个作家，拼搏七年，写出一部

《极限人生》，用另一种形式，攻克下一个“山头

”，完成了战友在战场上的叮嘱……1997年，朱彦

夫在朝鲜战

场上严重受

伤之后，身

体再次受到重创，从生理学的角度看，他应该丧失

了创作和生活能力，每当在现场看到他的状况，我

心底都有一种悲凉和沧桑之感，哀叹命运的不公和

无常，然而，朱彦夫并没有停止抗争，他保持着高昂

的精神状态，绝不向命运低头，也决不想浪费生命

的每一秒钟，即使生命终止了，他也要像战场上的

战友一样，保持冲锋和前进的姿态……

在这本册子里，

我还用大量笔墨，描

写了朱彦夫的妻子陈

希荣，这是一个堪称

伟大的女人，她是沂

蒙山母亲的杰出代表

，是新时期的红嫂，

如果有机会，我很想

专门给她写一部书

……

在写作本书的过

程中，借鉴和引用了

朱彦夫提供的一部分

材料，也引用了一些

新闻资料。当年，沂

源县委和朱彦夫一家

为我采访提供了极大

帮助。新华出版社米

俊峰和张永杰认真审

阅了本书，并提出诸多好的建议；设计专家宋玉远和

李春风为本书设计了封面；我的家人在精神上给予

我最大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朱彦夫的事迹，蕴含着“沂蒙精神”、新时期

山东精神和伟大的中国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

梦想，需要我们像朱彦夫那样高扬理想信念旗帜，

永不停息地奋斗，以自己的努力拼搏，形成推动时

代进步的巨大力量，去赢

得民族复兴的伟大辉煌。

長篇紀實文學長篇紀實文學《《朱彥夫的故事朱彥夫的故事》》後記後記

紀實文學

星期一 2017年3月13日 Monday, March 13, 2017



BB44中美教育

中美教育的十個最大差異

一、为谁而学：

美国教育告诉学生学习是自己的事，

让学生自己去想，想学什么东西，因而

学生一般学得主动、灵活、高兴。而中

国的教育总是要事先给学生做出细致

繁琐的各种规定，该学什么，学多少，

什么时候学，该怎么学等等，中国的

学生视学习为功利，

因而习惯于应付，学

习是家长、老师的事

情，是为升官发财找

工作而学，学得被

动、教条、无奈。

二、育人目标：

美 国 不 太 重 视

“基础知识”的学

习 ， 极其看重学生

“创造力”的培养，

因而才会有美国白

领不会算 10 减 6 等

于几貌似“可笑”

的事情发生，他们

觉得要趁孩子年龄

小时抓紧培养创造

性思维，而中国教

育特别重视所谓的“双基”，重在练

“基本功”，不重视对学生创造力和

思维能力的培养。美国的学生低分高

能，中国的学生高分低能。因而世界

500 强企业，一般不愿意接收中国学

生，在他们看来，中国教育是培养知

识的奴仆，而不是在“育人”。

三、课堂：

中国的教育善于给孩子一个总结，

把学生教到无问题就好；美国的教育

善于给孩子一个启发，把学生教到能

不断提出新问题。中国的课堂要举手

发言，美国的课堂鼓励自由发言。中

国的课堂如果对教师的结论不同意会

遭受批评，而在美国的课堂上则受到

表扬。中国的课堂讲纪律，美国的课

堂讲人权。

四、师生关系：

在中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孩子

刚踏入学校就知道老师总是高高在上，

而在美国教授也没有什么权威可谈的。

美国人不承认权威。中国孩子盲目崇拜

老师，觉得老师总是对的，中国的老师

喜欢保持威严，不苟言笑，美国老师很

喜欢和小孩一起聊天，是要好的朋友关

系。

考试制度不同

五、考试制度：

美国的考试经常是开卷，孩子们一

周内交卷即可，而中国的考试则如临大

敌，单人单桌，主监副监严防紧守。在

中国，考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淘汰；而

美国的考试目的在于寻找自身存在的不

足，查漏补缺，以利于今后的发展。

六、班级人数：

中国虽明文规定每班不超过45人，

但乡镇及县级学校班级人数平均60人之

多，法律并不能约束什么。而在美国，

一个班的人数不超过30人，31个人就属

于违反教育法，不同的是美国人看重的

是诚信——自我信誉度，故不敢越雷池

半步。

七、时间：

在一年中，中国中学生有8个月是

上课时间，每天11个小时左右的在校时

间。美国学生每年只有1000个小时左右

。上学时间短、课业负担少，这是让孩

子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孩子有了更多的

自由安排时间还能让孩子学习自己安排

时间。

八、成绩单：

成绩在美国属于“隐私”。老师给

家长看成绩单，他只给你看自己小孩的

成绩，不会公布全班的成绩。在中国，

行政部门会想方设法的公布学校成绩。

教师的考核也要看学生的升学率、优秀

率。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在这样的机制

下长达12年之久，心理压力之大是显而

易见的。

九、教材：

美国的教材浅显，对孩子没有严格

的要求，特别是数学，导致许多的成年

人离开计算机对数字就没了概念，连日

常生活的计算都成了难题，看之非常可

笑，但是他们注重动手能力、创新能力

的培养。我国的教材一味的强调夯实基

础，才导致机械重复的作业一堆堆，其

结果是造就了一批有一批的高分低能的

人才。

十、课外生活：

中国一般不太允许小孩参加真正的

社会活动。但在美国小学生一旦走进校

门就开始真正参与社会活动了。美国的

课外活动是学生自发参与，经费也是大

家共同出资、共同寻求赞助。比如，8

岁的孩子会帮人家清洗洗衣机，一次8

美元，为别人演奏等等，把赚到的钱拿

来搞活动。当然并非所有的活动都是为

了赚钱，也有很多是打义工的。美国让

小孩接触社会环境的方式非常多，他们

认为教育即生活。

真正的美國教育是什么樣？
美国教育一直被国际视为标杆和“神话”，然而

真正的美国教育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

中学特级教师肖远骑继推出《告诉你，我知道的

美国教育》之后，又于近日撰写了后续篇——

《美国教育的秘密》，继续对美国基础教育进行

客观解读。

画完画，中国孩子问“像不像”，美国孩子

问“好不好”

数年前曾读过一则短文，说中国孩子画完

画，经常问老师“像不像”，而美国孩子则问

“好不好”。别小瞧了这点发问的差别。“像不

像”是从模仿别人的角度出发，“好不好”是从

自己创造的角度出发，从这个细微的差别中似乎

就能“注定”他们的人生走向，甚至可以说“两

国孩子将来人生的不同走向，或许已隐约体现在

这不一样的‘问’中了”。

“教”美国孩子学画画，老师往往不设样

本，而且不规定模式，让孩子自由“构图”，这样，

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范本”，孩子画的画也完

全是一种“创作”。正因如此，美国孩子自然也

就不问“像不像”了。而如此培养出的孩子，思

维充满创造性和活力，日后才可能是开放性和创

造性人才。

又例如，美国五年级学生从写作文开始，就

与中国同龄孩子不同。中国是一个班级几十人做

同一个话题或同一个题目，而美国则是每个孩子

自己找题目，他们称之为找课题（project）。在

中国，“找课题”往往只有对在读研究生及以上

的人才有要求。自我写作、自我创作、我写我

思，这才是真正的作文教学。因此，在美国小学

教室里，你会看到学生带来的各种小“玩意儿”，

有的提着一个有小白兔的笼子，而有的拿着小鱼

缸。不用奇怪，因为也许他们正在做与之相关的

课题。

由此说来，创新教育从娃娃抓起，这是很值

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美国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孩子的短处，并竭

力弥补

中国教师常常会说，“没有教不会的学生，

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而在美国，教师经常说的

也有一句话：“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

育。”在美国人的教育观里，哪怕是被现行教育

标准公认为是智力水平最低的孩子，实际上也有

特殊才能。

美国教师认为，教育如果专门注视孩子的短

处，那激发的是孩子的自卑。在这样的观念之

下，孩子们不仅在教育中被放在了被动的位

置，而且往往被挫伤学习兴趣，甚至会产生不可

改变的对教育的抵触心理。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孩

子能力的开发与培养。

为此，美国教育的任务是发现孩子的短处，

并想方设法弥补孩子的短处。美国的小学虽然没

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

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

无际的知识海洋；他们没有让孩子们死记硬背大

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

们怎样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

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

等，而是竭尽全力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并努力赞

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保护和激励孩子

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美国教师认为，每一

个孩子都是富有创造力的生命，关键在于我们能

否发现他们的天赋。

“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教育

不仅深刻地作用于人的一生，而且深刻地影响着

一个民族的命运。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

竞争，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就是教育。为此，我们

应该有这样的教育观。

人的根本素质不是分数能考量的

美国教育界普遍认同的另一个教育观就是

尊重差异，不仅尊重一般性差异，而且尊重特

殊性差异。在他们看来，人的千差万别恰恰构

成了人丰富多彩的创造力基础，而教育的任务

恰恰应该是把人的各种各样的能量发掘出来，

而不能像可口可乐的生产线，把产品造成一个

模样。让每个孩子知道自己的潜能，让每个孩

子建立起自信，让每个孩子从事属于自己也属

于这个社会的富有个性的创造，这是美国教育

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他们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孜孜以求。教育孩子关注每个生命，开掘每个

生命的能量。这是美国在中小学教育目标上的

国家意志，起码是落在文字上的国家法律。美

国教育管理者都认为，教育是与制造业完全不

同的产业。制造业需要的是标准化，只有标准

化，才能有大工业，而教育恰恰需要的是个性

化，因为每个人是千差万别的，开发千差万别

的个性潜能，才是产生创造力的基础。只有千

差万别的创造力汇集起来，才能成为推动社会

前进的巨大能量。

美国纽约史蒂文斯中学张校长说：“我相

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人的根本素质

不是分数能考量的。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学

生点亮他们的梦想，让他们勇敢地走向未来之路

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敬畏

，每一个灵魂都有质感，教师与学生共时、和谐成

长。立足差异，努力寻找成就感和幸福体验，守

护人性的尊严。我们坚信每一个人都具有独一无

二不可替代的价值，人生真正的幸福在于在各自

的生命道路上寻找自我，进而超越自我。

历史科最难，鼓励孩子的挑战精神

美国教育鼓励孩子们的挑战精神。孩子进入

中学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甚至会问孩子托马

斯· 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有哪些局限。那

么，托马斯· 杰斐逊是什么人呢？他是美国立国

的伟人之一，而且是美国精神的代表。他起草的

《独立宣言》不仅被视为美国的立国之基，而且

是资本主义最经典的法律文本之一。然而，老师

的这一声询问，起码让孩子们去做几件事情：好

好阅读甚至要研究一下杰斐逊和他起草的立国宣

言；认真研究一下各种学派对杰斐逊的评价；调

动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老师

传递给孩子们一种理念：你们可以对世间的一切

进行质疑，进行思考，包括对“神圣”和“权威”

进行自己的思考。我在想，鼓励孩子们在思考中

质疑权威，可能不仅是在教授一种奇绝的学习方

式，而且是在培养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品质。

我曾经问过到美国就读的中国孩子，你在美

国最怕的学科是哪一门？他们回答，不是数理

化，不是英语，而是美国历史。我很好奇，美国

的历史只有二三百年，怎么会比中国历史还难学？

学生说学美国历史，不仅是了解美国历史，而

是理解美国历史。例如，老师的作业“公民权

利”研究论文要求写到3至 5页，打印出来，要

双空行，至少用3种资料来源（如网上、书籍等），

至少有5句引文。同时，对比以下四人关于黑色

美国（BLACK－AMERICA）的观点：布克· 华盛

顿、杜伯依斯、马丁· 路德· 金和马尔科姆。在论

文里，需要把每个人介绍一点，还必须纳入贴切

的材料。然后，讨论他们关于黑色美国的观点，

要把想法写进去，还要把引文或材料来源列出来，

比如某某网页、某某书。面对这样的作业，孩子

能说不难吗？

谁要是认为美国开放自由的教育模式，是放

纵学生，是让学生有机会偷懒耍滑和投机取巧，

那就错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在教育中体现

得十分充分，他们同样要求孩子们吃苦耐劳和刻

苦奋斗。美国学校对孩子们高强度思维的训练，

对孩子们高强度吃苦精神的训练也是美国教育中

的重要内容。当然，这种训练更多地体现在孩子

进入中学以后。可能美国人认为，孩子进入中

学后，身体已经发育得更加强健，已经有了吃

苦耐劳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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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新不新？九成新以上的可以捐给善淘

网，他们将衣服出手，然后捐给公益组织。”

最近，在微博上，这样的“口口相传”让一家

“善淘网”出了名。虽然名字与淘宝有些像，

但“善淘”的理念却有些不同：它只收闲置物

品，卖家没有金钱回报，商品所获得的收益用

来资助公益项目，公益项目由买家和卖家自己

选择。这样一家在国内堪称首家的“网上慈善

商店”，创始人是6个年轻人，团队成员大部

分是放弃了高薪高职的海归。他们参照国外慈

善商店的模式，希望在国内做一个全新的实验

……

海歸棄高薪創國內首家慈善网店
已籌善款已籌善款1818万万

买家边购物边做慈善，卖家将70%所得捐给

公益账户

正在筹办一家少儿英语培训机构的Carol最

近迷上了网上购物。她的小小英语教室里，全

是在网上“淘”来的有趣小玩意儿。“小朋友

们都特别喜欢玩偶、玩具，我也可以用这些来

教他们学单词。”小青蛙、维尼熊、米老鼠，

装玩具的彩色纸盒，作为小礼品的绣花小背包

、女孩头上戴的发夹……所有这些，都是Carol

从‘善淘网’上买来的。自从偶然发现了这个

慈善购物网站，她现在很少再上淘宝购物了。

“4月份开始，下了60来次单，不知不觉就已

经买了5000多元的东西。”她笑着说：“我现

在手上持有的‘股票’可不少。”

她说的“股票”是在善淘网上购物后，网站

给予的“公益股票”。“善淘网”之所以吸引

Carol，正是这两个因素，一是价钱“实惠”，东

西超值。二就是他们的口号：参与“大家的慈善

商店”。

在善淘网上挂出的商品，都是个人或企业的

闲置物品。其中九成新以上的会拿出来交易，其

他的会直接捐赠或是经过设计师改造后再进行拍

卖。因为卖家是捐赠出物品，所以定价都很低，

大部分都在百元以内。一件衣服十几二十元就能

买到。像Carol买的正版的功夫熊猫玩偶，只要

9.9元。有时候还能“淘”到些名品。像在专柜

里要数千元的英国老品牌CLARKS的全新皮鞋，

定价是100元。

而所有在善淘网上出售的商品，销售所得的

收益除了扣除30%的营运资金后，其他全部捐献

给公益账户。记者看到，网站上有专门的页面展

示了十几个不同公益项目的情况介绍，并列出了

该公益项目需要筹集的资金额以及目前已经筹得

的资金额度。捐赠者和买家在捐赠和购买时可以

自己选择资助的公益项目，一旦交易成功，增加

的资助款项就会显示在该公益项目栏目下，而买

家和捐赠者也能获得相应的“公益股票”，看到

自己在这些公益项目中所获得的“爱心股值”。

“平时工作太忙，没有太多时间关注公益，但是

这样的购物，既解决了我自己的需要，又让我不

经意地帮助了一些人，成为了公益的一员，这种

感觉很好。”对于这种特殊的购物经历，Carol表

示自己已经“爱上了这种体验”。

海归人员放弃高薪高职，至今只拿少量工作

补贴

这种体验，正是善淘网CEO周贤所希望传达

给大家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公益，公益可以不

是纯奉献，而是在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又成为生

活中的一部分。”这也是善淘网倡导的“Buy-

ForTwo”的理念，买东西不但为自己，也帮助别

人。

周贤，MBA及伦敦大学公共服务政策硕士

学位，善淘网的灵感就出自于她。在这之前，她

曾经创办过两家企业，涉足过教育培训领域，都

做得很成功。2007年，她卖了自己的公司，到伦

敦去学了一年“社会企业”。回来后，组建了团

队创办善淘网。她说自己是典型的水瓶座人士，

擅长从无到有。“善淘这类网上慈善商店的模式

，国内没有，我们就是要让它成为可能。”

2010年12月19日，6名初创成员开了2010年

的最后一次例会，并确定了这个叫作“善淘”的

网站于2011年1月6日上线。

负责数据开发的钱荣，计算机硕士；在线商

城经理钱辰，之前是中国联通高级客服经理……

善淘的6位联合创始人各有神通，他们大多都是

放弃高薪高职的海归。“因为善淘网刚刚起步，

我们所有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现在在上海办公

室负责品牌推广的3位，现在都不领全额工资，

而是拿少量的工作补贴，但我们不觉得是牺牲。

”创始人之一，负责品牌推广的营运总监徐璇如

是说。

至今已筹资18万元，“希望到明年底能做到

收支平衡”

位于新丰路上的江宁路街道阳光家园，也是

善淘网的一个小小基地。每半个月，善淘的员工

颖子都会到这里当一回老师，为这里的5名患有

精神障碍疾病的年轻人培训图片处理。作为善淘

网的兼职人员，所有网站上经过处理的漂亮的图

片都是从阳光心园的这些残障工作伙伴的手中诞

生的。尽管高管不拿工资，但对于基层的员工和

这些兼职的残障工作伙伴，善淘依然坚持按照正

常的劳务标准发放工资，因为助残就业也是善淘

的一个公益目标。

让残障人士等加入进来，为他们提供适合

的岗位，发挥自己的价值，同时也帮助他们就

业，这是善淘网运营中心经理孙夏燕提出的主

意。孙夏燕也是善淘网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说

起话来开朗大方，举止非常自信。她也是一位

残障人士，小时候因为车祸失去了一条腿。尽

管在学历上和资历上都不逊于人，但是求职的

道路却非常不易。

“即使我的条件比其他求职者都要好，看

到我的脚，企业最后还是会选择一个健全人

。”在善淘网，孙夏燕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

置。“我觉得这个工作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

值，现在的我很快乐，我找到了更好的自己

。”或许每个人都希望看到“更好的自己”，从

今年1月份至今，通过捐赠、购买等方式获得

“公益股票”的“善淘公益股东”达到4300多位

，到今年6月25日，善淘获得的闲置捐赠品近

12000件，销售额达到10万余元，为16个公益项

目共筹资8万余元，这个数字到今天是176442.48

元。

“我们在做的是一个创新的，没有模

式可以参考的事业。现在最艰难的是推广

理念，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在给我们正能

量。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周贤告诉

记者，社会企业的理念就是，要使人幸福

。“所以我们希望善淘的专业团队也可以

尽快拿到合理的酬劳，因为做公益并不意

味着就是牺牲或是单纯的奉献，而是要有

必要的激励来支撑善淘可持续地运行下去

，并且将这个模式推动到更多的地方，为

更多的人提供帮助。我的希望是，到明年

年底能做到收支平衡。”而对于推广“大

家的慈善商店”这个公益使命，她和她的

团队准备用 10 年的时间来完成。

對話

记者：国内不少城市包括上海也开过“慈善

超市”，一些公益组织以及网上社区也经常会开

展“二手公益跳蚤市场”，善淘网与他们有何区

别？

周贤：“慈善超市”的主办方基本是政府机

构，主要功能是帮困扶贫，一般都是交给街道来

处理，与这种模式相比，我们多的是热情，因为

我们提倡的是“大家的慈善商店”，各个群体都

能参与进来。

与公益组织以及网上社区开展的二手市场相

比，我们多的是专业。一般二手市场的东西对于

品质并无太大要求，而募集得来的资金也不能按

照个人愿望赠予到专门的公益项目。而我们则可

以做到这点。像我们筹集来的物品，都要求是

“九成新”以上，并提供上门收取服务。二手物

品会经过线下营运中心的分类、筛选、消毒等环

节，再根据物品情况定价。此外，还有企业定期

的库存捐赠。在架上半年没有卖出的物品，我们

会进行分类处理。厚重保暖实用型的，会通过环

保组织再次捐赠到贫困地区。不适合捐赠的物品

会进入到我们的闲置改造项目，由创意设计师改

造成各种时尚而实用的“新产品”，如包包、靠

垫、娃娃、地毯等等，开辟公益产品线。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各种事件的频繁

发生，国内公益事业的公信力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善淘网作为一个运用商业模式经营的社会企业

，如何证明自己的公信力？

徐璇：我们在刚开始创办时遇到最多的问题

就是“你们可信吗”？首先，我们会尽量让一切

都最大程度的透明化。为了让捐赠者以及购买者

知道资金和物资是否真的流向了公益领

域，善淘网在网站上会有非常明确的财

务说明，什么用途，多少钱，何时到位

，何时入账；每个可供选择的公益机构

也必须将他们的财务报告和工作报告定

期在线公布。

其次，除了捐赠者和购买者，我们所

挂靠的联劝基金会，是国内首家扶持草根

公益机构的公募基金会，作为第三方，也

会定期对我们的财务报告进行审核和监督

。

还有一点，我们所有的高级管理人

员都承诺，即使最后善淘网开始赚钱了

，我们也不会参与股东分红。这也是社会企业与

一般的商业企业最大的不同。

BB55人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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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66人在美國

旧金山州立大学副校长吴彦伯，

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目前该校

中国留学生成长很快，人数已经位居

国际学生之首，未来将进一步加强与

中国院校之间的合作项目。

吴彦伯介绍，旧金山州大共有外

国学生2200人，其中中国留学生就有

500多人，位列第一，还不包括访问

学者和短期培训人员。而2007年春季

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学生不过100

多人。

吴副校长透露，大部分中国留

学生通过标准入学考试合格后进入

州大读书。本科网考托福高于61分

，雅思成绩6.0，研究生则是因专业

而异。还有一部分生源来自院校之

间的合作项目，包括国内院校招收

一些高中毕业生，集中进行语言和

其它方面培训为进入州大学习做准

备，俗称“直通车”。也有学生在

国内合作院校中读一两年课程，带

国内的学分进入州大就读，缩短在

国外留学时间，俗称“2+2”。还有

院系之间直接合作的硕士班研读。

目前正在开展项目还包括一年只拿

学分，不拿学位的游学项目。鉴于

前一阶段与中国院校合作的成功，

未来料将拓展合作项目。

旧金山州立大学拥有天时地利人

和的优势，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可

谓相当好的选择。吴彦伯指出，作为

拥有3万多名在校生的综合性公立大

学，学校本科有115个专业，拥有资

质保障。尽管由于州政府拨款减少等

原因学费出现调涨，但与全美同类学

校相比，学费还是很低。例如本科生

国际学生平均一年学费只有15000多

元。从学生毕业薪资调查来看，旧金

山州大本科毕业生的校友薪资排名位

居前全美前50位，性价比很高。此外

，由于旧金山有着成熟的华裔社区，

对于从国内初来乍到的学子来说，吃

穿住行更为方便和适应。

国内部分华裔家长都希望孩子在

美国“就读名校”，不过几所顶尖名

校的录取率极低，招生数量非常有限

；此外，“名校”的高标准也是绝大

部分学子难以达到的。万一学生语言

需要进一步提高，也可以先念一段语

言课程。

美国花样滑冰协会27日晚上在圣

荷西举办庆祝酒会，授予华裔花样滑冰

名将关颖珊(Michelle Kwan)花样滑冰名

人堂成员称号。关颖珊是美国最受欢迎

的花样滑冰运动员之一，曾获五次世界

锦标赛金牌，一次奥运会银牌和一次铜

牌。

美国花样滑冰协会于去年12月宣

布关颖珊进入名人堂，她是2012年的

唯一人选。

关颖珊当天在圣荷西全国花样滑冰

锦标赛赛场举行记者会。她表示，入选

名人堂是花样滑冰运动员的最高荣誉，

她的激动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过去五

、六年来，每当回顾自己的运动生涯，

都感觉在世界赛场上代表美国参赛，是

很美妙的经历。

关颖珊感谢父母对她的培养。她表

示，投身于花样滑冰是她的选择，是她

的梦想。对她的父母来说，则是付出。

正是父母以不间断的付出，给了她实现

梦想的机会。她至今记得当年父亲每次

开车两小时送她去滑冰场，并总是鼓励

她。关颖珊说，以后她也要给自己的孩

子实现梦想的机会。

谈到退役后的生活，关颖珊表示，

过去做运动员的时候，她完全集中于提

高自己的竞技水平。退役之后，则要用

同样的努力来提升日常生活，包括完成

大学学业。她指出，无论是在赛场还是

在课堂，她都学到很多东西，现在她希

望用这些宝贵经验来帮助别人。

關穎珊入選
美國花樣滑冰名人堂

舊金山州大中國留學生人數居首
将加强与中国合作

紐約公布選區重划提案
將產生首個亞裔參議員議區

纽约州议会26日正式公布了十年

一次的选区重划方案，由于提案受参院

共和党主导，对多个民主党选区将产生

不利影响，因此提案受到包括州长葛谟

在内的众多民主党官员的反对。而与此

同时，新的规划将产生首个亚裔占多数

的州参议员选区，以及3个亚裔占多数

的州众议员选区。提案小组将安排9次

公听会就提案展开听证。

纽约州的议会选区每十年根据人口

变化而进行一次重划，但由于负责规划

的提案小组(Legislative Task Force on

Demographic Research and Reapportion-

ment, or LATFOR)历来受议会内的党派

政治主导，因此备受争议。州长葛谟

26日表示，除非有一个中立的机构来

主持选区规划，否则他不会批准目前这

一充满党派政治的提案。

代表华埠的州参议员史葛静也表

示，尽管这次新的规划不会影响到他

本人的选区，但共和党主导的这一政

治把戏让人难以接受，党派主导选区

划分是一个充满毒药味的过程。史葛

静表示，尽管在2010年的选举前，参

院多数派的每一位成员都许诺要设立

一个独立团队来主导选区划分，但他

们没有信守诺言，他们的目的是利用

选区重划来选择选民，而不是让选民

选择他们，因此，选民们应当发出自

己的声音，以保障大家在11月份选举

中的权利。

在此次选区重划中一直强调亚裔

社区权利的亚美法援处(AALDEF)总监

冯美琪(Margaret Fung)表示，根据目前

的划分提案，纽约州将产生首个亚裔

占多数的参议员选区，但是这一选区

(16选区)将把法拉盛分裂开来，如果

将法拉盛和贝赛化为一个更集中的亚

裔选区，将更有利于保护亚裔选民的

利益。

美国伊州联邦参议员德宾(Dick

Durbin)12日出席芝加哥华商会午餐演

讲会时表示，培育下一代的世界竞争

力，是美国保持21世界领导地位的最

重要对策，他强调，注重教育、勤奋

工作的华裔移民，就是美国成长的主

要动力之一。

芝城华商会会长徐佐寰表示，德

宾是目前美国联邦参议院数一数二的

领导人物，更是伊州资深民意领袖。

徐佐寰说，德宾早在1990年代，就多

次协助参与芝城华埠的建设，尤其是

对设立谭继平公园贡献显著。芝加哥

25区区长苏礼仕也应邀出席餐会。

德宾在演讲中表示，他与苏礼仕

一样，都希望小区发展最好，1996年

时，他透过当时的伊州联邦参议员赛

门(Paul Simon)介绍，认识芝城华埠，

也加入协助谭继平公园设立的团队，

他非常开心现在谭继平公园成为大芝

加哥地区最具水平的小区公园之一。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去年选择到

芝加哥访问，德宾表示，中国大陆人

口为美国的四倍，而各项建设、产业

的起飞，更让中国无疑成为世界最具

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他说，反观美国

受到经济景气波及，失业情形没有明

显改善，美国想要在21世纪保持全球

领导地位，最首要的工作，就是必须

全力培育下一代的竞争力。

德宾分析，唯有在语言、研发等

领域保有坚强实力，下一代才可能在

世界激烈竞争的市场中保有发展空间

，芝加哥公立学校超过万名学生学习

中文，绝对是让芝城竞争力升级的主

要因素。他呼吁所有学校老师、学生

家长们都应该正视这项事实，尽可能

的让孩子接受最完整的教育，美国的

未来才有希望。

他强调，包括华裔在内的移民族

群，大多是考虑给予孩子最好的教育

环境才会牺牲原来居住的舒服环境，

来到异乡打拚，移民打拼工作、努力

勤奋的精神，更是美国进步的原动力

，他认为，移民将是美国未来十年竞

争力保持的主要组成元素。

德宾也提到，华商会由华埠大大

小小的商家组成，而这些为美国基层

经济贡献的小企业，不只是移民故事

的表征，更是美国故事的缩影。

德宾在演讲中，也介绍自己近年

在参院努力推动过关的法案，包括主

张网络购物销售税，以保持中小零售

业者的竞争力；还有力促几家美国金

融机构巨人，降低零售商家信用卡及

现金卡的手续费。

此外，德宾也提到，为了让偏远乡

村的美国民众能够继续拥有与外界联系

的渠道，由他主导的延长美国邮局关闭

计划的提案，也已经顺利过关。

美联邦参议员：

華裔移民是美國成長主要動力之一

海外华人过春节

方式越來越多樣
万里親情緊相連

“回中国过年吗？”中国春节快到了，侨居

加拿大多年的李哲先生总是被中外朋友这样问

道。李先生掐指算算，已经有7年没有回国同

父母一块过年了，自己也很希望能够带妻子和

儿子回国同父母团聚，但却一直没有成行。

“明年再回去吧！”谈及此，李先生面露难色

。

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传统风俗习惯。然

而，思念有多长，回家过年的路就有多长。对

于身在异乡他国的海外华侨华人来讲，过年回

家，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信息技

术的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多样化的过年方式。

信息時代，拜年更方便

如今的时代，给国内的亲友打电话拜年，已经

成为很多华人过年的必备项目。很多通信公司也看

准商机，推出了很多针对华人的优惠措施。越洋电

话的话费再也不那么高不可攀。

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更是给海外华人带来

了更方便、更实惠的交流方式。通过在线视频通

话，久违的家人不仅能够听到彼此的声音，而且

还能够“看到”对方。这让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也

对此着迷。由于视频通话费用低，使用方便，因

此日趋流行起来。

王强先生是一位在日本居住多年的华侨。由于

工作忙碌，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国同父母一起过春节

了。他说，年三十晚上通过互联网同国内亲友进行

视频联系，听父母说说春节晚会的节目内容、年三

十的饺子馅、走亲访友的计划，即使没有回家，也

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此外，形态各异的电子贺卡也日渐受到欢迎。

这种电子贺卡会及时地传送到亲友的邮箱中，精美

的动画设计很好地表达了对亲友的祝福。许多华人

使用这种方式给亲友拜年，祝福新春。

過年方式，越來越多樣

如今，海外华侨华人庆祝春节的方式也是日趋

多样化。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包饺子、吃年夜饭、舞

狮舞龙之外，一些新潮的过年方式正逐渐被越来越

多的人们所接受。

网络的普及，使得网上过年渐成时尚。很多网

站考虑到海外华人不能回国过年的实际，推出了丰

富多彩的网上过年活动。在德国居住多年的赵琴女

士，已经连续好几年在网上“过春节”了。在网络

上，赵女士不仅可以欣赏到各种喜气洋洋的春联和

年画，还能够“尝”到电子水饺、电子烤鸭等美味

佳肴，参加网上逛庙会、网上包饺子、网上猜谜等

活动。这让无法回国过年的赵女士在异国他乡过了

一把春节瘾。

伴随着春节的逐渐国际化，一些

地方已经允许华人在公开场合燃放鞭

炮。不过，很多华人放鞭炮还是很不

方便。旅居马来西亚的老华侨郑国泰

先生并不为此发愁。他发现了一个别

出心裁的网站。这家网站推出了网上

“放鞭炮”项目，只要轻点鼠标，不

仅可以在电脑屏幕上看到燃放鞭炮的

情景，而且还可以听到各种鞭炮的响

声，点不同的鞭炮可以收到不同的祝

福。此外，还有别具一格的网上点灯

笼，每点亮一个就会送出一句“吉利

话”。郑先生是乐此不疲。

对于这种多样化的过年方式，很

多华人表示了支持。一位华人就在网

上留言说，网上过年让他难忘。恍惚

中，自己好像真的回到了单纯而快乐

的少年时代，在雪地里和小朋友们一

起放鞭炮、看焰火，毫无顾忌。

“回家看看”，是最大愿望

广大华侨华人虽身处异国他乡，对祖(籍)国、对

家乡的思念却丝毫不减，反而愈加浓烈。尽管如今

过年的方式日渐多样化，但很多华侨华人还是觉得

在内心深处少了些什么。

其实，真正缺少的，正是祖(籍)国和家的温暖！

一家加拿大华文媒体就讲述过一位母亲的抱怨，

“过年不能团聚，这叫什么事？”这位母亲的女儿

在国外工作，很多年没有回中国了。虽然电话、网

络联系不断，但母亲还是希望能够同女儿在一起过

一个团团圆圆的春节。

很多华侨华人其实也是很想回中国过年的，但

远隔重洋，往返一次需耗时颇久，加之在很多地方

，春节不是法定假日，这使得很多华侨华人即使想

回中国过年，也只能是一种奢望。一位在欧洲工作

的华人刘建国告诉笔者，过年时每次同在中国的父

母打完电话，他都会对妻子女儿宣布，“明年我们

一定回中国过春节”，已经连说了不知多少次。可

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一直没有能够实现。春

节将至，唐人街舞狮舞龙的鼓声再次敲起，红灯笼

绽放着节日的浓重与热烈，扭秧歌的队伍舞动着欢

乐与喜庆，久违的歌声飘入海外游子的耳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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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current defenses have two components: the 
Standard Missile-3 interceptor on Aegis-equipped 
warships, and the Patriot Advanced Capability-3 
interceptor for shooting missiles down from land.
Some in the government are calling for adding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system, which 
would intercept missiles at altitudes of 40km to 150km.
Full-scale deployment of Aegis Ashore -- a land-based 
version of the Aegis missile defense system used at sea 
-- will also be considered.

But the nation's finances are tight. Each THAAD 
system costs 100 billion yen to 200 billion yen ($871 
million to $1.74 billion), and six or seven would be 
needed to cover all of Japan. Aegis Ashore costs 70 
billion yen to 80 billion yen per system, with two 
needed for the entire country.
China is expected to push back forcefully if Japan 
moves to deploy THAAD. And even beefed-up 
defenses would not be 100% effective, a Japanese 
government source said. (Courtesy http://asia.nikkei.
com/Politics-Economy/Policy-Politics/Japan) 

domestically."
Residents of Seongju county, which will host THAAD, 
are concerned they could become targets if war breaks 
out in the future.
"South Korea is caught in an awkward position," Hong 
said. "If China could control North Korea and stop 
their nuclear tests, THAAD would be unnecessary."
Kang also noted that the diplomatic problems can be 
solved through peaceful means rather than inching 
closer to a war. "The people of the two Koreas are still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issue should not be solved 
through the use of force," Kang noted.
"Previously the US sided with South Korea mainly due 
to ideological reasons, but now they have their own 
interests, to get a better position in the region."
Facing the future

Lee's biggest concern is that China's strong stance on 
THAAD will lead an anxious South Korean public to 
elect a right-wing government who also talk tough on 
national security.
"There are a lot of THAAD opponents back home. But 
China's stance toward South Korea makes these people 
concerned about their security and doubt whether 
China-South Korea ties are trustworthy," said Lee.
"I'm afraid that the South Korean public will vote for 
a right-wing government in the upcom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 just like Japan did after its crisis with China 
in 2012."
According to a recent VOA report, the political turmoil 
in South Korea over the impeachment of President 
Park, which is expected to come to a head on Friday, is 
exposing sharp divisions in the country over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While conservatives have voiced 
strong support for the US alliance, progressives want 
to maintain more friendly ties with China.
If the country's constitutional court upholds her 
impeachment in its final decision,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ll be held in 60 days. If the court strikes 
down the impeachment, Park will be reinstated to 
continue her presidency until February 2018.
Beijing Korean Association chief Kim Yong-man 
told the Global Times what worries him is not only 
THAAD, but also what might happen if South Koreans 
begin to lean toward Japan.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most Korean people had a 
good impression of China," Kim told the Global 
Times. "But in the last half year, the impression of 
Chinese people among Koreans worsened due to lack 
of mutual respect."
"If China gives Korea too much pressure, some Korean 
will turn against China … Though currently the Korean 
public would not allow an alliance with Japan, but if 
this changes, the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 will be 
more complicated, which is what I am afraid of," Kim 
said. (Courtesy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

TOKYO -- The barrage of missiles unleashed by 
North Korea last Monday have sent Japan scrambling 
to bolster its defense capabilities even as the country 
faces technological and budgetary limitations.
One of the four rockets -- believed to be the Scud-
Extended Range type -- fell into the sea about 200km 
north-northwest of Ishikawa Prefecture's Noto 
Peninsula. This is the closest that a North Korean 
missile has ever come to Japanese soil.
"North Korea's missiles have become a real threat,"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Yoshihide Suga said in a news 
conference Thursday.
Scud-ERs can be fired from mobile launchpads and can 
carry nuclear warheads. All four missiles in Monday's 
incident splashed down roughly simultaneously, each 
spaced 80km apart north to south.
"That the four landed at the same time is key," 
said Toshiyuki Ito, a former vice admiral in the 
Japan Maritime Self-Defense Force. Pyongyang is 
threatening a "saturation attack of firing many missiles 
at once beyond Japan's interception capabilities," Ito 
said.

refuse service to South Koreans. And a South Korean 
student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as beaten up 
and is still hospitalized," recalled Lee.
He said he read these stories in a Wechat group for 
South Koreans studying in China. There have been 
no reports in the Chinese media on any outbreaks on 
violence against Koreans. Some Chinese media outlets 
and scholars have called for a reasonable response 
toward South Korea rather than violence.
But the rumors have already caused panic among the 
students. Lee and his roommates have decided not to 
venture off their campus for a while.
"I hope I can graduate as soon as possible," said Lee, 
who's been in Beijing for half a year, and is supposed 
to finish his course in 2018.
Kang Mi-young (pseudonym), who has lived in 
Beijing since 2015, sai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he has 
felt worried about her safety in China.
"I'm worried that I might become the target of 
retaliation when 
I go out … I 
have to be more 
vigilant than 
before," Kang 
told the Global 
Times.
It's estimated that 
there are about 
300,000 South 
Koreans living 
in the Chinese 
capital.
B u s i n e s s 
slowing down
Though Lotte has just started to experience a backlash, 
South Korean companies with commercial interests 
in China may have already seen their business in the 
country affected.
Rumor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aken 
measures to clamp down on South Korean pop culture 
have long circulated, including allegations that South 
Korean artists have been banned from performing in 
China and that Chinese companies have been ordered 
not to buy South Korean TV shows.
There have also been allegations that Chinese tour 
companies have been told to "avoid" taking tour 
groups to South Korea.
The existence of these policies has not been officially 
confirmed by the authoritie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issued on February 27, China was South Korea's 
biggest export market and biggest source of imports as 
of the end of January.
A Reuters report this week said that Chinese visitors 
contribute more than any other group of foreign 
holiday makers to the country's tourist economy, 
spending about $8 billion a year on duty free goods.

Hong Seong-hun came to China from his homeland 
of South Korea to pursue his passion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ut the 30-year-old has found it 
hard to focus on his studies recently,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oul and Beijing seems to keep getting 
worse.
After Korea's Lotte Group conglomerate agreed to a 
land swap with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so the 
military can deploy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anti-missile system last week, 
sporadic protests against Lotte as well as South Korea 
more generally have been launched around the country.
"I am a little bit anxious when going out," said Hong, 
who has been living in Beijing for seven years, saying 
he fears the rising anti-South Korean sentiment he sees 
around him.
Hong's worries are shared by many South Koreans 
living in China. The country's embassy in Beijing 
even issued a safety warning to its citizens on March 
3, saying they should avoid "unnecessary arguments" 
with locals on "certain issues."
Facing the lowest point of China-South Korea ties 
in recent years, South Korean residents of China 
interviewed by the Global Times spoke of their worries 
about both their own lives in the country, but also their 
concern that tie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may be 
damaged in the long-term.
Security scare
Lee Shin (pseudonym), a student at Beijing's Tsinghua 
University, told the Global Times on Wednesday that 
he's become seriously concerned about his personal 
safety, because in the last few days he's seen and read 
plenty of stories about South Koreans being challenged 
or even threatened by Chinese people, including videos 
of demonstrations against South Korea in front of a 
Lotte supermarket.
"I heard that a restaurant selling Korean food near our 
campus, which is owned by Chinese people, began to 

A statement sent by the Kore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to the Global Times on Wednesday claimed 
bilateral trade has not affected by the current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ad faith rumors
Rumors and fake news are not only running wild 
within the South Korean community in China, but also 
among Chinese people.
A 10-second video clip of a protest in South Korea, 
which captions claim is an anti-China demonstration, 
has circulated widely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since 
Lotte's land swap decision. However it is actually 
footage of a weekly protest in Seoul against embattled 
President Park Geun-hye.
"Those incorrect reports only aggravate the civi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ong noted. "As 
an ordinary person, I only hope the fake news like this 
will come to an end."
On Wednesday, the South Korean Embassy also issued 
a statement saying its citizens should be skeptical of 
reports that South Korean citizens were victims of 
xenophobic violence in China.
A rumor also spread that Lotte chief Shin Dong-bin 
told the Korea media that Chinese protesters would 
forget all about demonstrating if they were offered a 
small discount at stores.
Lotte's Chinese branch issued a statement on Monday 
rubbishing this story. Lotte wrote in the statement they 
have a "deep friendship" with China.
But despite these statements, some Lotte stores have 
been forced to close after local governments launched 
surprise fire inspections, many of which found "safety 
hazards" that had seemingly gone unnoticed before. 
Some stores have also boycotted Lotte products.
Lack of communication

The THAA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started deploying 
this week, with the first elements of the system arriving 
in South Korea following North Korea's latest test of 
four ballistic missiles on Monday.
The US anti-missile system features a far-reaching 
radar, which will be able to reach deep into China.
China worries that THAAD could be used to spot 
Chinese missile launches and feed the data to the US. 
South Korea's Yonhap News Agency has reported that 
the deployment could be completed in one or two 
months.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decided to deploy the 
defense system in July last year. Some South Koreans 
have expressed annoyance at not being consulted 
about this move.
"Though national security is paramou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have made its decision about 
deploying such a controversial defense system without 
enough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 Kang told 
the Global Times.
"If the government could help citizens understand their 
decision, there would not be such fierce op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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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Koreans hold a rally in front of the Defense Ministry 
in Seoul on Tuesday to voice their objection to the planned 
deployment of THAAD in the country. Parts of the system                            
arrived in the country the previous day. (Photo/CFP)

Thaa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in South Korea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ight, and South Korean 
President Park Geun-hye, left, greet children at the 
Presidential Blue House in Seoul, South Korea, July 3, 
2014. 

South Koreans In China Fearful As Rumors About Safety Spread, Ties Worsen

North Korean Missile Landed Just 200KM Off The Japanese Coast

So. Koreans On Edge In China

Japan Eyes Stronger Defenses Against Pyongyang's Missiles

The 11th China Shenyang Korea Week began 
on August 24, 2012. Shenyang in Northeast               
China's Liaoning Province is home to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South Koreans. (Photo/IC)

Lotte sto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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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鼓失圓，造成一側制動器發卡，使製動器

拖滯；車輛裝載不均勻等。 

36，行駛時車輛轉向“發飄”。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往往是由行駛中前輪“擺頭”

引起的，原因有：墊補輪胎或車輛修補造成

前輪總成功平衡被破壞；傳動軸總成有零件

鬆動；傳動軸總成動平衡被破壞；減振器失

效；鋼板彈簧剛度不一致；轉向系機件磨損

鬆馳；前輪校準不當。 

37、平常能正常行駛，但有時在緩慢停

車時，有緊急制動的感覺，起步時有拖滯感；

高速時油耗較大，車速受限。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故障可能出在製動總泵上。

實際案例：有一輛車再現上述現象，將汽車

支起，拆檢各制動器、制動分泵、卡鉗導軌

以及手製動拉線等，未發現異常。進行路試

現代汽車Sonata 榮獲《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雜誌
所頒發的「最佳經濟效益車型」殊榮!

2017 現代 Sonata 被《美國新聞和世界報
導》雜誌評為『最佳經濟效益車型』榜首。這
是現代汽車在三年以來第二次獲得這項殊榮。
現代 Sonata 與國內和全世界十八台中型房車一
同被提名，角逐汽車業界中競爭最激烈的獎項
之一。

34，轉向時沉重費

力。 

故 障 判 定： 真 故

障。 

原因分析：原因有轉向系各部位的滾動

軸承及滑動軸承過緊，軸承潤滑不良；轉向

縱拉桿、橫拉桿的球頭銷調得過緊或者缺

油；轉向軸及套管彎曲，造成卡滯；前輪前

束調整不當；前橋車或車架彎曲、變形。另

外轉向輪輪胎虧氣、四輪定位數據不准也會

造成轉向沉重。 

35，行駛時車輛的轉向盤難於操縱。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可能是兩側的前輪規格或氣

壓不一致；兩側的前輪主銷後傾角或車輪外

傾角不相等；兩側的前輪轂軸承間隙不一致；

兩側的鋼板彈簧拱度或彈力不一致；左右兩

側軸距相差過大；車輪制動器間隙過小或製

汽車維修大全（十一）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也未發現異常。過了一段時間，上述故障再

次出現，並在無制動情況下推不動。用手觸

摸兩輪輪轂，明顯過熱。將總泵與真空助力

器的連接螺栓鬆開後，制動解除，車能被推

動。將總泵拆下，用工具測量助力器頂桿長

度及總泵活塞深度，發現兩者間沒有間隙。

這使得總泵回油不徹底，產生製動拖滯。在

總泵與助力器之間加墊並調整好間隙之後，

裝複試車，故障排除。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 :
281-564-6541
地址 :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美國新聞
和世界報導》對
Sonata 令人印象
深 刻 的 品 質 與
多 功 能 極 為 讚
賞， 特 別 強 調
Sonata 寬敞的內
部空間，並且提
到：「Sonata 的
標 準 和 可 選 擇
的 功 能 表 中 充
滿 了 眾 多 非 常
有用的科技」。
其 他 特 別 點 出
的 功 能 包 含 比
所 有 競 爭 對 手
都 大 的 後 車 廂
空間，以及「同

級距中最低起售價之一」。
美國現代汽車產品規劃資深經理 Brandon 

Ramirez 提到，「《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給
現代汽車的高評價凸顯出我們為顧客提供更好
產品的承諾。不管是科技，駕駛體驗，還是整
體性能，我們對於 Sonata 身為同級距車款中的

標桿感到極為驕傲」。
《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的排名結合了品

質和價值的數據，為大眾提供了一個公正的綜
合評分，以此來比較各個車款。每個車款的排
名會定期更新，整合了好幾百位專業車評的
公正及多元化的見解與看法。《美國新聞和世
界報導》結合了其最新的 2017 年汽車排名與
TrueCar.com 提供的汽車擁有成本數據，挑選
出『最佳經濟效益車型』的榜首。

《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雜誌
《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是一間數位新聞

與資訊公司，宗旨在於藉由公正的新聞，讓大
眾能在切身的重要議題上做出更好的抉擇。
USNews.com 專注於教育、保健、財經、旅遊、
汽車，以及新聞與評論，並且為消費者提供建
議、排名、新聞，以及分析文章，為每天需要
作出複雜決定的大眾服務。USNews.com 每個
月有超過四千萬名訪客查詢有用訊息。於 1993
年成立，《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的總部位於
華盛頓特區。

北美現代汽車
 (HYUNDAI MOTOR AMERICA)

位於南加州的北美現代汽車總部，是韓國
現代汽車集團的分公司。現代全車系由北美現
代汽車 (Hyundai Motor America) 在美國市場的
超過八百三十家現代經銷商進行分銷。此外，
這些車行還提供相關汽車保養和維修服務。所
有在美國銷售的現代汽車都享有「全美最佳保
固計畫」，包含新車有限保固 5 年 6 萬哩，動
力系統有限保固 10 年 10 萬哩，以及 5 年不限
哩數的路邊緊急救援服務。此外，擁有 Blue 
Link 遠程信息處理系統的現代車主還能享受現
代汽車提供的 Blue Link 連接管理服務，加入
的話能享受一年免費。這些管理服務包含自動
碰撞通知、加強道路救援、車輛診斷警報、每
月車輛健康報告、以及車載調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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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東北老鄉及朋友們，非常高興
地通知大家，我們將於2017年3月26日
周日晚在珍寶樓舉辦東北同鄉會2017年
年度大會！誠邀老鄉們歡聚一堂，共敘鄉
情！

屆時將為老鄉們准備豐盛的晚宴和精
彩的文藝演出，以及眾多的抽獎活動！歡
迎東北老鄉們和各界朋友們蒞臨年會晚宴
！

德州東北同鄉會
會長：張玉誠
東北同鄉會致力於搭建一個健康和諧

的平台，團結海外的東北老鄉，宣傳大東
北。增進老鄉間的友誼。

歡迎各位老鄉，朋友，商家贊助支持
及提供獎品。贊助金額，形式不限。我們
有充足的廣告空間，為老鄉和商家服務。
歡迎參與支持！

晚 宴 時 間 ： March 26,2017 18:
00-21:00

晚宴地址：珍寶樓 11215 Bellaire
Blvd，HoustonTX

晚宴票價：$30/人,$50/人VIP
付款方式可以現金，支票
取票地址：7636 Harwin Dr.#112

Houston TX 77036
聯系人：Tracy 832-782-0716
2017德州華商企業交流展覽會：

為了感謝僑界朋友們，並推動僑界企
業事業的發展，我們德州東北同鄉會一如
既往，借年會之際，繼續主辦德州華商企
業交流展覽會。歡迎各企業參與交流。

今年的主題是：中小企業的創業和發
展。

費用：與會者免費，展位費：$100/
展位

時間：March 26,2017 15:30-18:00
聯系人：張玉誠713-922-1718
承辦單位：
德州東北同鄉會
會長：張玉誠

第二期第二期””華夢計劃華夢計劃””舞蹈培訓課程面向全德州招生舞蹈培訓課程面向全德州招生
北京舞蹈學院研究生班專家北京舞蹈學院研究生班專家77月月1717日開始授課日開始授課

德州東北同鄉會德州東北同鄉會20172017年度大會暨年度大會暨
20172017德州華商企業交流展覽會邀請德州華商企業交流展覽會邀請

(本報訊)“華夢計劃”的主辦單位是中國海外交流協會.本計劃是中
國文化藝術海外公益培訓項目,為本土華人藝術教育機構送教上門,服務
華裔社區;為培訓學院提供小班制,精英化專業培訓課程;旨在培養海外中
華藝術精英人才,涵養和扶持海外華人藝術組織,機構和團體,推動中華文
化的國際化傳播.

早在2015年底,華夢計劃的負責人及幾位主要藝術家已組成考察團
到全美各州遴選並掛牌設立“華夢培訓點”，周潔曉慧舞蹈學校以優質
的教學質量贏得了專家團的青睞成為全德州唯一的一家舞蹈”掛牌培訓
點”! 每年將定期邀請國內外知名專業藝術院校教師來培訓點授課!

2016第一期的培訓課程由上海的兩位優秀年輕編導教授了舞蹈基
礎課程及群舞和獨舞,16位學員還參加了10月在洛杉磯舉行的全美”華
夢計劃”結業典禮,並有3位學生以優異的成績獲得獎學金和唯一的一個
”華夢之星”大獎.

今年培訓班課程將由北京舞蹈學院研究生班的大師們來教授,課程分
為舞蹈基本功組合訓練(7/11—8/7)和獨,雙,三成品舞蹈編排(7/24—8/7).
本次培訓將以小班制,精品化的教學模式進行,招生年齡對像為全德州10
歲以上有舞蹈基礎的舞蹈愛好者.其中獨,雙,三成品舞蹈課程將通過”
Audition”的形式招收學員.培訓結束後學員可獲得相應證書。“華夢藝
術班”所有正式學員將定期接受考核和評選，優秀者經“華夢培訓點”
和“華夢計劃”顧問委員會的推薦，可被評選為“華夢之星”，並獲得
“華夢獎學金”獎勵，以鼓勵其繼續從事中國主題藝術發展事業或前往
專業學術學府深造.

"華夢計劃”還設有“華夢”文藝演出 !每年將定期舉辦由中美華人
藝術名家與華夢師生共同創作的大型文藝演出，調動海內外藝術人才的
積極性和創造力，打造美國華人新生代原創藝術表演。演出邀請國內外
知名藝術家、教育界學者和中美文化機構代表出席觀摩。

這個"華夢計劃"對我們整個休斯敦地區的華裔舞蹈愛好者來說著實
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大好事兒,中國舞蹈界的藝術大師親自來美手把手地傳
授中國舞蹈之精華,這是在中國本土的習舞者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美事阿
!! 趕快行動吧!培訓時間:7/11-8/7(舞蹈基本功組合訓練);7/24-8/7(獨,雙
,三成品舞蹈編排)招收對像:10歲以上有舞蹈基礎的中國舞愛好者,報名
從見報即日起至6月30日截止,咨詢電話:713-516-5186, (具體內容會
不斷更新,敬請大家關注)

Email:jh@jhdancing.com; www.jhdancing.com

20162016第一期第一期""華夢華夢""全美彙演在洛杉磯舉行全美彙演在洛杉磯舉行..

群舞群舞::知魚知魚""的孩子們和北京舞蹈學院民間舞系主任的孩子們和北京舞蹈學院民間舞系主任,,教授高度及校長教授高度及校長
高曉慧高曉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