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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法治天地

“其实这样的事情不算什么，当时真的想都

没想，有人呼救肯定有事需要帮忙。”面对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就职于中国航空工

业所属中航国际成套公司的曹红国很淡定。

与曹红国的淡定不同的是，讲述曹红国“万

米高空勇斗劫机男，拯救200乘客”的文章，昨

日刷屏朋友圈。文中称3月18日在埃塞俄比亚航

空公司从亚的斯亚贝巴飞往北京的ET604航班上

，一名男乘客突然“发疯”，一边歇斯底里吼叫

，一边用身体猛烈撞击驾驶舱门，疑似企图劫机

。搭乘这架飞机回国的中国乘客曹红国挺身而出

，与暴力分子扭打在一起，并在其他人帮助下制

服歹徒，救了飞机上200多人的命。

这则信息传出，立即引发一片叫好，不少网

友都为曹红国的果断和英勇点赞。3月20日下午

，曹红国及所属的中航国际成套公司回应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这不算什么。”并再三叮嘱

记者：不想让我待产的妻子知道后担心！

万米高空突发险情
壮汉踹打舱门要“劫机”

今年36岁的曹红国就职于中国航空工业所属

中航国际成套公司，现任成套公司肯尼亚KARI-

MENU供水项目高级项目经理，经常在中国、非

洲两头跑。

3月18日，在埃塞俄比亚航空出差的曹红国

终于踏上了

回国的飞机

，这趟旅程

长达 10小时

，但想到即

将见到待产

的妻子，曹

红国还是难

掩兴奋。

终于等

到飞机启程

，一切看起

来非常顺利

。就在飞机

航行到 5 个

小时左右，

飞机上突然

传来求救声

， “HELP(

救命)！”一

名乘务员神

色慌张地从

飞机前舱边跑边大声呼救。半梦半醒间的曹红国

被惊醒，据他的一位朋友透露，曹红国在回国前

染上了感冒，曾高烧到40°，当时他吃了感冒药，

正打算睡觉。

就在所有乘客还“一脸懵懂”时，曹红国已

经解开安全带，起身跟着空姐往前舱跑去。他看

到，一个又高又壮的大汉正在歇斯底里地喊叫，

还用身体猛力撞击、用脚疯狂踢踹着驾驶舱门，

企图冲进驾驶舱，疑似准备劫机。

中国乘客果断出击
两次近身肉搏制服歹徒

曹红国见状果断冲上去，把暴力分子扑倒在地

并扭打在一起，航班机长与其他两位乘客也冲了过

去。暴力分子拼命地踢打、撕咬曹红国等人。四人

合力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搏斗，才将其擒住。

然而这名暴徒似乎并不甘就此罢休。他数次挣

脱，再次跳起身，发疯似地撕咬、踢打。平时爱好

健身的曹红国体力不错，但在1米8的歹徒面前并不

占优势，在机长等人帮助下，这名歹徒再次被控制

。大家用飞机上的耳机线将他五花大绑。

就这样又过去了近半个小时，航班紧急备降

巴基斯坦拉哈尔机场，肇事者被警察押下飞机，

飞机上200多名旅客安全了！随后，航班重新起

飞。直到这时，曹红国才发现自己的鼻梁和脸颊

被擦伤，头也隐隐作痛，不知道是不是被歹徒用

大玻璃杯砸的。

据媒体报道，这位暴力分子因被老板开除，心

生怨恨，企图让全飞机的人陪葬。

英勇行为获赞
他很淡定：“这不算什么”

此事一出，曹红国成了“网红”，他的英勇行

为收获了大片点赞，同事纷纷发朋友圈称赞：“徒

手制服劫机嫌犯，挽几百鲜活生命于咫尺”“厉害

了我的同事，徒手制服劫机分子，幸而他只是小擦

伤”。就连埃航机长也向曹红国致谢，并亲笔写了

一封感谢信。

不过，曹红国本人对此却很淡定。“其实这

样的事情不算什么，当时真的想都没想，有人呼

救肯定有事需要帮忙。”他甚至没有跟同事过多

地描述当时的情景，就赶忙奔赴家中去看望待产

的妻子。提起飞机上的经历，他还再三叮嘱记者

：“快到家了，我不想让她们知道了再担心！”

。

他是中国航空工业无数个“走出去”员工中

的一员，这些员工平时默默无闻于世界各个角落

，关键时总能不顾安危、挺身而出！为英雄点赞

！

事发前3天发烧到40

记者：听说上飞机时你在发烧？

曹红国：事发前3天发烧，40℃，上飞机时

基本不烧了。

记者：你平时爱好健身？看你同事写的你还

没用上洪荒之力。

曹红国：是的。在国外的时候，举下哑铃、

跑跑步等等。

记者：当时你怎么就冲上去了？

曹红国：其实这样的事情不算什么，当时真的

想都没想，有人呼救肯定有事需要帮忙。

记者：机长手写给你的感谢信写了些什么？

曹红国：说我协助他们遏制一名暴力乘客，

并在与其搏斗时受伤。说我在帮助机组人员、全

体乘客安全抵达北京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请接受机组的诚挚谢意。

记者：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吗？

曹红国：我生于1979年，2001年从大学毕业

后，到了位于河南省一家水利水电集团工作。

2004年开始被派到国外，先做设计，后做项目管

理，任埃塞俄比亚区域经理部副经理。2011年辞

职到中航国际成套公司(位于北京)，任高级项目

经理、赞比亚分公司的总工程师，负责一个大型

水利、路桥项目，去年4月项目结束调回国内。

國際航班上男子企圖劫機
中國乘客果斷出擊制服歹徒

廣東警方偵破地下錢莊
涉案金額460多億元

广东省公安厅21日通报，广东省公安厅近日

组织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地警方开展代号

为“飓风2号”的地下钱庄系列案件集中收网行

动，破获案件20余宗，抓获犯罪嫌疑人70余名，

初步统计涉案金额460余亿元人民币。

警方披露，去年下半年，广州警方接到黄某

某等人涉嫌非法经营地下钱庄的线索，其实际操

控的银行账户多达50余个，与此同时，深圳、佛

山、东莞等地公安机关也相继发现多个地下钱庄

犯罪线索，相关账户每日往来资金流巨大。

广东警方还披露了林某某等团伙特大地下钱

庄案，去年底，公安部向广东警方下发一条特大

地下钱庄案相关线索经过初步侦查，警方发现该

线索涉及的地下钱庄资金流向复杂、多种犯罪手

法交织，涉案账户3800余个，办案难度很大。由

于案件涉及的犯罪嫌疑人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

一些涉案人员闻风而动，或是逃离案发地，或是

将涉案公司关门注销，进一步加大了侦查破案难

度。

广东警方侦查发现了一批还在活动的、疑似

犯罪团伙掌握的境内空壳公司，并循线追踪，先

后发现了以林某某、陈某某等为首的两个犯罪团

伙组成的、以老乡关系为纽带的犯罪网络。经过

进一步侦查，警方发现，2012年至2015年期间，

深圳市东某某贸易有限公司等40余家企业，涉嫌

利用其控制的50余账户，先后为北京、深圳等地

的千余家公司、企业非法支付结算人民币，并采

取虚构贸易背景、提供虚假单证等手段实施骗购

外汇，再转移至境外。

近日深圳警方开展收网行动，经过24小时连

续作战，一举捣毁犯罪窝点2个，抓获涉案人员

10余人，缴获涉案电脑、手机、公司印章、银行

卡及账册等书证一大批，冻结账户银行150余个

，初步统计涉案账户资金流水达170余亿元人民

币。

广东警方表示，地下钱庄交易是严重的经济

犯罪行为，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秩序，警方严厉打

击地下钱庄犯罪活动，积极推动对口岸等重点区

域的联合整治，深化与人民银行反洗钱、外汇管

理、海关等部门协作，探索联合整治的新办法、

新机制，打防并举遏制地下钱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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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33親子教育

给孩子买玩具的初衷，一是为了让孩子从中得到快乐

，二是为了促进孩子的智力发育。

不过，孩子的快乐和智力发育，绝不是靠玩具的数量

堆出来的，有时候玩具太多，也会对孩子产生一定的负面

影响。（关注微信订阅号：朵妈亲子时光，聊聊亲子育儿

那些事）

朵妈一个朋友，家里的玩具多得就像玩具店，每个到

了她家的孩子都会两眼放光。但朋友发现了一个问题，孩

子玩玩具的时候总是不专注，一会儿玩这个，一会儿玩那

个，要是搭积木时遇到困难了，马上就换另一种玩具玩。

同样是搭积木，在另一个朋友家就不一样了：

他们家的玩具不多，但孩子却能玩得很欢。据朋友说

，孩子搭积木的时候，可以玩半个小时不找妈妈，要是遇

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才来找大人帮忙。

此外，他们家的孩子还很懂得爱惜自己的玩具，不管

是跟拇指差不多大的青蛙玩具，还是要用双手环抱的玩具

熊，孩子都会给他们“安好家”，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固定

的位置。

这娃，看来真的是别人家的孩子啊!

其实，只要大家了解了其中的窍门，我们也可以在这

点上做得很好。

1、聪明玩具VS笨玩具，该怎么选?

聪明玩具 越是简单的玩具，玩法越多变，越能发挥孩

子的创意和想象力，这样的玩具可以称之为“聪明玩具”

。比如前面提到的积木，此外还有各种拼图，七巧板等。

推荐七巧板，七巧板是我们国家古老的传统智慧游戏

，简单的七块板，可以拼成1600多种图形。

此外，小球、小推车等，这类玩具造型简单，但在促

进孩子的体能发育上非常有帮助，也值得入手。

笨玩具 笨玩具指的是玩法非常单一的玩具，比如一按

就会下蛋的母鸡、一拉绳子就会摆尾巴的小狗。如果孩子

玩过家家的时候能想到这个玩具，那它还是有点用途的，

否则对孩子来说真没多大用处，还不如去看真的母鸡怎么

下蛋，去跟真的小狗玩呢!

2、选择质量好的玩具，非常重要

曾经有段时间我给孩子买了不少廉价的玩具，后来发

现这就是个坑!

一来因为1岁左右的孩子拿到什么东西都往嘴巴里面塞

，那些连标签都没有的玩具，你怎么敢放心让她咬?

二来便宜廉价的玩具压根不耐用，孩子没摔几下就坏

了。

看着家里一堆生产信息不明、质量差、一摔就坏的玩

具，你真的会很抓狂!!!

有妈妈可能会说了：贵的玩具要花更多钱啊!

其实玩具在精不在多，一个质量好、安全无毒的玩具

，洗干净后你敢放心地让孩子咬，孩子小的时候能把ta作

为安抚物;孩子长大了，这个玩具仍然可以陪伴在孩子身边

，从长远的角度看真的不会亏。玩具不是一次性消费品，

买质量好的更明智。

3、根据孩子的性格选玩具

另外，买玩具时最好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来买——

如果孩子比较好动：可以多给他买拼装类、涂鸦类玩

具，以便孩子在玩耍中提高专注力。不过父母也要了解到

一点，别在孩子玩玩具的过程中打扰他，例如一会儿喂东

西给他吃、一会儿递水，一会儿问这问那……

孩子的专注力真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父母保护出来的

，各位爸妈务必都要了解这一点。

如果孩子比较安静，不爱运动：那么可以多给孩子买

一些运动型的玩具，如小球、扭扭车等。

如果孩子不善于交际：可以给孩子买一些需要合作互

动的玩具，如厨房玩具、过家家玩具等。

4、根据孩子的月龄选玩具

有些妈妈觉得，给孩子玩具不需要那么讲究，又不是

添加辅食，为什么也要按月龄来呢?

这样想就不太对了!

不同阶段的孩子，生长发育特点不一样。一般来说，

大宝宝玩小宝宝的玩具，问题不大。但小宝宝拿到了大宝

宝的玩具，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风险了。比如，要是玩具上

的配件可以拆卸，或玩具的体积特别小，这就有可能会发

生误吞的情况，对小宝宝造成伤害。所以，买玩具时，别

忘了把宝宝的月龄考虑进来。

另外，正规厂家生产的玩具一般会有月龄或年龄的推

荐，妈妈们也可以结合这一点来选择要买什么玩具。

玩具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玩伴”，给孩子

选玩具，就像让孩子和玩具“交朋友”。在孩子还没有形

成自己的判断力之前，还需要妈妈来帮忙把把关。

玩具越多 竟可能讓孩子更笨？

为了让宝宝有个漂亮的颜值，

好头型还真的加分不少呢!

那么，要怎么做呢?你可能看

过不少关于调整宝宝睡姿的建议。

但是，过来人告诉你，这个方法，

可能并不是那么可行：

喜欢平躺睡的宝宝，就算你帮

宝宝翻到侧卧，你会发现，没过一

会儿，宝宝又平躺了。

喜欢侧卧睡的宝宝，也是同理

……

而且，乐妈想说，关键是：让

宝宝睡得安全、睡得香，才更重要

!

可是，真的不甘心呢，难道没

有其他简便的方法吗?

当然有。不过，首先提醒一点

，不要给小宝宝定型的枕头，因为

一来小宝宝不需要枕头，二来还会

增加新生儿猝死的风险。接下来，

方法来啦：

1、多趴趴，训练宝宝的颈部力量

别小看这小小的趴，它可以增

强宝宝的颈部力量，宝宝的头部可

以自由转动、视野也变宽了，当然

发生偏头的机会也少多了!

从新生儿期开始，在大人的看

护下，就可以让宝宝在清醒的时候

趴一趴。宝宝刚开始趴的时候，一

次可能只有几秒钟，大约2-3个月

的时候，宝宝就可以自己很好地昂

起头趴在床上啦。

不过，趴着虽然对宝宝好处多

多，但也不要强迫训练，应该由孩

子自己掌控每次趴的时间。只要宝

宝自己能做，就可接受。

2、试试给宝宝换个睡觉方位

宝宝躺在床上的时候，喜欢看

光线明亮的地方，所以爸爸妈妈不

妨给宝宝的睡觉位置，调一个180

度的方位，轮换睡床头、床尾，或

者是变换婴儿床的位置。

另外，也可以试试改变房间里

面张贴画或者玩具的位置，鼓励我

们的宝宝转头看不同的方向。

3、醒着的时候多抱抱

宝宝会睡偏头，跟长时间

一个姿势躺着有很大关系，所

以呢，宝宝清醒的时候，除了

可以趴着玩，爸爸妈妈也不妨

多抱抱宝宝，竖抱、左右手换

着抱等，让宝宝的后脑勺不会

总是受压。

你是不是担心，多抱会宠坏孩

子?否也，研究证明：多抱的孩子

，安全感更好。

不过，要提醒的是：不要过早

竖抱宝宝，这会不利于脊柱发育。

一般来说，当宝宝趴着时，如果头

能够抬得很稳，就可以护背竖抱宝

宝。如果宝宝还趴不好，就不宜竖

抱。

3個方法 幫寶寶
塑造漂亮的頭型

李浩是经济开发区主任，因涉嫌受贿

，被市纪委盯上了。李浩出国考察回来的

那天，正赶上是周六，他上午八点回了家

。八点半，市纪委洪副书记带着两个部下

，乘一辆“中客”前往李浩家。李浩家住

桃园小区，那边已经有人在暗中监视李浩

了。

“中客”驶出市纪委大院不久，急惊

风撞着慢郎中，司机杨兵对洪副书记说，

他肚子难受，得马上方便一下。他把车停

靠在路边，捂着肚子跑进对面的楼里。

过了几分钟，杨兵跑了回来，继续驾

车赶往桃园小区。到了那边，与监视的人

会合，直奔李浩家。

李浩家的门铃响了又响，屋里却没有

一点动静。洪副书记觉得不对劲，火速找

来锁匠，从外面把房门打开。

李浩家却空无一人，洪副书记疑惑地

问：“怎么回事？”负责监视李浩的人急

得脑门直冒汗，嚷嚷着：“我们亲眼看见

李浩回了家，也没见他出来，他怎么就没

影了呢？真是活见鬼！”

李浩离奇“失踪”，给洪副书记出了

一个大难题，他决定去小区监控室，看能

否从监控视频上发现什么线索。

洪副书记他们正匆匆往监控室走着，

忽见小区的几个保安往这边跑，个个神色

慌张，一问，说是一个男子刚才从12号

楼跳下来摔死了。洪副书记心头一动：会

不会是李浩？来不及多想，他们也跟着保

安去了12号楼。

12号楼前已有不少人围拢在一起，

只见一个男子躯体呈“大”字状，血肉模

糊地趴在大理石地面上，身下全是血。跳

楼者不是李浩，而是市水务局办公室主任

田庆。洪副书记不认识田庆，既然不是李

浩，他也没心思探究田庆的死因，赶紧去

监控室了。

在小区监控室，洪副书记他们反复查

看着监控视频，却始终没有发现李浩的身

影。众人更加疑惑：李浩到底哪去了？

洪副书记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大屏幕，

突然，他大叫起来：“停，停一下！”

话音刚落，一个长发女子便被“定格

”在大屏幕上了，时间显示是8点45分。

视频中的女子长发披肩，身穿米色套裙，

太阳镜遮住了半个脸，左臂上挽着一个精

致的坤包……

洪副书记指着大屏幕，激动地说：“你

们看仔细了，此人男扮女装，正是李浩！”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大屏幕，没

错，就是李浩！

李浩48岁，人显得年轻，再加上他1

米65的个头，很瘦，又眉清目秀的，装

扮成女人真的很难分辨出来。可刚才监控

视频上，李浩抬起右胳膊捋头发，洪副书

记发现他手腕上戴的是一块劳力士男式手

表，这才露出了马脚。

这时，洪副书记脸色铁青，说：“李

浩能在我们到达之前化装逃了，你们说，

这意味着什么？”

这还用说吗？有人向李浩通风报信了

！

从监控室出来，洪副书记安排了人继

续留守，其他人撤回。

一回到纪委，洪副书记就把杨兵叫到

办公室，待杨兵在对面坐下，洪副书记冷

冷地说：“杨兵，我问你，咱们去桃园小

区时，你途中下车去方便，那个时候你是

不是做了什么？”

杨兵身子僵直，结结巴巴地说：“我

没……没做什么……”洪副书记厉声说：

“不要以为你不说，我们就不知道。只要

做了，总是能查清楚的！”

杨兵眨巴着眼皮，马上改口道：“我

想起来了，我打了个电话，是打给我媳妇

的，我是告诉她晚上回我妈家吃饭……”

洪副书记“啪”地拍了一下桌子，怒

气冲冲地说：“杨兵，你别跟我耍花招，

只要去移动公司一查，就知道你那个电话

是打给谁的，你趁早老实交代！”

杨兵的身子开始颤抖，哆哆嗦嗦地说：

“洪书记，我说实话，我打给了田庆……”

“田庆？”洪副书记大吃一惊，差点

从椅子上蹦起来……

半年前，杨兵在朋友的一次酒宴上

认识了田庆。从那以后，田庆就主动跟

杨兵来往，他隔三岔五请杨兵喝酒吃饭

，常送他好烟好酒，两人的关系迅速升

温。一个月前的一天，杨兵要买房子，

钱不够，田庆一下子借给他10万，还说

什么时候有钱了再还。酒桌上，田庆对

杨兵说：“老弟，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水务局办公室主任是个肥差，常在河边

站，哪能不湿鞋？我问题肯定有，但都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纪委那头，你平时

给我留点心，有什么动向，给我传个信

，免得我被动了……”

今天上午八点半，杨兵被临时告知，

开车送洪副书记他们去办案。车出了市纪

委大院，杨兵才知晓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

桃园小区，田庆正住在桃园小区啊！杨兵

料定洪副书记这次去“双规”的对象肯定

是田庆，于是，他借口拉肚子，路上停车

跑进楼里。由于太紧张，杨兵在手机里心

急火燎地对田庆说：“洪副书记现在正带

人去桃园小区抓你，你快想办法吧。”

洪副书记冷冷地瞪了杨兵一眼，说：

“其实没有人向纪委举报田庆，田庆根本

就没在纪委挂号，可你的一个电话，让他

选择了跳楼自杀，这说明他的问题非同小

可……你走吧，等待组织上对你的调查、

处理。”

杨兵走后，洪副书记思绪更乱，心里

一直在琢磨：到底是谁在向李浩通风报信

呢？到了下午两点，洪副书记的手机忽然

响了，一看，是留在桃园小区的人打来的

……

留在桃园小区的人向洪副书记报告说

，就在刚才，李浩在逃离桃园小区五个多

小时后，竟然男扮女装又回来了。李浩回

家后，负责监视的人就把守在他家门口。

洪副书记又惊又喜，他马上叫上俩部

下，火速赶往桃园小区。

半小时不到，洪副书记他们赶到李

浩家，叫开门后一看，站在门口的正是

李浩，此时，他已经恢复了原貌，身上

穿的是一件华丽的长袍睡衣。李浩见门

口站着几个神情严肃的男子，顿时显得

惊慌失措，往后连退了几步才站住。

洪副书记一步跨进屋，出示了证件，

向李浩宣布说，因他涉嫌严重违纪，要对

他进行审查。李浩面如死灰，瘫在沙发上

直喘粗气。

李浩被带到了一个位置偏僻的宾馆。

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洪副书记说：“李

浩，在你正式接受组织审查之前，有个问

题你必须老实交代——你能够在我们到达

之前化装逃走，是谁向你通风报信的？”

李浩苦笑道：“洪书记，你们误会了

，根本没人向我通风报信。”

“你这是狡辩！”洪副书记呵斥道，

“我问你，你一个堂堂的正处级领导干部

，大白天的，出门为啥装扮成女人？”

李浩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这

么乔装打扮，为的就是去跟情人秦慧慧幽

会。跟秦慧慧交往毕竟见不得人，一旦暴

露，我就毁了，扮成女人，那就好多了，

也不用提心吊胆的了。这一回，是秦慧慧

的妈突然生病了，我才提前回国，今天一

到家，就急着去见她……唉，命当如此啊

……”他显得非常懊丧。

洪副书记万万没有料到，他对李浩失

踪的判断竟大错特错，他盯着李浩那张憔

悴的脸，脑海中却出现了田庆倒在血泊中

的画面。他站起来，转过身去，感叹道：

“这些心中有‘鬼’的人啊……”

心中有“鬼”
有的人为了送礼

费尽心机，也有的人为

了退礼忙得团团转。

李局长到外地出

差两天，回来时桌面

上多了一件礼物，这

份礼物用礼品纸包得

严严实实的，只有一个文具盒大

小，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拆开

一看，原来是一条名牌皮带。李

局长回想了很久，问了秘书小赵

，也搞不清是谁偷偷跑进来放在

他桌面上的，因为他外出时走得

太急，门忘记上锁，轻轻一推就

进来了。

李局长看着这份礼物可有点头

疼。李局长所在的只是一个清水衙

门农业局，本来送礼的人也不多，

而且这几年随着廉政新规的收紧，

李局长也不敢随随便便收人家东西

。原来还有廉政账户的时候，李局

长都老老实实地把礼品礼金上缴廉

政账户了，现在按照新的廉政规定

，廉政账户取消了，不能把礼品礼

金上交，只能退回了。

小赵跟了李局长已经六七年

了，但听到这话还是有点莫名其

妙，问“退给谁啊？”

李局长沉吟了一会，说“怎么

来的，就怎么退。”

小赵知道李局长雷厉风行的作

风，也不敢多问，只好悻悻地拿着

礼盒走了。

小赵拿着这个小盒子，他也不

敢擅自拆封，像拿了一个烫手的山

芋，思来想去，他先去了门口保安

处，询问李局长外出期间外来人员

进出登记情况，好在县里的农业局

平时冷冷清清，登记簿上看这几天

也就只有一个外人进来过，就是给

农业局饭堂的供应蔬果的方经理。

方经理平时因为业务的关系，经常

需要跟小赵打交道，两个人都非常

熟悉。小赵马上就开车到方经理的

公司，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

“老方啊老方，你这回害惨我了，

给李局长送礼作甚，你又不是不知

道他的脾气。”

方经理有点莫名奇妙，“赵

秘书，您这话我可听不懂了，送

什么礼啊？”

小赵拿起礼盒，问道“这个

难道不是你送的吗？” 老方

看了看这个礼盒，说“不是我送

的，我和你们打交道那么久了，

这几年廉政抓得那么紧，我也不

敢送东西了，我没送过。”

小赵又有点犯迷糊了，说

“这几天就你一个外来人员进过

局里，不是你还能是谁啊？”

方经理说“那肯定就是你们

单位自己的人送的了。”

小赵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我怎么忘了这一层。”

但农业局上上下下两百个人

，要一个个排查也不是件容易的

事情，小赵看着局里的名单，想

出了一个主意，他通知局里各个

股股长发动干部收集发票，以局

里财务报销有需要为名义，想看

看有没有人近期买了皮带。过了

几天，他看到征集上来的形形色

色的发票里，居然真的有商品名

是皮带的发票，是一个年近五十

岁的同事老张买的。

小赵来到老张的办公桌前，

把礼盒往他面前一放，老张愣了

一愣，抱着“不管三七二十一，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想法，一

边乐呵呵地说“赵秘书，来坐坐

就行了，这么客气干嘛。”一边

把礼盒往身边靠。

小赵看到老张有主动收回礼

盒的意思，不禁喜上眉梢，心想

：这礼物总算退出去了。

这时小赵的手机铃声响了，电话

那边是李局长的声音，“马上到我办

公室来一趟。”听到这话，他知道肯

定有紧急的事，于是赶紧对着老张说

，“老张，下次不许再这样了，害我

查了好久，我还有很多事忙，先走了

。”老张听了这话，有点不明其义，

但看到眼前的礼盒，老张心里乐呵呵

的，觉得又白捡了一个便宜，就把礼

盒放进自己的公文包里了。

小赵飞跑着到了李局长的办

公室，李局长一抬头就问“上次

交给你那件礼物退出去了吗？”

小赵心里有些自得，庆幸自己

机灵，完成任务了，可以顺利交差

，他笑着说，“已经查到了，是局

里老张送的，刚刚已经推掉了。”

李局长一听，瞪大了眼睛，

惊讶地说“什么，退掉了吗？”

小赵看到李局长的表情，有点慌

了神，说“是啊，老张有发票，

应该是他送的。”

李局长突然站起来，说“那

是我在外地工作的女儿送给我的

，怎么会是老张送的呢？”原来

，李局长女儿趁到农业局附近开

会的机会，给李局长买了条皮带

，知道李局长出差，就把皮带直

接放他办公桌上了，门卫认识她

，也没做登记。

这下，小赵可傻眼了。

退
禮

紀實文學

星期一 2017年3月27日 Monday, March 27, 2017



BB44中美教育

杭州市东园小学副校长吴海燕很

是郁闷。

她在朋友圈吐槽：“我大概做了

一件不受家长和老师欢迎的事，从微

信短信发出后，从没有的寂静，明显

感觉到他们觉得‘麻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家长究竟应该怎样“放手”

原来，因为昨天下雨，吴海燕在

学校观察到——90%进校门的家长都

是一手搀着娃，一手撑着伞，身上挂

着沉重的书包。到了教学楼后，几个

孩子坐在凳子上翘着腿聊天，前面是

爸爸妈妈，甚至是头发花白的爷爷奶

奶，或蹲或跪，替娃换好鞋子，再目

送孩子走进教室。

吴海燕观察半小时后，作了一个

决定，要就这件事给学生们好好上一

堂课。

上午8点，吴海燕走进了学校的

广播室，对全校的孩子说：从今以后

，下雨天将不允许家长进校园接送学

生。随后，吴海燕拟了一条300多字

的信息，发给了班主任和家委会会长

，要求他们转发给各班家长——意思

大概为“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自己

的事情必须自己做！”结果显然是让

吴海燕诧异的，短信发出后石沉大海

，时很热闹的家长微信群，更是没点

动静。

吴海燕觉得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件

不受待见的事，于是就发了文初的那

条朋友圈。她说，她之所以坚持这么

做，是因为中国家庭教育培养了很多

“巨婴”，很多孩子都丧失了基本的

自理能力，更可怕的是，他们连感恩

都很难做到。

包办是一种溺爱

越来越多的人重视文化教育，却

忽视了培养孩子成长中所需的自理能

力。

吴海燕说，细节往往帮助孩子长

大后适应这个社会。比如，孩子走路

摔倒了，很多家长会当着孩子的面

“指责”石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对

孩子说：自己站起来，下次走路要小

心。“或许有人觉得我这是在小题大

做，但是这些现象却是真实存在的。

”虽然发给家长的短信得不到回复，

但吴海燕还是决定，从明天起展开楼

层检查，尤其针对孩子的用伞和换鞋

情况，“这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孩子的

自理能力，疼孩子就要从他长远发展

入手，包办代替其实是一种溺爱。”

调查也发现，目前家长对孩子的

过度保护，主要体现在对孩子日常生

活的包办上。有21.5%的家长对孩子

日常生活全部包办，50%的家长包办

大部分。在孩子对家长的依赖程度调

查中，只有33%的孩子对家长没有特

别依赖，67%的孩子对家长有较大程

度的依赖。与此同时，从学生调查问

卷上发现，由于家长的包办代替，中

学后对诸如自己衣服的洗涤、折叠这

样简单的事情，只有7.6%的孩子完全

由自己处理，有63.5%的孩子完全或

者大多等父母来解决。孩子读初中父

母还要每天接送，初二的孩子走出电

影院竟然不知道怎么回家...

中美教育的区别

在美国，家庭教育是以培养孩了

富有开拓精神、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

力的人为出发点的。父母从孩子小时

候就让他们认识劳动的价值，让孩子

自己动手修理、装配摩托车，到外边

参加劳动。即使是富家子弟，也要自

谋生路。美国的中学生有句口号："

要花钱自己挣！"农民家庭要孩子分

担家里的割草、粉刷房屋、简单木工

修理等活计。此外，还要外出当杂工

，出卖体力，如夏天替人推割草机，

冬天帮人铲雪，秋天帮人扫落叶等。

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研究

，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爱干家务的

孩子和不爱干家务的孩子，成年之后

的就业率为15:1，犯罪率是1:10。

中国的家庭近七成家长最关注孩

子的学习，只有不足一成学生生活自

理能力强。

我们从出生开始对比：

9-24个月时 美国家庭可以给孩

子一些简单易行的指示，比如让宝宝

自己把脏的尿布扔到垃圾箱里。

中国家庭让孩子开始学习看图片认

字。

2-3岁时 美国孩子可以在家长的

指示下把垃圾扔进垃圾箱，或当家长

请求帮助时帮忙拿取东西，帮妈妈把

衣服挂上衣架，使用马桶，刷牙，浇

花(父母给孩子适量的水)，晚上睡前

整理自己的玩具。

中国家庭开始让孩子背唐诗。

3-4岁时 美国家庭教孩子更好地

使用马桶，洗手，更仔细地刷牙，认

真地浇花，收拾自己的玩具，喂宠物

，到大门口取回报纸，睡前帮妈妈铺

床，如拿枕头、被子等，饭后自己把

盘碗放到厨房水池里，帮助妈妈把叠

好的干净衣服放回衣柜，把自己的脏

衣服放到装脏衣服的篮子里。

中国家庭则培养孩子各种艺术才

能培养如钢琴、舞蹈、绘画等。

4-7岁时 美国孩子这个年纪不仅

要熟练掌握前几个阶段要求的家务，

并能独立到信箱里取回信件，自己铺

床准备餐桌(从帮家长拿刀叉开始，

慢慢让孩子帮忙摆盘子)，饭后把脏

的餐具放回厨房，把洗好烘干的衣服

叠好放回衣柜(教给孩子如何正确叠

不同的衣服)，自己准备第二天要穿

的衣服。

中国的孩子依然在学各种艺术才

能，培养艺术爱好。

7-12岁时 美国孩子已经可以做

简单的饭帮忙洗车，吸地，擦地，清

理洗手间、厕所，会扫树叶，扫雪，

并会用洗衣机和烘干机，还可以把垃

圾箱搬到门口街上(有垃圾车来收)。

中国的孩子进入了上学期，每天

学习、写作业、艺术培养。

从对比可以看出，中国的家长更

愿意孩子把时间花在学习上，因而也

更容易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学业开端，

而美国家庭更重视生活技能训练，这

样更容易培养出独立自主的孩子。其

实两者并不矛盾，各取所长，从帮忙

做家务活开始，给孩子创造更多培养

自理能力的机会，何乐而不为？

学会放手

一位家长说，她曾经看到过一篇关

于“中国妈妈”的文章，“中国妈妈

”在白人学生中是一句讽刺语，他们

认为妈妈就像一只老母鸡，华裔的同

学就如小鸡，总要靠老母鸡的翅膀来

保护。

虽然未成年人需要得到家长和社

会的保护，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保护

力度应该逐步减小，保护的内容和方

式应有不同的侧重。过度保护限制了

孩子的自由和实践活动，剥夺了孩子

独立成长的机会，带来的负面效应是

多方面的。让孩子自理生活，安排一

部分家务劳动，鼓励孩子独立自主处

理问题，增强孩子的自主性，搞一点

“磨难教育”，锻炼孩子的意志力和

抗挫折能力，对今后孩子的成人、成

才更有深远意义。

所以，家长们要学会逐步放手。

杭州小學校長吳海燕
論中美教育的區別

近日，在美国教授专家联合会年

会暨教育论坛上，几十名在南加州各

大高校任职的教授共聚于此，畅谈有

关中美教育话题、留学生在美国的状

况，并对华裔在美国高校及社区中所

应有的担当，以及中国留学生如何更

好融入美国高校生活学习提供了新思

路。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教育组组长

袁东博士出席并发表演讲中重点提到

：“由于近年来，中国留学生赴美留

学 人 数 激 增 ， 尤 其 是 近 十 年 来

(2006-2016 年)，可以说是达到了中美

教育文化交流的高峰。然而，近年来

，随着华裔教授以及中国留学生在美

国高校中数量的增长，那些客死异乡

、具有悲剧色彩的事件也频频发生，

尤其是留学生发生车祸、遇害以及自

杀等等事件，也是我们所负责的工作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近几年，民

众们也在质疑当代青少年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以及自我保护方面的安全意识

。”

袁东博士针对这个问题从两个角

度进行了解读。他表示，首先，不能

以偏概全地说是现下留学生基本素质

越来越差，反之，通过对几年来留学

生数量以及意外事件数量的统计所得

到的结果表示：意外事件以及负面新

闻的增多一方面是由于留学生数量总

体基数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媒体对此

宣传力度大，因而受众所接收到的一

些感官信息，并不能作为留学生群体

整体素质低下的判断。

袁东博士指出，留学生数量的增

加以及意外的发生使得关注留学生心

理健康越发重要。袁东呼吁华裔教授

在工作之余能够关注留学生、小留学

生们的精神和心理状况。他表示，

“事实上很多有心理方面诉求的留学

生，他们更加希望能和讲母语的师长

沟通，无论是出于亲切感，还是来自

同一族裔的深层认同感，也许对他们

的生活多给予一些关注、沟通，就可

以避免很多潜在问题极端化，普遍来

说便是帮助求学的年轻人更好地适应

美国的生活。”

来自波莫纳加州州立理工大学

(Cal Poly Pomona)的华裔终身教授、美

国教授专家联合会会长林连连教授，

在本次的讲座中，重点针对留学生对

美国教育的适应问题做出了详细的分

析。

从她的教学、讲座经验以及多年

来对留学生群体的观察和研究表示：

目前留学生群体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系

统中，所存在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就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课堂上太

过安静了，不喜欢发言和分享。

相对于较为活跃和轻松的美国学

生和教授，中国学生似乎更熟悉教师

刻板地授课，学生认真听讲和记笔记

的方式。另一方面还有语言上的自卑

感，但美国的课堂更多是给学生畅所

欲言的机会，然而中国学生面对这种

相对更加开放式的教学和参与方式，

反而显得更加难以是从。

林连连教授分别从美国高校的教

学理念、目标、方法以及学生学习的

方法成果等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美国

大学高等教育的特点，从观念上纠正

了中国学生以分数和习惯性被灌输知

识的学习模式。同时，还针对中美教

育之间最大的差别、也是令中国学生

最难以适从的地方做出深入浅出地进

行了阐述。

其中，林连连教授也提到了近年

来校园内所发生的一系列不愉快的事

件，例如：一些学生由于毕业论文没

有通过便及其偏激地选择报复导师，

有的甚至以结束自己或是他人的生命

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背后

直接的诱因是其心理疾病抑或扭曲，

但若说这样的学生在求学之前没有建

立长期的大局观念也是不为过的，因

为毕竟某一个事件的发生毕竟只是求

学道路或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小因子

，并不至于影响人的一生。

因而，林连连认为学生在选择留

美求学之初或者之前若能树立好正确

有效的教育观，对美国高校的教学方

法以及目标能有提早认、并以这样的

大气的格局观时刻警醒自己的话，留

学之路便会走得更加顺利。

赴美留學生激增
加強自我保護

融入主流尤顯重要

中国留学生出现低龄化现象，不少

意外怀孕，甚至把孩子生下来后遗弃的

越来越多。亚裔寄养家庭服务中心咨询

师杨晴芳说，一位华裔的寄养家庭，已

经收到两个被留学生遗弃孩子。还有留

学生怀孕，停止学业，和完全没有经济

能力的男友共同抚育小孩，靠中国的家

长资助生活。

杨晴芳表示，将两个遗弃孩子交给

寄养妈妈的社工透露，原来是中国留学

生生下后不管。而这位寄养妈妈已经收

到了两个这样的孩子，令人吃惊。

杨晴芳表示，出于对孩子隐私的考

虑，政府机构不会向社会组织主动透露

孩子的身世，留学生把孩子生下来就遗

弃的事件并非单独案例，不过到底有多

少是一出生即遭遗弃并没有统计。

她说，现在留学生呈现出越来越低

龄化的趋势，很多孩子十多岁就到美国

，正是性成熟的年纪，却没有家长的管

教和指导，导致部分意外怀孕。而美国

堕胎规定严格，并且收费不菲。即使是

在风气开放的加州，堕胎也有严格的胚

胎生长期限制。所以很多留学生怀孕后

不知所措。但其实包括华埠服务中心等

机构，都有避孕或生殖健康咨询服务，

留学生不要害羞，而应该勇敢面对，积

极解决问题。

留学生意外怀孕并不鲜见，很多人

选择堕胎，而有人选择将孩子生下来。

赴洛杉矶读硕士的黄同学，读书期间认

识了男友，导致意外怀孕。但两人都是

留学生，没有身份，而且两人也没有结

婚。不过两人还是决定将孩子生下来。

黄小姐暂停读书专心待产，孩子出生后

，中国的父母还特意来照顾。但初为人

父母的两个人，没有任何收入，所有的

一切全靠家长每个月两万多元人民币的

资助生活。最终家长也无力承担，黄小

姐和男友只得中断学业回国。

留美中國學生
未婚生子棄養現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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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95%的时间都用于工作

在接受记者采访前，王孟秋刚从外

地出差回来，他形容自己几乎95%的时

间都用于工作，从睁眼忙到闭眼，在各

项会议中奔波，为公司管理做大方向的

把控，“去年我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都在天上飞，有一次我从首都机场出发

办理登机牌，工作人员看着我诧异道：

‘你不是前两天刚来过吗？’”

这样的日子当然很累，在“小黑侠

”的新品发布会开始前，王孟秋甚至累

到坐在后台的椅子上不知不觉睡着了，

醒来后他灌下三罐红牛，“精神抖擞”

地上了台。

“今天我们说起无人机这个概念，

总有些太过‘泛滥’，每一个能在天上

飞的都被称为无人机，‘小黑侠’则更

像是能主动感知环境的智能机器人，只

是它同样能飞。”王孟秋告诉记者，最

早他们公司研发无人机的时候，目的就

是希望能解决游客在旅游时拍照难的困

扰，“比如一对情侣外出旅游，男生多

半要拿着相机为女生拍照的，他无法完

全享受旅游的乐趣，双手被‘禁锢’在

相机上。”

出于这样的判断，王孟秋决心研发

一款适合普通人外出使用的低空跟拍无

人机。这对于创业初期的公司而言是风

险亦是挑战——在此之前，无人机形似

小飞机，带有裸露的螺旋桨，虽动感却

存在安全隐患。王孟秋想做的是“能用

手拿、用手放、放手即悬停的安全便捷

易用的无人机”。

当时，王孟秋的团队不过 10人，

最初听到他“大开脑洞”的想法，都

觉得不可思议，但只过了半天，他们

便认同了王孟秋的理念。设计便从安

全性着手，王孟秋说它首先应该有一

个外壳，把旋翼给藏起来，保护使用

者的安全。

此后的两年半，王孟秋带着团队开

始了没有任何参考的摸索之路，设计、

计算、改进，再设计、计算、改进。起

初“小黑侠”最大升力与重量比例超过

70%，进入不可控区间以至于无法飞行

，项目差点被放弃，但最终王孟秋说服

了团队的其他人并坚持下来。他们终于

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填补了低空无人

机市场的空缺，真正用逻辑思维解决现

实问题。

想创造能解决生活难题的东西

这并不是王孟秋的第一次创业尝试

。2008年，在Facebook从事大数据分析

领域研究5个月后，王孟秋就曾回国进

行过自己的第一次创业。

其后，王孟秋又回到美国，先后在

阿里和Twitter工作。工作了一阵子，王

孟秋又决定读博士。他随性又执着地在

社会与学校间转换身份，却从未离开过

人工智能这项领域。“读书也好，工作

也罢，都是为了获取更多技能，冥冥中

或许就是为未来研发‘小黑侠’并投放

市场做准备。”

博士毕业后，王孟秋还曾从事过移

动优惠券的创业项目，产品雏形都已制

作完成，但王孟秋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这不是我最初想要的能改变大家生

活、解决生活难题的东西。”

于是，王孟秋买了张机票，一个人

跑到黄山待了整整三天，三天后，他满

怀歉意地告诉自己的团队：“这不是我

或者公司真正想做的。”员工一片哗然

却表示理解，“他们是一群同我一样有

激情、有梦想、愿意聚在一起做一件真

正有意义的事情的人。2014年公司刚成

立时，办公室设在一间只有60多平方米

的居民住宅，我们几个在一起就像家人

一样，看着产品从无到有，并一步步完

善至如今投入市场的‘小黑侠’。其实

我的贡献并不大，而我的团队却愿意拿

着比市场工资更少的钱与我一起研发无

人机。”

这其间一定有外人无法知晓的艰辛

，但王孟秋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创业、研发‘小黑侠’，这整个过程

都是理性的、有计划的、有准备的，并

不像外界想象的充满了戏剧性或浪漫的

剧情。我们很幸运，但也是在充分衡量

了如今无人机市场的潜力以及人工智能

与手机交互体验可创造出来的机会后，

发明了这样一款无人机。”

“80後”海歸發明跟拍無人機
解決旅遊拍照難題

它的外观如一个会飞行的黑色小匣子，不很起眼，却相继得到了“iF设计奖”“红点设计大奖”等设计界“奥斯卡”

的认可。带领百余人团队研发出这款新型低空跟拍无人机“小黑侠”的王孟秋是个“80后”杭州小伙，作为美国斯坦福大

学的博士，回国创业从来都是他的首选。王孟秋说，他更在意能否切实解决行业问题。“我的创业故事或许并不像读者希

望的那样跌宕起伏，只是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项工作。”

记者：你是从小就喜欢有关电子的

产品吗？

王孟秋：其实我从小就兴趣挺广泛

的，文艺、体育、科技都喜欢，读书也

不偏科，算是理科生里文科最好的吧。

但我一直就想用逻辑思维的方式解决问

题，这点从未变过。小时候因为大人的

关系，也曾经玩过直升机航模。我记得

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他们带着我一起

设计，然后依照设计花了1万多元买回

了材料，再自己组装，印象很深，特别

有意思。

记者：“小黑侠”与以往的无人机

有何显著区别？

王孟秋：其实“小黑侠”更像是一

台人工智能机器，它可以进行低空跟拍

的操作，同时，因为它的旋翼用外壳保

护起来，所以极大提高了它在使用时的

安全系数。我们在研发时还考虑了便携

及易用等特点，所以它很轻，只有242

克，尺寸为18cm×13cm，可折叠，方便

携带。

记者：这种没有裸露旋翼的无人机是

否代表着无人机未来的发展方向？

王孟秋：我们当然希望“小黑侠”

能成为未来无人机的发展方向，但目前

为止，它因为自身重量的关系，还无法

取代其他专业航拍无人机。它更适合低

空跟拍，用于旅游拍照。

记者：：你觉得未来中国无人机市

场前景如何？

王孟秋：无人机的市场潜力十分巨

大，我记得，2014年至2015年，无人机

的销量大约提高了5~6 倍，消费量从原

本一年 30多万台提升至150万台，全世

界在无人机行业的消费金额大约十几亿

美元。如今，无人机越来越被普通人所

熟知，未来民用无人机或将如同汽车一

样成为百姓的消费品。

对话

未来无人机可能是汽车一样的消费品

3月15日，总部位于瑞士日内

瓦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

ic Forum)公布了2017年“全球青年

领袖”(Young Global Leaders)入选

名单，全球100位入选者中有10名

来自中国区，深圳柔宇科技创始人

、董事长兼CEO刘自鸿名列其中。

世界经济论坛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刘自鸿是深圳历史上首位当选

“全球青年领袖”的青年。

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独立的国

际机构，“全球青年领袖”涵盖了

政界、商界、学术界、文艺界、媒

体、非营利性组织等各个领域，以

高标准的选拔成为世界瞩目的荣誉

称号。其标准是在各自领域取得非

凡成就，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领导

经验，有服务于社会的强烈意愿，

希望用自己的才华解决世界正面临

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在遴选全球青年领袖时，我

们看重候选者在专业领域的突破性

成就、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能力、跨

文化交流能力和跨界合作能力，我

们期待他们以创新方式去应对当下

全球经济与

社会中存在

的各种问题

。”世界经

济论坛“全

球青年领袖

”社区负责

人 John Dut-

ton表示。

“80 后

” 刘 自 鸿

2012 年 在 硅

谷、深圳及

香港同步创

立柔宇科技

，先后获得

国内外十余

家著名风投

机构的5轮投

资，估值突

破 30 亿美元

，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独角兽科技

创业公司之一。由于在科技创新及

创业方面的突出成就，刘自鸿2015

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入选福布斯2015“中美十大年度

创新人物”等榜单。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

社区目前拥有800多位成员，新当选

者将在未来5年任期中通过世界经济

论坛平台交流合作，为解决全球面临

的各种挑战做出努力。刘自鸿表示：

“全球青年领袖要求候选人具有对世

界宏观格局的判断和长远眼光，这与

柔宇科技‘通过技术创新让人们更好

地感知世界’的使命一致。作为全球

青年领袖社区的一分子，未来我将运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和人际网络

，与社团成员共同协作，让我们的世

界更美好。”

往届“全球青年领袖”的当选

者包括英国前首相戴维· 卡梅伦、阿

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谷歌

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拉里·

佩奇、网易CEO丁磊、滴滴出行总

裁柳青、果壳网CEO姬十三等。

“千人計劃”專家劉自鴻入選

“全球青年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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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66人在美國

与画结缘 做不完的艺术梦

我是1966年出生于江苏泰州市

，一直以来似乎和绘画有着不解之

缘，画笔伴随着我度过了学生时代

。后来虽然在大学学的是理工科，

但是在学校却因为绘画而崭露头角

，最终毕业后也没有从事与专业相

关的工作，而是将绘画当做了自己

一生的“职业”。

2002年至2012年，我获得绿卡

后来到新西兰，在这块“人间天堂

”整整呆了10年，最终在奥克兰的

皇后大道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艺术馆

。新西兰生活的10年是艺术创作逐

渐成熟的10年，但也是我第一个艺

术创作阶段的结束，当最终我的作

品被新西兰国会永久收藏后的2012

年，也正式宣告放弃新西兰的生活

，将生活与艺术重心放到美国。

当初为了梦想我选择了两个地

点尝试实现艺术的突破，一个是巴

黎，一个是纽约。陪着女儿到了巴

黎，一踏上欧洲的土地就发现，西

方艺术起源的欧洲已经沉淀了下去

，虽然文化的底蕴还在，但是艺术

的突破力以及时代的活力却完全不

复存在了。

因此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纽约

，原因有二，首先当代艺术家都深

深受到纽约的影响，而全世界没有

第二个地方拥有一万多家画廊与美

术馆，只有纽约有这样的现象存在

。其次，纽约是一个极度包容的城

市，当一个人无论来自哪里，背上

背包站在纽约大街上，就会感觉到

自己是一个纽约人。这里充满着纽

约的轻松气息，你会感到纽约的包

容，它即传统又时尚，世界上每个

国家最顶端的文化代表在这里都可

以找到。

同时，华尔街精英文化与之并

行，更为艺术增添了活力，这和当

初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类似，意大

利的美帝奇家族长期为艺术家以及

艺术品市场输入新鲜血液。最终证

明，如Soho、切尔西以及布碌仑的

威廉斯堡等区域都成为了国际艺术

家们向往的地方，无论艺术家有多

么新奇的想法，都会被吸收，被包

容，而这些地点也成为了纽约的代

名词。

这就使得有活力的艺术家在这

里集中，创造的思想在这里集中，

热爱收藏的资本在这里集中，对于

艺术来说每一个环节都恰到好处，

这就是我选择来纽约的原因。这和

10年前出国不一样，那时候的目的

就是体验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创作。如果说只

是为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在新西兰已

经足够，但如今是为了再次实现梦

想才来到纽约。

其实，我这一代人很幸运的，

上世纪70年代末赶上了大学，然后

赶上了分配工作，赶上了改革开放

，又赶上了艺术的大发展。如今，

中国对艺术的尊重令人钦佩，也有

着对艺术家尊重的土壤。同时，由

于中国文化的强大，因此我们轻易

不会被别人忽视。

在美国我也深深感觉到，美国

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经济与文化

的重视越来越强烈，如果做一件事

情能够有利于两个国家之间的沟通

与交融，那这就不只是艺术，不只

是文化，更是一个对未来、对历史

都有贡献的机会。

众多作品 列入大学教材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深深地感

到，只有从东方文化中成长，在西

方文化中磨练，然后将两种文化，

或者将两国的文化彼此交融、融会

贯通才能更上一层楼。甚至不只是

艺术，从科技到商业，不管哪一个

行业都是如此。由小才能见大，使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想彼此取长

补短，才是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

的最佳动力。

来到美国后，我无意中了解到

美国著名艺术评论家约翰· 赛利斯

(John Sallis)教授已经对我自己的作

品展开了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写成

专著并将由全美排名第一的出版社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

，他还将我的作品列为国际哲学大

会的研究对象，并被列入美国大学

教材。对此，我专门跑到波士顿学

院去与他见面，让他亲眼看看这个

活生生的“研究对象”。

与我深度的沟通后，赛利斯就

告诉我他将策划在于2018年2月至5

月于波士顿学院博物馆免费为我举

办为期4个月的个人作品展览。赛利

斯表示，届时博物馆将组织由顶级

哲学家、艺术批评家、艺术家，甚

至研究矿物材料的专家，在各自领

域内研究我的作品。博物馆将组织

网络、电视、纸质媒体向公众推出

研究我作品的成果。对这一切我有

些受宠若惊，但是赛利斯有一句话

证实了我的想法。

他说：“曹俊的艺术中最引人

注目的，就是他以他的方式将古代

中国山水画的传统、现代欧洲的抽

象形式以及美国绘画的特点融为一

体。一方面，他的作品可以找到宋

代山水大画家郭熙的风格，另一方

面，他的作品也结合了类似于西方

色彩大师康定斯基的颜色技法。他

的作品带有深刻古代传统的艺术情

感，同时又混合着现代艺术实践的

创意”。

对于赛利斯的评价我觉得有些

抬爱，但是的确，利用中国绘画的

法度，融入西方绘画的“笔触”是

我一直以来追求艺术的最重要方式

之一，中国画追求用笔，追求用墨

，追求法度背后的气度。而我还想

说的是，之所以赛利斯能够研究我

的作品，和我作品背后的哲学思辨

不无关系

超越时空 绘画的哲学思辨

从哲学角度来说，我认为自己

不只是个画家，或者是个艺术家，

在成就一个追求艺术人生目标的同

时，我必须是一个哲学家。我曾说

过句话，首先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其次成为一个哲学家，最后才是一

个画家。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画家

一定是有着对于人生，对于世界，

甚至对于宇宙的思辨，要站在更高

的角度向下看，这样你的作品才能

够具有说服力。

而这也是伟大艺术家的共同之

处，比如毕加索、达利，如果只把

它们当做一个画家来说那就无法看

到他们的本质。而我一直强调的就

是，自己的血液里流着中国传统文

化，虽然在西方生活并创作多年，

但我深深知道自己的作品被西方观

众喜爱最重要原因就是，我通过他

们熟悉的语言与形式将中华文化的

精髓作了诠释。

因此，当我在思考一件作品的

时候，我不只是一个东方的艺术家

，也不只是一个旅居海外多年的华

人艺术家，我已经把自己当做人类

的艺术家来看待，当你尊重所有的

文化，尊重人类的遗产的时候，你

就打通了一条通往艺术内涵的大门

。

曾经被中国的飞行试验返回器

——嫦娥5T1带到月球的《寻梦空间

》就是这样的一件作品，它表现神

秘的宇宙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一

件最适合带到外太空并引发共鸣的

作品。因此，我认为自己已经超出

了一个具有地域限制的艺术家的范

畴。

我曾经向洛克菲勒二世(目前洛

恩菲勒家族掌门人，著名收藏家)表

示，自己的作品很多都在描绘地球

甚至是宇宙空间，在创作过程中我

已经不是一个人类的艺术家，我甚

至感觉到自己站在了地球之外的空

间去观察地球，去观察地球上的万

物以及人类。

大家可以看到，我很多的作品都

与山脉、河流、阳光、梦幻有关，能

够将这些主题进行描绘的最重要的原

因就是角度有所不同，如果硬要加一

个地域的名称，我觉得自己可以称作

是来自宇宙的作画者。甚至有朝一日

，外星人飞临地球，看到我的作品，

他们也会大吃一惊。

我希望他们会说，好熟悉的笔

触，这画中的场景似曾相识，这画

中的意境我们熟悉。嗯，这就是我

想要的感觉，能够站在最广博的角

度看到万物，然后将这种深度贯穿

于笔尖。使之成为艺术史上能够站

得住脚，能够被人类推敲的作品。

曹俊 哲學畫家 繪夢宇宙
我叫曹俊，原籍江苏泰州。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我只是一个从小对色彩、构图、形意有着特殊敏感的孩子。为

了绘画，放弃了人生中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梦想”，并将绘画定义为我毕生的艺术追求。虽然我

生活在纽约只有短短的三年，但是我意识到这里是自己艺术梦想再次腾飞的又一个“家”。纽约有着数不清的艺术

节点和剪不断的思想源泉，但最重要的是站在纽约街头就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开始了再一次腾飞。

在中国的艺术家中，曹俊是最能体现西方哲学并且能保留中国原汁原味的文化的画家之一，其

艺术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以他的方式将古代中国山水画的传统、现代欧洲的抽象形式以及美国绘

画的特点融为一体。我要告诉世界我发现了曹俊。

—— 哲学家、批评家、波士顿学院教授约翰· 赛利斯(John Sallis)

在曹俊的绘画中体现精准和诗意的形体构造，或者说在抽象方面向我们展现了绘画的精深与博

大。这些技艺与才华并存的美学新方向与中国画的传统一脉相承。

——法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雷米· 艾融(Rémy Aron)

曹俊的作品，不仅在创新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他的作品中传统中国画的基因越来越明显

，并且与其创新的技法结合越来越完美，昭示着当代中国画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未来。

——著名旅美艺术家丁绍光

曹俊能够在思想上敢于创新，特别在中国水墨画这个领域里面，在如何从题材到笔墨都能够做

出新的时代回答，这样的课题上下了很大的力气，所以他在我们中国画坛可以说是一位创新派的中

年代表之一。 —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

显然，没有创作的体会融入到理论的探索之中，没有理论的认识深入到创作的实践之内，都难

以成全曹俊。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

曹俊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把自己的艺术创作设置在传统和现代的连接点上，置放在东西文化

的交汇点上，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东方艺术家的创造力，为东方的中国画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总编贾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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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rump took office, his recogni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the biggest achievement so far, but 
in many other areas, such as the Taiwan questio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we still 
need to wait and see, Shi said.  
Words are not enough
"Both countries agree on 'no conflict and no 
confrontation' and for 'win-win cooperation,' we can 
see how both cooperate on global challenge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is 'mutual respect,' because it covers 
many sensitive areas such as human rights, Taiwa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so on," said Diao Daming,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S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Susan Thornton 
had previously told reporters that the US was "pursuing 
a results-oriente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 concept of "results-oriented" might reflect US 
understanding of "mutual respect," An said. "A results-
oriented relationship means the US will push the Sino-
US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results or effects of every 
single instance of Sino-US cooperation."
"Currently, the US needs China's cooperation and 
respect on issues like trade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so China needs to consider to what extent it can provide 
what the US wants at this moment," An said. (Courtesy 
http://www.globaltimes.cn/)

did the same.  
"In that time, the US refused to accept the concept of 
'mutual respect,' because it refused to accept China's 
definition of 'core interests,'" Shi said.
"'Mutual respect' will give US all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 impression that China and the US are equal in 
the region, so to accept 'mutual respect' will undermine 
US authority among its allies. This is w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elieved," said An Gang, a US studies 
expert and a member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f the 
Pangoal Institution, a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Tillerson was not speaking personally, but after a 
serious decision made by the US, because Trump 
wants to start a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different from 
his predecessor's. China should cautiously welcome 
Tillerson's words. At least this is a step forward and a 
result of China's diplomatic efforts, An said.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lessons of Obama's era, 
which is that everything looks happy and friendly 
during the summit, but in reality, the US makes little 
compromises or even acts more aggressively," Shi 
noted.

Xi also said he had communicated with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everal times through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and messages. "We both believe that 
China-US cooperation henceforth is the direction we 
are both striving for. We are both expecting a new era 
for constructive development."
"The joint interests of China and the US far outweigh 
the differences, and cooperation is the only correct 
choice for us both," Xi added.
Tillerson said President Trump i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an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China.
Tillerson further said the summit will confirm 
the direction of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next 50 
years. The US would like to develop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ased on "the spirit of no 
conflict, no confrontation, mutual respec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the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d.
New expression
In 2010, China put forward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in which the core concepts are "no 
conflict, no confrontation, mutual respec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Beijing hoped Washington would accept 
these principles to develop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as 
the right way to avoid the Thucydides trap, a theory 
which says that a rising power and an established super 
power are bound to engage in conflicts.
While China welcomes the endorsement of its model, 
which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of Barack Obama 
refused to do, we need to observe the US' words and 
deeds going forward to see if it is credible, said Shi 
Yinhong,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at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illerson said these words because Trump wants to 
create a friendly atmosphere and environment for the 
upcoming summit," Shi said.  
During Obama's era, China always stressed these 
principles, but there was no record that the US side 

Related
China says It Is not militarizing The South 

China Sea
PanARMENIAN.Net - China is not militarizing the 
South China Sea, Premier Li Keqiang said on Friday, 
March 24, although he acknowledged that defense 
equipment on islands in the disputed waterway had 
been placed there to maintain "freedom of navigation," 
Reuters reports
China has drawn international criticism for large-scale 
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lthough Li told 
reporters in Australia the development was for civilian 
purposes only.
"China's facilities, Chinese islands and reefs, are 
primarily for civilian purposes and, even if there is a 
certain amount of defense equipment or facilities, it is 
for maintaining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Li said.
China claims most of the resource-rich South China 
Sea, through which about $5 trillion in ship-borne 
trade passes every year. Neighbors Brunei,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Taiwan and Vietnam also have claims 
on the strategic waterway.
The United States estimates Beijing has added more 
than 3,200 acres (1,300 hectares) of land on seven 
featur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building runways, ports, aircraft hangars 
and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Courtesy www.
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tol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Sunday that the US would like 
to develop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ased on the 
spirits of "mutual respec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with analysts believing that this means Tillerson has 
implicitly endorsed the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Xi stressed that cooperation is the only right option 
for both sides during his meeting with the visiting 
secretary of state.
"You said that China-US relations can only be friendly. 
I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for this," Xi said.

Korea.
However, since th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have 
refused to recognise this.
The U.S. Pacific Air Forces spokesman Maj. Phil 
Ventura reportedly stated that the U.S. Air Force 
B-1B Lancer bomber was flying near South Korea on 
Sunday and that its pilots responded to Chinese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The U.S. plane was said to be flying 70 nautical miles 
south-west of South Korea's Jeju Island.
They informed the Chinese ATC that they were carrying 
out routine operations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 and that 
the aircraft did not deviate from its flight path.
Further, the U.S. Air Force added that the Guam-
based B-1 bomber was conducting a series of training 
missions with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military 
aircraft.
Meanwhil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said that she 
had not heard of the matter.
Chunying said at a daily news 
briefing, “Generally speaking, 
I hope that in this region all 
countries' actions consider the 
security concerns of relevant 
countries and be beneficial 
for mutual trust, peace and 
stability between countries.”
She added, “The United States 
has its own ADIZs. I think if 
this matter is true, they should 

BEIJING, China - In an encounter in the East China 
Sea, which is Beijing’s self-declared zone, China says 
it warned a U.S. bomber that it had been flying in the 
country’s zone illegally.
Soon after, china informed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t 
should respect its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
In 2013, the zone in the East 
china Sea was declared as 
a Chinese region, in which 
aircrafts are supposed to 
identify themselves to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controversial zone 
covers a disputed island chain 
and overlaps with airspace 
claimed by Japan and South 

respect China's relevant ADIZ rights.”
She referred specific questions to the Defense Ministry 
that has not made a comment so far.
Ventura meanwhile added, "Pacific Air Forces ... did 
not recognise the Chinese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 when it was announced in November of 
2013, and does not recognise it today. The ADIZ has 
not changed our operations."
While China calls the zone Diaoyu Islands, Japan and 
the U.S. refer to it as Senkaku Islands.
The disputed zone has witnessed many face-offs 
between Japanese and Chinese warplanes and ships.
Earlier, in a statement announcing the training mission, 
U.S. Maj. Ryan Simpson, the Pacific Air Forces bomber 
operations chief had stated, “Our increased cooperation 
enables our combined forces to rapidly react to counter 
aggression against Japan and other allies and partners.”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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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hakes hands with visiting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last week in Beijing. 
(Photo: Xinhua)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are tentatively scheduled 
to meet at Trump’s Mar_A_Lago estate in Florida next 
month.

A U.S. Air Force B-1B Lancer Bomber

China Reports Warning To U.S. Bomber That It Was
Flying In The Country’s Zone Illegally – Slams Washington

US Agrees To Base Ties On ‘Mutual Respect’

Beijing Tells Washington: Respect China’s Air Defence Zone

China’s President Xi:  "Sino-US Cooperation Correct Option"

South Korea's Jeju Island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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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膠皮的透氣通道，這個通道在前照燈的結

構上必須存在，否則熱膨脹的氣體無法排

除，這個透氣通道只能出氣體不能進水。如

有輕微的起霧現象，經空氣循環或開前照燈

後會很快散去，如果始終有水或霧氣散不掉

則需去專業的汽車維修廠排除。 

46、車輛行走不平路面或是通過減速隔

離帶時有“咯吱”的響聲。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情況下，無論新車還是

舊車，在行走不平路面或是通過道路減速隔

離帶時，會有“咯吱”的響聲。新車聲音會

小一些，舊車會大一些，這不是故障。這是

由於目前的轎車都採用了獨立懸架結構，連

接的部位為了實現減振採用了橡膠件，當車

輛振動達到一定的程度時，因橡膠件的變形

而發出聲音，當振動的幅度比較小時，發出

9577 跨境物流開業，全休斯敦價格最低！
每磅只要 $ 3.50 元！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國的東西物美價
廉，尤其是奢侈品，即使加上運費也比國內便
宜很多。不管您是送給家人禮物，或是海淘代
購，大家都知道每家快遞公司都有“首磅”價
格，“續磅”價格，還要考慮報關等因素。很
多人都經歷過郵寄貨物延遲到達或者需要補稅
等無可奈何的事情。所以說，找到一家靠譜的
快遞公司是何等重要。

9577 跨境物流今天隆重開業，開業大酬
賓，每磅只要 $3.50 元，無首磅收費，這個價
格真是杠杠的，全休斯敦再也找不到比這個更
便宜的快遞了。9577 跨境物流的朱經理介紹
說，9577 跨境物流不但價錢便宜，而且也安

44、坡路停車時，

有時“P”檔位置變速

不能搬動。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有時車輛在坡路停車後，再

次起動發動機時出現“P”檔位置檔把不能

搬動的現象。這是因為我們一般停車時都是

先踩下制動後，將檔把放倒“P”檔位置，

抬起制動踏板後，車輛會因為自重移動，導

致變速器內的機械鎖止“爪”受力卡在爪槽

內所致，造成出現搬動檔把時費力的感覺。

這不是故障，正確的操作方法會避免這種情

況出現。即：踩制動踏板，將變速桿放置在

P 檔，拉起手動制動器，然後抬起制動踏板。 

45、前照燈內起霧氣。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前照燈的後蓋上有一塑料或

汽車維修大全（十四）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的聲音相對較小。 

47、踩離合器時踏板出現輕微“吱吱”

的聲音。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有些車輛在踩離合器踏板時，

總是會發出類似於“吱、吱”的聲音，很是

煩人，還以為是離合器出現了故障，這種現

象的出現是由於離合器踏板支撐軸由於長期

的使用出現輕微的磨損所致，一般在支撐軸

處塗抹一些潤滑劑就可以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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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快速，他們與知名跨境電商合作，信譽優質
可靠的海關清關公司幫忙清關，在收單時已經
將百分之 11.9 的海關稅預付給海關，所以清
關時不必等待，直接通過，國內是與中國郵政
EMS 和順豐快遞合作，所以速度快，只要 7-10
天就可以寄達。真是又快又好！

不管您是做海淘代購或者是愛心郵寄給國
內的親友，不論是衣帽、維生素、嬰兒輔食、
化妝品、包包、小電子類、紅酒、花旗參、海
參、手機、平板電腦、奶粉，任何物品都無首
磅，每磅只要 $3.50 元！。

9577 跨境物流與知名跨境電商合作，每月
的運貨量巨大，所以可以用最優惠的價格回饋
客戶，價廉物美安全快速！無首磅直郵，國內
信譽卓著的中國郵政 EMS 和最大的快遞公司
順豐快遞送貨上門，提前報關不用等！一站式
查詢，隨時可以在網上追蹤貨品，安全放心靠
譜！開業大優惠，機不可失！

9577 跨境物流
地 址： 9730 Town Park Dr,Suite 102，
Houston，TX 77036.( 育才學校隔壁 )
電話 ：281-506-0809
http://www.kjexp.com
Email:9577kjexp@gmail.com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朋友們來祝賀：開業大吉，恭喜發財！

9577 跨境物流位於育才學校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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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美國華人石油協會（Chi-
nese American Petroleum Association, 簡 稱
CAPA）於3月18日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在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的休

士頓 「恒豐銀行大樓」 十二樓會議室成功舉辦
2017年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第一次午餐與學習活
動,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的專家、學者、會員們60
多人共襄盛舉，與會人士聆聽 Mamdouh A.

Shebl博士對美國非常規資源衝擊市場
解析獲益良多。

活動主題是 「」 (Introduction to
Unconventional Reservoir Character-
ization)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陳家杰會長、
嚴友松活動負責人、金虹財務長表示
，感謝王淼博士促成,CAPA很榮幸的
邀請到前雪佛龍公司資深地球科學家
Mamdouh A. Shebl 博士前來為大家
講授有關頁岩油和頁岩氣儲層地質、
岩石地球物理和化學性質及其與流體
相互作用方面的問題，並討論如何與
其他非常規資源開發團隊成員共同合
作。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陳家杰談

到，在過去兩三年裡，因為美
國非常規油氣田的快速開發，
導致石油出口組織採取增產調
價政策而引起國際油價大規模
下跌。可是，去年來，石油出
口國終於意識到，過低的油價
對經濟發展不利。因此，這些
國家從自身目前的利益出發，
更偏重於提高油價。但是，由
於美國非常規油氣田開發技術
的迅猛發展，產量增加似乎一
時難以得到有效遏制。所以，
美國的非常規資源對未來能源
市場走向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作為從業人員，了解非常規油
氣資源的基本知識和技術應用
情況，對了解世界能源的動向
，以及對自己的專業生涯相當
重要。

參加講座的華人石油專家均感到，聆聽

Mamdouh A. Shebl博士的演講對自己了解頁岩
油氣田特徵幫助極大。陳家杰會長特別頒發獎
狀，感謝Mamdouh A. Sheb博士的演講。

2017年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第一次午餐與學習活動成功舉辦

(本報訊)2017 年 3月 18日，休斯敦華裔聯盟（HCA）在
Jungman Neighborhood圖書館成功舉辦了美國憲法知識講座。
美國財政部駐休斯敦資深律師，休斯敦華裔聯盟會長曹青樺博士
，以人權法案為核心，以經典判例為主線，為聽眾奉上了一場非
常精彩的講座。

美國憲法的形成是一個奇跡
由於美國最早由13個獨立的州聯合而成，所以早期的美國

就像是一個由13個成員組成的“聯合國”。在美國人民心目中
，政府是一個“必須的惡魔”（necessary evil），所以一定要
將政府的行為限定在一個框架中，而這個框架就是美國憲法。美
國憲法的目的就是保護個人，限制政府。憲法勾畫出了三權分立

的政府架構——議會立法，法院解釋法律，
政府執行法律。憲法的最終解釋權屬於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

美國總統本質上是州選總統
美國總統選舉施行選舉人制度，聯邦總

統由各州選舉人最終投票產生。這個間接總
統選舉制度正是由憲法確立的。這個規定就
是為了平衡人口大州與人口小州之間的利益
，防止選民基數大的少數州綁架其他州的利
益。所以，關於“某某總統候選人贏得了多
數選民選票（popular vote）”的論斷實際
上跟美國總統選舉沒有半點關系，純屬無稽
之談，因為憲法只字未提popular vote。

美國憲法旨在保障人權，限制政府
平權精神的法理基礎源自言簡意賅的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而

法律具體的邊界則是由具體判例一點一點確立的。一個經典案例
就是1886年“益和訴霍普金斯案”。華人洗衣店老板益和雖然
違反了舊金山市政府的法令，但是由於舊金山市政府在執法過程
中的明顯歧視行為，聯邦最高法院判決舊金山市政府的法令違反
憲法，最終益和勝訴。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美國憲法中規定的保
護對像是“人（person）”，而不是“美國公民（citizen）”。
如果不是這樣，益和這位“非美國公民”就不可能憑借法律來保
護自己的權益。

另一個經典案例是1957年埃森豪威爾總統派101空降師護
送9名黑人學童上學，聯邦政府捍衛憲法的意志堅不可摧。這個
案例既體現了憲法對人權的保護，也體現了聯邦政府和州政府職
權範圍的區別。正是一個個生動精彩的判例，讓美國憲法真正成
為保護人權的盾牌。

如何應對執法人員
憲法第四、第五、第六修正案賦予了人們免遭非法搜查、免

遭非法拘禁、雇佣律師、不必自證有罪等各項權利。這些條款對
在美華人尤其重要。根據美國憲法“坦白從寬、抗拒不從嚴”的
精神，大家在面對警察或其他執法人員的詢問時，一定要敢於說
“不”，語言不通時就說“聽不懂”，最起碼要問清楚“是否有
拒絕的權力”。

睿智的美國國父們提醒大家政府是“必須的惡魔”，在他們
創造這個“惡魔”的同時，也創造了憲法這根“降魔杵”，大家
要學會用法律保護自己。總而言之，體現清教精神的美國憲法時
時不忘警惕政府，刻刻謹記保護人民。寧可政府效率低，也決不
以犧牲民權為代價。

聽眾們頻頻向曹律師提問，現場氣氛嚴肅而熱烈。在問答環
節，曹律師以辛普森案為例解釋了“正當法律程序”的重要性。
聽眾們通過這次講座深刻體會到：歷時兩百余年，美國憲法飽含
的智慧和對人權的關注仍然熠熠閃光。

憲法知識講座總結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陳家杰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陳家杰（（左二左二），），嚴友松活動負責人嚴友松活動負責人((右二右二))
頒發感謝獎狀給主講人頒發感謝獎狀給主講人Mamdouh A. SheblMamdouh A. Shebl博士博士（（左三左三））,,金虹財金虹財
務長務長((左一左一),),王淼博士王淼博士((右一右一))觀禮觀禮。。((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主講人前雪佛龍公司資深地球科學家主講人前雪佛龍公司資深地球科學家Mamdouh A. SheblMamdouh A. Shebl
博士前來為大家講授有關頁岩油和頁岩氣儲層地質博士前來為大家講授有關頁岩油和頁岩氣儲層地質、、岩石岩石
地球物理和化學性質及其與流體相互作用方面的問題地球物理和化學性質及其與流體相互作用方面的問題，，並並
討論如何與其他非常規資源開發團隊成員共同合作討論如何與其他非常規資源開發團隊成員共同合作。。((記者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美國財政部駐休斯敦資深律師美國財政部駐休斯敦資深律師，，休斯敦華裔聯盟會長曹青樺博士休斯敦華裔聯盟會長曹青樺博士、、以人權法案為核心以人權法案為核心，，以以
經典判例為主線經典判例為主線，，為聽眾奉上了一場非常精彩的講座為聽眾奉上了一場非常精彩的講座。。

曹青樺博士講述憲法勾畫出了三權分立的政府架構曹青樺博士講述憲法勾畫出了三權分立的政府架構———議會立—議會立
法法，，法院解釋法律法院解釋法律，，政府執行法律政府執行法律。。憲法的最終解釋權屬於美憲法的最終解釋權屬於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國聯邦最高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