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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一小學生意外死亡
學校：當天停電沒監控
“哈尔滨平房区友协小学一年三班彤彤
体育课后突然死亡，学校否认有责任，而事
发当天的学校又停电没有监控录像。带班老
师称全班 40 多个孩子，怎么可能看的过来？
”近日，这样一则信息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市民的朋友圈、微信群里广泛传播。1 名 6 岁
的小女孩于 3 月 17 日这一天在学校经历了什
么？事发时班主任老师在哪里？学校又是如
何看待孩子的死亡事件？为了了解事件真相
，记者随即展开调查。

小学生意外死亡
彤彤的家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兴建派出
所附近的一栋老旧居民楼内。3 月 24 日，记
者见到了彤彤的父亲张岩。“咱们进屋谈吧
。”张岩把记者请进卧室内。
据张岩介绍，彤彤今年 6 岁半，于 2016
年 9 月进入辖区内的平房区友协第一小学读
书。今年 3 月 17 日 10 时许，孩子的妈妈接到
彤彤打来的电话，说自己头疼想要回家。张
岩说，因为当天自己和妻子都要上班，无奈
只能让彤彤的姥姥去学校接孩子。孩子的姥
姥当天到学校后看到彤彤一个人蹲在教室的
角落，并没有明显的外伤，彤彤自己说上体
育课时磕到了后脑。姥姥立即带着彤彤到平
房区二四二医院就诊。当天 13 时左右，他和
妻子孙明月赶到医院时，孩子已经意识不清
。14 时左右，孩子呼吸和心跳出现停止现象
，靠呼吸机维持呼吸。
当天 16 时，在医生的建议下，彤彤转往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继续抢救。在
救护车上，彤彤的鼻子和嘴角已经开始有血
沫溢出，随后在ICU经过多次抢救。3月18日
凌晨1时，彤彤的生命体征消失，医院宣布彤
彤经抢救无效死亡，诊断结果为脑出血。
张岩向记者提供的 2010 年 5 月彤彤的出
生证明显示，彤彤出生时健康状况良好，无
先天疾病。

学校停电监控无法使用
彤彤在校期间究竟是如何受伤的？事发
第一时间，班主任老师又在哪里？
根据张岩向记者提供的录音显示，3 月
18 日傍晚，友协第一小学的主要领导来到彤
彤家进行沟通。校方解释称，事发时彤彤所
在 1 年 3 班的两名班主任确实不在学校，正
班主任去教委开会了，副班主任由于回家哺
乳也没在学校。当时 1 年 3 班的带班老师是
一名姓朱的副校长。

张岩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后，他们要求
调取学校当天的监控，但被告知由于停电监
控无法正常使用，孩子当天被磕到的具体时
间、地点和原因无法被还原。“全班 40 多个
孩子，我的眼睛不可能看到每一个孩子。”
当天带班的老师朱副校长说。
目前，学校已经将此事逐级上报到区教
育局和市教育局，教育局已成立调查组，事
情具体原因在调查中。
关于事故的责任及赔偿，校方表示：由
于停电原因没有视频资料，他们无法确定校
方应负什么责任、应负多大责任，赔偿也就
无从谈起，并要求家长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鉴定死亡原因，进行责任划分后该承担的责
任绝不避讳。具体赔偿按照责任划分由保险
公司或者政府承担。
据记者了解，事发时学校所在区域停电
事实存在，但记者试图采访学校负责人却没
能进入校区。

法院调解后达成协议
调查组由哪些部门组成、调查的进展如何
？为了进一步了解事件的调查情况，3月27日
，《法制日报》记者来到哈尔滨市教育局。
哈尔滨市教育局党群工作部一名樊姓老
师告诉记者，教育局负责对外新闻宣传的工
作人员出差了，可能几天都回不来。党群工
作部的部长外出开会没在单位，主管校园安
全的处长也不在局里。樊老师随后记下了记
者想要采访的问题，并表示尽快给予答复。
3 月 30 日上午，哈尔滨市教育局分管校
园安全的杨姓处长与记者取得了联系，表示
目前学校已经与彤彤的家长达成和解，学校
自筹了几万元赔偿金。“当天学校也没有监
控录像，至于学校有多少责任实在是不好调
查，既然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就算是个比较
圆满的结果了。”杨处长说。
3 月 30 日下午，记者再次与彤彤的父亲
张岩取得联系，其表示目前并没有与学校达
成和解，校方没有承认负有监管责任，也没
有表示要出钱和解。
4 月 10 日，记者从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
法院了解到，学校和家长在法院调解下达成
协议，校方支付彤彤家长 10 万元。
哈尔滨律师徐沛利对记者说，近年来，校
园意外伤害事故多次发生，责任划分困难很大
，情绪化的处理方式引发了多起影响社会稳定
的事件。在彤彤意外死亡后，当事双方通过法
院调解化解纠纷，这一做法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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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花掉 12 萬元人民幣
換回 60 萬冥幣

入，高峰向谭某暗授发财经，并
拿出几张高仿假币给谭某消费。
随后，高峰隔三差五地向谭
某发出“邀请函”，表示愿意帮
助谭某联系高仿假币赚大钱。
原本以为这个事情不靠谱的
谭某，经不住对方的再三蛊惑，
加之自己亲自验证过高仿假币的
可信度，使用起来毫无问题，就
假币既能消费又能存银行？ 连存银行都能顺利通过，谭某便
今年年初，家住垫江的谭某 慢慢心动了。
打开手机摇一摇，一个网友向她
12 万元换了一箱假币
打了个招呼。互加好友后，两人
很快聊得火热，几天后，该网友
在高峰又一次联系时，谭某
在垫江县城约谭女士见了面。
觉得这桩发财生意做得，并且是
交 谈 中 ， 男 子 自 称 叫 高 峰 稳赚不赔。对方告诉谭某，这种
（化名），在福建、重庆等地都 高仿假币货源紧缺，答应按照 1：
有自己的橡胶生意，并有意无意 4 的比例进行交易。
向谭某透露有赚钱门道：做高仿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最
假币生意，假币真伪连银行都无 终约定以 1：5 的比例交易，即一
法分辨。
元真币换 5 元高仿假币。协议达
交往几天后，高峰邀请谭某吃 成后，谭某拿出 12 万元，在高峰
饭，结账时高峰故作神秘地拿出一 的引荐下，向一名中年男子刘钢
张高仿假币给谭某结账，结果老板 （化名）换回了包裹整齐的 60 万
顺利收下。“高仿假币能以假乱真 元假币。
，就是拿到银行去存钱都没有问题
回到家，兴奋不已的谭某急
。”高峰向谭某鼓吹，并带着谭某 忙打开包裹塑料膜，顿时傻了眼
到银行现场演示，结果高峰手中 ：每沓钱除最上边一张是假币外
的高仿假币果真存进了银行。
，中间都是带有“台湾制造”字
样的冥币！觉察被骗的谭某急忙
网友多次发出生财“邀请函” 联系对方，手机关机，赶到交易
“一般人我是不会告诉的， 地已不见人影。
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破例帮你
“黄金搭档”双双落网
联系做这个生意。”随着交往深

“高仿的假币，连银行柜机
都不能识别！”竟让重庆垫江一
女子深陷骗局，被诈骗人民币 12
万元，换回的却是一堆“台湾制
造”版冥币。近日，重庆晨报记
者从垫江警方获悉，向女子实施
诈骗的两名安徽籍犯罪嫌疑人已
被依法逮捕。

想到辛苦攒来的 12 万元现金
瞬间付诸东流，情急之下谭某拿
起电话拨打了 110。
接到报警后，垫江警方迅速成
立专案组开展案件侦查。经过一个
多月的走访调查和信息研判，两名
犯罪嫌疑人终于浮出水面。
3 月中旬，在警方的严密布控
下，高峰和刘钢这对“黄金搭档
”在准备再次伺机作案时落网。
经查，高峰和刘钢均系安徽
人。两人相约通过微信或者陌陌
等社交工具寻找作案目标，找到
目标后首先设法取得对方信任，
然后故意透露可以做“台湾制造
”版高仿假币生意发财，从而对
受害人实施诈骗。
为让受害者相信他们口中的
高仿假币连验钞机和银行都查不
出，两人故意把真钱说成是高仿
假币，带着受害人用高仿假币
（实际上是真币）进行消费、到
银行存款，逐步骗取信任。
待对方充分信任后再和对方
谈条件，用事先准备好的冥币以 5
：1 的比例兑换给受害人，得手后
迅速逃离。

购买假币也是犯罪
重庆华之岳律师事务所的
田华岳律师表示，这起诈骗案
中的受害人存在购买假币的主
观故意并已着手实施，所购假
币总面额均达到数额较大，只
是由于自身意志以外的原因而
未能得逞，但已经涉嫌构成购
买假币罪（未遂）。
田律师介绍，根据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
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第二十条：出售、购买、
运输假币案（刑法第一百七十一
条第一款），出售、购买伪造的
货币或者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运
输，总面额在四千元以上或者币
量在四百张（枚）以上的，应予
立案追诉。
因此，田律师认为，在此案中
，购买假币者谭某也涉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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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摸 BB 這 2 個部位 或許會更聰明
肉嘟嘟的小宝宝总是十分讨喜，
小小的人儿是怎么看怎么可爱。
往往这时候，大家也多半会忍不
住想要去捏一捏、亲一亲、抱一抱
……
不过呢，乐妈还是要再次啰嗦下
，真心提醒“爱意泛滥”的各位，不
是所有的情况下，亲亲抱抱都是可以
的，不恰当的时间、不适合的方式反
倒有可能误伤到宝宝的健康!
那前面说了不能捏、不能亲的情
况，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小宝贝哪些
部位是爸妈们可以多摸一摸、捏一捏
的，而且是越摸越聪明呢?
答案就是——
一、手部
宝宝的小手是 ta 们认识物体的主
要触觉感官部位，宝宝通过手可以接
触到物体，进而传递给大脑来认知世
界。反过来，手指的活动也会刺激宝
宝大脑接收和处理外部的信息。
宝宝的小手指越灵活，就能与大
脑皮层神经建立更多的联系，促进脑
细胞的发育，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加的
聪明。
所以呢，爸妈们不妨在平时多帮
小宝宝做做手指运动，或者多摸一摸

ta 的小手，从而刺激宝宝大脑发育。
爸妈们可以这样做：
1、首先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宝宝喜欢用手去感知世界，尤其
是当 ta 会自主移动的时候，最喜欢这
儿摸摸、那儿玩玩，所以，爸妈平时
要注意修剪宝宝的指甲，保证小手的
清洁。
2、多帮宝贝揉揉小手
妈妈要经常动一动宝宝的小手指
，锻炼宝宝抓握东西的能力。
也可以把自己的手指放到宝宝的
小手掌内，让小宝宝不停的握住，锻
炼宝宝手指的灵活性。然后在这之后
，给宝宝的小手揉一揉，放松一下。
3、正确认识宝宝吃手
当宝宝出现吮吸手指的习惯，妈
妈们不要打断，吮吸手指也是宝宝认
识世界的一种方式，这样可以锻炼手
指的灵活度，以及锻炼孩子的口腔肌
肉，这些都会刺激宝宝大脑皮层的神
经系统，促进小宝宝的智力发育。
4、陪 ta 玩游戏
跟宝贝一起玩玩积木、拼图等可
以训练动手能力的玩具，可以很好地
提高宝宝双手的灵活程度并促进大脑
的运转。

二、小脚丫
宝宝的小
脚丫子上布满
了人体好多穴
位，刺激这些
穴位，能够有
效地促进宝宝
神经系统的发
育，刺激全身
血液循环。
有数据研
究显示，在宝
宝 2 岁前多触
摸 ta 的脚丫，
还能对宝宝的
触觉、智力发
育等产生良好
的效果。
爸妈们可以这样做：
1、挠挠脚心
人的脚底有很多穴位，经常去刺
激宝宝的脚底可以促进宝宝的智力和
身体发育。妈妈在陪宝宝玩耍的时候
，可以用头发或手指等比较柔软的物
体挠挠宝宝的脚心，逗宝宝笑一笑。
但要注意时间和力度哦，不能让
宝宝笑的上气不接下气，那样反而对

身体不好。
2、点点脚趾头
妈妈可以将宝宝放在床上，然后
用手指轻轻触摸宝宝的脚指头，一边
数一边点。虽然宝宝不懂数字，可是
ta 可以感受到妈妈的抚摸和爱，既收
获了快乐和安全感，又可以帮助宝宝
大脑和神经的发育，一举两得。
3、亲亲小脚丫

宝宝很喜欢和妈妈的亲密互动，
所以，妈妈可以在宝宝精神状态良好
时亲亲或咬咬宝宝的小脚丫，揉揉宝
宝的小脚趾头，不仅能促进宝宝的身
体发育，还可以增加亲子感情。
所以，爸爸妈妈没事的时候，不
妨跟宝宝的小手指和小脚丫多做一点
互动，没准儿不经意间你就会“逗”
出一个天才宝宝哟~

寶寶反復紅屁股 對付它很簡單
几乎所有宝宝都得过“红屁股
”，明明已经很注意护理了，为啥
孩子就是反复红屁股呢，到底哪里
出了错？
一、宝宝反复红屁股，原因竟然
是这个！
宝宝红屁股的真正原因，其实主
要是家长护理不当：
■ 没有及时更换纸尿裤
潮湿是造成红屁股的首要原因。
宝宝经常大便小便，如果拉了、
尿了以后，家长没有及时清理，大便
中的产氨细菌就会分解尿液中的尿素
产生氨类，刺激宝宝娇嫩的皮肤，再
加上尿液浸渍，就会导致红屁股。
■ 习惯性只用湿巾清理
很多家长为了方便，每次给宝宝

更换纸尿裤时，会习惯性地用湿巾来
清理，接着就给宝宝穿上纸尿裤。正
是这样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可能会导
致：就算给宝宝换纸尿裤换得很及时
，也还是会得红屁股。
这是 因 为 ， 即 使 再 温 和 的 湿 巾
，也是含有清洁液的，这会刺激宝
宝娇嫩的皮肤。所以，每次宝宝大
便后，家长如果用湿巾做初步清洁
，那么请记得再用温水清洗一次，
这样在清洁皮肤的同时，也就清除
了湿巾残留在宝宝小屁屁上的清洁
液。
■ 在小屁屁上擦爽身粉
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宝宝皮肤
上擦点爽身粉，感觉滑滑的，还可以
预防长痱子(其实并不能)，每次给宝宝

洗完澡，都会在宝宝小屁屁上擦一层
爽身粉。
其实，这可能会导致宝宝红屁股
。
因为爽身粉吸水后容易硬结，不
但不能保持小屁屁干燥，还会刺激宝
宝皮肤。而且，大多数爽身粉里面都
含有滑石粉，会刺激皮肤，粉尘和颗
粒也容易进入女宝宝的阴道或尿道中
，不利于健康。
提示：如果你平时要给宝宝用爽
身粉，注意不要让粉尘沾到宝宝的口
唇和会阴部位。
二、做好 3 点，正确预防红屁股
既然如此，怎么预防宝宝红屁股
呢，要注意做好下面这三点。
1、及时换纸尿裤，保持干爽

每三个小时左右就要更换一次。
只要纸尿裤上有大便，不管多少，都
要换。
2、保持清洁，最好每次排便后用
温水清理
每次排便后，先用流动的温水清
洗(不一定是水龙头下的流水，而是水
必须从屁屁的上方流到下方)，再用纸
巾或者柔软的布，慢慢拍干水分，不
要来回大力擦。拍干水分后，不要立
即穿上纸尿裤，可以稍等片刻，等小
屁屁充分晾干。
3、减少摩擦和刺激
宝宝小屁屁晾干后，可以涂上一
层护臀膏、凡士林或氧化锌软膏，能
起到隔离作用，帮助保护皮肤。
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皮肤干燥后

再涂，如果小屁屁湿湿的就涂抹，就
等于是把水包起来了，反而更容易得
红屁股。
三、宝宝红屁股，4 个方法轻松应
对
如果只是轻度的红屁股，皮肤潮
红的话，妈妈可以用以下方法应对。
1、民间的老办法是用香油、紫草
油或茶油。
2、外用炉甘石洗剂。
3、擦氧化锌或凡士林，既可以预
防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
4、让宝宝小屁屁在适宜强度下的
日光下晒晒日光浴。
如果宝宝皮肤有破溃，要暂停使
用护臀膏，建议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
膏哦。

紀實文學

知恩图报

昂贵的项链儿
这年秋天，老李的老伴儿终于没扛过病痛的折磨走了，他处理完老伴儿
的后事，一个人住在老家空房子里百无聊赖，终于还是给儿子打了电话自告
奋勇要去带小孙子。
老李的儿子小李是个典型的妻管炎，换做平时这事儿他连提都不敢跟媳
妇儿提，巧的是正好岳父岳母老两口要去照顾刚生了孩子的儿媳妇儿，没办
法再继续帮他们带宝贝儿子勇勇了，他这才鼓起勇气跟媳妇儿小芳提了一句
，没想到小芳竟然爽快的答应了，当天就把老爷子从农村老家接了过来。
这老李虽然平时做人有些抠门儿爱计较，但那是对别人，对儿子他恨不
得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出来，来了以后不但卫生打扫的干净利落，做饭也是
一把好手，更是超有耐心跟小孙子玩儿的不亦乐乎，连酷爱挑剔的小芳都对
老李的表现非常满意，竟然都没有摆过脸色给他看，这让老李更是干劲儿十
足，活脱脱一个称职的免费‘保姆’。
这天老李好不容易安顿好小孙子睡觉，准备去客厅喝点水，可就在他轻手
轻脚走出卧室的时候，突然听到儿子媳妇儿的卧室里传出了低低的说话声，
原来是儿媳小芳正在数落儿子：连这点儿钱都没有，我不就是想买个项链儿
吗，才两千又不贵，人家小丽过生日男朋友送了辆豪车呢。
儿子也低低的反驳了起来：人家小丽男朋友是富二代呀。
都怪你爹
，连个退休工资都没有，一分钱也挣不下，我嫁给你真是倒了大霉了。
听着儿子儿媳的对话，老李只觉得一口热血直往上涌，憋的他心疼。是
呀，小芳说的对，自己就是个老农民，除了能出点力，一分钱都帮不上，真
是没用。这个晚上，老李虽然很困，却一直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直烙
饼，差点把熟睡的小孙子给惊醒。
第二天，小孙子哭闹着要去吃披萨，老李知道儿子不管钱也不敢跟小芳
开口，只好从带来的包里摸出了自己存的养老钱抽了一百出来带着小孙子出
了门。
“哎哟”
“大爷，你没事吧？”
刚走出小区没多远，老李就不小心被绊了一下摔倒在了路边，偏巧一个
正站在路边打电话的穿着时髦的姑娘也连带着被他给撞到了。看到倒下的是
个老大爷，姑娘赶紧起身想要扶起他。
老李原本也准备赶紧起来走人，可他突然灵光一闪，想起了电视上那些
老头儿老太太被撞倒都得到一大笔钱的新闻，加上昨晚听到小芳的埋怨，他
果断的拽住了姑娘的胳膊直嚷嚷疼。
“哎呦，我都这把老骨头了，哪里经得起你这样撞啊，哎哟，我可不行
了。”
姑娘被老李这一嚷嚷直接给吓傻了，她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当时又急又
气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偏偏周围又围上了好多人，姑娘急的脸都憋红了。
“大爷，刚刚是你自己倒的呀，还把我也撞倒了呢”
“哟，你这姑娘怎么睁眼说瞎话，你不撞我我能倒吗？你不能走。”
老李一边死死的拽着姑娘，一边给儿子儿媳打了电话让他们过来帮忙，
姑娘都要急哭了，周围的人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这姑娘不厚道，也有
的说老李讹人。不过老李可顾不得这么多了，他心心念念的是给儿媳妇儿讹
个项链儿钱也让她高兴高兴。
小李和小芳倒是不含糊，没几分钟就赶了过来，他们自然是不分青红皂
白只顾给老李助威，特别是小芳，直接拿出了泼妇骂街的架势，连珠炮似的
逼的姑娘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的抹眼泪，最后她实在没办法，只得把钱
包里的两千块钱全部掏出来给了老李。
看到小芳的项链儿有着落了，老李这才高兴的拍了拍土站了起来，直接
把钱都给了小芳，小芳一边数着钱一边无意的问着老李准备出门干什么。
老李这才猛地一拍脑袋想起了勇勇，可直到现在他们才傻了眼，这四周
哪里还有勇勇的影子？
小芳哭天喊地的叫了起来，老李终于一口血喷了出来，这下好了，为了
给儿媳妇儿讹个项链儿钱连小孙子都给弄丢了，这下老李怕是要活到头儿了
……

绘绘大学学的就是护士专业，毕
业后没有和同学们一样拼命想留在大
城市，反而是主动回到了家乡的小县
医院。 绘绘家乡在偏远山区，不到
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去医院的，能抗
住的病大家都尽量扛住，都花不起那
钱。
绘绘上班的第一天就碰到一个患
者，小孩子得了急性肺炎，家里几代
都是贫农，连挂水的钱都凑不齐，最
后是绘绘拿出自己的毕业奖学金，这
才救了那小孩。就为这事，院长还在
那年工作总结会上专门提出表扬，说
这大学里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不仅专
业技术过硬，思想境界也很高啊！
转眼间，绘绘回到家乡已经三年
了。今天院里要宣布新的护士长任职
，三年里绘绘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
大家都说这护士长非她莫属，院长大
会小会上也不止一次表示过提拔她。
可是这天中午，眼看就到了开任
职大会的时间，突然院里送来了两个
重伤病人。是两个年级相仿的孩子，
一男一女，附近路上发生重大车祸，
两个孩子伤的最重，来不及送到市里
就只好送到最近的这里。 没办法，
宣布任职的事只好暂时搁置下来。
再说到那两个病人，伤得非常重
，颅内出血，必须马上手术清淤，不
然会有生命危险。可是院里就一个手
术台啊！平时大手术都是转到市里，
这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一下子都
不知道怎么办！
就在所有人都手足无措的时候，
院长办公室电话响了。也不知道是谁
打来的，大家只看到院长接到电话后
身体一下子绷得笔直，一个劲回答，
“是，是是。”
“您放心，一定安排好。”
挂了电话，院长擦擦额头上的汗
，绷直的身体一下子瘫在椅子上，又
突然像是记起什么，突然指着绘绘，
“绘绘，快！尽快安排手术，先给男
孩做。”
“啊？院长，那，那个女孩怎么
办？她颅内大出血更严重，耽搁了怕
有生命危险啊！”
“不管了，先给男孩做。”平时
表现冷静的院长不知道怎么了好像变
了个人似的，不耐烦的摆摆手说着，
随后他想了想补充道：“这是上面的
意思，还有，男孩手术结束后马上给

女孩做。”
得到了院长的吩咐，大家谁也不
敢耽搁。绘绘还想说些什么，可是刚
开口就碰到院长冲她摆头，她这下也
明白啦，啥也不用说了。
县里的小医院从来没做过这种大
手术，整个院里的人都为这事忙的团
团转，幸好一切顺利，大家给男孩做
完手术后又赶紧给女孩做了手术，一
直忙到后半夜。
后来绘绘才知道那个电话是市里
领导直接打来的，男孩的父亲是个大
商人，来市里投资建厂。男孩的父亲
来考察情况，男孩从小就在城里，这
次跟着父亲想去山里玩玩，可没想到
就遇到了车祸。
市领导担心车祸给投资的事带来
负面影响，所以打了这个电话，下了
死命令要救活男孩。 而那女孩家只
是附近的农民，女孩去山里放牛，正
好碰到男孩的车开过来。男孩的司机
一直都在城市大道上开车，哪里在路
上看见过这么多牛，一下子慌了神酿
成了车祸。
不久后，两个孩子都醒过来了，
可是手术后的正常检查中发现，虽然
手术进行的很顺利，但毕竟两个孩子
伤得太重，院里条件又有限。瘀血滞
留时间太长，导致面部神经受到损伤
，两个孩子命是保住了，可都留下了
面瘫的后遗症。 出院的那天，男孩

家里来了不少人，把院长办公室围得
水泄不通，男孩的父亲指着院长的鼻
子吼道，“庸医，我儿子这么年轻让
你们治成面瘫，我告诉你们，我已经
找过你们市里领导了，你们都给我等
着。”
说着当着院里所有人的面一下子
掀翻了院长办公桌，轰得一下摔门而
去。
没过几天，市里传来了消息，男
孩父亲还是撤了资，市里的建厂计划
也宣告破产。接着，上头也来了命令
，院长被免职了，吊销了行医资格证
。
院长走的那天，院里人好像都比
平时要忙，只有绘绘一个人送院长到
大门口。绘绘看着院长的背影，一下
子觉得他老了许多，头发也白了，腰
杆再也不像平时那么挺直。
院长看着绘绘，一副欲言又止的
样子，最终还是摇摇头准备上车。
“院长，等等我啊，院长。”
车子刚发动，医院大门那传来喊
声。绘绘回头看去，是女孩和她的父
亲。
女孩父亲满头的汗，急匆匆的跑
过来拉住院长的手：“怎么了院长，
我刚去您办公室，他们怎么说你要走
了？” 老院长不知道该怎么和女孩
父亲解释，只好望向绘绘，绘绘马上
接过话茬。
“怎么了叔叔，您怎么来了？”
“哦，对了，你看我忘了正事。
”女孩父亲一拍额头，笑着从女孩手
中接过一个包裹说道“院长啊，您救
了我女儿命，家里穷啥也没有，孩他
娘捉了两只老母鸡，您看？”
女孩父亲边说着边把手里的包裹
推进院长怀中。
“哦，不不不，这使不得，使不
得，是我们的责任，这么好的姑娘就
这么留下了面瘫。您就不怪我？”
院长赶紧推回怀中的包裹，声音
里满是歉意。
女孩父亲把女孩抱到怀中，溺爱
地摸着孩子头，看着女孩面瘫了的脸
说道“这叫什么话，院长，老汉我不
求太多，只要孩子有条命在，不影响
以后嫁婆家生娃，我就心满意足啦！
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哩！哪还能怪你
，那就太不是人啦，我老汉没虽然读
过书，但这知恩图报的理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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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美國教育，給了她無數驚喜

中美教育对比

李子，土生土长的建德人，10 年前
她带着 6 岁的女儿移民到美国波士顿。
今天，是李子女士回国探亲的日子。从
她到美国起，建德的亲戚朋友、同学、
以前的同事一直不停向她打听美国教育
的情况，尤其是一些想送孩子出国念书
的家长问题更多：“你觉得美国教育好
还是中国教育好。”
李子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女儿
小学阶段是比较难忘的时期，小学阶段
不仅仅是女儿在和美国教育相磨合，也
是她在中美教育差异上不断做斗争。好
在，女儿算优秀，10 年的美国学习生活
，给了她无数惊喜，女儿小学、初中各
跳了一级，今年下半年 16 岁的女儿将以
优异的成绩开启她的大学生活。
女儿对美国小学初印象——舒服
10 年前，女儿 6 岁，教育水平停留
在幼儿园阶段，没有上过任何性质的辅
导兴趣班，也没有强化过英语训练。到
了美国以后，女儿就读了当地的私立小
学。
开学第一天，老师对李子说学校里
有给孩子准备电脑，但也可以自己带手
提。不久后李子开始担忧，这里的小学
，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在
学校最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下午不到
3 点就放学回家，最让她开眼的是根本
没有教科书！当那个金发碧眼的女教师
弗丝女士看了她给女儿这个年龄国内孩
子在做的一些习题后，温文尔雅地说：
“我可以告诉你，3 年级以前，你女儿

的数学是不用再学了！”面对她那双充
满笑意的蓝眼睛，李子就像挨了一闷棍
。
日子一天天过去，看着女儿每天背
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李子
的心就觉得沉甸甸的，她很怀疑把 6 岁
的女儿带到美国这件事是不是她人生中
最蠢的一件事。很快，在美国的第一个
学期过去了，她把女儿叫到面前，问美
国学校给她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女儿笑
着送给了她一个字正腔圆的答案：舒服
！这两个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李子的脑门
上，她的心更不安了，这与她从小所经
历的中国教育太不同了。
女儿 9 岁时家庭作业——《中国的昨天
和今天》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年，女儿的英语
一直在飞跃，在发音上也非常地道，甚
至超过了李子。李子说：“那时候女儿
9 岁，念小学 3 年级。我发现，女儿放学
后经常叫我带她去图书馆，时不时都是
背回一大书包的书。”终于有一次，李
子忍不住问女儿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
，女儿一边看着那些借来的书一边打着
计算机，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作业？李子凑过去，看见女儿打在
计算机屏幕上的标题是：《中国的昨天
和今天》。这是一个小学生的作业？这
样天大的题目，即便是博士，敢去做吗
？于是严声厉色地问这是谁的主意，女
儿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
，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

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而且自古﹁尊师重教﹂，甚至有﹁天地君
亲师﹂一说。老师为学生﹁授业解惑﹂，学生打内心感激老师，这好像
都是天经地义、太正常不过的事了。然而，当我们看到人家幼儿园的老
师是那样地进行公民教育，而我们这里却还在向孩子的家长要﹁表示﹂
，这哪里有一点﹁公民教育﹂的影子呢？一想到此，就不难明白：中国
的公民社会离我们还有多么地遥远。

那还是前年即 2012 年，当时从鲁迅青
少年文学奖网转载的一篇网络比赛的网文
在众多网站疯传，作者是上海市江苏路第
五小学三（七）班杨芷湄小朋友。
这篇作文的题目叫《爸爸，请你“跪
”下来跟我说话》，读后感觉很形象，很
丰富，既不失童真，又值得我们大人学习
。总之，一个三年级小学生能写出约 1200
字的长文章，又写得这么有意思，很了不
起。自己在读小学三年级时，无论如何写
不出来。
文中至少有两个地方写得很吸引我。
一处是当杨芷湄小朋友听说在一百多年前
的上海，改变市民提着活鸡活鸭上公交车
的习惯大约用了二十年，于是得出一个结
论，这就是：“我觉得大人想改变自己，
比小孩都难。”
在我看来，这个结论至今仍颠扑不破
，并且由小芷湄文章中另一处给了佐证。
这一处因写得特别动人，忍不住，容我
转述一下：
2011 年 10 月，小芷湄参加“美国皮克
斯动画展”。
当时一个阿姨问她：“小朋友，你想
问骆大使一个问题吗？”此时骆大使正在
跟其他人说话；又因为他是美国大使，是
此时此刻最大的人物，很多记者围着他拍
照。
小芷湄说她怯怯地走到骆大使身后，
说：“大使先生，你小学时候功课怎么样
？”
骆大使惊讶地回过头，用英语说：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小芷湄回答道：“我这次英语考了 82
分，妈妈骂了我。”
没想到，只见骆大使和翻译单膝“跪
”在小芷湄面前。
这让小芷湄惊呆了。
骆大使讲了十几分钟（为了简洁，容
我这个转述者省略骆大使所讲内容），而
我们的小芷湄也被他的动作和周围照相机
的闪光吓坏了。
事后，小芷湄说她没有记住多少骆大
使的话，脑海只有他和翻译在她面前跪下
来的画面。
小芷湄还说她清晰地看到骆大使关爱
她的眼神，还有耳边的白头发。
当时小芷湄就想，什么时候她的爸爸

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
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
，说明自己的看法”。李子一时语噎，
偌大一个中国，它的地理和文化，它的
历史和现状，一个 9 岁的孩子能说得清
么？
几天后，女儿完成了这篇论文。让
她惊讶的是，这篇作业打印出来的竟是
一本 20 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
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热
热闹闹。李子没有赞扬，也没有评判，
因为她自己有点发懵，在这篇论文中，
她看到女儿不但分出了章与节，而且在
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而这些是国
内大学论文写作方式。
女儿另一家庭作业——《我怎么看人类
文化》
如果说之前那个《中国的昨天和今
天》这一论文还是有迹可循，女儿之后
的另一个作业就让人摸不着边际了，这
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女儿灵机
一动，问她：“饺子是文化吗？”饺子
？文化？一时间，李子又不知该如何回
答了。
为了给孩子一个负责任的回答，她
和女儿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花了不
少功夫，她们总算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
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复复的折腾，女
儿又是几个晚上坐在计算机前煞有介事
地做文章。李子说：“我看她那专心致
志的样子，不禁心中苦笑，一个小学生
，怎样去理解文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

，也能像骆大使这样可以跪下来跟她说话
就好了。
后来这个照片上了报纸。大人们讨论
很多。有些人赞赏，可也有些人说骆大使
“在作秀”。可小芷湄的爸爸一个在美国
留学回来的朋友却说：美国大人都这样，
这是教养。
自己没有出过国，看到这里，不由得
联想起先前有那么一段时间北京有几家媒
体像是喊了“一二三”似地一齐骂至少令
小芷湄这个中国小女孩很热爱的骆家辉大
使“作秀”。骆大使来中国后所干的一切
，只要是受到人们的赞扬，特别是受到中
国普通人赞扬的事，在有些人眼里，统统
都是“作秀”。
可当你读了这个名叫杨芷湄小朋友不
足 1200 字的比赛网文，就不难判断，到底
是骆家辉大使作秀，还是我们有些人有些
媒体无耻。至于那些幕后策划者，似乎比
无耻还要等而下之，这里不说也罢。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要指责我这是在
借题发挥，特别是那些被我戳到痛处的东
西。
我承认：就是想借题发挥。可有些东
西一个劲儿地在那无耻地指责骆家辉“作
秀”，又算什么呢？总觉得那些指责骆家
辉“作秀”的人比我这种“借题发挥”者
也不知要贱多少倍。
我有这个自信。
在人们的印象中，有关中国的教育问
题，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
都要拿出来“说事”。那还是 2010 年，人
大代表、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与本省代表
讨论时直言不讳：“现在我们招生只要成
绩好的就录进来，这样只惟分数，培养不
出创新型人才的，这样的标准已经误了我
们几代人了。”还说，“用一个标准衡量
过的人，就像机器生产出来的零件，一模
一样，但这样一把尺子就把偏才、怪才都
给弄掉了，所以现在产生不了钱钟书这样
的人。”甚至面对浙江教育厅厅长：“教
育要发展，必须要改革。我现在就问你你
想不想改？你们有没有紧迫性？若有我就
去请示。”
可以说，这些话虽不敢说耳熟能详，
但不少人大约都听到过，然而，人微言轻
，一些普通人“说”了多年，并不起什么
作用。现在身为走在改革开放之前省份的

外延又无法确定的概念呢？
但愿我这个虎头虎脑、从来
就对吃兴趣无穷的丫头，别
只是在饺子、包子上大作文
章。”
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
无拘无束的女儿，很快就把
文章做出来了，这次打印出
来的是 10 页，又是自己设计
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那
一本一本的参考书。那自信
的样子，似乎发现了别人没
能发现的真理。老师给这篇
文章的批语是：我布置本次
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
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
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大开
眼界。
中外教育没有好坏之分，女
儿适应美国式教育
女儿小学时第一次家长
会，李子女士认真的准备了
笔和本，以便记录老师所说的话。而当
她来到学校时，她意外地发现，会议室
里又是气球又是彩带的，不像是家长会
，倒像是开联欢会。而且孩子也全程参
与其中。班主任弗丝女士面带微笑和每
一个进来的孩子家长打招呼。
弗丝女士是教育学博士，李子说，
她特别喜欢她的那种作为教师的职业性
微笑，这种微笑不仅给你一种平静和安
全的感觉，而且给你一种信心和鼓舞。

省长，又是在全国两会上这
样讨论，而且还被媒体刊登
了出来，估计应该起些作用
。
那么这种“国情”又都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同样
是全国人大代表的浙江绍兴
文理学院党委书记王建华是
这样跟他们省长说的：“我
们现在什么都动不了啊，什
么都听上面的，高校不是办
学主体，活力不足，没有积
极性。”
这话很可能正说到了中
国教育的“痛处”。中国的
教育改革怎么改？我看就先
从这位大学的官员提到的弊
端改起。先前不少人总是在
每年国家对教育应该投入多
少银子上兜圈子。其实，尽
管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不可或
缺，甚至是越多越好，但更重要的是要尊
重教育规律。
如何办学、如何治校、如何培养人才
，其实与“上面”无关。“校长治校”，
“教授治校”，早已被国外认为是行之有
效的办学理念，然而，我们所有的学校却
都只能“听上面的”。这大概就是中国教
育改革的最大“瓶颈”，如果不能有效突
破，中国的教育改革也只会成为一句空话
。
笔者知道，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
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更好的选拔录取人才的
方式来代替眼下的高考制度，但这不等于
现在的高考制度就没有弊端。事实上，不
论是教师、学生还是高考评卷者甚至专家
都不讳言我们的教学方式和这种仅仅看重
分数的高考制度弊端多多。然而，一年是
这样，两年是这样，多年来一直是这样。
为什么就不能改变呢？是真的改变不了吗
？是真的就找不到更好的选拔录取人才的
方式来代替现在的高考制度，还是我们就
没有下功夫去找？素质教育喊了多少年了
，特别是在小学，喊得最响。可一到中学
，尤其是一到高中，一遭遇高考，什么
“素质教育”都会败下阵来。一个个学生
，还有他们的家长，为了高考，为了分数
，就什么也不要了。

当她初到美国时，她曾一度担心女儿语
言关过不了，会影响学习，那时候，弗
丝女士就是带着这种微笑，给了她一个
不容置疑的答案：“请相信孩子的语言
能力，你们不要担心她的英语，要担心
的恰恰是她的中文。”
李子说，这么多年来，太多的人问
她中国教育好还是美国教育好，她真的
是说不出来，她只能说，不是哪里好不
好，是中美教育真的不一样，而女儿对
美国式教育很适应。

可全国一代代的青年学生都被这种高考
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这还不足以说明问
题的严重性、不能引起国家的重视吗？这
些年，不少有识之士介绍了多少外国有关
在素质教育方面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难
道就没有适合我国的？那些高考试卷的出
题者，那些教科书的编纂者，那些从小学
到高中乃至到大学的“教育大纲”的制订
者，就不想着革除我们教育制度以及高考
制度中一个又一个的弊端？就不想着如何
提高学生们的素质。比如早就有学者呼吁
，我们现在更应该强调的是“人”的教育
，是“公民”的教育，否则，我们培养出
来的一批又一批都是没有“公民意识”的
人才，而依靠这样的“人才”又如何去建
和谐社会？又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
算全国十几亿人中的成年人都是经过这样
高考而读了大学的大学生，也还是不能说
我们的社会就成了现代化的社会，我们的
国民就真的有了高素质，有了“公民意识
”。
一个教育制度落后的民族是一个没有
希望的民族。
一个教育制度不公的社会是一个没有
希望的社会。
一个不尊重教育规律、不尊重人思想
自由的国家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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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機關，差點成了廉政的反面教材

去年8月，我偷偷报名了市直部门选
调公务员的考试，本没抱什么希望，没想
竟通过了笔试。
如果说考公务员是“百里挑一”，那
选调就是“优中选优”。没有家庭背景的
人，要想在体制内流动，只有这条路可走
。
通知要求面试前，现单位必须出具同
意报考证明。也就是说，要么放弃不去参
加面试，要么就得即刻去告诉领导，“我
可能要离开这个单位”。
为此，我很是忧虑。
我所在的综合办公室，日常工作十分
繁琐，加班更是家常便饭。主任姓刘，性
子谨小慎微。我之所以报名，也是实在想
换个环境。
权衡再三，我决定先和刘主任汇报一
下。
刘主任听后，脸上倒是没什么表情，
沉吟许久，慢条斯理地说：“这是好事，
去了那边，可以发展得更好。这个事情，
你先去和王局长说，再去和马局长说。”
王局长是这里的副局长，马局长是一
把手，出具证明绕不过他们。
“他们若问起，我知不知道这个事，
你就说没和我说过。”刘主任接着说道。
我去找王局长。王局长听后很爽快，
“不错啊你，工作上能干，考试还这么厉
害。不过你和我说没用，要去隔壁，马局
长同意才行。噢，别说来过我这，我不表
态。
两个领导的态度让我稍稍放下
心来，于是敲开了隔壁的门。
还没说完，马局长就打断了我，面色
阴沉。“没点组织纪律！报考这样的事情
，怎么不事先汇报？现在笔试过了才说，
还把我这个局长、把我们单位放在眼里吗
？”
我唯唯诺诺，“我以为考不上的，就
想试一试自己的考试水平。”
马局长猛地一拍桌子，“你这样给单
位造成多大的被动？单位是你想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地方吗？你这是不负责任！”
看他如此生气，我犹豫起来。如果面
试不过关，还得在局里呆几年，现在把关
系闹僵了，实在是得不偿失。“马局长，
您别生气，我也没说一定要去。如果您不
同意，我尊重您的意见，放弃面试。”
马局长愣了一下，“我也没说不准你
去。这件事，局里要讨论讨论。你们刘主
任知道吗？”
我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
“去请你们刘主任过来。”
我回到办公室，把事情经过和刘主任
说了。他慢条斯理地点了一根烟，不发一
言。
“刘主任，麻烦您去局长那里帮我说
说话吧。不管成不成，我都感谢您。”
刘主任吐出烟圈，“现在不能去。他
正在气头上，我去肯定挨骂，事情也办不
成。等过两天再说吧。”
就这样，离截止日期仅有几天了，证

明的事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我想到一个学长，他比我早两年进入
体制，说不定有办法。“要不你晚上去刘
主任家走一趟？”他一言让我茅塞顿开。
下了班，我直奔烟酒柜台，花了半个
月的工资，拿了两条好烟，用报纸包起来
，装在纸袋里。
我打开手机拨了过去，“刘主任，您
家在哪个小区啊？我想向您汇报工作。”
逢年过节从不到领导家拜访的我，哆哆嗦
嗦地说完这句，心都要跳出来了。
“哦，这样吧，我微信把地址发给你
。”刘主任一如既往地波澜不惊。
来到刘主任家，我把纸袋放在玄关处
。他招呼我坐下，“你的事情啊，马局长
的工作很难做，他很固执的。但我会尽力
，怎么说也不能挡了你的前途。”
有刘主任的话，我放心离开。
第二天，我便如愿拿到了证明。只是
上面盖的不是单位的行政公章，而是业务
公章。
我有些迟疑，“刘主任，这样怕是不
行吧？”
“你先送过去，试试看，这是马局长
的意思。”
我只能跑过去碰碰运气，不出所料，
证明被打回来了。那边明确地告诉我：
“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把合乎规范的
证明交过来，面试资格将会被取消。”

我面子有些挂不住，“就要过节了，
也不知道您喜欢吃什么……”
“你当我什么人了？小小年纪不学好
，尽搞些歪门邪道！”马局长声音极大，
简直像个高音喇叭。“无论你是送什么东
西，我都不会收，而且我还要交到纪委去
！”
“你听着，我本来是同意你去考试的
，但看你现在这种做法，就知道你道德品
质有问题。以后就算你面试过了，我也让
你去不了！”
“下个星期，局里要开反腐败工作大
会，你这个案例就让大家学习学习，好好
敲敲警钟……”
我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马局长说个不停，我插不进话做解释，
眼泪一时忍不住，涌了出来。
马局长注意到了，停住了话头，语气
稍稍缓和了些，“你哭什么？你还委屈了
？”
我连忙摇头，“我错了，局长，请您
原谅。我不要证明了，今后会在局里好好
工作。”
马局长手一挥，声音平静了不少，
“好吧，你出去吧，这事就算了。”
出了门，我直冲洗手间。蹲在格子里
，捂住嘴巴，哭了起来。我不过就是一个
办事员，又不是离了我单位就运转不了了
，为什么非要卡我的证明？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学长又给我
出主意，“你啊，上班时间直接去找马局
长，趁办公室没人的时候敲门进去，大大
方方地汇报，请他批准盖章。注意措辞，
多说点好话，要表达对领导的理解。”
“说清楚一点，你只是想去试试身手
，请领导给个机会。如果没考上，会安心
工作，服从安排。还有，快中秋了，往信
封里装两千块钱，一起带进去。”
“这么多？”我吃了一惊，一个月工
资才两千出头，这一下子就送出去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你考的是市
局，平台更高，更有前景，花两千值。”
“可还有面试呢，又不一定能考得上
。没考上的话，这钱不就白花了啊。”
“正因为如此，你才更要去送礼。万
一没考上，也给自己留条后路，领导也不
至于给你穿小鞋。”
我来到马局长办公室门口，信封就放
在口袋里，犹如一个烫手山芋。听到里面
没有说话声，我敲敲门，得到“请进”的
答复后，推开进去，顺手把门虚掩。
我满脸堆笑，故作轻松地坐在他对面
的沙发上，把酝酿已久台词，磕磕巴巴地
说了出来。
马局长认真听着，面色和蔼。我受到
了鼓励，一说完便伸手掏出了信封。我站
起来走向马局长，他桌面上放着好些书，
我只要随便打开一本，把信封往里面一夹
就好。
正当我把信封往书里放的时候，马局
突然发起火来，“你这是干什么？”

中午吃完饭，父亲打电话来问情况。
“你要是真想去面试，我这还有条路
子。隔壁张嫂的侄子在县政府上班，我今
天和他说了你的事，他说他有个朋友和你
们马局长关系不错，不过要花点钱。”
我心里咯噔一下，又是钱。“他说了
大概要多少吗？”
“一万包你去新单位。不成的话，退
你五千。”父亲叹口气，“你要是没钱，
我们出，家里那几头猪差不多可以出栏了
。”
“这么多？我不去了。”我气不打一
处来，“爸，你别管了，反正我在这里也
是有编制，单位又不能辞退我。”
如果说考公务员是“百里挑一”，那
选调就是“优中选优”。如果说考公务员
是“百里挑一”，那选调就是“优中选优
”。
正当绝望之际，大头打电话过来，恭
喜我笔试过关。大头是我高中同学，现在
在县宣传部上班。工作能力不怎么样，但
会来事，会喝酒，回回都能把领导伺候得
服服帖帖。
我哪有心情和他寒暄，没说几句，眼
泪就又要掉下来。
他听我说完，数落个不停。“你呀，
怎么说你才好？工作几年了，怎么还这么
单纯？现在纪委抓得这么紧，你们马局长
跟你又不熟，敢在办公室收钱才怪。这种
小事，只要找对人，其实很简单的。”
“那现在这样子，我还坚持去面试吗
？会不会得罪人？”

“这么好的机会，你要是放弃我都替
你可惜。这样吧，下午两点半，你到我办
公室来一趟，我带你去找我们周副部长，
他和你们马局长好像是党校的同学。”
“周部长又不认识我，我这样找过去
行吗？”
“周部长记性好，你上次参加演讲比
赛时，他就在台下。他这人，最喜欢上进
的年轻人，应该愿意帮忙。”
“那我要准备……信封吗？”我有些
不确定，“放多少钱合适？”
“你这个木头脑壳！什么都不要准备
，你人来就好，不要把每个人都想得那么
坏。”
周部长的办公室很干净，桌子上摆着
一尊十分醒目的毛主席铜像。
大头已把我的基本情况告诉他了，见
我进来，周部长亲切地招呼我坐下。我有
些不安，笑容生硬，开口就要做自我介绍
。
周部长摆摆手，“我记得你的。你是
那次‘我是群众服务员’演讲的冠军，很
不错。”
“哪里哪里，周部长您过奖了。”
“听说，你们马局长舍不得让你这么
能干的人走，是吗？”
我有些不好意思，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来。
他话锋一转，“你知道什么是聪明人
吗？”
我急中生智：“部长，我不知道什么
是聪明人，但我觉得，自己应该不算，顶
多算是勤能补拙。我记得，那次演讲时，
您送给我们八个字，‘志存高远，脚踏实
地。’印象特别深。”
我试探性地说出这些话后，已然出了
一身汗，抬眼看了下周部长的表情，似乎
比较满意。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不
如马屁拍到底，“这八个字，我回家就写
在本子上了，已经成了我的座右铭。说起
来，周部长您是我的人生导师啊。”
周部长哈哈大笑起来，“你还写在本
子上了？我跟你说，这八个字是我几十年
的经验，总结出来送给你们年轻人的。如
今像你这样好学肯用心的，也不多了。这
样吧，我给你们马局长打个电话。”
他拿起手机拨了过去，我又紧张起来
。
“马局长啊，我侄女在您单位，还得
麻烦您帮忙照顾呀。”
“周部长您说笑了，您侄女是哪个？
”
“说来也是怪我，没提前和马局长打
招呼。现在她选调进了面试，还要拜托您
给她个机会。”
“她是周部长的侄女吗？怎么不姓周
？”
“不是亲侄女，但我把她当侄女看待
啊。本来呢，她考试之前就要向您汇报的
，是我要她先不说，等考上了再和您说，
免得她考试有压力。马局长您要怪就怪我

，不要骂她啊。”
“周部长放心，年轻人追求成长进步
是应该的，我这个一把手也不是老顽固，
肯定支持。对了，上次同学聚会您提前走
了，下次聚会可要先罚三杯。”
“没问题，那我就先替我侄女谢谢马
局长了。”
挂了电话，我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
来。
“我看你是个聪明人。”周部长笑着
说，“你以后去了新单位，记得要尊重领
导，不要和领导硬碰硬，凡事多汇报，也
要学着揣摩领导的意思。在机关里，一切
都要以领导满意为目标。”
我连连点头，忙不迭地道谢。
从周部长办公室出来，我第一时间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大头。
“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和我说过他喜
欢听奉承话，我也不可能这么顺利。”
“你也不错啊，演讲都过去这么久了
，还记得他的‘八字箴言’。”
“这还不是因为你在朋友圈里说了几
次，其实我也记不清他那次演讲说了什么
，我是乱猜的，估计他自己也不记得当时
说没说。”
“以后有机会多来和周部长说说话，
他最喜欢给年轻人讲心灵鸡汤了。”
我回到办公室，盖着单位红章的证明
就放在桌子上。没想到我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也办不成的事，周部长一个电话就轻松
解决了。
我如愿参加面试，来到了新的单位。
我记得大头的嘱咐，入职后，找了个
机会来到周部长办公室，向他汇报思想，
并再三表达感谢。面对他的教导，我表现
出一副极感兴趣且十分受教的样子，也偶
尔提问，周部长很高兴，连连夸我“孺子
可教也”。又和我新单位的领导打了电话
，请他们关照我这个“侄女”。
我难免也有些纳闷，“周部长对我这
么好，图什么？不要我送礼，也不准我请
客吃饭。”
大头告诉我：“你别想太多。他什
么也不缺，你送的那点东西，他能看得
上？别把关系搞俗气了。他是小学老师
出身，喜欢给年轻人上课。你知识面宽
，恰到好处地附和他，让他高兴，他能
带给你的帮助会超出你的想象。”
2016 年 12 月，省委巡视组来了。听
说周部长的亲属打着他的旗号包揽工程
，导致周部长被调查。到了 2 月，周部
长被调到了县政协，平稳着陆。
我问大头：“周部长是不是没事了
？”
大头翻个白眼，“肯定没事！你也
不想想，周部长经营几十年，人脉多宽
。他一直就是‘能帮人处且帮人’，你
看他帮你这么大忙，求什么回报没有？
所以他只要有事，有很多人都会帮他。
周部长算得上老狐狸了，聪明得很。”
我又感觉自己被上了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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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學子鐘央的創業之路
钟央，一个二十多岁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大学开始创业，公司被高价收购，接着转学来美国读大学，后来进入哈佛商学院，
中途休学出来创业，创建“爱直播”，通过直播技术对接中国出口商和美国进口商。他预言，未来将是基于直播的电商变革，而
他就是站在浪尖上的弄潮儿。
从大学开始创业的钟央，后来进入哈佛商学院，中途休学出来创业，创建“爱直播”，通过直播技术对接中国出口商和美国
进口商，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大学创业公司被收购
来美国前我在山东科技大学读了一年，
我家人已经移民到美国，我一直不想来，我
喜欢折腾，喜欢互联网，高中时开发了一些
程序，大学参加全国电子商务大赛，我们团
队拿了冠军。2007-08 年我们做了个 3D 的旅
游团购网站，我们把景点做成 3D 效果，相
当于谷歌街景，后来公司被高价收购。
同时，我还当学生会主席，100 米短跑
破学校记录，各方面很拔尖，我觉得在国内
挺好，不想来美国。当时所有的事情发展得
很顺利，我有点自我膨胀，有点飘。在大学
当教授的舅舅对我说，你一定要去美国，这
样对自己发展更好。
2008 年我来美国，那时候申请学校已经
截止。我直接去了布鲁克大学(Baruch)，录
取官说下周就开学了，不可能现在申请入学
。我去见了录取主任，他说，你这年轻人不
一样，我给你一个机会。所以我没耽误立刻
就转校过来读书。
刚来美国，很多兄长给了我帮助，布鲁
克给了我奖学金和助学金，我压力就很小，
还竞争了学生会的财政部主席。布鲁克很多
元化，我交了很多朋友，学了很多东西。
后来我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中美创新创
业峰会。我一直在关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直播是个很大市场，我想把直播运用到远程
教育。在会上我认识了哈佛商学院副院长，
他是印度裔，当时哈佛正在做 MOOC 远程
教育，他说，你的想法跟我们相似，可以申
请我们学校。
2012 年我进了哈佛商学院。我觉得在美
国有很多机会，但结果怎样还是靠你自己，
你要让别人欣赏你，就要冲出去，要表达出
来。很多前辈在你身上能发现自己的影子，
会给你机会。

进入哈佛结识精英
到了哈佛，所有人都非常低调，可能敬
畏学校，敬畏身边的人，对自己有新的认识
，意识到自己的光环可能不是光环，自己强
的方面，别人更强。有人比你更优秀，家境
更好，讲话更得体，但比你还更努力，更自
律。
大家都是天之骄子，你可能网球打得不
错，但别人可能在澳网拿前 8 名，还是平常
玩一玩而已。你会觉得自己一下子被啪地打
下来，然后会让自己更接地气。你看到很多
校友做分享，他们都很和蔼，很爱帮助应当
去帮助的人。
每个人朝不同方向发展，大家彼此分享
。以前我觉得自己像只小蜜蜂，自己找花粉
、酿花蜜，现在像在一个大蜜缸里，尽情地
吸收。
在哈佛我会去听神学、物理学的课，我
觉得每天都有无限信息量，那些人都是法律
、哲学、政治的专家，讲的东西特别精华，
那种感觉特别好。
在学校我睡得比较晚，凌晨 2 点多睡觉
，一直在学习，做作业或看东西，例如明天
分享《孙子兵法》，你必须有大量知识储备
。我最擅长的是，同时看三个东西，而有的
同学读书很快，读两遍就会背。
名校的学生特别清楚自己擅长什么，如
果不擅长的，就让别人来做自己不擅长的。
更高明的是，把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变成自
己擅长的。我认识一个做石油生意的人，他
不擅长会计，但他去哈佛读商科，专注会计
，他说，我知道我不擅长会计，但不能在这
里跌倒。一个武士，一定是在不擅长的地方
丢了性命，到了某个程度，置你于死地的就
是不擅长的东西。

早上 6 点钟我起床，做早餐，与室友扔
飞盘、打网球，然后到图书馆看书，上一到
两堂课。
我是 MBA2+2 课程，我选择先进校读书
，必须保证每门课都在 B 以上。哈佛给了我
一个很好的平台，我认识了我的一个合伙人
，他是 MIT 学生。另一个合伙人是我高中同
学。

为阿里巴巴上市做直播
我觉得，无论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求
胜”和“求生”的欲望。如果你觉得自己没
那么优秀，别人就很难欣赏你，所以你要求
胜。很多时候困难是未知的，逆境时你要懂
得如何求生。
我其实选了一条特别难的路，在美国我
没有很多积累就创业，每天都像打仗。过去
7 年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有时候上午连连
来了几个好消息，比如，这家公司可能要收
购你啦，有订单啦，但中午一过都是坏消息
，对方要求更多的数据啦等等。
创业跟从业不一样，创业关系到企业能
否发展，我们想拉阿里巴巴上市直播的订单
，刚开始阿里不给，后来确定下两家，一家
美国公司，另一家是我们。阿里想自己做这
个直播，迟迟不给我们订单，我们觉得可能
拿不到，大家感到失落，还剩四天时间，阿
里给我们订单，我们四个通宵没睡觉。
直播情况如何，会影响到股市，所有财
经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我们的团队在纽约
、北京、旧金山连轴转，几天几夜地转，最
多在睡袋躺 30 分钟，想起来很刺激。
我们用三条线播放。一条在“爱直播”
平台，一条给新浪财经，一条给阿里的媒体
名单，他们都能接到直播的信号。
直播过程中，我们要防范阿里对手的攻
击，他们攻击我们，让传输不顺畅，我们快
崩溃了，你必须要有好多方法来应对。阿里
给的压力很大，要找解决方案，内部也会吵
架，要媒体对接，还要带动 200 个阿里的员
工，阿里提出一部分人做防卫，黑客攻击我
们，在互联网上很难说这是谁做的。
活动一结束，所有人都躺倒了。我和合
伙人被邀请去参加庆功宴，虽然我们做了很
多，但我们感到那是别人的主场，我和合伙
人走出来，蹲在纽交所外面，望着纽交所外
挂的阿里橙色旗子出神。
如果是以前，我会希望将来成为阿里，
但现在不会了。越优秀的前辈，越低调，就
像一杯水，如果你觉得自己满了，别人的水
就倒不进来。
20 岁时，我给自己三年时间，三年后
公司要上市，三年过去了，好像没自己想的
那样，那么到 24 岁吧，又奋斗了一年。
付出的劳力，与得到的没成正比，到了
25 岁，觉得自己太急于求成，不扎实，太
飘，后来我更踏实地做事情。可能上帝给了
你一些 gift，可是不能透支，那样小时候很
行，长大就不行，你要珍惜，要提高，让自
己成为你希望成为的样子。
25 岁之后，我更多地思考，就更踏实
，有好的想法，就踏实地去做事情，我平时
也会做冥想，读《圣经》。

休学创业看好直播
我在布鲁克读了三年，2012 年到哈佛读
研究生，读一年后休学。至于为什么离开？
因为我选择出来创业做直播，2012 年已经出
了 iPhone 4 和 5，硬件已经达到这个水平
，我休学可以全力来做。
第一笔钱最难拿，所有人都看不到直播
的前景。我看好直播，因为第一，我发现
iPhone 4 有双镜头，我们就知道技术上没问

题，当硬件普及时，是软件系统爆发的时候
。第二，直播的体验感很好，只要有互联网
就能同时体验。
现在国内大的互联网公司都在做直播，
下一个互联网的潮流是直播。互联网产生了
门户网站，接着是商业模式变革，出现电商
平台，如淘宝、亚马逊、阿里。
未来将是基于直播的电商变革。例如在
国际贸易上的运用，贸易最大的问题是建立
信任，如果用直播，买家和卖家就有直接交
流，省去中间环节。我找到美国进口商，我
给对接国内的厂商和出口商，给进口商看产
品和产房直播，建立起信任。
很多时候美国进口商有顾虑，例如，
0.5 美元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在美国是 5.99
元，你这么便宜，质量怎么样？其实是中间
商把价格抬高了，我们切断中间的经销商环
节，让厂家与消费者直接连接，我们已经跑
了近一个亿的贸易订单。
大部分产品都适合做直播。例如，美国
从中国进口立体停车设备，我们把两者对接
，帮中国出口，帮美国进口，在美国的共管
账户上打进钱，产品到了，再付钱。这样就
把货物和钱的顾虑打消。
货品质量是首要，而不是价格多便宜。
我们对接的国内厂家应该产品 OK，依法纳
税。美国进口商，担心中国那边是皮包公司
，让自己损失订金。这些企业都知道如何出
口，但信息和资源不对称。
每个新技术，会促进生产关系的变化，
促使生产力的突破，技术运用带来新的商业
模式。所有技术，包括直播，最后是要解放
生产力，进而调整生产关系。

三个合伙人取长补短
创业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
。我们公司现在有 30 人，在北京有技术团
队，在青岛和纽约下城有销售，硅谷有个点
关注技术发展。
三个合伙人，我发展商务，另一个合伙
人是 Titten，他曾经是阿里海外 CFO，财务
很好，做事谨慎。还有一个合伙人张坤鹏是
我高中同学，技术出身，我们知根知底，他
是技术上的天才，流媒体行业里最棒的人才
之一。我的思维比较跳跃，Titten 能做很好
的对接，我做大的合作对接，我们各自有所
擅长，配合挺舒服，每个人的思维不一样，
但大的方向一样。
北京白天是美国的晚上，我会工作到很
晚，白天与合作方做推进，晚上与北京做对
接，从 8 点工作到凌晨 2 点。我睡 4 个多小
时，以前睡觉前会思考，全身肌肉很紧张，
现在充分放松，做冥想。我喜欢自由搏击、
骑马、射击、滑雪、游泳。这些运动与创业
相似，让你更集中精神。
创业的所有困难，都在于你是否准备好
了，没有任何项目是不好的，关键在于你有
没有变成那个合适去做这件事的人。
好的想法和资金都不困难，问题在于你
有没有提高到能驾驭的状态。还有，你到底
有多想做这件事，如果你真得很想要，你一
定能想出办法来，一定会有人帮助你。我很
小时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在幼儿园时我就
知道我想做商业。一旦想法明确了，你不会
因一时得失而停止。
我个人的目标，是更多、不断地突破，
最大限度帮助更多的人。如果你得到那么多
恩惠，你应给与更多，但我没做到。我一路
上得到很多恩惠，我觉得我本来不应该得到
这么多，我应该给与更多。我们在筹备设立
一个年轻人创业基金，介绍如何成立公司、
融资，让他们做尝试，也帮助他们到国外读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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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s Visit To The U.S. -- Prelude To Crisis In Asi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ttended a welcome banquet hosted by Trump and
First Lady Melania at Trump’s Mar-a-Lago resort, the
first face-to-face meeting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after several talks on the phone.
Also present at the banquet were China’s high-level
officials including former foreign minister Yang Jiechi
and Vice Premier Wang Yang, Tillerson and his wife,
Trump’s daughter Ivanka and her husband Jared
Kushner as well as several officials from the White
House.

Melania Trump and Peng Liyuan toured Bak Middle School
of the Arts in West Palm Beach, Florida on Friday. (Photo:
AFP/Getty Images)

First Lady Peng Liyuan (right), President Xi Jinping,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nd his wife (Photo: Xu
Yifan/Sino-US.com)

Arrival
After a visit to Finl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is wife Peng Liyuan arrived at the Palm Beach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Florida in early afternoon
of April 6, for their first meeting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o assumed the White House in
January 2017.
Xi and Peng were welcomed by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nd his wife at the airport, under
the gaze of an enthusiastic welcoming crowd.
Xi and Peng’s arrival was also warmly welcomed by
thousands of Chinese Americans from Florida and
other parts of America, who were seen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road which Xi’s delegation passed by when
heading to Palm Beach resort where Xi stayed during
the meeting.
Banquet
At around 5 pm on April 6, Xi, Peng and the delegatio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is wife Peng Liyuan
attend a welcome banquet hosted b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in the Mar-a-Lago
resort in Florida,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6, 2017. (Photo:
Xinhua)

Korea nuclear issues and some other topics relating to
the benefits of the two countri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chat as they walk along the front patio of the Mar-a-Lago
estate after a bilateral meeting in Palm Beach, Florida.
Photo/Carlos Barria/Reuters

After the banquet, Ivanka’s daughter Arabella sa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song “Jasmine Flower” and recited a
Chinese poetry for Xi and Peng.

Before the banquet got started, Trump told the media
at the scene that he and his counterpart “had a long
discussion already”, adding half-jokingly that so far,
he has “gotten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Trump
also said he and Xi have “developed a friendship,” and
he thought they “are going to have a very, very great
relationship”.
Meeting
In the morning of April 7, a meeting which lasted
over three hours was held between the two sides,
concerning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trade and Nor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3rd R) and his U.S.
counterpart Donald Trump (3rd L) hold the second round of
talks in the Mar-a-Lago resort in Florida,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7, 2017. Photo: Xinhua

On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meeting was that both
the two sides agreed to the four newly-established
high-level mechanisms for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such areas as
diplomacy and security, economy, law enforcement
and cyber security, as well as social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President Xi said the two sides should properly handle
sensitive issues, manage and control differences in a
constructive manner, and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maj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affairs.
President Trump sai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ear
heavy responsibilities as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he is full of expectations for the meeting and hopes
to establish a sound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Xi for
the greater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After the bilateral meeting in Palm Beach, Trump
invited Xi for a walk around the Mar-a-Lago estate.
Trump also accepted Xi’s invitation for a state visit to
China with pleasure, and hoped to make the trip at an
early date.
First Ladies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and Peng Liyuan, the wife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oured Bak Middle
School of the Arts in West Palm Beach, 10 miles away
from Mar-a-Lago, on April 7.
At the Bak Middle School of the Arts, Peng visited
different classrooms, watched performances by
students and talked with them. She also joined a class
o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answered a question from

a student reporter about her connection with arts, and
was presented with a student's painting as souvenir.
Noting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enh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rea
of arts, Peng said she hopes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Bak Middle School of the Arts will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 in strengthening bilateral ties and
friendship through education and arts.
Farewell
Thousands of Chinese Americans, waving Chinese

Thousands of Chinese Americans were waving Chinese
national flags on the street, seeing off the President, his
wife, and the delegation when they headed to the airport in
the afternoon of April 7. (Photo: Chen Jian'ge/Sino-US.com)

national flags on the street, saw off the President,
his wife, and the delegation when they headed to the
airport in the afternoon of April 7.
Remarking on the first summit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Tillerson said
Xi and Trump enjoyed “very frank, very candid”
discussions that were “very positive.”
Thousands of Chinese Americans, waving Chinese
national flags on the street, saw off the President,
his wife, and the delegation when they headed to the
airport in the afternoon of April 7. (Courtesy sino-us.
com/)

China-US Trade Rises To 870.6 Billion Yuan In First Quarter:
China Custom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 truck carrying shipping containers travels at a port
in Qingdao,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October 13,
2015. (Photo: Reuter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mounted to
870.6 billion yuan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7, up 21
percent year-on-year, a spokesman of China'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said on Thursday.
In the first quarter, China's exports to the US increased
17 percent on year to 606.4 billion yuan, while imports
from the US grew 33 percent to 264.2 billion yuan,
Huang Songping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published on the website of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China's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S rose 6.7 percent
year-on-year to 342.1 billion yuan in the first quarter,
with the US accounting for 14 percent of China's total
trade value over the period, according the Huang.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Huang said that China's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S should be viewed with calmness

and objectivity, calling the trade imbala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 "nominal trade surplus" because a
large number of China's exports to the US are industrial
products that foreign companies transfer and produce
in China.
Huang also partly attributed the trade surplus to the US
restrictions on exports of high technologies to China.
During their first meeting in Florida last week,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greed to a 100-day plan for trade talks that will boost
US exports and reduce U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On Wednesday, US President Trump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at his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label China as a currency
manipulator. The decision, which backs away from
his campaign promise, is based on the judgment that
China has not been manipulating the yuan for month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d.
Another reason behind President Trump's U-turn on
the currency issue is that labeling China as a currency
manipulator could jeopardize his talks with Beijing on
confronting the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according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
At Thursday's news conference, Huang said that China
had suspended imports of North Korea's coal, as a part
of a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to
punish the authoritarian country, whose missile tests
and nuclear program have increased regional tensions.
In the first quarter, China imported 2.67 million tons
of coal from North Korea, down 51.6 percent yearon-year, according to Huang. (Courtesy http://sino-us.
com/)

cooperation.
As the two leaders wrapped up a Florida summit
overshadowed by U.S. missile strikes in Syria
overnight, Xi joined Trump in stressing the positive
mood of the meetings while papering over deep
differences that have caused friction between the
world's two biggest economies.
Trump's aides insisted he had made good on his pledge
to raise concerns about China's trade practices and said
there was some headway, with Xi agreeing to a 100day plan for trade talks aimed at boosting U.S. exports
and reducing China's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3rdL) holds a bilateral
meeting with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2ndR) at
Trump's Mar-a-Lago estate in Palm Beach, Florida,
U.S., April 7, 2017. Photo/REUTERS)

Related
Trump, Xi Agree To 100-Day Plan To Discuss
Trade Issue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ve agreed to a new 100-day plan for trade
talks that will boost U.S. exports and reduce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Commerce Secretary
Wilbur Ross said on Friday.
"Given the range of issues and the magnitude, that
may be ambitious, but it's a very big sea change in
the pace of discussion," Ross told reporters after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held their
first face-to-face talks. "I think that's a very important
symbolization of the growing rappor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presse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do more to curb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and help reduce the gaping U.S. trade deficit
with Beijing in talks on Friday, even as he toned
down the strident anti-China rhetoric of his election
campaign.

Trump spoke publicly of progress on a range of issues
in his first U.S.-China summit – as did several of his
top aides – but they provided few concrete specifics
other than China's agreement to work together to
narrow disagreements and find common ground for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The two presidents and their wives meet with the
press at Mar-a-Lago.

Speaking after the two-day summit at Trump's Mara-Lago resort in Florida,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lso said that Xi had agreed to increased
cooperation in reining in North Korea's missile and
nuclear programs – though he did not offer any new
formula for cracking Pyongyang's defiant attitude.
Trump had promised during the campaign to stop
what he called the theft of American jobs by China.
Many blue-collar workers helped propel him to his
unexpected election victory on Nov. 8 and Trump is
under pressure to deliver for them.
The Republican president tweeted last wee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no longer tolerate massive trade
deficits and job losses and that his meeting with Xi
"will be a very difficult one."
On Friday, the unpredictable Trump not only set a
different tone but also avoided any public lapses
in protocol that Chinese officials had feared could
embarrass their leader.
"We have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rump told reporters as the
two delegations met around tables flanked by large
U.S. and Chinese flags. "We will be making additional
progress. The relationship developed by President Xi
and myself I think is outstanding.
"And I believe lots of very potentially bad problems
will be going away," he added, without providing
details. (Courtesy www.reuters.com/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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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熱烈歡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伉儷訪問美國佛州
(本報訊）4 月 6 日至 7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伉儷應美國
新上任的川普總統之邀，蒞臨美國佛羅里達州棕櫚灘工作訪問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邁阿密分會很榮幸也參加了佛州僑學
界歡迎的行列，在分會王雲福理事的號召下，有 14 位台灣鄉
親前往熱烈歡迎習主席伉儷，高舉著＂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
的會旗＂和＂台灣同胞歡迎您＂的紅布幔在場歡迎，由於會旗
有"紫色台灣＂的圖案，在歡迎隊伍中特別顯眼，台灣鄉親也
能參加歡迎習主席伉儷的行列，更拉近兩岸同胞的距離，為兩
岸和平發展工作注入了新的力量！
這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伉儷蒞臨美國佛州棕櫚灘前，佛

遠眺習主席伉儷臨上專機前揮手道別

州僑學界在一個月前，即聚會策劃，非常興奮的籌組歡迎事宜
，中佛州和南佛州僑學界並互相連繫，協調分工歡迎的工作，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邁阿密分會王雲福理事，榮膺佛州僑學
界歡迎習主席伉儷的副隊長，除了先前的準備工作和接受僑胞
報名外，在 4 月 6 日及 7 日兩天都必須一大早 4 點半起床，趕
至集合地點協助分配車次，幫忙搬運飲水等補給品，從邁阿密
早上 6 時 30 分出發，8 時 30 分到達水棕櫚海灘度假村和海湖
莊園，準備熱烈歡迎習主席伉儷的蒞臨，此次中佛州和南佛州
僑學界共有 14 個集合地點，50 部遊覽車搭載佛州各地的僑胞
在棕櫚灘集合，甚至有台灣鄉親從奧蘭多搭乘了 4 個小時的車
程趕至棕櫚灘，加上當地的僑胞有近三仟人參加歡迎習主席伉
儷的行列。第二天 4 月 7 日早上 10 時在習主席夫人座車離開水
棕櫚海灘度假村前往西棕櫚灘的巴克藝術中學參觀後，僑胞們
隨即趕往棕櫚灘國際機場準備歡送習主席伉儷，下午 2 時左右
護送習主席伉儷的車隊抵達機場前沿途，習主席伉儷還揮手向
歡送的僑胞致意，下午 2 時 30 分習主席伉儷的專機起飛返回
中國，圓滿完成了在美國佛州的工作訪問。
辛苦了兩天參加歡迎習主席伉儷的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
邁阿密分會王雲福理事，在活動後很謙虛的表示是＂遵照總會
梁義大會長的指示和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的宗旨 「關注台灣
鄉親福利，促進兩岸同胞交流」 ，做促進兩岸同胞聯誼、和平
共處與和平統一大業，是每個會員的任務與義務。＂，也只有
川普先生當選美國總統，才有榮幸和機會在佛州棕櫚灘川普總
統所擁有的海湖莊園，參予歡迎中國國家領導人習主席伉儷大
陣仗的行列。

歡迎習近平主席伉儷的玉照矗立在棕櫚灘的街道上

休斯頓川渝同鄉會成立十七周年慶祝晚會圓滿成功舉行
李海濤與卿梅在劉紅梅副總領事見證完成新舊會長交接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斯頓川渝同鄉會成立
十七周年慶祝晚會，於 4 月 8 日晚上 6 時在珍
寶海鮮餐廳溫馨舉行。卿梅、徐華榮譽會長
、李海濤新會長、方一川秘書長熱烈歡迎中
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僑務組
長房振群、哈瑞斯縣華裔法官張文華、中華
總商會會長孫鐵漢、徐建勳律師、山東同鄉
會會長房文清、東北同鄉會會長張玉誠、李
秀嵐前會長、恆豐銀行副總裁周明潔、豐建
偉心臟科醫師、大通銀行副總裁王曉霞、僑
界各社團代表以及旅居大休斯頓地區的四川
、重慶籍鄉親 300 多人參加盛會。四川省、
重慶市以及雅安市的僑聯、僑辦,佛州川渝同
鄉會、加拿大四川同鄉會、澳大利亞川渝同
李海濤與卿梅在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見證
鄉會發來賀函，祝賀大會成功舉辦。
下完成休斯頓川渝同鄉會新舊會長交接.(
下完成休斯頓川渝同鄉會新舊會長交接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副會長、眼科
專家陳卓醫師在會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在現場拉起會旗和歡迎紅布幔
上向大家介紹川渝
同鄉會捐助四川雅
新一屆休士頓川渝同鄉會會長。李海濤新會
安 「休斯頓僑愛小學」 的發展情況，她曾多
長致詞，感謝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僑界各
次前往雅安地區為當地受災民眾義診，引發
社團和老鄉們多年來對川渝同鄉會的支持，
大家熱烈迴響，現場僑胞們紛紛解囊，爭向
相信同鄉會的明天會更好。
為家鄉學生再盡一份心力。陳卓眼科醫師說
前會長卿梅表示，川渝同鄉會走過 17 個
明，當年他們用籌到的善款為鄉村捐建了這
多彩的春秋，為豐富華人華僑生活貢獻良多
所小學，改善了當地兒童的學習條件，川渝
，已成為大休斯頓地區僑界中美科學技術合
同鄉會的理事們還捐贈電腦、電冰箱和學習
作、文化藝術交流和豐富海外華人生活中的
用品，並設立了獎學金，鼓勵同學們努力學
一支生力軍。當晚，舉行豐富多彩的文藝演
習，力爭上進。
出，由侯菲、思揚主持,晚會在石雪梅與全體
當天，在劉紅梅副總領事見證下，由李
理事演唱的 「好日子」 歌聲中，大家度過美
海濤與卿梅完成新舊會長交接，李海濤擔任
好難忘的夜晚。

休城工商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人長期腰痛背痛
頸痛，這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椎間盤突
出。椎間盤突出分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間盤
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腿痛常見原因之
一，其主要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間盤突
出又名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症或腰椎間盤髓核
突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脫”或“腰突”。
它是指人體隨著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傷和積累

性外傷等原因，使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
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
膜囊而引起的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症狀
的骨科常見病、多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部疼痛，下
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
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
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

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
過久後疼痛加重等。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
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髓核向後或
後外側突出，壓迫脊神經根引起腰腿痛，坐骨
神經痛是腰間盤突出症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明顯的頸
部外傷史或有長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
經根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上背部劇烈疼
痛，伴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
疼痛加重。肌力下降，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臂
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
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
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療椎間盤突
出有 20 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
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
法，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
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
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 copay 還
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 診斷治療，
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
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症、缺水程度
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
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
下來疼痛馬上減輕 80%。李醫生還專精車禍
後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
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6pm）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汽車維修大全（十七）
56、車輛空調開啟時
發動機轉速不變化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的車輛開空調時，發動機
的轉速都有所提高，這是為了滿足空調壓縮
機的負荷要求，保持發動機的怠速穩定。但
是，很多新款車輛配置的發動機，在開空調
時發動機是不提高轉速的，而是依靠增加發
動機噴油器的噴油時間來保持發動機的怠速
穩定。所以，開空調時發動機不提速不一定
就是故障。
57、空調出風口風量小。
故障判定：維護類故障。
原因分析：車輛內部的出風口風量隨著
車輛的使用會出現在同一風扇轉速下風量逐
漸變小的現象，同時製冷的效果也減弱了。
一般這都是因為很多的新款車都安裝了空調

濾清器，安裝的目的是為了保持車輛內部獲
得乾淨的空氣，這也使空調蒸發器保持乾淨，
獲得最佳的製冷效果。濾清器使用一段時間
後會被塵土所覆蓋造成透氣性能減弱，隨之
出風口的風量也就減小了。因此，只要更換
新的濾清器問題就解決了。
58、車輛後門從內部打不開。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目前的轎車一般都在車輛的
後門處安裝有兒童鎖，來防止乘坐在後座的
孩童出於誤操作使車門打開，出現安全事故。
很多人在清洗車輛時由於不注意，搬動了兒
童鎖的手柄，出現乘坐在後座的乘員從內側
打不開門。這不是故障，只要從車輛外側打
開車門然後再把兒童鎖的手柄搬到開的位置
就可以了。
59、冬季清晨有時車門不能開啟。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冬季洗車時後，放在露天的車
輛經常出現車門沒法打開的現象，這不是故
障，是由於洗車後殘留的水分留在了門子的
密封膠條上，水結冰後造成粘連所致。如果
粘連不是很嚴重，可以採取強行拉開車門的
方式打開。如果粘連的情況非常嚴重，強行
打開會損壞車門的密封膠條。（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 :281-564-6541
地址 :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