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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成立“天地會”收保護費

同學不滿插隊被打
校园欺凌、聚众斗殴……近年来，国内外频频曝出校园欺凌等青少年犯罪的新闻，也引发
了人们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重视。人们逐渐发现，那些看上去几乎不像是正常孩子的行为，
竟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且许多危险的因素也隐藏在学生们之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
，引发严重的后果。沈阳晚报、沈阳网记者从沈阳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近年来，沈阳市未成
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处部门受理的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逐年下降，但其中一些常见的容易
引发犯罪的行为，仍需我们多加注意和警惕。

中学生成立“天地会”
向低年级学生勒索钱财
“听说你家很有钱，大哥我今天
玩网络游戏买装备没钱了，向你拿一
点儿怎么样？以后要是被谁欺负就报
我‘天地会’的名头。”这样的话出
自一名不到14岁的中学生之口。学生
小陈因为被插队说了一句“怎么不排
队”，就遭到“天地会”成员的拳打
脚踢。“天地会”向低年级学生收取
保护费，敲诈勒索，对不从者进行殴
打，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清远初中女生扒光同学毒打
”、“安阳小学女生遭狂扇耳光还
被逼下跪磕头”、“女生厕所内遭
两同学轮扇耳光”，国内多起学生
被殴打的视频流传于网络，“校园
欺凌”一词也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在类似的事件中，受害学生因惧怕
往往忍气吞声，甚至还引发了受害
学生自杀的悲剧。

一次玩笑打闹
或许就会引发校园欺凌
沈阳市人大代表、市第七中学
校长曹淑君表示，作为一名校长，
她非常关注校园欺凌的新闻，但在
实际工作中发现，社会上对校园欺
凌的定义比较模糊，这也为处理类
似事件带来了很大困难。其实，校
园欺凌或者校园暴力并不是法律用
语。2016 年 4 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
员会发布《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
治理的通知》，提到“发生在学生
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
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
伤害的校园欺凌事件”，或可作为
校园欺凌这一词语的定义作参考。
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
事检察工作处检察官刘云鹏介绍，

校园欺凌会涉及到故意伤害罪、聚
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抢劫罪、
盗窃罪、强奸和猥亵罪等罪名。其
中很常见的一种类型，就是学生们
在玩乐、打闹过程中，没有控制好
自己的情绪，或是行为失度，对对
方造成了伤害，进而引发了矛盾与
冲突，最终演变成了校园欺凌或校
园暴力事件。所以，学生们在学习
生活中一定要注意与同学保持良好
的关系，不要意气用事或是做出冲
动的行为，因为一次小小的玩笑打
闹，很可能引发校园欺凌事件。

起诉 2407 人
1128 人犯的是聚众斗殴罪
据了解，在检察机关审理的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聚众斗殴、故
意伤害、抢劫、盗窃案件最为多发
。某市检察机关 2013——2015 年受
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共起诉
2407 人，1128 人犯的是聚众斗殴罪
，由此可见，聚众斗殴的比重占 47%
。其中，一些未成年人因为朋友的
邀请或是为了所谓的“面子”“义
气”而参与了聚众斗殴事件，这样
的行为也是十分不值得的。
在检察机关近年来接触的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中，还有这样的情况
：一男生追求所谓的“无敌”，经
常与他人进行“挑战”，以求胜利
的快感。在一次斗殴事件中，他身
中多刀，所幸未伤及要害部位，保
住了性命。但即便身受重伤，他仍
要面临法律的惩罚；两伙未成年人
聚众斗殴，由于现场过于“激烈”
，常常出现了错殴打了自己的伙伴
的情况，看上去非常可笑。而要避
免这样的行为，就要远离聚众斗殴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误伤、重伤甚
至致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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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万现金不翼而飞
银行女职员盗取巨款还赌债
4 月 4 日下午，岳阳一辆押运车接到一家银行营业款箱，里面按理有
133 万元现金。可当押运员到达金库打开款箱后，箱内居然是一堆银行凭
条。昨日，记者从岳阳市公安局了解到，原来是“内鬼”作案，中途调换
了款箱。

遇到他人邀请参与
打架、打劫、盗窃要怎么做？
遇到他人邀请参与打架、打劫
、盗窃时，学生们可以这样做：
1.学会拒绝不正当要求，明确表
示不去；
2.设阻对方；
3.借故推辞，例如可以说：“真
不巧，我家（学校）有急事，我必
须马上去办”；
4.及时报告老师、家长或公安机
关，为了挽救对方，应将其作案时
间、地点、手段、参与人等情况及
时报告老师、家长或公安机关。
为培养学生们遵纪守法与自我
保护意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学
生违法犯罪，营造安全纯净的校园
环境，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于
2016 年联合开展了“法治进校园”
全国巡讲活动，在全国检察机关择
优选拔出 24 名优秀的巡讲员组成巡
讲团，陆续分赴全国各地开展法治
巡讲活动。4 月 18 日，巡讲团来到沈
阳市第八十八中学，开启了全国
“法治进校园”沈阳站巡讲活动的
序幕。省、市、区三级检察院、教
育部门、团委、妇联等相关单位领
导以及部分省、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出席了本次活动。
此次巡讲活动中，来自沈阳市
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
处的刘云鹏讲师与来自山西省阳泉
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
的郭志艳讲师分别为学生们带来了
《电影中的普法剧——聚众与斗殴
》《莫让“网”事不堪回首》两节
法治主题课。他们采取图文并茂的
讲解方式，将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动
漫与电影片段融入到讲解中，深入
浅出，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银行款箱被调包
133 万 元 现 金 不 翼 而 飞 ， 变 成 了 一
堆银行凭条。银行以及押运公司从来没
有遇到过这样的突发情况。为了迅速查
清 这 133 万 元 现 金 的 去 向 ， 警 方 立 即 调
取了当天在银行外的监控录像。监控显
示，当天下午 5 时 04 分，押运车到达银
行门口。
下午 5 时 08 分，两名押解员将装款
箱从银行抬出来放进押运车上。随后，
押运车直接前往金库。警方分析，款箱
中的 133 万元现金，不是在银行内被调包
，就是在押运途中被调包。城陵矶派出
所民警周阳分析：“车上的人只管押运
不管箱子，箱子上了两把锁，是银行职
员上锁的。押运员没有这样的箱子，作
案可能性不大。”
监控显示，当天下午 4 时 57 分，负责
交接款箱的两名女员工正准备下班，这时
其中一名女员工前往洗手间。独自留在现
场的女员工，将装有百万现金的箱子与一
个外观一样的箱子调换了位置，然后走出
了柜台。她刚走出一会儿，柜台里的灯就
熄灭了。随后，之前上洗手间的另一名女
员工返回。接下来的几分钟，两名女员工
一直待在柜台内，直到两名押运员接走被
调换后的款箱。

盗取巨款还赌债

通过查阅监控，警方发现李某某在当
天下午 2 时 16 分将三捆凭条放进空款箱中
。下午 4 时 57 分，她将放有凭条的款箱与
装有 133 万元现金的款箱对调，押运员拿
走了装有三捆凭条的款箱。而装有 133 万
元现金的款箱则留在银行柜台内。当押运
员将款箱送入金库时才发现问题，而嫌疑
人李某某早已卷款而逃。
监控中，嫌疑人李某某提着装有现
金的款箱出了银行，叫了一辆摩的。不
知情的摩托车司机带着她来到附近一家
不锈钢铝合金店。李某某借用该店切割
机锯开了款箱上的锁。随后，这名摩的
司机再次将嫌疑人李某某载回了银行。
在一个小隔间，李某某将现金分别装进
了一个绿袋子一个红袋子，然后来到附
近一家 ATM 机汇款。经核实，汇款对象
是她的一名债主。
4 月 8 日，警方追查得知，嫌疑人李某某
向平江一名债主还款 82000 元。民警火速
赶往平江县虹桥镇，当天李某某曾到该债
主家借宿并于次日离开。4 月 9 日上午 9 时
，民警追踪到李某某落脚的宾馆，将其擒
获。
民警介绍，嫌疑人李某某今年 47 岁，
岳阳平江人，在银行工作 23 年。几年前，
她从云溪某银行调到岳阳城陵矶某银行，
因赌博欠下巨债无力偿还。她铤而走险，
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银行这笔 133 万元的
巨款。

親子教育
星期一

2017 年 4 月 24 日

Monday, April 24, 2017

B3

胎寶寶的神奇世界 不說不知道
体内的器官挤挪了地方，
肠子搬家到了上腹部，胃
缩小了地盘，正因为这样
很多准妈妈才出现了胃部
的不适感。

排出胎便，还会撒尿
你知道嘛，当宝宝准
备出生的时候，他会将身
体上褪下的胎毛和其他分
泌物一点点吞下去，储存
在肠道中，这些都将刺激
胎儿的肠蠕动，排出胎便
，还能排出尿液。除了排
出胎便，他还会撒尿呢。
因为胎儿在子宫里一天天
地成长，每天都在吞咽羊
水，羊水喝多了就会排尿
。从妊娠中期以后，羊水
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胎
儿的尿量。如果你的羊水
比正常要少，就要考虑胎
儿的肾脏特别是泌尿系统
是否有问题。

会打哈欠，还会做梦
你造吗?胎儿在孕期 10 个月里并不是安
静地做个美男(女)子哦，他也是个“大忙人
”哦，他会做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有趣事儿。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胎宝宝的神奇世
界，去看看宝宝在肚子里那些有趣的事吧。

对光敏感，识别昼夜
怀孕 4 个月起，胎儿对光线已经非常敏
感。当胎儿在母亲肚子里长到 34 周后，就可
以判断现在是黑夜还是白昼了。So，准妈妈
们，如果你经常熬夜，那么小宝宝也会跟着
你一起熬夜哦，这对小宝宝来说并不是一件
很好的事。

听力发育，感知外界
通常情况下，胎儿的听觉在 32~35 周就
会迅速敏锐起来，能初步分辨出来自外界和
妈妈身体内部的不同声音。对胎儿最有吸引
力的是妈妈的声音，因此，准妈妈可以适当
做胎教，多和胎宝宝对话，并轻轻拍拍肚子
，如果能放点优美的音乐就更好了。温和的
胎教音乐有助于胎宝宝的健康发育哦。

抚摸脸蛋，吮吸手指
当妈妈情绪非常糟糕时，小宝贝会感知

到这种压力和焦虑，他会做出用小手摸着自
己脸的反应。因此，准妈妈在孕期要克服坏
情绪，保持乐观心态和愉悦的心情，这对于
宝宝来说是大有好处的。胎儿在 20 周左右
时，可以很熟练地吸吮自己的手指，这个动
作是胎儿的一种本能，为出生后吃奶做准备
。

活动筋骨、到处游走
等到云中后期，小宝宝开始变得很活跃
啦，只要不睡觉，他就是一个调皮捣蛋鬼，
经常会转动身子，到处游走、活动筋骨、吸
手指、甚至是啃自己的小脚丫，踢踢妈妈的
肚子，放心，这样代表小宝宝是一个精力充
沛的的小家伙哦。

玩转脐带，抢占地盘
婴儿几乎在子宫内都会玩脐带。脐带本
是妈妈给胎儿输送营养的通道，而胎儿就顺
便把它当成了“玩具”，围着脐带转圈，抓
着脐带把玩。不过要注意，要是出现脐带绕
颈就很危险，因此准妈妈要时刻关注，谨防
危险的发生。胎宝宝越长越大，为了能发育
得更好，他在妈妈肚子里开始开拓地盘，该
如何开拓呢?胎宝宝自有办法，他把妈妈身

我们困了会打哈欠，
可你造吗?胎宝宝困了也会打哈欠哦，这真
的很有趣呢。专家发现，胎儿打哈欠的频率
约是每小时 6 次，且胎儿越小频率越高。尽
管打哈欠的原因还不太清楚，但研究人员认
为，由于打哈欠会带动下颚运动，有助于胎
儿大脑的发育。此外，宝宝还会做梦，你不
要感到惊讶，也许他的梦境并没有我们那么
具体，但是科学家们借助脑电图等记录手段
发现,胎儿在母亲子宫里睡眠时会有快速眼
动睡眠阶段，所以胎儿做梦的证据是快速眼
珠转动。

双手合拢，感知出生
等到怀孕晚期分娩之时，胎儿的小手会
合拢在一起，犹如叩门一样，似乎早已经准
备好要出门了，要来到一个新的世界了哦。
这时候的宝宝非常漂亮，犹如一个即将展开
翅膀的小天使，等待见到爸爸妈妈哦。
胎儿在妈妈腹中这十个月并不是默默地
做个睡宝宝，除了睡觉，还会学习很多技能
和本领哦。胎儿这个世界充满了无数的未知
，也充满了无数惊喜和乐趣，准妈妈们可以
用心的去感受、去观察，也许你还会发现更
多令你开心兴奋的事情，记录下来，这将是
一生中一个美好的记忆。

宝宝光脚更好？
关键要了解这点
天气渐渐变暖，不少妈妈又开始纠结一件事了：
宝宝不爱穿袜子，常常光着脚跑来跑去，谁看见了都要
说，怎么不给孩子穿袜子呢，受凉了可就不好了!搞得我们好
像是假亲妈一样!
SO，宝宝真的一定要穿袜子吗?
其实，妈妈大可不必担心，让宝宝在干净、舒适、安全
的环境里光脚走路，不仅不会受凉，还有意向不到的好处呢!
光脚有利于宝宝大脑发育？关键要了解这一点！
宝宝光脚的好处多多
1、促进感官和大脑发育 宝宝光脚走路，可以接触到不
同材质、软硬的东西，比如沙子、草地、沙发、海绵、地板
等，每一种都是全然不同的感觉，可以刺激脚底丰富的触觉
神经，促进感官和大脑发育。
2、帮宝宝养出漂亮的脚型 经常光脚的宝宝，脚不用受
到袜子、鞋子的束缚，脚型就可以更自然地生长和发育。
3、宝宝学走路的神助攻 宝宝刚学走路，走路不稳怎么
办?光脚训练!这是因为，光脚的时候，宝宝的脚趾能更好地
抓住地面，这样就不容易滑倒;脚底也能够更好地感受地面的
高低变化，有助于宝宝学习掌握平衡，提高身体的协调性，
让他学得更快，走得更稳。
4、增强宝宝的体质 如果宝宝的小脚总是关在袜子、鞋
子里，有时脚出汗比较多的话，袜子、鞋子里的潮湿环境，
更容易引起细菌感染，不利宝宝健康。
让宝宝在适宜的环境中光脚，不仅不容易生病，反而有
利于促进脚部的血液循环，提高抵抗力和耐寒能力。
光脚还是穿袜子，关键是看这一点!
既然光脚的好处这么多，现在天气也不冷了，那妈妈们
是否可以大方给宝宝光脚丫了呢?
非也，关键还要看宝宝一直以来的习惯。
如果宝宝已经习惯每天都穿袜子，那就继续穿。如果宝
宝出生以后就一直不穿袜子，那就不会出现着凉的问题。
妈妈们是不是还有疑惑，如果宝宝还没有养成习惯呢，
怎么判断?
对于新生儿的话，只要室温维持在 22℃以上，身体连着
脚部包着，那就没必要再穿袜子。
如果妈妈摸到宝宝的脚比较凉，其实不一定表示他不够
暖。因为脚是神经末梢，离心脏远，血液循环比较差，所以
通常会比身体其他部位凉一点。
确定宝宝是冷是暖，可以摸宝宝的后颈和背心。如果感
觉皮肤温暖干燥，就表示宝宝穿得合适;如果潮湿有汗，就说
明穿多了，要减衣服;如果感觉寒凉，就要加衣服。
大一点的宝宝，完全可以根据他自己的意愿来，只要他
自己不穿，那就是不冷;要是冷，他自然会找袜子!
其次，如果你觉得宝宝的脚丫确实比较凉，那么可以先
尝试让宝宝多活动，或者妈妈给宝宝做个按摩热身。凉了穿
袜子，其实并不能帮助宝宝的脚丫回暖，只有运动起来，血
液循环才会比较好，才能真正暖起来。

紀實文學

時間花在哪裏，心就在哪裏
好吧，我知道你会听到很多
人说“我没有时间”。
但是，如果一周中你没有时
间跟家人聚上一个晚上，至少一
个小时，那么家庭就不是你在乎
的事。
—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奥普拉
昨天我的一位单身朋友问我
：“当初你是怎么决定要结婚的
。难道你没有担心说，选错了人
，或者这个人以后会变吗？”
我跟她说：“当年从条件上来
说，他不是最好的那一个，但我觉
得他是最合适结婚的那个人。”
她问我：“你怎么知道他合
适？我现在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
合适了。”
我想了想告诉她：“想看清一
个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很简单
，就看他愿意把时间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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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时间愿意花在哪里？
她说，男人嘛，不都是那样
吗，要不就是忙工作，要不就是
忙社交。
我说，这其中的区别真的大
的去了。
我一个朋友的先生，一个月大
概有十几天都在各地出差。然而，
每次只要下飞机，他就已经开始计
划，今天晚上不用加班不用开会，
带老婆去哪里吃个饭看个电影。节
假日，只要是没有工作，就会开始
计划开车去哪里旅行。
除了不得不给到工作的时间
，其余的时间，他心甘情愿地花
在家人身上。
但另一个朋友的先生，每天
其实都可以早一点下班，但却偏
偏要在下班后给自己安排很多应
酬。有一次朋友特别难过地跟我
说，她下楼买东西，回来的时候
，发现老公的车就停在路边，他
宁愿在车里听音乐看手机，也不
回去。
这就是区别，对有的人来说
，事业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家人。
但对有的人来说，家人是让
他活得那么辛苦忙碌的借口和理

由。
02
你真的重视她了吗？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广告，内
容是小女孩走近爸爸的桌子前，
爸爸正埋头写一份工作计划。
小女孩问：“爸爸，你在做
什么？”
父亲低头边写边说：“宝贝，
我在做一些计划，写下我需要做的
很重要的一些事，还有我要去面见
谈话的很重要的一些人。”
小女孩犹豫了一会，怯怯地
问：“那我的名字也在这上面吗
？”
闺蜜的先生曾经很爱说一句
话：“我这么辛苦，还不是为了
这个家。”
她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反问
他：“没有我，也没有孩子，你
难道就不需要努力，不用辛苦了
吗？”
他愣了一下说：“嗯，也会。
没有你们，我可能更辛苦。”
后来，他再也不拿这句话当作
可以在家“当少爷”的借口了。
人常常会欺骗自己——
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们。
我赚更多钱，也是为了你们。
我这么辛苦，难道你就不能
多体谅我一点吗？
为什么还要说我不重视你？
不是这样的，真正重要的事
情，都是需要花时间去付出的。
人总会给自己编出很多谎言
，让自己理直气壮地忽略最重要
的人。
1、家人需要我赚更多的钱。
2、孩子反正有老人老婆管，
我在旁边也没事做。
3、如果我像谁谁那样的出身
，我一样会有很多时间。
4、以后等我更有钱，我就会
有时间了。
然后，可能，永远不会有那
个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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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花时间陪伴爱人，
在她的眼里只会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我不重要。
如果你不花时间陪伴孩子，
在孩子的眼里只会得出一个结论
，
那就是——我不重要。
如果你永远跟你的朋友放鸽
子，在朋友的眼里只会得出一个
结论，
那就是——我不重要。
我的心理导师说，她接触过
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人到中
年，却在谈及家人和孩子的时候
，痛哭流涕。他们尤其不明白，
为什么孩子和他们如此不亲近，
如此叛逆。
她于是，让他们拿出一张纸
，写下自己平时的日程安排。
看完这些安排，他们自己都
傻掉了——自认为很重要的人，
却每周连一个小时都没有留给他
们。
如果你认为一件事对你来说
很重要，比如你想让自己变得更
美，比如你想要生活更有品质，
比如你想让自己更有内涵和见识
，比如你想对爱的人表达感谢，
可你从来没有在这些上面计划过
付出时间。
那么，这个重要，也都是骗
骗自己的。
你是永远不可能得到这个结
果的。
如果你说：“我花那么多时
间陪你，你怎么还不满意。”
那很可能是，你人在，心却
不在。
“我最爱的人是你！”
“你明明最爱的是工作吧！”
“你明明最爱的是你的好基
友吧！”
“你明明最爱的是钱吧！”
不要以为你没有选择，是你
选择了把他们排在你时间安排上
的最后一位。
后来，你也就变成了他们生
活里可有可无的一个人。
那些现在不愿意为你花时
间的人，有钱以后也没有时间
给你的。 所以我选了一个愿意
花时间赚钱，更愿意花时间陪
我的人。

不要让你的三观，
毁了孩子一辈子
小时候有个邻居弟弟，常来我家玩。他
每次回去，我的玩具、硬币、贴纸什么的，
总要丢一些，所以我很排斥他来我家。
其他小朋友也不喜欢他。
有次我们遇到他妈妈，七嘴八舌地告状
，说我们丢了什么东西，而这些，很快都出
现在他身上。
原以为他会得到一番教训，结果被教训
的却是我们。
他妈妈皱眉撇嘴，厌烦地说：不就那点
破玩意儿吗，让他玩玩怎么了，玩够了他就
还给你们了。
——事实上他从没还过。我还曾听到他
妈跟人炫耀：我们孩子，不用花钱也总有玩
儿的。
他19岁那年盗窃入狱。没人感到惊讶。
有个远房叔叔，很能干，也很抠。靠着
做瓦工赚了不少钱，但都攒着，舍不得吃舍
不得用，家里没一件像样的家具，女儿穿二
手衣服长大的，红白喜事人情往来，他们夫
妻从不参加。后来他的女儿，也成了这样的
人。
她在幼儿园上班，据说因为穿着打扮太
破旧，常被孩子家长误认为是保洁员。
她也从不参加同事同学的婚礼。
别人请她吃西餐，她回请麻辣烫。
有次园长重病手术，大家集体凑钱买礼
物探望，她不出钱，也不出面。后来，同事
们的集体活动，就不带她了。
她结婚时，订了十几桌的婚宴，结果偌
大的房间，冷冷清清。
想必她以后的人生，也会这般冷清吧。
我大学老师有次讲，她带过一个学生，
特别优秀，是校学生会主席，可惜毕业后就
回了老家十八线小城。老师觉得这么好的一
块料，落在县城可惜了，力劝他留在北京，
还帮忙联系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他不愿去，觉得回老家做个公务员就很
好。
老师打电话给他爸，想让他劝劝。
可他爸气壮山河地说：“当公务员多好
啊，一辈子铁饭碗，衣食无忧。我们小县城
可好了，现在也是高楼大厦什么都有。我们
就盼着他回来呢，去哪儿也不如回家。”
老师终于明白，这个男生何以如此坚定
地要回老家。
她说，不能说在县城当个公务员不好，
但也得看人，他回去，实在是屈才了。这孩
子要是去大城市，很可能要干一番大事业。
一个女同学离婚了。
因为没生出儿子。

她公婆重男轻女得厉害，口口声声儿子
才是自己的，女儿都是替人养。
她老公从小听惯了父母对没儿子的亲戚
朋友的嘲讽讥笑，根深蒂固地认为不生个儿
子就没脸见人，就对不起列祖列宗。
闹得厉害的时候，我们都去劝。
她老公眼泪汪汪，一遍遍地说：“我们
俩感情特别好，但是没有儿子我真觉得活着
没意思，而且我三代单传……”
现在他已经再婚，又生了个女儿。
听说他跟第二任老婆不太和睦，他隔三
差五身上就挂伤。
不知他现在活得有意思么。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这任老师有多重要？
要多重要有多重要。
他们决定了一个孩子的出厂设置，给他
的人生输入了最原始也最重要的信息——连
洗脑都不用，直接在一块白板上随意植入。
好的坏的，他必须照单全收。
每个孩子都曾把父母的话奉为真理。
“妈妈说不能吃糖”“妈妈说穿短裙
丢人”“妈妈说上学没用”……这是我们言
行的全部标准和依据。
要在读过很多书，经历过很多事情后，
我们才会逐步调整这些信息，取精华去糟粕
。
只是常常，我们虽然有了自己的思想和
判断，已经知道父母的话不是金科玉律，但
“爸妈说”依然深植于我们的潜意识，就算
隐约感到哪里不对，也打不过之前强大的浓
墨重彩的观念植入。
于是，很多人被父母的三观绑架，一生
都不曾独立。
没有任何父母是完美的，有一些还非常
不完美，足够毁你一生。所以，当我们长大
成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独立思考，重新审
视父母意志。
在思考和决断时，比如你觉得生女儿很
丢脸、赚钱多比前景好的工作重要、回县城
要好过留在北上广……你要问自己“这是我
的想法，还是我父母的想法？”然后扩展思
路，尽你所能，做出真正来自你的判断。
父母的话，有的对，有的不对。这不对
的部分，你要警惕，要清醒，要敢于修正。
这样，你的人生才是自己的。
而如果你已经为人父母，就必须更加警
醒。多读书，多见识，多思考，尽最大努力
完善自己，给孩子正确的引导。
千万别让自己的愚蠢、保守、短见，毁
了孩子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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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留學一定大有作為?楊振寧談中美教育差別
“我一辈子也就带了十几个博士生”，当被问到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的导学关系之间的差异时，中科院
院士及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这样说。据他介绍，一位伯克利的教授已经带了六七十个博士生。美国的
高等科研教育和国内比起来具有怎样的优势？在科研学习方面，学生该如何理解自己的优势领域、发挥自己
主观能动性并保持学术志趣？来听听杨振宁教授的感悟。
只有遇到好的题目，我才安排学生做这个课题。

的指出问题根源。总的来
说，美国的导学关系大多
取决于导师自身，学校不
会刻意插手管这些。
过去在西南联大的时
代，学生交流并没有什么
特别的方式，我们可能随
时随地会展开讨论——比
如吃饭、喝茶的时候。尽
管讨论的大多是课程问题
，但像世界大事、历史、
文学、艺术等内容我们也
有涉及。如今物质生活大
大丰富了，也诞生了很多
像调查、实践、走访等交流形式，这在我们那个
美国教授更喜欢和学生交流？因人而异
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以往的学术交流比较
单纯直接，而现在则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很
国内跟国外大学的教授、导师之间的交流情 难讲二者孰优孰劣，但它们对于每个人学术认知
况相比，没有明显的区别。因为美国不同的学校 产生的启发作用，我想是一样的。
，导学关系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教授对与学生交
流所持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可以说，美国的教 “我一辈子也就带了十几个博士生”
授博导们相较之于中国的教授导师来说，并不存
在更为普遍明显地与学生进行学术交流的倾向和
有一位在伯克利的教授，恐怕已经带了有六
动机。
七十个博士生了，而我可能一辈子才带过十几个
哈佛大学有一位 30 岁左右的理论物理学家， 博士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因为我们带
年轻有为锋芒毕露。他就是一位很少去办公室， 博士生的立场不同。我的态度就是：只有遇到好
很少去跟学生交流的导师——学生想要跟他交流 的题目，我才安排学生做这个课题。当我没有题
还得排队。但是因为他的名气大，哈佛的名气也 目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轻易接受博士生。而那
大，很多优秀的研究生都往他那里跑，而且他回 位带了有六七十人的教授，即使在没有题目的时
答效率也非常高，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给你最准确 候，也会让新同学尝试一些可能拥有研究前景的

课题方向。他们的研究逻辑就是：借助学生在不
同研究道路上的大撒网探索，发现有价值的课题
方向，自己再与学生共同研究进步，得到学术上
的提高。
如今导师可能更多投入到自己的研究课题，
而对学生的兴趣点并没有太多的在意。我并不佩
服很多有名气的美国教授，因为他们做研究带学
生多少有些目的性，特别是那些指导实验的课题
组——导师接了很大的科研项目，借助组内研究
生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些项目。尽管做好这些
项目工程也很有价值与意义，但是我认为这个过
程跟真正意义上做学术的方法逻辑相比还有不少
距离。这种环境下，你去跟导师沟通你的兴趣点
，他不一定感兴趣，他也不一定对这些方向有了
解认识，所以还是得靠你自己。

美国研究机构为何吸引研究生？
在国内有普遍的观念认为到美国留学的同学
就能大有所为，这是绝对的误解。只能说国内外
的大学对学生产生的影响是不同导向的，但绝不
能说美国大学本科教育比清华强。不过至于研究
生教育，美国可能就有些优势了。主要的原因是
他们通常拥有更多在学科前沿做得风生水起的导
师。而在中国，这类学者的数量比例相对较少。
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还不能提供像美国顶级
名校一般的高密集的学术大师资源。不过现在国
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前沿学者交流访问，也是一种
很好的形式。
关于中美教育逻辑异同，中国的教育哲学培

养出来的学生，大都有一个很扎实的底子——我
们的学生到美国考试都比同辈的其他国家同学成
绩要好。这当然也有坏处，你会养成一种思维定
势，去等待老师给予你建议：这个能做，你就去
做；这个不能做，你就不会去做。慢慢地你会缺
乏探索的热情与勇气。凡是堪称伟大的研究成果
，很少是通过别人的指导和启发而做成的，更大
可能是由研究者自己独立思考探索做出来的，靠
的是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这也是做研究生最难的
一点——学会如何独立思考问题。

牢记还有“诗和远方”，保持学术志趣
如今全世界研究生得到博士学位所需要学习
的时间越来越长。曾经，搞理论的两年三年就能
拿到学位，做实验的可能需要三到四年。而现在
很多博士七年八年的时间才能毕业。美国这种情
况更甚于我国，我们的研究生比同时代的美国人
、还有过去的研究生都有更大的压力。
这是历史进程的必然。北大有一个研究物理
的教授，已经退休了，他从小业余兴趣就是收集
邮票。当在学术进度受阻碍的时候，他为了分担
压力，维持自己的兴趣，转向专门搜集跟物理相
关的邮票——印着爱因斯坦、牛顿等人的邮票。
就这样坚持到了七八年前，他出了一本书，记述
了关于他收集这些邮票的故事。这本书也让它在
量子力学诞生八十年庆祝大会上获奖，成为了他
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学术志趣很重要，但同时你也要想办法维持
自己的志趣之火不灭，生生不息。

中美教育"學會"與"會學"的差距,到底隔了幾條標語?
中国的教育关注学生具体“学到”什么，而美国的
教育更在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是否真的“会学”。
“学会”和“会学”这两种教学理念差距离到底
有多远？也许从班级文化墙上的标语便可窥见一斑。
美国的教学环境
关键词：“凌乱”，“个性十足”
然而跟我们相比，美国小学的教室却显得有些
“凌乱”：每个教室风格特色各有千秋，老师和孩子
想怎么装饰就怎么装饰。
而孩子并不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能集中注意力，
美国小学教室布置得像是孩子和老师们的“家”，它
看上去或许有些凌乱，但乱中有序。
到处是孩子的作品、各种学习和生活用品触手可
及、某个角落铺着供孩子们席地而坐的地毯，老师的
办公室也就在教室一角，以便老师随时观察孩子的学
习情况。
尊重个性，创意十足
学校里四处的墙上都有可爱的绘画装饰，有的是
学校请人画的，有的是学生自己画的，美国孩子喜欢
画自己的州标志和设计自己的名字。
就连学校图书馆的天花板，老师也贴满了孩子的
画。所以美国孩子对自己的学校归属感非常强。
尊重和纪律，从小学一年级抓起
我尊重自己。
我尊重别人。
我尊重财产。
在那个美国小学一年级学生的教室中，墙上贴的
和挂的，还有很多。因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展示。
但我们还是能看到，美国的小学教育有一些关乎
教育本质的东西，那就是，比起知识，人格的培养可
能是更重要的。
中美教育理念的差异
传授知识VS启发智慧
中国人认为孩子天生就是一张白纸，只有在老师
的教授下才能获得知识并掌握技能；
而美国人认为，每个孩子天生就具备卓越的才华
，老师的作用只是通过启发将孩子的智慧引导出来。
因此，中国的教育关注学生具体“学到”什么，

学习的内容重在对“外部世界”的认
知，而对自我认知和人际世界的认知
，基本空白；
而美国的教育更在意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是否真的“会学”。
除了认识“外部世界”，更要求孩
子借由认识外部世界去更好的认知人
际世界和自我内心世界。
这种教育本源认知上的不同，造成
了中美在教育标准、教育方法、教育
策略乃至教育结果上的根本不同。
而且，习惯于外部驱动的中国学生
和习惯于内部驱动的美国学生相比，
缺乏美国精英学校极为重视的遵纪并自律、好奇心、
创新能力、积极主动和独立精神。
知识记忆VS批判思维
中国的教育以知识记忆为主，而美国的教育更关
注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孩子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进而
去进行研究型学习：即要求学生整合阅读能力、分析
能力、合作能力于一体去完成项目制学习研究。
美国学校因此对小学阶段思考力和研究力近乎空
白的中国留学生有着巨大的挑战。
侧重知识记忆的中国教育的重点——记忆、理解
和应用与侧重思维培养的美国教育标准——分析、综
合、评价相比，在思考能力、思维模式上有很大的劣
势。
中美教育标准有哪些显著不同？
中美教育，不仅是教育理念的不同，更是在具体
标准上有巨大差异。
阅读能力
一，阅读的广度和深度差距巨大，无论是质的要
求还是量的要求，都是数量级的差别。
按CCSS全美教学标准要求，美国小学毕业生至
少需要阅读1404本课外读物，阅读量占到全部K12年
级阅读量的77.6%，且涉及故事、诗歌、戏剧、信息
类等13种文体。
在阅读深度上，美国要求小学毕业生不仅能够对
文章细节与主旨进行精准理解，还要求对文章结构与

内在逻辑进行严密分析！
反观中国小学5-6年级的语文教学大纲，不仅对
课外阅读量要求低（五年制阅读总量不少于100万字
即可），而且在阅读深度上只要求做到“初步理解”
句、段、篇之间的联系和分析概括文章主旨即可。
中国对孩子阅读基本功的教育可谓具有“先天缺
陷”！
二，阅读技能、阅读策略及落实手法也差距极大。
中国小学阶段对阅读能力的要求是记忆、理解和
应用，而美国小学生在毕业时已经能够对阅读材料进
行一定的分析综合与评价。
例如通过讨论式阅读，来增强对人际世界的认知
和社交能力；通过阅读进行反思，提高自我认知能力
等。
因此，在美国进入初中后，以分析、综合、评价
为主的阅读作为最基本的能力，老师默认大家都会，
没人会专门再去教。
写作能力
一，写作题材的数量和写作难度存在量级差距。
与美国小学生要写出观点鲜明、逻辑严谨、结构
清晰的全文体（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才算达标
的写作要求相比，中国小学生的写作要求是写出有中
心思想、有条理、有真情实感的简单记叙文。
从小学开始，美国的孩子就已经学会了“老师布
置课题—学生分组分解课题—分头研究子课题—自行

阅读延展材料和参考教材—小组开会总结提炼观点—
修正原始课题和观点—补充材料—撰写报告—修正报
告—提交作业”的研究性写作。
而中国的小学生从小极度缺乏这种运用批判性和
创造性思维去进行研究性写作的机会，还只停留在对
观察的事物进行描述的浅层思维写作上。
二，写作时长与耐力的差距
美国小学生既能快速完成短时间基础性写作，也
会根据特定写作任务进行长时间（一周或一月）大论
文写作。而中国的小学生只具备基本写作能力，根本
不被要求长时间写作和研究性写作！
这种要求上的差别导致学生的思维方式、写作能
力和写作耐力存在巨大差距。
听说能力
中国小学生的听说能力只局限在“信息接收——
关键信息复述”的单点思维上，无法对所听到的内容
进行概括总结并在逻辑思辨后用自己的观点进行“输
出”。这恰恰是美国初中所要求的重点能力。
试想，这样的中国孩子在美国以讨论与观点表述
为主的课堂学习中，怎能不成为“沉默的隐形人”
（silentstudent）呢？
总之，中美教育标准的巨大差异，导致同为小学
毕业生的中国孩子和美国同龄人在学术与社交能力上
存在较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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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女學霸：說再流利的京片兒也拿不到戶口

每年回家，
父亲的朋友们在
酒桌上问起我在
哪里工作，一提
到“北京”，我
的内心会升腾起
不可名状的兴奋
，仿佛自己处于
宇宙的中心。

1
大一寒假，伟业组织了几个高中
的同学，一起去拜访高三时的班主任
张老师。
参加那次聚会的，都是张老师当
年的“重点培养对象”，只是高考时
，他们考到了全国各地的重点大学，
而我考砸了，留在本省。虽然尴尬，
我还是跟着一起去了，入座时，我悄
悄选了个离老师最远的位置。
半年不见，所有人都打开了话匣
子，场面十分热闹,而我说话很少。伟
业看出了端倪，他装作不经意地提起
了高中时的糗事，我笑着加入了调侃
的队伍，渐渐不那么窘迫了。然而吃
饭的时候，却发生了两件让所有人深
感意外的事：一是张老师半弯着腰，
给所有人倒酒，并且是按照大家就读
学校的影响力，依次碰杯、祝福（我
是最后一个）；二是在所有人用家乡
话聊天时，李佩佩用普通话和大家交
流。我怕自己听错了，又仔细听了听
，确切地说，她讲的不是普通话，而
是电视剧里说的那种“京片儿”。
“不就考到北京了吗？我就不信
半年时间她就能把家乡话忘了！”回
来的路上，同学陈曦愤愤不平地说。
李佩佩有些胖，中等长相，但她
心高气傲，高中时就没把任何人放眼
里。凭借班级前三名的成绩，她深得
张老师的青睐，我曾听同桌说，李佩
佩感冒打点滴，张老师还亲自熬了绿
豆粥给她送到学校门口的小诊所。
李佩佩自己也满怀抱负，印象中
，她从来没去过教室的后几排，对班
级里成绩中等以下的同学不怎么认识
。同学们一般也不和她打交道，唯独
伟业性格活泼，课间总喜欢调侃她，
她则常常反驳：“走开！别影响人家
考清华北大。”
那次聚会后，我很久都没再见到
李佩佩，甚至一度忘了她：毕竟在我
们竞争激烈的高中年代，能交到一两
个知心的朋友已经十分不容易，那些
仅仅坐同一个教室的同学，毕业后很
快就把彼此的长相和名字都淡忘了。
大三暑假时，我去东关街的鸟市
，想给爷爷种的那几盆花买肥料，逛
到一半了，突然看见李佩佩和一个胖
胖的男生出现在拐角处。李佩佩已经
比高中时瘦了许多，红色的修身短袖
和黑短裙显出了身材。她先喊了我的
名字，我笑笑，继而她开口说道：
“这是我男朋友，北京人儿。”说着
就把胳膊环进了那个男生的臂弯里。
我尴尬地笑着，像走错了教室的学生。

2
大学毕业后，伟业本硕连读，李
佩佩成绩好，被保送读研，我也考到
了北京读硕士，和他们的聚会多了起
来。
李佩佩虽然是女生，但挺豪爽，每
次吃完饭都争着付钱。当然，如果她带
了男友来，她肯定会喊男友付钱。
“为什么总让人家付钱？”没有
抢过她的男友，我和伟业有些不好意
思，不满地责备她。
“没事，北京人都有钱！况且他
工作了啊！咱们都是学生。”说话间
，李佩佩十分得意，撒娇地往男友身
上蹭。
那个男生有着北京男人典型的性格
特点，十分好面子，当即高声附和说：
“没错儿！哥们儿好歹工作了，不差这
点儿。下回我带你们去簋街吃……”
有段时间，我们见李佩佩很久都
没带男友跟我们一起吃饭了，就问起
她男友的情况。她不乐意地说：“分
了。”
听她的语气，我和伟业谁也没敢
再问下去，饭吃到一半，她突然没头
没尾地说：“我就不信了，离开你丫
的老娘还不能活了？”我低头装作没
听见，继续剥手里的基围虾。
一天，我约了伟业去动物园附近
的批发市场买羽绒服，路上聊起了李
佩佩和她的前男友。
“不管怎么说，那个男人还是挺
大方的。咱们还白吃了人家那么多顿
饭。”我说。“屁！你真以为那是她
男友付的钱？那是她自己自尊心强，
想在咱们面前树立东道主的形象而已
。”伟业不以为然。
“不至于吧？”
“你不信？有一回咱们吃完饭往
外走，我走在他俩后面，清清楚楚看
见李佩佩朝他男友兜里塞钱，那男的
根本没拒绝。”伟业言之凿凿。
听了伟业的话，我脑子有点发懵
，脑海中又浮现出她当时得意洋洋的
表情，“没事儿，北京人都有钱！”
3
硕士毕业那年我顺利考上了博士
，而李佩佩却因为竞争太激烈，考博
失利，最后找了个外企工作。她租的
房子就在我们学校附近，是一间半地
下室，不算水电网费，每个月房租
2300 元，几乎是她工资的一半。
工作之后，李佩佩的态度和气了
一些，周末的时候偶尔会喊我一起吃
饭。有时她会有意无意地问起我的生
活，打听我的导师牛不牛。

“你这以后才是有北京户口的人
。”她常常半带感慨，半由衷地说。
这使我受宠若惊——平时，她是很少
夸人的。
一个大半夜，她突然喊我出去喝
酒，我正忙着写论文，但她那刻不容
缓的语气，又使我又不得不过去。那
天北京的雾霾很严重，我俩坐在一家
烤串店里，竟看不清外面的车灯。
“你瞅瞅！就这么个城市，还有那
么多人巴不得在这里安家呢！图什么呀
……我月底就辞职，回家创业去！”听
她这样讲，我猜她可能是在公司受了委
屈，便劝她，“一切都会过去的。”
她喝着酒，像是没听见，又继续
谴责那些没有“骨气”的北漂：“那
西单东单的购物广场，和你们有半毛
钱关系？每天朝九晚五的，再多的展
览和活动你又有多少闲情去享受？我
是没有，我都半年没去看话剧了。”
我当然明白，她只是说说而已。后
来，她再也没提离开北京的话，言谈中
依然会讲“我们北京如何如何”。
我俩的聚会渐渐多了起来，她开
始时不时地关心我。一开始，我把这
当成了老同学之间的嘘寒问暖，但次
数多了，我心头也暖了起来，对她的
好感也越来越多。
有一次，她订了北京人艺的话剧
票请我看《白鹿原》。剧中的秦腔、
演员精湛的表演让我很受震撼。从首
都剧院出来，我的思绪还停留在戏里
，她也没说话，两人默默地走在散场
的人群中间。过了半天，她突然说：
“真好看，这戏，啧啧。”
我回过神来说：“是啊，郭达简
直把鹿子霖演活了！”
她话锋一转，“除了北京，在哪
儿能有机会欣赏这样精彩的演出？咱
们老家有吗？”她严肃而激动地望着
我，“看看咱们周围的这些人，有些
生活得没准还没咱们好。日子这么苦
，可大家为什么不愿意离开？一旦回
了老家，你的追求、理想就完全断了
。是，是会有一套房子，有车子，可
是你还能有多少精神生活？我想想就
觉得可怕，看看咱们班的李巧琳，除
了在朋友圈晒老公和孩子，晒美食，
还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丫的，她就是
典型的‘死于三十岁’……”
或许是她的语调太过激昂，两个
路过的年轻人回过头，在夜色中瞥了
她一眼。她完全不在意，仍然激动地
表达个没完，似乎不这样，就不能表
达出她对李巧琳的“恨铁不成钢”。
我盯着她刚毅果敢的面容，有那么一

刻，心跟着起伏了起来。我思绪飘飞
，仿佛看到十年之后，我们还走在这
条路上，手里牵着孩子，听他讲看剧
的感受……
可没过多久，我的这一美好的幻
想就被伟业扼杀了。他悄悄告诉我，
“之前李佩佩也对我态度暧昧。”伟
业是有女朋友的，于是他刻意与李佩
佩保持距离，后来每次见面，李佩佩
都冷嘲热讽，喊伟业“北京大爷”、
“周口店人”。
其中的原因想想就很明了，伟业
硕士毕业后留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工作
，有北京户口。伟业的提醒让我有些
寒心，但多少还带着点疑虑。不过，
他的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次年五月，李佩佩顺利考上了博
士，邀请我和伟业在一家日料店庆祝
。那天，她画了很浓的妆，连呼喊服
务员时声调都是上扬的，大有“翻身
农奴把歌唱”的派头。从那以后，李
佩佩就不再频繁联系我了。
我没时间为这事感伤，进入博二
，发论文变得刻不容缓起来。每天晚
上我都要熬夜写东西，有时睡前翻一
下手机，就会看到李佩佩发的朋友圈
：或是某个学术会议的剪影，或是高
档聚会上的自拍照……
沉寂了一年，她终于又活跃起来。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了几年的
求学生活，我对北京也越来越依恋。
“留京”成了我默默追逐的一个目标，
除了这里优越的学术环境外，大概还有
虚荣心在作祟——每年回家，父亲的朋
友们在酒桌上问起我在哪里工作，一提
到“北京”，我的内心会升腾起不可名
状的兴奋，仿佛自己处于宇宙的中心。
我渐渐能理解李佩佩了。
4
2015 年年底，张老师查出胃癌晚
期，来北京看病。
我和李佩佩提前赶到饭店，第一
眼过去，我甚至没能认出张老师来：
他两鬓斑白，十分消瘦，声音也低沉
了很多，再也没有当年的意气风发。
我百感交集，李佩佩也很难过，
这么多年来，我头一次听见她用家乡
话和我们交流。饭吃到一半，老师问
我们：“你们都打算留京吗？”
我叹了口气，讲起学校周边的房
价已经涨到了九万多一平米，但李佩
佩打断了我的话：“困难总是暂时的
，我还是想申请留校。”缓缓，她又
说，“在北京待过以后，其他地方都
成了将就。我不想将就。”
听她这样慷慨陈词，我们几个都

有些语塞。张老师的脸上浮现出疲惫
的笑容，那次，他没再举起酒杯。
去年暑假，我总算完成了博士论文
的答辩，却没有找到能给北京户口的工
作。北京的高校和研究所的要求越来越
苛刻，我四处碰壁，最后还是无奈地收
拾东西，准备离开。讽刺的是，我的户
籍先我一步被打回了原籍。
父亲来京帮我提行李，在去火车站
的地铁上，我给李佩佩发了条短信，告
诉她我要离开了。她回了我一条语音，
还是那种京片儿：“这会儿在给导师整
理论文呢，晚点儿打给你！”
事实是，过了很久她也没有打来
。地铁上，一个小伙子给父亲让了座
，父亲扫视四周，突然说：“哎，以
后坐不上这么方便的地铁了！”当时
，我正努力地用小腿抵着行李包裹，
听他这样说，鼻子隐约有点酸。我没
有他那样具体的感叹，只觉得特别压
抑，有些喘不上气。
那个暑假特别漫长，我体会到高
考失利以来最强的挫败感。李佩佩还
是没有给我打电话，我想，我对她是
没有那种感情的，可等不到她的电话
，我十分沮丧，这件事甚至超出了无
业对我造成的打击。
然而谁也没料到，事情会出现转
机。八月底，我面试过的一所大学的
博士后流动站竟然通知我，九月份去
北京报到上班。
得知这个消息，父亲表现得比我还
要高兴。其实他也知道，博士后流动
站只是暂时的，出站后仍要重新找工
作，可他还是打电话把所有的亲戚聚
集在一起，请大家到酒店吃饭。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他的意图：趁
我以集体户口落到北京的时候，他要
动员亲戚们帮我凑足房子的首付，这
样，我就可以正式落户北京了。
李佩佩的消息实在灵通，我回京
的第一周，就接到了她的电话。还没
等我说话，她就急切地问：“你留大
学里了？哪个学校？”
我突然有些窝火。情急之下，我
直接说出校名，甚至故意对流动站的
事只字未提。她“啊”了一声，沉沉
的失落感掉进了嗓子眼，像是刚刚错
过了大奖。后来，她又关切地
问
起我最近的生活，我突然心灰意冷，
不想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殷勤，随便编
了个理由，挂了电话。
我没有一点喜悦。想想未来的两
年要发表四篇 CSSCI 文章，以及家里
人凑的那些血汗钱，将手机重重地摔
在宿舍的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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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醫生傅晨鐘的不懈奮鬥路
傅晨钟，恢
复高考后第一届
本科生，立志学
工科的他，服从
分配进入医学院
，从此踏上学医
的道路。40 年来
，傅晨钟从中国
起步，最后在美
国落地生根，我
们一起来听听他
的故事吧！

首次出国门，差点被遣返
九十年代初，我正在中山医科大学
读在职博士。当时中外交流并不普遍，
对读书人来说，出国留学既神秘又期待
。“国外自来水龙头打开就是牛奶”，
“走遍二十多个州未见到地上有一口痰
”，“人家的机场打任何电话都免费
” 等传言，让出国更显神秘和美好。
那时，中山医科大学与英国威尔士
大学有个中英联合培养项目，我被导师
推荐，并争取到了去英国威尔士大学做
一年访问学者的机会。要去英国，我想
像的真比去天堂还神秘，充满憧憬。
由于囊中羞涩，为了少花钱买到便
宜的机票，我托熟人在香港买了一张香
港去伦敦的单程票。然后我从广州登上
飞机去香港，由于是第一次坐飞机，真
有登天的感觉，一路都在憧憬和想像着
西方世界的美好。但飞到香港转机时，
一盆凉水把美梦浇醒，转机口竟然不让
我登机！经过几番交涉，才知道因为我
是中国公民，去英国必须买双程机票才
能登机。我左顾右看其他人全是单程票
登机，只因他们不是中国人，一种“华
人和狗不得入内”的刺痛感油然而生。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我身上烙下的
中国印，想要争辩或表达愤概，都无济
于事。残酷的现实面前只有两条路，要
么花 9500 港币买回程票，否则打道回穗
。
临行前，在广州靠托关系才换到 50
美元，这是我带在身上仅有的零花钱，
9000 多港币对我来说真是天文数字。况
且当时已经晚上 8 点 30 分，离起飞只有
40 分钟，离九龙到启德机场隧道关闭只
有 30 分钟。在香港机场内，人生地不熟
如何在三、四十分钟内拿到 9000 多港币
呀！天无绝人之路，身边一位非常热心
的陌生台湾小伙子知道情况后，毫不犹
豫地帮我投币拨电话，我立即给在香港
读博士的一位医学院同学打通电话，毕
业 10 年没见过面的老同学闻讯二话没说
，不顾隧道关闭回不去的危险，马上坐
出租车从九龙送了 9000 多港币来。仅凭
着电话里的声音和五年同窗的信任帮我
买了这张弥足珍贵的回程票，让我在距
离起飞只差 2 分半钟顺利踏上赴英的艰
难征途。这次转机让我深深明白，任何
西方的机场都没有免费的电话，西方世
界的美好，其实并不属于我们，而只有
同学和同胞的情谊才是货真价实、终身
难忘的。

帮同胞不成 被疑是同性恋
1992 年 7 月，我来到了英国 Cardiff
。Cardiff 环境优美，但从喧嚣热闹的广
州来到这个英国西部城市，感觉这里实
在太静宓了。在访问学者的别墅里，我
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在街边行走，路上
形影相吊。在 Cardiff Downtown 四处转
悠半个月，从未在街上见过一个中国同
胞。
有一次，在威尔士大学听课，课间

在校园意外遇见了威尔士中国学生联谊
会主席徐世烺。我喜出望外，像是久别
重逢，与失散多年的亲人相见。要不是
因为听课，我们不知会聊到什么时候。
自从找到同胞，找到亲人，找到了学生
组织，我经常参加学生会的活动，也更
了解了英国社会，陌生和孤独也就渐渐
地消失了。
后来，了解到徐世烺在完成博士后
获得了著名的德国洪堡奖学金(Humbadt
Fund Award)，赴德进修前还有二、三个
月找不到房子住，想到我就一个人住，
觉得好奢侈，于是当即邀请徐博士一起
住。但他搬进来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医
院行政管理部门约去谈话，院方办公室
人员说怀疑我是同性恋。因为，在英国
只有同性恋，两个男的才住在一起。
当时我听了以后觉得非常震惊和可笑
。西方对中国人的习惯不了解，而我们初
来乍到对西方的观念和习俗全然不知，才
会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因无法沟通和说明
，我只好让徐博士搬走。没想到文化的隔
阂，竟会产生如此大的笑话。

迎中国外交家 在英国被监视
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是西方世界提
倡的，但有一天我们遇到的状况至今都
让我大惑不解。1992 年圣诞节那天，联
谊会要开 Party，恰逢那天当时的驻英国
大使、中国外交家马毓真来威尔士大学
演讲，留学生们都很期待和兴奋，标志
性的威尔士大学城堡上也罕见地升起了
鲜艳的五星红旗。因为我会写写画画，
联谊会主席吩咐我去布置晚会会场，其
他同学去听报告。虽然很委屈，但只能
从命了，于是我一大早来到联谊会集中
地，一行四人上车出发前往会场。来到
晚会会场门口，我下车，他们仨继续开
车去报告会会场。谁知，他们一下车，
就被几位便衣拦住，盘问刚才上车时车
上明明 4 个人，怎么现在只剩 3 个了？便
衣要求必须告知他们另一位的去向，否
则要带他们离开。这着实让他们仨惊出
一身冷汗，原来，我们被人监视了。也
许便衣后来真的看到我在画圣诞老人，
布置party会场，这才免了他们的麻烦。
因为这次经历，我们都格外警觉。
后来大家发现，学生联谊会的地点橡树
街(Oak street)51 号一直有人监视，从 51
号进出，总能发现有人站在外面的墙角
处，探头探脑。其情其景真如侦探电影
情节一般，我们都戏称那里是“51 号兵
站”。栩栩如生的情境让我再次感受到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
无奈！”
遇伯乐来美 实验室日子苦
由于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我的猝死
婴儿心脏传导系统明显发育不良的研究
取得了进展，这一结果很快在国际杂志
上发表了。这篇论文引起了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心脏科医生 Lagato 博士的注意，
她来信希望我到美国参加心脏年会，以
便探讨有关结果和相关的研究。在她的

帮助下，1993 年，我完成了在英国的工
作，顺利获得了美国签证。
到了美国，虽然在心脏年会上与
Lagato 交流非常开心，她对我们研究结
果和图片爱不释手，但她所在的实验室
因经费原因而无法继续研究。我当时认
为回国可能会更有利于继续这项有意义
的研究，正准备返回故乡，有一天突然
接到哥伦比亚大学 Bhattacharya 教授的电
话，他热情邀请我去他的实验室工作。
接到邀请使我感到惊奇，又摸不着头脑
，他怎么知道我？后来，来到巴氏教授
的实验室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教
授是 Lagato 的同事和实验室邻居。毫无
疑问 Lagato 应该是我在美国的“伯乐”
。
在美国实验室研究工作与英国完全
不同，英国人的节奏慢得无法想像，有
人形容是“九点上班十点到，咖啡厅里
把茶泡，茶还没凉 Lunch 到，下午茶后
该溜号”，而纽约实验室节奏快得让人
喘不过气来。雇我的巴氏教授是个印度
人，他自己作为移民，工作非常拼命，
因此也深知亚洲人的能量，每周布置一
次研究内容，每晚让每个人汇报进展。
我每天早上 8 点多进实验室，到晚上 8、
9 点才能结束。
1993 年年底的那场大雪，令我至今
难忘。那天，我在实验室与巴氏教授讨
论工作结果已经是晚上 9 点，完全没有
注意天气预报和警报当我走出在曼哈顿
的实验室大楼，纷飞的大雪铺天盖地，
地面积雪已经深过大腿，而我当时住在
布碌仑康尼岛，地铁在曼哈顿的地下缓
慢行驶，在布碌仑 downtown 进入露天后
就停驶了。出了地铁站，我只能徒步回
家。在齐腰深的雪地里，深夜爬着滚着
往前走，就像当年长征过雪山一样，到
家时已是凌晨 4 点多了。
那个时候劳动的付出和收入并不匹
配。巴教授给我办 H1B 签证，我当时对
薪水也没概念，他说多少就多少。等我
去办杰出人才绿卡时，律师非常惊讶，
怎么杰出人才的工资比餐馆打工的还低
？我想，原因是那时中国人并不值钱，
老板只是喜欢中国人的心灵手巧而已。
有中国人在实验室意味出成果并且省钱
，所以常听到实验室教授们自豪地向人
介绍：“我的实验室里有中国人。”实
验室有中国人本身就象征着成果，而对
在实验室工作的中国人来说只能是辛劳
。
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山医读研究生
期间和在英国的学习已经打下研究功底
，使我在美国实验室工作如鱼得水。不
到半年，不仅我的工资涨到和别人一样
，我也很快拿到了杰出人才绿卡，从此
就留在了美国。
实验室工作本已经很辛苦，但对一
个学医的人来说，想要成为有执照的医
生，必须通过医生执照考试。我边工作
边考试，那是双份辛劳。

中国人做住院医 备受歧视

经过春秋与冬夏的寒窗苦读，我终
于在 1998 年艰难地通过了医生考试。申
请住院医生过程更是受尽白眼，年龄大
，英语口音重，甚至太强的研究背景，
都成了人家挑三拣四的理由。但天道酬
勤，终于在 1999 年，分别有多家医院为
我 住 院 医 (internship 和 residency) 的 申 请
“留灯”，给了我“反转”选择的机会
。最后我选择了长岛大学医院第一年内
科和曼哈顿西奈山医院康复医学三年住
院医训练，2000 年正式开始了住院医生
生涯。
长岛大学医院里每届招收 20 多个第
一年住院医生，只有 1-2 个中国人，很
受歧视。轮转重症监护室(ICU)是住院医
师重要训练项目之一，在 ICU，一般头
一天早上 5-6 点进病房，第二天下午 4-5
点甚至更晚才能下班，36 甚至 40 个小时
连续工作，除了吃饭，没有休息时间。
这就是美国住院医生“魔鬼式”训练。
我在 ICU 训练时，总要与另外两个
高年级医生一组，他们都是印度裔。值
班时，我们 3 个人共用一个值班休息间
，为了不让我进休息室，他们故意把我
的任务加得满满的，任凭我有三头六臂
通宵达旦也完不成。这样他们就可以高
枕无忧，安享通宵眠了。有时，我实在
太困太累了，只好找个自然饮料售货机
旁矮凳，盘腿而息，打个盹。
由于极度疲惫，脑子总是一片空白
。第二天凌晨，主治医师来查房，压根
就没把低年资中国医生放在眼里，辟头
盖脸一顿提问，空白糊涂的脑子，有时
连自己名字都说错，哪能正确回答他突
如其来的问题。他听了以后就以非常鄙
夷地语气说：“看看，那大概就是中国
医学的标准吧。” 身上的中国印又一
次被无情地、不屑一顾地掀起。我默默
地悲伤，心想：我有错，真不应该连累
我的祖国呀！
后来，随着中国飞速发展，越来越
多的西方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我到了
西奈山医院康复科当住院医生，情形有
了明显的变化。

工作勤奋 获训练部主任肯定
西奈山医院康复医学是全美顶尖的
康复科，训练基地包括西奈山医院、阿
姆斯特医院和布朗士退伍军人医院。当
我轮转到布朗士退伍军人医院康复门诊
的第一天，要不是医生和病人都是白人
，我真以为进了中国中医门诊。我吃惊
地发现这里的病人排着队等待做针灸和
拨罐治疗。为了掌握更多的康复学知识
，我利用一切机会向主治医和教授们学
习。别人不愿转的辛苦科室，我要求去
，别的人不愿值的夜班，我常去替，针
灸治疗门诊我也挤时间进。
那一届，西奈山医院康复科招了 7
个住院医生，其他都来自哈佛、麻省理
工及纽约大学，就我一个中国毕业生，
靠着自己比别人更努力，毕业典礼上，
训练部主任当着所有人的面点评我的时
候说：“这个人是我们的榜样。”

回想往事，同样的我，一路走来，
从因为是中国人差点上不了飞机，到被
人监视，寄人篱下，被人歧视，到 2004
年毕业时，被训练部主任当众表扬，没
有了对中国人的歧视感。我认为是改革
开放，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了，中国
人在海外才会有这样的待遇。是金子，
就会发光，但金光若要被人看见，还需
要那些人摘下有色眼镜。

下城医院 中国人背景被认可
毕业后，在西奈山医院康复科主任
、美国著名脊髓损伤专家拉格那申教授
和训练部主任斯坦教授的极力推荐下，
我得到了纽约下城医院招聘机会。为了
表示重视，下城医院院长亲自面试。让
我记忆犹新的是，面试时院长劳谨
(Bruce Logan)，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傅医生，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事请你帮
忙，你给我起一个中文名字。”一个院
长，一个地地道道的意大利裔美国名医
，竟然让一个找工作的医生给他取中国
名，足显他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兴趣
和重视。
在下城医院行医过程中，在劳谨院
长力荐下，我成了下城医院康复科主任
，并成为医生董事会董事。劳谨向别人
介绍我时，总是加上一句：“这位是把
西方与东方医学结合得很完美的医生。
”他把自己的家人和华尔街许多高层朋
友介绍给我看病，其中还有好莱坞影星
、艾美奖获得者 Badalucco 先生和前布
什总统的侄弟 Walker 先生，以及高盛集
团高管们。
最有意思的是 Badalucco 先生。第一
次他来医院看我，一进医院就被粉丝们
团团围住，很多人要求跟他合影。有些
医生甚至把和他的合影高挂在诊室的墙
上，但我始终只把他当成我的病人，而
这也得到了他对我的尊重。10 多年过去
了，他每年圣诞节和中国年都给我发明
信片、贺卡。
更有意思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和浓厚兴趣，让我们之间有了更多的共
同志趣。有次看病时，我给他扎针灸，
他问我：“你有没有读过易经？你知道
儒学与道学的有何区别吗？”一连串的
问题真让人跌破眼镜。一个好莱坞影星
，布碌仑土生土长的地道美国白人跟我
探讨儒学、道学和易经，好在我读过，
略知一二。那时，于丹百家讲坛上《论
语心得》及《庄子心得》热播，我也现
学现卖了一些，跟他聊得非常投机。为
了让我更了解美国好来坞电影中的道学
思想，他还送给我几部由他签名的获奥
斯卡金像奖原版 CD。
这就是我走出国门，最后在美国落
地生根的经历。这些年来，我体会最深
的是“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
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
中国印。”我觉得，不管多少代移民，
中国人在海外的地位，离不开背后的祖
国。只有中国强大了，个人的努力，才
能被人认可、赞赏并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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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rs Of A Pre-Emptive Strike From The U.S. Are High
– What Are Effects On American Presence In The Volatile Region?

Vladimir Putin Deploys Troops To
Russian Border With North Kore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 war breaks out. On Wednesday, Russia blocked UN
Security Council condemnation of Pyongyang's latest
missile test.
North Korea’s only regional ally, China meanwhile
backed the strongly-worded statement put forwar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oposed statement demands
that North Korea “conduct no further nuclear tests”
and halt missile launches.
According to council diplomats, Russia argued that
it should have contained language used in a previous
statement that stresses the need to achieve a solution
through dialogue.
In a statement, Moscow's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MOSCOW, Russia - As tensions on the Korean Sergei Ryabkov said, “Unfortunately, we have to
Peninsula intensify, now Russia’s joining the game admit that the risk of a serious conflict in this region
of threats - by deploying its troops to its border with has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He called for a “demonstration of responsibility” from
North Korea.
Controversy broke out earlier this week as America’s all sides to avoid escalation.
proclaimed strike group, led by the U.S. aircraft carrier Meanwhile, in the face of possible military action
USS Carl Vinson, that was apparently deployed to be against North Korea- that America has already
threatened - on Thursday, a footage showing Putin
sent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over two weeks back was revealed reinforcing his border with North Korea by relocating
troops and equipment emerged.
to actually be engaged in joint drills in Australia.
As America continued to repeat its warning to North The video shows one of the three trains being sent to
Korea, urging it to not engage in strikes - China, fearing the frontier, loaded with military equipment.
Another video highlights
a pre-emptive strike on
military
helicopter
North Korea and assuming
movements towards the
a refugee situation might
North Korean border and
arise, deployed about
maneuvers across the rough
150,000 troops to its
terrain by army combat
southern frontier with
vehicles.
North Korea. Now, joining
A news report also emerged,
the fray, Russian President
suggesting that there have
Vladimir Putin is said to
been military moves by
have sent troops to the
road as well.
country’s 11-mile border
Russia reportedly fears
with North Korea.
that if a conflict breaks out,
The country is fearing
the country could face a
Trump will attack Kim
humanitarian exodus from
Jong Un, triggering a tidal
Map showing proximity of Russia with China and North
North Korea.
wave of refugees. Both Korea.
The country’s president,
China and Russia fear a
mass exodus of North Korean refugees if eventually Putin too warned that in the event of a U.S. strike on

Russia moves troops, helicopters and armored vehicles to
its border with North Korea as Putin braces for war.

Kim Jong Un's nuclear facilities, contamination could
swiftly reach Russia.
A report in primemedia.ru noted, “Railway trains
loaded with military equipment moving towards
Primorsky region via Khabarovsk have been noticed
by locals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The movement of military equipment by different
means of transport to southern areas is being observed
across Primorsky region over the past week.
Many relate this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video shows artillery systems that
either support troops in assault or meet the aggressor.”
Further, Sinitsyn added, “The movement of military
equipment means that authorities of our country are
keeping up with the situation -and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he movements were a preventive but
necessary measure. If the situation worsens, especially
related to military events, the armed forces of all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obviously monitor it more
closely, and we are no exception. It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North Korea has broken the peace in the region,
that's why this situation deserves attention.”

Ships at the Russian naval port of Vladivostok are less than
100 miles from North Korea.

While the Russian military spokesman Alexander
Gordeyev has declined to give the exact reasons for the
troop and equipment movements – he said exercises
had recently ended in the TransBaikal region of Siberia.
Meanwhile, a military veteran Stanislva Sinitsyn said,

Russian has a huge military presence at the naval port
of Vladivostok, which is less than 100 miles from
North Korea.
Konstantin Asmolov, a North Korean expert from the
Russian Far Eastern Institute was quoted as saying,
“Should the U.S. strike with missiles at North Korea's
nuclear facilities, a radioactive cloud will reach
Vladivostok within two hours.”
Asmolov further warned that in the event of full-scale
war “hungry asylum seekers will flood into Russia.”
(Courtesywww.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No. Korea’s Deputy UN Ambassador Makes Chilling Declaration

North Korea Warns:
'Thermonuclear War Could Break Out At Any Momen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 senior North Korean official has accused the US of
turn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into “the world’s biggest
hotspot” and creating “a dangerous situation in which
a thermonuclear war may break out at any moment”.
North Korea’s deputy UN ambassador, Kim In-ryong,
described US-South Korean military exercises as the
largest ever “aggressive war drill” and said his country
was “ready to react to any mode of war desired by the
US”.
Kim’s warning came as the US vice-president, Mike
Pence, assured Japan that Washington would work
closely with its allies in the region to bring about a
peaceful resolution to the crisis and denuclearise the
Korean peninsula.
“We appreciate the challenging times in which the
people of Japan live with increasing provocations from
across the Sea of Japan,” Pence said during talks in
Tokyo with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on Tuesday. “We are with you 100%.”
Pence and Abe repeated calls for China to play a bigger
role in reining in North Korea’s nuclear ambitions.

Along with South Korea, Japan is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 a North Korean attack as it is within
range of the regime’s conventional weapons.
In another sign of how seriously Tokyo is taking
the latest rise in tensions, Japan’s defence minister,
Tomomi Inada, said Japan was prepared to send troops
to evacuate Japanese citizens from South Korea if the
situation on the peninsula became dangerous.
Her remarks are likely to cause anger in South Korea,
where memories of Japan’s 1910-1945 colonial
occupation of the peninsula continue to cloud bilateral
ties.
North Korea’s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Han SongRyol, told the BBC that Pyongyang would continue to
test missiles “on a weekly, monthly and yearly basis”.
All-out war would ensue if the US took military action,
he said.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aid he
believed the US was seeking to ease tensions through
multi-party talks, despite its repeated insistence
that military action remains an option. “We know
the situation is tense,” Wang said. “The more tense
things are, the more calm we need to be to fi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dialogue.”

On Monday Pence visited the tense demilitarised zone
(DMZ) dividing North and South Korea at the start of
a 10-day trip to Asia to underscore US commitment to
the region.
As the vice-president was briefed near the demarcation
line in South Korea on Monday, two North Korean
soldiers watched from a short distance away, one
taking photographs of the American visitor.
Pence told reporters Trump was hopeful China would
use its “extraordinary levers” to pressure Pyongyang
to abandon its weapons programme. But the vicepresident expressed impatience with the unwillingness
of North Korea to rid itself of nuclear weapons and
ballistic missiles.
Pointing to the quarter-century since the US first
confronted North Korea over its attempts to build
nuclear weapons, he said a period of patience had
followed.

U.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visited the National
Cemetery in Seoul, South Korea.

“But the era of strategic patience is over,” Pence said.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it clear that the pat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allies in this region has run
out and we want to see change. We want to see North
Korea abandon its reckless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 and also its continual use and
testing of ballistic missiles is unacceptable.”
Trump appeared to reinforce the message at the White

Troops participate in joint U.S. – South Korea military drills
in 2017.

“While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Pence said,
“President Trump is determined to work closely with
Japan, with South Korea, with all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and with China.”
He added: “We seek peace always as a country, as does
Japan, but as you know and the United States knows,
peace comes through strength and we will stand
strongly with Japan and strongly with our allies for a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is region.”

Map showing Armistice Line Drawn in prior conflict.

The statements from the North Korean officials came
as Trump told the government in Pyongyang that it
has “gotta behave” and Pence said the “era of strategic
patience is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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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e, replying “gotta behave” when a CNN reporter
asked what message he had for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In Moscow, the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Sergei
Lavrov, told reporters on Monday that he hoped there
would be “no unilateral actions like those we saw
recently in Syria and that the US will follow the line
that President Trump repeatedly voiced during the
election campaign”.
Meanwhile, China made a plea for a return to
negotiations. Th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u
Kang said tensions needed to be ease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o bring the escalating dispute there to a
peaceful resolution. Lu said Beijing wanted to resume
the multi-party negotiations that ended in stalemate in
2009 and suggested that US plans to deploy a missile
defence system in South Korea were damaging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Last week, Trump said he would not declare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 pulling back from a campaign
promise – as he looked for help from Beijing, North
Korea’s dominant trade partner.
The difficulty in enforcing multilateral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was underlined at the weekend,
when the regime used Chinese-made trucks to display
missiles at a huge military parade in Pyongyang to
mark the 105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the country’s
founder, Kim Il-sung.
Photographs released by North Korean state media
show it displayed six Pukkuksong 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s (SLBM) for the first time,
towed behind trucks painted in North Korean navy
camouflage.
UN sanctions passed in 2006 apply to exports of
military hardware to North Korea, but shipments of
equipment that have dual military and civilian use,
such as trucks, are harder to control. (Courtesy https://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apr/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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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騰盛世、鳳鳴全球”明星演唱會
暨千人旗袍賽《2017全美旗袍皇後大賽》新聞發布會
《2017 美國旗袍皇後大賽》新聞
發布會於 4 月 16 日下午 5 時 30 分在休
斯頓東方藝術教育中心舉行，本屆大
賽由休斯頓好運地板批發公司特約贊
助。本屆大賽由美國飛龍國際文化傳
媒集團和休斯頓華星藝術團共同主辦
，旨在全美選出 20 名旗袍佳麗，參加
9 月份在北京的舉行的“龍騰盛世、
鳳鳴全球”大型千人旗袍大賽暨明星
演唱會。
休斯頓華星藝術團團長、大賽舞
台總監鮑玲介紹舉辦大賽的意義。
大賽精神：
凡參賽者必須維護大賽的精神；
展示女性大愛、包容、和諧、積極向
上的精神。《2017 全美旗袍皇後大賽
》各地大賽賽區將會產生“公主組”
及“麗人組”兩位冠軍（具體年齡分
組細節在下面大賽規則裡），本屆各
地冠軍在一年之內有義務在當地大賽
組委會的安排下，參與社會慈善活動
和公益活動，用優秀女性形像的說服
力和號召力，為社會做出了積極的貢
獻，樹立起青年女性學習的榜樣。
美國飛龍傳媒集團負責人、大賽
組委會主席陳鐵梅介紹大賽籌備情況
。
大賽期間佳麗參與的活動，有幾
大亮點：
（1）大賽報名結束後，組委會
將會安排選手參加一系列活動，其中
包括：組織去警察局&消防局體驗公
務人員的工作辛苦，借此增強安全與
消防知識，給社會傳遞正能量。

（2）安排選手積極參與主流各
項表演活動，在推廣中華旗袍文化的
同時，與各族裔建立友好互動關系，
為融入主流社會做奉獻。
（3）組委會將組織上兩屆辣媽
選手與本屆旗袍大賽選手，舉辦一次
手工藝制作義賣活動，義賣所得全部
捐給中國貧困兒童，中國有七千萬兒
童因為貧困，沒有及時檢查視力，因
此影響了學習甚至人生，我們希望通
過選手們的愛心奉獻，籌款捐一台視
力檢測儀給貧困地區某醫院，用於兒
童免費檢查視力，為兒童提供一個光
明的前途。
《2017 美國旗袍皇後大賽》大賽
組委會將會邀請四位專業藝術家擔任
“特邀評委”，另外會安排六位贊助
商擔任“嘉賓評委”
擔任本屆大賽四位特邀評委老師
如下：
（一）中國電影電視技術學會化
妝委員會副主任專家委員、高級化妝
造型師壽華老師。
（二）中國著名水墨畫畫家、清
末皇室嫡系後裔愛新覺羅.恆懿老師。
（三）台灣著名導演朱安平老師
。
（四）神秘嘉賓
擔任本屆大賽六位嘉賓評委老師
如下：（兩名評委已確定）
中國知名秀導莫默老師
休斯頓年輕企業家謝曉蘭老師
大賽評委打分規則：
四位特邀評委：比賽以百分制給

大賽組委會主席陳鐵梅介紹本屆大賽的三位高級化妝師，來自香
大賽組委會主席陳鐵梅介紹本屆大賽的三位高級化妝師，
港的著名明星化妝師譚冰冰、
港的著名明星化妝師譚冰冰
、 有 18 年化妝經驗的著名化妝師娜
娜、畢業於名校的專業影視化妝師子林
畢業於名校的專業影視化妝師子林.(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選手打分。
六位嘉賓評委：比賽以十分制給
選手打分。
（十位評委打分的總和，將是選
手的總得分）。
笑琳模特學校校長、大賽藝術總
監笑琳介紹給選手培訓計劃。
休斯頓賽區注意事項：
4 月 16 日開始報名，6 月 16 日截
止報名，6 月 16 日所有參賽選手開會
。
6 月 17 日——7 月 29 日海選前結
束 6 次 T 台培訓。
《2017 美國旗袍皇後大賽》7 月
29 日海選不對外。
8 月 19 日決賽評委不公開亮分，
評委之間不能互相溝通打分，大賽組
委會安排了兩位計分員，以此互相監
督保證計分無誤。每一個賽區以報名
人數來決定是否做第一輪面試選拔。
決賽選手人數盡量控制在 25 人左
右。
本屆大賽嘉賓評委謝曉蘭致詞，
同時表示對歷屆大賽的高度認可。
比賽分 2 個年齡組：
公主組：年齡 18-38 歲
麗人組：年齡 39-58 歲
大賽流程：
7 月 29 日，第一場海選：選手必
須穿旗袍、化妝、造型參加。
8 月 19 日，第二場決賽：才藝比
賽、旗袍比賽，及頒獎晚會。
大賽獎項：
大賽組委會主席陳鐵梅介紹本屆

2017 全美旗袍皇後大賽總導演徐利與組委會工作人員及歷屆辣媽參賽選手
合影。
合影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大賽的三位高級化妝師，來自香港的
著名明星化妝師譚冰冰、有 18 年化妝
經驗的著名化妝師娜娜、畢業於名校
的專業影視化妝師子林。
《2017 美國旗袍皇後大賽》前四
名將得到大賽皇冠，綬帶和證書，其
他單項獎得主將得到綬帶和證書，所
有參賽的選手將會得到“大賽組委會
”頒發的參賽證書。獲獎的佳麗將來
有機會參加當地社團舉辦的重要大型
活動，及合作單位大活動中演出，兩
組的前四名獲獎者，將會參加 9 月份
在北京舉行的“龍騰盛世、鳳鳴全球
”明星演唱會暨千人旗袍賽。
大賽新聞發布會現場。感謝世界
日報、世界名人網、倍可親同城網、
美南新聞、美南國際電視等媒體單位
及個人的大力支持！
提示：

休斯頓華星藝術團團長、大賽舞台總監鮑玲介紹舉辦大賽的意
休斯頓華星藝術團團長、
義。(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凡參加本屆旗袍皇後大賽選手的
所有影像資料版權歸美國飛龍國際文
化傳媒及當地承辦方共同擁有，將來
獲獎者在佩戴“皇冠和綬帶”參加任
何與“大賽組委會及承辦方無關的公
開活動，必須通知美國飛龍國際文化
傳媒及當地大賽承辦方的組委會，得
到同意後方可使用。《2017 美國旗袍
皇後大賽》大賽所有過程及最終獲獎
結果將有法律效果，一切解釋權歸主
辦方所有。
中國主辦方：香港旗藝文化交流
協會
美國承辦方：美國飛龍國際文化
傳媒&休斯頓華星藝術團
電話：（1）832-803-9018/（1
）713-884-9486
Email：fdmedia@fdmedia.us
報名網站：www.fdmedia.us

美國飛龍傳媒集團負責人 、 大賽組委會主席陳鐵梅介紹大賽籌備
美國飛龍傳媒集團負責人、
情況。
情況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休城工商

你只是不夠努力，其實十萬年薪不是夢！

（本報記者黃梅子） 昨天剛好看了馬雲在
達沃斯的演講，馬雲提到他喜歡阿甘，喜歡他
的永不言敗、純粹、永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很多人也欣賞阿甘的這種品質精神，但是又有
幾個人做到了呢？不同的是馬雲做到了。馬雲
說他喜歡裏面的一句話：人生就像巧克力，你
永遠不知道下一塊是什麼味道。很多人都知道
這句話，但是又有幾個人真正的領悟這句話而
付諸了行動？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隨隨便便成
功的，成功總是留給足夠努力、勇於挑戰自我
的人。
也許有人會說，我太老了。還有人會說，

我 沒 讀 過 大 學。 可 能
還 有 人 說， 我 的 專 業
很冷門，找不到工作。
現 在， 就 有 這 樣 一 個
機遇，只要你夠努力，
其 他 都 不 是 問 題！ 只
要 學 習 3-6 個 月， 就
能成為 Cisco 網絡工程
師，年薪達到 10 萬美
金！
Lanecert.com 是
一家總部位於達拉斯
的電腦工程師培訓學
校，目前剛剛進駐休斯
敦。 如 果 你 曾 經 選 錯
了 專 業， 或 者 讀 書 時
GPA 不 夠 理 想， 一 直
沒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又或者屢次被各公司以
沒有工作經驗拒絕。在了解了 LaneCert.com
的 Cisco 網絡工程師培訓之後，你就會發現這
一切都不會再是問題！
據 LaneCert 的劉校長介紹，LaneCert 培訓機
構是一個網絡工程師的專業培訓機構，其導師
都有十至十五年的工作及教學經驗，培養出大
量計算機類精英人才。眾所周知，電子高新技
術區域一直人才短缺，技術人員供不應求。
而在其中 CCIE 這種職業人員更為突出。全美
統計，Cisco 互聯網專家 CCIE 只有 1 萬人，
而這種高新技術人員正為各大公司所急需。

Lanecert 培訓機構作為一個專業 CCIE 培訓機
構，可以指導你進行 Cisco 專家培訓，在短時
間內突破技術障礙，考過專業證書，十萬年薪
不再是夢！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多人可能要打退
堂鼓了，認為這是高科技，很難學。其實，
事實完全相反！這也正是 LaneCert 最大的優
勢！零基礎，任何人都可以學，而且包學會！
其一，Cisco 互聯網程序相對獨立，對於知識
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要求，任何人只要想要
改變便都能達成目的！其二便是速成但是保
質，幫助你在 3 到 6 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現在到
Cisco 專家的轉變，並且保證了你的知識框架
技能完全勝任這個工作！其三，LaneCert 的
導師曾在中國任教，比之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
學習思維方法更為了解，也研究出了有一套獨
有的教學方法，教學效率極高！其四，教學時
采用小班教學的方法，保證每一個學員都有被
充分的關註，及時解決學習上的困惑，教學質
量得到保障！其五，如果實在擔心自己考試發
揮失常，LaneCert 承諾免費重修課程直到考
到執照為止！而且 LaneCert 承諾幫助找到年
薪十萬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LaneCert
雇傭你！
很多人想要過好日子，但是卻妥協於懶惰、安
於現狀，不想努力。失敗了就抱怨自己命不
好，其實，不是你命不好，是你不夠努力，不
夠勇於挑戰自我。打敗我們的不是事物本身，
而是我們自己。同樣的，成就我們的，也是我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們自己！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發奮努力，永不嫌
遲！所以，趕快行動吧，朋友們！
也許這就是上帝送給你的改變命運的機
會， 你， 能 抓 住 嗎？ Cisco 互 聯 網 專 家 培 訓
CCIE，隨到隨學，試聽免費。
LaneCert 是經美國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失業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休斯敦分校即將開
學，如果你沒有工作、留學生要找到工作辦身
份、或者對現有工作不滿意，請來 LaneCert，
給世界一個證明自己能力和價值的機會，世界
將回報給你十萬以上年薪！
LaneCert 休斯敦分校
地 址：12989 Bellaire Blvd #4, Houston,
TX77072
電話：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汽車維修大全（十八）
60、 冬 季 清 晨 有 時
車門鑰匙不能旋轉。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冬季洗車後，放在露天的車
輛經常出現車門鑰匙不能旋轉的現象。這不
是故障，是由於洗車後殘留的水進入鑰匙孔
造成的，當鑰匙插入鎖孔後，裡面的鎖止機
構不能彈起，
出現鑰匙無
法 擰 動。 此
時， 千 萬 不
要大力去擰，
否則會造成
鑰匙的損壞
或是變形而
無 法 使 用。
應採取使用
遙控器開啟

車門或是給門鎖加熱的方式打開。
61、自動變速器車輛不踩制動踏板變速
桿不能搬動。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這是為了安全設計的一項功
能，不是故障。當點火開關不接通、制動踏
板未踩下或拔掉點火鑰匙後，變速桿不能從
P 檔位退出。如果需要退出，可按下緊急按
鈕釋放鎖定的變速桿。如果變速相未放在 P
檔位，點火鑰匙不能轉到 LOCK 鎖定位置。
當點火開關接通時，必須踩下制動踏板，才
能把變速桿從 P 檔位換到其他檔位。因為導
向銷必須伸出才能使鎖定解除，故還需要同
時按下變速桿上的按鈕。
62、帶有 ABS 的車輛在緊急制動時，出
現“嘎嘎”的噪聲。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帶有 ABS 的車輛在緊急制

動時，出現“嘎嘎”的噪聲，這是 ABS 執
行泵在減壓工作過程中發出的正常聲音，同
時，還會伴隨著制動踏板上下跳動的彈腳的
感覺。當車輪制動時，安裝在車輪上的傳感
器立即能感知車輪是否抱死，並將信號傳給
電腦。對抱死的車輪，電腦馬上降低該車輪
的製動力，車輪又繼續轉動，轉動到一定程
度，電腦又發出命令施加製動，保證車輪既
受到製動又不致抱死。這樣不斷重複，直至
汽車完全停下來。電腦能在一秒鐘之間對車
輪進行幾百次的檢測，並同時對製動系統進
行數十次的操縱，不過，ABS 只要緊急制動
時才起作用，一般情況下起作用的還是普通
制動系統。
63、冬季開暖風時前風窗玻璃有霧氣，

還伴有甜味。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當你的車輛使用暖風時出現
此種現象，一般是由於駕駛室內的暖氣水箱
輕微洩漏造成的。前風窗玻璃上的霧氣是車
內鼓風機產生的風帶動匯漏出的防凍液吹出
風道，凝結在前風窗玻璃上所致，同時人也
能感覺到防冰液的特殊味道。此時應關掉風
機，霧氣會逐漸散去。但要及時到專業維修
廠修理。（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 :281-564-6541
地址 :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