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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72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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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me today for 
a private showing.

katy好學區，七間臥室美麗房屋。樓下主臥及父母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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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靖、黄蓉“穿越”，金庸索赔
100多万元

在25日的庭审中，原告方金庸、被

告方《此间的少年》作者江南及其他3名

被告均未到庭，委托代理律师发表意见。

原告方诉称，2015年，金庸发现在中

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的小说《此间的少年

》中，所描写人物的名称均来源于其作品

《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

》《神雕侠侣》等，且人物间的相互关系

等与这些作品实质性相似，只是故事架构

在不同时空环境下，金庸小说发生在古代

，《此间的少年》发生在当代校园。

原告认为，江南未经原告许可，在

《此间的少年》中大量使用原告作品的独

创性元素并出版发行，严重侵害了原告的

著作权。同时，被告借助原告作品的知名

度吸引读者、谋取竞争优势，获利巨大，

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精典博

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小说存在的侵权情

形未尽审查职责，应承担连带责任。广州

购书中心有限公司销售侵权图书，也应承

担法律责任。

原告方请求法院，判令四被告立即停

止侵权行为，停止复制、发行《此间的少

年》，封存并销毁库存图书；江南及北京

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精典博维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新浪网刊登经法院审核的致歉声明，向原

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原告经

济损100多万元；由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

为维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20万元及全部

诉讼费用。

“康敏害乔峰”成了“乔峰爱康
敏”，改写名作侵权吗？

庭审围绕金庸小说的人物名称、人物

关系、性格特征是否与《此间的少年》构

成实质性相似，《此间的少年》是否侵害

原告署名权、改编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此间的少年》是否借助原告作品知名度

搭便车、构成不正当竞争，原告索赔是否

超出诉讼时效等焦点问题展开。

原告方主张，《此间的少年》不标明

改编来源，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同时也

侵犯了原告的保护作品完整权。被告擅自

改变原告作品，歪曲并擅自改变了原告作

品里的情节。如金庸《天龙八部》里的康

敏阴险毒辣，是一个反派人物。《此间的

少年》将康敏改编为聪明能干、含蓄善良

的形象，将陷害乔峰改成帮助乔峰，乔峰

也从对康敏不理不睬变成了爱慕康敏。

对此，被告江南的代理律师辩称，《此

间的少年》是江南在美留学期间，为追忆北

京大学的校园生活创作的青春文学。金庸原

著背景均为古代，故事类型、背景、主题结

构与《此间的少年》相比截然不同。《此间

的少年》发表后，当当、豆瓣的关键词都是

青春、时光等关键词搜索，而不是原告作品

中的武侠世界，不构成实质性相似。

此外，《此间的少年》作品的人物要

素使用属于合理使用，符合著作权的相关

司法解释。江南的创作赋予作品自己的生

命体验，也不会给原告带来损害。

但金庸的代理律师认为，创作目的并

不影响侵权构成，不能因为目的是“自娱

自乐”就可以免除侵权，对法定的认识错

误不影响承担法律责任。

对于金庸为何在《此间的少年》出版

多年后才起诉，金庸的代理律师回应，金

庸是香港人，此前并不知道《此间的少年

》，直到2015年，准备投拍《此间的少

年》电视剧的华策影视公司给金庸工作室

发去一封征求许可的信函，金庸才注意到

这部小说。

庭审最后，原告表示愿意在被告停止

侵权并赔礼道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被告

江南则希望在庭后与原告进行协商。法庭

决定给予各方一个月的调解时长，如未能

达成调解将择日宣判。

网络作者亟待增强版权意识

金庸诉江南一案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网络作家阿菩认为，“同人作品”是在

网络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在传统印刷时代

，很难想象有版面和书刊给“同人作品”

，也不存在大规模的创作和传播的土壤。

但如今，“同人作品”不仅数量非常

大，还出现过一大批优秀作品，比如《西

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经

没有版权问题的原著的“同人作品”，因

为时代的变化而添加进了新时代的内容，

仍然在吸引不同读者。

“很多网路小说作者写‘同人作品’是

因为可以用原著的人物与性格勾起读者的兴

趣，聚拢粉丝；另一方面，对原作也有好处

，能够大大延长其生命力。”阿菩说。

一些网络作家认为，“同人作品”是

否盈利是本案的关键问题。

阿菩也注意到，《此间的少年》经过

多次再版，又有了影视的版权开发，“同

人作品”最初的非盈利色彩不再了。尤其

是版权的出售和扩大，甚至将作品授予影

视公司影视化，进一步进入大众传播的范

围，对原著版权及作者缺乏尊重。

广东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周西篱认

为，网络文学这些年的发展，可能很多从

最初非盈利、纯致敬的“同人作品”写作

，已经开始让很多写作者获得很大的收益

，所以在IP市场价值水涨船高的环境下

，需要重新审视“同人作品”的写作界限

和版权问题。

“现在的中国互联网文化产业，尊重

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常态，这是所有正规市

场参与者的立身之本。没有版权，就没有

文化产业。”周西篱说，金庸诉江南案对

行业来说是一次提醒，对于高创作者的版

权认识非常有价值。

金庸告江南成同人作品第一案
“傍名人”寫作侵權嗎？

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近期，文学界掀起一场有关知识产权的“风云之战”：著名作家金庸状告“同人

小说”《此间的少年》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并提出赔偿经济损失100多万元。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5日一审开

庭审理了此案。

借用知名小说、漫画、影视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性格设定进行二次创作，被称为“同人作品”。这种文学“傍名人

”现象在网络上风生水起，但被原著作者起诉侵权，在国内尚属首例。如今，IP市场水涨船高，遭遇当头棒喝的“同人

小说”是否还能笑傲江湖？

直播平台亏损 账户充值藏
玄机

去年6月，斗鱼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报案称，该公司直播平台的充

值系统在和美国苹果公司支付平台

进行结算时，收支资金明显不符，

差额巨大，斗鱼公司损失严重。警

方调查发现，问题集中在斗鱼直播

平台的充值业务“鱼翅”上。警方

筛查发现，一些用户的充值存在异

常，异常用户充100元，可能是在

30秒或 1分钟内充10次，每次充

10块钱，而且登录的支付端全都

是苹果支付。

警方对这几个盗刷的账户进行

了停用，降低其用户级别，由于涉

案账户都是高级账户，账户受限后

，用户主动联系斗鱼公司。警方随

即与一名用户取得联系，该用户称

，他的账户是由一名没有见过面的

网友“意难忘”代为充值的，这是

因为“意难忘”声称有渠道八折购

买“鱼翅”。周某与“意难忘”累

计交易金额达几十万元。

大量租用苹果手机 利用预
授权额度 盗刷境外信用卡

经调查，警方发现“意难忘”

是江西在校大学生彭某，彭某的上

线是湖北利川人向某和姜某。向某

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叫做“鱼儿响叮

当”的网友，得知将境外信用卡信

息绑定在苹果账号上，通过苹果商

城官网，就可以在斗鱼直播等娱乐

平台上盗刷充值。

警方表示，嫌疑人是利用境外

信用卡的预授权额度，在苹果应用

商店进行盗刷。而境外信用卡的信

息，是嫌疑人丁某从境外一个非法

出售信用卡信息的网站购买的。

由于苹果手机不允许用户频繁

更换账号，向某就让姜某从网上大

量租用苹果手机，来绑定账号和境

外信用卡。最疯狂时，平均每三天

就要换一批手机，一批手机有一百

多部。

非法充值万余次 案值高达
1000多万

犯罪嫌疑人称，刚开始不是这

里出问题就是那里出问题，到了去

年5月，发现斗鱼挺好做的，因为

原来有的时候充值鱼翅充值不到，

但是后边突然发现好充了，一充就

充进来了，然后就开始在网上找彭

某接单，他把单接了，把账号和密

码发过来，他们给充值。

嫌疑人在苹果官方软件商店

盗刷充值后，斗鱼直播平台会默

认交易成功，发放“鱼翅”给客

户，但被盗刷的境外信用卡持卡

人发现后，只要向境外发卡机构

证明非自己消费，就可以不支付

这笔损失。而由于苹果官方软件

商店与软件开发者之间并非实时

结算，而是月度结算，苹果公司

在月度结算时，也就不会向斗鱼

支付这笔费用。

据警方调查，向某、姜某先后

雇佣十几名员工，购买了4000多

张境外信用黑卡和6000多个苹果

ID账号，为斗鱼直播、YY直播、

德州扑克等用户非法充值万余次，

案值高达1000多万元，短短8个月

时间里，就靠此手段非法牟利300

多万元。

目前，警方已缴获作案用电脑

16台，苹果手机128部，20多名涉

案人员全部到案，追回斗鱼直播平

台损失92万元。涉案人员目前取

保候审，下一步将移送检察机关以

诈骗罪、非法销售信用卡罪等罪名

予以起诉。

團夥盜刷境外信用卡
在網絡平臺充值
涉案金額上千萬

近日，湖北英山警方破获了境内首例利用苹果手机盗刷

境外信用卡的特大团伙诈骗案。嫌疑人利用非法购买盗取的

境外信用卡和苹果手机账号，在视频直播、网络游戏等平台

上充值诈骗，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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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吃母乳到多久才最好?太早断

奶，担心宝宝吸收不到营养，身体差;

坚持喂到宝宝一两岁吧，对于职场妈妈

来说，的确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0-2岁宝宝，母乳是最佳食物

新生儿在出生后至2岁之间母乳喂

养为最佳食物，有助于增强孩子的抵抗

力，减少疾病发生，建议妈妈们能坚持

尽量多坚持喂养母乳。看看母乳的营养

价值有哪些

>>6个月前的母乳宝宝，有着妈妈

身体带来的抵抗力+母乳给予的抵抗力

双重保护。这个抵抗力可以保护宝宝在

半岁内免受一般疾病的侵袭。

>>6个月后的宝宝，妈妈身体内带

来的抵抗力消失，需要增强自己的抵抗

力，此时母乳中的免疫球蛋白就会显得

尤为重要。

>>充分母乳喂养的宝宝身心发展

更为健康，过敏和消化不良较少，成年

之后慢性病风险较低。

>>母乳中的营养素除了传统认识

的营养作用外，还有生物学作用，比如

有很多活性物质，如抗体、酶等，这些

营养素的活性作用，是配方粉无法比拟

的。

>>母乳中丰富的脂肪种类，还可

促进婴儿大脑和视网膜的发育成熟，调

控免疫系统发育，更有预防成年期心血

管疾病的作用。

当然，也有妈妈有疑问，母乳6个

月或者1岁后就没营养了吗?

这种说法是片面的，6个月后的母

乳营养无法全部满足孩子的生长发育需

要，因此专家建议大家添加辅食，但是

并不意味着母乳就没有营养了!

相反，母乳中的免疫球蛋白总量是

不变的，如果乳汁因宝宝添加辅食而减

少，则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反而显得更高

。

所以，只要条件允许，就坚持到自

然离乳吧!

宝宝1岁以后，母乳喂养怎么调整?

跟大人同餐

宝宝现在就可以和大人一起吃饭了

，只是他的饭要软、烂、细、碎，味道

淡一些就可以了。让宝宝和家人一起吃

饭，更有利于培养宝宝良好的饮食习惯

。

1岁宝宝的饮食，主食以大米蔬菜

肉为主，奶为辅食。

蔬菜水果都是必备的，其他蛋白质

、维生素含量高的食物也是首选。像粥

、面条、面片、包子等应该是主要的，

其他的配方奶、水果汁、菜汁、菜汤、

白开水、鱼肝油、肉汤、磨牙食品、肉

末、碎菜末、肝泥、动物血、豆制品、

蒸全蛋、小点心等也是不错的。

宝宝一天下来该怎么吃?

早餐 晨6、7点，宝宝除了喝奶，

还可以喝一点牛奶或配方奶，吃一点菜

泥也行;8点到11点之间可以给宝宝增

加小点心、粥、菜汤、肉汤、水果、鸡

蛋等，这些种类多样的食物能让宝宝体

内的营养保持一个平衡状态。

午餐 中午的辅食应该是一天中最

丰盛的了，除了基本的，还可以给宝宝

增加一些肉类，碎肉末、碎菜末、动物

肝脏、温开水、水果汁、菜汁等都是中

午必备的。

下午茶 到了下午，宝宝可能会

有一些饥饿感，给他喂一小碗软饭

，再加一些碎肉末、碎菜，美味就

这样出来了，最后最好加半个鸡蛋

。期间可以让宝宝多喝白开水，吃

点水果。

晚餐 晚上6点的时候，宝宝可能

要吃晚饭了，宝宝要吃面条的话，那

就更好了，来一小碗面条或面片汤都

行，5到7个小馄饨也是棒的，动物的

血、肝、肉类、蔬菜都还可以继续给

宝宝吃。

晚上加餐 夜间，如果宝宝娇嫩

的小肚子又咕咕叫了，就给他喂一

些面食类，如一小块馒头或面包，

还可以试试少量的磨牙食品，为了

让宝宝更好的入睡，牛奶是必不可

少的。

母乳可早中晚作为加餐

虽然1岁后的宝宝已告别乳儿期，

但乳类仍是宝宝每天应该选择的，母乳

可早中晚作为加餐，继续为宝宝提供丰

富的营养。

上午和下午各加一次的水果或是点

心，早、中、晚各加一次的奶，可以把

各餐和喝奶错一下时间，就是 早餐 后

半小时喝一次的奶，或是醒来先喝奶，

半小时后吃早餐，有些早餐，比如鸡蛋

、蛋糕、面包类的食物，可以和奶同时

进行，中午可以先吃午餐，睡醒后喝一

次的奶，晚餐可以正常吃饭，睡前一小

时喝奶。

母乳加餐时间表

6：00～6：30母乳或配方奶200毫

升(+谷物);

9：00～9：30母乳或配方奶200毫

升+水果;

12：00～12:30饭菜;

5：00～15：30母乳或配方奶 200

毫升+水果;

18：00～18：30饭菜;

21：00～21：15母乳或配方奶200

毫升;

21：15刷牙，按时睡觉。

总之，母乳一样好东西，只要条件

允许，就坚持到自然离乳吧!把最好的

营养留给宝宝!。

寶寶1歲後 母乳餵養如何安排

大家都知道，母乳喂养对于

宝宝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母乳的

营养价值是最高的，喂奶姿势对

于很多新手妈妈来说是不太了解

的，那么，母乳喂养最佳时间为

几个月？

母乳喂养最佳时间为几个月

母乳喂养最好到宝宝8个月

到1岁左右，到孩子6个月的时候

逐步给他添加辅食。给宝宝断奶

最好的时间在8个月到1岁左右。

如果宝宝在吃母乳的同时，添加

了辅食，并且接受辅食情况良好

，也可以推迟断奶，最晚可以到

1岁半。但是如果宝宝身体状况

较差或生病时，尤其有过敏体质

或肠道有问题的宝宝，建议妈妈

哺乳至1岁以上，这样有利于宝

宝身体恢复。

一般情况下，如果妈妈选择

在8个月的时候给宝宝完全断奶

，那么可以从6个月开始，逐渐

减少哺乳次数，并以辅食等代替

。另外还要注意断奶的季节，妈

妈最好选择春秋两季，这时候气

温不高不低，比较适合给宝宝断

奶，宝宝也容易适应。

职业妈妈的母乳喂养时间：

现在我国最新产假规定为98

天，这意味着很多新妈妈在哺乳

期内就得去上班。对于职业妈妈

来说，哺乳宝宝到1岁左右是最

好的。职业妈妈可以在上班前，

用手或吸奶器将乳汁挤至消毒过

的奶瓶中，然后存入冰箱。当宝

宝肚子饿，需要吃奶的时候，家

人就可以帮忙把母乳用热水慢慢

温热，然后给宝宝吃。另外，冷

藏过的母乳一旦加温后，即使没

有喂食，也不能再冷藏，必须丢

弃，不要舍不得。因为吃下这些

反复加温的母乳，会对宝宝身体

不好。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

，大多数西方女性给宝宝母乳喂

养一般都至少3-12个月;世界上其

他一些国家，宝宝吃母乳到2岁

或更长时间都很正常。其实母乳

喂养涉及到很多个人实际情况和

情感，现实中可能会有多因素影

响到你是否继续给宝宝母乳喂养

，但是不管如何，都要尽可能延

长母乳喂养时间，对你、宝宝的

健康都有好处。

母乳喂养多长时间?相信通

过以上内容的介绍，大家已经有

所了解。母乳喂养的好处多多，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让母

乳喂养的时间长一点，但是也不

是说可以一直喂养下去，最好是

在1岁半之前都进行母乳喂养。

喂奶的四种姿势

1、摇篮抱法。在有扶手的

椅子上坐直，将孩子抱在怀里，

用前臂和手掌托着孩子的身体和

头部。喂右侧时用左手托，喂左

侧时用右手托。放在乳房下的手

呈U形，不要弯腰，也不要探身

，而是让孩子贴近你的乳房。这

是早期喂奶的理想方式。

2、交叉摇篮抱法。与第一

种类似，但喂右侧时用右手托，

喂左侧时用左手托。

3、橄榄球抱法。如果你是剖

腹产，或者乳房较大，这种方式比

较合适。将孩子抱在身体一侧，胳

膊肘弯曲，手掌伸开，托住孩子的

头，让他面对乳房，让孩子的后背

靠着你的前臂。为了舒服起见，可

以在腿上放个垫子。

4、侧卧抱法。疲倦时可躺

着喂奶。身体侧卧，让孩子面对

你的乳房，用一只手揽着孩子的

身体，另一只手将奶头送到孩子

嘴里。这种方式适合于早期喂奶

，也适合剖腹产的母亲。

在孩子未满3个月前最好不

采用卧位哺乳。因为小婴儿的头

、颈部力量均很弱，一旦母亲哺

乳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乳房堵

住了孩子的口鼻而孩子又没有足

够的力量避开，就可能因窒息而

发生意外。只有当孩子4个月后

，才具备抬头躲避和用手推开母

亲乳房，或用身体动作将母亲惊

醒的能力。

母乳喂养最佳时间为几个月

我从小个头就小，一度有些自卑

的程度，尽管我成绩一向很好。

我最讨厌体育课，因为一上体育

课，老师就要把小朋友们排成一队，

这样我就会被老师毫不犹豫地抓到队

首，充当“从低到高排好队”的最低

标志。

更让我愤怒与耻辱的是，班上个

头最高的同学，还会动不动就来摸我

脑袋，叫我小不点。有一次篮球比赛

，有个高个男生，同学们都叫他大个

子，他把篮球举得高过头顶，当着好

些人的面大声喊：“哎，我站着不动

，你来拿球啊，来呀，来呀……”

我急着上去解释：“我还小，没

长开呢，等我吃够了营养，就长个了

。”

可这一解释，同学们笑得更欢腾

了。

晚上放学大个子还拦住我说，读

书好有什么用？个子不够高，根本找

不到工作，将来没有大厂会要你的！

这给我气的，好绝望啊，回家一

扔书包就号啕大哭，当时我觉得这辈

子也翻不了身了吧。

我跟我妈撒谎，说肚子疼，上不

了学。

我妈耐着性子信了两天，但很快

就起了疑心，拐弯抹角地把原因问了

出来，我说我不想上学了，“大个子

”说我矮，我怕被同学嘲笑看不起。

我妈笑着跟我说，“大个子”不

重要，中考之后你估计就再见不着他

了，但你再不去上学，连成绩都落下

了，才会真被人看不起。

果不其然，后来我考进一中继续

读书时，大个子已经被他家里发送到

城里学洗剪吹去了。

那时候我便知道了一件事，别人

故意打击我的时候，我有两条路可以

走：1、进取。2、退缩。

进取到位，就能让偏见去他妈的

；就此退缩，就正好顺了别人的意。

昨天有个大二的小姑娘发私信问

我，太在乎别人的看法，而把自己逼

得畏缩不前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就把

这个故事讲给了她听。

她听得“咯咯”笑，问我，那现

在人家再说你，你就真不在意了吗？

我说，我现在更棒了，我会怼一

句：“我腿短怎么了，我腿短能在马

桶上荡着玩，你能吗？”

是不要脸成就了我嘛？

不带这样说的。

其实，是因为这些年，我一直在

努力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所以有了

更加清晰的自我认知与价值导向，于

是对一些别有用心的说三道四越来越

漠不关心。

你之所以会在别人的声音里患得

患失，是因为太缺乏自我认同。

这个大二的姑娘，去年冬天挂掉

了人生中的第一科，她本是一个逢考

必过的学霸。

她说自己可能完蛋了。

一推门本来聊得正欢的两个寝室

室友突然不说话了，她觉得一定是在

背地里讨论她；她跟着视频里学着扎

了个丸子头，上铺一句“不好看”就

让她赶紧拆回了马尾；她从网上买了

一件流苏长裙试着迎接春天，被一句

“这都去年的款了吧”就吓得慌里慌

张地退了货。

前不久，她被校广播站吸纳了去

做播音主持，被室友白眼了一句“你

真能折腾”，就吓得再也不敢在寝室

里熟悉播音稿了。

她问我，有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在

意别人？

我说，没有，大学寝室生活，就

是要教会你如何跟自己不喜欢的人共

处。

通常情况下，你在意别人的看法

，是因为你觉得别人说得有道理。

如果你主意牢，底气足，你怎么

会轻信她们的话？

叔本华说，一旦我们充分了解了

他人思想的肤浅和空洞的本质，他人

观点的狭隘，他人情感的琐碎无聊，

他人想法的荒谬乖张，以及他人错误

的防不胜防，我们就会逐渐对他人大

脑中进行的活动变得漠不关心，我们

就会明白任何一个过度重视他人观点

的人给了他人过高的尊严。

我们之所以过于放大别人的看法

，是因为自己不具备区分忠言与聒噪

的能力，而盲目得看了别人脸。

海明威因为实力过硬，说起话来

总是比较“耿直”，也就是今天我们

常说的毒舌，所以他一向不太受评论

界的待见。

对于任何想要前来

约访他的媒体，他都会

要求对方先去通读作品

，所以一个访谈要约个

一年半载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巴黎评

论》采访时问他，你会

建议年轻作家看报纸吗

？你在《堪萨斯城星报

》受到的训练对你有帮

助吗？

海明威眉头一皱，

有一搭没一搭地回他：

“在《星报》工作，你

得学着写简单的陈述句

，这对谁都有用。新闻

工作对年轻作家没害处

，如果能及时跳出，还

有好处……”

说着说着突然顿住

，话锋一转，“这是最

无聊的老生常谈，我感

到抱歉，但是，你要是

问别人陈旧而扯淡的问

题，就会得到陈旧而扯

淡的回答。”

嚯！他真敢呐，当

面讽刺人家知名媒体提

问太过低智。

如果你没跟海明威一样写过《老

人与海》，拿过普利策，拿过诺贝尔

，而是一生寂寂无闻，一个知名大媒

体跑来采访你的时候，就算对方问得

是屎一样的问题，你还不是要擎着小

心，违心地赔笑：“哎呀，您这个问

题问得真是好。”

为什么海明威就可以不顾及对方

感受说话这么解气啊？

人家这是实力回怼。

你要是不爽了，爱怎么乱写就怎

么乱写去，你捧我也好，毁我也罢，

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不在意，更不

会因此动摇我的文学价值与历史地位

。

都看过《甄嬛传》吧？

能不能容得下我是你的气度，能

不能让你容下是我的本事。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化的动物，要

想活得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爱谁谁

”，基本没这个可能。

你走的路越是鲜有人知，你听到

的噪声越是大。

但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终归是无

法让每个人都满意，更别指望让所有

人喜欢你。

一位因为写了一本《最愚蠢的一

代》而十分不受待见的大学英语教授

马克· 鲍尔莱因，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明

白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的事情

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

马克· 鲍尔莱因说得很对，但很

多人明白了这件事，依然做不到绝对

意义上的成熟。

每个人都有两套评价系统，一套

是自我评价系统，另一套是他人评价

系统。

这两套系统基本上会伴随我们一

生，在他人评价系统里，你永远都无

法做到零差评。

有人觉得她应该有的却没得到，

你得到了当然就该酸你；有人觉得我

穷逼还想迎娶白富美，你要求有房有

车当然要说你太物质；有人稳定了一

辈子没出过屯儿，你放弃铁饭碗非要

去创业当然要说你太作。

每个人的观点，都会受限于不同

的视野和境界。

这些不同，取决于三观、立场和

利益。

别人的说三道四该不该听，得分

人。

慢慢你就发现，我们这一辈子啊

，对我们重要的人，也就那几个。

你若都在乎，就会被不相干的人

套上枷锁。

《明朝那些事儿》末了不是说了

吗？

这世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用你

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所以，你对我重要，你的看法才

重要，其他的呀，老子怎么喜欢怎么

来呗。

你对我重要，你的看法才重要

紀實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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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中美教育

据报道，美国教育委员会近日汇总了全美

42个州州长的2017年施政演说，并从中归纳出

各州2017年教育施政的几大优先事项。

一是中小学经费优先。中小学教育经费

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各州政府财政的主要支

出项目。32 位州长在年初的施政演说中，

纷纷将中小学教育列为优先议题，内容包

括增加中小学经费、调整相关经费措施并

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州长更是强

调将中小学经费聚焦于促进教育公平、改

善薄弱学校等。

二是加强职业生涯发展与科技教育。24位

州长都认同职业生涯教育培训与经济发展有密

切关系，为了弥合工作岗位与职业技能的落差

，州政府将增加职业生涯与科技教育的经费、

与企业合作培训特殊专门技术人员、开设在职

进修课程等。

三是招募优秀教师，改善教师待遇。教师

是学生学习成就的关键，17位州长将招募优秀

教师列为优先议题。由于美国多地出现师资不

足的现象，部分州长强调2017年将积极改善教

师待遇，提供教师专业成长的机会。

四是推动可负担的高等教育。美国高等教

育的高昂学费，使许多学生望而却步。15位州

长提出高质量且可负担的高等教育蓝图，主要

措施包括控制学费涨幅、提高奖学金、提供免

学费的社区及技术学院等。

五是提升科技运用。科技的运用被列为学

校的重要辅助教学手段，11位州长在施政演说

中强调将改进教师与学生的科技运用，包括提

供高速网络，升级教学的科技设备等。

六是重视学生的学校选择权。美国新任教

育部长贝齐· 德沃斯是教育选择权的倡议者，

尽管目前新措施尚未出炉，但已有10位州长作

出响应，主张学生有权选择学校，相关措施包

括扩大教育储蓄账户等。

2017年美國教育聚焦六大優先事項

托福是学子们留学美国需要参加的考

试，然而，有些学子们留学美国研究生是

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的。本文中，与大家

分享五种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就可以申请

美国研究生的情况，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

帮助。

一、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本科生

我们指的是从高中毕业后就进入海外

高校攻读本科的学生，这里的海外高校包

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

国家。我们在浏览美国大学网站的时候都

会看到这样的信息：”All applicants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but have re-

ceived their entir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can be

waived the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海本学生凭借这一规定可以轻松躲开学校

严格的语言要求，这是海本学生享受到最

大的一项福利。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

传播学院，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托福114分

之上。而海外本科生则不用顾虑这一点，

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和经历在gre以及实习活

动上。

二、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转学生

有些中国学生在国内读大学期间，转

到国外继续本科学习，通常在1-3年内完成

本科学位，并不需要四年时间。他们的特

殊之处在于，一方面可以拿到美国大学学

位，另一方面他们的教育经历只有一部分

是在国外。从第一点他们是可以免掉托福

考试。但是严格来说，有的学校要求全部

大学学业必须都在海外。例如普林斯顿大

学规定只有以下情况可以免考托福“appli-

cants who have received their entire under-

graduate education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根据普林斯顿的要求，转学生就要

参加托福考试了。再看看哥伦比亚大学研

究生院规定 “Applicants who have studied

for at least two years at a U.

S. institution can exempt

from TOEFL or IELTS”根

据这个说明，只要在申请的

时候在美国读书满两年时间

，就可以不用提交托福成绩

了。但是如果只在美国读了

一年，就要参加托福考试了

。

给大家的建议：如果时

间充裕，尽量参加托福考试

，不要到美国研究生留学申

请关键时刻发现学校要求提

供托福成绩，每年都有学生

因为这样的情况而错过截止

日期，非常可惜。

三、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

国内外高校开展的合作办学项目，按照2+2

或者3+1的模式完成本科学位。跟转学生的

情况比较相似，他们也是有部分教育经历

在国外完成。合作办学的项目通常最多可

以有两年的时间在海外学习。上一条我们

提到有些学校可以给“在海外学习两年以

上的学生免考托福”的要求不同，这样学

生在申请美国研究生的时候，往往是只完

成了一年的学业，不符合大多数学校的免

考要求。建议这些项目的同学们，一定要

做托福考试的准备。

四、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硕士研究生

这一点尤为特殊。有些同学在国内完

成本科学位之后，会选择到英美国家学习

硕士课程。这种情况下，经过1-2年的学习

，他们可以获得硕士学位。跟本科学位不

同，获得硕士学位的学生，即使从研究生

一年开始在国外读书，也不能完全确定可

以免掉托福成绩。之前有学校明确规定只

有本科生可以免考托福。硕士必须考托福

。尤其是在英国完成硕士课程只需要一年

。很多美国大学仍会要求这部分去美国读

研究生的孩纸提供托福成绩。

五、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工作人员

在我们接触的MBA申请者中，有一部

分是在英美加等国家工作多年。这部分申

请者一般是要提供TOEFL成绩的。但是也

有个别情况，有些学校规定，只要申请人

在美国工作两年或更长时间，即可免掉托

福成绩。

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要考托福成绩的

。比如Vanderbilt University范德堡大学对于

免托福的要求是“applicants have lived and

worked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for

the past two or more years.”

留學美國研究生
這些人不需要考托福

去美国留学的国内学生一般

会有或多或少的名校情结，那么

申请美国名校的话，有什么技巧

呢？今天就来为各位进行详细介

绍，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

自身硬件条件是敲门砖

美国TOP30院校对硬件条件

要求较高，托福成绩105分以上，

或雅思成绩7.0以上，SAT2100分

以上(旧分制)，GPA3.6 以上。如

果申请硕士，还要提供GRE成绩

，商科需要提供GMAT成绩。

硬件条件满足，基本可以入

招生官的法眼，当然这不是唯一

录取标准，但这是录取的主要因

素。所以想突破美国TOP30名校

，申请者在学习成绩及语言成绩

一定努力刷分，提前做好准备。

背景提升是拉开竞争者距离
的关键

美国院校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除了考评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要

考评学生的毕业院校背景、领导力

、创新能力、是否有特长、获得过

奖项、是否有爱心、课外活动、社

会经历等。如果申请者学习成绩优

秀，但活动背景一片空白，背景没

有亮点，由于竞争激烈，很容易被

淹没在申请大军中。

如果学习成绩一般，可以在

背景提升方面来弥补不足，为申

请加分。建议申请者提前一年准

备，多参与课外活动。

选择背景提升项目要与申请

院校相匹配。美国名校招生官虽

然非常想看到学生成功参加的一

系列科研实习项目，但更想看到

的是学生是否具备取得成功的能

力，以及未来能够在本研究领域

内做出什么贡献。在申请过程中

，不要只告诉招生官你有多优秀

，而要告诉他们你的优秀是否与

他们的需要相匹配。

院校不同，招生官录取标准
各有不同

1、哈佛大学(HarvardUniversity)

招生官在几个不同的方面使用

代码来给申请人评分——学业方面

的、学业以外的贡献、个人素质等

，但最后并不会将他们综合起来，

给申请人排名次、排次序。

2、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

招生官从多个不同的方面给

学生评分一学业方面的、非学业

方面的、老师推荐、面试评价。

但这种评分不会作为一种公式来

决定录取谁、不录取谁。这些评

分仅仅是一个记号。

3、杜克大学(DukeUniversity)

招生官有六种评分，包括学

业能力、班级表现、标准化成绩

、课外活动、申请短文、以及推

荐信与面试结果的综合考察。

4、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

sity)

招生官对学生的评分有两种

，一种是对学业能力的评分，主

要是根据客观的标准打分。通常

用学业指数作为这个评分，但招

生官员可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对这

个分值进行加减，以进一步区分

候选人。另一个评分是关于个人

的素质，主要通过个人性格加上

课外活动、老师评语和学生作文

来综合评定。

明确自己的定位和未来职业
规划

申请美国名校，有的院校需

要通过skype或电话面试，招生官

会问及申请者的未来规划，在面

试前最好理清思路，就读该专业

的未来规划、未来发展方向，让

招生官明白你是否喜欢该专业，

明确自己的定位。

选择院校和专业切忌盲目追风，

专业选择关系到未来职业方向，

要明确自己是否对该专业感兴趣

，将来才能在该领域更好的发挥

自己的内在潜力。

美国留学名校的申请
技巧你熟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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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人在中國

国殇墓园的

守墓人
清明之际，我随湖南关爱老兵志愿者团队去

云南腾冲国殇墓园祭拜，那里埋葬着数千名滇缅

对日作战中阵亡的中国远征军将士。飞临腾冲一

带上空，从舷窗向下看，只见那高黎贡山连绵起

伏，山道蜿蜒交错，如一幅展开的战略地图。这

座“极地之城”承载着一段苍凉的历史，日军将

那场战役称为“玉碎”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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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晴，腾冲市国殇墓园里

正在举行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祭拜仪

式。

墓园最高处小团坡上的短剑形纪

念碑沐浴在阳光里，这是远征军第20

集团军为在光复腾冲时阵亡的将士设

立的。小团坡呈圆锥形，由其顶向下

、四面的斜坡上，呈放射状安放着

3346个一尺多高的小墓碑，“一碑、

一罐、一把骨灰”，每个墓碑上都镌

刻着名字和军衔。

这些名字并不与下面的骨灰完全

对应，当年阵亡将士的躯体大多支离

破碎，难以辨认区分，只好集体焚化

，再分装到骨灰罐里。

此时正在致祭文的李正是中国抗

战史学者，今年已经72岁，他对远征

军的历史研究执著严谨，总要到山野

里、到幸存老兵那里去叩问考证。

还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凭吊老兵

。湖南老兵之家的志愿者在此前一天

来到墓园，为阵亡将士带来了家乡的

泥土、水和酒。

这些志愿者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和

照料抗战老兵，也看到他们大多贫病

交加、晚景凄凉，再没有当年与日军

拼杀的风采。

很多老兵受到过政治运动的冲击

，二十集团军的少校参谋张子文战后蹲

了26年监狱，有位老兵吓得向志愿者

下跪，求他们不要追问过往。20集团

军中将参谋长刘召东、预备2师少校参

谋兼谍报队长石大用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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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抗战纪念馆副馆长伯绍海是

这次祭拜活动的承办者之一。他不太

像个公家人，更像是一位民间学者，

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我是一个守

墓人”。

伯绍海穿得松松垮垮，头发略卷

曲，大部分时候脸上表情冷峻，眼神

也冷淡。他不但做滇西战史的研究，

还参与关爱抗战老兵和留守儿间的公

益活动，在这个圈子里颇有名气。或

许是因为那副不羁的模样和这份热肠

，熟悉他的人都叫他“伯少”。

“云南的腾冲、龙陵和缅甸的密

支那，是日本军人最不愿意提及的三

个城市，他们在这里遭到惨烈的失败

，其中腾冲是中国收复的第一个县城

。这三个城市都是中国远征军打的

（联合美军、英军），都胜了，却也

是惨胜。”伯绍海讲述那段历史时，

语调低沉。

“那里面埋着咱们的恩人，千万

不要去糟蹋他们的灵魂。”“那里面

埋着咱们的恩人，千万不要去糟蹋他

们的灵魂。”

1942年 5月，中国远征军第一路

军入缅作战失利，孙立人将军撤往印

度，杜聿明将军败走野人山，日军第

56师团趁势以机械化部队突入中国滇

西，边境重镇腾冲沦陷。

除了军事占领，日军还在腾冲建

立了行政管理机构行政班本部，田岛

寿嗣任部长。日军把李正邻居家的房

屋用作军火库，武器弹药堆满了房间

。邻居不忍自家的房屋帮助日本人，

就偷偷将一面镜子丢到屋顶，设法通

过谍报人员通知了盟军第十四航空队

。不久，飞机联队破空而至，以镜子

的反射光为标识投下了炸弹。第一波

炸弹误炸李正家，家里房倒屋塌，三

位亲人被炸身亡。

日军遭到攻击后立刻展开搜捕。

李正母亲即将临产，也随着左邻右舍

逃出城外，在一个叫当嘎的地方遇到

一队日军正和远征军的游击军对峙。

一群老小慌忙藏身在山林里。

经过一路惊悸颠簸，母亲动了胎

气，生下了一名女婴，是李正的姐姐

。生产时，母亲怕惊动不远处的日军

，紧咬牙关不吭一声，可孩子一落地

就哇哇大哭，吓得众人慌了神。为母

亲接生的人看见有个逃难的人家带了

木盆，就吩咐用木盆扣住刚出生的姐

姐。盆下的哭声越来越微弱，日军退

去后，姐姐已经闷死在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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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 4月，何应钦签发反攻滇

西的命令，5月，霍揆彰率第20集团

军横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进击腾

冲城。

伯绍海说腾冲之战的很多硬仗都

是团长、营长带队冲锋，100多天的时

间，阵亡军官1234名。忠烈祠的右侧

，有一块不起眼的墓碑，就是纪念他

们的将校碑。少将覃子斌、少将李颐

……对我而言是陌生的名字，对伯绍

海却是喋血沙场的英魂。

被部下称为“老虎爷”的594团团

长覃子斌，阵亡于高黎贡山北斋公房阵

地。高黎贡山是腾冲城北面的天堑，最

高海拔5000多米，山下是大热天，山

顶却是云雾蛮瘴、奇寒苦雨。山的陡峭

处仰角达七八十度，覃子斌带军蹬着岩

石、抓着山草向上攻。日军凭险据守，

在山上只要一两个人，架一挺机关枪，

一个团的人都上不去。

覃子斌攻到最高处的冷水沟，日

军在两个山头修筑了坚固的碉堡，周

围以战壕工事层层环绕，对隘口通道

形成交叉俯控之势。远征军冲上阵地

，日军以机枪扫射，火炮采用瞬间引

信，出膛十几米就爆炸，冲锋士兵的

尸体像小山一样堆积起来，后来者把

机枪架在尸堆上还击，鲜血和雨水汇

在山沟里飞溅奔流。

覃子斌当时已经52岁了，是远征

军中资历最老的团长，进击时他却冲

在队伍前面，在北斋公房前遭到机枪

扫射，身中数弹，大腿粉碎，血流不

止而阵亡。士兵把他的遗体抬到坡地

上的一棵树下，师长叶佩高率师部官

兵赶来默哀凭吊。

我在腾冲时，李正老师和志愿者

发起了寻找覃子斌后人的行动。他死

后，留下了3个未成年的女儿，可现

在没人知道她们在哪里，是否还活着

。她们若仍在世，最小的也该有80多

岁了。

李颐是黄埔军校6期的学生，阵

亡于腾冲巷战。日军接到56师团司令

部“玉碎腾冲”的命令，在每街每巷

都修建了地下碉堡，拼死抵抗，李颐

和他的5团每天只能推进十几米。

攻克腾冲的前一天，李颐被子弹

击中，却拒绝包扎，仍持冲锋枪封堵

对方暗堡的火力。倒下时，他说：“不

知今年海棠如何？”新婚妻子来接他的

灵柩，大哭说：“还我的人。”

我来到美军墓碑前时，下起了雨

，雨点打在火山石刻成的镶地式碑石

上，洇出片片铜钱大小的水渍。

很少人知道，在滇西抗日战场上

还有一支4000多人的美国顾问团，史

迪威将军的副手多恩任总司令。按照

协议，顾问团负责战术指导、教授兵

器使用和地空联络这些工作，不必上

一线战场。可21岁的夏伯尔被死亡和

鲜血激起了斗志，随592团的士兵一

起冲锋，在高黎贡山灰坡阵地阵亡。

少校梅姆瑞的名字也在墓碑上，

他是被日军的炮弹炸死的，那时他的

第二个女儿刚出生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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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墓园的祭拜仪式，李正、伯

绍海与十几名志愿者又登上位于腾冲

城南的来凤山，在文笔塔前凭吊阵亡

在这里的预备2师6000多名将士。

文笔塔塔身如笔，泮池如砚，所

处地势险要，曾经是日军的一个主阵

地。当年日军为了开阔射界，把来凤

山上的大树都砍掉了，现在山上已经

是树影重重，松柏森然，成了森林公

园。

日军修筑的环形工事依然清晰可

辨，就在我的脚边，散兵沟里积了一

层潮湿的黄叶，日军就是蹲在这里面

向冲锋而来的远征军不停地扫射。

来凤山高出腾冲城所处的坝子300

多米，是腾冲南面的天然屏障。日军

深知其中利害，这在里苦心经营2年

，修筑了非常坚固的堡垒。李正说，

日军以指挥官的名字命名他们的阵地

，樱阵地、梅阵地、松阵地……阵地

上的山炮、步兵炮、重机枪及指挥所

都是半地下工事，并以粗大的树干覆

盖，层层防护，炸弹都炸不开。

预备2师的将士踏过竹签阵，剪

开铁丝网，一个排、一个连冲进去，

立刻被日军的机枪扫倒。子弹从6团

一位连长张剑山的喉管擦过，鲜血流

下，他摸摸脖子后面，知道没被打穿

，说了声“还好”，继续向前冲锋。

士兵也没人敢后退一步，因为团长有

令：除伤者和通信兵外，不论什么人

，有后逃者就地枪决。团部特务营持

冲锋枪在后面督战。

美军出动数十架B-25战机助战，

对日军阵地进行密集轰炸和机枪扫射

。远征军的山炮火力同时向敌堡垒集

中射击，炸起得土石和硝烟让人面对

面都看不清对方。预备2师趁势冲入

敌阵，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机枪手见

敌我绞杀在一起，不知道该往哪儿打

，只好丢了机枪，加入肉搏。

经此一战，来凤山遍山弹痕累累

，血迹斑斑，到处是破碎的肢体和散

落的枪弹。李正老师小时候常来山里

寻弹壳，一颗机枪子弹能卖2分钱，

次日的早饭钱就有了。

战后腾冲的百姓把很多军用物资

改为了家用。李正那时穿得背心都是

降落伞改成的。有位老乡正在杀猪，

细看那杀猪刀——是一把中正军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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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腾冲街头，我遇到一位老人，

他的身材不矮，但肩背弯曲前倾，人

就低了几分。他正要过马路，却仍半

低着头，白发垂到耳边，站在车流、

人流前一副不知所往的样子。同行的

李正老师叹了一声，“这个人的一辈

子太可悲。”

老人姓彭，他婴儿时期却有一个

特殊的名字——田腾裕亚雄，他的生

父正是腾冲行政班本部长田岛寿嗣。腾

冲沦陷时，他的母亲蔡兰惠是一名中学

毕业生，容貌俊美，逃难中与家人失散

，后被伪县长送给了田岛。田岛在日本

已有妻子，但为了表示“中日亲善”，

还是与蔡兰惠举办了婚礼，以“腾冲的

姑爷”的身份笼络人心。

彭先生出生那天，两军正在腾冲

进行巷战，蔡兰惠躲进地下掩体生下

了他。田岛的翻译白炳璜为她接生，

用刺刀割断脐带，又从阵亡士兵的身

上割下一片衣物，将婴儿包裹起来。

田腾裕亚雄这个名字，是田岛调离腾

冲前取好的。

分娩不久的蔡兰惠在财神庙被俘

。预备2师的一位连长孙剑锋在回忆

录中简要记叙了审讯蔡兰惠的过程。

审讯者问：“你是知识分子，为

什么甘心事敌，嫁敌人行政班本部长

田岛？”

蔡惠兰答：“我是牺牲小我，完

成大我。日本来了，前方、地方文武

官员闻风而逃，任由几个汉奸为虎作

伥，蹂躏地方，鱼肉人民，我心不忍

。嫁给田岛，我营救不少人。”

蔡兰惠与18名慰安妇被押送保山

市的路上得了病，断了奶水，出生月

余的彭先生躺在母亲怀里奄奄一息。

走到一个叫上营的村子，押送蔡兰惠

的士兵对她说：“孩子跟着你走，活

不下去的，赶紧送人吧。”

蔡兰惠听了劝，把儿子送给了当

地的一个彭姓人家。多年以后，彭先

生的姨妈四处寻访，找到他、认了亲

，倾力照顾这个孤苦的孩子。

彭先生小时候总被骂“日本猪”

，受了很多欺辱，懂事起就养成了低头

走路的习惯。长大了，没有姑娘肯嫁给

他，姨妈让自己的女儿和他结了婚。

60年代，彭先生的日子过得愈加

凄苦，听缅甸过来的人说在那边见到

了田岛，还做了缅甸人的女婿，讲的

情形很真切，就决定去找他。

临走时，他买了一包糖块，用报

纸裹了，当作给生身父亲的见面礼。

在边境上，边防兵检查他的行李

，翻出了那包糖，展开了那份报纸。

因为报纸上有国内的政治新闻，兵怀

疑彭先生是敌方的间谍，他立即被捕

，后来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从此，

他就断了寻亲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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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14日，中国远征军克

复腾冲。李根源倡议在来凤山麓修建

阵亡将士墓园，引屈原《九歌?国殇》

的篇名作为墓园的名字。几名地主让

出了拟作墓园的那片土地，国外华侨

汇来捐款，很多腾冲人把自己准备重

建家园的一点钱、几截木料都捐了出

来。

阵亡远征军骨魂安葬到墓园的那

天，腾冲街巷涌出潮水般的人群，摆

出香案，哭泣、呼喊、祭拜……人们

请来法师做了水陆法场，诵经念歌、

超度亡灵。一位当地的老人回忆说，

连日军也一起超度了：“让他们还是

回家吧，他们家里也有妻子也有儿女

也有父母，不要再来干扰腾冲人民的

生活。”

李正小时候常常随父亲来国殇墓

园，被命令背诵国民党大员的那些题词

。至今，每有讲座，他还要背诵于右任

先生的题词：为世界，卫正义，为祖国

，争自由，腾冲一战，碧血千秋。

“文革”时期，腾冲人告诉自己

做了红卫兵的儿女：“那里面埋着咱

们的恩人，千万不要去糟蹋他们的灵

魂。”

墓园还是没保住。1969年的一天

，一群身着军装的“造反派”闯进墓

园，先是把纪念塔炸倒，断为三截，

然后用铁锤砸毁纪念碑、墓碑和英烈

祠内记着阵亡将士名录的壁刻。据传

，这些人是“四野”的部队，解放战

争时与远征军的部队打过血战。

70年代，国殇墓园被改为腾冲县

委党校，那些残破的石碑，有些作了

走廊、台阶的垫脚石，有些被人捡走

，作了捣衣石或别的用场。

李正说，家国记忆不能泯灭。

1984年他上书腾冲县委，呼吁重修国

殇墓园，经过一层层审批，他拿到了

盖着红印章的批复文件，开始了艰难

的重建工程。李正和他的同事们四处

寻访，收集失散的文物。

大部分墓碑没有找到，找到的那

些也由于日月磨损，很难辨认主人的

名字。他们只好尽力把破碎的墓碑拼

接、拓片，请书法家依照原来的大小

、笔迹，重新篆刻制碑。最终重刻了

3346块，大概是原来的一半。

唯一完整的是英烈祠的匾牌，因

被一户人家拿去做了床板而幸存下来。

2010年，政府又依着墓园修建了

滇西抗战纪念馆。馆中收藏了2万多

件抗战文物，“全部是实物，没有复

制品，”伯绍海参与了筹建和布展的

过程，“全国的抗战纪念馆很少有能

做到这点。”

文物大多是民间捐献的，20集团

军54军军长阙汉骞将军的外孙捐赠的

文物摆满了一个展厅，旅美华侨陈灿

培在海外市场见到抗战文物就买下来

捐给纪念馆。“我们资金困难，很多

捐献者都是自付邮费。”

前几年，国民党要人蒋孝严、郝

柏村都曾经来墓园参观祭拜。郝柏村

是远征军老兵，走时留下了一套《抗

战时滇印缅作战总检讨》。

如今，伯绍海他们已经在全国做

了7场抗日主题的展览。他说，做这

些不是为了宣扬仇恨，只是希望人们

能够知道那段历史、记得那些为国家

争自由而死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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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66人在美國

高考前夕离开美国

我是北京人，在快18岁的时候，随

父母移民到美国。我母亲是广东人，外

公外婆申请成年子女团聚，由于这种申

请时间漫长，我虽然从小就知道将来有

一天会去美国，但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当移民签证批准时，我完全没有做好

来美国的准备。那年我上高三，正紧张

地准备高考，第一次的模拟考我都参加

了。

当时我的心里挺纠结的，都说“十

年磨一剑”，我磨了这么久的剑，难道

真要放弃到高考考场上试一下的机会吗

？我的父母蛮支持我的，说要不等到高

考后再走，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但我的

外公外婆说：“反正你们早晚都是要来

的，晚来不如早来。”于是，我们就和

舅舅一家在2005年 4月来到纽约。因此

，对于来美国，我没有太多的兴奋，我

是没有选择来到美国的。

超龄进入纽约公立高中

带着遗憾来到纽约，正好公立学校

放春假，我非常幸运，5月份就入学了。

因为超龄，我进了位于曼哈顿的下东城

高中，那个高中以服务新移民为主。入

学的ESL考试，我考到 level 3，这说明

我的英文水平需要提高。由于我在国内

是理科生，数学、生物、化学都很好，

参加数学会考，我得了100分。所以，我

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学好英文，为申

请大学做准备。

下东城高中每个学期会把成绩前100

名的学生张榜公布，在9月开学后第一次

公布，我的GPA排名年段第一，那时很

多人还不知道我是谁。从此以后，直到

高中毕业，我的成绩都是第一。

到美国后两个月，就放暑假了。那

时一个比我早来几个月，来自台山一中

、学习成绩也很好的同学问我，暑假要

不要和他一起去做义工，他告诉我，做

义工对申请大学很有用。我当时根本没

有这个概念，但还是跟着他去了。

那个暑假的义工是做选民登记，因

为台山一中的同学不敢一个人上街发传

单，想有个伴，所以就拉我一块去。那

是在亚洲人平等会做义工，我去了之后

，发现亚平会需要很多义工，于是，开

学后我就回学校去宣传，让更多同学参

加。2005年11月8日选举日，我组织了

40多个同学到孔子大厦投票站帮助选民

。

我好感谢有这个机会，它给我打开

了另一片天地，不仅帮助到别人，而且

我个人的各方面能力都得到极大的提升。

参加社区服务 增强领导力

2005年暑假，我在亚平会做义工时还

遇到一个贵人——亚平会一位部门主管

Frances Ye，他推荐我去亚裔儿童与家庭

联盟(CACF)旗下的“亚裔学生促进计划

(Asian American Students Advocacy Pro-

gram，ASAP)”。当时这个项目刚开始两

年，项目里只有一、两个像我一样英文不

太好的新移民。在这里，我学习到了亚洲

人在美国的历史，认识到亚洲人在美国遇

到的各种公平与不公平的事情，学习到作

为学生领袖有义务站出来为弱者发声。在

ASAP里，我还学会了如何做问卷调查，

如何演讲，如何在学校建立俱乐部，如何

与教育局等部门沟通……

通过一年在ASAP的训练和锻炼，

2006年开学后，学校竞选学生会主席，

我顺利当选。大家都知道，

下东城高中学生以来自广东

和福建的新移民学生为主，

我，一个说普通话的北方人

能得到大家的支持，还是挺

自豪的。也巧，那一年学生

会副主席也是来自北京的一

个男生，下东城高中学生会

一下子由两个来自北方的男

孩负责，这是以前从没有过

的事情。

我非常感谢ASAP培养

了我的领导力，亚平会训练

了我的组织能力。有一次，

Frances Yen 说：“做义工

在美国人看来是很平常的事

，但很多中国人没有这个概

念。与其每次活动时你苦口

婆心说服同学来参加，不如

成立一个俱乐部，发展五、

六个骨干成员，让他们再去

发展成员。”我一听，觉得

这个办法挺好的，于是，就

在亚平会里成立了学生俱乐

部，为下东城高中学生提供

做义工的机会。这个学生俱

乐部一直到现在都存在，但

已经发展壮大了，学生的范

围也扩大了，不仅仅局限于

下东城高中。

我感谢ASAP的培养，不仅让我自信

，也让我的英文水平得以迅速提高。当

我到美国两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下

东城高中毕业，代表学生在毕业典礼上

致辞时，我的老师说，没想到，仅两年

时间，我就能那么自信、自如地用英文

致辞。

高中毕业后，我以全奖进入纽约

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学习，由

于从小就喜欢数学，想当老师，觉得当

老师影响力更大，于是我选择了数学专

业，辅修教育。

我认为，我之所以能顺利进入纽约

市立大学(CUNY)与面试有关。记得去面

试的那一天，我从学校出来，手里拿着

无法在书包里装下的化学课本。面试官

问我，来面试为何还带着化学书？我说

，因为下了课直接过来了，并告诉他我

为什么要修化学课。

我在进入下东城高中考试时，化学

成绩很好，可以免修。可我想有更多机

会学英文，于是，我问化学老师，可否

来旁听他的课。化学老师非常严格，他

说，你可以来旁听，但要像其他同学一

样，按时交作业，做实验，参加考试，

但最终拿不到学分。我说，这些我都可

以做到，因为化学里很多英文我不会，

我想学。我想，面试官听了我的故事，

他看到了我的特质：知道自己的弱点，

并知道如何帮助自己。

大学毕业后，我获得Math for Amer-

cian 全额奖学金10万元，保送到纽约大

学(NYU)攻读Teachers of Mathematics 研

究生学位。

执教4年后辞职 继续服务社区

2012年，研究生毕业后，刚好遇到

教育局人事冻结，不招收系统外的老师

，我投了许多简历，最后，终于在开学

后三个星期找到了工作，在布碌仑一家

公立高中当数学老师。当老师的4年时光

里，我和孩子相处还是挺愉快的，学校

里的学生虽然不太愿意学习，当我感觉

到我教过的学生进步明显。可遗憾的是

校长对老师的支持度不够，我看不到自

己成长的空间，2016年放假前，我选择

了辞职。

原来纽约州教育局双语办公室有个

工作机会，他们已经面试我两次了，可

没想到最后以我没有教过ESL给拒绝了

。辞职后，我也接了一些家教的活儿，

以我的资历，收入并不低，但是，我还

是想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于是，去年9

月份开始，我再次找工作。

由于对教育的热爱和兴趣，我找新

工作时，仍在教育圈子里转。投了很多

简历，经历了很多面试，功夫不负有心

人，2016年12月，我找到在一家非盈利

教育机构的工作，这个教育机构建立一

个平台，把3-8年级数学、英文、科学各

种免费视频、游戏放在平台上，供老师

和家长使用，这正符合我的理想！

我还利用自己参加活动多，认识人

多的优势，在微信上建了一个纽约地区

中英文双语教师群，大家常常分享教育

信息。当然，也吐吐槽，减轻一下压力

，我们也组织线下娱乐活动，大家互相

帮助。

我们发现，很多中国的家长知道教

育能够改变命运，但由于英文不过关，

不知从何做起。因此，群里的教师还另

外开了一个家长群，我们用中文信息帮

助家长，我在群里积极回答家长们的提

问，鼓励家长多参加学校和纽约市的各

种活动。比如，我们积极鼓励家长参加

教育局的全市学生家长会，在报名的时

候填写需要中文服务。这几年下来，我

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人家长来参加教育

局组织的家长活动。这一方面帮助了华

人家长，另一方面也让教育局意识到华

人有需求，将来会多雇佣双语人员，不

论对家长还是对老师，都是很有益的，

因此，我一直在推。

从一个英文不好的新移民，到现在

可以尽自己所能帮助大家，可以说，我

是坚持了在亚平会和ASAP学习到的理念

，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自己发声。 这

些年，我对此乐此不彼，我相信，我还

会继续下去的！

劉健 閃耀在社區服務的青春
刘健，未满18岁时就踏上美国土地的北京男孩，连根拔出“移植”美国后，他却很快开始做义工，竞选高中学

生会主席，在社区组织里成立俱乐部，带动更多同学服务社区，他的行为宛如一个ABC。

从纽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不论是当老师还是在非牟利机构工作，他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帮助新移民及他们

的家庭，如何利用自己的人脉组织更多的志同道合者服务社区。他说，是在亚洲人平等会和亚美儿童与家庭联盟做

义工和培训中学到了服务社区，为社区发声的理念。

在国内赶公交稀松平常，在美国赶公交于我可是大姑娘上

轿头一回。

应定居美国多年的朋友盛情相邀，我与老伴远涉重洋赴美

作“自由行”。朋友居住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说是堂堂加

州的“首府”，其实是一个算不上繁华的城市，论城市规模远

非洛杉矶、旧金山可比。朋友居住在郊区，环境幽雅，空气清

新。

刚到萨市我们就按捺不住对这个地方的好奇心，想要出去

逛逛。听说我们要独自去市区，朋友找出一张市区地图，为我

们规划线路，建议我们搭乘社区公交车先去萨市博物馆。美国

的私家车保有量大约是每户2辆，因此美国的公共交通线路少

，班次少。朋友担心不会英语的我们下错站，特意在地图上标

出了公交车的线路和站点。公交车并不经过博物馆，他再三叮

嘱我们在某天桥下的路口下车。

第二天一大早，我与妻子来到公交车站候车，站台并无明

显标牌，候车的人也不多。大概因为我俩是“外国人”的原因

，先来的人都友善地同我们打招呼，弄得我俩先还不太习惯。

以后的旅游经历更加深了这样的印象。在景区路上相遇，只要

四目相对，美国人总会：“Hi，good morning”主动打招呼或

点头示好。

八点半公交车准时出现在街角，大家次第上车，女司机是

个黑人，胖胖的，和每一个上车的人点头，简直就是一个和善

的邻居大妈。我坐到司机的后面，掏出了那张地图，结结巴巴

、连比带划地示意女司机我们要去的地方，希望得到她的帮助

。女司机认真地看了看地图，似乎明白我的意思，向我点了点

头。

车子向前开去，在社区来回绕弯，似乎并无固定的站点，

只要路口或房屋栅栏前有人等车，车就停下来上人。女司机似

乎认识每一个上车的人，总要打个招呼甚至聊上几句。我感到

很新鲜，这种情形别说在国内，就是在我所到过的其他地方也

很少见，这也许是像萨克拉门托这样的小城市所特有的吧。

车开进了市区，乘客上上下下，我的心也开始忐忑起来，

不知道女司机明白了我的意图没有。离终点站越来越近，乘客

也越来越少，我知道终点站离博物馆是很远的，干脆还是提前

下车吧，这样也许还会少走一点弯路。到了某个站点，我俩跟

在别人的后面准备下车，女司机看见了，连说：“No，No，

No……”并示意我们坐下。

终点站到了，乘客也都走完了，偌大的车厢只剩下我俩。

车又开动起来，司机这是要把我们拉到哪里去呢？我快沉不住

气了，妻子也暗急。就在我们惴惴不安的时候，车在一处绿草

如茵，浓荫覆盖的街口停下了。女司机一声“OK”头一偏，做

了个下车的表示。我俩下车一看，这不正是博物馆大门吗！赶

忙走到车窗前向女司机道谢，“邻居大妈”脸都笑烂了，向我

们挥手“Bay Bay！”消失在街口。

晚上在朋友家，向朋友讲起白天的奇遇，朋友轻描淡写地

说：这有什么可奇怪的，美国人并非要刻意做什么好事，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在他们是理所当然的。

在美国
赶公交

星期一 2017年5月1日 Monday, May 1, 2017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May 1, 2017  |  John T. Robbins,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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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ys He Wants To                            
Solve Korean Peninsula Issue 'Diplo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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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People Buying Nuclear Shelters
In Fear Of North Korea Missile Strike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on Thursday he 
would prefer a diplomatic approach to solving the 
North Korean issue, while warning that a major 
conflict with the country is possible.
“There is a chance that we could end up having a major, 
major conflict with North Korea (DPRK). Absolutely," 
he told Reuters in an interview at the Oval Office.
"We'd love to solve things diplomatically but it's very 

difficult," he added, describing North Korea as his 
biggest global challenge.
US officials said in a statement after a briefing on 
Wednesday over the Washington’s policy toward 
DPRK that Trump aims to use economic sanctions 
and diplomatic measures to pressure the DPRK into 
dismantling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We are engaging responsibl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the 
DPRK in order to convince the regime to de-escalate 
and return to the path of dialogue," said the statement.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has been 
heightened as North Korea has carried out repeated 
missile tests in recent months and is threatening to 
conduct its sixth nuclear test.
Mr Trump used to accuse China of not doing enough to 
rein in North Korea, and suggested the US could take 
unilateral action.
But in the interview with Reuters, Mr Trump who me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earlier this month praised 
Mr Xi for his efforts, calling him "a good man".
"I believe he is trying very hard. I know he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Perhaps it's 
possible that he can't. But I think he'd like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Trump said.
Earlier this week, President Xi and Trump 
talked for the second time through telephone 
call discussing the deteriorating North Korea 
nuclear issue after their first face-to-face 
meeting earlier this month.
"We are willing to communicate with all 
parties including the US to maintain peace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Xi said, reiterating 
Beijing's goal of denuclearizing the region, 
according to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On Thursday,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told Fox News that China has 

requested North Korea conduct no nuclear test.

"We were told by the Chinese that they informed the 
regime that if they did conduct further nuclear tests, 
China would be taking sanctions actions on their own," 
Tillerson said without specifying what sanctions he 
was referring to.
China banned coal imports from North Korea in 
February, and is reportedly also considering restricting 
oil shipments if Pyongyang continues to behave 
belligerently. (Courtesy sino-us.com/) 

Related
Xi, Trump Make Telephone Call To 
Discuss North Korean Issu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exchanged views about the situatio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a telephone call on Wednesday,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The telephone call comes one week after the two world 
leaders met for the first time at President Trump's Mar-
a-Lago resort in Florida.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published on the ministry's 
website, President Xi reiterated China's goal of 
denucleariz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called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China advocates to resolve the issue through peaceful 

means, and is willing to maintain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the US on the issu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statement quoted President Xi as 
saying.
In an editorial published on Wednesday, the Party-
owned Global Times warned North Korea not to make 
mistake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s its provocation 
"is reaching a tipping point" that will "point to the 
opposite direction."
"Presumably, Beijing will react strongly to Pyongyang's 
new nuclear actions. China will not remain indifferent 
to Pyongyang's aggravating viol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UNSC) resolution," the 
editorial said, adding that China will be willing to see 
the UNSC adopt severe restrictive measures that have 
never been seen before.
On Tuesday, President Trump once again vented his 
impatience and concerns over North Korea on his 
Twitter account after the authoritarian country fired 
a ballistic missile that landed in the Sea of Japan on 
April 5.
"I explained to the president of China that a trade deal 
with the US will be far better for them if they solve 
the North Korean problem!" he tweeted. And just 
four minutes later, the US president wrote in a second 
tweet, "North Korea is looking for trouble. If China 
decides to help, that would be great. If not, we will 
solve the problem without them! U.S.A."
The US has consistently urged China to put 
more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while China has 
repeatedly insisted that it has done a lot to rein in its 
unruly neighbor, which has accelerated its missile 
development and nuclear program since 2016.
Following North Korea's April 5 missile te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rdered the country's trading 
companies to turn back shipments of North Korean 
coal to its ports on April 7, Reuters reported.
China is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the isolated North 
Korea, and is a major consumer of North Korean coal.
In response to North Korea's latest missile test, the US 
has sent an aircraft carrier strike group to the waters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increasing concerns over a war 
in the region.
At a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n Monday,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urged 
all parties involved to exercise restraint and avoid 
escalating the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spokeswoman also denied previous reports that China 
deployed 150,000 troops to the border with North 
Korea in preparation for pre-emptive attacks after the 
US launched airstrikes in Syria following an alleged 
chemical attack last week.
Following North Korea's April 5 missile te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rdered the country's trading 
companies to turn back shipments of North Korean 
coal to its ports on April 7.
David Dollar, a senior fellow at the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old the 
Sino-US.com that President Trump's order to launch 
airstrikes on Syria, which happened during the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sent a clear message that 
the US would continue to take unilateral military 
action when dealing with regional tensions. It would 
intensify China's fears over America's direct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the North Korean issue and would lead 
to more Chinese economic sanctions on its neighbor, 
Dollar noted.

During a three-
nation tour 
of East Asia 
in March,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 i l l e r s o n 
warned that 
the US would 
c o n s i d e r 
military action 
as an option if 

the threat of North Korea's weapons program reached 
a level that threatens the South Korean and American 
forces.
Regarding the situation in Syria, President Xi said in 
the telephone call that any use of chemical weapons is 
"unacceptable".
"We should stick 
to the direction of 
resolving the issue 
through political 
means. Maintaining 
unity with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UNSC) is very 
important to resolve the Syrian issue, and I hope that 
the UNSC will speak with one voice," President Xi 
said, according the ministry's statement.
North Korea has labeled the airstrikes against Syria as 
"absolutely unpardonable", defending that they prove 
its nuclear weapons are justified to protect the country 
against Washington's "ever more reckless moves for 
a war".
Another stakeholder, Russia, has called the US 
airstrikes in Syria an "aggression" against a sovereign 
state and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Courtesy 
sino-us.com)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peaks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Reuters in the Oval Office of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U.S., April 27, 2017. Photo: Reuters

Man watches missile test on North Korean 
televison.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elcome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Mar-a-Lago 
resort in Florida. Photo: Reuters

Sales of nuclear shelters and radiation-blocking air 
purifiers have surged in Japan in recent weeks as North 
Korea presses ahead with missile tests.
A small company that specialises in building nuclear 
shelters has received eight orders in April alone 
compared with six orders during a typical year.
The company, Oribe Seiki Seisakusho, based in Kobe, 
western Japan, has also sold out of 50 Swiss-made 
air purifiers, which are said to keep out radiation and 
poisonous gas, and is trying to get more, said Nobuko 
Oribe, the company’s director.
A purifier designed for six people sells for 620,000 yen 
(£4,390) and one designed for 13 people and usually 
installed in a family-use shelter costs 1.7 million yen 
($15,440).
“It takes time and money to build a shelter. But all we 
hear these days, in this tense atmosphere, is that they 
want one now,” Oribe said. “They ask us to come right 
away and give them an estimate.”
Another small company, Earth Shift, based in Shizuoka 
prefecture, has seen a tenfold increase in inquiries 

and quotes for its underground 
shelters, Akira Shiga, a sales 
manager at the company said.
The inquiries began gradually 
increasing in February and have 
come from all over Japan, he 
said.

Kim Ups The Rhetoric
North Korea said on Sunday it 
was ready to sink a U.S. aircraft 
carrier to demonstrate its 
military might, in the latest sign 
of rising tension in the region.
The United States ordered the 
USS Carl Vinson carrier strike 
group to sail to waters off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response 
to mounting concern over the 

reclusive state’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In response, North Korea’s tightly-controlled state 
media claimed America under Donald Trump has gone 
“seriously mad.”
‘If the US provokes the DPRK even a bit, its army 

and people will start a great war of justice for national 
reunification without hesitation.
‘Noting that the U.S. warmongers hysterically try to 
ignite a war by mobilizing nuclear strategic assets 
without any measure to deal with the consequences to 
be entailed.

‘The U.S. has now gone seriously mad. It is mulling 
frightening the DPRK and achieving something with 
nuclear strategic bombers, nuclear carriers, etc.
‘However, the army and people of the DPRK will 
never be browbeaten by such bluffing.’
Also at the weekend, North Korea detained a US 
citizen as he attempted to leave the country, bringing 
the total number of Americans held by the isolated 
country to three

Evacuation Drills
North Korean missiles have fired with increasing 
frequency. Last month, three fell into waters within 
Japan’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some 300-350 
kilometres off the coast of northern Akita prefectur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on Friday urged local 
governments to hold evacuation drills in case of a 
possible missile attack, heightening a sense of urgency 
among the public.
Some orders for the shelters were placed by owners of 
small-sized companies for their employees, and others 
by families, Oribe said. A nuclear shelter for up to 13 
people costs about 25 million yen ($227,210) and takes 
about four months to build, he said.

The shelter his company offers is a reinforced, air-tight 
basement with an air purifier that can block radiation 
as well as poisonous gas. The room is designed to 
withstand a blast even when a Hiroshima-class nuclear 
bomb exploded just 660 meters away, Oribe said.

China And Russia’s Response
While Japan and South Korea plan military drills with 
a U.S. fleet in the face of an increasingly hostile North 
Korea,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urged caution 
and restraint on a call with Donald Trump.
In a call with President Trump at the weekend, an 
increasingly worried President Xi called for all sides 
to show restraint, fearful that the situation could spin 
out of control.
Russia, meanwhile, has reportedly ordered troops and 
weapons to be sent to the country’s border with North 
Korea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escalate.
Unverified video footage appears to show a train, 
believed to be one of three, loaded with military 
equipment and headed towards the 11-mile border 
between Russia and the secretive hermit state.
Another video appears to show military helicopters 
moving towards the Russian border as well as army 
combat vehicles moving across rugged terrain. 
(Courtesy https://www.yahoo.com/news/) 

Seiichiro Nishimoto, CEO of Shelter Co., 
poses wearing a gas mask at a model room 
for the company's nuclear shelters in the 
basement of his house in Osaka, Japan April 
26, 2017 

Kim Jong-un has not stepped back in his 
brinkmanship with Donald Trump (KCNA/
Reuters)

The USS Carl Vinson Carrier Strike Group

Artillery fire and landing exercises guided by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Photo/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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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中國國務院僑辦和中國海外交流協會
多年來向全世界華人華僑多個圖書館大量捐贈圖書雜誌和
音響作品，並相繼設立“華星書屋”和“華星影庫”。中
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靳寶善圖書館”自成立以來
，每年接受來自國務院僑辦贈送1000多冊各式圖書，如今
共計約2萬冊。這些書籍和刊物使休斯敦華僑華人得以看
到祖(籍)國各行業的最新信息及影視作品。
2017年中國國務院僑辦圖書捐贈儀式於4月22日上午11
時在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的中國人活
動中心（休斯敦華助中心）大廳隆重舉行,由副執行長張統
艷主持，靳寶善圖書館館長徐華、副館長吳安萍表示，此
次獲捐書籍千餘冊，進一步豐富圖書館館藏書籍；未來將
舉辦更多讀書類活動，鼓勵休士頓華裔好讀書、讀好書。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僑務組長房振群,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執行長范玉新,副理事長劉妍、
方一川、王曉霞、前執行長李允晨、董事梁成運、靳自敏
等,靳寶善圖書館前館長郭玉祥、喬鳳祥教授、張晶晶、商
粵生、劉濤及江蘇同鄉會、浙江同鄉會、山東同鄉會、東
北同鄉會、安徽同鄉會、福建同鄉會、廣東同鄉會、江西
同鄉會、上海聯誼會華夏學人協會、中國旅美專家協會、
幸福讀書會等各社團會長、代表們、華夏中文學校總校長
等出席共襄盛舉。隨著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國僑辦捐贈

給中國人活動中心“華星書屋”大量圖書不僅可以幫助休
斯頓僑胞近距離的了解祖國各方面的發展，也起到“信息
共享，攜手共進”的作用，同時也豐富了休斯頓僑胞的業
餘生活。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強調，國僑辦
此次捐贈的書籍中，少兒讀物不少；希望新移民子女善加
利用靳寶善圖書館資源，感受與學習中華文化。除少兒讀
物外，適用各年齡層的圖書亦不少，劉紅梅副總領事鼓勵
僑界多宣傳，讓更多華人來此借閱書籍。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致詞，中國人活動中心成
立之前，靳寶善圖書館就已存在。20多年來，圖書館營運
者傾注大量心血，使之成為美南地區最大華語公共圖書館
。華星書屋既是靳寶善圖書館的品牌之一。陳珂董事長提
到，誠如副總領事劉紅梅所述，讀書對每一個人來說都很
重要。陳珂董事長期望每一位休斯頓華裔都好讀書、讀好
書，並明白讀書好的道理。

靳寶善圖書館館長徐華、副館長吳安萍在會上介紹圖
書館近況。他們說明，圖書館館藏圖書在8萬冊以上，現
在有5000餘長期會員。圖書館每周開放六天，平時由義工
負責管理,文化中心也派義工們協助；未來除了不斷提升圖
書館藏書質量外，副館長吳安萍表示，未來將開展圖書徵
文比賽等活動，吸引更多僑界人士前往圖書館借閱書籍。

愛心贈書寄真情 書香濃濃送溫暖
國僑辦“華星書屋”捐贈千餘冊圖書4月22日隆重舉行

所有參加社團會長所有參加社團會長、、代表們代表們，，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董事董事
靳自敏靳自敏、、主持人張統艷主持人張統艷、、喬鳳祥教授喬鳳祥教授、、王福生王福生、、劉妍劉妍、、劉濤劉濤、、商粵生商粵生、、
黃穗熙等與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黃穗熙等與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房振群僑務組長房振群僑務組長、、
靳寶善圖書館前館長郭玉祥靳寶善圖書館前館長郭玉祥、、館長徐華館長徐華、、副館長吳安萍副館長吳安萍、、李允晨前執行李允晨前執行
長等在國僑辦長等在國僑辦““華星書屋華星書屋””捐贈千餘冊圖書儀式後合影捐贈千餘冊圖書儀式後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訊）時間： 2017 年 5 月
2 日星期二；下午5:30 — 9:00

地點：珍寶樓海鮮餐廳 11215 百
利大道 D-01，休斯頓，德克薩斯州
77072，電話 281-988-8898 (Ocean
Palace Restaurant, 11215 Bellaire
Blvd D-01, Houston, TX 77072, Tel
281-988-8898)

2017年海域技術會議（OTC）將
於5月1日至4日在休士頓舉行。美國
華人石油協會（英文簡稱CAPA）藉此
機會為來自中國大陸和臺灣的與會代
表團、協會贊助商舉辦一個招待晚宴
。歡迎CAPA所有的贊助者、會員和
朋友們踴躍出席，與來自海內外各地
的客人們一起共享一個輕鬆愉快的夜

晚。
招待會晚宴的程序如下：

5:30-6:20 pm：簽到和社交時段
（備有點心和飲料）

6:20-6:30 pm：致開幕辭和會場
安全簡介（副會長－張世曉主持）

6:30-7:00 pm：
致歡迎辭
CAPA主要活動的介紹
介紹各代表團的領導和團員（會

長－陳家傑博士和理事會主席－馬龍
博士主持)

7:00-9:00 pm：晚餐
7:30-8:00 pm：答謝贊助者
9:00 pm：散會

費用：4 月 30 日之前在 CAPA 網站

http://www.capaus.org上預先登記註
冊，CAPA會員$30, 非CAPA會員$40

現場登記參加晚宴，CAPA會員
$40, 非CAPA會員$50

請注意：有關CAPA會員的年費
；正式會員為$35，學生會員為$10。
一旦成為CAPA會員，就可以立刻開
始享用在這一年中參加所有CAPA活
動登記註冊費用的折扣。如有疑問，
請上capafinanceusa@gmail.com網站
與我們聯繫。

我們衷心期待能在晚宴上見到您
。
CAPA2017年度會長陳家傑博士和理
事會主席馬龍博士敬邀

2017年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CAPA）
海域技術會議（Offshore Technology Conference簡稱OTC）招待會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右五右五））代表國務院僑辦捐贈書代表國務院僑辦捐贈書
籍籍,,由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由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張統艷張統艷、、張晶晶張晶晶、、靳自敏靳自敏、、房振群僑房振群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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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4月的最後一個星期
五，位於中國城附近8號公路旁的長和活動健
康中心舉辦了4月的生日party。 100多位老人
歡聚一堂，表演了十多個精彩的文藝節目，一
起為本月生日的老人慶生，大家歡聲笑語，其
樂融融，一起度過了愉快的一天。

長和活動健康中心3月21日新張開幕，因
為環境幽雅、設備新穎，飯菜新鮮可口，所以
一開張就生意興隆。長和健康中心位置好交通
方便，面積有6、700尺，開設有乒乓球室、
麻將室、台球室、卡拉OK房、舞廳、上課教
室等各種功能教室，可容納幾百人同時活動，
凡持Medicaid的老人或自費都可以報名，每
天有專車接送往返，對於不會開車或不方便開
車的長者，還可以幫忙送去購物或診所，非常
方便。週一到週五每天上午8點至下午3點營

業，老人們在長和活動健康中心可以唱卡拉
OK、打麻將、打乒乓球、跳交際舞、學習排
舞、廣場舞、玩桌球、學習編織手工藝、學習
使用IPad以及玩Bingo。今後還將開設太極拳
班等新的課程。有很多長者每週在長和活動健
康中心聚會兩次，各按自己的興趣參加合唱團
、舞蹈班、編織班、電腦班、公民班等活動，
也可以在州府和縣府津貼下享用午餐。長和活
動健康中心對於長者們，尤其是不懂英語的長
者們來說，無疑是一個非常好的社交場所，值
得光顧。

長和活動健康中心 Senior Community
Center

地址：7850 Parkwood Circle Dr，Suite
A1, Houston, TX77036 （8號公路旁）

電話：713-637-4302

長和活動健康中心新張開業，4月生日Party

乒乓球室乒乓球室

廣場舞廣場舞

麻將室麻將室

歡樂一家親歡樂一家親

觀看文藝節目觀看文藝節目

老闆老闆Henry(Henry(左左））和兒子和兒子VictorVictor（（右右））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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