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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元小贷滚成 300 万元巨债

警惕民间借贷骗局
应急周转借贷 10 万元、20 万元
的“小额贷款”，不料却陷入层层圈
套：数月内，借款合同数额飙升至百
万元，最终付出 300 余万元以及家中
房产的巨额代价。
记者调查发现，针对上海本地市
民房产的“套路贷”陷阱近期频发。
部分不法公司以小额借贷之名，通过
层层布局债务陷阱，以暴力催收等手
段实施诈骗和勒索。2016 年 9 月以来
，上海已集中整治 30 余个以借贷为
生的非法牟利团伙，逮捕 170 余人，
涉案总值近 10 亿元。

10 万元“小贷”滚成 300 万元
“巨债”
“2016 元旦，我几乎是被软禁了
24 小时。”当程琳回忆起催收人员
上门讨债的场景时说，从当晚的 10
点起，他们每隔一个小时就来敲一次
门，后来是我坐着警车才逃出了家门
，但是催收的人还开车追警车，我在
警察局度过了新年的第一天。
由于 2013 年父亲在一家借贷公
司背负了 25 万元的债务，程琳一家
陷入“套路贷”陷阱，最终滚成 300
余万元“巨债”。在抵押了家中唯一
的上海市区房产之后，如今，全家只
能住在出租屋里。
“父亲上排牙齿掉了好几颗，问
怎么回事，他支支吾吾不肯说。律师
告诉我，他可能遭受了一定的暴力行
为。目前他精神状态很糟，检查说是
中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程琳说
，在三四年层层布局形成圈套之后，
今年 3 月，放贷人将其父母告上法庭
，要求法院对抵押的房产拍卖以归还
180 万元的贷款。
程琳怎么也没想到，父亲最初欠
下的 25 万元贷款会滚成 300 余万元的
巨额欠债。她告诉记者，父亲最初借
贷 25 万元，却签下了 40 万元借条，
中间的 15 万算做“砍头息”。两年
里又陆陆续续借新还旧，借了所谓的
“空放”高利贷，签了几十张只有签
名而借款额却空白的借条。“加上各

种利息，这些年已经还了近 300 万元
，现在最后的房产还在法院等最终判
决。”
以“迅速放款”为诱饵吸引借款
人，哄骗其在空白借条及协议上签字
，写下高于借款额几倍的数额。之后
，以语言威胁、非法拘禁等手段，对
借款人及其家属强行收账，进而将债
务“滚雪球”，通过层层“平账”和
“再借款”，放贷人最终获取的钱款
往往是借款人最先借款额的十几倍甚
至几十倍。上海海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寅翼将这类欺诈案件称为“套路贷
”。
上海警方今年 3 月抓获了一个以
借贷为名非法牟利的犯罪团伙，受害
人时先生的经历与程琳家如出一辙。
2015 年，他向上海涌昇金融公司借债
10 万元，但却需要填写 20 万元的借
条。对方解释：“这是行规，如果不
违约你只需要还 10 万元就可以。”
之后，该公司人员以种种状况使时先
生“违约”，还用语言威胁和殴打等
方式，逼迫时先生多次写下借条，并
用他的银行卡反复做银行流水留下
“证明”。在这样不断的“套路贷”
中，时先生越陷越深，至 2016 年 10
月，他欠款已达 384.7 万元，并损失
了一套 70 平方米的房产。

伪装成民间借贷纠纷，欺诈手
法甚至形成手册
记者调查发现，“套路贷”的手
法非常细致，甚至形成一套完备的放
贷指南手册。据律师介绍，放贷人员
完全按照司法程序来完善证据链，从
一开始就在借贷环节中刻意保留了银
行流水、签字借条、公证文书等有利
证据，伪装成民间借贷纠纷。使得受
害者在民事诉讼上很难打赢官司。
在长达两三年的“套路”中，借
贷公司会不断刻意制造逾期陷阱。
“根本不想让你还钱，一步一步套住
你。”上海经侦总队一支队副支队长
张瀛告诉记者，当还款日期临近，借
贷公司不主动提醒逾期，甚至以电话

故障、系统维护为名导致借款人无法
还款。然后，这些公司就可以以违约
为名收取高额滞纳金、手续费。
“套路”的终结一般是骗取了房产
之后，催收人就不断以暴力手段收钱
、收房。二十来岁的程琳说：“家门
口泼油漆、撬你家里的门、一路尾随
你。无法社交也没有生活，只能躲躲
藏藏。我几乎已经麻木。”
警方透露，在时先生的案件里，
受害人也经历了“关小黑屋、语言恐
吓、威胁殴打”等普通人难以承受的
暴力手段。

以法律武器打响财产保卫战
上海静安公安分局副局长虞星波
说，近年来，“套路贷”案发率呈上
升趋势，多见于生意周转、买房首付
、家庭装修等需要短期借贷人群。
“尽管现在银行、网贷等正规渠
道布点充分，但是许多百姓贪图路边
小贷快速、简单，很容易陷入不法分
子的套路中。”王寅翼说，不法小贷
公司与涉黑背景的催收团队互相勾结
，受害人面对精心布局的银行流水、
房产委托书等“完备证据”及暴力手
段时，往往都经历了长达几年的报案
、诉讼等维权之路。
上海警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安
机关目前无法介入民间借贷交易过程
，仅能对讨债行为中的暴力、诈骗问
题追究刑事责任。“套路贷”打着合
法旗号，以“经济纠纷”为幌子，令
受害人官司十打九输。
专家建议受害人，若在民事诉讼
渠道难以讨回公道，也可以走刑事诉
讼渠道。保留有力证据，以法律为武
器进行人身、财产“保卫战”。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
黄震提醒借款人，签署不符合实际金额
的协议、房产等重要抵押品全权委托等
容易产生纠纷，需引起警惕。监管部门
可建立机构负面清单及非法放贷人“黑
名单”并及时公开。建议地方公安机关
与检察、法院、工商、金融办等部门齐
抓共管，共同构建防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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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公司培訓戀愛高手
受害人遍及全國 22 省
明明是男儿身，却假装美娇娘，
一批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在诈骗公司培
训下成为“恋爱高手”，利用微信等
社交软件骗取大量钱财，他们也因此
受到刑罚。
5 月 16 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
民法院对这起涉及 22 个省市区、百余名
受害人的特大网络诈骗案进行宣判，18
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9 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 2.8 万元至有期徒刑 6 个月
缓刑 1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 元不等的
刑罚。

女朋友竟是男儿身
“跟‘她’聊天就是很开心，那些钱
仿佛不是钱，只是数字了。”大学刚毕
业两年的李先生是个理工男，在上海每
月收入不到万元，却在短短半年内被微
信上素未谋面的“白富美女朋友”骗走 5
万余元。
2015 年，李先生在某知名婚恋网站
上认识了一个女孩，两个人很是投缘，
很快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互加微信后
，王先生发现这个女朋友竟然是个“白
富美”，不仅长相出众而且家境优越，
经常出入高档场所。
女朋友经常对自己嘘寒问暖，并表
示两人相识后便不愿接受家里安排的相
亲。李先生很快就坠入情网，经常发送
类似“520”“1314”之类的红包，而他
也时不时会收到对方寄来的礼物。一两
个月后，女朋友就把自己“母亲”的微
信号推送给了李先生，说是介绍两人认
识。
为了表达孝心，在三八节这天，李
先生连续发了“祝”“阿”“姨”“节
”“日”“快”“乐”七个红包，总计
6000 元。李先生甚至还和自己的父母透
露，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好女孩准备结婚
。就在他憧憬美好婚姻生活的时候，微
信那头的女朋友突然断线，心急如焚的
他在不久后却被公安机关告知，这个女
朋友居然是个 90 后小伙子。
“事后好几个月我都无法接受这样
的事实，对我的感情伤害很大。”李先
生回想起这半年来，对方虽然多次索要
红包但也总回赠各式贵重礼物，难以想
象她居然是个男骗子。据了解，像李先
生这样的受害者达百余人。

嫌疑人多为 90 后
站在法庭上的18名被告人，多为20出
头的小伙子，为首的周某也不过25岁。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周某与王某等人分别在无锡
四家贸易公司任经理，通过网络招聘雇
佣了李某、赵某、时某等人担任业务员
，并对他们进行岗前培训。他们先通过
搜索新浪微博不太知名的“网红”，下
载 50 至 80 张照片，包括生活照、工作照
、与亲友和宠物的照片以及私密照等，
利用一个月时间养一个微信号和 QQ 号
——经常上传照片，塑造出一个衣食无
忧、人见人爱的“白富美”形象。
此后，通过重点寻找 25 岁至 45 岁左
右的男子作为“猎物”，按照公司培训
的聊天模版开始各种“夏娃的诱惑”，
主动示好挑逗，让被害人不知不觉误入
“桃色陷阱”。业务员在被害人对其深
信不疑后，就以过节、过生日为由向被
害人索要 1314、520、888 等具有特殊寓
意的微信红包。
这些被告人还“用心良苦”地以回
馈礼物的方式，让被害人产生错觉，认
为既然礼尚往来肯定存在真爱。事实上
，这些都是价格虚高的礼物，标价和实
价相差数百倍。而这些礼物都是被害人
到他们指定的网站购买的，网站后台会
根据支付货款后生成代码来识别业务员
，从而确定提成金额。
“这是一种新型网络诈骗案件，是
利用社交工具向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
。”无锡市新吴区法院刑庭庭长黄惠芳
介绍，这类案件中诈骗公司往往都是以
实体存在的，且大多通过正规渠道进行
招聘，实施诈骗的人员呈低龄高学历趋
势。这些诈骗公司大多实行层级管理，
有组织、有计划、有分工、有协作，平
时没有任何实物买卖，上班内容就是网
络聊天。
“实 际 上 ， 他 们 是 为 了 达 到 非 法
占有被害人钱财的目的，虚构了人设
背景，回馈礼物也只是为了掩盖其非
法行为，而且这些礼物价格也都是虚
高。”黄惠芳说，这些被告人所得赃
款绝大部分汇入上述特定的山寨购物
网站，每月再根据业绩从网站返还的
资金中进行分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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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寶寶這樣看電視 傷害驚人

周末，去朋友 A 家里玩，她家小
姑子有事要忙，就把小孩放在她那里
。
期间，除了吃中午饭，大概有 4
、5 个小时的时间，这孩子就一直在
看电视，终于不看电视了，又缠着我
们要手机玩游戏，我们想着带孩子出
去玩，谁知孩子竟然不愿意，说就在
家里看电视好了。
朋友告诉我，小姑子也是特别烦
这件事，1 岁前都是妈妈在带，那时
从来没有看过电视，后来小姑子上班
了，孩子交给老人带，不知道什么时
候开始，孩子就养成了看电视的习惯
，只要在家里，就守着电视看，还指
定要看哪个频道，不放就撒泼打滚发
脾气，看起电视来，别人叫他都不回
一下，叫他出去玩也都不愿意了，现
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上面的情景，相信在很多家庭都
上演着，有多少孩子，都是成了电视
迷!
宝宝每天看电视，竟还会影响智
力！后悔知道晚了！
很多父母对孩子看电视这件事，
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视!
其实，电视对孩子的伤害到底有
多大?你可能想象不到!
1、妨碍孩子的智力和社交能力发展
所有的孩子都要活跃地玩耍，不仅
是由于玩耍能锻炼身体，还因为它能促
进智力和社交能力的发展。
每一回父母打开电视，就剥夺了

一次孩子获得重要技能的机会，比如
交流、思考、创造和判断等能力。
孩子看电视的时间越长，那么，
留给其他能够造就一个有趣而难忘的
童年期的活动的时间就越少。
2、束缚孩子的想象力
电视上的动画片把故事中的角色
模式化了，束缚了孩子的思维，孩子
没有了想象的空间，人物在他们心中
都被固定化了。
3、注意力差于同龄孩子
西雅图学者曾经做过一份调查，
他们发现，如果孩子们在他们 1-3 岁
时，每天看一个小时的电视，孩子日
后出现注意力缺陷的风险便会增加近
10%，而且一般要到他们 7 岁左右才显
现出来。
4、模仿电视危险动作或暴力情节
看电视，对孩子带来的伤害，最
可怕的还是孩子去模仿电视里的一些
危险动作，从而造成悲剧，比如，江
苏一男孩模仿动画片情节，从 5 楼撑
伞跳下……
很多父母可能会说，我也想让孩
子少看电视，但就是没办法戒掉，我
能怎么办?!想过到底为什么吗?
根源绝大多数就在于：家里看电
视的氛围!
很多家庭都是老人带孩子，老人
精力有限，干脆就放电视给孩子看，
这样孩子就能安静了，不会跑来跑去
。
晚上父母下班回到家了，一翻收

拾整理以后，终于可以休息下了，把
孩子赶去房间里面写作业或者睡觉，
自己却在客厅开始追剧。
俗话说，孩子就是父母的一面镜
子，有怎样的父母，就有怎样的孩子
。如果父母是电视迷，那么孩子毫无
疑问也是电视迷。
你以为，孩子在房间里面，就不
会受到影响?只要客厅里面放着电视，
那么电视发出的光亮和声音就会占据
客厅，整个屋子就会形成看电视的氛
围。
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你自己经常
看电视，却想要孩子不看电视，那简
直就是妄想。
不能百分百杜绝看电视，家长怎
样做比较好?
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现在很多
电视节目是益智类的，让孩子接触下
新鲜事物，也是有益处的，那也得分
情况：
美国儿科学会建议：尽量不要让
2 岁以内的孩子看电视。超过 2 岁的孩
子每天看电视不能超过 2 个小时。
2 岁以前，看一些音乐、早教电
视节目也不建议?是的，因为有证据表
明，低龄儿童无法通过这种形式学到
东西。2 岁以上的孩子，通常才能够
理解他们收看的节目的内容和情景。
而且，对于 2 岁以上孩子看电视
的时间，乐妈的观点是，如果能控制
的更短，比如 1 小时以内，会更好。
另外的几个建议是：
家人做好榜样，少看电视，这是
最重要的!
制定规矩，并且前后一致地执行。
明确告诉孩子每天可以看电视的
时间，并且让他知道这个时间是包括
了看电视、玩电脑或者手机游戏的时
间。节目完了或者到了允许看电视的
时间上限，就关掉电视。
帮孩子选择合适的节目和益智游
戏。
不要把电视、电脑放在孩子的卧
室里面。
陪孩子进行其他的活动，比如阅
读、讲故事、下棋、户外运动、画画
等等。
因为，虽然孩子 2 岁以后，可能
记住节目里看到的某些东西，但这种
效果远低于同样情景下真人那里学到
的内容。自由的游戏活动，会比孩子
被动地看电视好得多!

別瞎摳寶寶的乳痂
後果很嚴重
宝宝出生前，很多妈妈会以为
自己将迎来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天使
，但刚出生的宝宝并不如大家想象
的那样好看，皱巴巴的皮肤，自带
高原红的脸蛋，甚至头上还有非常
难看的乳痂!
乳痂绝对是宝宝颜值的减分项
，有些爱干净或患“强迫症”的妈
妈看到后，难免会忍不住想要去洗
、擦、抠、揭……
但更多的妈妈，可能会是欲行
又止的状态，毕竟乳痂到底是如何
形成的，对宝宝会不会有伤害，她
们都还没清楚地搞明白。
乳痂通常表现为宝宝头部的一
片鳞屑，有时候也会出现在眉弓、
耳朵、鼻子等位置。
乳痂并不是胎毒所致，也不会
传染，民间又叫“摇篮帽”，医学
上称为“脂溢性皮炎”。
乳痂形成的原因：
宝宝出生时，皮肤表层有一层
厚厚的油脂，由皮肤和上皮细胞分
泌物形成，时间一长就会形成较厚
的乳痂;另外也可能受母体激素分
泌的影响，宝宝出生时头部皮脂分
泌过多，凋亡的皮肤细胞脱落在头
皮上，就形成了乳痂。
有些妈妈一看到宝宝头上的乳
痂，就会“手痒”忍不住去抠，这
样子做真的安全吗?
武汉一位妈妈在帮自己两个月
大的宝宝洗澡时，用毛巾使劲在宝
宝的头皮上摩擦。最后看毛巾不管
用，就直接上手搓，结果宝宝的脑
门都红了，污垢还没除掉。
到了第二天，宝宝突然发起了
高烧，送医院一看，原来是妈妈过
于用力抠宝宝头上的乳痂，导致宝
宝脑部感染了。
实际上，乳痂是宝宝头部皮肤
和上皮细胞分泌物，紧贴囟门，而
囟门是婴幼儿颅骨接合不紧所形成
的骨间隙，如果粗暴去抠这个部位
，宝宝真可能会因此而生病。

儿科医生解释，婴儿的乳痂因
为有自愈性，多数不需要治疗;严
重顽固者可遵医嘱治疗;正常来说
，乳痂是不会反复出现的，如果宝
宝的乳痂反复出现，可能还是顽固
型湿疹所致，并不是真正的乳痂，
应及时就医。
其实，妈妈们真的不必和宝宝
的乳痂过不去!
乳痂一般不疼不痒，对宝宝的
健康也没有明显的影响，也不会影
响宝宝吃奶、睡觉以及生长发育。
随着宝宝的生长发育，通常在
6 个月内会脱落干净(有的宝宝 1-2
个月后，乳痂就脱落干净了，在时
间上有个体差异)。
虽说乳痂具有自愈性，但是夏
天即将到来，如果不注意护理，宝
宝的头上总顶着一层“鳞屑”，卫
生情况可能会因此“不达标”。
那么，宝宝的乳痂该如何护理
呢?
1、乳痂不能瞎抠，但是可以
温柔地洗
乳痂本身不会使宝宝感到痒，
但和汗液混在一起，再黏些灰尘，
这就没有理由不痒了。因此，清洗
乳痂非常有必要。
给宝宝洗头的时候，妈妈可以
用清水加少许婴儿洗发露，小心清
洗乳痂部位。也许清洗一次两次，
我们看不到宝宝的乳痂在减少，但
是时间长了以后，乳痂多半会自然
脱落。
2、乳痂比较“厚重”时，可
以用植物油浸软
植物油软化乳痂，使乳痂更易
脱落。
如果宝宝头上的乳痂比较多、
比较厚，可以先将植物油加热，待
冷却后涂抹在宝宝的乳痂处，时间
持续 15 分钟左右，最后用婴儿洗发
露把植物油清洗干净即可。
注意，用植物油软化乳痂的频
率不能过高。

紀實文學

我怀念每个月生活费 1500 块的日子
大学的时候，爸妈给我每个月
1500 块钱的生活费。大一大二是 1200
块，然后从大三开始涨到了 1500 块，
说是物价涨了，也给我涨一点让我可
以过好一点。
1200 块在上海能买到什么呢？
我记得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吃饱
要至少十二块钱，宿舍楼下“红房子
餐厅”吃一顿酱爆猪肝盖浇饭要十五
块钱，如果要加个椒盐鸡腿需要多七
块，加个蛋要两块。
这样算下来，就算不出去吃，每
天吃食堂或是小馆子，每个月花在吃
饭上也要将近九百块，如果偶尔聚餐
，可能还要更多。
手机话费每个月至少一百，买书
本每个月至少一百，其它还有杂七杂
八的各种费用就算一百吧，加起来怎
么都要一千两百块，应该一分钱都剩
不下来。
事实上那会儿，我用这每个月一
千两百块，还能去市区看一次话剧，
还能买上几张魔兽世界点卡，还能偶
尔和同学去 KTV 唱一次歌——因为我
那时每顿饭都吃五块钱一个的饭团。
当然新衣服肯定是不可能买的，
我那时候也毫不在乎。那种正儿八经
的昂贵话剧，演出也是不可能看的，
基本都是看 80 元一场的学生作品，或
是 花 80 块 ， 摸 进 上 海 的 MAO LIVEHOUSE，跟着满场的穷学生，甩一个
晚上的手。
偶尔也去市中心玩，去徐家汇，
在美罗城的美食面前逛着，看着，没
钱买。港汇是万万不敢去的，那里无
论是衣服还是食物，对我来说都太贵
了。
挺惨的对吧。
暑假的时候，我实习过不少次，
都是在上海。
一次是在广告公司，工资是 100
元一天，扣除暑假住学校宿舍多交的
钱，每个月也就剩下两千元左右生活
。但那家公司在常熟路，又是出了名
的工资高，所以公司同事没事喊我们
出去一起吃饭的时候我都瑟瑟发抖。
其实最开始我和他们去过一次，
结果那家餐厅最便宜的三明治要 128

元一个，三明治上来后我根本没吃饱
，但几乎用掉了我三天的伙食费。
从此我再也没敢和他们一起吃饭
过。
还有一次是大四在某互联网公司
实习。
那时候说起来真的挺可怜的，我
学校在松江，实习公司在张江，中间
隔着大半个上海，如果每天坐地铁通
勤，那来回得四个多小时，所以只能
租房。但我那会儿实习工资是 120 元
一天，租房就要用掉大半收入，还租
不起公司附近，不得不公交转地铁才
能去上班。
那时候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我
以前也有写过：
最早实习的公司特别偏远。
附近没地铁站，偏偏那又是一家
科技公司，口号是什么“人性化的科
技”，什么都要讲究个科技与自动。
到公司自动指纹打卡，进了办公
位自己到邮件里查收今天的任务，完
成后在系统里提交然后接下一个任务
，午餐晚餐自己在系统里点好，前台
帮我送到办公位上。
在我看来，他们很忙，永远面无
表情，从上班到下班。在他们看来，
大概我也是。
整整一个星期，几乎没和人面对
面说过话。
那个冬天特别冷，每天夜里我都
会在网上帮陌生人写故事。
有一天空调坏了，缩在被窝里听

一位读者倾诉。
她说她男朋友不告而别，她非常
痛苦，一到晚上脑袋里就全是过去那
些事。
“过去他会像这样抱着我睡觉。
你知道吗，今天好冷。”
“恩，确实好冷。”
“所以我想如果你可以帮我写个
故事，把故事写温暖点吧。”
“好，一定让你们好好告别。早
点睡吧，我慢慢写。”
打下这行字的时候我正因为寒冷
在被窝里缩成一团，刚拿下耳机想要
舒展舒展筋骨，隔壁小夫妻夸张的呻
吟声立马就传过来，直往耳朵里钻。
当时就想到一句话。
习惯一个人了还好，如果从两个
人的状态突然回到一个人，再被刺激
一下，那感受绝对难忘。
第二天一样起床，一样排队，一
样挤根本挤不上去的公交，一样跟着
一大群人挤上满满当当全是人的车子
。
车上人挨着人，都低着头，拼了
老命地以各种奇葩的姿势掏出手机来
刷。
公交站台上人山人海，公交门口
堵着十几个没能上车的乘客，无力地
拍打着门。
突然明白大概不止我，所有人都
很孤独。
我才明白为什么那个公司所有员
工清一色在二十多岁时都结婚了。

我们的孤独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
残疾。
没有人能真正解救你的孤独，但
有个人陪着，总归会好受一点儿。
就像瞎子和瘸子，在这世上互相
搀扶着向前走。
也挺惨的对吧。
其实这样的生活我维持了挺长时
间。
刚开始正式工作的时候，税前工
资是 6000 元，交完各种税之后就只有
5000 不到。扣除租房的 2000，在商区
吃午饭 1000，以及各种杂费之后，其
实经济状况也没比大学时候好多少。
那会儿我不敢吃晚饭，每天夜里
到家以后，实在饿得受不了，就自己
下一碗面吃。
这碗面有荤有素，成本不到 7 元
也挺惨的对吧。
上面说的那些日子是真的没钱，
是真的挺惨的，但也是真的有活力，
每天啥都不想，过得真的非常开心。
记得有一次在佘山一个学生社团
组织的 Party 玩得迟了，回去的公交地
铁都没了。就大家一起从佘山走两站
地铁回在松江的宿舍。
我还记得那天有月亮，很大很圆
。秋天的夜风凉飕飕的，吹在身上很
舒服。我们在 party 上喝多了赞助商给
的酒精饮料，追逐打闹吹牛逼，谈论
假期，理想还有关于明天的一切。
如果那会儿有谁在后面偷听，一

定以为我们刚拯救完世界。
记得月薪六千的时候，有一次接
到一个月薪税后八千的职位邀请，去
见老板前激动了一个晚上。整晚整晚
地计划要换一个好一点的房子，要买
那个看了很久的鞋子，要攒一点钱以
防万一，要把自己手上的“老年机”
换掉，至少换成最新的华为或小米。
虽然后来还是没去那家公司，因
为总觉得老板明天就要跑路，太不靠
谱，但那时候的开心绝对是真实的。
后来工作换了，自己也做了一些
正确的事情，经济状况渐渐好起来，
一直到现在，可能比 95%的中国人经
济状况都要好。但却再也没像从前一
样开心过。
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想开了并不
会让人快乐，只会让人逐渐失去活力
，失去欲望，渐渐觉得“什么都没有
意思”，然后在平静中失去快乐。
马云说他一开始并不想创办阿里
巴巴，也不想赚这么多钱。丁磊说他
创业过程中，赚钱只是带给他快乐的
很小的一部分。还有许许多多早已财
富自由的大佬，依然奋战在第一线，
然后说自己不是为了钱。
大家都说他们是在装逼，但我理
解他们，我老板也说其实根本不是为
了钱。
他们都只想保留住心中那一点欲
望，那一点火。那种火就是青春和活
力本身，失去了，那青春真的就一去
不复返了。
到了那个时候，买再多奢侈
品，吃再多山珍海味，可能也没
办法动摇你的心半分。你的心已
经死了，下面等着的就是躯壳渐
渐死去。
想想过去十年里，最开心的，就
是父母决定要把我的生活费从 1200 涨
到 1500 的晚上。这意味着我能每天给
我的饭团加个鸡腿肉，还意味着我有
机会在看演出的时候尝尝看他们的酒
了。
那一天，我请几个朋友去宿舍旁
的川菜店吃饭，喝了点酒，然后高兴
的整晚都在聊理想，聊欲望，聊未来
。
年轻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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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教育制度大不同 到底哪個更好？
中国家长们都希望孩子能受到最
好的教育，在中国的想要把孩子送到
美国留学，在美国的则担心孩子的基
础教育跟不上，很多家长在讨论，究
竟哪一种教育制度更好？

美国学生数学差？

国之后，发
现在国外成
绩不是混出
来的，真的
是要靠自己
，美国这边
的教育老师
是外松内紧
，培养自觉
性，让学生
发挥自己的
主动性，这
样之后的学
习才不会感到特别辛苦。 认识一个犹
太家庭的孩子，几个孩子都学习很好，
孩子每天只睡 4 个小时，真的是很拼。
ABC 学区的学区总监萧丽卿(Mary
Sieu)说，目前加州在教育体系上的标准
集中在培养学生在辩证思维、交流、创
造力及合作方面的能力，与中国教育系
统相比，需要机械性记忆方面的内容要
少得多，留学生来后需要过英语关，这
样才可以在任何美国学校的系统里获得
学业上的成功，对于海外学生来说，这
是是可以在高中就完成的。

不少在美国的中国家长看到，很多
刚从国内来的小孩，尤其在数学水平上
远远高于美国的孩子，很多人质疑美国
教育的质量。2012 年来美国的新移民杨
女士说，她看过一个视频，美国考 SAT
的题，中国初二的学生中 20 名学生 8 名
答满分，其中有一个 2 分半答完所有题
。然而，她认为并不能用质量来衡量美
国的教育，中国学校的功利性教育思维
也让她感到非常不实际，小孩子学了很
多很深的数理化知识，但是大多数都没
级教的东西都比较泛泛，但是老师在课
有实际用途，究竟这样的教育对小孩是
堂上教的不光是书本上的知识，其中有
否有好处也值得深思。
情商的东西，例如出门在外遇到不喜欢
在长堤的一家中学任教 20 多年的
的事情不能放在脸上，在中国的学习里
数学老师大卫说，美国学生的数学水平
几乎没有这样的内容。她认为，美国教
确实不高， 他教了很多班级，一般一
育出的孩子出更有爱心更会表达，学校
个班级只有一半的孩子愿意学习，有一
会教学生如何爱自己的同学和家人，老
半会在班上捣乱。在美国老师不可以体
师无形当中在授课当中会讲一些生活中
罚或者严厉批评学生，所以很难去管他
的事情，潜移默化来教育学生。
们。其中也有文化的原因，在美国小孩
子很多小孩子不会因为成绩不好而感到
美国教育更公平？
羞耻。他认为，应该让不同学习态度的
美国教育还有一点让杨女士看到的
孩子进入不同的学习小组，让愿意学习
就是公平性，她认为中国教育已经半商
的孩子获得更多学习机会，同时也将那
化，在国内她曾经看到学校会因为学生
美国孩子情商高？
些不愿意学习的孩子集中起来，进行特
家庭背景不同的区别对待，学校将教育
在学习成绩之外，杨女士认为，美
别辅导，这样可以让他们在教育资源上
和经济利益相挂钩。她的侄女家因为没
获得应有的分配，同时也让课堂的教学 国的教育更能激发学生的潜能。她说，
有给学校拿钱，在教室里被安排坐到一
自己的女儿本来是一个不善于言谈的女
水平得到提高。
个高个子男生的后面看不到黑板，后来
孩，来到美国之后，老师发现她写东西
是她拿了 2000 多块钱给老师才让妹妹的
美国学校管得松？
的时候往往用书面文字表达不出来，但
孩子换了作为，她说，这样的事情在国
看似轻松的美国课堂，似乎会让小 是用口头语言表达非常清晰，因此激发
内太多了，很多学校要学生拿钱才给换
留学生们从中国课堂严格的管理中解放 她在口头表达方面的能力，发现特质之
座位，现在不敢明目张胆，但是却用各
出来。然而，杨女士说，不要以为美国 后发挥出来，一次在高中毕业上的一次
种手法让学校家长为学生提高成绩出更
孩子上学很轻松。来到美国之前，她对 公开演讲让她特别惊讶，用英文演讲获
多钱。
出国的孩子的印象就是家里有钱、学习 得现场观众的掌声，让她感到很惊喜。
她比较说，在美国他认识一个来自
不好又不想丢脸的才出国，但是来到美
杨女士指出，虽然美国学校每个年
中国非常富有的家庭，想让自己的孩子

上东岸的一个私立高中，这个高中毕业
的孩子大部分可以上常春藤，虽然他们
有很多钱，但是因为孩子的成绩没有达
到标准，最后仍然不能入学，她认为这
一点很公平，在美国如果你有钱可以请
老师来帮助学生，但是并不是你有钱学
校可以接收你，如果要求的最低水平达
不到，再有钱也没有用。
同样，如果小孩很有才能，虽然家
里没有钱，但学校可以给你出钱可以上
很好的大学，这一点很公平，不会让这
么优秀的人才因为没有钱读不起书。她
还认识一个美国孩子考 SAT 满分，在当
地最好的高中是第一名，但是后来也没
有进斯坦福，因为学校在招生的时候还
要平衡学生的很多条件，不光是学习成
绩。

中国家长爱看成绩孩子都适合上
大学？
对于很多中国家长来说，孩子没有
上大学之外的第二种更好的选择，因此
几乎所有家长都在培养自己的孩子走上
高等教育这条路，甚至不惜一切让孩子
上常春藤名校。
刘先生 20 多年前来到美国，当时

儿子还是在上小学，在中国也是花钱上
了重点小学，但是儿子对学习的兴趣并
不浓，来到美国之后，儿子的学习成绩
也不是很优秀，后来上了当地的社区学
院。
他说，儿子对继续学习深造没有兴
趣，于是选择去当兵，当时家人都不赞
同，但是这是儿子选择的道路，他们还
是同意了。当兵退伍之后，因为曾经服
役，所以可以免费去上学，儿子对飞机
修理非常感兴趣于是选择了修理飞机的
专业，毕业后找到了很好的工作，薪资
待遇也很令人满意，在工作的同时，公
司还给他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深造
之后可以获得更好的工作职位。
刘先生认为，虽然儿子在高中之后没
有直接上大学，但这条路是儿子自己选择
的，并且之后又找到动力，毕业之后也有
不错的出路，孩子们可以有所选择。
数学老师大卫认为，美国的教育制
度并不是安排让所有人都获得大学教育
的，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上大学
，很多工作职位也不需要大学文凭，而
且这些工作仍然有很好的薪资，但是学
校应该培养一种文化让孩子们更希望获
得更好的教育。

為何美國小孩比中國孩子更愛笑？
关于“笑”，好像是近期的热点话题。不久前，有人比较过郎平女儿和中国女孩的笑
容，并提出个令人沮丧的观点：美国长大的孩子笑容灿烂，而中国女孩则笑得扭扭捏捏。
本人虽然不敢苟同这种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观点，但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普遍爱笑，这确
实是个不争的事实。
关于中美儿童的笑容问题，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刘墉分析过，网友辩论过，
笔者刚刚经历过。这次回国，不管走到哪个城市，我随身携带的两个宝儿，总会被陌生人
认出是外国孩儿。我对祖国同胞的火眼金睛，佩服至极。你们怎么看出来的？每当我疑惑
不解时，那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总会肯定地说，你家孩子的气质和笑容，和中国孩子不一
样。哪儿不一样？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一样。

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概说
的就是这种气质吧。我家孩子虽然是经
常吃米饭的华裔，但因为他们从小在美
国出生长大，还是不免带上了美国人的
气质。这种气质是无法控制也不需控制
的事。入乡随俗落地生根嘛，中美接轨
，那得先从气质做起。同样道理，外国
人在中国呆久了，说不定也会具备中国
人特有的气质。这次回国我在烟台机场
，就见到过两位看上去特像中国人的外
国人。中国人啥气质？你问我，我也说
不出来。反正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气质不
太一样。
关于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爱笑这个
现象，除了各位作家和网友提到的理由

（美国的宽松教育，家长的鼓励等等）
，本人拙见，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那就是美国孩子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
时间，要比中国孩子多得多。没人会否
定下面这个事实吧，不论年纪大小，爱
运动的人，体质心态都易健康。咱中国
的“健康歌”唱过，左三圈，右三圈，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健康的人快乐
多。快乐多的人，一定爱笑啦。
美国人重视体育，美国孩子确实跟
着受益。仅以我们社区为例，学校为孩
子们提供的课外体育活动，真让你眼花
缭乱，不知选哪个才好。我再给大家举
个例子吧。昨天，我五点钟起床，摸黑
去我们区的体育中心给孩子报名上游泳

课。这个游泳课很热门，属于僧多粥少
的那种热门，所以我必须得提前下手报
名才能稳操胜券。一大早起来赶集，本
以为我会排第一呢。到那儿一看，天哪
，几十号美国人早就在体育中心大门前
排起了长龙。我们中国人排队买过大白
菜，办过签证，或者是抢购过什么热销
货。排队给孩子报名参加游泳班的中国
父母，恐怕不多吧？
显然，不是我们中国孩子不爱运动
，而是孩子功课太多，没有太多时间搞
运动。这次回国，我在北京的欢乐谷，
和一位来自西安的家长有过一些交谈。
她说，她的女儿从上小学起，就开始课
外补习算术语文英文，为的是能考上重

点中学。孩子忙的，应付功课就已经焦
头烂额了，哪有时间搞其它的课外运动
啊。这位母亲所感叹的，是不是国内的
普遍现象呢？
依我之拙见，重视学习忽视运动，
就好像只吃肉，不吃水果蔬菜似的。对
俺家的孩子，这种方式大大地行不通。
时间久了，孩子肯定会闹营养不良综合
症。
说到底，孩子的笑容问题，非得追
究到书包上才行。被书包压得快要直不
起腰的中国孩子，你让他们天天无拘无
束地开怀大笑，孩子哪有心思呢。大人
面对压力时，都会紧张得不苟言笑，何
况是小孩子？可是，假如让孩子扔掉书

包，都往体育场奔，哪位家长有这个胆
啊？每天孩子能拥有的时间是固定的，
要想增加课外运动时间，只有相应减少
文化课时间才行。这些，又有谁能来给
孩子做主呢？
郎平的女儿爱运动，爱笑。巧了，
俺家孩子也爱运动爱笑。看来，运动与
快乐的关系，确实值得中美家长仔细思
考才是。咱乐观地预测一下，什么时候
中国和美国孩子能拥有同样的运动时间
，什么时候中国孩子就会拥有和他们一
样灿烂的笑容，甚至比他们笑得更美。
所以，指责中国孩子笑得扭扭捏捏的叔
叔阿姨们，在出口成章之前，还是先想
想孩子们的大书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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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沟沟坎坎，收获的视野险恶
，但千篇一律。待到大学，骤然
提速，大起大落，内心快速膨胀
。而现在，不知道是什么路况，
看不清，也不知道时速，只是前
行，像雾霾中的京港澳高速。
在我和韩叔交集的那段日子
，如果说我的时速是 70km/h，他
就是 110km/h。我在简单地积累
自己，他却走过了过山车一样的
螺旋路。
最早的事情我不清楚，都是
父母转述。
最开始，韩叔进了作业队，
没有做一天苦力活。领导当时正
缺笔杆子，写材料，写报告，保
持先进性，学习几个代表，正好
，电大毕业的韩叔被召唤过去。
一群粗糙的工人里，韩叔太轻松
地脱颖而出。他不用扛管子，不
用堵原油，只要每天到领导办公
室汇报，听取大意，然后泡上一
搪瓷缸茶叶，在资料室磨磨蹭蹭
地写一天。领导大喜，父母满意
，很多次管理局演讲，他的稿子
都是最出彩的。
年轻的韩叔兴奋了，很卖力
地查素材，学习新文件，变成领导背后的无名英
雄。身边开始有中年人来恭维他，夸他前途无量
，出身的问题一扫而光，电大怎么了，正牌大学
生也没有他这么受重视。
就这样，他一直被借调，一年后，他以为自
己应该转到机关，水到渠成，没想到领导迟迟没
声音。他去打听，领导劝诫他，年轻人不要太急
，做好本职工作。他又找组织部和人事处，别人
都傲慢地没有理会他。后来，部门正式人事调动
下来，一位本科生进到机关里。
韩叔一气之下请病假，想着没人写稿，肯定
会回头找他。结果请假一个月，新的笔杆子上去
了，韩叔左看右看水平都和他差很多，但又不好
意思回去认错。
再过了两个月，那边没人再联系他，曾经恭
维他的家伙们见到他都生疏地像从未相识。无奈
，他灰溜溜回到井队，井队领导打趣他是落到鸡
窝的凤凰，上来就给他强度最高的连班，两周过
去，浑身酸痛，再也没了转到机关的心气。
他在井队一年的时候，我每次见到他，都是
他倒班结束，坐下来喝瓶啤酒。每次，我都看见
他在那算，还有多少次上井，才到过年。韩叔总
是自言自语，“过年好啊”，然后又说，“X 他
妈的过年”。

倒在精彩的
人生道路上
从北京搬到大理，还没有交到太多朋友时，
我很依赖社交网络。毕竟每天除了对外卖、快递
说“谢谢”，实在没什么机会和活人聊天。
有时，我会赖在沙发上四五个小时，刷遍所
有社交媒体。只要是图片，我都点开看，有几位
成都女孩，每天都发九宫格，前三排人像，中间
风景，最后合影；北京的朋友最喜欢拍天空，晴
了刷一溜，霾了刷一溜；小假期最有意思，去哪
里的都有，我挨个点赞。偶尔我也会在雾霾严重
的时候，放一张大理的图片，气一气别人，看着
朋友圈红色的小数字一点点增加，假装自己还在
热闹当中。
姹紫嫣红的消息里，我最怕看见韩叔。
他发的照片永远在采油井和家里，没有滤镜
，没有角度，都是随手抡起来照的。一次我正在
煮饭，看到他夜班回来拍的双脚，半米长的靴子
，趴了一层原油、泥巴，文字写着：“这井哪年
能洗上啊？”隔了两天，凌晨两点，他发了一个
黑乎乎的小视频，一个井口，原油喷到十米高，
文字是：“喷泉！”
这一切，和我记忆中的韩叔完全不同。
小学开始，就是韩叔带我读书，教我上网，
和我谈心。初中时候，最大的快乐就是周末，他
带新的书给我，嘱咐我哪里是重点，要怎么阅读
。在那个只有三万人，方圆五公里全是芦苇的油
田家属区，他是唯一的读书人。我羡慕他，嫉妒
他，但现在，我不敢看到他的消息。
前几年回家，我还偶尔听到他的消息。结婚
后，他就搬离了这片家属院，到离井队更近的小
区。两年前，我回家办通行证，最后一次见到他
，他坐着和我爸聊天，正准备离开。见我进来，
问，“小伙子工作了，看什么书呢？”我顺嘴说
了一串社会史的新书，韩叔却噎在那里，半晌才
讪讪地说，“不错，都没听过，你韩叔现在就能
看看烂小说。”
韩叔很胖，脸像是椭圆的水滴，大腿和腰看
不出间隙，每隔十分钟要提一下腰带。但胖有胖
的好处，我觉得从小学第一次见他，他的模样就
没怎么变过。
我出生在绥化农村，在大庆最富裕的时候，
读中专的姑姑帮我爸爸找了份油田临时工，一家
人就搬到孤零零的油田家属区。这种小区散落在
大庆各地，哪里有油田，有工具厂、拖车厂，哪
里就建一片居民区。
我们先住在工具厂背面的平房，冬天零下
30°，我们要自己烧炉子。后来妈妈托人学了熨
烫，借钱在楼区盘了小铺子，做洗衣店，也当小
超市，我们就住在店里。慢慢地，一伙楼区的年
轻人和我们熟了，下班了就来店里开几瓶啤酒，
聊天，打牌，晚了再各自回家。没有歌厅，舞厅
的枯燥小区里，我们家就是他们的俱乐部。
韩叔是其中最斯文的一个，其他人经常逗我玩
，扒裤子，使绊子，逗得我满地打转，韩叔从来不
，他只是抽烟，说说近况，有时候夹着一本新买的
书，即使对我说话，也友善地像是对大人那样。我
立刻和他亲近起来。
说是叔叔，其实韩叔就比我大 12 岁。才认
识时，他们也就是 20 出头的毛头小伙，浑身荷
尔蒙，无处发泄。我记得他们最喜欢打牌，输了
请烧烤，偶尔去打车，去洗头房，做一些不能告
诉我的事情。
后来这些叔叔散了，一个在东城和区领导称
兄道弟，开了一家游戏厅，还送过我一支进口钢

笔；另一个给某老板开车，十年前老板倒了，听
说他也改做生意，却不太成功；还有一个最喜欢
扒我裤子，精瘦，很愿意讲笑话，听爸妈提起，
说是结了婚，又很快离了，父母留的财产被分光
，孤零零住在出租房里。
所有人中，韩叔是学历最高的，电大。
我爸说，韩叔本来能考个大学，高考那天，
他的准考证印错了，等赶到考场发现没自己座位
，急得四处打电话，好不容易核对了信息，正确
的考场却在 15 公里外。打车，狂奔，进屋，语
文考试已经开始一个小时，考完出来，韩叔的爸
爸当着那么多家长的面，甩了他一个大耳光，吼
他，“为什么不早点核对？”
他考砸了，在家待了一年，考上电大，读了
文凭出来，被父母安排进油田作业队。他自己从
来不说高考的事儿，别人也不提，只是我高考前
，韩叔特意嘱咐我，“凡事要仔细，别忘了去提
前踩点，别出差错。”
我爸妈也愿意我和韩叔接触，他俩都是初中毕
业，觉得看书的韩叔有出息，想让我沾沾光，将来
也能成文化人。
有一次韩叔从大连回来，先到我家，放下两
捆半米高的书。“没忍住，又没忍住”，他说，
“还是买了几百块钱的。”
大连是东北最洋气的地方，小时候谁去了，
都带点好玩意儿给亲友。他给我买了一把弹弓，
还有一个绑在头上的电灯，我乐坏了，但还是盯
着两摞书。韩叔问我，“怎么着，想看啊？”我
点点头。他哈哈笑，说你小子太小，下次我给你
带点能看的。
第二天，他带了一本《三国演义》，说看这
个。我跑回屋里，拿了一本翻得快烂掉的老版三
国，当着他的面复述了一遍赵云大战长坂坡，那
是我唯一的一本课外书。
“你家孩子可以啊”，他对我爸说。
过了一天，他带了一本我从没见过的书，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厚厚的几百页。“看吧
，啥时候看完啥时候借下一本”，韩叔说，“看
完了就不用和你爸妈说了，咱俩唠”。
初中第一年，我就这样看了十几本厚厚的书
。那时候考试考好了，家里人会奖励，我姑姑就
经常在期末前让我考第一，这样就带我吃快餐。
韩叔也会奖励，考好了，带我去他常去的书店，
挑两本书。
初二那年，我终于达到标准，跟他在萨尔图
七拧八拐，进到一家古玩城二楼的社科打折书店
。
“挑吧孩子”，韩叔说，“你逛你的，我去
那边。”
我走了半天，最后拿了一本厚黑学，一本曾
国藩家训。
“我觉得你的喜好，应该不包括这些吧？”
韩叔眉头紧皱，他说，“再选。”
后来我就买了一本《谈艺录》和《巴黎圣母院
》，韩叔点点头，从他快掉下去的裤腰里掏出钱包
，我看到他递了一张绿色的票子。出门后，我和他
说：“韩叔，我要在大学之前读书超过你！”
“行啊”，韩叔拍拍我，“但超过我不算什
么，你要超过更厉害的人。”
人生不同时段的时速是不一样的。我以前不
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是因为我只有一种速度。
现在回头想，中学仿佛是山间一片绵延的直线，

那阵子，其他叔叔都琢磨着赚钱的新路子。
他们都有个油田工作，不像韩叔这样“前线
”，而是“后方”，坐办公室的。从小我就知道
，坐办公室好，扛大管不好。我妈吓唬我，就说
，“咱家外地的，再不好好学习，将来连进油田
扛大管都没门路”。结果，读书最多的韩叔成了
唯一的体力工。
叔叔们跑来跑去，到哈尔滨找关系，去东城
新商场看门店，只有韩叔雷打不动，规律地来喝
啤酒，算着春节的距离。
有一天，他把我叫过去，一闪而过，让我瞄
到一眼港版书的封面。
“这是讲一位复旦大学的老师的，一位领导
人当政，见他有才，就招到中央去了。你知道这
意味着什么吗？”
“不知道啊，韩叔。”
“这意味着他的人生精彩极了”，韩叔眼睛
狠狠地盯住我，“操他妈的精彩，你我是不能明
白的。毁誉算得了什么？他都这么精彩了。”
我没明白韩叔的话，似懂不懂，但我对那本
书感兴趣。
“能借我吗韩叔？这本繁体书。”
韩叔想了想，笑了。
“拿去吧，臭小子，我那还有。”
我高高兴兴地捧走了，却发现旁边我妈妈担
心地瞄着我。
在那个只有三万人，方圆五公里全是芦苇的
油田家属区，他是唯一的读书人。在那个只有三
万人，方圆五公里全是芦苇的油田家属区，他是
唯一的读书人。
又过了几个月，我爸爸忽然告诉我，少看点
韩叔拿的书。我很疑惑，他们一直都愿意让我和
韩叔待在一起的。我问，爸爸也不说，就是叹气
。倒是韩叔隔了几天没来。来了，拿了一瓶啤酒
，喝着不说话。待了十几分钟，他终于开口。
“小子，你韩叔最近让人批评了，说我危害石
油工人形象”，他又闷着啤酒，我闪过一丝恐惧。
“我他妈写了一篇文章，说石油工人有多辛
苦。本来就是嘛，负担重，钱少，头上官老爷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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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结果好多人转帖子，说，写得好！就是
这么回事儿。转着转着，你猜谁看到了？我们小
队长。这个窝囊废，每年扣我们年终奖，鬼知道
收了多少钱，还好意思找我谈话。谈啊，说你不
能拿对自己的怨气，撒到石油工人身上。啊，你
这篇文章很恶劣，有没有想过，万一被境外媒体
看到了，用来抹黑我们石油工人怎么办？造成了
影响怎么办？好好反省一下，回去写一篇石油工
人好的一面。凡事要辩证地看待。我去他妈的，
我就这么厉害，境外媒体都能找到我？我写了实
际情况，就成了抹黑了？”
我没敢说话，我爸就在旁边，脸色铁青。韩
叔像是自言自语，根本没理会我们是否接话。
“我能怎么办？我删了文章？网上那么多转
帖，我还有这权力了？但是检讨还是得给这傻逼
队长交。太有意思了，他办的恶心事儿那么多，
怎么不交检讨？”
后来韩叔走了。我爸过来，看着我，欲言又
止。
“你要注意你韩叔”，我爸说，“读书挺好
的，但是不能偏激。他可能有点偏激。”
我说嗯，好，我不偏激。
类似的话后来又听过很多人讲过，说实话，
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是偏激，什么不是。我想，其
实说这话的人也不懂，他们就是觉得，别惹事儿
，哪怕弯点腰，生活就是最大的道理。
帖子事件后，韩叔就不爱和我聊书了。他妈
妈一直催着他相亲，渐渐地，他也去了。我还记
得初中时候，我们一起去郊区帮我爷爷杀猪，我
在车上无聊，拿他手机打游戏，打没电了。等到
返程，韩叔的妈妈老远就站在路中央，掐着腰，
还没等他下车就冲过来拍车窗，打他，骂很难听
的话，我吓得躲在后面，大概是又约了什么女人
，你这个不正经的，人家都来了，还躲着不见。
等我上高中时，韩叔终于结婚了。新娘我没
见过，我们都没见过，反正是媒人从别的地方介
绍的。她不属于韩叔的圈子，这也不重要了，因
为叔叔们也各自谋生，那个烤串打牌的局就这样
没了。
韩叔结婚的时候我去了，在法院旁边的酒店
，一帮人乌泱泱，他努力弯着腰，一个个答对。
我记得他圆圆的脖领子被汗溻透，成了褐色。我
不记得具体坐了多久，只是觉得，结婚真没意思
。
结了婚，韩叔就搬了出去。他带了八麻袋的
书走，专门挑了一小塑料袋留给我。高二时，我
一个人跑去找他，想聊聊天。那天他媳妇不在，
他安排我在书房坐着，自己一直在打扫房间，上
网，算计着第二天上班需要的东西。直到最后，
我们也没什么正经交谈，我睡在客房。那一天，
我发现我正在读的书他的书架上都没有。
再后来，他生了女儿，有一次回我们店，坐
着，讲他怎么和物业吵架，举报取暖费的事儿。
我爸妈渐渐不再担心他会让我偏激。
毕业后，我找到一家知识类媒体，一扇新的大
门打开，我满心欢喜，觉得自己走在了一条“精彩
”的人生路上。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好友
申请，头像是一个熟悉的脸，备注写着：
“你韩叔，孩子在哪工作呢？”
是我爸爸把我的微信转过去的。我赶紧通过，
却不知道要说什么。半天过去，韩叔主动说话了。
“忙不忙聊会？”
“不忙，正在地铁上呢。”
“毕业了？”
“啊，对啊。现在在北京半年多了”
说完，我转了一下我所工作的媒体的名片，
说：“在这里。”
韩叔没接话。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
，他可能并不知道这家媒体。果然，他说他看看
再了解下，就转到别的地方。
“行啊，北漂了”，他说。
我反复搜索着话题。小时候的场景一遍遍翻
上来，我曾经和他有过的默契，每次见面，先报
最近在读的书名，他一一点评，再指点我做哪些
延伸阅读。这些现在都失效了。我超过了他的阅
读范围，而我又从未和他说过别的什么。
憋了半天，我只好问：“韩叔过的咋样？”
“还那样吧，没变化。你呢？这两年有什么
打算？”
就这样，应付几句后，我再也没有回，但是
默默地设置了关注选项，我仍然能看到他的朋友
圈，当作对油田作业工的观察，他却看不到我的
。
之后，我辞职，去大理，做新的报道，出了
一本小小的集子。每一件事儿，我都不想让韩叔
知道。我还在默默地翻看他的朋友圈，就在刚才
，我发现他更改了相册签名：“要么名垂千古，
要么遗臭万年，绝不默默无闻（70 后）”
最新的一条朋友圈是带着他女儿、儿子在超市
，配图的文字说：“春光明媚，我们去超市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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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和尚到鉆石鑲嵌師 陳紹恭
陈绍恭 15 岁出家，16 岁就读江苏灵岩山佛学院，是解放后中国佛学院第一批学生。24 岁，他来到美国，在纽约市立大学读书
时遇见一位美丽的姑娘，思虑再三后，他在佛的面前舍戒还俗。如今已实现美国梦的他，投入到佛教慈善事业中，在尼泊尔建佛寺
、认养小和尚、赈济地震灾区，希望有生之年回馈佛的恩德。

十五岁出家当和尚
我老家是福建福安，以前我们家
是“黑五类”，我一懂事，我爷爷就
去坐牢，我爸爸去劳改。一解放，我
姑姑就去出家，我家过得非常辛苦，
精神上饱受折磨，在我童年记忆中，
三更半夜民兵会到家里抄家。上小学
时，人家说你是“黑五类”小孩。
我姑母是万寿寺的比丘尼，她教
我念《阿弥陀经》、《心经》，我从
小就会念佛教基本经典，但我不知道
里面讲的是什么内容。
1978 年，我 14 岁，读初中。我姑
母说，你不喜欢吃荤，干脆出家当和
尚得了。我很喜欢吃素，就出家了。
我母亲和当地很多人都吃斋念佛，家
人也不反对我出家。
1979 年春天，我去支提山出家，
在那里呆了一年。后来听说浙江普陀
山开放了，于是在 1980 年春天，我去
了普陀山。
在普陀山，我看到那里没有一尊
完整的佛像，也没有一本像样的佛教
书籍。因为普陀山被部队占用，文革
时把所有佛像打烂，很多经书被烧掉
。我听一个老和尚说，部队的人用几
百年留下的经书当卫生纸，那个老和
尚说着说着就流泪了。
我去的时候，遇到普陀山方丈妙
善和尚，他是江苏人。我那时才 16 岁
，按法律 18 岁以后才算成人，才有宗
教自由。老和尚问我：你多大了？我
说 18 岁。他说：我看你不到 18 岁，但
不要紧，不要说出去就行。
那时候，北方的佛寺大多被毁了
，但福建保存得比北方好。于是，我
就在普陀山呆了下来，每当有外人来
朝拜时，我们小和尚就负责接待。

佛学院第一批学生
1980 年，鉴真和尚的塑像从日本
运到中国巡展。当时还有另一个日本
佛教代表团要去宁波天童寺，这个代
表团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陪同
到浙江来，但天童寺没有和尚，于是
到普陀山来接和尚过去。
我们十多个人去了天童寺接待代
表团，我们给客人泡泡茶，递递毛巾
。我被安排坐在主桌，上海龙华寺方
丈明旸法师和赵朴初都坐在这一桌。
明旸法师的老家是福建，他亲切地问
我：你多大了，要不要读佛学院呀？
我听了高兴地不得了。那时，赵朴初
在北京、苏州灵岩山两个地方创办解
放后最早的佛学院，我很想去读书。
1980 年 12 月，我去了灵岩山，那
里正在造佛像，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
有。
我们全班有 48 个人，年龄最大的
47 岁，最小的 15 岁，我是第二小，16
岁。大部分人 20 多到 30 多岁。第一届
年龄差别很大，文化水平差别也很大
。我初中还没毕业，文化基础较差，
但我们年龄小的人有个好处，那时刚
好懂得念书，4 年下来我以第 4 名毕业
。毕业后我留下来当老师，直到 1987
年离开。

移民美国 舍戒还俗
1982 年 放 假 期 间 ， 我 去 广 州 丹

霞山旅游，丹霞山本焕老和尚把我
介绍给寿冶老和尚。那时候寿冶老
和尚已经在美国，他后来成为我的
传法师父。
寿冶老和尚和本焕老和尚是法兄
弟，他们都是虚云法师的徒弟。寿冶
和尚曾经在五台山碧山寺当方丈，本
焕是当家。一解放，本焕就被抓去坐
牢，坐了 20 多年。但寿冶和尚 1949 年
之前就逃去越南，然后去香港，1970
年代来到美国，创办了美国佛教联合
会。
1987 年我来到美国，先后住在光
明寺和法王寺。
后来我去市立大学读社工专业。
1991 年，我还没毕业，就认识了我太
太。我从小出家，是有信仰的出家。
我们认识了，也是缘分。我没有坚持
出家，佛教给 7 次机会舍戒还俗。1991
年，在佛面前，在一个出家人见证下
，我把比丘戒舍掉。
舍戒之前我打电话给圣严法师。
他说，你作为大陆第一批来美国弘法
的人，很可惜，但这是你个人的事。
出家是不容易，还俗也不容易。
但是我毕竟还是一个人，见到漂亮的
小姐还是会动心的。我不想偷偷摸摸
，做和尚就要有和尚的样，当在家人
就要有在家人的样，要光明磊落。
我认识一位香港来的梦参老和尚
，他在法拉盛，我还俗后经常去亲近
他，他现在已经 102 岁。他非常慈悲，
问我：“你还俗后要养家糊口，有没
有工作？”我说：“没有”。此后，
他就给我介绍了工作。1991 年，我在
中美超市后面一个停车场收钱，一个
月工资 1200 元。
有个国民党老兵在停车场搞卫生
，他籍贯江浙，他常到收费亭与我聊
天，谈国共战争、人文地理。他说：
“凉亭虽好，并非久留之地。年轻人
，一定要有一技之长。”

当钻石镶嵌师年薪 15 万
这句话启发了我。我打听到曼哈
顿中城有个纽约珠宝培训学校，培训
镶嵌钻石和珠宝设计，学费 6000 元。
我学了 3 个月。那时候珠宝业很旺，
工厂来招工，我对老师说：“我赚钱
比学习更重要”，老师回答说：“那
你去试工吧。”
我去试工，管工拿了一个戒指给
我，中间要镶一个绿宝石，周围镶钻
石。我从没碰到真正的宝石，培训时
用的都是假的，当我拿到手里时，我
的心里并不紧张，但是当我把绿宝石
镶到中间时，一小块却掉了下来。
我旁边是一个叫苏姗的台山人。
她问我：“你知道那个绿宝石值多少
钱？600 块。”我紧张了，怕他们叫我
赔，满身大汗。苏姗说：“绿宝石密
度最松，最容易碎，你不能用劲按，
会烂掉，你要小心。”她手中有几十
个绿宝石，她换了个石头给我，我做
完后交给管工，管工很满意，说“你
马上来上班吧。”
1992 年，我一周赚 480 块。管工对
我说：“太慢了，你知道苏姗做多少
吗？她一周赚 1200。”
几个星期后，我一周也能赚 1000
多。我白天做，晚上加班，一直做到
年薪 15 万。我做了 10 余年，做到无边
镶嵌的水平，就是钻石和钻石拼在一

起，中间看不出痕迹。有时候一个牌
子镶几百个钻石，值几十万。在当时
，没多少人能做到无边镶嵌。
我给 NBA 做过钻戒，最贵的一件
产品我收 8000 元手工费。镶一个钻石
手工费 10 元，几百个钻石，四方形的
，要在钻石边上开一道很细的缝，然
后用金夹住。做的时候心要很静，我
有打坐的经验，很细心地做。
一般人不敢做无边镶嵌，因为钻
石掉了你要赔。我从 1991 年做到 2001
年。我的手工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
第一个半年我赚了 4 万 8000，第二年
薪水达 10 万。

“911”后改行做贸易
我太太在布鲁克学院读书，她是
金融分析师，在华尔街工作。“911”
那天早上起来她肚子痛了，我开车送
她去医院急诊，这时候第一架飞机撞
进世贸大楼。我太太的第一份工作在
那幢楼的 82 层，后来搬到隔壁的 One
New York Plaza。 她 的 一 个 同 事 在
“911”中死了，这件事让我体会到，
也许这是菩萨的感应。
“911”后，珠宝行业走下坡路，
美国经济也走下坡路，我的工作也少
了很多。我带着儿子回福州老家探亲
，一个朋友跟我说，某某熟人做按摩
器材发了，全国有 200 多家连锁店。
我去那个熟人的工厂看，他和太
太都是佛教徒，他问我：“这些器材
能不能推销到美国？你可以先拿个货
柜去”。我回来跟我太太商量，她请
教她的教授，教授提议我们去参加展
销会。
我们在展销会上展出两个按摩器
材，一个靠垫，一个按摩棒。3 天下来
，卖了 1 万多。一下子订单就来了，这
样赚钱与做工赚钱的概念完全不一样
。3 个月过去，第一个货柜的东西全部
卖完。以前我们一年做 60 个展销会，
现在生意转向网络。
回馈佛教 认养小和尚
从出家到现在 29 年，我是佛教培
养出来的，美国梦已经实现了，这几
年我在做些回馈佛教的事情。我成立
国际佛教华严会，担任会长，去印度
、尼泊尔朝圣。
10 年前，我第一次去印度，看到
恒河、灵鹫山。书中说这些地方伟大
、庄严、令人向往，可是到那里一看
，反差太大，恒河变成烧死尸的地方
，河流被污染，水很脏。我看不到一
个完整的佛寺，印度的佛教已经消失
，佛教徒只占不到 0.1%。我作为佛教
徒，心里很难过。
我想，能不能为佛的故乡做些什
么。尼泊尔是佛陀诞生地，古代尼泊
尔属于古印度，佛教传统在尼泊尔还
保存着。我们认养了一批尼泊尔小和
尚，每人一年 200 到 300 美元生活费
，我太太每年去做义工，给小孩教英
文。
我们组团去朝拜圣地，在尼泊
尔准备建寺庙。去年尼泊尔发生大
地震，我们组织一批人去赈灾。无
论是佛教还是穆斯林，对所有难民
， 我 们 平 等 地 帮 助 他 们 ， 每 月 给 50
元生活费。
我年过半百，有生之年有机会回
馈给佛教，是我的幸事。回馈佛教的
恩德，也是身为佛弟子该做的。

陈绍恭初到美国

陈绍恭(前右)与太太(前左)和儿子回国拜访恩师本焕老和尚(前中间)

陈绍恭和太太到尼泊尔建佛寺和认养小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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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US Firms Want In On China’s
Global 'One Belt, One Road' Spendin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cavator Equipment at a factory for the
Xuzhou Construction Machinery Group,
a Chinese company known as X.C.M.G., in
Xuzhou. (Photo/The New York Times)
As China plans to build a raft of roads, rail lines, ports
and airports across Asia, Africa and Europe, skeptics
say Chinese companies will be the only real winners
from the ambitious initiative.
General Electric disagrees.
In 2014, Chinese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
companies ordered just $400 million worth
of equipment from G.E. to install overseas,
overwhelmingly in the region that encompasses the
effort, known as “One Belt, One Road.” Last year,
those orders totaled $2.3 billion, and G.E. plans to bid
for an additional $7 billion in orders for natural-gas
turbines and other power equipment in roughly the
next 18 months.
“We have a laser focus on winning these,” said Rachel
Duan, the chief executive of General Electric China.
China is pulling companies and countries more tightly
into its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sphere with the “One
Belt, One Road” plan. A forum on the effort in Beijing,
hosted on Sunday by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drew President Vladimir V. Putin of Russia and other
state leaders, as well as officials from more than three
dozen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One Belt One Road Summit- Roundtable
Meeting of Countries Last Week. (Photo/Getty
Images)
If enacted as planned, the initiative could lead to a
global building spree; China has promised more than
$1 trillion of investment over the long term.
Western companies are angling aggressively for a
piece of the action. Citibank won a contract from Bank
of China to handle a complex $3 billion bond offering
last month to raise money for opening branches across
Asia, Eastern Europe and East Africa. The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company Honeywell International
is selling equipment to Central Asia for processing
natural gas.
Some non-Chinese companies are also tweaking their
businesses to win more orders related to Beijing’s
plan, and G.E. has rearranged its marketing staff for
global power equipment to give them priority.

China’s spending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immediate
profit. Most of the money has yet to be earmarked,
much less spent. And China — which has too many
factories making too much steel and cement — is
making sure that its own companies will be the biggest
beneficiaries.
Companies like Caterpillar, for example, will have to
contend with a fast-growing, government-controlled
Chinese maker of construction machinery, the Xuzhou
Construction Machinery Group, known as X.C.M.G.
Such businesses, facing a maturing market at home,
are eager to find new markets — a core ambition of
the plan.
At one of X.C.M.G.’s cavernous factories here in
north-central China, workers are rushing to double
the number of excavators that can be made each year,
mainly by adding robots to the assembly process. The
initiative has the factory humming 16 hours a day, six
days a week.
“‘One Belt, One Road’ makes our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like a tiger with wings added,” said Wang
Min, X.C.M.G.’s chairman.
For businesses, the plan offers uncertainty as well as
promise. The infrastructure that China is building could
someday become the avenues for billions of dollars in
increased trade — or become debt-ridden sinkholes.
Mr. Xi is pressuring companies already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to participate no matter what the prospects.
The hope of future prosperity is enticing. Li and
Fung, a Hong Kong company that for decades has
sent Chinese-made goods to American and European
department stores, is now marketing to small and
medium-size retailer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t
is a bet that the Chinese initiative will lift consumer
spending across dozens of countries, said Victor Fung,
chairman of the Fung Group, its parent company.
Others are
waiting
to
see
whether
China’s
ambitious
i d e a
translates
into actual
investment
—
and
whether American and European companies will have
a place at the table. They are particularly troubled that
the program seems to be mostly about Chinese exports,
and not much about imports.
“Tell us what we are going to get out of this,” said
James Zimmerman, a lawyer in Beijing who is a former
chairman of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referring to the West. “It’s a nonstarter if it’s all
about bringing Chinese goods to Europe, or if it’s all
one way.”
A top official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atthew
Pottinger, the senior director for Asia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aid at Sunday’s conference that
China should provide transparency in the bidding
for contracts related to the initiative, to give a better
chance to companies that aren’t state-owned.
China’s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is a big motivator
behind the plan. China can make nearly 1.1 billion tons
of steel a year, as much as the rest of the world put
together, but has domestic demand for only about 800
million tons. The initiative might absorb only about 30
million tons a year, according to a recent study by the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Som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taking steps to
improve their chances — but that sometimes means
manufacturing more in China, not the United States.
Ms. Duan said G.E. had focused on ways to produce
goods in China to meet the country’s requirements that

some of the work be done locally. Honeywell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it had also been looking for ways to
produce more goods in China for the program.
“When the roads are built, when the ports are built,
when the power plants are built, I think the other
opportunities will come,” Ms. Duan said.
Others are waiting and watching. Investments have
been heavily concentrated in Pakistan, Afghanistan,
Kazakhstan, Uzbekistan and other nearby countries
that are geopolitical priorities for China but that have
weak economies.

of four halls with 80-foot-high steel roofs. Almost
everything inside is new, from the 13 steel-cutting
robots the size of cottages to the costly Italian and
Japanese machining equipment that precisely trim
steel components.
Mr. Wang, X.C.M.G.’s chairman, dismissed concerns
that the business won’t materialize.
“We should be persistent and manage our business as
well,” he said. “When the spring comes, we will arise
abruptly.”

Related
US Firms Want Slice in China’s
Global ‘One Belt, One Road’

Grand Opening of Honeywell Industrial
Automation Engineering Facility In Tianjin,
China.
Vincent Lo, a real estate billionaire who is the chairman
of the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led a team of 50 Shanghai and Hong Kong business
people to Thailand and Vietnam last week to explore
investments based on the Chinese initiative, he said.
Trips to the Mideast and Eastern Europe may be next.
Central Asia is far down his list.
“I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re keen, we will work with
them, but of course we’ll have to look at the financial
fundamentals,” Mr. Lo said. “A lot of these countries
will have to do a lot of reforms to be able to receive
capital.”
Chinese players look to be big winners from the outset.
Mr. Xi has designated the city of Xuzhou — a dusty
rail hub roughly halfway along the five-hour bullet
train trip between Beijing and Shanghai — as a key
manufacturing base for his policy. At the foot of a hill
here topped by a new complex of Buddhist temples,
Caterpillar has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construction
machinery factories, making huge pieces of digging
equipmen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elivers his
speech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the China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in Beijing ...Honeywell
Opens Industrial Automation Engineering
Facility In Tianjin, China.
Nearby, its local rival X.C.M.G. is ramping up.
Employing 23,000 workers in this city and controlled
by the Xu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X.C.M.G.
is China’s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construction
machinery, from excavators to cranes to bulldozers.
The factory makes tank-size excavators in a series

A number of U.S. companies are positioning to get
their share in the $1 trillion worth of investments
a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drawing both
companies and countries into the plan's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influence,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State leaders and officials from more than three dozen
countries, including Russia and the U.S., arrived in
Beijing to attend the "One Belt, One Road" forum and
enact a plan to build the biggest infrastructure project
across Asia, Africa and Europe, revivi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trade route.
One of the U.S. companies to benefit from the
anticipated OBOR spending is General Electric. About
$400 million worth of equipment from G.E. were order
by Chinese companies in 2014. The orders totaled $2.3
billion last year, and an additional $7 billion orders for
natural gas turbines and other power equipment are
planned in the next 18 months.
Other Western
companies
have
also
joined
the
plan, while
some
have
tweaked their
businesses
to get more
orders. Last month, Citibank secured the contract from
Bank of China to manage its $3 billion bond offering
to raise money to open branches across Asia, Africa
and Eastern Europe.
But China has assured local companies, such as steel
and cement factories, that they will become the biggest
beneficiaries, although the money for the plan has yet
to be allocated.
Companies engaged in construction such as Caterpillar
(a Chinese maker of construction machinery), the
Xuzhou Construction Machinery Group (known as
XCMG) is planning to add robots to its assembly lines.
The major stimulus to the OBOR plan is the country's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With nearly 1.1 billion tons of
steel produced every year, and the domestic demand
is only 800 million tons, the excess steel could be
absorbed by the initiative, about 30 million tons a year,
a recent study by the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shows.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aking part in the plan would
mean they would have to manufacture more in China,
not in the U.S. According to G.E., they would find
ways to meet China's requirements and produce the
goods locally.
"When the roads are built, when the ports are built,
when the power plants are built, I think the other
opportunities will come," Rachel Duan, the chief
executive of General Electric China, said.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cles/201034/20170517)

Alibaba Dominates Online World With $485
Billion Worth Of Merchandise Sold Last Yea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libaba founder Jack Ma is greeted by one of
Alibaba's European Partners (Photo : Getty
Images)
Chinese e-commerce giant Alibaba Group continues
with its expansion, becoming popular in Europe during
its Singles' Day shopping festival last year, according
to an article by china.org.cn.
The event also made the Chinese company the world's
top e-commerce marketplace in terms of transaction
value, with gross merchandise volume worth more
than $485 billion sold last year.
Using AliExpress, the company continues to expand
overseas, challenging global rivals such as Amazon
and eBay, the report said.

AliExpress was founded in 2010 to cater to overseas counselor of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Spain in
customers. It is the counterpart of Alibaba's business- Shanghai.
to-customer (B2C) site, TMall.
"Through Tmall and Tmall Global, Chinese consumers
According to Dai Shan, president of Alibaba's are able to enjoy products from Spain. We hope
business-to-business (B2B) unit, AliExpress has more AliExpress can bring alive the virtual Silk Road
than 100 million international buyers.
by connecting Chinese merchandise with countries
Alibaba expansion is part of efforts to find new including Spain," he said at an AliExpress conference
sources of income as the online retail market in China in Hangzhou earlier this month.
is expected to slow down to
a 15 percent annual growth
rate, consultancy Mintel
said.
European expansion
AliExpress is becoming
popular among European
users, for it alters their
shopping behavior and
builds a personal connection.
"Wedding 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occasion
Alibaba Sees Business Potential In Russia
for women. In the past,
Spanish women never bought wedding dresses online. According to AliExpress, customers from more than
But now, taking a look at AliExpress before buying is 220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used the platforms to
becoming a ritual," Zuniga Perez Pell, an employee at place orders, with Russia, the U.S. and Spain as the top
AliExpress' Spanish operations, said.
three countries in terms of total spending.
E-commerce promotes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n Russia, AliExpress has partnered with local payment
between countries as well as provides a major channel providers and made a strong social media presence that
to sell and buy products around the world, according helped it become a top player, Shen Difan, its general
to Alfonso Noriega Gomez,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manager in Russia,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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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Express is planning to tie up with more local
vendors, ship from local warehouses and provide local
after-sales service, including a no-excuse return policy
in 72 hours," Shen said.
Using Cainiao technology, the company has also
shortened the delivery period to four days, with the
aim to reduce global delivery to within 72 hours in
three to five years.
The company is expanding into several
markets which lack e-commerce
infrastructure. This move is crucial to
its adoption, the report said.
In some countries, Cainiao logistics
network has partnered with postal
services to facilitate customs clearance,
which includes partnerships with the
U.S. Postal Service, Brazilian Post,
Singapore Post and Australian Post,
Wan Lin, Cainiao's president, said.
Shen said that AliExpress plans to
build a "cyber Silk Road" to serve
about 1 billion people oversea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aims to
strengthen infrastructure,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in
the Eurasian and Africa region, will lend AliExpress
new momentum to grow its customer base tenfold
in less than seven years," Shen added.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cles/200908/20170515)

交出的这份成绩单令很多人感到意外
……
江西峡江和美药业董事长张和胜
是“千人计划”专家，曾在海外一家

江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忠说，
华裔前沿科研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攻
克了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
成为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对江西经济

海歸就業

源优势，有望在 5-10 年内成为世界领
先的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电子材料供
应商。
“我们掌握了前沿环保技术，可

星期一

，报效祖国的愿望就越强烈。”奉向
东说，尽管饱受创业艰辛，但他从不
后悔。
今年 52 岁的赵汉民也是“千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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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文化傳承責任 海歸設計師
造中國人自己的建築
高耸入
云的“中国
尊”、人来
人往的大栅
栏、车流不
息的北京南
站 …… 这 些
北京的知名
建筑，它们
的设计都出
自归国建筑
师吴晨之手
。
“那段海外时光让我收获颇丰”
人生的每一个十字路口，都需要做出选择
。1995 年，吴晨来到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十字
路口。
当时在国内事业发展十分顺利的他，思考
良久之后，还是做出了出国深造的决定。“伦
敦深厚的历史沉淀、非凡的创造能力以及在建
筑上蓬勃的活力使我做出了这个决定。”吴晨
口中的“这个决定”，一转眼就让这个土生土
长的北京人在海外学习、生活、工作了十余年
。
求学时期的吴晨十分刻苦。数不清的日日
夜夜，他骑着自行车去学习和画图，除了凌晨 5
点到早上 9 点是睡觉时间以外，其余时间几乎
都在攻坚克难。再之后，他获得了“英国皇家
特许建筑师”“英国皇家特许规划师”等称号
。“虽然辛苦，但那段海外时光让我收获颇丰
，同时为我打下了坚实基础，让我一步一个脚
印走到今天。”时隔多年，吴晨依旧对那段留
学时光十分感慨。
文化的影响力是潜移默化的，并且深远持
久。在英国学习和工作的吴晨，受到了英国

“城市复兴”理念的深远影响，这也一定程度
上塑造了他回国后的建筑思路。“从某种程度
上说，城市复兴和文艺复兴有相似之处，都是
为了追求更为丰富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完
美融合。”吴晨认为，如何复兴和发展中国的
城市文化，可以学习、借鉴欧洲城市，以此来
推动中国城市进步。
“为国效力的人生价值是名利无法衡量的”
虽然身在伦敦，但吴晨心系北京，“北京
真的很美好。历史上，它留下无数灿烂、瑰丽
的文化积淀；新的历史时期，作为新中国首都
，又给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以机遇和希望。
”
“我热爱北京，如果北京不能成为世界城
市中环境最宜人、历史最璀璨、最富有生机与
活力的一个，就愧对每一个在北京生活与追寻
梦想的人。”每每提起自己的祖国和家乡，吴
晨都兴奋不已。
于是，他选择回国。2003 年之后，吴晨开
始以外方主创建筑师和高层技术管理人员的身
份同国内设计单位合作。后来受北京市建筑设
计研究院的邀请，他回到了祖国，工作重心也
转移回国内，“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为国效
力、为家乡出谋划策，我感到十分自豪，这种
人生价值是名利无法衡量的。”
“城市复兴”的种子一直在吴晨心中萌动
，回国后的他抱着一个坚定的理念：中国的建
筑，要由中国人主导；中国的城市复兴，要由
中国人来完成。“不要让中国成为外国建筑师
的试验场！”一石激起千层浪，吴晨的这一观
点一经提出，就立即引发了建筑界、文化界乃
至全社会的大讨论。“作为一名建筑师，不应
该只去追求和设计那些先锋建筑，而应该更加
注重服务于自己家乡的城市发展，让它们重新
焕发活力。”吴晨说。

‘千人计划’专家提供‘保姆式服务
’，明确专人经常与专家保持密切联
系，在专家遇到困难或问题时，及时
予以跟踪协调，积极帮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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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机构来支招自己也得多实践

“新一代建筑师要承担传承文化的责任”
在吴晨看来，建筑师应该继承“匠人营国
”的精神，这需要实实在在的干事创业精神。
2004 年以后，在各种建筑论坛已经很少能看到
吴晨的身影，“我更愿意把精力、时间和热情
投入到行动中。”吴晨口中的“行动”，是实
干精神，也是责任担当。
“中国新一代建筑师要承担传承文化的责
任。”对旧城的保护和复兴是吴晨工作中的一
个重点，“传统是人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对
城市的现在和未来都十分有意义，尤其是对于
北京这样一个在历史上有着灿烂、瑰丽的文化
积淀的城市而言。”在北京大栅栏的保护和复
兴项目中，吴晨和他的团队借鉴西欧城市复兴
理论，结合本土特色，让其重新焕发生机和活
力，而这一做便是 10 年。功夫不负苦心人，这
一项目最终入围了英国皇家规划学会优秀设计
奖。
“用现代建筑复兴老北京传统文化。”大
栅栏城市复兴项目的成功，有力证明了该理论
的前瞻性与合理性。而让吴晨备受关注并进一
步奠定其在设计界地位的作品是：“中国尊”
。
“中国尊”是北京在建的最高建筑，其设
计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尊”的理念，
以中国传统礼器中的容器“尊”命名，而这个
名字也是吴晨亲拟的。“我是中国人，骨子里
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设计‘中国尊’是我内
在的情感流露，把文化镶嵌进技术、让文化引
领技术，这是创作的初心与坚持。”吴晨说。
“最好的设计永远在将来，我将永远保持
一颗赤子之心。”用眼睛去体验，用脚步去丈
量，用心灵去感受，用双手去实现，吴晨为北
京这个他所热爱的城市竭尽己力，见证着也创
造着北京城一点一滴的变化与美好。

归根到底，出国留学是为了更好就业。一份
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职业规划更有利于留学生在
学习时找准定位并快速掌握相关的专业技能。不
少留学生认为，在规划未来时，实践是非常重要
的一个环节。
除了认真分析自身的实际情况外，也有学子
表示会在留学前找专业机构来为自己做出科学合
理的职业规划。“留学前我就找学校老师以及中
介机构进行了咨询，并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全方
位地分析出适合的专业，然后问了大学里在不同
专业学习的朋友，最后才决定这个方向。”艾伦
回忆起自己出国留学前选择专业时说，“我认为
一开始可以先定个大致方向，而不一定非是具体
的专业，然后多向有经验的朋友、学长、长辈咨
询，最后结合家庭的经济实力和兴趣爱好做出决
定。这样学习起来更主动，且更有目的性。”
对于留学生来说，实习是很重要的，因为从
中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管浛亦目前在莫斯科大
学读预科，谈到自己的职业规划时，她说：“首
先是明确目标，其次就是实践。简单来说就是明
确自己未来从事什么行业，然后学习从事这一行
业的技能。”对于国内的竞争压力，她认为，国
外与国内工作环境接轨很重要。长期在国外生活
会和国内的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隔阂，因此得做
好心理准备去适应新环境。
丁艺虹即将去莫斯科大学读书。她表示在她
的规划中，毕业后会回国发展。“因为家人都在
国内，我觉得国内的环境更适合我。我的职业规
划是当老师或者开一家咖啡店，为此我会在留学
期间找机会去咖啡店兼职或者找机会去做汉语家
教，以此来检验自己是否适合做这行。”当笔者
问及如何制定职业规划时，她说：“适合自己的
职业规划才是最好的。当然，可以适当地听取别
人的意见，但决定权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刘乐认为：“制定职业规划时，首先要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并且参考一下现在的市场需求
来确定专业。当然，家庭经济条件也是应该考虑
的因素，如果受家庭经济条件限制，可以先选择
承受范围内的国家作为留学目的地国，再选择该
地较好的专业。当然，在留学时一定要做的一件
事就是实习，通过实习来验证之前的规划是不是
真正适合自己。”

休城工商

華夏學人協會和休斯頓湖南同鄉會
成功聯合舉辦了 2017 年春季野餐會活動

（本報訊）4 月 30 日，華夏學人協會
和休斯頓湖南同鄉會在 Sugar Land Memorial Park 糖 城 紀 念 公 園 成 功 舉 辦 了
2017 年 春季野餐會活動。 Picnic 的通知
在兩週前發出，10 天左右報名登記的人數
就達到近 300 人。義工們都一直擔心準備
的食物會不夠。由於當天天氣驟變，氣溫
急劇下降到 60 多度，可是，料峭的寒風
依然沒有擋住莘莘華夏學子和湖南老鄉們
的熱情，野餐會依然有 250 多人來參加。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僑務組組
長房振群先生冒著晚春的涼風，來到現場
給湖南的老鄉們和華夏的朋友們加油鼓勁
。諾大的涼棚人聲鼎沸，烤爐傍邊，帥哥
美女一大堆，爭先恐後為大家烤肉。涼麵
，涼菜，烤牛排，烤豬排，麻辣雞翅，紅
薯，玉米，茶葉蛋……食物豐盛可口；拔
河，謎語，遊戲，聊天，拍照，老朋友們
不亦樂乎。由湖南同鄉會前會長吳安萍主
持的小朋友蒙面敲鑼遊戲吸引了不少家長

們參與。由於大家興致太高，小朋友們幾
次把鑼都給敲破了，引得孩子家長們一陣
陣開心的笑聲。由華夏學人協會顧問原安
徽同鄉會前會長承寧組織的玩乒乓球拍子
帶球走的遊戲得到眾多小朋友的青睞。每
個小朋友都得到了小禮物，每個玩遊戲的
小朋友還得到了額外的獎賞。大人小朋友
都其樂融融，興趣盎然。臨近中午的時候
，太陽高高地露出了笑臉，湖南同鄉會和
華夏學人協會的朋友們在友好的氛圍中完

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友誼拔河比賽，一二一
二的號令此起彼伏，在明媚的春光裡顯得
格外好聽。美食美景美人美春光無限好，
湖南同鄉會鄢旎會長和華夏學人協會會長
羅雪梅表示，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
是你中有我我中會有你的一家人的活動。
最後，活動在兩個協會的會員們集體大合
照中完美的畫上了句號。大家在戀戀不捨
中相互道別，相約下次再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