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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第一懸案嫌犯審訊錄：

妻子一段話讓他開口
跨越 20 多年的“浙江第一悬
案”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
还挖出了 3 起陈年积案(钱江晚报
有连续报道)。徐利累计 7 次抢劫
，多次故意杀人，这个心思缜密
、狡诈残忍的大盗落网后，只是
一句“你们有证据就判我好了，
反正我没干。”就闭口不言。让
他开口，绝非易事。
虽然铁证如山，零口供也能
办成案子，但是警方仍然尽最大
努力去跟徐利沟通。
审讯是如何打开突破口的？
“智慧和真诚，缺一不可。”在
最短时间内打开突破口、让徐利
交代了罪行的诸暨市公安局城中
派出所副所长惠建超告诉记者。
3 月 29 日 14 时，徐利落网
“你们有证据就判我好了”
“3 月 29 日我接到电话，让
我们准备好审讯场地，专案组要
对嫌疑人实施抓捕。我知道，这
种情况下基本就‘没跑’了。”
惠建超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天抑制
不住的兴奋之情。
“当他被押下警车时，我早
已等候在一旁。这个曾经连梦中
都在刻画的人物，终于出现在了
面前。我特意上前，用右手扶了
一下他的左臂，虽然有些僵硬，
但能感觉到，很结实、很强壮。
”
侦查员告诉徐利，证据确凿
，让他赶紧交代犯罪事实；又跟
他讲了法律和政策，希望他能尽
快坦白。
他全程几乎不答话，眼睛也
一直朝下看。偶尔回复一句，就
是，“你们有证据就判我好了，
反正我没干。”
一谈到老婆和女儿，他就说
：“我和家里人关系不好的。”
言下之意就是，你们不用打亲情
牌。
“我知道，他这是故意打乱
我们的节奏。”惠建超没着急。
3 月 30 日 3 时，他在徐利对面坐下
“我和老婆关系不好”

他看着徐利，脑海里掠过大
量的往事，那些他再三查证过的
细节。其实，他想告诉徐利的事
情，比他想问的问题还要多。
他想告诉徐利，你作案用的
撬棒，必须经过空气锤才能锻造
，我走访了几乎全部的相关企业
。
他想告诉徐利，我看懂了你
2007 年作案的布局。徐利在一个
饮料瓶底部钻了一个小孔，装满
水以后挂在珠宝店的窗口，再从
不远处的变压器接线到瓶子里，
想利用不断滴入室内的水电击保
安后作案。这招其实是不行的，
很快就被供电部门发现了。之所
以用这样的办法，是不是因为上
一次作案时丢了枪？很难再搞到
一把？
高手过招，知己知彼极为重
要。
凌晨三点，惠建超在徐利对
面坐下。
“我和老婆关系不好。”
“那你倒说说看，关系怎么
不好了？”
“因为和老婆感情纠葛，用
刀捅了别人……”
“用刀？你怎么不用枪啊！
”
惠建超似乎随口说了一句，
徐利却脸色陡变。
一直到早上 6 点，徐利再也
不说第二句话。
3 月 30 日 10 时，找来徐妻
震惊之下，她急得嚎啕大哭
天亮了，惠建超去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开始重新思考，
从哪突破。
上午 10 点，他找来了徐妻。
关于徐妻到底知不知道徐利之前
做过的案子，警方也曾经有许多
猜想。
显然，她对徐利干下的“大
事”一无所知，震惊之下，急得
嚎啕大哭。
这么多年来，枕边人竟然就是
传说中的枪匪，这无论如何跟那个

买菜都要问老婆要钱的家庭主“夫
”的形象，无法重合起来。
近 3 个小时的询问，从他们
在卫校相识、相恋谈起，到后来
的婚变、复婚，历史似乎重演了
一遍。
在 1990 年代初，身着梦特娇
、手持大哥大，骑着时价 3 万多
元的“本田王”，徐利当然能算
富豪。
1998 年结婚时，办喜宴的 2
万多元酒席钱，还是收了红包以
后给补上的。
为什么徐利这么快就没钱了？
从土豪秒变屌丝的原因是一
个字：赌。
徐利平日里的挥霍还是有限
的，他毕竟是生活在三线城市里
，但是赌桌是个无底洞。
有一次连房产证都输出去了
，徐妻说，后来筹钱再赎回来的
。
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徐利
唯一尚未泯灭的人性系在老婆和
女儿身上。
虽然经历过婚变，最终他还
是选择了复婚，并在老婆要求下
，将户口迁到诸暨。
平时家务全包，连买菜的钱
都是问老婆要的。
即便这样，他仍戒不掉赌瘾
，时不时去棋牌室打麻将，没钱
在旁边看看也好。
被抓时还欠着老板娘几百元
，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了。
3 月 30 日 15 时，再审徐利
“我可以抽根烟吗？”
3 月 30 日下午 3 点，惠建超再
次走进审讯室。同事们的眼神告
诉他，徐利的内心仍然封闭。
“不聊案情了，谈谈人生吧。
”惠建超说，“徐利，我现在不是
审讯你，而是像一个朋友一样跟你
聊聊。我尊重你，希望你也能尊重
我，能抬起头和我交流。”
听到这句话，徐利抬起了头。
惠建超开始讲徐利的人生往
事，像过电影一样，又来了一遍

。他也不忘评论几句。
“在‘万元户’就很了不得
的年代，你身家早已达到几百万
，可现在你为何如此落魄？徐利
，作为男人，你不该去赌啊！”
被一个警察这样回顾自己的
前半生，徐利有点囧。
“你知道吗，其实你在这个
家里很重要，你的家人离不开你
。”
听到这里，他愣住了。
“怎么，不相信？来，我让
你看段视频。”
原来，惠建超来之前，让徐
妻录了一段视频。
“你都交代清楚，我等你。
”徐妻说得很用心。
徐利看完之后，仰天长叹一
声，然后低下头，来了一句：
“我可以抽根烟吗？”
一般来说，这就是打算开口
了。
他的目光完全变了，变得渴
望和人交流。
3 月 30 日傍晚，最后的请求
“我可以见一见我老婆吗”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
只要合理，我们会尽量满足。当
然，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向我们坦
白，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
“我能否和我的老婆女儿再
吃最后一顿饭，我想吃炸鸡。”
“这恐怕不行。这里是审讯
室，如果让你女儿来这里，会对
她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
“你说得也对……那我可以
见一见我老婆吗？”
这或许会有助于审查的进展
，惠建超答应了徐利。
和家人进行“最后的晚餐”
的要求是不能满足了，但炸鸡是
买来了。
会面时，徐妻泣不成声。
就像现在大家都公认的，徐
利的命门就在于对妻女的感情很
深。
徐利说，从不告诉老婆自己
的罪行，也是出于对老婆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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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黑市”
隨意買賣個人信息
26 名涉案者被抓獲

据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官方微博消息，此前，有媒体以记
者调查方式报道了“网上‘黑市’个人信息随意买卖查身份
信息只需提供手机号”等网上贩卖个人信息情况。对此，公
安部立即成立由公安部刑侦局牵头的“2· 17”专案组，全力
开展案件侦办工作。经缜密侦查，专案组查清了涉案信息泄
露源头，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 26 名，成功破获该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案。
据了解，针对记者从网名为“水中取火”“孤星泪”的
嫌疑人手中购买滴滴打车记录、手机通话记录、淘宝收货地
址等信息情况，专案组顺线追踪、扩线深挖，并辗转河北、
天津、辽宁、山西、河南、湖南、陕西、广东等地，逐渐查
清了涉案上下线人员情况和涉案信息泄露源头。
现查明，杨某江，网名“水中取火”，男，38 岁，辽宁
省锦州市人；王某，网名“孤星泪”，男，21 岁，辽宁省普
兰店市人。滴滴打车记录系湖南德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滴滴
客服业务的外包公司)员工王某亮(男，22 岁，湖南省双峰县
人)利用职务便利违规查询获取并转卖。淘宝收货地址系张某(
男，24 岁，河北省三河市人)通过王某亮获取受害人地址后，
利用 PS 软件变造获取并转卖。联通手机话单系杨某(男，22 岁
，湖南省醴陵市人)等人利用网络工具，冒充受害人手机号码
致电联通公司语音客服，骗取该手机网上营业厅登录密码，
进而查询获取。联通手机即时定位信息系中国联通天津分公
司员工陈某(男，37 岁，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人)利用职务便利违
规查询获取并转卖。目前，上述犯罪嫌疑人均已被抓获，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
犯罪呈多发、高发态势，严重侵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同时滋生电信网络诈骗、盗刷银行卡、非法讨债等下游违
法犯罪，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对此，公安部高度重视，已经
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
下一步，公安机关将坚持主动进攻、重拳出击、深挖彻
查，严惩一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活动，坚决打掉犯罪
分子的嚣张气焰，并会同有关部门落实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
措施，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尽快铲除滋生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犯罪的土壤，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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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這 6 招 妳家寶寶也能睡整覺
当妈前，曾经听人说过“渴望拥有
和婴儿一样的睡眠”。
当妈后才明白，这句话一定是哪个
没生过孩子的人说的。
陪宝宝睡觉，对每个新手妈妈来说
，都是一场非常大的考验!奶睡、抱睡、
哼着各种不同的小调哄睡……
把你折腾得精疲力尽了，宝宝还是
不能好好睡，简直让当妈的崩溃!
因此才会有人说：“每个陪睡的妈
妈，都是落入凡间历劫的神。”
不可否认，哄宝宝睡觉的确是一件
苦差事，但是如果你掌握了以下 6 个小
妙招，那么这件事会变得容易很多，让
宝宝和妈妈都能睡得更好!（关注微信订
阅号：朵妈亲子时光，聊聊亲子育儿那
些事）
1、宝宝睡着时，不要给他喂奶或换尿布
很多妈妈担心宝宝睡觉时间过长，
会不会饿着?纸尿布会不会太满，宝宝会
不会因此长红屁屁?
于是，尽管大人非常缺觉，但是为
了宝宝，再辛苦也得扛!在每个困意袭人
的夜晚，顶着一双熊猫眼起来给宝宝喂
奶或换尿布……
实际上，喂奶、换尿布和睡眠，都
是宝宝的基本生理需求。夜间如果宝宝
没有因为饥饿、或尿布太满不舒服而醒
过来，那就表明宝宝此时的睡眠需求是
大于另外两种需求的。
这种情况下，如果刻意摇醒宝宝喝
奶或换尿布，只会干扰宝宝的睡眠过程
，使宝宝发展成习惯性夜醒。
2、宝宝睡不安稳时，别急着抱起来安抚
那么宝宝睡不安稳时，我们是不是
要马上抱起来安抚呢?
别急着抱起来安抚!
妈妈们首先要了解，宝宝在夜间的
睡眠，会经历几次循环的浅睡阶段。在
浅睡向深度睡眠过度的阶段，宝宝最容
易有醒过来的迹象，比如轻轻地哭几声
，或者翻身时哼唧几声，甚至会放开嗓
子大哭几声……
这种情况，妈妈要遵循“少抱抱多
哄哄”的原则，先尝试用温柔轻拍、在
宝宝耳边轻轻呢喃等办法，让宝宝继续
入睡，不见得一醒就去抱。
否则，一醒就抱，反而可能会干扰
宝宝的睡眠，越抱越清醒。
3、午睡时间别太长
不少妈妈看到宝宝午睡时睡得非常
香甜，尽管宝宝已经睡了很长时间了，

清涼一夏
寶寶夏裝
選購全攻略

但是也不忍心叫醒宝宝。
其实，宝宝一天需要的睡眠时间就
那么多，如果白天睡得多了，那么夜间
就有可能出现不愿意睡，或睡不安稳的
情况。
因此，宝宝午睡的时间不能太长。
白天小睡，只要能保持宝宝精神状
态不错，情绪平和，这样就可以了。
4、白天让宝宝多活动，消耗精力
出生几个月后，宝宝的活动量会越
来越大，大多数的宝宝在 5-6 个月的时候
，会发展出活泼、爱动的特质。
当宝宝表现出这样的特质以后，白
天适当增加 ta 的运动量，不仅能促进动
作发育，还能促进夜间睡眠，让宝宝一
整夜都睡得更香更沉。
提醒一句，不少妈妈喜欢用手机、
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来安抚宝宝，其实
这样很容易使孩子头晕脑胀、精神不集
中，睡眠更不好。
妈妈可以鼓励宝宝翻身、练坐、练
爬，或是和孩子做一些身体互动游戏，
宝宝的精力白天都释放出来了，那么，
我们离“宝宝睡整觉”的目标又更近一
步了。
5、白天有足够的陪伴，宝宝夜间会睡得
更好
很多时候，如果妈妈白天陪宝宝的
时间不多，或者陪伴质量不高，宝宝夜
间可能会因为焦虑而睡不好。比如妈妈
开始上班了，宝宝的分离焦虑就会让 ta
睡不踏实，经常在夜间醒过来。
这种情况下，妈妈要注意给予宝宝

高质量的陪伴，创造机会多陪伴宝宝、
亲亲 ta、抱抱 ta。
宝宝夜间小醒，妈妈要告诉宝宝：
“宝宝，妈妈在这，好好睡、安心睡吧!
”
不要以为宝宝听不懂，其实妈妈的
声音也能起到有效安抚宝宝的作用。
6、排除以下会干扰宝宝睡眠的外界因素
前面说的都做到了，但是宝宝还是
睡不好，怎么回事?
也许是你还没有把以下这些细节都
做好：
卫生方面
给宝宝洗个暖水澡，勤洗头，勤换
贴身衣物，睡前换上干爽的纸尿裤;
喂养方面
入睡前的 1 个小时左右喂宝宝喝奶
，注意不要让宝宝吃完马上睡，以免宝
宝肠胃消化负担大，难以入睡;
穿衣方面
宝宝睡觉时穿盖要适宜，不要穿过
厚的衣服，也不要盖过多的被子，否则
宝宝夜间很容易因此热醒;
睡眠环境
如果宝宝和爸爸妈妈同睡一个卧室
，卧室中最好不要放置电视、电脑、固
定电话等电子设备，以免大人在使用的
过程中干扰到宝宝;此外白天要多给卧室
开窗，多通风换气，使室内的空气更加
清新，减少空气中的灰尘虫螨。
多管齐下，我们才能离宝宝“睡整
觉”的目标越来越近，让“睡整觉”变
得不再奢侈。

炎炎夏日即将到来，不少妈妈已经做好迎接夏日准备：清洗风
扇、空调，为床褥、沙发铺上清凉的席子，墨镜、防晒霜、太阳伞
……准备得妥妥的。但是家里的宝宝呢?也做好迎接夏日的准备了吗
?妈妈们可别把宝宝给落下了，赶紧为 TA 备好清凉夏装吧。怎么选?
快来快来，宝宝夏装选购全攻略，让妈妈轻松选购宝宝夏装，让宝
宝清凉一夏。
衣服面料首选纯棉、亚麻：妈妈们可能都喜欢给宝宝选购纯棉的
衣服，因为纯棉衣服质地柔软，易吸水，通气性好。其实亚麻材质轻
薄，质地柔软舒适，散热性能优越，吸收、释放水分相当迅速，宝宝
穿了出汗之后，也能保持清爽，也是宝宝夏装的不二之选哦。
衣服颜色浅淡为宜：建议妈妈们为宝宝挑选白色、浅蓝色、淡
绿色等浅淡颜色的衣服。
因为深色衣物不但容易吸收光能产生热量，而且由于较多使用
染色材料，对宝宝皮肤有一定刺激性，不适宜贴身穿着。
衣服款式简洁、容易穿脱：夏天天气炎热，宝宝夏季出汗较多
，可能需要频繁更换衣服;而且因为宝宝穿得少，手脚得到舒展，衣
服上的亮片、金
属环等装饰，容
易被宝宝抓下误
食。因此建议妈
妈为宝宝挑选款
式简洁，容易穿
脱的衣服。
其他选购注
意事项：查看衣
服的吊牌，是否
清晰标注了商品
的各项信息，是
否提供了纽扣、
布料等备用品。
为确保宝宝穿着
的舒适度，购物
时记得检查衣
服的各处的车
缝工艺是否精
致细腻，是否
存在多余线头
等细节问题。

紀實文學

妳敢不敢和別人不一樣？
再过几天，外甥女要去市里参加舞蹈比
赛，学校定制的舞蹈服价格昂贵，于是，姐
姐托我在网上选一件，最近网络坏掉了，还
在检修阶段。
我满口答应下来，但迟迟选不到合适的
。学校定制的舞蹈服是粉红色，蕾丝花边的
袖口，小兔子头饰，网络上粉红色的倒是有
，但没有小兔子头饰，有小兔子头饰的呢，
又缺了蕾丝花边。总之，没有一件令人满意
。
比赛的日子愈来愈近，姐姐犯愁了。
我劝她，和别人一样交两百块，让学校
统一定制得了。
姐姐思忖良久，说，不，太贵了，两百
块在老家可不算小数目，再说，舞蹈服也就
是一次性的东西，平日里穿不着。
我笑了，似乎电话那头能看到一样，拍
拍胸口对她说，我花钱，你买单，不就两百
块嘛，这就给你打过去。
姐姐连连婉拒，不要，你在北京也不容
易。
我刚要回话，被外甥女打断了，她接过
姐姐的手机说，舅舅，你随便买一套好了，
和别人不一样，我站在舞台上，才会一眼就
被观众看到啊。
不晓得为什么，外甥女无意间的一句话
，突然击中了我。
我当然知道，学校有学校的传统，比赛
有比赛的规定，不能自作主张。但是，放到
整个人生里去看，我和别人不一样，正是我
身上最闪亮的地方啊。
为什么要怕和别人不一样？
我就读的大学是一所师范院校，基本上
，大部分毕业生都会选择做老师，或者考公
务员，可以理解，稳定嘛。阿川是我的室友
，起初，也和许多人一样，考取了公务员，
而且是杭州市的公务员。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一所三流学
校的毕业生，考取了大城市的公务员，实属
不易。阿川来自农村，一时间，光耀门楣。
去单位报到，一大家子都赶来送行，包括七
十多岁的奶奶。
可是，不到两年，阿川就辞职了。
为什么？
有一天，阿川如常去单位上班，买早点
的时候，发现一家新店在卖转炉烧饼。多少
年没吃家乡的美味了，儿时的记忆全回来了
。阿川一气吃了五个，吃得满脸是泪。看着
夫妻店主，一个揉面，一个待客，言笑晏晏
的样子，阿川当即决定，自己也要开一家这
样的店。
阿川说，你懂我那一刻的感受吗？我受

够了机关单位的蝇营狗苟
，突然发现生活原来也可
以有另一番样子，简简单
单，平和安然，做自己喜
欢的食物给别人吃，又能
以此为生，是多么幸福的
一件事。
我懂，当然懂。但是
，外界的阻力可想而知。
父亲一度以为他疯了，甚
至以断绝亲子关系相要挟
，而母亲，一天打来上百
个电话，唯恐他落入传销
组织。
一晃三年过去了，阿
川开了两家烧饼店，雇了
六名店员，生意正是红火
的时候。
我们总是说，要做自
己，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可是，每天都和别人迈着
整齐划一的步伐，又如何
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不走寻常路，才配拥
有快意人生。
在出版社实习的时候
，采访过一位知名作家。
80 年代中后期，他开始写作先锋文学
，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
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禁忌的
题材，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一时间，文坛引起轩然大波，评论家口
诛笔伐，读者也纷纷不买账，为什么？过
于新奇的意象，颠覆传统的小说结构，使
得阅读有了障碍，大家读不进去，或读不
明白。
他说，那是自己整个写作历程中最灰暗
的一段日子，如同一个人穿越幽深的隧道，
久久看不到光。不仅如此，周遭充斥的，全
部是冷眼和嘲笑。他每每从噩梦中醒来，梦
中的自己，不是被队伍抛弃了，就是被世界
隔绝了，哭啊，喊啊，听到的，只是自己喑
哑的回声。
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以笔为
灯，在先锋文学的羊肠小道上踽踽独行。不
久，春天就来了，春风吹来了，越来越多的
作家加入了先锋文学的队伍，而文坛也渐渐
接纳了这一题材，有了欣欣向荣的趋势。
如今，先锋文学早已成为文学史上不容
忽略的一笔，一代代年轻作家都不同程度地
受到了影响，而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先
锋文学的代表人物，被世人广泛称誉。

你知道一个人最可怕的心态是什么吗？
从众。
念幼儿园，上绘画课，看到别的小朋友
把天涂成蓝色，于是，你擦掉自己的红色，
跟着涂成蓝色。
读了高中，分文理科，看到大部分人都
选了理科，于是，你按捺住想读文科的冲动
，跟着选了理科。
大学毕业，找工作，看到百分之九十的
人都报考了事业单位、公务员，于是，你抑
制住创业的冲动，告诉自己不靠谱，跟着寻
找“稳定”的工作。
一个从众的人，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他
不知道，一个人的特点，往往就是他的优点
，他的闪光点。你和别人不一样，才能绽放
属于自己的光芒。
乔布斯如果从众，不会有今天的苹果。
周星驰如果从众，不会有今天的无厘头
电影。
梵高如果从众，我们看不到燃烧的“向
日葵”。
莫言如果从众，我们读不到充满了血
性的《红高粱》。
有句歌词说得好，当我和世界不一样
，那就让我不一样。

好吃不过家常饭
在外地工作日子久了，就会想家，想家想得失去味蕾
，饭店里的山珍海味都勾不起我的食欲。
家的味道就是饭菜的味道，妈妈煮的小米粥，爸爸腌
的小咸菜，那样简单那样粗糙的食物反而让人回味无穷！
在老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365 天的食谱相当简
单。
记得小时候，每天早晨喝玉米粥吃咸菜，中午吃白菜
炖粉条，晚上还是喝玉米粥。偶尔妈妈会在玉米粥里掺上
地瓜、胡萝卜，那已经是让小孩子稀罕的食物。
白菜是自家地里种的，所以整个冬天我们家饭桌上的
主打菜都是白菜。
夏天呢，饭桌上的主打菜是丝瓜，丝瓜做汤连皮都不
削，偶尔会有扁豆、长豆角之类。这些时令蔬菜都是在自
家院子里种的，自家吃不了的时候还会给邻居送一些。
老家逢农历四九赶集，平时也有一些小商小贩在街道
两旁卖菜。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爸爸妈妈奢侈的时候不多，日子
过得相当节俭，不像现在赶一次集就购足好几天的蔬菜水
果，家里有客人来，还可以到净菜超市采购。
我小时候吃过几年粗粮，总觉得玉米面饼子、窝头难
以下咽，十岁以后开始吃白面馒头，又吃腻了白菜炖粉条
、丝瓜鸡蛋汤。
弟弟在我身边时，有一年冬天连续两天中午都做白菜
炖粉条，气得我推开碗筷，皱起眉头，从那以后弟弟再也
没有做过白菜炖粉条。
长大后，我离开父母身边独自生活，很多年都不吃白
菜和丝瓜，不喝玉米粥。
刚参加工作，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我经常在外面吃
饭，成天胡吃海塞。哪条马路开了家新饭店，哪家饭店里
上了新菜肴，我肯定第一个捧场。
那时候倚仗自己年轻，身体好，胃口好，在饮食上不
是很讲究。工作一忙起来，也顾不上考虑那么多，纯粹为
吃饭而吃饭，别人一日三餐，我也一日三餐。渐渐地，我
的胃对外面的食物有了抗拒性，饮食才变得挑剔、精细起
来。
最近两年我突然转性了，怀念起粗粮时代的玉米面窝
头、自家腌制的咸菜。
冬天到朋友家做客，朋友给我的碗里夹白菜炖粉条，
我不再谦让；夏天偶尔也会买几根丝瓜，做汤喝。
回老家探亲，我对饭桌上的白菜炖粉条，炒丝瓜也不
再抵触，对妈妈端上饭桌的萝卜丝、黄瓜条，更是有一种
百吃不厌的感觉。
不知道饮食上的转变是不是一种返璞归真？
现如今，物质生活过剩，富贵病越来越多，人们吃腻
了大鱼大肉，纷纷推崇素食主义，讲究吃得健康吃出健美
，大街小巷常见各式各样的素食餐厅，以前难登大雅之堂
的粗粮、野菜越来越受欢迎。
其实我们的胃需要的不过是一碗清粥，一碟小菜，那
样服帖的食物才会长久的温暖我们的胃，让我们的胃舒畅
！
“好看不过素打扮，好吃不过家常饭。”
细细想来，我们的生活何尝不是如此，最朴素最简单
的往往是最幸福的！

中美教育
星期一

2017 年 5 月 29 日

Monday, May 29, 2017

B4

一個中國學生的感悟中美教育如何看待成功
今天接到一个妹妹的电话，她刚查
到了高考成绩，问我明天填志愿该填什
么专业，她爸爸说金融工程好，以后去
银行就业，收入稳定，要不要报金融工
程？
我要怎么告诉她呢？我自己为了选
择我的专业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思考，到
现在还没有给我自己的职业生涯下一个
定论，我怎么样告诉她在一个晚上的时
间里快速地判断学什么专业好呢？
中国的教育就是这样，中学时代的
孩子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各个专业到底
是什么意思、社会上各种职业到底意味
着怎样的工作状态、他们到底擅长什么
、对什么感兴趣、终生的追求是什么，
统统不知道… 于是就在高考分数出来
之后的某一晚在饭桌上和家长合计了一
下，就胡乱报个金融、报个计算机、报
个会计… 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
可以在饭桌上花一两个小时决定呢？
我决定整理一下电话里的内容，这
些是我在美国四年对大学教育的很多思
考，这一阵子一个接一个的社团听到我
的讲座邀请我去讲梦想-讲经历、讲选
择-受之有愧，因为我毕竟没有那么多超
出同龄人的见解可讲，但我又时分迫切
地希望更多处在迷茫中的学弟学妹们得
到一些正能量，面对压力和挑战更加坚
定信心，去做最好的选择。
那么，我干脆写成一篇文章吧。也
许在填报志愿这些日子不经意间转发到
某位大学新生的手里了还可以给人一些
启迪。当然啦，我不是教育学专家，一
家之言，有些偏颇的观点还望指正。
一、成功的人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首先问她：你想做一个成功的人
吗？她迫不及待地说：想！我说：那我
告诉你，所有成功的人，无一例外，都
在做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如果你不喜欢
金融，但是觉得金融好就业就填报金融
，那大学四年会非常的难过，工作之后
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生活质量也不高
…
但如果你认为你真心的热爱画画、
你可以不知疲倦地研究地图、谈到各种
美食的烹饪方法就会眉飞色舞，那很有
可能你就应该去学美术、地理或者烹饪
，并且很可能会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哈
佛大学的校长 Faust 曾在毕业典礼上说：
你可以选择你的退路，但人生很长，先
去做你最热爱的事情，不要一开始就选
择退路。
对！人生还很长，即使你现在已经
中年了，只要目标坚定，都是可以重头
开始的！美国人一般会转行很多次，这
也是他们反复探索自己兴趣的一个过程
，但是一般对于东亚人来说，重头开始
总被认为是特别困难而且丢人的。大家
知道折纸原理吗？
50 年可以奋斗的人生如果是 50 张纸
叠在一起，就只有几厘米厚，但是目标
坚定的人，50 年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在生
活，那么 50 年之后的成就就像一张无限
大的纸折叠了 50 次一样厚！一张纸折叠
50 次之后一定会很厚吧？但你绝对无法
想象，它的厚度竟然可以从地球伸到太
阳！
那我们现在来想象，为什么有人一
辈子对人类的贡献微不足道，有的人却
可以改写人类的历史呢？这就是梦想的
力量！
当然了，这个不适用于没有成功野
心的人，很多人就是喜欢安逸的小日子
，那随波逐流地选专业、进体制，也未
尝不可。但是我想说，社会永远都只有
绝对的上游和绝对的下游，和一个正在
缩小的的中游，中国的经济脉搏一刻不
停，而社会阶层在固化，不进则退的河
流里，是容不下一条小船舒适地游弋的
。
说到选专业这个事情，我认为就先
不要考虑好不好找工作了，反正不好找
！今年大学生只有 30%不到能找到工作
，再说，找工作跟专业不相关也是再正
常不过的事情。肯定会有人说，那找不

到好工作怎么办呢？挣不够钱买不起房
丈母娘看不上娶不到老婆怎么办呢…
其实这些不是本文想要讨论的范围，但
如果允许我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的话，
我觉得找不到工作的意思是说找不到好
工作，但是即使是工地里的工作都可以
至少让自己有饭吃啊，如果梦想够坚定
，就能体会到一边流浪一边作画的乐趣
，就不会把当下吃的苦看得那么重了
… 我相信好姑娘会欣赏有梦想有志气
的男生的，喜欢这篇文章的人很多都是
有能力有野心的人，我相信你们不会连
自己都养不活的。
我高中是理科，我一直有种从政报
国的念头，于是看着很多领导人的简历
，感觉应该去学理科，于是大学也继续
学习电子工程（真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
，好在现在的领导人都开始变成文科出
身了）。我修了很多的数理化，结果发
现那些课学起来过于简单（可能是国内
高中基础打得好），慢慢地越来越迷茫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付这么多的学费
，到底要来美国学什么？我不想就这么
稀里糊涂地念完大学的四年，最后像大
多数华盛顿大学工程系的学生一样去微
软、英特尔找个舒适的工作-我接触过这
些公司里的一部分工科男，社交圈子非
常的窄，每天和程序打交道，以至于英
文都说不流利了（当然啦，真心喜欢这
个行业的肯定也不少的）… 我跟学校
提出要休学，于是我去了中国的西部各
省，开始穷游欧洲，后来决定要学社会
科学-经济学和国际研究学。
可是在国内可等不得！读了一年多
发现不喜欢了再转肯定是很困难的！我
们还是先问问自己，本科学习到底意义
是什么？英文里，之所以有 undergraduate 和 graduate 的区别，是因为西方人觉
得研究生才算是真正的大功告成，本科
只是打个基础而已。美国上层家庭的子
女爱去文理学院，就是因为那里的基础
打得好，什么基础呢？人文基础！
美国富人总觉得金融、计算机、工
程、医学这种技术性很强的学科是中低
阶层的孩子还有很多亚洲人爱学的，他
们的孩子以后要做高管，要去政府，就
必须学英文文学、历史、哲学、经济、
政治、法律这一类的富人才敢学的专业
，因为本科毕业不用急着养家糊口，还
可以体验几年社会，再继续深造，接着
进入商界和政坛。（这里是我与很多美
国人交流之后的一个不具权威性的总结
，并不代表对任何专业的否定，还是那
句话，不管是数学、医学、工程… 都
是有价值的专业，你必须去学你热爱的
东西）中国的富人们也开始慢慢转变思
维了，开始避免让孩子选择会计、工程
等类似技校也可以学到的专业，而让孩
子接受更好的人文教育。

二、千万不要继承父母不成功的思维模
式
前些天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银行
的人力资源经理写的面试大学实习生的
感悟，说进银行的三类大学生特征明显
：机关子弟、商人子弟、知识分子子弟
和农民子弟。父母是公务员或者国企职
工的，一般会搞关系，做事儿的时候爱
耍小聪明；生意人的孩子显得自信而且
做事认真；父母是知识分子的总显得有
点傲气，不合群；农民的孩子不太爱说
话，情商不高，但是做事勤快。
接着作者说，最受欢迎的商人子弟
一般都能留下，机关子弟有关系，也可
以，知识分子子弟和农民子弟一般都很
难留在银行…
每个人的父母都会不知不觉地把他
们认为最正确的一套是非观和为人处事
的办法教给孩子-如果他们认为不正确他
们也不会那么干-结果就是孩子们完完整
整地接受了父母的思维方式，造成了很
多人一辈子辛勤工作却仍然无法成功的
最主要原因。
我认识的大多数同龄人，都处在父
母粗暴的人生规划之下，从小学这学那
是父母决定的，选什么专业上什么大学
是父母决定的，大学毕业马上读研究生
或者考公务员是父母决定的，跟哪个女
生在一起也是父母决定的… 那人生到
底还有多少是自己的？大多数的美国学
生都不会在本科毕业之后立即读研究生
（少数数学、物理等理论科学除外），
而是进入社会体验个几年或者十几年，
甚至有人在没进入本科或者刚读了一两
年之后中断好多年去做任何自己感兴趣
的事情，他们总是认为带着经验阅历进
入研究生院才能学到更多，在职业生涯
里遇到一个学位造成的瓶颈了再去取得
那个学位更有目的性。这样一来，他们
可以尝试很多领域，真正知道自习喜欢
什么之后，再带着自己工作中的实战经
验去听课，真是把读研究生的时间和钱
花在了刀刃上，再看看我们中国一窝蜂
地读研大军，非常的盲目，大多数人都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学到这样的学位
如果以后再找一份跟专业不对口的工作
，将会是怎样一番感受呢？
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可以去做做
职业性格测试，或者多接触各个领域的
成功人士（比如参加各种论坛和聚会）
，听听他们的成长轨迹，也可以禅修、
去休学、去打工、去旅游，让自己的内
心走出喧嚣的环境，自习地听清楚内心
的呼声到底是什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了，再去读书，再去花时间培养自己那
一方面所需要的所有素养，而不是相反
。
好在，还是有人敢于去冒险，敢于
挑战常规，去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去为了教育的理想建学堂，还有人
耶鲁毕业去当村官… 这些都是了不起
的尝试，虽然在美国人看来可能都是身
边随处可见的例子，但至少中国的 90 后
们开始了对常规的挑战，这就是一个好
的开始！对于父母的建议，很多当然都
是宝贵的人生经验，但不要在自己独立
思考判断之前就全盘照收，除非你不想
发展得更好，只想复制你父辈的人生轨
迹。父母永远都是为你好，没错！但是
父母永远都不知道什么选择对你最好！
做为司机的你，做为棋手的你，必须经
过自己的思考，自己手握方向盘、自己
谋划大的棋局，而不是和父母一起握着
方向盘、在争吵声中落棋…
三、大学，不仅仅只是学好专业那么简
单
在美国的大学毕业要求里，每个学
生通常都必须修满定量的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和艺术课程，这三个领域也是构
成一个人知识系统的基本分类，如果任
何一个人，没有在这些领域都有过较好
的教育，都很难称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
。所以，不管你学的专业是什么，都去
关心政治、历史、经济、法律、哲学、
地理、天文、生物、数学、美术、音乐
这些学科吧，为什么犹太商人是世界上
最成功的商人？因为它们对待各种学科
的知识贪得无厌！据说犹太商人聚会的
时候不怎么爱谈生意，话题通常会非常
的广阔。一个人的视野决定了他的高度
，决定了他可以成为一个多好的领导，
其实你永远都不知道哪一天某一门知识
就会在一个重要的时刻派上大的用场！
乔布斯不就是从他感兴趣的大学书法课
中获得苹果独创字体的灵感的吗？
很多人都在花很大的气力提高自己
的 GPA，这样固然是好的，但是大学还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从一个懵懂的高
中生，到进入职场，我们需要在大学里
学到的东西还有好多-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艺术、领导能力（包括演讲能力、
写作能力和沟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
力（你是否敢于挑战权威，永远保持冷
静客观？尤其是在国内上学的学生们，
更应该特别小心地呵护自己地批判性思
考能力遭到扼杀，否则将造成非常大的
遗憾）、写作能力、社会责任意识、职
业素养… 其中的每一项都非常的重要
，而且是很多大学生在毕业的时候还严
重欠缺的。
既然如此，那就好好地利用大学四
年的时间吧！给自己一个阅读和锻炼的
计划；去勇敢地开口和陌生人交谈，去
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了解他们的故事；
去积极地参与几个有意义的社团，或者
组建一个自己的社团；去旁听各类入门
的课程，打开自己的知识面；去逼自己
跳出舒适圈，不要交那么多的酒肉朋友
，独立地应对挑战，并且和优秀的、志
同道合的人交朋友吧；去打工、实习、
省下零花钱，去旅游和探险吧！
前些天我参加了一个活动的面试，
被问到在美国的大学四年，最大的收获
是什么？我想了一会儿，觉得是包容二
字。我尽量避免过多和中国学生“扎堆
”，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理解华大里的
国际学生们背后的文化，去感受基督教
、天主、摩门教徒们的信仰，利用交流
访问、会议、采访、背包旅行各种机会
，去到 20 多个国家，认识当地的人，感
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我认
为避免“文明的冲突”需要包容的公民
和包容的国家，增加对整个社会和世界
格局的认识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顺
便说一句，去很多国家不需要很有钱才
可以做到的，很多人可以一分钱不带，
靠 coachsurfing 和打零工环游世界。你可
以有一百个理由不去做，但如果要去做
，那只需要一个理由，就是你真的想！
去年在东京 UNIQLO 实习的时候，
亲自面试每一位实习生的总裁柳井正曾
一度是日本首富，他年轻的时候在早稻
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也正是因为这
样的专业背景，他具有非常独特的视角

和眼界。他不喜欢看人的简历，常常会
问：你是哪里人？父母是做什么的？你
曾经在哪里生活过？你童年的时候做过
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他试图去从文化和
价值观的角度去理解一个人，因而会比
别人看到的更深刻。也许，这就是为什
么我认为大家需要多接触人、多关心时
事、多认识世界-有容乃大，包容让人成
为更出色的领导者。
四、做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自己没好
处
现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流行说“感谢
室友四年的不杀之恩”了，其原因就是
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机制让我们一直参
与非常盲目狭隘而且没有意义的分数攀
比，导致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出现了严重
的扭曲。生理上的教训就是现在学生的
体质的严重下滑和近视的大规模发生。
心理上，学生开始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
益不择手段，甚至杀害自己的同窗好友
，还有更多的人为了一些情感上的问题
选择自杀！什么样的问题值得我们牺牲
生命的代价呢！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说：我们的大
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
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
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
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
更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大批
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
已经进入到大学的各位，肯能深有
体会，身边很多人是这样的吧！他们真
的很聪明，有手腕，为了自己的保研、
留学、奖学金、竞选真的可以不择手段
。我在美国的体会是怎样的呢？我的国
际研究课上有不少同学，他们在朝鲜进
行过食品援助，他们积极地为无家可归
者筹集物资善款，他们去非洲帮助难民
解决用水问题… 这些伟大的国际主义
精神真的让我倍受感动，尽管很多人是
出于自己的信仰去实现他们的善举，但
不管信仰如何，这样的力量指引着人们
做真、善、美的事情，我们的社会就还
有希望。我在云南看到干海子村的小孩
儿们一年只能洗一次澡，几乎完全过着
原始人的生活的时候，深深地不明白为
什么同一个国家的教育可以差得那么远
… 我们这边有很多人为自己没考上一
本苦恼，那边的孩子上不上得了高中都
是个大问题。
我总是在想，我去做公益，你们真
的就觉得我不懂为自己捞利益那么傻吗
？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快乐，我们的
任何一个举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让自
己快乐，要么直接取悦自己（比如游戏
、吃喝），要么避免让自己陷于不快
（比如赔偿、减肥）… 但是你们想过
人的终极幸福来自于哪里吗？人的终极
幸福感来自于感觉到被爱和感觉到自己
的重要性。如果不去亲自参与公益，不
去亲自帮助那么一两个人，我想这样的
给予所带来的幸福感，是没有办法体会
的。正是因为这种对于最伟大的幸福的
追求，才会有屈原、鲁迅、南丁格尔、
甘地这样的人像灯塔一样照亮人类文明
的前进方向。这样的幸福，可不是豪华
的汽车别墅和万贯财富可以比拟的。
我一直很厌恶各种在网络上炫富的
行为，一方面，这样的人没有思想，只
有继承的一些财富和挥霍的暴发户习气
，另一方面，我们的国家这么的积贫积
弱，人均收入在非洲都只能算中等啊！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生活
，没有饥饿、战争，拥有住所、洁净的
饮用水、充足的粮食，是多少人做梦都
在渴望的生活啊！如果你知道这个世界
上，某个角落，也许就在印度活着非洲
，每四秒钟就有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因
为贫困而死，你还会忍性浪费粮食吗？
你还好意思去炫耀自己的包包和汽车吗
？收入分配还这么的不公平，这样的人
有什么资格炫耀自己的很可能是不法所
得的财富？施比受更有福，去关心一些
更大的事情，去帮助别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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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生在好人家
研究生毕业前夕，26 岁的我正在
一家律所做案子（当时我已拿到律师
执业资格证）。带我的主任很好，知
道我一个月拿 2000 块的工资有些窘迫
，常给我一些法律援助的案子。
其中有一桩涉嫌故意杀人案。
当事人 40 岁，看起来并非凶神恶
煞，甚至有些面善，眼袋很重。如果
不是身上那件橙色马甲以及笨重的械
具，实难想象他和一桩杀人案的关联
。
见到我时，他哼了一声，眼珠不
停打转，冷冷地说自己深陷囵圄之后
，已是众叛亲离，亲属与他成了不共
戴天的仇敌，还多次去找有关部门要
求严惩。而他自己认为，他最多只是
过失杀人。看得出来，我今天的到来
让他很失望，他很怕死，对我隐瞒了
一些事实，谈话好几次都进行不下去
。
打了几次交道，他大概确认我不
是法院安排过来套话的人后，才算是
卸下了防备，并恳求我去探望一下他
在农村上学的孩子。说这话时，他抬
起手铐敲了敲桌子，我急忙制止了他
。他声音哽咽，鼻子通红，“孩子好
几年没穿过新衣裳了，正是长身体的
时候，面黄肌瘦，该怎么办？以前只
想着自己憋屈，从来没考虑过他的感
受，这才是最大的犯罪。”
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我答应了
。
我翻山越岭，转了好几趟车，终
于到了他曾经居住的村里。
那天，我远远望见校门口有一株
大泡桐，褐色的树皮纵裂分布，有些
还露出一些疮疤，但小喇叭一样的紫
色泡桐花一簇簇挂在枝头，仿佛风一
吹就会叮叮作响，很好看。学校与这
树一样，有些年份了，墙体的红砖已
经风化，校门上铁锈斑驳。木杆上的
红旗应该是新换上去的，孩子们雀跃
地奔跑着，有几位还叫喊着刚学的课
文，“我家有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蝴
蝶、蜻蜓、蚂蚱、蜜蜂，样样都有。
”
因受当事人委托，毕业前又正好
想做一个关于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课
题，我便与校长商量，如果学校缺老
师的话，我可以支教两个月。
校长说，“那最好了，那个班一
直是我在兼着，平时校务繁忙，会议
又多，实在没多少时间去照顾那孩子
的情绪。”
受害人是当事人的妻子。这件事
在那所学校早已传开，各种版本的演
绎在唾沫星子里散播着。
孩子叫文文，11 岁，头发蓬乱，
总是耷拉着脑袋，脸上一些被抓过的
血痕才结痂，嘴不停地咬衣领，手肘
部位的布料已磨破，右脚在地板上来
回摩擦，说话的声音很小。“你会把
我爸爸弄出来吗？”说完这句，他就
把头埋在胸前，不再开口。那是我第
一次和他沟通。
不曾想，我到的第一天就出了事
端，文文将班上另一位学生给打了。
被打学生的母亲气势汹汹地来到教室

。当时我正在讲课，她不管不顾地就
将文文拖了出去，骂道，“杀人犯和
婊子的儿子能是什么玩意儿？下贱坯
子打人，是仗着你娘的姘头，还是那
个要吃花生米的爹？”
我怒不可遏，气得直拍桌子，
“这架势是冲我来的还是怎么？”
她连忙堆着笑脸说，“不是针对
你，更没有冤枉他，他爸杀人之前还
是个赌鬼，不是打牌就是打老婆，总
要打一样，欠了人家好多钱，我这里
都还有几百块，正想要找他儿子还。
这倒好，打上门来了。他那个娘老子
也好不到哪里去，听说在外头被扫过
黄，这能有什么教养？”
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这
种事情你们背后嚼舌根就算了，学校
里都是一些孩子，他还那么小，你这
样刻薄，于心何忍？”那位家长冷笑
了一声，“这个社会打人、杀人还受
保护了？要做老好人博名声把他的账
先给清了啊。”说完，不等我辩驳，
便扬长而去。
原以为只是孩子可能遇到一些心
理问题，却不曾想，这件事已对他产
生如此严重的后果。
在学校里，文文摸过的扫把，不
会有学生再碰；课堂上朗读课文、回
答问题，他闭口不言；我将他座位调
到讲台下，他依然会搬凳子蜷缩在后
排那个角落里；没有人愿意与他同桌
，他不小心碰了一个女生的桌子，对
方“呸”一声后还趴在桌子上大哭起
来。仿佛他像个怪物一样，待过的地
方，会寸草不生。
一次偶然，我发现他笔记本上抄
了《年轮》的歌词，想让他在音乐课
上教同学们唱，好说歹说，他答应了
，结果只有几个人跟唱，不得已，我
把凳子搬到后排，像学生一样跟着他
唱，他们才给我几分薄面，勉强学了
这首歌。
扶起门后浑身沾满了灰尘的文文
后，我让他向同学道歉，“那位家长
我也批评了，你给老师一个情面，原
谅他。”
文文耸肩大哭，断断续续地说，
“是他骂我小杂种，老鼠屎，让我也
去牢里待着……我爸妈是不好，爸爸
输了钱不止打妈妈还打我。挨完打还
要爬起来做饭，他嫌饭菜难吃，就把
碗砸了……他常在外头喝酒醉了，人
家就让我用板车去拉他回来。一路上
，有人笑我在拖尸体，有人说造王八
孽，有人走过来，说你怎么就生在这
人家。”
“我也想生在一个好人家，回家
能看见自家的烟囱飘烟子，不是总被
邻居说，你快来，快来，你爸怎么了
，你妈怎么了……有一次很多要债的
人来我家砸东西，我害怕躲在猪栏里
睡着了，可没人知道。我妈喜欢在外
面赊账，几斤鸡蛋的钱也欠着，别人
找不到他们，就一次一次来学校问我
。学校要交什么钱了，我都是欠着的
，老师见我没钱交，就不让我考试，
我站在外面，很羡慕同学们，他们只
要做题目就好了。”

我听了不是滋味，替他整了一下
衣襟，“大人的错误没必要你来担，
外面还有一个好大的世界等着你，那
里的人眼界开阔，不会嘲笑你。”
文文猛地点头，“我想抬得起头
。同学们看不起我，让我学狗叫，说
杀人犯的儿子再投胎会变成狗的。”
我不知能为他做什么，放学后，
去了一趟那个所谓的家，却看得触目
惊心。
文文的家，连同堂屋与灶屋一起
才三间砖房。门窗全是修补过的，随
处可见争吵打砸的痕迹，顶上布满了
灰尘。墙上交错着的线路老化严重，
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餐桌上很多
条刀印，地上连水泥板都没有，大铁
锅缺了一角，锅盖严重变形。
我想做顿饭给文文吃，他自己连
忙生起火来，文文说，他妈妈的手艺
很不错，萝卜丝切得每根都一样细，
把油烧烫，丢进去一炒，撒点葱花，
特别好吃，现在想来，她的每一顿饭
都是山珍海味。
如今，文文饿了要么就去后山掘
个红薯，要么就炒个油盐饭，有时买
点黄豆来炒着吃。
我问他，“你爸爸就没有给你留
钱吗？”文文很委屈地说，“他整天
吹牛，话说得好听，要让我成为富二
代。但就连说要给我买个书包，也三
年了没兑现。”
去文文的外婆家，也就是受害人
家属那里时，文文说要随我一起。
我想求得他们的谅解书，以为带
着文文事情好谈一些。结果却事与愿
违，外婆大骂文文没良心，妈妈都死
了，还替那个“炮打鬼”说话。
我说，“嫌疑人有自首情节，积
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如果你们能
出具一份谅解书的话，文文还有爸爸
可以喊。”
对方回，“还嫌疑人，你想替他
开脱就活该我女儿枉死？谁都知道是
他砍的！偷个把人也罪不至死吧！杀
人才偿命，你寻求谅解准备了多少钱
？你替杀人犯辩护也不是什么东西！
要是你妈被人砍了你怎么想？”
我只得暂且回去。
仿佛他像个怪物一样，待过的地
方，会寸草不生。仿佛他像个怪物一
样，待过的地方，会寸草不生。
一路上文文对我说，“爸爸不在
家，妈妈就在半夜带男人回来，他们
的动静很大，把我挤到墙边，以为我
睡了，其实我在装睡，我不想看到那
些……好多次我听见男人扣皮带的声
音，听妈妈蹑手蹑脚地开门，才松了
口气。我说过妈妈一次，告诉她晚上
睡不着，她甩了我一巴掌，说我乱讲
话。”
“我半夜会经常哭，不敢出声，
我怎么有一个这样的妈妈？我都比她
明事理。我从来没有想成为富二代，
他们能给我攒一点好名声就好，以后
我还要成家的。”
“老师，我现在觉得男人、女人
都很恶心，很多人，我都知道他们来
过。有一晚，发现是姨夫压在妈妈身

上，我故意开了灯，就站在那里。姨
妈那么好的人，经常给我们家送米送
菜，给我买衣服鞋子。但现在阿姨也
不理我了，我不知道怎么赎罪。”
我一时无言，大人总要求孩子这
样做那样做，却不曾想，自己的所作
所为，对孩子意味着什么。
我去看守所与当事人说明情况时
，他迫不及待地问我，“对方肯出具
谅解书不？”我反问他，“你现在这
么怕死？”
“想早点出去带文文，我还要出
去供他上大学，看着他结婚。”
听到他这么说，我突然有点厌恶
，“为什么经常打文文？你当初怎么
就没想过他？他那么懂事，你们夫妻
之间合不来可以选择协议离婚或者走
诉讼程序啊！”
他眼神闪烁，双手的拇指不停地
交叉着旋转，良久才追问了一句，
“连文文也拿不到谅解书？”我不想
再回答他，也才明白了他拿文文打感
情牌的意图。
“我控制不住自己，输红了眼，
又翻不了盘，看谁都碍眼。我之前脾
气没有这么躁的，也想努力给他们创
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在格尔木淘
金，常年未归，眼看着要发财，无奈
时运不济，后院起火了，老婆在家偷
人。我想过离婚，可她不愿意，要我
赔偿她的青春损失费。”他这样替自
己开脱，可他在格尔木三年，未曾给
家里寄过一分钱。
我问他，“以后文文该怎么办？
”他说，“还有些钱，但是在外头没
有收回来。你能不能帮我劝说他外婆
，让她放弃民事赔偿，留点给文文？
如果他们不愿意带着文文，麻烦你帮
我和村里打个招呼，看有人愿意收养
他不？”我说，“只能尽力，你有钱
的话，该赔偿的还得积极赔偿。”
可文文外婆反应依旧强烈，“我不
要赔偿，他有个卵的钱来赔偿！要他
抵命！只要那杀人犯被处决了，我和
文文的姨妈愿意负担文文的一切开支
。但如果他还活着，孩子是他家的种
，死活与我们无关。”
我去村委会商量，看有没有人愿意
收养文文，村委会领导也面露难色，
“就算他们放弃抚养权，这孩子恐怕也
没有人愿意收养。我们最多给他办个低
保，让学校也给他一些补助。”
我有问文文的意愿，“你愿意被收
养吗？换个环境对你的成长也有利些，
那边的同学不会知道你家里的事。你11
岁了，必须要问一下你意见。”
“我大了，不想去陌生人家里，
没人要的，邻居奶奶说，男孩子一眨
眼就长大了的。我要在这里长大，我
不会去当坏人的，没有人和我说话，
我不怪他们，我不想家里有三个坏人
。”
文文外婆的消息似乎很灵通，没
多久就一个电话打过来，劈头盖脸质
问我，“你是不是想把文文卖到外面
去？打断他的手脚好丢路边乞讨赚钱
？我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还三番
五次让那小不点来求情，一路跟着我

喊外婆，不停地干活，一个律师为了
胜诉竟然不择手段让小孩掺和进来博
同情。”
我这才知道，文文曾多次去找过
他外婆。
中院的一审判决下来了，被告人
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作案工具斧头一把，
依法予以没收。公诉机关与被告人分
别选择上诉，因一审结束，二审他要
重新申请法律援助，我的委托终止。
可文文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
他每天一个人提着书包远远地跟
在人群后，一个走回家，洗衣做饭，
忙完了就坐在满是油腻的餐桌上做作
业。好在他现在愿意开口和我说话了
，“梦见了妈妈，她什么话也没有说
，但我好想她。”
我问村支书，“孩子蛮乖巧的，
以后能不能让邻里多关照下，吃个百
家饭？”村支书摇了摇头，“怕是不
可能了，这孩子命苦。以前他爸爸家
暴，他在一旁哭着喊，‘再打我就没
妈妈了！’我们与公安机关过去处理
时，他又哭着喊，‘不要抓我爸爸！
’这两人是前世的冤孽，还搭上了孩
子。”
“讲起来，有点难以启齿，周边
的妇女对他妈恨之入骨，别人一见这
孩子，都怪别扭的。说得难听一点，
我们村干部更怕人说闲话啊！”支书
补充道。
这一切，我不知道文文知晓几分
。其他孩子总有意无意避开他，说龙
生龙，杀人犯的儿子离杀人犯最近。
更过分的是他一个人走在路上，会有
一些顽劣的孩子拍手跑到他面前叫喊
，“有人养，没人教；冒娘仔（没母
亲），狗不要。牙老倌，牢坐穿。不
是强盗就是贼，吃喝嫖赌还有谁？哈
哈哈！”
文文追上去打，他们像事先商量
好一样朝着不同方向一哄而散，无法
无天的人还往他身上扔沙子泥巴，等
他追累了停下时，他们又涌过来继续
念。
我总觉得，这些都是大人教的，
有些小孩愿意与文文亲近，也都会被
家长呵斥。如今的文文，像自己的父
亲一样，被人群隔离，有如监禁。
我终于也到了要离开的时候，走
之前，我找有关机构给他安排了一个
心理辅导师，这恐怕是我最后能做的
了。
但我总是会想，父母丢掉的脸面
，为什么要让孩子像个苦行僧一样成
长，替他们找回来呢？
写完这篇文字后，我通过当地镇
政府要到了文文所在村委会的电话，
打探了一下他的情况。
文文很快面临中考，学校减免了
他的所有费用，村里给他办了低保手
续，他外婆和阿姨一直未接他过去生
活，但逢年过节会送一些钱米过来。
他成绩中上，性格依然孤僻，据说打
算报考当地五年制的定向师范生，若
考上了，可以直接分配做乡村教师。
于他而言，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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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80 後創業狂人遇上 90 後名廚傳人
90 后，处女座，完美主义，迷恋看起来很漂亮的糕点，有个当大厨的老爸，还
有比阿曼达(Amanda Zhang)这样的女孩更适合当甜点师的吗？
87 年出生的杰生(Jayson Chong)，从 17 岁起就开始打工，当过文员、收银员、
会计员，卖过二手车，几乎无论什么时候都同时打两份工，从来没想过给别人打工
，一心想自己当老板，还有比这样的人更适合创业的吗？
阿曼达和杰生一起搭档开甜点店，几乎是珠联璧合，再完美不过了。这两个年
轻人，如何在纽约这样竞争极为激烈的地方闯出名堂来呢？
阿曼达和杰生与另一个合伙人陈(Yao Huan Chen)开了家甜点店，名字叫咕噜甜
点(Kulu Desserts)，第一家在布碌仑八大道，第二家在法拉盛，几个月前在曼哈顿东
村纽约大学附近开了第三家分店，很快将在皇后区阿姆赫斯特开第四家分店。

杰生：我一直想创业
我做过很多工作：股票经纪、
二手车买卖、铁皮车卖饺子、连锁
店收银员，在会计师楼当 bookkeeper，还在国际贸易公司做过文员。
我在澳门读完初中后来美国，
大学在 City Tech(纽约市立大学科
技学院)学建筑，我想要设计自己
的房子，这是我选择建筑的唯一想
法。我比较喜欢设计，小时候喜欢
自己折叠不同的造型，现在我专业
学的东西只用来设计甜点包装了。
因为刚一毕业就失业，就没想
过做建筑这一行。我 17 岁开始打工
做兼职，19 岁做收银员，同时做二
手车买卖，那是 2008 年，我们是纽
约第一批把美国二手车卖到中国，
当时中国土豪开始多起来，保时捷
需求最大，他们觉得外国买的车质
量好，这边的二手车，可以卖到中
国国内新车的价钱。
我有一次路过八大道，看见一
个空置的铺面，位置有点凹进去，
平时大家不会怎么注意到，那个地
方开过各种店，发廊、五金店，都
没成功。我觉得开个甜点店应该不
错，刚好我的同事阿曼达会做甜点
，我吃过她做的海带绿豆沙，觉得
很棒，就找了她做搭档。
我们不仅仅卖糖水、雪糕，主
要是很有气氛，青年人会来这里聚
会，附近有 KTV、酒吧、餐厅，我
们晚上开到 12 点，周末到凌晨 2 点
。我们的风格是轻松、休闲、活力
，进来觉得热闹，不会枯燥，服务
态度很好，你会感觉到很温馨，我
们坚持把自己做好。
我们原本以为顾客会是年轻人
，后来全家老小的顾客都来了，以
前以为 10 元左右对家庭长辈来说比
较贵，后来越来越多的长辈来了，
一家人聚在一起吃糖水，不必家里
煮一大锅，吃不完又倒掉。
三个地方的顾客都很不一样：
在八大道，客人最喜欢糖水、芝麻
糊、红豆沙，可能那边广东人比较
多，住家比较多；法拉盛年轻人比
较多，喜欢水果捞和雪糕；曼哈顿
这边，越特别就越多人点。
我觉得创业要提早定一个目标
，我做兼职是因为我想从不同行业
吸收经验，然后自己当老板，我现
在也同时做地产经纪，是为了以后
找合适的地点开分店。我家里人都
是做生意的，我从来没有为别人打
工的想法，我们家开过超市，做过
汽车贸易，在广东设厂生产大巴，
酒店业也做过，我去过家人办的公
司，感受到那里的氛围，我感到那
样的生意就是我所要追求的。
阿曼达，一个文文静静的女孩

，笑起来很亲切，唯一脾气不好的
时候是出炉的糕点没 100%满意，
她会整盘扔进垃圾桶。出生于广州
的阿曼达，读完小学来美国，15 岁
开始打工，在面包房、精品店、餐
厅、日本甜点店做过兼职。爸爸以
前是广州接待外宾的白天鹅宾馆的
大厨，奶奶也是烹调高手，她从小
便耳濡目染对食物有了敏感的直觉
。

阿曼达：甜点师要无比挑剔
小时候我爸是中餐厨师，我奶
奶也喜欢做菜，我就跟着学，上初
中时看了很多烹调书、杂志和电视
节目，自己去买东西回来跟着做，
后来我在 City Tech 读书挑了甜点设
计和烘培专业，读了 4 年，一半时
间学餐饮管理，一半时间自己动手
做。
我喜欢甜点是因为甜点看上去
很漂亮，去蛋糕店总是很开心，我
是个完美主义者，一定要做到满意
才罢休。我不喜欢给别人吃我做得
不满意的东西，我一定要自己满意
了，才拿出来给别人吃。
一个好的甜点师，首要条件是
非常挑剔。每次我都要想好所有步
骤，需要用什么东西全部买齐了，
才开始做。怎样才算好？就是我自
己要满意，味道一定要好，看上去
漂亮，一个甜点卖相好，才能吸引
人，对我来说卖相第一，味道第二
。
我自己做的这些甜点，我最喜
欢奶冻 Mirukuru，它融入很多亚洲
风味，有日本奶茶的味道，口感比
布丁软，比 Yogurt 硬，入口感到融
化。我一直在试它的硬度，差几分
就不一样。
看到别人喜欢吃我做的东西是
最大满足，如果别人不喜欢我就特
别地失落，心里很纠结。
做甜点的秘密是什么？就是出
来的成品要有装饰，比如蛋糕不管
什么味道，都要有装饰。甜点的配
方基本大同小异，有固定的材料，
想要有自己的 style，就要在装饰上
花功夫。至于怎么装饰，要看我的
心情吧。
给小朋友的蛋糕会点缀可爱的
很萌的卡通，给成人朋友的蛋糕会
根据他们的个人爱好来装饰；给父
母的蛋糕会放很多水果，比较清淡
，不会用巧克力；给男朋友会做一
个提拉米苏，因为它的名字意思是
“Take me home”(把我带回家)。
三个小伙伴分工负责店的不同
业务：阿曼达负责厨房，杰生负责
市场营销，陈负责人员和货物管理
，包括材料新鲜，用最优惠的价格
购入。

杰生：我看到市场潜力
有一次阿曼达做了一盘马卡龙，
自己觉得不好，就想整盘扔掉，我
们觉得已经有 90 分了，她还是觉得
不够好，我们赶紧在她倒掉之前多
吃几块。跟她在外面吃东西很没意
思，她会说这个好像不够糖，那个
好像不够脆，我们边吃她边挑毛病
。
不过阿曼达的性格有个好处，甜
点师跟一般大厨不一样，大厨靠经
验，甜点师只要火候稍微把握不准
了就失败，阿曼达非常细心。她最
拿手的是曲奇饼，硬度掌握得很好
，样子又挺好看，圣诞节我们的姜
饼挺多人喜欢的。
我们在纽约大学附近开店，是想
打开美国顾客市场。中国风味店有
很成功的，比如“西安名吃”，在
美国卖凉皮卖得那么好，它给我的
启发是：食物不分国界，看你怎么
把它包装、推广，中国有很好的食
物，我们传统的糯米就是健康养生
的食材，我们店的名字 Kulu 就是
“Keep your life unique” ( 让 你 的
生活独特)的缩写。
最受欢迎的甜点，比如杨枝甘露
，它在香港很流行，但我们用的芒
果不一样，香港用的芒果来自东南
亚，我们的芒果来自墨西哥，香一
点，没那么甜。糯米丸子也有很多
人爱吃。
我们都使用新鲜水果，不用冰冻
水果，冰冻的味道绝然不同。我们
每天都在市场买新鲜水果来搭配，
冬天水果的新鲜程度不是我们能够
控制的，没有哈密瓜的时候，就用
草莓或梨子代替，在这方面要下工
夫。外面以为我们成本很低，其实
不是的，在消耗方面我们的成本很
高。
创业，要把目标定得长远，一步
步往前，我那时 24 岁刚毕业，就能
够用自己赚的钱来给自己投资。我
也想过找人投资，但你第一次创业
人家不一定觉得你行，所以我干脆
自己拼一拼。
对创业者的建议，是要三思而行
，要认真地考虑过才做，想怎样做
最好。现在有很多 80 后和 90 后创
业，但有些经营得很不好，有时候
你会看到，同个地方既卖甜点，又
卖拉面、烧烤，大堆东西混在一起
，这样无论是想吃甜点的人，还是
想吃拉面的人，都不会想去那里。
为什么选择甜点，我觉得这是个
有潜力的行业，我看到它的前景和
未来。我们想把它做成连锁店，把
中国文化带来美国，将来到亚洲开
分店，把西方糕点带到中国，至于
在哪里开店，是个商业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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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al Day – 2017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Washington, D.C.

Memorial Day is a federal holiday in the U.S. that
honors soldiers and is observed on the last Monday
of May. Formerly known as Decoration Day, this day
annually commemorates U.S. soldiers who died while
in the military service. The day was first enacted to
honor Union and Confederate soldiers follow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n it was extended after World
War I to honor Americans who have died in all wars.
Memorial Day often marks the start of the summer
vacation season, and Labor Day its end.
Begun as a ritual of remembrance and reconciliation
after the civil war, by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emorial
Day was an occasion for more general expressions
of memory, as ordinary people visited the graves of
their deceased relatives, whether they had served in
the military or not. It also became a long weekend
increasingly devoted to shopping, family gatherings,
fireworks, trips to the beach, and national media
events such as the Indianapolis 500 and the Coca-Cola
600 auto races. One of the longest-standing traditions,
the Indianapolis 500, has been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Memorial Day since 1911. It runs on the Sunday
preceding the Memorial Day holiday. The Coca-Cola
600 stock car race has been held later the same day
since 1961. The Memorial Tournament golf event has
been held on or close to the Memorial Day weekend
since 1976.
The practice
of decorating
soldiers'
graves with
flowers is
an ancient
custom.
Indianapolis 500 Is A Memorial Day
Soldiers'
Tradition
graves were
decorated in the U.S. before and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 claim was made in 1906 that the first
Civil War soldier's grave ever decorated was in
Warrenton, Virginia on June 3, 1861, implying the
first Memorial Day occurred there. There is authentic
documentation that women in Savannah, Georgia
decorated soldiers' graves in 1862. In 1863, the
cemetery dedication at Gettysburg, Pennsylvania was
a ceremony of commemoration at the graves of dead
soldiers. Local historians in Boalsburg, PA, claim
that ladies there decorated soldiers' graves on July 4,
1864.
As a result, Boalsburg promotes itself as
the birthplace of Memorial Day.
Following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s
assassination in
April 1865, there
were a variety
of events of
commemoration.
The first wellThe Tomb of the Unknowns Located known observance
In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of a Memorial
Day-type
observance after the Civil War was in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on May 1, 1865.
During the war, Union soldiers who were prisoners of
war had been held at the Charleston Race Course; at
least 257 Union prisoners died there and were hastily
buried in unmarked graves. Together with teachers
and missionaries, blacks in Charleston organized a
May Day ceremony in 1865, which was covered by
the New York Tribune and other national papers. The
freedmen had cleaned up and landscaped the burial
ground, building an enclosure and an arch labeled,
"Martyrs of the Race Course."
Nearly ten thousand people, mostly freedmen, gathered
on May 1 to commemorate the dead. Involved were
3,000 schoolchildren newly enrolled in freedmen's
schools, mutual aid societies, Union troops, and black
ministers and white northern missionaries. Most
brought flowers to lay on the burial field. Today the site
is used as Hampton Park. Years later, the celebration
would come to be called the "First Decoration Day"
in the North.
On Memorial Day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raised briskly to the top of the staff and then solemnly
lowered to the half-staff position, where it remains
only until noon. It is then raised to full-staff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day.
Memorial Day observances in small New England
towns are often marked by dedications and remarks by

On This Day.....
We Honor Their Service
Throughout Our History
veterans, state legislators and selectmen.
The half-staff position remembers the more than one
million men and women who gave their lives in service
of their country. At noon their memory is raised by the
living, who resolve not to let their sacrifice be in vain,
but to rise up in their stead and continue the fight for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The National Memorial
Day Concert takes place
on the west lawn of 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 The
concert is broadcast on
PBS and NPR. Music is
performed, and respect is

paid to the men and women who gave their lives for
their country.
For many Americans, the central event is attending
one of the thousands of parades held on Memorial
Day in large and small cities all over the country.
Most of these feature marching bands and an overall
military theme with the National Guard and other
servicemen participating along with veterans and
military vehicles from various wars.
Because Memorial Day is gener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start of the summer season, it is common tradition
to inaugurate the outdoor cooking season on Memorial
Day with a barbecue.

Memorial Day Photos From Past Years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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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華人交通協會為美國交通部長趙小蘭頒獎
美國德州南方大學教授喬鳳祥博士履新接任國際總會會長
(本報訊)據中國新聞圖片社王歡報道，國際華
人交通運輸協會(ICTPA)20 日在美國休斯敦舉辦 30
周年年會，為現任美國交通部長趙小蘭頒發“交通
界榜樣成就獎”。休斯敦市市長宣布，當日為該市
“國際華人交通協會日”。
國際華人交通運輸協會成立於 1987 年，長期致
力於交通行業科研、工程、教育等各方面活動的開
展和交融。在全美各地和香港有七個分會。其成員
主要為在政府、院校及工程公司服務的從事交通運
輸研究及實際工作的華人華僑。2017 年的第 30 屆
年會 20 日在美國“能源之都”休斯敦啟幕。會上，
推舉協會第一副會長、得克薩斯州南方大學交通系
終身教授喬鳳祥博士擔任新一屆總會長。
曾為該協會早期會員的美國華裔交通部長趙小
蘭，因工作繁忙未能親臨現場，但特意為本次年會
發來賀信。開幕式上，大會向趙小蘭和前會長、加
州磚石吧市長吉米•林頒發“交通界榜樣成就獎”
。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致辭指出
，在中美關系發展過程中，兩國科技人才肩負促進
中美合作、增進兩國友誼的重任。國際華人交通運
輸協會凝聚優秀專家學者，為促進中美友好，尤其
是交通科技的交流，做出了大量工作。
年會上，協會還授予已故原南京城建局總工程
師、“南京地鐵先驅”姚禹謨“中國交通工程先驅
紀念獎”，由其夫人代領。
喬鳳祥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表示，30 年前旅
美交通界專家學者成立的國際華人交通運輸協會，
對推動交通工程在中國的各項研究進程和教育進步
功不可沒。如今，協會的目標仍致力於扎根基層，
讓美國所有都會區政府、公司和大學的交通業相關
人士聯動，一方面進一步促進中國交通事業的發展

；另一方面實現中美之間的交流互補，提升美國交 輸協會日“。國會眾議員 Olson 派代表張晶晶到場
通體系的改善。
祝賀並頒發文告祝賀，共和黨德州主席出席 開幕式
除年會外，國際華人交通運輸協會每年還在規 。德州州長、國會眾議員希拉-傑克遜-李發文或通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
模最大的美國科學院交通年會上召開華人交通講座 過辦公室表示祝賀。
出席開幕式。（
出席開幕式
。（國際華人交通協會德
國際華人交通協會德
，各分會也通過論壇、講座，以及與中國大陸、台
州分會會長 王橫 攝）
灣、香港機構和高校
展開學術交流等不同
形式的活動，推進中
國交通現代化事業的
發展，促進美中政府
和人民之間的文化教
育和科技交流。
休斯敦市市長特納為
本次年會發來的賀函
( 林錫智)) 是國際華
寫道，“休斯敦因華 美國加州磚石吧市市長 Jimmy Lin (林錫智
人交通協會第三任會長，
，在第 30 屆年會上
屆年會上，
，新任會長
裔公民的存在和貢獻 人交通協會第三任會長
喬鳳祥教授（
喬鳳祥教授
（
右一）
右一
）
和卸任會長
Dennis
Li
Li（
（
左一）
左一
）向
而變得豐富，並認識
圖為新任會長喬鳳祥((右一
圖為新任會長喬鳳祥
右一))等代表協會
等代表協會，
，授予已故原南京城建局總
林錫智市長和現任美國交通部長趙小蘭頒發“
林錫智市長和現任美國交通部長趙小蘭頒發
“
交通界
到他們在城市的文化
工程師、“
工程師
、“南京地鐵先驅
南京地鐵先驅”
”
姚禹謨“
姚禹謨
“
中國交通工程先驅紀念獎”，
中國交通工程先驅紀念獎
”，
榜樣成就獎”。（
”。（國際華人交通協會德州分會會長
國際華人交通協會德州分會會長 王
、經濟和精神生活中 榜樣成就獎
由其夫人(
由其夫人
(
右二)
右二
)
代領。
代領
。
（
中新社記者
王歡
攝
）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橫 攝）
很高興國際華人交通
運輸協會選址休斯敦
舉辦 30 周年年會，並
將為促進專業領域發
展和合作繼續努力。
”特納同時宣布，將
2017 年 5 月 20 日命名
為休斯敦的“國際華
人交通運輸協會日”
派代表張晶晶（
（ 中 ） 到場祝賀並頒發文 在美國休斯頓珍寶海鮮樓
在美國休斯頓珍寶海鮮樓，
，新任國際總會會長喬鳳祥
新任國際總會會長喬鳳祥（
（中）
。哈裡斯郡郡長誒米 國會眾議員 Olson 派代表張晶晶
告向喬鳳祥會長（
（右一
右一）、
）、Dennis
Dennis Li 會長
會長（
（左一
左一）
）祝賀
祝賀。
。 和來自全美各地六個分會
和來自全美各地六個分會，
，以及大陸
以及大陸、
、台灣
台灣、
、香港的代表共
特也宣布當日為該郡 告向喬鳳祥會長
美中信使報攝影記者盧耀輝攝影）
）
切 30 周年生日蛋糕
周年生日蛋糕。
。 （美中信使報攝影記者盧耀輝攝影
美中信使報攝影記者盧耀輝攝影）
）
的“國際華人交通運 （美中信使報攝影記者盧耀輝攝影

靳敏博士當選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

靳敏博士

（本報訊）中國人活動中心近日召開了全體董事會
，選舉靳敏博士為中國人活動中心新的董事會主席，任
期自 2017 年 5 月 1 日開始。中心董事會對任期屆滿卸任
的董事會主席陳珂給予了高度贊揚，感謝他在擔任董事
會主席期間為中心和社區所做出的卓越貢獻。
新 當 選 的 董 事 會 主 席 靳 敏 博 士 現 在 是 Baylor St
Luke’s Medical Center 放射診斷系主治醫生。獲德州
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學位，在德州醫學中心，聖盧克主
教醫院，德克薩斯心髒研究所，貝勒醫學院從事放射診
斷和研究近 20 年。靳敏博士自 2007 年起擔任中國人活
動中心董事，2013 年 5 月起任中心董事會副主席至今
。靳敏博士及靳氏家族為中國人活動中心和靳寶善圖書
館的建設和發展捐錢捐物，傾注了大量心血。董事會充
分肯定了靳敏博士多年來為活動中心和社區做出的積極
貢獻。他在社區活動中所展示出的豐富的知識和優秀領

導能力，對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對社會公益事業的熱
情投入和奉獻，與僑社各界廣泛而友好的關系贏得了全
體董事的一致好評。董事會相信靳敏博士能夠領導全體
董事和執委把中國人活動中心-休斯頓華助中心建設得
更好，為休斯敦社區和廣大華人華僑提供更加全面優質
的服務。
中國人活動中心於一九九五年成立，遵循“凝聚僑
團僑心，服務華裔社區，弘揚中華文化，促進美中友好
”的宗旨，堅持僑社大眾共同建設，共同管理，共同擁
有，共同利用，共同受惠的原則，目標是建設成為全面
服務社會大眾的僑社之家。依靠大家的共同奉獻和努力
，今天的中國人活動中心有僑社可以利用的固定活動場
所，是一個面向全僑社的服務實體，是一個學習和了解
民族文化藝術的地方，是一個可供各社團和組織舉行集
會、講座、文娛、體育、聯誼活動的好去處。中國人活

動中心-休斯頓華助中心真誠邀請和歡迎社會各
界人士繼續關心，支持和幫助中心以及中心牽頭
組織開展的各種活動，參與中心的工作和管理，
慷慨奉獻，獻計獻策，出錢出力，共同把中國人
活動中心建設成為名副其實的，全體中國人共同
參與建設和管理，共同奉獻，共同受益的多功能綜合服
務中心，為社區提供更加完善，更高水平的服務。中心
鼓勵和支持企業，個人和各社團充分利用中心的條件和
資源積極開發各種有益社區繁榮和發展項目，組織開展
豐富多彩的活動，發展僑社需要的社會公益事業，發展
有益弘揚我們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服務項目，促進
華人社團之間，華人之間，華人與其他族裔之間的了解
和合作，促進中美之間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促進華人
社區的繁榮，促進多元文化發展，把我們共同生存和發
展的社區建設得更加美好。
中國人活動中心(CHINESE CIVIC CENTER)
5905 Sovereign Drive, Houston, TX 77036
Tel:(713) 772-1133; Fax:(713) 772-1399

休城工商

名姿髮廊梁燕髮型師，
名姿髮廊梁燕髮型師，
人好手藝更好！
人好手藝更好
！

（本報記者黃梅子）我不光是
《美南新聞日報》的記者，也是美南
國際電視 15.3《生活》節目的製片人
兼主持人，有一些觀眾注意到我最近
換髮型了，對了，我換了髮型師。現

在為我提供髮型設
計的是名姿髮廊梁
燕髮型師，梁燕認
為，一個好的髮型
師，絕不僅僅在於
會做漂亮的頭髮，
而更在於會根據客
人的個性和職業為
他（或她）設計出
獨特的、與客人氣
質相得益彰的髮型
，這樣的髮型師才
能稱為髮型師；而給任何人做出來都
是一個樣子的千人一面的髮型師，事
實上只能稱之為理髮匠。
一般人通常去髮廊時，只會對理
髮師說一些籠統的形容詞，比如：

“輕盈的、飄逸的、有垂感的、蓬鬆
的 ……” 或 說 出 想 要 的 氣 質 ， 比 如
“活潑的、成熟的、有女人味的、另
類有個性的……”，一般的理髮師聽
得云山霧罩，反而不知道怎樣下剪。
所以，很多人只好說得具體些，比如
“劉海不要長過眉毛或頭髮不要短過
肩……”，有的把自己喜歡的髮型圖
片拿給髮型師看。但事實是，無論怎
樣說或比劃，很多理髮師剪出來的頭
髮還是以不變應萬變，千人一面。
梁燕從小就對扮靚很感興趣，也
有美術天賦，來到美國後她去學了美
髮，在這個行業一干就是十多年。她
是真的熱愛這一行，所以每天工作那
麼長的時間，她也不覺得苦。每當她
為客人設計出一個漂亮的髮型，看著

客人容光煥發的樣子，她感覺到一種
強烈的成就感，比賺錢更爽。梁燕手
藝好，其實她人品更是好到沒話說，
永遠都是輕言細語，而且從來不計較
金錢，有時候顧客忘記帶錢或者少給
錢，她都不計較，永遠笑臉迎人。而
且梁燕特別守時，顧客只要打電話來
，她馬上就會趕到。所以，梁燕的客
人越來越多，她也就升級做了老闆，
也多請了好幾個助手給她幫忙。她的
名姿髮廊非常大，目前還有幾個空位
可以租給美髮師，有興趣的朋友可以
直接打電話 713-885-5775 給梁燕。
名姿髮廊很大，目前有美容美髮，還
有紋眉繡眉以及接睫毛，還有服裝定
制以及修改，日本名牌護膚品 SK-II
的中國城專賣店也設在名姿髮廊。

梁燕髮型師
名姿髮廊 Ming zi Salon&Spa
地 址 ： 9936E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36（山東麵館隔壁）
梁燕手機：713-885-5775

各種腳氣（香港腳），
一網打盡（1）

傅主理，他來自香港，做得一手正宗的港式
點心，又在舊金山的中國城做過多年，在這
一行里聲譽卓著，有很多老茶客就是好他這
一口，他走到哪兒就跟到哪兒。劉老闆說，
做點心最主要就是正宗，正宗的東西味道正
，永遠不過時。但是，正宗不等於不創新，
點心皇新近從紐約請來兩位年輕的點心師傅
，他們就有不少新創意新點心。點心皇的點
心味道好極了，吃完後感覺頰齒留香，回味無窮。每
週 7 天營業，每天 9:30AM—9PM，全天供應點心，
點心價格$1.99 起。老闆娘康妮介紹說，為了回饋新
老顧客，還特別推出消費累積回扣，詳情請結賬時諮
詢。
點心皇 Dim Sum King
地 址 ： 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B, Houston,
TX77036（中國城惠康超市旁）
電話：713-270-6788

點心皇擴張裝修，
重新開業了！
（本報記者黃梅子）作為一個老休斯頓人，很多
人已經習慣了每週去點心皇飲一次茶。但今年春節以
後，點心皇就一直在關門裝修，有些茶客去惠康超市
買菜時總要順便瞄一眼，惦記著點心皇什麼時候能開
門。現在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點心皇已經完成裝
修擴張，於 5 月 18 日重新開業了！
裝修後的點心皇餐廳依然保持了簡潔明亮的風格
，只是面積大了很大，可以同時容納 150 人就餐。點
心皇 7 天營業，全天都供應點心。點心皇由老闆劉師

腳氣是一種常見的真菌
感染性皮膚病，成人中
70-80%的人有腳氣，只
是輕重不同而已。而且腳
氣是傳染病，不易根治，
極易復發。常在夏季加重
，冬季減輕。我們身邊有
很多人，因為腳氣常年不
愈，非常苦惱。目前市場
上大部分腳氣藥，治標不
治本。患者用藥後，“野
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人的一生靠腳來承載。
腳無恙，人的一生才會更
精彩。
要有一雙無恙的腳，必須
知道腳氣是怎樣引起的。
腳氣即足癬，是由真菌引
起的。腳部多汗、潮濕或
鞋襪不通氣等都可誘發腳
氣。真菌還常通過公共澡
堂、游泳池邊的地板、浴
巾、擦腳布、公用拖鞋、
洗腳盆而傳染。
手，每天都可能洗多

次，而腳一天最多洗一次
。再加上腳出汗，鞋子透
氣不好，實際上腳比手髒
許多。很多細菌是怕氧的
。鞋子潮濕、不透氣、缺
氧，有利於細菌的生長，
所以腳部的病比手要多。
換言之，腳氣與腳髒有關
係。
腳氣有哪些症狀?
腳氣分三種：糜爛型
、水皰型、鱗屑角化型。
1.糜爛型：好發於第三
與第四、第四與第五腳趾
間。最初趾間潮濕，浸漬
發白或起小水皰。乾涸脫
屑後，剝去皮屑為濕潤、
潮紅的糜爛面，奇癢。
2.水皰型：好發於足緣
部。最初為壁厚飽滿的小
水皰，有的可融合成大皰
，皰液透明，奇癢。搔抓
後常因繼發感染而引起丹
毒、淋巴管炎等。
3. 鱗屑角化型：好發於

足跟。主要表現為皮膚粗
厚而乾燥，角化脫屑、搔
癢，易發生皸裂。
腳氣的危害
腳氣不僅只是奇癢、脫皮
、起皰、真菌傳播，還會
引起手癬和灰指甲，以及
身體的其他部位。有約
40%的患者會併發細菌感
染，導致淋巴管炎、淋巴
結炎、丹毒等疾病，甚至
引起敗血症，威脅生命。
腳氣雖小，後患無窮。
腳氣治療的誤區
癢——是最典型的腳氣特
徵，而且反復發作。由於
市面上很難找到治療腳氣
的良藥，很多患者已經絕
望地認為腳氣是“不治之
症”。其實腳氣是完全可
以根治的。 （待續）
其他皮膚病的治療還將陸
續報導。可告知：美國，
加拿大的所有城市的朋友
在當地均有銷售。統一零
售價$38。廣告圖片及銷
售網站見第 C2 版。
誠征代理商。免費電話：
1-800-640-20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