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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1月 22日，正值大年初

一。但在许多诸暨市民的脑海中

，这是一段并不怎么美好的记忆

。对冯建飞来说，同样如此。那

天，震惊整个浙江的“1.22案件”

发生了。当冯建飞第一次接触这

个案件的时候，他还是诸暨刑侦

大队副大队长。看现场、调查物

证……一系列相关工作，冯建飞都

参与其中。让冯建飞没有想到的

是，这一条追凶之路，他竟整整

为此付出了13年的艰辛与努力。

时间到 2005 年。彼时，冯建

飞成为了刑侦大队大队长，并且

全盘接收了诸暨“1.22”案件的指

挥工作。但当时案件始终毫无进

展，也没有头绪，就像迷失在一

个巨大的迷宫里。用冯建飞的话

来讲，这与“盲人摸象”无异。

冯建飞是个执着的人，不管

前方有多少迷雾，只要有一丁点

亮光，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朝那个

方向前进。

当时，有一种对较为先进的

查案手段开始被警方运用，这种

方式叫做“y染色体排查”。这个

方法的出现，对于仍处于案件摸

索阶段的警方来说，简直就是一

盏指明灯。何为“y染色体排查”

？简单来说，由于一个人的基因

与父亲、爷爷、堂兄弟等人是一

脉相传的，且染色体中的“Y”也

是一致的。然后，再通过Y找族群

，基本就可以锁定犯罪嫌疑人的

范围。

两个月的蹲点排查摸索
只为查清一个小细节

在诸暨“07.11.06”案件中，

警方在一个农夫果园饮料瓶中检

测出了嫌疑人的Y染色体，经指挥

部决定，警方先后对越城郭姓，

绍兴平水徐姓，兰溪徐姓，诸暨

廿四门廊周姓，诸暨全境进行了Y

染色体专案工作。

那年，冯建飞去平水镇待了两

个月，专门通过“y染色体排查”查

这个案件。

但开展“y染色体排查”，绝非

易事。刚到平水，冯建飞就马上根

据平水镇的整个历史沿革，再通过

外网查家谱。由于村落地名都在不

断变化，冯建飞花了好几天时间，

每天都查资料到后半夜三四点钟，

。所有资料的条条目目，每一条都

有好几十页，其中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点信息，冯建飞都不会错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断地

查证，冯建飞终于摸清了平水镇从

古到今的历史，并根据这个资料又

查徐姓的背景，终于找到了一本陈

列在上海博物馆的族谱。随即，警

方马上派人到上海将资料一页页拍

过来，根据这个结合实际调查，弄

清了徐姓族群的来龙去脉，甚至还

了解到这个族群中有哪些人离开了

平水。

查案的过程总是痛苦的，付出

的汗水也不一定能转化为成果。在

平水，警方还是没有找到线索。但

暂时的困难，并不能阻挡冯建飞一

查到底的决心。

没有什么能阻挡
他要破案的决心

多年来，冯建飞从未放弃对

这个案件的努力，始终抱定着坚

定的信念。自 1992 年从警以来，

冯建飞从一名普通基层民警，变

成了副大队长、大队长，再到副

局长、常务副局长……在成为常

务副局长以后，冯建飞还主动要

求分管刑侦，立誓要把这个案件

破掉。

“这可是浙江第一案，如果

不破掉，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不

会服输！”冯建飞的眼里闪现出

一种坚毅，他告诉记者，这些年

来他一直坚信，因为“1.22”案

件拥有大量物证，还有生物检材

等线索，只要坚持做下去，最终

是完全能把犯罪嫌疑人从茫茫人

海里抓出来的。

20 多年的警察生涯，让冯建

飞一直都有一种强烈的刑侦情节

。而“1.22”这个案件更像是一

个心结，让他始终都不能释怀。

空余的时候，冯建飞所思考的，

除了案件，还是案件，徘徊在他

脑海里的总是“到底哪里出了问

题、查案的方向范围有没有问题

、具体工作有没有漏洞……等等

诸如此类问题。

除了不时地翻阅记载关于案

件内容的笔记本，冯建飞甚至还

找到了 1995 年、1998 年参与办理

此案件的老技术人员、侦查员，

向他们讨要记录原始现场情况和

调查结论的笔记本，拿回去仔细

钻研。

没有什么能阻挡冯建飞要破

案的决心。2016 年下半年，冯建

飞在忙碌的工作中突感身体不适

。来到医院，护士一测体温，竟

然达到了 39.8℃!经过检查，原来

冯建飞得了肺炎。由于病情较为

严重，冯建飞只好马上住院。住

院免不了要挂盐水。可冯建飞仍

然放不下“1.22”案件，他让同

事把案件的电子文档全部都拿到

病房来。9 天的住院时间，冯建

飞把心思都花在了研究这个案件

之中。

冯建飞有一种强烈的刑侦情

节。不探究到真相，绝不放弃。

就在去年，在冯建飞和同事们的

坚持之下，诸暨市公安局与绍兴

市公安局和省公安厅取得了联系

，主动要求重新推动宁绍系列持

枪抢劫杀人案，并重新成立专案

组。为此，诸暨市公安局专门腾

出了场地，成立了“1.22”专案

指挥部，抽调出大量的专业人员

，其中包括五个专业组：Y 染色

体排查组，指纹组，视频组，重

点人员调查组，大数据分析组。

专案组的工作重新启动后，

各项工作又开始大力推进。天网

恢恢疏而不漏。在专案组的努力

之下，2017 年 3 月 29 日，此案犯

罪嫌疑人徐利终于在诸暨落网。

距离冯建飞第一次踏进犯罪现场

已经整整。

揭秘浙江第一懸案：
兩月蹲點只為查清壹個小細節

刑事案、民事侵权案、行政诉讼

案……今天,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的一批涉未成年人的典型案例中,涵盖

了所有的案件类型。《法制日报》记

者注意到,在校园暴力案件中,几乎均与

所谓的江湖习气有关。

同班同学因琐事伤害致死

被告人崔某与被害人梁某系同班

同学。2015年10月6日,两人因琐事在

校园里发生争执,不欢而散。当晚,感到

在同学面前丢了面子的梁某来到崔某

寝室内,扯掉崔某的窗帘,并与其厮打,

在场的同学将二人劝开。

随后,梁某到厕所拿一把拖把,再次

到寝室击打崔某,没有打中。两人又在

床上扭打,崔某从自己枕边拿出一把刀

刺中梁某的右大腿,梁某在与崔某夺刀

时将崔某的左手划伤后,跑到一楼宿管

室,失血倒地,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崔某的行

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被害人梁某对本

案的发生存在过错,而且崔某在案发后

及时自首、积极赔偿,法院本着对未成

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

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依法判处崔某有期徒刑六年。

“校园本应是充满阳光、充满快乐

的地方,然而,一些青少年受社会不良风

气影响,将所谓的江湖习气带入校园,导

致校园暴力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未成年

人的身心健康,其危害性不容小觑。”河

南省高院认为,这一方面与青少年心智不

够成熟、容易冲动、预估不到行为的严

重性有关；另一方面,与法律教育缺失、

法律观念淡薄有极大关系。同学之间发

生摩擦后,不知道如何采取适当的方式寻

求帮助、缓解矛盾、消除纠纷,反而采取

以暴制暴的方式,特别是校园暴力事件中

的“弱者”,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帮

助摆脱困境、走出心理阴霾,更容易产生

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不良心理,导致悲

剧发生。

意外事故致儿童成植物人

2012年3月27日下午5时许,刘某

带3岁的女儿张某到夏某处看房,将张

某留在夏某所驾驶的汽车内,当时车窗

处于打开状态。看房回来后,发现张某

头部被车辆的右后车窗自动升降玻璃

夹伤,治疗后呈植物人状态。

夏某驾驶的车辆是某汽车有限公

司生产,由某汽车销售公司销售。夏某

在购车时在车辆上加装了一键启动的

自动升窗功能,但未配置自动防夹功能

。该车辆在车辆熄火、钥匙不操作的

情况下,钥匙离开车辆一定的距离后,车

窗会自动上升并锁住。

法院审理后认为,某汽车销售公司

在销售汽车时,加装的自动升窗功能不

具有防夹功能,造成销售的产品存在缺

陷,且没有尽到说明、提醒或告知义务,

对造成张某受伤的过错明显。夏某作

为车辆使用人,应知悉其车辆性能,但对

将张某独自留在车内,缺乏提醒,对造成

张某受伤亦有一定过错。刘某前去看

房时,将女儿留置在车内,使其处于脱离

监护的境地,应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

法院最终判决某汽车销售公司和夏某

某分别承担60%、20%的赔偿责任,刘

某自行承担20%的监护责任。

河南省高院认为,意外事故是儿童

安全的一大杀手,然而很多看似意外的

事故却是因成年人的疏忽所致。本案

中汽车销售厂家和车辆所有者如果意

识到自动升起的车窗可能会夹伤人,幼

儿家长如果意识到将幼儿脱离监护的

危险,本案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特别

是各种产品的生产厂家,要时刻意识到

儿童是潜在的产品使用者,必须根据儿

童的认识、操控能力为其设置相应的

安全保护措施,对儿童安全保护功能做

出充分的说明和提示,使产品具有保护

儿童安全的屏障,避免儿童安全事故的

发生,这是产品生产者的社会责任。

河南省高院认为,节假日期间,不少

家长会带孩子到户外游玩,由于有些公

共场所缺少安全防护,部分家长疏忽大

意,监护不到位,造成孩子在游玩过程中

发生意外,受到伤害,纠纷屡有发生。本

案受害人小甲系1岁多的幼儿,监护人

对其看护不力,使其长时间脱离监护范

围,致使落水溺亡,对于此次事故的发生

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某镇

政府作为游园的建设单位,应对游园负

起管理职责,但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

措施和设立明显的警示标志,在本次事

故中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

本案旨在提醒公共场所的建设者和管

理者应当加强安全管理,消除管理盲区

；监护人带儿童游玩时,应当切实履行

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

及其他合法权益,避免悲剧重演。

河南发布涉未成年人案例
江湖习气引发校园暴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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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买玩具的初衷，一是为了让孩子从中得到快乐

，二是为了促进孩子的智力发育。

不过，孩子的快乐和智力发育，绝不是靠玩具的数量

堆出来的，有时候玩具太多，也会对孩子产生一定的负面

影响。（关注微信订阅号：朵妈亲子时光，聊聊亲子育儿

那些事）

朵妈一个朋友，家里的玩具多得就像玩具店，每个到

了她家的孩子都会两眼放光。但朋友发现了一个问题，孩

子玩玩具的时候总是不专注，一会儿玩这个，一会儿玩那

个，要是搭积木时遇到困难了，马上就换另一种玩具玩。

同样是搭积木，在另一个朋友家就不一样了：

他们家的玩具不多，但孩子却能玩得很欢。据朋友说

，孩子搭积木的时候，可以玩半个小时不找妈妈，要是遇

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才来找大人帮忙。

此外，他们家的孩子还很懂得爱惜自己的玩具，不管

是跟拇指差不多大的青蛙玩具，还是要用双手环抱的玩具

熊，孩子都会给他们“安好家”，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固定

的位置。

这娃，看来真的是别人家的孩子啊!

其实，只要大家了解了其中的窍门，我们也可以在这

点上做得很好。

1、聪明玩具VS笨玩具，该怎么选?

聪明玩具 越是简单的玩具，玩法越多变，越能发挥孩

子的创意和想象力，这样的玩具可以称之为“聪明玩具”

。比如前面提到的积木，此外还有各种拼图，七巧板等。

推荐七巧板，七巧板是我们国家古老的传统智慧游戏

，简单的七块板，可以拼成1600多种图形。

此外，小球、小推车等，这类玩具造型简单，但在促

进孩子的体能发育上非常有帮助，也值得入手。

笨玩具 笨玩具指的是玩法非常单一的玩具，比如一按

就会下蛋的母鸡、一拉绳子就会摆尾巴的小狗。如果孩子

玩过家家的时候能想到这个玩具，那它还是有点用途的，

否则对孩子来说真没多大用处，还不如去看真的母鸡怎么

下蛋，去跟真的小狗玩呢!

2、选择质量好的玩具，非常重要

曾经有段时间我给孩子买了不少廉价的玩具，后来发

现这就是个坑!

一来因为1岁左右的孩子拿到什么东西都往嘴巴里面塞

，那些连标签都没有的玩具，你怎么敢放心让她咬?

二来便宜廉价的玩具压根不耐用，孩子没摔几下就坏

了。

看着家里一堆生产信息不明、质量差、一摔就坏的玩

具，你真的会很抓狂!!!

有妈妈可能会说了：贵的玩具要花更多钱啊!

其实玩具在精不在多，一个质量好、安全无毒的玩具

，洗干净后你敢放心地让孩子咬，孩子小的时候能把ta作

为安抚物;孩子长大了，这个玩具仍然可以陪伴在孩子身边

，从长远的角度看真的不会亏。玩具不是一次性消费品，

买质量好的更明智。

3、根据孩子的性格选玩具

另外，买玩具时最好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来买——

如果孩子比较好动：可以多给他买拼装类、涂鸦类玩

具，以便孩子在玩耍中提高专注力。不过父母也要了解到

一点，别在孩子玩玩具的过程中打扰他，例如一会儿喂东

西给他吃、一会儿递水，一会儿问这问那……

孩子的专注力真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父母保护出来的

，各位爸妈务必都要了解这一点。

如果孩子比较安静，不爱运动：那么可以多给孩子买

一些运动型的玩具，如小球、扭扭车等。

如果孩子不善于交际：可以给孩子买一些需要合作互

动的玩具，如厨房玩具、过家家玩具等。

4、根据孩子的月龄选玩具

有些妈妈觉得，给孩子玩具不需要那么讲究，又不是

添加辅食，为什么也要按月龄来呢?

这样想就不太对了!

不同阶段的孩子，生长发育特点不一样。一般来说，

大宝宝玩小宝宝的玩具，问题不大。但小宝宝拿到了大宝

宝的玩具，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风险了。比如，要是玩具上

的配件可以拆卸，或玩具的体积特别小，这就有可能会发

生误吞的情况，对小宝宝造成伤害。所以，买玩具时，别

忘了把宝宝的月龄考虑进来。

另外，正规厂家生产的玩具一般会有月龄或年龄的推

荐，妈妈们也可以结合这一点来选择要买什么玩具。

玩具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玩伴”，给孩子

选玩具，就像让孩子和玩具“交朋友”。在孩子还没有形

成自己的判断力之前，还需要妈妈来帮忙把把关。

玩具越多 竟可能讓孩子更笨？

为了让宝宝有个漂亮的颜值，

好头型还真的加分不少呢!

那么，要怎么做呢?你可能看

过不少关于调整宝宝睡姿的建议。

但是，过来人告诉你，这个方法，

可能并不是那么可行：

喜欢平躺睡的宝宝，就算你帮

宝宝翻到侧卧，你会发现，没过一

会儿，宝宝又平躺了。

喜欢侧卧睡的宝宝，也是同理

……

而且，乐妈想说，关键是：让

宝宝睡得安全、睡得香，才更重要

!

可是，真的不甘心呢，难道没

有其他简便的方法吗?

当然有。不过，首先提醒一点

，不要给小宝宝定型的枕头，因为

一来小宝宝不需要枕头，二来还会

增加新生儿猝死的风险。接下来，

方法来啦：

1、多趴趴，训练宝宝的颈部力量

别小看这小小的趴，它可以增

强宝宝的颈部力量，宝宝的头部可

以自由转动、视野也变宽了，当然

发生偏头的机会也少多了!

从新生儿期开始，在大人的看

护下，就可以让宝宝在清醒的时候

趴一趴。宝宝刚开始趴的时候，一

次可能只有几秒钟，大约2-3个月

的时候，宝宝就可以自己很好地昂

起头趴在床上啦。

不过，趴着虽然对宝宝好处多

多，但也不要强迫训练，应该由孩

子自己掌控每次趴的时间。只要宝

宝自己能做，就可接受。

2、试试给宝宝换个睡觉方位

宝宝躺在床上的时候，喜欢看

光线明亮的地方，所以爸爸妈妈不

妨给宝宝的睡觉位置，调一个180

度的方位，轮换睡床头、床尾，或

者是变换婴儿床的位置。

另外，也可以试试改变房间里

面张贴画或者玩具的位置，鼓励我

们的宝宝转头看不同的方向。

3、醒着的时候多抱抱

宝宝会睡偏头，跟长时间

一个姿势躺着有很大关系，所

以呢，宝宝清醒的时候，除了

可以趴着玩，爸爸妈妈也不妨

多抱抱宝宝，竖抱、左右手换

着抱等，让宝宝的后脑勺不会

总是受压。

你是不是担心，多抱会宠坏孩

子?否也，研究证明：多抱的孩子

，安全感更好。

不过，要提醒的是：不要过早

竖抱宝宝，这会不利于脊柱发育。

一般来说，当宝宝趴着时，如果头

能够抬得很稳，就可以护背竖抱宝

宝。如果宝宝还趴不好，就不宜竖

抱。

3個方法 幫寶寶
塑造漂亮的頭型

收到周扬的信息是在六月末，我

还在为工作烦心。

拿起手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周扬”的名字，而后是一句明显没

说完的话——我今天回老家。

周扬是我高中同学，我们关系一

般，只是因为在同一所城市念大学，

所以偶有联系，逢年过节也会给彼此

送上几声祝福。但近两年，不知何故

，周扬突然就和我断了联系。

这突如其来的信息，让我惊讶好

久。

我还没想好怎么回复，微信的对

话框又跳了出来，“我在回老家的车

上，可能以后都不来南京了，临走之

前，想跟你说几句话。”

周扬为人活泼幽默，他用这么正

式的语气找我，恐怕并非好事。

“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只是因

为女朋友不喜欢我和其他女生来往，

别生我气。昨天晚上，我彻夜未眠，

凌晨3点，我给她发了一条消息，算

是了结了这段情缘。”

……

周扬发了很多条消息解释他和女

朋友的关系，语无伦次，却字字戳心

。

我见过周扬失恋的模样，沉默了

三天，然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

该怎么办啊？”说完，号啕大哭。

本以为他被伤过一次之后会长点

记性，谁知，还是一头扎了进去，最

终，把自己折腾得遍体鳞伤。

周扬离开南京的当天晚上，穆小

青就找到了我，跟我打听周扬的情况

。

“姐，你也知道我喜欢他好久了

，但他一直不肯给我机会。我刚看到

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动态，虽然表

面上是感慨毕业，但明眼人一看就知

道他分手了。”

小我一届的穆小青，肤白貌美大

长腿，父母都是成功商人，追她的人

从街头排到巷尾，可这丫头偏偏对周

扬这黑炭一见钟情。

“周扬已经回老家了，他成功拿

到老家那边银行的offer。”

“太棒了，等考完试，我就回去

找他。”

“我劝你还是悠着点，他刚分手

，你别刺激他。”

“我怎么是刺激他呢！我是给他

温暖。”

穆小青说完便蹦蹦跳跳地走了，

连路灯下的影子都透出一股子得意。

九月初，南京下了一场大雨，天

气凉爽了些。

周末，我正在公司加班，突然有

同事告诉我有个女生在前台等我，是

穆小青。

她背着一个双肩包，齐腰的长发

被剪成齐肩短发，常年挂在耳朵上的

萝卜耳钉也被拿下， 脚上穿着一双运

动鞋，看起来像是十六七岁的中学生

。

一见到我，她就给了我一个大大

的拥抱，然后像变魔术似的从书包里

拿出一盒煎饼，家乡特产。

“我们在一起了，这是给你带的

。”

坐在星巴克靠窗的位置，穆小青

开始向我炫耀她是如何追到周扬。

整个暑假，她每天都到周扬上班

的地方，一坐就是一下午，什么也不

做就看着他，等他下班就陪他吃饭，

给他讲笑话。

周扬不喜欢她过于张扬的装扮，

她就把蓄了十年的长发剪了，就连具

有纪念意义的萝卜耳钉，她也不戴了

。

等到周扬再也挑不出她的错，他

们便在一起了。

“你知道吗，原来他分手是因为

他前女友逼着他在南京买房。如果真

的爱他，为什么一定要在南京买房，

而且他爸妈年纪都大了，留在老人身

边尽孝才是对的，我支持他。”

“他女朋友也是为了以后考虑，

万一以后结婚，孩子上学受教育程度

都要提前做好准备。”

穆小青猛地拍了下桌子，“姐，

你说错话了！”

我愣了愣，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

，连忙摆手道歉：“我错了，是‘前

女友’，你才是他女朋友。”

刚刚还对我怒目而视的穆小青眼

睛瞬间弯成月牙。

穆小青那天说了很多话，她已经

把她和周扬的未来都考虑好了，凭她

父母的能力，在我们老家那边帮她找

份工作很容易，谈两年恋

爱，然后就结婚生子。

“愿你梦想成真。”

“愿我梦想成真。”

月底，我请假回了趟

家，顺便去了趟银行。

周扬对他的工作已经

驾轻就熟，看着他在大厅

里不停穿梭，说起话来周

到老练，浮现在我眼前的

却是他当初为了爱情号啕

大哭的模样。

“美女要办什么业务

啊？”

周扬笑嘻嘻地向我走

来，虽然还和两年前一样

的口吻，听来却总觉得有点怪。

“和穆小青怎么样？”

周扬苦笑着摇了摇头，“我工作

忙，下班回去只想赶快休息，但她是

夜猫子，十一二点还要缠着我打电话

聊天，受不了。”

“喜欢她吗？”

听完我的话，周扬斜睨了我一眼

，闷了一口酒，“这么多朋友中间，

最喜欢和你聊天，又狠又准。好像已

经到了不能谈爱的年纪，太过奢侈，

只想找个合适的人，平平淡淡安安稳

稳地过完一生。”

“好啊，平淡是福。”

一整天，周扬的手机一直在震，

但他一次也没看过。

穆小青的工作定了下来，和周扬

工作的地点相距不到五百米。

过年回家，穆小青硬要拉着我来

个“三人聚餐”。

“周扬，你可不能欺负我，我姐

可看着呢，她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周扬淡淡地笑了笑，“先叫吃的

，等吃饱喝足了，我们再来讨论这个

哲学问题。”

穆小青越想秀恩爱，周扬越不给

她机会。无论穆小青说什么做什么，

他的态度由始至终都像一杯白水，不

惊不扰。

到最后，穆小青自己也放弃了，

“姐，你看，他这人一点意思都没有

。他是不是一直这样啊？”

我偷瞄了一眼周扬，尴尬地点了

点头，“一直这样。还不都是你自己

选的，不然趁早甩了他，重新再找。

”

穆小青真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

秀恩爱的机会，她立马靠在周扬的肩

上，“才不要，我只喜欢周扬。”

席间，穆小青一直在吐槽她的工

作，领导拼命压榨他们这群实习生，

要不是离周扬近，她早辞职不干了，

为了周扬，她可以忍受世间一切所不

能忍之事。临了，她还冲我做了个鬼

脸。

当穆小青兴冲冲地说着这一切的

时候，周扬只是默默地吃饭，他的手

机依旧震个不停，但他每条必回。

第二年三月，周扬跟我通过一次

电话，他和穆小青要订婚了。

但是，他和他前女友一直有联系。

从去年九月到年前，他们一共见

过三次面，前女友希望他能回南京工

作，至于房子，三十岁之前能买一套

就好啦，两个人一起打拼，还能养不

起一个家啊。

他最终还是放弃了，“何必让她

迁就我呢，既然我给不了她想要的，

不如放她自由。穆小青蛮好的，也挺

合适的。”

是蛮好的，她一直在迁就你，但

恐怕不合适。

这话我烂在肚子里，没说。

订婚的事很重大， 换作以往，穆

小青早就打电话向我报喜了，但等到

四月底，我也没等来穆小青的消息。

五一，约穆小青一起坐车回家。

她又把头发重新卷成波浪状，耳

朵上萝卜耳钉闪闪发光，高跟鞋足有

12cm，整个人看上去光彩耀人，眼神

里却满是落寞。

一路上，她都没怎么说话，既没

有谈及周扬，也没有谈及订婚。

当大巴即将入站，她抿了抿嘴唇

，说道：“姐，我打算去上海了。”

“蛮好的，上海很漂亮，东方巴

黎嘛。”

我握了握她的手，想再说些安慰

的话，却发现无话可说。

“我还是很爱他，可爱他的代价

太大了。要低到尘埃里，要放弃自己

喜欢的事情，要容忍他的心里还有别

人，要孝顺，要听话……太累了！”

再见穆小青已是八月。

穆小青把她朋友圈翻给我看，其中

有一条私密动态，九张她和周扬的照片

，还配了一段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是酒不好喝还是手机不好玩，

要是碰不到一个视我如生命，或者保

我下半生衣食无忧的人，干嘛要谈恋

爱！”

读完这段话，她轻松地笑起来，

“当我想他的时候，我就拿这段话刺

激我自己。”

爱一个人的代价若是太大，大到

已经超过自己能忍受的范围，就别硬

撑了，放在心里当作一颗星看着也好

。

周扬会碰见那个适合他的人，穆

小青也会碰见那个视她如生命的人，

只要在路上，我们总会碰见那个让自

己舒服的人。

對不起對不起，，我可能愛不起妳了我可能愛不起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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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高考，大部分高中学子都在紧张地

备考，而也有人早早做好了出国念书的准备

。在大洋彼岸的高中甚至更低年级的中小学

里，其实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学生，他们的

学习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谈起美国教育，率先蹦入我们脑海的概

念或许就是“素质教育”、“先进”、“比

中国好”。因此，怀着望子成龙、盼女成凤

的殷切期望的中国家长们，纵使千难万难也

想把最好的教育带给孩子，这使得留学低龄

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从2005年的632名到2014

年的38089名，来美国读初中和高中的中国学

生在10年间飞涨了60倍。硅谷近36%的居民

出生在美国以外，其中14%来自中国，他们都

是完成国内基础教育后出国的。

美国那看似自由宽松的教育制度，真的

是孩子们轻松的“乐园”吗？

中国孩子到美国学习，真的就能得到更

好的发展吗？

什么样的孩子，能在这里胜出呢？

归根结底，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爱孩子、

教育孩子？

……

越早出国越适应吗？
除非你有好习惯

尽管媒体的报道集中在中美教育的差异

之处，但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却能发现两者

有许多相似之处。国内的优秀生和加州的优

秀生都具有求知欲强、兴趣广泛、自律性高

、和同学相处得好的特点。应试制度虽然有

弊端，却不能否认很多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养

成了上进心和勤奋的习惯。

一个来自湖南的留学生家庭中，刚在国内

读完五年级的姐姐被分到七年级继续学习，而

刚满五岁的儿子直接上学前班。从表面看，适

应吃力的应该是姐姐。但事实却恰好相反，姐

姐凭借在国内养成的积极学习态度和良好学习

习惯，很快适应了在美国的学习。而弟弟由于

没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加上注意力和自控

力较差，出现了学习和适应困难。

美国的课程也许不如国内深，但侧重学

生的理解和应用，强调交流合作，想学好并

不容易。加上从九年级起就要准备

SAT或ACT考试、大学推荐信等，压

力并不比国内高中小。可见，如果单

纯地去适应美式教育，年龄不是关键

问题，关键在于孩子是否拥有良好的

心理素质、学习态度和行为习惯。想

要孩子在较小的年龄出国的父母需要

进行慎重的考虑，毕竟青春期是自我

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期，这么关

键的发展阶段，孩子更加需要在熟悉

的环境与指导中成长。

爱子有方——教育中的心理学
教育好=成绩高？

对美国早期华裔移民的研究发现

，150年间，“华人成功梦”不曾改变

。学龄期间，“成功”是“孩子是好

学生”；毕业后，“成功”是“孩子

有好工作”；工作后，“成功”是

“孩子有美满的婚姻”；成家后，

“成功”是“孩子生儿育女”。但实

际上，我们的教育往往停留在第一条。

父母对教育“成功”的定义无形中控制

着孩子对课业成绩的心态、课外活动的取舍

等。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对下一代教育

的重视和厚望是华裔的标签，“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的古训根深蒂固。可“教育

”仅仅是以学习成绩来衡量的吗？著名的伊

利诺伊州“学生代表”研究从1981年开始跟

踪调查81位高中毕业生代表14年，结果发现

：高中毕业时成绩最高的学生代表，天资聪

明、勤奋好学、循规蹈矩、上课如鱼得水但

缺乏创意，没能成为改变世界的领袖，原因

就在于“从未发现自己热爱的领域并投入所

有热忱”。

日积月累的“软实力”

应该保留的，对成人后的表现最有影响

力的品质是什么呢？美国研究成功因素的学

者发现，取得长远成就的两个必要因素是自

制力/意志力和动力/内驱力。她把这两者结合

为“坚毅”：毅力和热忱的组合，对目标的

不懈追求。

积极心理学创始人马丁· 萨里格曼和同事

总结的最能预测生活满意度和高成就的7个因

素中，除“坚毅”、“自控力”、“热忱”

外，还有社交智能、感恩、乐观、好奇心。

不难发现，关于“成功因素”的结论异

曲同工，都是优良的品格和社交能力等软因

素，而这些品格正是习惯日积月累转化而来

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教育，是学校里教

过的知识都忘掉后，自己还保留的东西。”

被训走的爱和尊重

中国家长常常会黑着脸训斥孩子，但这

样的方法却往往不能取得好的效果，这是为

什么呢？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角度来看，

成功人士能达到“自我实现”的金字塔尖前

，除了基本的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一定要先

满足“爱”和“尊重”的需要。其实孩子天

生都是愿意去取悦父母的，但大约13岁之后

他们则很少再和家长交流，其实这就是因为

孩子之前的很多努力没有得到父母的注意。

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被父母认可，和父母交流

时却得不到父母的理解，孩子慢慢就学会去

找更有共鸣的伙伴。不“爱”孩子的父母极

少见，但学会表达对孩子的尊重和爱确实是

很多家庭要修的功课。

教育是“短跑”还是“马拉松”？

现在很小的孩子就面临着很大的学习压

力，这种“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概念

，家长到底该如何看待呢？虽然有早教研究

发现，幼儿期的数学能力和学龄期的优秀成

绩是相关的，但更多研究显示预测教育成功

的幼儿期因素包括恒心、情绪调节能力以及

注意力。比起认知能力和家庭背景，幼儿社

交和行为调节能力更能预测对将来学业表现

。所以教育不是百米冲刺，更像是马拉松比

赛。闯过终点线的佼佼者，是那些会学习、

热爱事业、有健康人际关系的人。

所以，到底中国的孩子需要什么？到底

中国的家长该付出怎样的努力？

或许，与其一味追求给孩子所谓高质量

的教育环境与条件，不如真正努力去聆听孩

子内心的声音，帮助孩子发现自己在学习和

生活中的热情，给孩子爱与尊重、接纳与包

容，让孩子获得真正属于他们的幸福感与成

就感。

中国人需要的是美式教育，还是教育心理学？
“教育制度没有完美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最好的教育

不一定是最贵的选择。校内校外，我没见过不‘爱’孩子的父
母，却接触过许多‘爱’子心切但‘爱’错位的家庭。”

家庭式教育在国外并不罕见

，很多父母会因为各种原因让自

己的孩子在家进行学习，并且收

到的效果也都很不错，所以外国

人对这种教育方式也都习以为常

，但这位来自英国的妈妈Katie却

因为自己特殊的家庭教育吸引了

大家的关注，因为她不让自己的

三个孩子看书，取而代之的是每

天7个小时的网游时间。

Katie最大的女儿今年12岁，

另外两个是7岁和10岁的儿子，

三个孩子即不看书也不去学校，

每天的任务就是妈妈要求的最少

打7个小时的。

通常是这样的，二儿子会最

先起床，有的时候从早上五点就

开始玩游戏，然后大约在八点左

右小儿子也开始了，最后才是大

女儿。

Katie觉得游戏要比教科书更

能影响孩子，在游戏中孩子们也

可以学习到很多生活中需要的知

识，所以她不顾别人的质疑而坚

持要让孩子们这样，尽管她承认

现在孩子们也不能完整地写下字

母表。

为了让孩子们有最好的游戏

教育，Katie家里有四台高配置的

电脑，5个ipad、1个Wii游戏机和

两个PS系列游戏机，家里的网速

也经过了升级，Katie的家里甚至

要比网络会所还要高级。

她让孩子们玩的游戏也多种

多样，基本上现在比较受欢迎的

她都会让孩子们来玩，比如《部

落冲突》《模拟人生》《精灵

PokemonGo》...

她表示有些游戏世界观十分

庞大，即使是大人也不一定能够

玩懂，所以这样的游戏要等到孩

子们大一点再开始玩。

同时，Katie还说通过游戏，

她的三个孩子交到了全世界各个

年龄的朋友，这要比上学只在固

定的小圈子里活动更有价值，年

纪轻轻就具有了国际视野，在学

校的孩子可做不到。

Katie也有自己的规矩，坚决

不能熬夜玩，8点前要熄灯睡觉，

不能玩限制级的游戏，孩子们遵

守的都特别好。

现在，Katie的大女儿因为自

身感兴趣所以每周都会上一次英

语和数学的课程，而另外两个儿

子对那些一点也不感兴趣，所以

还都只是每天玩游戏，唯一需要

外出的就是每周二的足球时间，

照Katie的话说，那就是每周一次

的体育课。

总之，Katie很满意自己的教

育方式，当然她也希望自己的孩

子们以后能够成材，但她也表示

不强求孩子们改变自己，并且她

还说至少当孩子们长大后会回想

起来，自己的童年过得很开心。

不上学不看书每天
7小时网游的美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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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九岁想出门的心情，就像有

鬼。

之前呢？也想，但想的很空洞。

高中，从来没有真正地安排过日程，

只能对着“出门”这个词发愣。大学

就不一样了，没有早操晚课，只要不

怕点名，逃上几天课，就能连出一个

长假期。如果选择可以不在乎很多事

情，绩点，排名，奖学金……那就没

谁真的能管你了。

我对高中的一切都讨厌极了，当

了三年班长，换了三年桶装水，上大

学，我刻意避开所有社团，只求自己

待着，成都又是一个永远阴天的城市

，忽然，我的时间变得粘稠而悠长。

2010年，微博刚刚兴起，博客还

是互联网主流。我在博客上看到柴静

在各地，各个阶层穿梭，羡慕得不得

了。高考结束，一门心思报了新闻系

，觉得离这样的职业近了一步。

柴静经常写人物，我印象最深的

是卢安克。卢安克是一个德国人，云

游一阵子，到中国广西，对这里的孩

子产生感情，就孤零零地扎在板烈教

书，做翻译。他出过车祸，却说，更

感到和这里的联系；每个月生活费100

多块钱，和小孩在泥巴里玩，所有人

都很信任这个白人。

我感觉，这个人身上带着一种我

模模糊糊渴望的东西，虽然我说不清

楚打动我的到底是什么。我想，卢安

克真好啊，有趣的人生就像这样吧。

柴静也好啊，跟着有趣的人走啊走，

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有趣吧。

现在回头看，我可以轻松地总结

出打动我的志向：无功利性的自由，

脱离具体阶层的观察视角，对“少数

者利益”的偏好，但当时，我可没有

这么精确。

人们常常犯一种错误，认为对自

己的经历，就有绝对的总结权。但少

年的自己没这么多概念，没这么多体

系，就像二进制的基础运算器——贴

合感觉的东西，抓住；不符合感觉，

放下。伸手去抓，踏步去做，幸运的

家伙，会在小路的尽头发现答案，更

多的人导向迷宫。

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了迷宫还

是谜底，我只记得，我开始踏上火车

、汽车，一遍遍出游。

第一次的目的地是北川，那时，

我才上大学一个月，“汶川大地震”

的影响弥漫在所有新生心里。2007年

，川大在黑龙江的提档线还很高，地

震一过，立刻降了30分，直到我们这

届也没缓过来。

才到宿舍，大家都会聊为什么选

川大。有人会提到地震。旁边铺位的

李斯就说，他看到那么多新闻，那么

多感人瞬间，那么多众志成城的事件

，就笃定来这里。家人当然反对，没

拗过，报了新闻系。

地震永远是卧谈的话题，大家回

忆，交流心情，都好奇，现在的灾区

什么样子。九月过去了，十一假期就

在眼前，我忽然和他们提议：“咱们

去震区看看吧？”

“啊？”李斯问，“真去啊？”

我们查了下，汶川路难走，青川

太远，就北川吧！还可以去羌族寨子

看看。很快，在宿舍攒了四个人，结

伴买票，联系农家乐，出发。

山路颠簸，我们路过新县城，擂

鼓镇，在老县城旁边的山上住下，两

年过去，帐篷还是多数人的住所。有

的人挑着柴禾，碰到了，一问，家里

就剩自己，再问，被石头砸了，压在

房子下面，救援来的时候什么样子，

复述心平气和。

到达的第二天，我们去北川地震

博物馆，也就是残破的，还压住无数

具尸首的老县城遗址。我们正襟危坐

地约村长“采访”，到村民抱怨的新

建水泥厂打探，三天后，在山东省援

建的北川新县城停留后，返回成都。

大一的寒假，我回到家里，冬季

的黑龙江太过冷清，家乡的一切平淡

得像是公园里的冰面。我忍了几天，

还是按耐不住想出门的躁动。我也不

知道想去哪里，想做什么，我像是上

满发条的玩具车，能量满满，就缺一

个方向。

恰好有一位高中同学，老家在黑

河，问我要不要过去。黑河在中俄边

境，冬夜的黑龙江，我想到边陲小城

，异域风情，立刻就兴奋了。背着父

母买了车票，做了详细规划，出发前

才告知他们。

出门的第三个小时，我就后悔了

。挤过密密麻麻的春运人群，我守着

过夜火车的一个座位，半夜不敢睡着

，把书包系在脚脖子上。到了黑河，

我只去了趟江边闲逛，没有多余的钱

，只敢住20块钱的招待所床位。然后

按照规划，到北安，齐齐哈尔，每分

每秒，我都像惊弓的小鸟，最后搭火

车回家，内心的期盼都跳到衣服外面

。

太好了！终于熬完了。

确实，那样的出游方法，舒适和

愉悦几乎没有，拮据和窘迫倒是满满

。可是一周后，我又躁动起来，想起

在路上飞驰的幻觉。

盲目的出行再也停不下来。

不仅仅是我，寝室的李斯，岳胖

子，像比赛一样，看谁用最少的钱，

去更多的地方。第二学期清明节，我

花了500块钱，硬座过夜，避开景点

，去了西安、兰州。李斯则向往藏区

，找了另一位伴，搭车走川藏线，到

了理塘，经费耗尽，又返了回来。岳

胖子喜欢爬山，峨眉山华山五台山，

灰头土脸上去，拍了照片就洋洋得意

地发给我们。我们有时候一起出行，

到重庆时，订一个标准间，住四个人

，或者在麦当劳过夜。

到了后期，李斯上高原像家常便

饭，大三的时候，他终于觉得在新闻

系毫无归属感，准备考研到地质专业

。他休学一年，去长江源做环保志愿

者，远离城市，安静复习。我们毕业

后，他跨文理，跨专业，跨学校，以

笔试第一的成绩考到中国地质大学。

岳胖子早早到媒体实习，大二时

候，就给全国性的媒体特约撰稿，很

快，他有了独立的选题，有了差旅费

，能住得起快捷酒店，让我们很羡慕

。毕业前，他就跑了全国2/3的省份，

毕业聚餐，他用稿费豪请了全部男生

。

我呢？我没什么特别的转变。去

了三次云南，住了五晚麦当劳，开始

对漫无目的的旅行有了怀疑。曾经，

随便一个方向就能让我启动。现在，

我渴望更详细的“目标”了。

出游多了，难免遇上意外。

大学第一个暑假，我从福建坐42

个小时硬座去昆明。那个暑假都在福

建，最后十几天，想着在云南玩一玩

。结果，才上车，我就开始腹泻，呕

吐，一趟一趟去卫生间，在逼仄的厕

所，我痛得浑身发抖，最疼的时候双

手顶住铁皮墙壁，在心里读秒，盼望

时间快点过去，一会儿又稍微缓和，

挪着轻飘飘的身子，往座位走。

一个小时后，我趴在茶桌上昏昏

沉沉，周围的人帮着叫来乘警，正好

有一位乘客是医生，帮我诊断，是急

性肠炎，建议下车就诊。

半小时后，到了龙岩站，列车长

给我打好招呼，站台乘务接我下去，

行李箱寄存在站里，我打了个三轮车

，去县医院，挂了一晚上点滴。

异地他乡，独自就医，我实在忍

不住了，给家里打了电话，我妈一听

就哭了。

大学毕业后，回家闲聊，姑姑告

诉我说，那天家里所有人都没睡，等

我消息。凌晨三点半，我输液完毕，

躺在空荡荡的急诊病房眯了一会，七

点左右，离开医院，给家里打了电话

。我妈嗓子都劈了，说，“孩子啊，

你可别乱晃悠了，啊？”

十八九岁想出门的心情，就像有

鬼。十八九岁想出门的心情，就像有

鬼。

这次让我吓住了一阵子，但很快

又恢复了习性。大二下学期，我从成

都到南京，再去天津，到北京，返回

成都。一路上住同学宿舍，见了几个

微博上的朋友，最后行程超出预期，

攒的钱都花完了。

上火车时，兜里只剩下12块钱，

我从同学寝室拿了一包方便面，以为

24小时的火车，应付一下。结果上了

车，才听到广播，到成都需要30小时

。我愣住，更不敢吃那包方便面了。

2011年初，类似于“免费午餐”

的公益活动多了起来。我一直想参与

，想给那种大写的“善良”贡献力量

，但关注的活动都没延伸到四川。

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个调查记者

微博，说在四川寻找志愿者，去统计

需要帮助的尘肺病人。我立刻在下面

留了言。没一会儿，他就回复我，给

我一个当地同事的电话。

第二天中午，我打过去，那边说

很需要人，但是在离成都180公里左

右的乐山市犍为县。他问我有几个人

，我说你等等。撂下电话，我敲了旁

边两个寝室的门。

“乐山那边有个记者在组织志愿

者，帮助尘肺病，一起去吧？”

“行啊”，一个朋友说，“但是

啥是尘肺病？咱们干啥？”

“我也不知道，总之是志愿者，

去了再说吧！”

半个小时后，我给记者打回去。

“老师，我这边有9个人，今天

过去？”

“这么多人？”那边顿了一下，

“行啊，人多了好。你们先到犍为吧

！”

到了犍为，和乐山的志愿者汇合

，混成5组，在两个县，跑了十几个

村子登记信息。乐山话难懂，我们只

好反复确认，尘肺病人的家庭都被拖

垮，看到那种最赤裸裸的绝望，我心

里都打怵。翘课一周后，我们撤了回

来。

之后，那边的组织者就经常联系

我。再去接病人就医，到医院慰问，

帮助剪辑宣传片，我都在成都帮着张

罗。但过了两个月，我发现组织者内

部并不是统一的。有当地的一拨，有

外来的一拨，每拨人都想把志愿者拉

到自己这边。一次处理善款时出现了

争执，我发现病人的代表也有独立的

诉求，尽管这个诉求不合章程。这令

我心中大写的“善良”崩塌。很快退

了出来。

跟着一个更好的组织，是不是好

一点？尘肺病太沉重了，像“免费午

餐”那样，面对的都是灿烂的笑脸，

会不会更愉快呢？

大二的时候，又是在微博上，我

终于看到“免费午餐”进四川的消息

。我和岳胖子，还有另一位同学贝贝

找了凉山州的一所小学，要到校长电

话。村小学信号不好，发短信，约校

长中午通话，校长就提前十分钟到小

学后墙上站着，因为那是唯一信号稳

定的地点。

两天后，我们坐通宵硬座到了西

昌，在火车站包了一辆车，300块钱，

开到山上的小学里。颠到一半，在一

段山腰的土路，司机把车停下，坐地

加价，不加100块钱就不走。

终于到了地方，校长还有两位支

教老师接了我们。校长50多岁，彝族

，普通话断断续续，大意是，三天前

刚来了五个四川师范的学生，拍纪录

片，最后没招待太好，走的时候不愉

快。咱们这儿条件不好，除了土豆没

啥吃的，对不起你们啊！

我们仨已经被颠的头晕目眩，说

校长你客气了，应该是我们麻烦你才

对。

我们在村子里住了两天，如他们

所说，确实只有土豆。但是午餐时，

孩子们的饭菜就丰盛了不少。外面运

输进来的白菜，肉片，学校就两个年

级，二十几个学生，每人拿一个碗，

盛了饭就在土院子里蹲着吃。有孩子

带着自己的弟弟来，也分了一份。看

到满山的笑容，我觉得终于没白来。

支教的老师有俩人，一男一女。

女老师之前是广元电视台的主持人，

身材和气质都很好，声音尤其好听。

岳胖子问她为什么来支教，而且还是

两年期的。她说之前的工作太复杂了

，有时候被叫去酒桌，不太舒服。来

这里反倒舒服。

她和学生关系好，两天晚上，天

黑了，就去学生家做客。我们也跟着

，木土的房子，中央是火塘，一拨人

就聚在旁边聊天。火塘对着的墙上放

着电视机，几个烫了头发的年轻人摆

弄DVD，放歌曲。

忽然，一对裸着的男女出现在电

视屏幕上，年轻人赶紧退碟，旁边的

人轻轻推搡他。终于放对了，所有人

都站起来跳舞，我们三个也被拉过去

，别别扭扭地跟着，居然快乐起来。

中途停了一次电，一片漆黑，我拿出

手机照亮。家里的小女孩靠过来，要

玩手机，我拿出相册给她，每看一张

照片，她就问，“这是谁呀？”，我

还没讲完，她就又点开下一张，“这

是谁呀？”

大三开始，我就出去的少了。更

多的时间都花在图书馆里。

我学会了一堆金闪闪的大词。像

凉山州的研究，读了不少，但再也没

去过，我幻想着自己能更深层次地抵

达那里。虚构的，非虚构的样板也看

了一些，记了好多笔记，时髦的，不

时髦的。

何伟（Peter Hessler）我翻的最

多。何伟来到中国，最早也是支教

，他在重庆涪陵两年，后来，以此

为基础写了《江城》。我觉得，这

种路子是对的，重庆又不远，我也

要去。

大四毕业前，我和女友去了，动

车已经修好，江北边正盖着新区，晚

上，在江边看两岸，blingbling的高楼

大厦，恍惚又一个“小香港”。但是

到了老城区内部，还能看出岁月的模

样。我常常走到一处，就推测，这里

是不是何伟笔下的什么。去了涪陵师

范老校区，已经搬走大半，只有几个

专业学生留着。按图索骥，碰到两位

老先生，问路，他们说，“哦！又是

来找哪个美国人写的地方对吧。上午

才来过一个。”

离开涪陵，先去了重庆，然后返

回成都。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和之前不

同了，找工作迫在眉睫，再也没有绵

延无限的精力，去任何地方，我都带

着目的性。那种粘稠的，本身就能让

人愉悦的时光，没有了，也不会再有

了。

我现在看着什么，都带着书本的

烙印，带着别人的眼睛。现实不再是

可触碰的，它变成了被对照的。原来

，大写的一切都是假的，对现实的触

碰都那么昂贵，要凭借十足的元气，

才能在人生的某一阶段，做那么短暂

的一阵突破。

少年结束了。

毕业前，我把大学时期所有的图

片，都剪切在一个带密钥的硬盘里。

密钥是一张卡片，只有贴近，再连接

，才能看到硬盘里的文件。后来我到

北京，又去大理，搬家多次，硬盘还

在，那张卡片却丢了。

有时候，我想看看曾经出游的图

像，翻箱倒柜，还是作罢。我想，可

能曾经的自己故意开了个玩笑，我知

道硬盘里装着什么，却看不到，就像

现在，我流畅地记录了出游的经历，

但闭上双眼，还是回不到曾经的感情

中，我只是靠着文字，做了一个粗糙

的索引。

去
妳
的
少
年

去
妳
的
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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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纽约 两次被邻居报警搬家

2009年我妈妈和姑妈一起带我来美国，

来纽约我们开始找房子。最初在曼哈顿下城找

到一个公寓，是两居室。那时候除了上学之外

，我要在家练琴7到10个小时，晚上弹琴弹到

11点。琴声招来投诉，投诉我们的主要是楼下

邻居，他们先后报警4、5次，让保安和警察

来敲门。当看到是我在弹琴，不是很夸张地办

派对，警察也就不管了。

几次之后同样是中国人的房东被吓到了，

就一直来劝我们、烦我们，要我们不要影响他

们在管理处的押金，希望我们搬家。那时候刚

好我的妈妈回国了，我的姑妈很怕事，于是决

定搬家了。我们公寓的管理处有一位退休警察

，他了解我们的情况，且刚好在皇后区Sunny-

side有个三房一厅的房子，于是他把房子租给

我们了。我们搬进第一层，一直住到了我毕业

。 去年10月为了方便组织乐团的事，我就搬

到曼哈顿53街和7大道的卡内基音乐厅附近的

公寓。当时我特意跟隔壁邻居打了招呼说我要

练琴，并且愿意和她协商时间，隔壁邻居是一

位印度中年妇女，她当时答应了。

搬进来后，我开始练琴，一段时间之后邻

居终于还是受不了了，天天去向管理处投诉，

给我们臭脸。我下午5点练琴她也投诉，下午

6点练琴她也投诉，周六、周日还是不让弹琴

，她常恐吓我说，她会让警察破门而入把我抓

走，说她会向物业董事处反应，立刻把我赶出

去。她真的是威逼利诱让我们搬家，警察敲了

无数次门。警察也没办法管，但是如果有人报

警的话他也要受理，到最后她敲门我都不理。

今年2月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下去了，于是又再

次搬回到皇后区的房子里。

与父亲吵架 从此自力更生

从茱莉亚预科毕业后，我进入了曼尼斯

(Mannes)音乐学院， 开始学习指挥。父亲对我

的决定有些不满，他觉得学指挥我就不能集中

精力在钢琴上，但还是尊重了我的选择。2013

年暑假时我19岁，放假回国的时候我喜欢跟

朋友在一起，并且也开始交女朋友。我爸爸因

此就很不开心了。他觉得我在钢琴上投入的时

间更少了。有一天我们大吵一架，我顶嘴了，

他就一巴掌打过来，我当时用力把他推开。我

妈妈立即过来阻拦。爸爸说：“你有本事不要

靠老爸，不要花我的钱！”那时我真的爆发了

，不想再受压制。我回到纽约后就再也没有找

家里要过钱。

回来后我暂住朋友家，后来找了一个便宜

的房子，700多的房租。那个时候是最惨的时

候，没有钱，6块钱的午饭要吃两顿。三个月

之后我妈妈带着我的两个妹妹搬过来纽约，我

知道妈妈担心我，于是跟她们搬到了一起。但

是我的心里还是不想靠着家里。现在回忆起来

，我那段时间是成熟最快的时候，进步最多的

时候。我思考了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强项是什

么，到底想要做什么。我学音乐的意义，不是

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出名，而是单纯喜欢这个

东西。我深深明白到音乐是我想追求的东西，

不像是以前，练琴好像是为了爸爸，现在我真

的是为了自己在做音乐了。

于是我开始自己教课赚钱。因为机缘巧合

，一个好朋友结婚生子，把她以前的学生们转

给我，于是每个星期六我要坐火车一个小时去

康州Darien市教课。由于没有车，到了车站之

后由家长来接到教室，一天的课程安排了一共

八个学生，其中七个是4到13岁，另外一个是

60多岁。课程是一对一的，从早教到晚。

一天下来收入400多，那时候就特别感谢

我的朋友，也不觉得累，自己赚钱了特别开心

，有成就感。好在那时我的奖学金有80%，我

自己只需要支付房租和生活费就可以了。

舞台崭露头角 成立交响乐团

2014年2月份我第一次登上了卡内基的舞

台，作为纽约钢琴家协会特邀艺术家表演了钢

琴独奏。同年被中国芭蕾舞团音乐总监张艺邀

请到兰州交响乐团和河北交响乐团合作贝多芬

第五钢琴协奏曲，那是规模盛大的演出，心情

很激动。

成立乐团的动机是因为朋友们纷纷毕业，

但我还想跟朋友们保持联络，就觉得最好的方

式是一起排练和演出。所以，我在一个星期之

内从茱莉亚音乐学院、柯蒂斯(Curtis)音乐学院

、曼尼斯音乐学院和曼哈顿音乐学院集合了22

个应届毕业生，都是我在音乐上的好朋友，我

和他们成立了美国国际室内乐团(ICOA)，这算

是纽约最年轻的古典乐团。

成立乐团之后遇到的最大困难不仅仅是组

织，还有选曲、选场地、谈合约、谈合作。我

成为了真正的一团之长，我们有的是情怀，有

的是梦想，但怎么去实现，是我遇到的最难的

问题。

第一年大家都没有什么经验，逐渐开始犹

豫和怀疑，我的安抚工作做了不少。我们最初

的5场演出都是我一个一个地做思想工作，说

服他们继续下去。磕磕绊绊的过程中，5场音

乐会都很成功，每个音乐家在演出时都很用心

，在台上把我们所有的能量都发挥出来了。

现在我们的乐团在纽约的核心成员，都纷

纷成了纽约爱乐乐团、费城交响乐团、林肯中

心室内音乐协会的成员，还有些人离开了纽约

，加入了伦敦爱乐乐团、柏林交响乐团。但在

我们的年度音乐会上他们还是会回来参加演出

。我们的乐团变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明星乐团

，大家都是专业乐团的签约独奏家、音乐家。

起步艰辛 争取社会认可

我们是一个年轻的乐团，当初成立乐团的

时候是为了朋友之间的友谊，后来通过演出发

现我们之间的凝聚力感染了我们的观众，把他

们和我们也紧密地联系起来。现在我们乐团的

宗旨就是想改变现代人对古典音乐的看法，重

新想象属于21世纪的古典音乐。

我们出去演出经常遇到各种问题。2015年

9月，我们的乐团和Related(瑞联)地产公司签

了音乐系列演出合约。他们是开发和管理Co-

lumbus Circle时代华纳大厦的世界有名的地产

商，他们计划在大厦里面的 Jazz at Lincoln

Center举办8场演出，我们的乐团是最后一场

。当天我们到现场后拿出我们的曲目单和宣传

资料放在宣传台上，但对方说资料上没有他们

公司的Logo，不让我们摆出宣传单，而且说我

们的独奏家没有穿上对方要求的服装。当时气

氛很僵，我们变得很担心。这些细节明显是我

们双方当初沟通不足。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

尽力演出了，并且观众反响也很好。

目前我们乐团有三个项目，一个是跟哥大的

教育项目，二是举办20场的室内乐系列演出，第

三是与纽约爱乐乐团“新大陆计划”的合作。

跟哥大教师学院的合作，主要是为资源较

为缺乏的社区的孩子们教授弦乐器。他们都是

来自布朗士的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每个星期

天我们一个老师带3、4个学生，一共3个老师

，希望音乐能带给他们想象力和自信。从去年

9月开始到今年5月份我们刚刚完成了第一年

度的合作。

与纽约爱乐乐团的新大陆计划的合作，是

刚好遇到纽约爱乐乐团成立175周年，所以我

们会合作举行音乐会，表达承上启下、怀念过

去、展望未来的意义。而且音乐会会将最新科

技与古典音乐结合，也正好符合我们改变古典

音乐的表达方式的宗旨。所以我们乐团委约了

著名作曲家Bruce Adopphe、杰出视觉艺术家

James Rouvelle 和 Lili Maya (Maya+Rouvelle 工

作室) 跨界合作，为乐团谱写新曲。到时候现

场表演过程中，一名表演者会穿戴VR头罩，

置身于虚拟现实中并展开互动。观众从表演者

的视角，通过设置在乐团上方的屏幕来感知虚

拟世界，就像置身于虚拟现实的影院中。这场

演出暂定在今年10月举办。

体验心酸 教课补贴乐团

我很感激乐团每个人对我的信任，但我的

肩膀背着几十个人的重担，怎么去创新、怎么

去经营都是我要思考的。经济上的需要从乐团

成立至今也是我自掏腰包来贴钱，3年来我省

吃俭用的一两万块钱都贴在了乐团活动上。

让我很心酸的是，每场音乐会都有很高的

成本，可是目前很多组织者不尊重艺术家，他

们认为给艺术家机会演出，我们就应该义务演

出。可是我们从小到大，辛苦练琴，很多孩子

没有像我们这样一天7、8个小时练琴，无数

的汗水，但到了社会上得到的却是不被重视。

很多艺术团体都需要通过募款来支持自己

。我们在4月份第一次举办了音乐会预览和募

款活动，是在Cooper Union荣誉校长的家中。

他是一位古典音乐爱好者，通过香港经贸处的

介绍，我结识了他。他对我们乐团宗旨很认同

，也被我们的精神感动，于是决定帮助我们。

当天出席的宾客很多都是他的朋友，大概来了

30多人，我们演出了一些曲目，并且介绍了虚

拟视觉艺术和古典音乐结合的想法，让现场的

宾客们体验了一下视觉技术与古典的冲击。

但当天募到的款项并不多，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不会就此放弃。我们还会再举办类似的活

动，争取更多的支持。

坚持梦想 边弹边指

我最大的梦想是成为录制整套贝多芬钢琴

协奏曲的最年轻的音乐家，到时候专辑就叫做

“边弹边指”—— 就是一边弹钢琴一边指挥

，不拿指挥棒，但是是用头部、眼神和身体其

它部位来指引乐团，这跟单纯的指挥或是单纯

弹钢琴是完全不一样的，需要独特的技巧。我

现在正在练习这一部分。

关于录制“边弹边指”的专辑，这其实是

个很大的挑战 —— 首先是机会的问题，既要

是钢琴演奏家，又要是指挥家；第二，不是每

个乐团都能提供这样的平台，所以这样的机会

是很少人能拥有的。目前我了解的完成了这个

挑战的音乐家一个是伯恩斯坦，一个是巴伦勃

依姆，他们都是在中年的时候演出录制这样的

专辑，而我梦想着能在更年轻的时候完成这件

事。

我今天的小小成绩首先归功于我的老师们

。在茱莉亚预科的时候，我的老师是 Julian

Martin和Victoria Mushkatkol；进入曼尼斯学院

后由钢琴系的系主任 Pavlina Dokovska 以及

Vladimir Valjarevic带我学习；在曼尼斯的指挥

系学习的时候由83岁的Michael Charry带我，

他是George Szell在克利夫兰交响乐团的助理

指挥、Pierre Monteux 的学生；还有老师Mi-

chael Adelson。他们都对我的成长非常重要。

走音乐这条路不容易，但我会一直坚持下

去。

馮大猷 古典音樂創業者
我1994年2月在香港出生，家里还有两个双胞胎妹妹，比我小三岁。我的父亲从小弹了十几年钢琴，他一直有当钢琴家的梦想。但他20

岁左右时，由于家里条件不好，不能再继续学琴， 他投入了商海做生意。所以我和我的妹妹们从小学钢琴也是延续他的梦想。

我从3岁半就开始学琴。我家就像音乐学院一样，客厅一台琴，卧室一台琴，我和妹妹们从小都在弹。那个时候小孩子还不太懂是不是

真的喜欢钢琴，但是我记得我从小就对音乐有感觉，从小家里就播放各种音乐。那时候的钢琴老师是我的姑妈，我5岁开始学小提琴，老师

认为还是很有天赋，但是由于钢琴、小提琴双管齐下时间不够了，所以没有继续再学小提琴，还记得小提琴老师给父亲写了7页纸的一封长

信，是手写的，信里说了一堆为什么应该让我继续学小提琴的原因，但是父母婉言谢绝了。

记得我6岁的时候参加一个艺术沙龙，跟世界知名的钢琴家孔祥东一起演出。当我上场的时候很紧张，中间部分弹着弹着忘掉谱子了，

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画面。于是我灵机一动，自己编了一段，当时心里很害怕，还偷偷看了一眼坐在台下的爸爸。

我9岁的时候开始跟随一名乌克兰钢琴教授波波娃学琴，并且开始参加一些大大小小的比赛，陆续获奖了。12岁的时候因为跟这个老师

学琴，我跟着老师搬去广州，进入星海音乐学院直到15岁，考入了纽约茱莉亚预科班。当时是2009年，我是星海音乐学院第一个考入茱莉

亚预科班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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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Wants To Rein In Pyongyang’s Ambitions But
Not At The Expense Of The Collapse Of The Regime

Any China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Over
Nuclear Program Unlikely To Be Sever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 television screen at a railway station in Seoul 
showing footage of a North Korean missile 
launch. China is under pressure to act against 
the North over its repeated missile tests that 
contravene UN resolutions. (Photo/AFP)
Any additional sanctions by China on North Korea 
over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me are likely to 
be light to ensure stability of the Pyongyang regime, 
according to experts.
Beijing has sensed the urgency of preventing North 
Korea from conducting another test of a nuclear 
weapon, especially ahea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ngress later this year that will see a leadership 
reshuffle, but it was very unlikely for Beijing to bow to 
pressure to get tough on the North from the US and 
Japan.
“The most recent ballistic missile test was Pyongyang’s 
way of expressing anger, but I think this can be 
tolerated by Beijing, since what Beijing cares most 
about is whether Pyongyang is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said Hwang Jae-ho, an expert on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at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in Seoul.
“Beijing will try to put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not 
to conduct a nuclear test 
before the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for the sake of a 
stable environment. Beijing 
knows Pyongyang can 
hardly give up its nuclear 
ambitions, but Beijing can 
put up with Pyongyang’s 
moves as long as the North 
refrains from nuclear tests 
and firing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Hwang 
added.
China is North Korea’s 
economic lifeline and is 
concerned that a collapse 

of the regime would mean a pro-US 
government and US troops right on 
its doorstep.
Huang Jing, an analyst a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aid any 
tougher Chinese sanctions against 
Pyongyang might include curbing 
imports from and exports to North 
Korea, limiting the travel of its 
diplomats, freezing its overseas bank 
accounts and banning luxurious 
products to Pyongyang’s elite 
families.
China exerting ‘productive’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over missile launches, 
says US offici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discussing the timing of a new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that 
would toughen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in response to its 
latest ballistic missile launches, US 
ambassador to UN Nikki Haley said on Tuesday. Japan 
was also seeking to work closely with China over the 

threat from the North.
Lee Kyu-tae, an expert on geopolitics at South 
Korea’s Catholic Kwandong University, said Beijing 
is unlikely to back severe sanctions against the North.
“Faced with mounting international pressure, Beijing 
will surely respond to Pyongyang’s missile launch. 
But sanctions, should there be any, will not be severe 
because the latest missiles launched by Pyongyang 
were all short or medium range.”
China’s U.N. ambassador, Liu Jieyi, made clear last 
week that Beijing’s top priority is to restart talks with 
North Korea following its multiple tests to try to 
reduce tensions rather than impose new sanctions.
North Korea missile crisis must be resolved peaceably, 
says China’s top diplomat
He stressed that all progress with Pyongyang on 
eliminating nuclear weapons from the Korean 
peninsula has come through dialogue. (Courtesy South 
China Post)

An undated official photo shows the launch of a North Korean missile. 
Photo; Reuters/handout

Chinese State Councillor Yang Jiechi (left) and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hotaro Yachi met in Tokyo late last 
month to discuss the North Korea issue. Photo: Xinhua

The Drill Is Underway In The Sea Of Japan That
Separates Japan From The Korean Peninsula

Japan Holds Military Exercises With U.S. 
Carriers To Put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 U.S. Navy destroyer group in the Sea of 
Japan.
TOKYO, Japan - In a bid to deter North Korea from 
accelerating its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 Japanese 
military began a three-day military exercise along with 
U.S. aircraft carriers.
Japan’s navy and air force joined the military exercise 
with two U.S. aircraft carriers in the Sea of Japan on 
Thursday.
Japan's military said in a news release that Japan's 
Maritime Self Defence Force has sent two ships, 
including one of its four helicopter carriers, the Hyuga, 
to join the U.S carriers, the USS Ronald Reagan and 
USS Carl Vinson, and their eight escort ships.
The military further stated that Japanese Air Self 
Defence Force F-15s are taking part in simulated 
combat with U.S. Navy F-18 fighters at the same time.
A Japanese military spokesman further said, "It's the 
first time we have exercised with two carriers. It's a 
major exercise for us.”
Reports no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ent the warships 

to the region after a surge of tens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over fears the North was about to conduct a 
sixth nuclear test.
North Korea is also feared to conduct another test 
as it pursues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capable of hitting the mainland United 
States.
Following North Korea’s recent ballistics missile test 
on Monday,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vowed to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deter North 
Korea.
The short-range missile reached an altitude of 120 
km (75 miles) before falling into the Sea of Japan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The missile landed inside Japan'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where it has jurisdiction over the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maritime resources.
The launch earlier this week came after two successful 
tests of medium-to-long-range missiles within 
two weeks as North Korea conducts tests at an 
unprecedented pace.
Japan is concerned of a massive missile test from 
North Korea, which can already strike anywhere in 
Japan with missiles.
Meanwhile, South Korea's new liberal president, 
Moon Jae-in, who took office on May 10, has taken 
a more conciliatory line than Abe, pledging to engage 
with his reclusive neighbour in dialogue.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com/new)

Related
U.S. – Japan Drills Included  A pair 

of US aircraft carriers and Japanese 
naval vessels

The strike groups of USS Carl Vinson and USS 
Ronald Reagan joined Japanese destroyers Hyuga and 
Ashigara for the exercise in the Sea of Japan (East 
Sea), where Monday's missile landed. 
The drills came as Washington and Tokyo step up their 
rhetoric with an eye to stopping North Korea's missile 
and nuclear programs. 
Pyongyang has now conducted a dozen ballistic 
missile tests this year, in defiance of UN sanctions 
warnings and amid fears that it may be preparing for 
another nuclear test. 
The US-Japan drill on Thursday comes shortly after 
the Pentagon tested an interceptor system to strike 
down a dummy ballistic missile. 
Last month, naval exercises were conducted in the 
same waters with the USS Carl Vinson and South 

Korean and Japanese aircraft taking part. 
Washington described Thursday's drill as "routine 
training". 
"The Ronald Reagan and Carl Vinson Strike Groups 
were joined by the Japan Maritime Self-Defence 
Forces (JMSDF) for routine training to improve 
interoperability and readiness in the Indo-Asia Pacific," 
the US Seventh Fleet said on its Facebook page. 
Japanese military officials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drill. 
The United States has led the efforts to bring further 

sanctions to punish the North and is urging China, 
Pyongyang's main sponsor, 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applying pressure on the unpredictable regime of Kim 
Jong-u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said Monday's missile 
test showed "disrespect" for China, while Japan's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vowed that the "North Korean 
problem i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top priority". 
Along with South Korea, Japan is the most directly 
threatened by Pyongyang's provocations -- Monday's 
test was the second time this year that a North Korean 
missile has fallen close to its shores. 

 An image from the Yonhap News Agency 
shows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pointing at a ballistic missile believed to have 
been launched recently from underwater. 
(Photo/ EPA)

 The U.S. aircraft carrier the USS Carl V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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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誠信技術學院學英語口語，
包您脫口而出！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如果您想
去中國城以外的地方生活、工作，必須講英
語！而有的華人看得懂、聽得懂英語，卻不
敢講或者講不出英語。不講英語，怎麼與美
國人溝通?所以，看懂是騙人的！聽懂是不夠
的！說出來才是自己的！脫口而出是檢驗英
語是否成功的惟一標準！誠信技術學院從6
月5日起開設強化英語口語班，每週一到週
四 ， 早 上 9-11AM， 下 午 1-3PM， 晚 上
7-9PM。口語專家強化訓練，讓您脫口而出
！說！說！說！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這才
是真正的成功，才是通向美國夢的階梯！

誠信技術學院還開有水電、空調班，這
些都是很實用的課程，學完就可以考執照，
就可以應聘工作或者自己開業。在華人的傳
統觀念裏，醫生、律師、老闆是賺大錢的職

業，其實這種觀念在美國已經out了，現在
美國的藍領技術工人越來越吃香，不但收入
高而且工作穩定，再加上也不需要花上好幾
年時間去讀個大學文憑，投入小產出大。所
以，最務實的香港人甚至說“想揀好老公，
就嫁水電工。”

目前，美國的水電工除了收入不俗，前
景更看好。因為在智能化時代，很多行業都
擔心被電腦或機械人搶飯碗，但水電工必須
在現場（on-site）親手處理瑣碎工序，既不
可能被智能程式取代，也難以由中央式的自
動化代勞，在可預見的將來應該飯碗無虞
（除非研發出真正的擬人機械人，但屆時全
人類都會被取代）。

再者，隨著社會分工細緻，現代男人日
益 「四體不勤」，天天穿西裝挺著大肚腩坐

在冷氣房，連簡單的家中水電維
修都不懂，所以西方近年轉而追
捧粗獷又顧家的 Handyman。水
電工既有良好收入和亮麗前景，
再加上夠man，無疑是搶手貨，
行情一路看漲。這個行業平均年
薪 7、8 萬美元，如果自己開業

則賺得更多。
水電工以及冷氣維修工不需要大學學歷

，只需學習幾個月就可以考license。位於好
運大道的誠信技術專業學院就是這樣一家專
門培訓水電、冷氣維修工的專業培訓機構。
校長Ann是資深教育家，在美國的培訓機構
工作多年，深諳培訓之道，也懂得華人的心
理和專長。誠信技術專業學院成立於2015年
，因為學生越來越多，所以最近搬到了好運
大道，擴大了場地，目前可容納100多名學
生同時上課。 Ann桃李滿天下，她說，學習
水電和冷氣課程學期短，見效快，而且英語
不好的新移民也能很快畢業考到License，收
入不遜大學生，是很務實的選擇。

誠信技術專業學院常年開設有冷氣班、

冷氣基礎初成班、電力班、ESL班，隨到隨
學。其中，冷氣初成班專門為高中畢業的學
生開設，只需學習四個星期就可以考 EPA
License，可以買冷媒了。冷氣班則比冷氣初
成班要高級一些，需要學習大約900個小時
，然後可以申請考更高級的License。誠信技
術專業學院也常年開設ESL班，將於6月開
設ESL聽力口語班，每天上午8點到10點上
課，每班12個學生。

如果您是失業人士或來自低收入家庭，
還可以申請政府補助來誠信技術學院學習。
詳情請直接前往或致電誠信技術學院。誠信
技術學院會幫助您實現您的美國夢！

學英語也請到誠信技術學院，參加英語
口語強化班，包您脫口而出！

誠信技術專業學院Faith Technical Insti-
tute,LLC
地址：10161 Harwin Dr, Suite 106, Houston,
TX77036
電話：832-962-7167
網址：www.faithtechnicalinstitute.com

思科網絡工程師培訓開課了，
零基礎都可以學，十萬年薪不是夢！

（本報記者黃梅子）我相信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想發財，
沒有人不想成功。可現實是，如
果你入錯了行，你永遠都不可能
成功。所以，抓住時代的脈搏，
抓住機遇，選對行業，太重要了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創業
的，大多數人只要找到一個好的
行業，好的項目，好的團隊，自
己加入其中，一切就進行良性的
運行當中，一切都在掌握中。這
樣風險可以控製到最小，而收益
可以最大化。現在，就有這樣一

個機遇，只要學習3-6個月，就
能成為Cisco網絡工程師，年薪
達到10萬美金！

Lanecert.com 是一家總部
位於達拉斯的電腦工程師培訓學
校，目前剛剛進駐休斯敦，5月
21日已經正式開課了！剛一開
學就有十來個休斯敦的學生迫不
及待地加入其中，只恨自己早不
知道這個機會！是的，如果你曾
經選錯了專業，或者讀書時GPA
不夠理想，一直沒能找到合適的
工作，又或者屢次被各公司以沒
有工作經驗拒絕。在了解了
LaneCert.com的Cisco網絡工程
師培訓之後，你就會發現這一切
都不會再是問題！

據 LaneCert 的劉校長介紹
，LaneCert 培訓機構是一個網
絡工程師的專業培訓機構，其導
師都有十至十五年的工作及教學
經驗，培養出大量計算機類精英
人才。眾所周知，電子高新技術
區域一直人才短缺，技術人員供
不應求。而在其中CCIE這種職

業人員更為突出。全美統計，
Cisco互聯網專家CCIE只有1萬
人，而這種高新技術人員正為各
大公司所急需。 Lanecert 培訓
機構作為一個專業CCIE培訓機
構，可以指導你進行Cisco專家
培訓，在短時間內突破技術障礙
，考過專業證書，十萬年薪不再
是夢！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多
人可能要打退堂鼓了，認為這是
高科技，很難學。其實，事實完
全相反！這也正是LaneCert 最
大的優勢！零基礎，任何人都可
以學，而且包學會！其一，Cis-
co互聯網程序相對獨立，對於
知識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要求
，任何人只要想要改變便都能達
成目的！其二便是速成但是保質
，幫助你在3到6個月的時間內
完成現在到Cisco專家的轉變，
並且保證了你的知識框架技能完
全勝任這個工作！其三，Lane-
Cert的導師曾在中國任教，在考
試技巧上有獨到之處！如果您實

在擔心自己考試發揮失常，
LaneCert 承諾免費重修課程直
到考到執照為止！而且 Lane-
Cert承諾幫助找到年薪十萬的工
作，如果找不到工作，LaneCert
僱傭你！

改變命運的機會或許就只有
這一次，你，想要抓住嗎？
Cisco互聯網專家培訓CCIE，隨
到隨學，試聽免費。

LaneCert 是經美國政府授
權的職業培訓學校，失業人員可
申請免費學習。如果你沒有工作
、留學生要找到工作辦身份、或
者對現有工作不滿意，請來
LaneCert，給世界一個證明自己
能力和價值的機會，世界將回報
給你十萬以上年薪！
LaneCert休斯敦分校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4,
Houston, TX77072
電 話 ： 832-539-3333；
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美南浙江同鄉會5月28日晚在珍寶樓舉行二周年慶典
及吳因潮、王峻新舊會長在中領館副總領事趙宇敏、該

會董事長龐衛平見證下舉行交接儀式

5月28日周日下午4點，周洁曉慧舞蹈學
校第四屆“精品薈萃”舞蹈專場在美國休斯敦
周洁曉慧舞蹈學校Katy分校小劇場隆重上演!本
次專場由家長和老師們共同籌划運行，美中國
際藝術教育聯盟(Welcome International Arts
Education Alliance)、周洁舞蹈基金會、美國-
中國舞蹈家協會聯合舉辦；意在給海外華裔青
少年搭建展示平台,運作四年來深得總領館和休
市各界好評。本次專場是小舞者的精品匯報，
也是优秀老師們原創作品的精彩展示，更是一
場傾注愛心和深情的中西舞蹈對話和盛宴!

雖然是長周末,許多家庭出城休閒,但小劇場
還是座無虛席!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文化參讚解
飛,文化領事劉一然,僑務領事張鐵虹也在百忙之
中抽身前來觀看演出.本次”精品薈萃”共有節
目38個,舞种涵蓋古典舞,民間舞,芭蕾舞,當代舞;
舞蹈形式分別有獨舞,雙人舞,群舞.讓人們讚歎

的是每一個舞蹈都是老師們的原創作品;每一段
音樂都由老師們自己剪輯;每一套演出服都由老
師們親自設計,但這38個節目絲毫沒有重复和雷
同而引起觀眾們的審美疲勞，兩個小時的演出,
最小年齡的才不到7歲,觀眾們都被小舞者們嫻
熟,激情的表演深深地吸引,沉醉,進而讚歎,掌聲
連連!更為惊喜的是几位美媽和理工科爸爸們一
起秘密排演的”玫瑰華華茲”舞作為壓軸上場
引起全場轟動,豪華晚裝配上嫻熟的舞步,可謂是
輕盈瀟洒,象极了一朵朵盛開的玫瑰!晚會結束后
,文化參讚解飛上台向老師和學生們表示祝賀,并
告訴老師們:”請把精品保留下去,期待你們能帶
精品回國,做一次國際交流!”加油啊! J&H! 我
們一定可以的 !

連續四年的”精品薈萃"晚會主要組織者學
生家長張梅女士說:老師們的儘心儘責和才華,學
生們的堅韌和好學,再加上家長們的支持和付出,

才得以有今天大家所看到成果!是
啊,J&H有幸有諸多酷愛中華文化
及舞蹈藝術的學生們,有幸有如此
全身心付出時間,金錢和精力而不
求回報地來輔佐學校的文化推廣和
傳播的家長們!整場”精品晚會”
除了舞蹈作品的排練由老師們負責
外,其余的都由學生和家長們負責.
連續四年,晚會的海報和T恤都是
由學生 Christy Zhang 和 Carolyn
Zhang設計;學生們還神秘地偷排了自己創作的
舞蹈和模仿秀給老師們帶來惊喜;舞台的背景,燈
光要求,音響操控,劇場接待,攝影,攝像,慶祝餐會
等等大小事項都由家長們全心付出,且個個做得
專業,完美!

暑期課程，秋季課程和夏令營繼續招生,內
容丰富,歡迎來電 咨詢:總校 713-516-5186;

Katy 分校 832-606-8809www.jhdancing.com
Email: jh@jhdancing.com;

周洁曉慧舞蹈學校第四屆”精品薈萃”舞蹈晚會完美
落幕----僅獻給J&H建校二十周年

(本報記者黃麗珊) 美南浙江同鄉會於5月28日晚上6時30分至晚上10
時30分在珍寶樓舉行二周年慶典及新舊會長交接儀式，吳因潮接任王峻擔
任新會長。當晚，中國駐休斯敦副總領事趙宇敏、僑務易領事 聯邦眾議員
Pete Olson的華裔助理張晶晶、美中商會休士頓分會會長李少林、亞裔商會
主席趙紫鋆、德州地產負責人李雄、名會計師信心，著名畫家張要武、徐建
勳律師、美南新聞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社長朱勤勤，企業家賴賢烈、中國
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副執行長方一川、劉妍卿梅以及中國旅美專家協會
會長林其湧、廣東同鄉會會長商粵生、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東北同鄉會
會長張玉成、山西同鄉會會長張亦勤、江蘇同鄉會會長陳韻梅、上海聯誼會
會長Cassie Chen,東北商會會長高緒春、上海聯誼理事長王紹安等各僑社負
責人和旅居大休士頓地區的浙江籍華人500多人共襄盛舉。中國駐休斯敦副
總領事趙宇敏是浙江人，他讚揚浙江同鄉會近年來取得的成績，期待旅美浙
江籍鄉親積極促進家鄉建設，促進中美友好發展。前會長王峻致詞，作為美
南成立的第一家浙江同鄉會，兩年以來，在全體理事努力下，浙江鄉親以此
為平台，增進了旅美浙江人的聯絡往來。同時在融入社區，努力為鄉親和家
鄉辦實事、辦好事，特別是在輸出海外優秀人才、商貿、傳統文化交流、友
好中美城市互動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美南浙江同鄉會新任會長吳因潮表
示，兩年前，我們美南浙江同鄉會在前會長王峻先生和顧問龐衛平女士以及
眾多理事的不懈努力和同鄉們的大力支持下正式成立。

我們离開故鄉來到美國生活、今晚能在這里相聚，听到熟悉的鄉音、結
交更多的鄉親、結識更多的朋友、身為浙江人，我感到十分自豪。美南浙江
同鄉會，作為美南地區美最大的浙江籍僑胞組織，自成立之始，就秉承以聯
絡感情、增進友誼、促進發展為己任，努力為旅美鄉親和家鄉辦實事、辦好
事，積极推動商貿、文化交流与發展。

我們高興的看到，旅居美南地區的浙江藉僑胞，身在异國他鄉，融入多
元社會，奮力拼搏，樂善好施，其中不乏各种感人之舉，許多鄉親在服務社
區和僑胞中默默奉獻著，這是我們同鄉會的光榮与驕傲。

我非常榮幸當選為新一屆美南浙江同鄉會會長，我將努力按照浙江同鄉
會章程，繼續促進會員間的信息交流，加強浙江同鄉之間的友誼，組織同鄉
活動，為會員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和服務。同時進一步加強与浙江省有關部
門的聯系，促進美南地區与浙江各行業的科技、文化、教育、經貿以及人才
等方面的交流，搭建中美科技、文化、經濟交流平台，服務僑社，促進家鄉
發展。努力加強与社區各社團之間的團結協作，增強華人參政議政意識，攜
手共創華人繁榮發展的新篇章。展望未來，我們要繼續發揮紐帶和橋梁的作
用。努力開拓、增進會務，為促進中美友好合作和家鄉的經濟發展多作貢獻
。

當前，習主席构想“一帶一路”，放眼全球。浙江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
地區和沿海發達省份，在“一帶一路”中扮演重要作用，浙江地處長江黃金
水道和南北海運大通道交匯處，是“一帶一路”總体格局中的重要節點。我
們相信，“一帶一路”也將會為中美經濟發展起到積极作用，作為旅美浙江
籍僑胞，我們要積极擁護這一壯舉，為“一帶一路”的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

預祝大家來年發展順利！閤家歡樂！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會上，新任會長吳因潮向新一屆理事頒發聘書，並頒感謝獎牌給王峻前

會長。榮譽會長王峻精彩演出的文藝節目及現場拍賣與抽獎為晚會高潮。顧
問賈忠攝影作品,拍出700美元高價,由名設計師購得。大家度過值得記憶歡
樂時光。

趙宇敏副總領事與中國人活動中心劉妍副趙宇敏副總領事與中國人活動中心劉妍副
執行長執行長,,美南日報李蔚華董事長美南日報李蔚華董事長,,朱勤勤社長朱勤勤社長
在美南浙江同鄉會二周年慶典晚會合影在美南浙江同鄉會二周年慶典晚會合影.(.(記記
者黃麗珊攝者黃麗珊攝))

在中領館副總領事趙宇敏在中領館副總領事趙宇敏（（右一右一））和美南和美南
浙江同鄉會董事長龐衛平浙江同鄉會董事長龐衛平（（左一左一））見證下見證下
，，前會長王峻前會長王峻（（左二左二））把印信交給新任會把印信交給新任會
長吳因潮完成交接長吳因潮完成交接。。((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美南浙江同鄉會新任會長吳因潮與新一屆美南浙江同鄉會新任會長吳因潮與新一屆
理事合影理事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周洁曉慧舞蹈學校第四屆周洁曉慧舞蹈學校第四屆””精品薈萃精品薈萃””舞蹈晚會圓滿成功舞蹈晚會圓滿成功,,高曉高曉
慧校長慧校長、、指導老師們指導老師們,,主要組織者家長張梅女士及所有演出者主要組織者家長張梅女士及所有演出者、、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文化參贊解飛合影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文化參贊解飛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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