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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犯罪嫌疑人结伙作案,用时1分

28秒抢劫一家金店,之后驾驶摩托车逃匿

,故意迂回2000多公里扰乱警方侦查视

线。53个小时后,警方侦破此案。沈阳警

方今天向《法制日报》记者讲述了此案

的侦破经过。

今年5月5日12时39分,在沈阳市法

库县团结街某金店内,一名戴黑色头盔的

男子走到店内的2号柜台前,抡起铁锤砸

碎柜台,抓出黄金手镯、手链等装入黑色

挎包。事后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抢走黄

金首饰4201克,价值人民币138万元……

整个作案时间只有1分28秒!两人骑

着一辆红色摩托车逃离现场。

随后,由辽宁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

王大伟任总指挥的“5· 05”专案指挥部

成立,确定该案为“2017辽宁省一号公案

”,抽调200余名警力破案。

警方先后对金店内13名员工及现场

周边36家商铺从业人员进行了询问,同

时又对县内其他6家金店相关人员进行

询问,摸排案情。

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邓万宏介绍,原

以为这是团伙所为,应有事前预谋踩点过

程等,但随着工作的深入,发现这起抢劫

案不同寻常,有价值的信息很少。

但很少不等于没有。5月5日下午,

案发地周边一家快递公司的女员工回忆

称,案发前有两个骑摩托车的人在快递公

司门口抽烟,一名男子把头盔摘了下来。

警方根据女员工的描述画出了嫌疑

人的脸部基本特征,两名嫌疑人均为中青

年男性,身高1.7米以上,驾驶一辆红色摩

托车,尾部货架上有黑色包裹。指挥部调

取了案发时段在法库县住宿的重点人员

信息,逐人开展工作。

沈阳警方又分赴铁岭市、调兵山市

、昌图县、阜新市、彰武县等地,与当地

警方配合,查找与本案相关的人员信息。

在法库县慈恩寺乡汪家沟村的一个

小卖店中,民警们发现了一段只有十几秒

钟的视频影像,显示两名犯罪嫌疑人向康

平县境内驶去。犯罪嫌疑人的逃匿轨迹

逐步清晰。

“犯罪嫌疑人布了很多迷局,来回走

了一个椭圆形的迂回路线,骑着摩托车行

驶了2000多公里。”邓万宏说。

随着警方侦查进展,最终锁定两名犯

罪嫌疑人已经换乘车辆潜回了沈阳市皇

姑区。

专案组民警通过视频查询与技术比

对,首先锁定犯罪嫌疑人路某某藏匿在皇

姑区嘉陵江街上的一个旅店,侦查人员在

路某某房间门口蹲守了几个小时,等他出

来上厕所时将其制服。

5月8日7时许,4名民警迅速冲入另

一名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家,将胡某某抓获

。令人后怕的是,胡某某欲掏出藏在床下

的手枪反抗,这支手枪配弹34发且子弹

已经上膛。民警在胡某某家中缴获被抢

的全部黄金饰品。至此,案件侦破只用了

53个小时。

据犯罪嫌疑人路某某交代,其与胡某

某在网络上相识,因人生不如意,随后一

起策划抢劫金店。5月3日,路某某与胡

某某在吉林省四平市城郊见面,随后,两

人一路骑摩托车驶入辽宁境内,后走到法

库县直接作案。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

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沈陽金店大劫案細節：
嫌疑人布迷局 警方53小時破案

无论是驾车，或是平日里听广播

，经常会有人在偶然发现的电台频道

听到一些很“污”的医疗广告，内容

大多关于男性生殖健康，“专家”和

“患者”的对话让人不堪入耳。今年4

月，重庆警方抓获了刘某等11名涉嫌

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的嫌疑人。

近日，重庆市巴南区检察院以涉嫌扰

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对刘某等

11人批准逮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推广业务，他们选择架设黑电台

今年34岁的刘某隶属于广州某医

疗投资公司。2016年，刘某来到重庆

，在南岸区开设了一家男科生殖泌尿

外科门诊。今年2月初，门诊部正式营

业。

要想生意做得好，推广宣传不可

少。不过，刘某却“剑走偏锋”，他

不依靠媒体平台打广告，而是和另一

位负责人孟某联系安装无线电发射装

置，靠黑电台进行宣传。2月22日，

刘某找到可以帮忙打电台广告的陈某

，并向对方提出要求——在重庆主城

区都要听得到他们门诊部的业务广告

。广告的内容由陈某提供，占用电台

频率。刘某平时还会开车四处巡听。

在渝北区开设门诊部的徐某，和

刘某隶属于同一家公司，他于2016年3

月开始营业男科门诊，通过发传单的

方式进行宣传，但效果很差。2016年

下半年，刘某找到徐某，提出可以架

设黑电台进行宣传。

“一个月一台发射器要支付5000

元。”徐某说，刘某当时为该门诊安

装了12台发射器，自己的生意随着这

些黑电台的播出也变得好了起来。

四处租房，只让黑电台设备住

3月中旬，孟某从刘某的门诊部离

职后，在一家医院内承包了男科泌尿

外科门诊。为了进行推广，他找到陈

某等人，希望通过黑电台来推广自己

的门诊。

为了让黑电台设备掩人耳目，孟

某从广州、东莞等地买来设备，并在

巴南、南岸、渝北等地租房，只为让

这些设备分散安置，发送无线电信号

。

“每安装一台，要投入近3万元。

”孟某说，除了1.5万元的设备钱，他

还要支付8000元的工钱以及房租、押

金、中介费等。

孟某介绍，刘某很早便对黑电台

一事懂行。一方面他自己找外人给门

诊部搭设黑电台，另一方面自己也从

事这方面的安装工作。今年年初，他

就带着孟某和华某来到南岸区某小区

，教他们如何安装黑电台。

华某在刘某所在的门诊部打工，

他参与到这起案件中的原因则为了赚

更多的钱。华某说，他和孟某、刘某

分成，除了一个月6000元的报酬外，

还可获得每台装机费700元和来院病人

每位40元的提成。

遍布重庆，29个出租屋安装了36台黑

电台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此案黑电台

安装的范围很广，两个月里，11名犯

罪嫌疑人在重庆市巴南、江北等29个

出租屋共安装 36台黑电台，占用了

FM85.9 至 FM105.3 等多个频道。嫌疑

人安装的黑电台没有到国家的相关单

位登记备案，采用功率为1000瓦、辐

射范围一般10公里至20公里的设备。

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发现黑电

台有“三低一高”的特点——门槛低

、成本低、风险低、利润高。不法分

子通过网络购买发射机、播放器、天

线等电台部件，租赁高层住宅或写字

楼架设装置，简单设置后，就可以滚

动播发广告。黑电台安装隐蔽、大都

经过精心伪装，再加上远程智能遥控

、定点播放等方式操作，导致查处难

度较大。

此外，在高额利益驱使下，部分

企业擅自生产超出核准范围的广播设

备并销售，已形成从生产、销售、组

装到利用黑电台实施销售假药、诈骗

等违法犯罪活动“一条龙”利益链条

。

2015年 11月 1日起施行的《刑法

修正案（九）》降低了构成扰乱无线

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的门槛，并增设加

重情节的量刑档次。违反国家规定，

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

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

通讯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警方端掉黑电台：
大多关于生殖健康，对话不堪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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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到了，又到了大人孩子都热

得不要不要的季节了。朵妈前几天下

班路上，更是见到一个1岁左右的宝宝

穿了一个肚兜儿、光着下半身就被家

人带出来晃悠了，这画面简直不要太

引人注目。

实际上，夏天虽然热，但对于抵

抗力不如成人的宝宝们来说，过度贪

凉是不可取的!

我们可以让宝宝穿少点、可以给

宝宝吹风扇、可以让宝宝吹空调，但

是注意，别让宝宝这两个部位受凉了!

1、小肚子不能着凉

细心的妈妈都会观察到，宝宝们

的肚子看起来要比我们成年人的更鼓

一些。这是因为婴幼儿的腹壁肌肉尚

未发育成熟，腹肌没有足够力量承担

身体脏器的重量，因而下腹部会比较

突出。

肚子是人体的脾胃之所，保持肚暖

即是保护脾胃。用古人的话来说，那就

是“腹为五脏之总，故本腹喜暖”。

对成人来说，肚子受凉了，都很容

易招致疾病，更别说年幼的宝宝了。

如果宝宝的小肚子受凉了，冷空

气会直接刺激腹部，宝宝就可能会因

此出现腹痛、呕吐、发热等症状，从

而损伤脾胃功能，使身体很多机能不

能正常稳定地运转。因此，“肚暖”

是宝宝夏天护理的重要一环。

要做到小肚子不着凉，那妈妈们

就要做到以下几点了：

1、即使宝宝很热，但也不能让他

光着肚子吹风扇、吹空调。

2、小月龄的宝宝，最好穿连体衣

，避免裤子和上衣“分离”，露出小

肚子。

3、不管是大宝宝还是小宝宝，进

餐后一定不让光着肚子露出小肚皮，

因为进餐后人体的肠胃蠕动正在运作

，此时光着小肚子，更容易出现“着

风”的情况。

4、夜间睡眠，注意用薄毯子盖在

宝宝的小肚子上面。

5、如果担心宝宝夜间踢被子，最

好的办法是给宝宝开空调。一般来说

，宝宝踢被子通常是因为室温太高了

。而房间开空调时，温度是比较舒适

的，能减少宝宝踢被子的情况。

2、后颈背部不能受凉

判断宝宝冷不冷，很多妈妈的第一

反应是去摸宝宝的手脚，其实正确的做

法，应该是去摸摸宝宝的后颈背部。

对此，儿科医生崔玉涛是这样解

释的：孩子的心脏力量相对较弱，每

次泵血后到达四肢末端的血量很少，

我们就会感觉孩子的手脚比较冷。只

要家长摸着孩子的颈部温暖，就不用

担心。

前不久，一个朋友因为这事跟老

公吵了一架。

事情经过是，朋友的老公带着宝

宝在空调房待了很久，朋友摸摸宝宝

的颈背部，发现温度偏凉，赶紧提醒

老公把空调的温度调高一点，或者给

孩子穿多一件薄外套。

谁知她的老公这样回应：“你怎

么就知道宝宝着凉了呢?你看到他打喷

嚏流鼻涕了吗?”

朋友瞬间哑然，这样的老爸生来

就是坑娃的啊!要知道，等到宝宝出现

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时，已经是感冒

的状态了。难道要等宝宝生病了，我

们才来注意这个问题吗?显然不是的!

当我们摸到宝宝的颈背部比较凉

时，那就说明宝宝不能继续待在这样

的室温里面了，或者说宝宝穿盖得不

够，提醒父母在这方面做出调整。

不想宝宝着凉，做好这点非常关键!

不少妈妈还会有这样的困惑，很

多时候，宝宝明明穿够了衣服，但还

是会着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真正的着凉不是因为穿

得不够，而是因为宝宝出汗后吹风才

引起。

避免这一点，妈妈们应该做到：

1、别让宝宝从高温的室外，一下

子进入温度较低的室内。一定要给宝

宝擦干汗，稍等片刻，等宝宝不那么

热了，再进入开着空调的室内，同时

注意室内的空调别开得太猛，以

26-28℃为宜。

2、别让宝宝刚运动完，满头大汗

的就去吹风扇、吹空调，尤其是不能

对着空调口直吹。

3、不要时捂时脱，让宝宝的身体

经历较大的温差。

4、夜间给宝宝开空调或盖被子，

温度适宜就好。

5、宝宝睡觉时，被子别贪多，否

则宝宝会因被子太多，半夜踢被子而

着凉。

夏天 別讓寶寶這兩個部位受涼

孩子一出生，夫妻原本平静的二人

世界将画上句号。多了一个孩子，家务

活成倍增加，育儿理念常出现不和等都

可能导致夫妻关系紧张。不过，提前做

好心理准备，从

以下几方面努力

，就能安然度过

这一阶段。

优先保障睡

眠。多项研究发

现，人在缺乏睡

眠时，一旦遇到

不顺心的事情更

容易动怒、产生

敌意等强烈情绪

反应。夫妻任何

一方前一天晚上

没睡好觉，都会

增加争吵几率。

因此，孩子出生

后除了精心养育

之外，首要任务

就是确保自己睡

眠充足。

相互理解包容。当伴侣对你大呼

小叫、忘记做你交代的事时，不要生

气，不妨将其怪罪在睡眠不足或压力

过大上。这样有助于保持头脑清醒，

防止夫妻将小问题变成大矛盾。不妨

反复告诫自己“这不是他/她的错，

是睡眠不足所致。”

多点感谢欣赏。有研究发现，越

懂得感恩的人，婚姻满意度越高。这

一点在生娃后的这段时期尤为重要。

肯定伴侣的努力，并一起商量完成好

各项家务。培养新的亲密习惯。生娃

后，夫妻把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孩子

身上，两人可共同培养一个不太耗时

的新爱好，如疲劳时一起听一首音乐

，给对方读一段书等，能快速弥补夫

妻间的交流缺乏。

夫妻彼此同情。如果对方对你不

理不睬，这并非表明伴侣不在乎，只

是他/她整天忙得焦头烂额，无暇告

诉你他/她其实很在乎。为了有效排

解郁闷，夫妻每周可安排一次“抱怨

时间”，坐下来诉诉苦。了解对方的

困境和感受后，会让你们更有同病相

怜之感，进而保持“我们”，而非一

个“你”，一个“我”。

生娃后 怎样迈过婚姻危险期？

这里是繁华的城市中心，宽阔的林

荫大道上，车水马龙，行人更是川流不

息。大道的一侧是中级人民法院。另一

侧矗着一座10层楼的律师大厦，正上

方一个巨型的电子屏幕，变幻着色彩，

醒目地映出字幕，每打出一行大字，都

吸引着眼球，震撼人心：官司不赢不收

费，拥有广泛社会资源，专攻重大疑难

案件，多位资深律师办案，免费法律咨

询，为百姓做事，全年无休日。律师代

理范围：更是包罗万象，无所不能其及

。说的是服务宗旨，好比如来佛祖从天

而降了。而且报纸和电视台轮番播出这

个广告。

楼上有一人高的6个金字：民生律

师大厦。门前笔直地站立着两个高大威

猛的保安，目不斜视，像二尊塑像威严

庄重。阳光下，万物生辉。

赞赏的眼光目睹这一切，足以让请

律师申诉的人刮目相看。人们好奇地驻

足观望。人群观望中有一个人名叫赵升

的，心事重重。他为弟弟被谋杀死亡打

官司，拼争了10年，竟然得不到立案

。多次申诉被公、检、法拒之门外，请

律师都摇头不予受理，到省、市信访局

上访，都应付了事，泥牛入海，无人问

津。到处受到冷落，备受煎熬。他站在

这里凝视许久，毅然走了进去。

大厅门内一字排开10余名青年男

女，穿着笔挺的西装，白衬衣，一起向

他鞠躬，并齐声说道：“欢迎光临。”

最醒目的地方有一个视频，是省电视台

著名主持人，赵晰在反复播送着律师大

厦的〈服务宗旨〉。赵升听的最悦耳的

是官司不赢不收费。其中一位年轻女士

上前来说：“您请律师吗？”

“是的。”赵升答到。

“您跟我来吧。”在她引领下走进

一个装修阔绰的办公室。 这样的办公

室有10多个，人们络绎不绝地被接待

员领进去，热情地交谈，案情被详尽地

记录下来。还有一些人坐在大厅的长椅

上等候接待。

赵升详谈了案情，同时还递交了一

份案由、案情、证据、申诉请求的控告

状。接待他的女士姓刘，看来是学过法

律的行家里手，对案情的分析很在行。

赵升觉得从没受过这样的礼遇，过去上

告有的甚至称他为刁民、疯子。这位女

士告诉他：“这个案情属于疑难大案，

初步看来我们可以受理，并有打赢官司

的把握，估计对方要赔偿百万。官司不

赢不收律师费，打赢官司收赔偿的百分

之10。这一切得楼上资深的律师全队

要彻夜研究办理方案，你须交研讨费

1000元。”赵升觉得如鱼得水，一身

轻松。索性在这位女士陪同下去交款。

没料到四个交款窗口都排队交款，赵升

排了10分钟，1000元交上了。又被那

位女士客客气气的送到门外，并说：

“等我的电话。”

第三天那位女士给赵升打来了电话

，让他来一趟。还在那个办公室，对他

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团队研究可

以受理此案，并有胜诉的把握。如果你

同意将报北京总部，由总部专家律师研

究，拿出办案的决策意见，并请高层政

法领导批示处理意见。这样这个案件就

通天了。你还得交1000元的手续费。

你放心，官司不赢是不收律师费的。”

赵升似乎看到了曙光，既然这里这么认

真负责，态度诚恳，便又排队交了

1000元。又回家等消息去了。没过两

天又是一个惊喜，北京总部批准办案了

。需交10万元律师办案押金，案件胜

诉控告人可得百万赔偿金，如果得不到

赔偿，返还抵押金。赵升一愣神觉得进

退两难了。便无奈地将存折中的2万元

取出来交上了。那位刘女士说：“余款

8万元七天内交齐，我们律师就启动办

案了。”赵升下了决心，就是砸锅卖铁

，亲朋好友中去借也要铁心把官司进行

到底。刘女士笑着说：“进行到这一步

了，您可以获得殊荣，同办案律师见面

了。”赵升觉得打10年官司，头一次

这么客气的受到接待，便兴致勃勃地跟

着乘电梯上了9层。刘女士说：“10层

是我们老总办公室，是禁入的。”

我们禁入律师办公室，是一位中年

女性，高挑个，披肩发，黑西装，白衬

衣，很时尚的女律师。经刘女士介绍，

热情地同赵升握手，寒暄过程中，律师

强调尽快交齐抵押金，尽快办案。我们

有百名律师团队，有广泛的人脉关系，

强大的社会资源。拿下你这个案子是小

菜一碟。赵升心里顿时产生狐疑，靠人

脉关系打官司，岂不是靠走后门办案。

从而反诘到：“中央领导是你姐夫吗？

”律师答到：“这事只能你知道，对外

可别说。”赵升一笑了之。不知她这话

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给赵升的认象

，尽是吹嘘说大话，没有律师的气质。

从办公室出来，刘女士问到：“我们的

律师怎么样？”赵升随口说到：“我看

她是家庭妇女，老娘们。”

又回到一楼办公室，赵升觉得很难

预料，办案过程中还会出现收费的新花

样，便对刘女士说：“我还有个疑问想

问一下。”刘女士说：“问吧。”赵升

沉思了一下：“我交齐了10万元抵押

金，还有什么费用要交吗？”刘女士是

个实在人，她说到：“办案中调查、取

证、应诉发生的食宿费、差旅费，都是

有票据的。你们必须及时付款，律师本

人不能垫付，可不能影响案件进展。”

说到这里赵升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这

意外的费用可是没有限额的，报销的票

据好弄，花多少钱是个无底洞，不由得

心火上蹿，头上冒汗了。自己遇上的是

迷魂洞，踉跄了一下，身子骤然抖了起

来。刘女士急忙问：“您怎么了？”赵

升镇静地说：“有点感冒，回家吃点药

就好了。”赵升回到家满肚子闷气。律

师的水平他信不过，靠的是人脉关系，

走后门办案。更不靠谱。官司没打就收

了许多钱，打官司过程中的花销还是个

未知数，打不起这个官司，让他苦不堪

言。不仅眼前还差8万元拿不出，今后

的费用更是承担不起。眼泪夺眶而出。

宁愿不告了，盘算着怎么退回那2万2

千元钱吧。那可是唯一的积储。满脑子

的伤心、懊悔、绝望。第二天一点精神

也没有了。找到刘女士，便得逢场作戏

了，述说心脏病复发须住院治疗，官司

不打了，退钱去看病，以后有了钱再请

你们继续打官司。赵升近80岁的人了

，身子虚弱得脸色苍白。刘女士好言好

语地劝说，不要半途而废，剩下的8万

元钱，以后慢慢凑也可以，退钱很难办

了。赵升急火攻心，心跳加速、烦躁、

不安，脸色变得纸一样白，心像刀绞痛

得浑身颤抖，眼里噙着泪水，晕在了地

上。

刘女士吓傻了，慌忙给领导打电话，

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刘女士把领导的决

定转告赵升：“答应给你退款了，一个月

以后你来取款，现在资金紧张。”

一个月以后，赵升跌跌撞撞地来到

律师大厦，答复是领导出门了，过二天

再来。又过了二天，答复是再等二天。

赵升气得脸上阴云密布，鼻子都气歪了

。勃然大怒，骂到：“你们而言太冷酷

无情了，不打官司还收费，你们不是民

生律师大厦，是坑民大厦！今天不退款

我去市政府告你们。”当时前来办理委

托律师打官司的正十分火爆，周边几家

律师事务所门庭冷落，想打官司的人都

集中在“大厦”这里了。“大厦”的领

导怕影响他们的生意，急忙将赵升安排

在办公室进行了一番安抚，而后说：

“为了你这个案子我们没少花费人力物

力，造成了一些损失，而且是你违约在

先，扣你5000元钱，减少一些我们的

损失，如果你不同意，钱退不了。你若

控告我们，败诉的是你，你一分钱也得

不着。”

赵升觉得最怵头的就是打官司，面

临走投无路的地步，见好就收吧，点头

同意了扣款。财务的会计说：“先收那

2000元的研讨费已经花掉，抵押金扣

除5000元退返15000元。你在收条上签

字取款吧。”赵升颤抖着手，歪歪扭扭

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取钱回家了，白

白损失7000元大病了一场。

半年以后，短命的“民生律师大厦

”人去楼空，老总马鼎臣携两亿款失联

了。原来这是一个以各种名堂只收款不

办案诈骗钱财假冒的办案坑民大厦。

赵升听到这个消息后，恨得咬牙切齿，

同时庆幸自己收回大部分投资。拄着拐

杖脚步蹒跚地来到律师大厦，想看一眼

如今败落的景象。没料到2000多人义

愤填膺地在这里集结，人们惶恐不安、

暴怒地打着讨还血汗钱的横标，高呼着

口号，愤怒的人们用石块、砖头投向紧

锁的大厦门窗，发出玻璃的破碎声。人

群中发出骇人的叫喊声。门前大道上人

越聚越多，被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堵得水

泄不通，对流的车辆停滞在大道的两端

有数千辆。这时传来警车的笛声，武警

部队、防爆部队和警察有一千多人一起

拥过来维持秩序、疏通车辆。可是毫无

作用，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情绪像海浪

风起云涌。局面很难控制。

这时一台警车的高音喇叭响起：

“市长来跟大家讲话，肃静！”警车旁

站着一个人，一个凝重的声音说到：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郑重地向大家宣

布：一、律师大厦事件被正式定位诈骗

案，已经发出紧急通缉令，开始追逃大

厦的犯罪老总和有关犯罪嫌疑人，严加

惩处。二、现已查封律师大厦的银行帐

号和所有资产。所得财务返给受骗人，

减少人民群众的损失。三、此案由市公

安局经侦大队处理，成立了专案组，有

任何诉求到那里反应，设置有接待室。

四、有政府办案，不要采取拥堵马路，

群体集会的形式影响正常秩序。五、对

于个别扰乱正常秩序，不听劝阻的，要

依法处理。有异议的不同意见者到公安

局经侦大队解决。”…… 这时武警部

队、警察和防爆部队开始疏散群众，不

出10分钟就疏通了汽车通道。

一年之后。电视台和当地报纸，同

时报导了一则新闻，全市人民关注的律

师大厦诈骗敛财案，经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大厦老总马鼎臣属于黑社会性质，

涉嫌谋杀人命案五起，在律师大厦及其

它诈骗活动中敛财非法资金近10亿元

。马鼎臣因罪行严重，判处死刑。 赵

升最为兴奋的是被谋杀的五人中就有

弟弟赵光，揭开了死因真相，，经济

上得到了抚恤。赵升突然收到公安机

关的电话：告之在律师大厦被诈骗的

7000元钱，除了被大厦挥霍之外，只

能返回2000元，请来领款。 赵升满

脸喜色咬牙切齿得说到：“2000元我

不要了，多买些子弹打在马鼎臣身上

，以解民愤。”他挂了电话。

律师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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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8月5

日晚，BBC2播出纪录片《我们的孩子

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第一集，

在中国国内引发热议，中国老师和英国

中学生之间的“较量”似乎火药味儿十

足，的确让这部纪录片夺人眼球。

谈教育不能离开国情。看过这集记

录片的英国网友评论说，中国老师的教

育方式适合中国这样资源有限、机会有

限，但却拥有庞大人口的发展中国家。

除了英国，中美教育又有何差异？

我们听听在美读书的华人学生怎么说。

在高一下学期离开北京，到纽约

读高中的曲漪蓝现在已经是纽约大学

石溪分校大三的学生。她说：“国内

读高中是老师拿鞭子赶着学，有时都

不知道在为谁学习。在美国是放羊，

不学习、不交作业也没人管。学校不

会为你组织高考复习，学习是自己的

事情。”曲漪蓝认为，中国式教育有

利于约束自觉性差的孩子，美国教育

有利于培养精英。“很难说哪一种教

育更好，要看个人吧。”

范思捷与曲漪蓝感觉相似。她来自

南京外国语学校，在美国读了三年高中

。她认为，国内更重视基础教育，每个

学生在初、高中都会接受系统、全面的

基础教育，文、理各科基础功扎实。

“美国教育更注重发挥学生个人特长，

因材施教，给了学生更多适合个人的学

习机会。”

美国大学入学标准多样化。大学录

取学生有较高自主权，不仅看学习成绩

，还看参加社会实践等多方面情况。高

中平时成绩几乎与大学入学标准考试

（SAT）一样重要。

曲漪蓝说，从9年级（相当于初中

三年级）开始，升学成绩就是多项指标

加权，包含考勤（10%）、平时作业

（30%）和各种考试成绩（60%）等等

。老师对每一节课、每一次作业和每一

次考试都有详细记录。

为在大学入学标准考试（SAT）中

拿高分，她暑假上了3个月的辅导班。

“学校辅导员会给我们推荐很多参考书

，自己做各种练习，”她说。此外，她

还在课余时间参加了数学小队、打鼓队

，到养老院和幼儿园做义工等。

曾就读于曼哈顿上东区公立高中、

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硕士的凯迪则认为，美国高中生

看起来很轻松，不像中国学生那么多考

试压力，但实则不然。

“这真的取决于各人，想要进名校

的学生也很累。除了保持学习成绩排名

年级前列、大学入学标准考试（SAT）

拿高分，还得参加各种乐器、体育和艺

术活动，在各种社团中担任领导职位，

平时还要积极参加义工活动，如果能在

各种竞赛上获得好名次，或者有联合国

或高盛（投资银行）这种国际机构的实

习经历，才能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来自纽约一所公立学校的老师米

歇尔· 施奈德认为，堆积如山的作业会

让美国孩子们感觉压抑和沮丧，甚至

厌学。高中是美国学生面临最艰巨挑

战的时期，孩子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学习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大学入学考试

和入学申请。

“我想美国学生如果直接进入中国

学校上课可能会受不了，也许成绩也跟

不上。”

中美教育有何差異？聽學生怎麼說

张立珩，美籍华人，现居北京，职业投资人

、作家，而她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北京大学工学院

院长张东晓的妻子。

二十多年来，养育了两个孩子的张立珩既是

中国教育的亲历者，也在儿女的成长过程中近距

离观察过美式教育。2011年夏天回国定居后，张

立珩在生活中接触过许多家长，深感当前在中西

方文化差异的冲击下，家长们对子女教育的焦虑

和迷茫。她结合自身经历，对中国和美国教育的

差异进行了多方位的思考、对比和概括。

通过分享这些思考，张立珩希望能够抛砖引

玉，引发更深层的思考和探究。同时，她一再强

调，教育方式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对与错，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因此，对孩子个体最适

合的教育方式才是最好和最有效的。”

趋同性 vs. 趋异性

对于中美教育方式的差异，张立珩的诠释是

美式教育倾向于培养个性化的学生，而中式教育

则恰恰相反：倾向于培养同质化的学生。除此之

外，中式教育的设计基本上是以培养精英为目的

，但往往并不适合大多数学生。

“所谓的趋同，最直观的体现是我们从小到

大的教育都要求有标准答案。比如对于文学作品

的阅读理解，考试要求学生的答案要符合标准才

可以得分。但我们都明白，文学作品的解读应当

有各种各样的角度、方向，否则就是在抹杀孩子

的个性和灵气。”她说。除了考试之外，整齐划

一也一直是中国学校对学生作出的要求，比如统

一的着装、队列等。她认为，这种统一也许便于

管理，但也让孩子们几乎变成了“同一种色彩”

。

相比之下，“趋异性”则是美国教育的一个

鲜明特点，这种对孩子不设限、注重个性的思想

，贯穿于美国孩子从小到大接受的所有教育阶段

。

每天送女儿上学的张立珩对女儿小学的教室

十分熟悉。教室四面的墙壁上贴满了孩子们亲手

制作的海报，充满趣味。“这些都是老师平时要

求孩子们制作的，也是他们平时课程要求的小项

目（project）。只有对内容理解并掌握得非常好，

学生才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要求的难

度实际上很高，而个性化海报的制作，也可以让

孩子们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她说，联想到绝

大多数中国学校的教室里千篇一律的布置——几

乎是相同的名人名言海报装点着白色的墙壁，

“的确索然无味”。

不仅如此，中美教育的“趋同”与“趋异”

的差异还表现在学生的录取方式上。中国的“分

数论”自不必多说，谈到美国大学的录取，令张

立珩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六七年前在耶鲁大学参观

时，遇到的一位男生。

“那时，我们一家人为了帮儿子参考如何选

择大学，一起去耶鲁参观，接待我们的大学生令

我们印象深刻。”好奇的张立珩与这位男生闲聊

，了解他是如何被耶鲁录取的。这位男生告诉她

，自己在其他方面并不突出，主要是在申请时讲

述了在中学阶段成功减重的经历，这段经历打动

了录取委员会的老师们。

“也就是说，美国名校的录取，标准考试的

成绩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学校还会从多方面考察

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更注重学生的特质。除此之

外，学生还要写文章阐述学校为什么要录取你, 你

是怎样在芸芸众生中塑造了一个独特的自己，你

能给学校或社区带来什么等等，”张立珩回忆道

，“减重的经历实际上反映出这位男生的一些宝

贵品质，例如决心、耐力、持久精神等。然而很

遗憾，我国对学生的考察标准中是看不到这些的

。”

举轻若重 vs. 举重若轻

关于中美教育的第二个不同点，张立珩用两

个词来概括：“举轻若重 vs. 举重若轻”。听起

来比较抽象，但她认为，这一点在塑造孩子人格

和价值观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这主要是从家长的角度而言，”她进一步

解释道，“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往往感觉是如

临大敌、小心翼翼。在孩子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

中，家长受到一些陈旧的、不科学的观念的影响

，因此设立了许多的条条框框，有很多的‘不许

、不可以’，例如怕孩子冷，怕孩子热，怕孩子

摔跤等等，所以很多东西都不让孩子去尝试”。

张立珩拿隐形眼镜举例：“很多中国父母认

为，隐形眼镜会伤害眼睛，即便有诸多好处，也

不愿意让孩子去尝试。试想一下，如果人人都有

这种观念，世界上就不可能出现隐形眼镜了。”

在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下，家长不希望出哪怕是

一点点的差错或意外，孩子也会感到很大压力，

久而久之，会变得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不敢

越雷池一步，更不敢挑战权威”。

在张立珩的观察和思考中，关于教育，家长

们的态度与孩子的视角是“一体两面”的，不可

截然划分。也许因为在国内试错的成本太高，中

国家长对孩子的人生往往太过重视、太过操心，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一路扶持下去

。

“当然，我也理解国内的家长们‘为孩子好

’的出发点，但是这种‘举轻若重’的态度会给

孩子压力，也容易让孩子把简单问题给复杂化。

在我看来，还是不应该对孩子过分呵护，不能’

含在嘴里怕化了’，要允许孩子犯点错误、走点

弯路，让孩子去体验挫折。只有这样，才能培养

出孩子乐观豁达的性格，未来遇到人生中的各种

困难和挑战时，才能以良好的心态面对。”张立

珩补充道。

而美国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认为，

“have fun（享受快乐）”是最重要的部分，

“nothing is impossible（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乐

观精神贯穿始终。由于没有很强的得失心，美国

家长更愿意让孩子自己去体验和规划自己的人生

，也更容易接受孩子日后平平凡凡、成为普通劳

动者的现实。

张立珩至今仍记得一位美国教授朋友轻描淡

写地告诉她，他的一对聪明、漂亮的儿女在高中

时就双双退学了，在社会上游荡。他没有忧心忡

忡，更没有痛心疾首，平静得像是在说着别人家

的故事。

“当然，兄妹俩后来发现，江湖不如想象中

那么好混之后，还是一边打工养活自己，一边自

学获得了高中文凭。”她补充道。

实用导向 vs. 兴趣导向

张立珩直言，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可谓“名不

虚传”，“比如，我们看见一种果实或一朵花，

会情不自禁地想它能不能吃、是否有药用价值等

等。”

在她看来，教育的实用性主要体现在中国父

母为孩子选择的领域或方向一定要工作稳定、收

入高，而很少考虑孩子的兴趣。但她强调：“虽

然我们有共识——如果想在某个领域成功，必须

是兴趣的驱使加上持续不断的努力。但是这个世

界上能够纯粹凭兴趣谋生的人应该为数不多，绝

大多数的人，还是需要一份平凡的工作来养家糊

口。所以，通过重复的训练和强化来掌握一项技

能依然很有必要。”

相比之下，美式教育不仅以兴趣为驱动力，

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不可否认的是，

孩子往往会选择比较容易的科目，客观上造成了

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学生严

重不足。如果不是有持续的移民作为补充——尤

其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理科学生源源不断地流入

，美国科技霸主的地位恐怕早已丧失。张立珩谈

到，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不可能人人都去

创新，用创意改变世界的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

人，“乔布斯的创意固然伟大，但也是需要众多

的工作人员去一步步地实现。”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养育孩子的过程是

一个不断降低期望值的过程。孩子很小的时候，

我也以为他们是天才，会成为无所不能的人。但

逐渐地，我会接受孩子平庸的事实。也许某一天

，孩子又会给你一些惊喜，那一定是他们找到了

自己喜欢而又擅长的事情。”张立珩说。

取得成功 vs. 获取幸福

关于中美教育特点的最后一组比较，是张立

珩在儿女年幼时为他们读故事书的过程中体味到

的。

“当时，我母亲从国内来美国陪我，带了许

多国内的故事书来。晚间读故事给孩子们时，我

忽然体会到，在童书中就已经体现了中美教育理

念的截然不同之处。”张立珩回忆道。

“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故事就是《狼来了》，

”张立珩总结道，“狼吃羊”这一类主题的故事

，几乎贯穿于我国几十年的教育传统中。她说：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这样，即便

到了现在，近些年的动画片，比如《喜羊羊与灰

太狼》依然没有摆脱这种‘吃与被吃’的关系，

而在这背后存在的是一种仇恨和不安全感。”

“在衣食无忧的今天，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显

然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没有去注重满足孩子们

的心理需求。”张立珩说。

旅美作家張立珩：中美教育的四點差異



BB55人在中國
星期一 2017年6月19日 Monday, June 19, 2017

1

小玲结婚那年，我读大三。因

为在离家较远的地方读书，就没有

赶回去。她的情况断断续续地听家

里人提到，新郎是个农村小伙子，

父母是地道的农民，看上去老实憨

厚。那时，小玲已经有了几个月的

身孕，B超显示是一对双胞胎儿子

。

小玲是我奶奶邻居家的亲戚，

按照农村的辈分来算，我和她算是

表姐妹。我们同一年出生，她比我

小5个月。

小玲的小名起初叫“君君”，

“小玲”是后来改的。君君很小的

时候，爸爸便死于一场交通事故。

听说是在为村子里的小厂运沙子时

撞翻了车，但那个厂却一个子儿也

没有赔偿给君君家。

孤儿寡母的日子本就很艰难，

谁料过了两年，她妈妈也患了病。

当时我并不知道她妈妈得了什么病

，只是每次去找君君玩时，她妈妈

总是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异常的

瘦，似乎只剩下两只眼睛。她挣扎

着坐起来，虚弱地对我们说道：

“君君，快出去玩一会儿吧，别老

憋在屋子里。”

出去玩的时候，君君总是很高

兴，一扫往日的低沉。她家门口有

一个旧轮胎和粗绳做成的秋千，我

们轮流坐，让对方把自己推得高高

的。

君君偶尔也会谈到妈妈的病，

“妈妈让我不用担心，说入冬就好

了。”或许她也很难说服自己，虽

然语气轻松，但脸上的恐慌却让我

无法忽略。

冬天到了，她妈妈的病并没好

转。勉强撑到春末便去世了。

在君君妈妈的葬礼上，君君一

句话也没说，只是不停地拿手抹眼

泪。他们母女住的小院也很快被拆

掉了，连同那个旧轮胎做成的秋千

。拆秋千的时候，君君一直盯着看

，我想拉她走，她的脚底却像生了

根一样，“爸爸、妈妈、秋千，我

什么都没有了。”

她的亲戚们在进行了一番商讨

后，最后决定君君交由她的大姨抚

养。大姨家只有一个男孩，家境还

算殷实。君君抗争了一番，最后还

是跟着大姨走了。改了姓，改了名

，开始了新的生活。

君君的姥姥住在这个村子里，

所以她时常回来。起初我见了她，

还是会不自觉地叫她 “君君”。但

有一次，她十分生气，涨红着脸，

眼睛红肿着，几乎要哭出来，“我

叫小玲，请你以后叫我‘小玲’。

”

“好，小…玲。”

时间长了，名为君君的这段记

忆仿佛变得不曾存在过。有时候，

我很想和她聊聊之前的事，聊聊那

个曾被我们视为宝贝的秋千。

但她只是摇摇头，“什么秋千

，我不记得了。”

我很惊讶：“你怎么会忘了呢

，当时……”

她打断我的话，用十分平静的

语气诺诺自语道：“那时我应该还

没出生吧。”

“哦，这样。”我红着脸，感

觉自己冒犯了她。此后，我再也没

叫她过“君君”，也再也没有提过

从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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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随父母去过一次小玲的新

家，那是离县城不远的一个较为富

裕的城中村。沿路建有好多生产煤

炭的小工厂，小玲家就是其中一个

。

她的大姨、姨父对她很好，大

姨家的哥哥也很让着她。一家四口

的照片挂在家庭相框里，仿佛从一

开始，她就是这个家的一分子。

小玲的学习一直很糟糕，但她

似乎并不在意。“我对理想没什么

概念，只想找个稳定的活儿干，然

后结婚生子。”

小玲勉强念完初中，便去读了

技校。大姨把她送到邻市最好的中

专，据说毕业后好找工作。

小玲读技校的第一个寒假，手

里多了一个金色的手机。小玲把手

机里的照片翻给我看，聊着她所在

的城市：高高的建筑，巨大的商场

，时髦的衣服，还有那一尘不染、

下雨天也不会泥泞不堪的柏油路。

“这是我去过的最好的地方，

我想留在这里。”小玲的右手紧紧

攥成拳头，仿佛里面有什么东西。

小时候，有家是幸福的；大一

些，出去闯荡是幸福的；现在，最

想要的还是家。小时候，有家是幸

福的；大一些，出去闯荡是幸福的

；现在，最想要的还是家。

上中专的这几年，小玲在一点

点地转变。她觉得家里的炕远没有

宿舍的床舒服，连镇上最好商店里

卖的衣服都透着浓重的乡土气。小

玲家在镇上算是富裕的了，但在她

的同学口中，她却常常被叫做“村

姑”。

我读高中后，回老家的时间越

来越少。关于小玲的消息，多是听

家里人说起。

“小玲从技校毕业了，在一家

大商场里当售货员。”

“小玲换了工作，在一家棉纺

工厂里做事。小玲手脚麻利，还是

挺能干的。”

“她爸妈一直想让她回县城工

作，离家近，也好买房子。”

过年回老家时，见到小玲，她

已变得十分时尚。皮肤白皙，留着

一头时兴的淡黄色长发，穿着一件

粉灰色大衣，脚上则是一双及膝的

直筒靴。

多数时间里，小玲都在埋头专

心玩手机。有次，我无意中撞见她

在打电话，她的双颊涨得通红，看

上去十分激动。

“我认定的，我会一直坚持下

去。”她用我从来没听过的语气斩

钉截铁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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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我突然听到小玲离家

出走的消息，十分震惊。听她的表

弟说：“她辞了工作，和之前的一

个男同学走了，不知去了哪里。”

小玲整整失踪了一年，家里人

急得不行，没有人知道她究竟去了

哪里。

村头的男人们聊天时，总会痛

心疾首地讨论：“这小姑娘也太不

检点了，不明不白地就和男人走了

，成何体统。”村里的妇女们聊起

来更是义愤填膺，仿佛小玲丢了全

村女人的脸。

七夕节那天，我突然在QQ空

间看到小玲的浏览痕迹，随即点了

进去。她的空间十分干净，只有一

条几小时前发的说说：“累了，是

时候做决定了”。

临近小年，小玲自己回来了。

手里挎着的还是她上班时买的红皮

包，神色十分疲惫，像是许久没有

休息过了。

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想问出点什

么来，但她只是木讷地摇摇头，

“去睡觉了。”

然后睡了足足一整天。

村里陆陆续续传出了一些消息

：那男孩家是城市里的，小玲在人

家家里住过一段时间。男孩妈妈嫌

她是农村人，两个人为此还吵了一

架，最后男孩把她撵走了……

这些传言，小玲听见了也不理

会，仿佛一切与自己无关。更多的

时候，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

，玩手机。

时间长了，大姨总觉得她待在

家里也不是个办法，几次想让她回

县城工作，“你好歹在城里念过书

，在城里找份好工作，就别留在农

村吃苦了。”

小玲只是摇摇头，拒绝了。

家里人都认为她是感情上受了

刺激，但小玲说：“不是，我只是

在想自己以后的路该咋走……你们

都觉得在城里生活有面子，但是所

受的苦也就只有自己知道。”

她比过去略胖了些，梳着一个

简单的马尾，穿的衣服也多是在镇

上买的。粉红色依然是她最喜欢的

颜色，从上衣到脚上的拖鞋，她说

粉红色让她觉得安全。

到了来年，小玲家办了厂子，

生产棉被、床套之类。家里人手不

够，小玲便也加入进来。小玲手脚

勤快，又有经验，帮着家里把厂子

打理得井井有条。因为联络客户的

需要，小玲的话也渐渐变得多起来

，与客户，与家人，不再像从前似

的沉默。

自从离家出走事件后，村里几乎

没人再给她提过亲，她现在的对象是

自己找的。男孩个子比她略高，黑黑

的，眼睛大大的，两腮的红晕像是生

来就有。那个男孩住在市北边的村子

里，与小玲家是对角线的两端。男孩

主要以种地为主，闲暇里也会去县城

做点零工，补贴家用。

小玲容光焕发地挽着他的胳膊

，在村里大大方方地承认了婚事。

小玲说她就是看中了这个男孩的老

实能干、对她好。

家里人有时也会感慨：“你说

你，本来在城里好好的，找个城里

人留在城里多好。”

小玲笑道：“现在不也挺好的

嘛，没我，厂子能办得这么火吗。

”

家里人也笑了，“就是就是，

你开心最好。”

4

2015年中旬，她晒出了婚礼的

照片，并配文：“小时候，有家是

幸福的；大一些，出去闯荡是幸福

的；现在，最想要的还是家。”

外出务工的表弟去了小玲的婚

礼，他说挺简单的农家小院婚礼，

倒也十分温馨。小玲一直在笑，她

丈夫则一直看着她笑。小玲的妈妈

讲话时哭了很久，说把小玲养大成

人，送她出嫁，也算是对死去的妹

妹有了一个交代。

闲暇时，我常关注小玲的生活

。在她朋友圈里，看到了她新盖的

小平房、种满月季花的小院和门口

木板做的秋千。

这几年，村里陆续有出去打工

的女孩子，小玲每每都会嘱咐她们

：“别被外面的世界弄花了眼。”

她说有的人适合出去，有的人适合

留下来，只是哪种更适合自己，还

是该自己去掂量。

她往返于娘家和自己家，在娘

家的厂子里帮父母干活，也帮公婆

们种经济作物。小玲变得爱笑了，

她在新房的炕上腾出了一块空间，

为即将到来的宝宝们，布置了两个

温馨的小窝。

2015年冬天，小玲顺利生下了

一对双胞胎。白皙的皮肤，小小的

眼睛，像极了小时候的君君。她叫

他们小糖和小甜，希望孩子们能一

直幸福。

她常常打趣自己，自己可能是

一个走不出去的村姑了，一个城市

生活的逃离者，一个农村生活的守

望者。

她边说边擦着儿子嘴角的污秽

，一脸满足地抚摸着他们胖乎乎的

小手。田地里旺盛的麦苗一望无际

，麦地旁边的果树林里青色的果实

也在悄然生长。她抱着孩子，哼着

小曲，走向那片绿海。

村姑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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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大道创立第一个寺院

在加州西来大学留学一段时间后，我于同

年4月转到纽约亨特学院学习。当时自己住在

曼哈顿华埠，一个偶然的机会到布碌仑参加活

动时，搭乘巴士的我路过八大道时发现这里有

华人，那时觉得这个区不错，将来在美国发展

佛教有基础。于是在2000年1月，我在八大道

租下房子，开设了西方寺。

西方寺最初创办时很小，只有现在寺庙一

层的一半那么大。那时八大道很凋零，华人也

不多，大多集中在56街至60街间，因此进寺

礼佛的华人非常少，举办共修法会讲座活动也

很少有人参加。

尽管那时自己雄心壮志，希望能在这片土

地上有所作为，通过努力和发心能把中国佛教

带到美国来，但在创办西方寺的最初两三年里

一切都很难，也碰到了很多挑战与压力。

那时来美国的华人每个人都是把生存摆在

第一位，居士们时间很有限，做几个小时义工

就匆忙走了，要去打工和上班。不像在国内办

弘法活动会有很多居士义工来帮忙，因此很多

事情都要自己去做。并且，在美国出家人少，

信仰佛教的人也不多，想办活动时往往因人力

不够，因缘不足而无法办成。

这点在中国不一样，在中国出家人无论是

生活还是学习，衣食住行等都是学院和寺院承

担，根本不用愁。来这边后，才发现什么都要

自己事必躬亲，甚至有时像粉刷的活，也要和

师父们一起动手做。

不辞辛苦 广泛结缘

因那时没人来寺，我们就走出去，到外州

去，只要有信徒需要，不管多远我们都去。记

得有一次，我在凌晨2点接到一个来自康州的

电话，有一个佛教家庭的90岁高龄父母，身体

病危，需要师父加持，需要早上6点赶到，我

和法师们简单准备后就连夜赶了过去。尽管辛

苦，但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跟这边土地的众生

广结善缘。

过后不久，这对老夫妇相继去世，他们的

孩子希望师父每周一次带领他们家属为老夫妇

做功德，每次我们都要赶4个多小时的路才能

到康州，如此前后持续了两三个月。就这样，

我们感动了信徒而获得了支持。

那几年我们的足迹远到康州、宾州、华盛

顿、新泽西等地，有时信众家里有人过世，有

困难需要帮助，或者有亲人快要往生了，或者

殡仪馆逝者要出殡，希望几点钟能赶到等等，

我们从不会拒绝，也不会考虑时间的限制，都

会尽可能地前去帮助。

那时康州的华人，因当地没有华人店都跑

到纽约买东西，每次老夫妻的儿女们来纽约都

会到寺院看望师父们。还有一些在外州结缘的

人后来搬到了纽约，也会继续到西方寺礼佛，

护持道场。

出家人最主要的责任是弘法利生

就这样，经过本寺僧团几年发心耕耘和众

信徒的护持，在2007年1月我们用210万元买

下原址大楼，又经过几年的改建装修，成为西

方寺固定弘法道场，由此也让从中国来的出家

师父有了学习和磨练的平台。

回想最初创办寺院时一天来也没几个人拜

佛，发心做义工的也很少。但现在平均一天礼

佛的人有四、五十人，逢初一、十五或周日有

活动时，陆续会有一、二百人或者更多。

作为出家人，我认为最主要的责任是弘法

。从最初建立道场，到后来创办中文学校，再

到开办素菜馆等，我们最大的目的就是让更多

人认识佛教。一个人可以不信佛，但不能不学

佛，而信佛和学佛是不一样的。

信佛可能是听别人介绍，或者生活中遇到

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买一些鲜花水果等，到

寺院供养佛菩萨，希望佛菩萨威力加持就能消

灾免难，其实这不是真正的信佛。

真正信佛是需要学佛，首先要明白佛陀讲

的道理，根据佛陀讲的道理去做，去恶行善，

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成为一个知恩、感恩、

有爱心、有承担、有使命感的人。

因此在拥有了固定道场后我们又进一步发

展，而每逢节日、初一、十五和周日，我们还

会举行共修法会和讲座活动，让人们认识佛教

，由此将人们更深的引进佛门来。

八大道灭门案助苦主勇敢面对

大约在9· 11恐袭发生后，纽约发生了很大

变化，华社的气氛也变了很多。新移民们在面

临生存问题的同时也遭受工作、生活和精神上

的各种压力，且大多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一些

人来寺里寻求帮助，我们的法师们都会通过佛

法给予引导，用积极的方式鼓励新移民华人正

确面对人生。

2013年10月26日，布碌仑八大道发生了

震惊美中的灭门惨案，时年25岁的陈闽东用一

把剁肉刀砍死了37岁的表嫂李巧珍及其四个年

幼的孩子。该案经过2年的审理，最终凶嫌陈

闽东被判入狱125年而终身监禁，但留给苦主

卓仪林的却是无边的痛苦与伤心。

事发后，笃信佛教的卓仪林将爱妻李巧珍

和四个的孩子牌位供奉在了寺里，而在事发后

西方寺马上为亡者举行了几天超度法会，愿亡

者早日离苦得乐，求生净土。一夜之间这么多

亲人离去，恐怕没有一个新移民遭受过像卓仪

林这样的不幸与痛苦，其身心面对的极大考验

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卓仪林每次来寺里时我和师父们都

尽可能地开导鼓励他，事情已经发生，不可能

改变，所以应该放下，但放下并不意味着不管

，而是用包容之心去面对。而佛教讲过去、现

在和未来的三世因果，一个事情的发生不是平

白无故的，因此我们就告诉他怎么去转念，从

把生命拉长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把生命锁定

在一个小点上，这样痛苦就会减轻。

至今这个惨案已过去快3年了，我们义务

地为他提供了帮助，而卓仪林的坚强也令人钦

佩。尽管他现在到外州打工了，但他只要回到

纽约就会到寺里来，而每次他来时只要我们看

到，都会和他讲上几句话给予鼓励。

我知道这桩惨案对卓仪林造成的心理阴影

还有很多，但我也相信他会更勇敢地面对未来

生活。

我们是社区一分子

现在八大道的华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繁荣

，但人多并不代表着大家都会信佛，因此这对我

们出家人来说是机会也是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地

提高素质，增强能力，重于修持，去承担更多的

社区责任与义务，才能感动更多人学佛，让没有

信仰的人产生信仰，让已有信仰的人更加有信心

。

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得知消

息后我们很快带着信众们展开募款，我们在寺

院门口放了公益箱，还带着信众去八大道的每

个店里募款，鼓励大家为灾区民众捐款。

在短短的一周内我们就募集了6万多美元

善款，并很快把善款交给了纽约中领馆转送灾

区。至今想起这件事，我都很感动，出来这么

多年了，祖国发生了灾难，我们用行动展示了

大家的心和祖国是相连的。

而在4、5年前，我们有一个信众家里出了

事，其在餐馆打工的丈夫某日在家中休息，当

听到警笛声靠近后，可能因福州人大多无身份

的缘故，他竟紧张得摔倒在地，送医后成了植

物人。闻讯后本寺和信众及乡亲们都伸出援手

帮助她，为她募款。

而这名妻子也十分了不起，30多岁的她没

有离他而去，不仅自己照顾孩子，还每天到新

泽西的疗养院中看护丈夫。寺里的师父们也总

带着本寺居士们抽出时间前去探望，尽大家的

力量帮助她。

因为我们是社区的一分子，所以我们要更

多地承担社区义务，以得到社区的认同，也希

望更多的人知道作为宗教团体的我们有更多的

爱心来帮助别人，以此来影响和感动更多的人

礼佛、学佛。

改变传统弘法形式
助佛教走入美国社会

一晃我在纽约发心耕耘已17载，也目睹了

八大道的变化。当时是人少路阔，现在是人多

挤不动，而人多也带来社区治安的下降，当初

我刚来八大道时街头几乎见不到警察，现在社

区里出现的新移民砍人、抢劫、打架、伤人、

贩毒等问题不断，有时总能在街头碰到便衣警

察铐着几个华人走过来。

那么面对着社会的变迁，在美国如何更好

地弘扬佛法也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中国汉

传佛教虽然博大精深，但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

已让它变得非常复杂，传播的形式也多样。而

汉传佛教来美只有短短的半个世纪，几乎没有

生根，仅仅局限于华人社区。作为宗教只有生

根，才能在另一个国度里更有生命力。

其实汉传佛教到了西方，让西方人学习挺

难的，首先要突破语言和文字的难关，还要懂

中国文化以及相关的礼仪形式等，要走一个很

大圈子才能进入佛门。而西方人的思维和我们

不一样，他们喜欢简单，比较直接，希望能在

很短时间内看到效果。

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内观禅修，见到现场

几乎95%都是美国人，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

而每年全美会有大约2500人去那里禅修，每月

举办两次大型禅修活动时每次都会有近200人

参加，这对自己的触动和启发很大。

由此我也开始思考我们现在弘法方式的利

与弊，想找出一条即不偏离弘法原则，同时也

简洁、更有生命力，更让人容易接受的方法。

这是我们汉传佛教在美国本土化过程中面临的

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而禅修，是让美国人及

华裔青年较易感兴趣的良好选择。

回想自己在纽约耕耘17年，对弘法这条路

已越走越稳，也越走越有信心。

如今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汉传佛教能真正走

入美国社会，也希望西方寺能有更大的道场和空

间，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如此我们才能更有能

力为社区做事，才能更多地在精神上引导大家。

也愿西方寺成为更多新移民的精神食粮加油站，

愿大家用佛法滋润身心，用爱感动世界，明天会

更美好。

寬能法師 紐約弘法17載
我是宽能，四川人，生于1972年，19岁时在山西五台山出家。那时年纪轻轻，对佛教不是很清楚，只是

羡慕出家人的潇洒生活，可以很洒脱地云游四方，访遍天下名山大川，就好像武侠小说里那般精彩，因此出家

入佛门。

1993年我在五台山塔院寺受戒，同年4月前往福建佛学院学习。1995年至98年在闽南佛学院学习获得本科

学位后，于1999年前来美国加州的西来大学留学，至今在美国弘扬佛法已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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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Opens Gate Wider To
GMO Crop Imports From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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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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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xico Sends First Shipment
Of Blueberries To China

(Beijing) – China approved imports of new varietie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orn and soybeans, widening 
the door for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developed 
by U.S. agrochemical giants Dow Chemical Co. and 
Monsanto Co.
The approval, announced Wednesday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MOA), is part of a commitment made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a meeting in March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t Trump’s Mar-a-
Lago resort. The leaders agreed to a “100-day plan” to 
boost bilateral trade.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on its website, the MOA 

approved imports of 16 varieties of crops that a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or GMOs, including 
corn, soybeans, cotton, canola and beets. While 14 of 
the approvals were renewals, two were new permits 
granted for Dow AgroSciences’ Enlist corn and 
Monsanto’s Vistive Gold soybeans.
Under Chinese rules, GMO crops can be imported 
only after passing time-consuming safety assessments 
and receiving an import permit from the MOA. The 
approvals are valid for three years.
China has tightened controls on domestic cultivation 
and imports of GMO crops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of 

mounting public concern over possible health risks. 
Imported GMO crops are mainly used for animal feed.

The last approval was granted in January to a GMO 
soybean variety developed by Bayer AG. No approvals 
were issued in 2016.
According to Wu Kongming,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 board 
of biotech experts started review 
for the new approvals in late 
May, shortly after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Ministry of 
Finance published the “100-day 
plan” in which China agreed to 
assess the import qualification 
of eight varieties of GMO crops 
developed by U.S. companies.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 six 
other varieties will be approved,” 
said a source close to the matter.
With 84 million tons of soybean 
imports in 2016, China is the 
world’s largest importer of 
soybeans, accounting for nearly 
half of U.S. soybean exports. 

In 2016, China imported $21 billion of agriculture 
products from the U.S., making it the biggest market 
for U.S. agricultural exporters.
But many U.S agribusiness firms have complained 
that China’s lengthy, opaque import approval process 
hinders them from putting newly developed biotech 
seeds into mass production, a U.S. industry source 
said.
Tang Xiaoxiao, a corn analyst at commodity market 
consultancy SCI99, said he expects only a limited 
impact on China’s domestic corn market from the new 
approval because “imported corn has limit advantage 
to domestic products in term of price.”
Data from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showed that China’s corn imports declined 33% to 3.2 
million tons last year as prices declined for domestic 
corn.
The expanded access for U.S. GM crops followed a 
May agreement that China would reopen its market 
to U.S. beef exports after nearly 14 years. (Courtesy 
www.caixinglobal.com) 

China has approved imports of new varietie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orn                                                       
and soybeans, widening the door for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Photo/IC)

China is increasing its imports of GMO corn and other grains.

MEXICO CITY, June 15 (Xinhua) -- Mexico's first 
shipment of blueberries to China was dispatched on 
a flight from Guadalajara, capital of the west-central 
state of Jalisco, the government said on Thursday.
The 630-kilo cargo comprised 420 boxes of the fruit 
cultivated in rural Jalisco,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said in a statement.
Jalisco Governor Aristoteles Sandoval, accompanied 
by ministry officials, were on hand to officially launch 
Mexico's first ever China-bound blueberry shipment, 
at a ceremony held at the air terminal.
The ministry's coordinato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Raul Urteaga, noted Mexico i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producer of berries, including strawberries, 
blackberries and blueberries.
The shipment represents Mexican blueberry's entry 
into China's "growing and very significant market," 
said Urteaga.
According to Sandoval, Jalisco produced 107,109 tons 
of berries in 2016, generating about one billion U.S. 
dollars in export revenue.
Since 2015, Jalisco-grown raspberries have been 
shipped to China, helping to boost the sector and 
generate employment for the state.
Mexican blueberries received the green light from 
China'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AQSIQ) following the 
signing in November of a bilateral agreement on the 
required phytosanitary protocols and requirements. 
(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english)

Related

Mexico and China Improve Trade 
Relations And Overall Economic Ties
MEXICO CITY, June 5 (Xinhua) — China and 
Mexico are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ir relations, visiting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aid here in 2013.
In a speech at the Mexican Senate, Xi also called 
for concerted efforts to beef up the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s China and Mexico “are both moving onto a 
fast-track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mbracing a promising future,” there is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for our two countries to 
further advance bilateral relations,” he noted.
Against this propitious backdrop, Xi added, he and 
President Enrique Pena Nieto have just decided to 
elevat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the benefit of continued 
growth of China-Mexico relations at a higher level, in 
a broader scope and on a bigger platform, and usher 
our relations into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president raised a four-point proposal 
aimed at making good use of the opportunities and 
steering the two countries’ partnership forward.
Firstly, China and Mexico should respect and trust 
each other, treat each other as equals and strengthen 
strategic coordination, he sai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ccompanied 
by Mexican President Enrique Pena Nieto, 
visits Chichen Itza, an archaeological site of 
the Maya civilization in the Mexican state of 
Yucatan, June 6, 2013. (Xinhua/Rao Aimin)
The two countries, he added, should continue to 
understand and support each other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ir core interests, beef up exchanges 
and dialogue, enhance strategic mutual 
trust and safeguard their common 
interests.
Secondly, they should pursue win-win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common 
development, Xi said.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each 
see the other’s development as an 
opportunity for its own, and boost 
through cooperation thei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and then their common 
development, he added.
He suggested that the two sides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upgrade 
bilateral cooperation through 
expanding two-way investment, 
optimizing their trade structure and enhancing 
industrial connectivity.
Thirdly,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communicate 
and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and safeguard their 
common interests, Xi said.
He urged the two sides to “take an active part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work together for world 
economic recovery and growth and equilibrium of 
international forces.”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democr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intly meet glob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afeguard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our two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general,” he added.
Fourthly, China and Mexico sh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 through exchanges and carry forward their 
friendship, the Chinese president said, calling for 
joint efforts to expand exchanges in such areas as 
culture, education, sports, media and tourism, and 
boos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young 
generations.
Noting that Mexico is an important player in Latin 
America, Xi said the deepening of China-Mexico 
ties will inject great impetu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entire region.
Latin America “is embracing another golden period 
of development,” he said. “We believe that a more 
prosperous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ill 
benefit the world in general, China as well.”
Blessed with “an important window of opportunity,”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should join hands to achieve 

“fresh and greater progress” in their partnership of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he said.
On the political front,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should 
treat each other as sincere friends and continue to 
understand and support each other on issues involving 
the core interests and major concerns of either side, 
Xi said.
In the economic arena, he added, the two sides should 
further explore their cooperation potential, create new 
cooperation patterns, and expand converging interests, 
so as to foster an enduring and stable partnership of 
mutually benefici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They should also enhanc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build 
“an exemplary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living in harmony and reinforcing each other,” Xi said.
The Chinese president also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the 
two sides will m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put in place a 
forum of China-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 at an early 
date.
“We are firmly convinced that a stronger partnership of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will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sides and 
will serve the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he said.
In addition, Xi said China has set the target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will continue to hold high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the banner of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win-win outcome.
“We will continu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rogram, 
promote common development and bring more 
opportunities to the world,” said the Chinese presiden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ight) shakes hands with 
Mexican President Enrique Pena Nieto at the 11th G20 
Leaders Summit on September 4, 2016 in Hangzhou, China. 



BB88

休城社區

星期一 2017年6月19日 Monday, June 19, 2017
休城社區

【本報訊】美國華人石油協會（Chinese American Petroleum Association, 簡稱CAPA）即將
舉辦2017年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第二次午餐與學習活動。

活動主題是 「」 (Fundamental Reserve Evaluation and Economic Analysis)CAPA很榮幸地邀
請到瑞德斯科石油諮詢公司（Ryder Scott）資深石油工程師張鶴博士前來為大家講授有關石油儲
量評估，合同類型，油田經濟分析，以及過去油田收購中的一些經驗教訓。最後, 張博士還演示一
份常見的油田儲備報告文檔和如何正確讀取裡面的內容。

日期和時間： 2017年7月8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地點：休士頓 「(恆豐銀行大樓」 十二樓會議室（the 12th Floor Conference Room, Ameri-

can First National Bank ,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費用：會員每位五美元，非會員每位十美元。收費已包括午餐費用（五美元）
網上預約：由於 「華人石油協會」 準備為大家提供午餐，而且會場座位有限，為了統計人數

，以及維持會場的安全舒適，請預先在CAPA的網站上登記。如沒有預先登記臨時參加，無法保
證一定會有位置，先到先有。網上預約登記截止日期是7月6日晚上12點。

CAPA註冊和網上付費的網站是（Register and pay online at）: http://www.capaus.org
有 關 活 動 的 問 題 ， 如 有 問 題 ， 請 與 王 淼 博 士 聯 繫 （miaowang82@yahoo.com;

469-288-1785）。

(本報訊) 2017年度“華夢計劃”啟動儀式8
日晚在帕薩迪納WESTIN大酒店成功舉辦。主辦
方特邀休斯敦培訓點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及北美其
它三個培訓點的負責人參加了此次啟動儀式. 本年
度“華夢計劃”秉承2016年的宗旨與目標，向更
多美國華裔少年和普通民眾傳播和介紹中國文化
藝術。今年的項目首次延伸至美國東海岸，於華
盛頓特區開設課程，並在去年中國舞和京劇課程
之外，增設中國民樂體驗項目。

在啟動儀式上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副校長傅晶
應邀上台向到場的各位嘉賓及記者們介紹了2016
年”華夢”中國文化傳播的收穫和喜悅, ”華夢計
劃”受益者Christy Zhang—2016”華夢之星”獲
得者也在啟動儀式上表演了她自己創作的中國舞

“An Unfinished Life”,引起現場觀眾熱烈喝彩,並
接受了多家媒體記者們的採訪. Christy Zhang是我
們休斯敦培訓中心的學員,在去年北美四個培訓中
心共同展演的”華夢匯演”中獲得唯一的一個”
華夢之星”獎,並獲得獎學金及獎章.

“華夢計劃”(C Dream Program) 是由 China
Overseas Exchange Association (中國海外交流協
會) 與 Sino US Performing Arts Organization(美國
中國風藝術協會)聯合主辦的社會公益性中國文化
藝術海外培訓項目。培訓通過多層次的系統教學
、名師指導及大型演出，來全面提升美國華人新
生代對中國文化藝術的認知和掌握，鼓勵和幫助
他們在美國繼續從事以中華文化為內涵的藝術創
作和文化傳播。早在2015年底,華夢計劃的負責人

及幾位主要藝術家已組成考察團到全美各州
遴選並掛牌設立“華夢培訓點”，周潔曉慧
舞蹈學校以優質的教學質量贏得了專家團得
青睞成為”掛牌培訓點”! 每年將定期邀請國
內外知名專業藝術院校教師來培訓點授課!今
年,華盛頓特區也有幸成為北美地區第五個培
訓點.
2017“華夢計劃”自6月10日已在洛杉磯啟
動，為期2個半月，休斯敦培訓點的舞蹈課程
也將於7月11日啟動,所有課程將有北京舞蹈
學院民間舞研究生班和上海戲劇學院舞蹈學
院的青年專家們親自授課.歡迎來電諮詢!
電話713-516-5186; Email-- jh@jhdancing.
com

2017年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第二次午餐與學習活動

2017年度“華夢計劃”啟動儀式已在洛杉磯舉辦
中國舞蹈大師七月將親赴休斯敦培訓點----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授課

主辦方美國主辦方美國 SINOUSSINOUS 中國風藝術協會執行長舒嵐女士介紹中國風藝術協會執行長舒嵐女士介紹””華夢計劃華夢計劃””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休斯頓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副校長傅晶老師休斯頓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副校長傅晶老師（（左一左一））
、、美中實驗學校理事長王耀輝老師美中實驗學校理事長王耀輝老師（（左二左二）、）、舊金山新舊金山新
世紀舞蹈學校校長陸芬華老師世紀舞蹈學校校長陸芬華老師、、洛杉磯亞藝舞蹈學校校洛杉磯亞藝舞蹈學校校
長章雅婧老師長章雅婧老師((右一右一））

20162016 華夢培訓教學劇目華夢培訓教學劇目""知魚知魚""
高曉慧校長和高曉慧校長和Christy ZhangChristy Zhang 參加參加20162016 華夢華夢
匯演匯演..

遛狗界的UBER：遛狗手機App Wag！
登陸休斯敦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網路通
路龍頭亞馬遜事業版圖又大躍進一步！根
據報導表示，亞馬遜近期以不錯的市價共
137億元，包含承擔債務，買下全美知名
連鎖有機超市Whole Foods。

看準有機食品的健康商機，亞馬遜近
期宣布買下Whole Foods。亞馬遜創辦人
與執行長Jeff Bezos表示，成千上萬的人
喜歡Whole Foods的東西，因為他們提供
最自然和有機的食物，把有機食品吃起來
更有趣健康。 他說，Whole Foods這
40多年來，讓顧客滿意、愉快並供應營養
， 「他們做得很好，所以我們想持續經營

下去」 。
Whole Foods 共同創辦人及執行長

John Mackey表示，這項合夥交易是一個
提升該超市股權價值的機會，同時也拓展
商業目標，為消費者創造更高素質、經驗
、便利性和創新。

亞馬遜公司以平均一股 42 元收購
Whole foods。

根據報導指出，Whole Foods仍舊會
繼續以該品牌營運，John Mackey還是執
行長，總部也不變動，還是在德州奧斯丁
。

寵物主人可以通過手機寵物主人可以通過手機appapp查看寵物出門的路線和時間查看寵物出門的路線和時間。。

亞馬遜收購Whole Foods創造更大利潤

（記者楊笑/休斯敦報導）在
快節奏的現代都市，很多工作忙
碌的養狗人士可能沒有很多時間
照顧寵物，正是因應這種市場需
求，一個專門為養狗人士開發的
提供遛狗服務的手機軟件公司
Wag！應運而生。這家成立於
2014年的遛狗服務公司，於6月
正式登陸休斯敦，為休斯敦居民
提供7/24小時的遛狗服務，隨時
都有人幫你遛狗。

Uber和Airbnb掀起的“共享
經濟”熱潮幾乎已經顛覆了傳統
行業的發展，如今這個概念在寵
物界也得到了運用。遛狗服務公
司Wag！效仿Uber的模式，專
門為養狗人士提供一個可以實時
找到遛狗員的平台，一周七天，
隨時隨地都可以通過軟件找到附
近可以幫忙遛狗的人，解決飼主

沒有時間遛狗的問題。
Wag！提供追蹤，計時的服

務，讓你可以清楚的掌握狗狗出
門的路線與時間長短，收費按時
計價，每30分鐘20美元，每小
時30美元，針對“一戶多狗”的
用戶，他們也提供“群遛”的方
式，每多條狗就增加5美元。遛
狗結束後還會提供詳細的報告，
告訴你狗狗今天大小便的情形，
讓你掌握狗狗的一切。同時，
Wag！可以單程預約也可以排定
長期固定的遛狗服務。

Wag！的每名遛狗員都需通
過公司的面試和考核，只要是愛
狗人士，年滿18歲，擁有智慧型
手機，擁有照顧狗狗的基本知識
和耐心，並且通過考核，都可以
成為合格的遛狗員。公司會抽取
40%的收入，Wag聯合創始人兼

首席執行官Joshua Viner表示，
平均來說，遛狗員每小時可獲得
17.5美元，特別適合學生或找兼
職的人賺點外快。

Wag！在 2014 年成立於洛
杉磯，現在已經將業務拓展到紐
約，舊金山，西雅圖，華盛頓等
近20個城市。 Wag！於2017年
6月落戶休斯敦，這也是休斯敦
首家提供遛狗服務的公司。

Wag！ 聯 合 創 始 人 Josh
Viner說：“我們很自豪地將服務
擴展到全國各地的寵物友好城市
。寵物主人可以放心的將狗狗交
給遛狗員，每一位遛狗員都是安
全可靠的，只要輕觸按鈕，就可
以找到專業遛狗的人，減緩飼主
繁忙工作中無法遛狗的壓力。”

本報公告：商家名片收集 供休士頓黃頁用
【本報訊】非常感謝大家對本報新聞的關注，為方便黃頁名單(Listing)刊登，完整商家資訊更新，美南日報欲收集各商家名片，煩請各業主提供正確店家名片，供本報美工部門製作最

新黃頁列表資訊，感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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