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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正在监狱中服刑的辽宁

本溪人袁诚家和他刑满释放的妻子谢艳

敏，申请了总金额超过37亿元的国家赔

偿。2014年，袁诚家和谢艳敏因涉嫌犯

罪分别获刑20年和3年5个月。三年后

，他们为何会向当年的办案机关提起如

此高额的国家赔偿？

二审判决返还非涉案的17家企业

袁诚家，辽宁本溪人，被判入狱前

曾是当地知名企业家，案发前实际控制

经营的企业共有22家。

2010年11月11日，袁诚家因涉嫌故意伤

害罪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2014年1月

，辽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

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六

项罪名，判处袁诚家有期徒刑20年，其

妻子谢艳敏，同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零5个月。此外，法院还判决追缴、没

收袁诚家实际控制的22家企业及这些企

业账户内的资金和车辆。

谢艳敏想不通，虽然他们夫妻被判

有罪，但他们名下的财产是否就该全部

罚没呢？

2015年11月，辽宁省高院对该案进

行了二审判决，在维持一审法院对袁诚

家和谢艳敏定罪量刑的同时，对一审法

院关于涉案财产的判决进行了调整。

辽宁高院终审认为，现有证据不能

证明袁诚家的17家企业及其企业账户资

金等，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及与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具有关联性，将这些企业及

企业账户资金、车辆及冻结资金、其他

资金部分予以追缴、没收不当，判决由

查封、扣押、冻结机关依法返还。

除这17家企业，法院还判决，袁诚

家及其家人名下和非涉案企业名下的各

类财产，包括存款、入股银行的股金，

袁诚家2003年黑社会组织成立前已拥有

的2000万元资产等合法财产也要进行返

还，这其中还包括查封扣押的三百箱茅

台酒在内的大量贵重物品。

几个亿尚未返还 部分财产被变
卖

两年多过去了，辽宁省公安厅除返

还了部分财产，对于包括17家企业在内

的其它合法财产，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

说法。按法院判决，当年被办案机关查

封扣押的财产中应该返还的主要包括五

部分：

第一部分是被认定与黑社会犯罪无

关的17家企业及其收益；

第二部分是袁诚家及家人账户和非

涉黑企业账户上的存款；

第三部分是包括银行入股金在内的

对外投资款；

第四部分是袁诚家2003年黑社会性

质组织成立前的资产2000万元；

第五部分就是包括茅台酒在内的手

表、金条、字画、玉器等贵重物品。

二审后，辽宁省公安厅返还了3.8个

亿，目前还有几个亿没有返还，其中包

括个人存款、相关的利息，也包括袁诚

家大量对外的投资。而且这些财产中的

大部分已很难返还了。

比如本该返还给袁诚家的企业之一

“本溪万豪国际会馆”，如今不仅变成

了建材城，而且早在法院判决之前就被

转让出去。本该返还的其它大多企业也

都出了相类似的状况，返还工作也因此

困难重重。

利益驱使 涉案财物管理乱象丛生

专家表示，造成现在法院判决难以

执行的原因，在于终审判决之前，办案

机关对查封扣押的涉案财物进行了违规

处置。

专家还指出，在以往的案件中，违

规处置涉案财物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些

问题背后其实就是利益的驱使。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原来谁扣的归谁，用于抵顶政法机

关的办案经费。后来实行收支两条线，

收了要上交，办案经费由专门财政来支

出，但在收支两条线的过程中，全国几

乎所有的地方又同时实行了按比例返还

，也就是说办案机关查的越多、扣的越

多、上交的越多，返还的就越多。这项

制度必须坚决废除，今后任何政法办案

机关绝不能从收缴扣押冻结的财产来获

得任何经济上的利益。

完善法律法规 加强产权保护

袁诚家和谢艳敏该如何拿回本属于

他们的合法财产呢？就在返还工作举步

维艰时，2016年以来，中央在产权保护

领域的深化改革和不断出台的新政策，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全文印发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专家表示，在

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对产权保

护不力，甚至侵害合法产权的现象，这

些问题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产生了

负面影响，急需解决。

中央此次出台的意见明确指出，要

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坚持有

错必纠，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

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

产权的案例。对涉及重大财产处置的产

权纠纷申诉案件，确属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错案冤案，要依

法予以纠正并赔偿当事人的损失。

2016年 11月 28日，最高法颁布了

《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

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2016年12月28

日，公安部向全国公安系统下发通知，

要求学习贯彻《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申请国家赔偿 解决返还难题

看到中央不断出台的新举措和逐步

完善的法律法规，谢艳敏看到了希望，

她聘请了律师，决定通过申请国家赔偿

的途径解决自己财产返还的难题。

在这份国家赔偿申请书中，申请人

袁诚家和谢艳敏要求辽宁省公安厅返还

17家企业，返还赔偿17家企业正常经营

产生的收益，返还赔偿个人账户和企业

账户本金及利息，以及银行募集款、租

赁权协议结算款等直接经济损失共计人

民币37.3亿余元，同时还要求返还手表

、金条、字画、茅台酒等在内的其它贵

重物品。

国家赔偿申请已受理 结果未定

相对于申请执行二审判决来说，代理

律师表示，通过国家赔偿的方式，可以更

好地保护袁诚家、谢艳敏的合法权益。

国家赔偿是国家财政来出资，如果

公安厅实在赔偿不了的话，或者某一项

不容易落实的话，那么会由财政部门来

支付。

辽宁省公安厅已正式受理了这起巨

额国家赔偿申请，虽然最终的赔偿结果

还未确定，但这一段经历，让谢艳敏对

财产的返还越来越有信心。

法律在逐步完善，依法治国就是，让每

个公民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得到公平正

义。

一對夫婦獲刑三年後申請37億國家賠償

毒贩利用长途客车运输毒品,

却不知警方早已暗中布下埋伏。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对外

通报称,一起特大长途运贩毒品案

历经半年多侦查终于成功告破,毒

贩及其下线、司机等人均在接货

地点被警方一网打尽。

与此同时,记者还从北京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根据该院

近3年来审理的运输毒品犯罪案

件分析,北京长途客运车运毒案件

正呈逐渐上升态势。

东城分局破获的这起贩毒案

件就是一起典型的长途客车运毒

案。据东城警方介绍,该局禁毒中

队去年在工作中发现一名刘姓男

子涉嫌贩毒,随即成立专案组展开

调查。

今年4月20日,侦查员接到线

索,刘某将于次日凌晨利用长途客

车往北京运输大量毒品,一名黑车

司机将在21日一早去接他,然后

去收货。

接到线索,警方兵分三路,一

组前往刘某在京的暂住地大兴区

某小区调取监控；一组到六里桥

长途客车站附近盯守；一组到大

广高速河北与北京交界处的检查

站蹲守。当天6时20分左右,盯守

在进京检查站的民警拦截了一辆

从湖北出发的大巴车。该车司机

交代,车上行李箱内有一件行李是

别人交给他携带进京的,到京后有

人会将行李取走。经工作,司机表

示愿意配合警方,继续按照约定方

式将行李交付取货人,并提供了取

货地点可能就在大巴车临时停靠

站这一线索。

侦查员决定与大巴车一同前

往上述地点,并迅速安排其他两组

警力对该地点先期布控。果然,在

预定时间的上述临时停靠站,一辆

可疑的黑色江苏牌照马自达轿车

进入侦查员视线,车上有一身材较

胖的司机。经查,该人为李某,是

刘某的“马仔”兼下线。与此同

时,另一辆停在不远处的黑色北京

牌照马自达轿车也没有逃过侦查

员的视线,车内两名男子一人正是

嫌疑人刘某,另一人为司机付某。

当载有毒品的大巴车行驶到

上述临时停靠点时,江苏牌照马自

达轿车立即开到大巴车前,李某下

车取货,当其将行李放入汽车后备

箱内时,民警立刻上前将其抓获。

另一组侦查员则将另一车内的嫌

疑人刘某及黑车司机付某同时抓

获。侦查员在刘某等人运输的行

李内发现了3大袋白色可疑晶体,

后经鉴定为苯丙胺类毒品,共重

494.93克。目前刘某、李某、付

某、大巴车司机4人均已被警方

刑事拘留。

据民警介绍,刘某于3月30日

、4月9日、4月19日,先后3次通

过银行转账方式从湖北省购买大

量毒品,由杨某在湖北省宜昌市将

毒品交给长途客车司机,利用司机

驾驶长途客车从湖北宜昌运输至

北京,再由李某接收。5月18日,东

城分局禁毒中队民警赴湖北宜昌,

会同当地警方将刘某上线杨某抓

获。目前,杨某也已被警方刑事拘

留。至此,这条利用长途大客车由

湖北至北京的长途贩运毒品通道

被警方彻底打掉。

此外,在长途客运车运毒案件

中,78%的不法分子系受指使或雇

佣运毒,“马仔”多为无业人员或

农民,文化程度低,缺乏谋生手段

。同时,警方还表示,目前的运输

毒品案件还出现了“人货分离”

式的运毒方式,给警方的打击工作

制造了新的障碍。

北京警方破特大
长途运贩毒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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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季，真是应了那句“我的

命是空调给的”。酷暑天气，室内热

得不行，小宝宝会变得烦躁不安，胃

口变差，睡眠也不够安稳，小便减少

变黄，甚至精神萎靡，体重减轻，发

育停滞。开个空调给屋里降温，宝宝

立马整个人舒服起来了，心情也变好

了。

但是，空调给了你一条命，却也

能收了你的命。吹空调致病、致命的

新闻近年也不少——

两岁宝宝浩浩玩耍后回到家，浑

身是汗，不停说热。父母怕他被热坏

，赶紧把他带回家里的空调房降降温

。可当松松吹了一会空调后，突然不

停咳嗽，嘴唇发紫，父母见情形不对

，立即带孩子到医院。

所幸，松松捡回了一条命。浩浩

的症状是急性喉炎，这是一种非常凶

险的炎症，尤其是6个月到3岁的儿童

。医生表示孩子发病前就有点流鼻涕

，玩耍后，父母没将他身上的汗擦干

就让他对着空调吹，空调温度过低，

导致孩子突然发病。

空调虽是很好的降温神器，但是

小宝宝吹空调有很多注意事项，要谨

防宝宝得了“空调病”。那么，怎么

开空调呢?以下给你奉上一份指南。

空调最适宜温度

空调温度不是越低越好，最好设

置在24-28℃，这样对于小宝宝来说比

较温和，不会过凉，导致感冒。

别对着宝宝直吹

空调口不要对准宝宝吹，婴儿床

要在房间中远离空调的位置，这样可

以保证温度不会骤然降低，而是缓慢

柔和的变化;

定时开窗通风换气

开着空调的房间里，空气变得干

燥，温度适宜，特别适合病毒、细菌

的繁殖。加上房间封闭，会大大增加

病毒细菌感染的几率，因此必须要勤

通风。房间最好是每两个小时换一次

气，每次仅需要10分钟就可以，这样

可以将房间内外的空气进行交换，可

以保持房间空气清新，这样就能减少

“空调病”的几率。

保护好敏感部位不受凉

身体的敏感部位包括肚子、肩膀

、关节等处很容受凉，因此，开空调

睡觉时最好给孩子盖上薄毯子，平时

也可以准备一件薄外套，冷的时候披

着，避免出汗着凉。

衣服宜穿棉质材料

宝宝皮肤娇嫩，出汗又多，柔

软、透气的棉质衣物是最佳选择。

空调房里，不妨给宝宝穿连体衣，

可以更好保护宝宝的小肚子等敏感

部位受凉。

保持室内湿润度

开着空调室内往往比较干燥，

空调的除湿功能蛮强大，而孩子身

体的水分毕竟有限，房间湿度不够

待久了容易口干舌燥、起湿疹。这

时候可以使用加湿器，或者在空调

房里放一盆水都可以。

注意及时补水

在空调房里，宝宝更容易口干

舌燥，且宝宝的皮肤水分调节能力

也比不上大人，所以应及时补充水

。温开水是最推荐的饮品。不要等

到口渴了再喝，要每隔一段时间就

提醒宝宝喝水。

擦干汗再进空调房

如果孩子刚刚从外面大汗淋漓回

家，别急着让他进入空调房，一定要

先把孩子身上的汗水擦干净，最好稍

作休息，以免一热一冷受凉。如果可

以的话，最好先给孩子洗个温水澡。

睡醒前1h关空调

宝宝对温差调节能力很有限，需要

一个循序渐进的适应过程。要是我们在

宝宝睡醒前1小时把空调关掉，等到他

醒来时室内外温差就没那么大了，可以

避免其患上各种呼吸道疾病。

定期清洗空调滤网

夏天时，空调基本上天天见。建

议每个1—2个月便把滤网查下来好好

清洗下。清水冲洗干净即可，不需要

使用清洗液，然后放在阴凉处晾干。

当然，你也可以花银子请专业的清洗

员上门服务，清洗得更彻底。不然，

空调内特别是滤网这块藏匿非常多的

细菌，空调一开灰尘、有害气体就跑

进宝宝体内，太可怕了!

夏热莫贪凉 家有BB空调这样开

每个妈妈都希望自己温柔而坚定，

可是琐碎生活中，难免有失控的时候，

有没有从没吼过孩子的妈妈，快让我膜

拜一下。

普天之下妈妈们都希望自己是好妈

妈，温柔不发怒，但现实生活中很多时

候，妈妈并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保持

着温柔可亲的模样，一声吼还是时有发

生的事情。

这世上 哪有不会吼孩子的妈妈

有时吼 是因为太累了

某天早晨孩子不到六点就起来，见

我熟睡，于是就淘气的迈开双腿，一屁

股坐在我腰上。腰部传来剧烈的疼痛，

瞬间唤醒了我。

换做以前我会翻身抱住他，然后挠

痒痒，逗得他哈哈大笑。但是那天实在

是太累了，而且一下压倒痛的那根神经

，于是忍不住厉声对他吼了一声：

“XXX(他的名字)”

瞬间他也被我震慑到了，小身躯惊

颤了一下，然后怯生生的退回到床边，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知道他肯定在想

：为什么上一次妈妈会陪我玩，而这次

却要大声的吼我呢?

抱歉孩子，是妈妈让你感到困惑了

。我抱抱他，告诉他妈妈真的很累，也

很痛，没有更多的精力好好和你沟通，

于是偷了个懒，选择了用吼的方式，匆

匆结束这场游戏。但是，妈妈爱你的心

并没有改变。

有时吼 是因为危机生命安全

有些吼，是因为情不自禁，但是有

些吼，却是势在必行!

儿子2岁的时候，超级爱模仿大人

帮手机充电的行为，教育多次都无果。

有天在他又尝试把充电器插入到插座，

眼看他的手指快要触碰到插头的时候，

我立马朝他大吼了一句：“不许动!”

，然后火速夺走他手上的充电器，并把

他从放插座位置上抱离。

生活中，像这样危及安全的事情，

是非常多的。危机关头，妈妈们一声大

吼，可以在瞬间震慑住孩子，打断了孩

子的下一步行动，从而将危险止于未发

生时。

“吼”作为一强烈而有冲击感的表

达方式，能给孩子留下较大的震撼感，

也提醒孩子以后不要做同样危险的动作

。

水淹、电击、火烫，生活中还有很

多很潜在的危险，妈妈不可能一次把所

有的注意事项都传授给教给孩子的。唯

有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去言传身教，让

孩子逐渐懂得趋利避害，远离那些隐藏

的危险、伤害。

所以孩子，在我还来不及教会你这

些的时候，请允许我对你的危险行为吼

一声，让你和危险保持一点距离，有时

候正是这一点点的距离，会给我赢得保

护你的时间。

让每一次吼 都有价值和意义

妈妈吼完后，就这样散了，各干各

的事去了?

聪明的妈妈，应该要懂得吼完后的

善后工作。在平复心情后，必须要和孩

子来一次交谈，告诉他：你当时的心情

和感受，让他理解你当时为何有如此

“粗暴”的反应。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

小道具来辅助他理解。

例如，我在阻止孩子玩充电器后，

就用了小牙签轻刺他的手指，告诉他电

击的感觉就如同尖刺扎手一般，甚至还

会更加难受。在他体验过后，当下就表

示以后再也不玩充电器了，后来他确实

也做到了。

巧妙的将吼变成教育的一部分，而

不仅仅是震慑孩子的唯一手段。唯有以

这样的方式结束，这才对得起妈妈们当

初歇斯底里的那一吼。

这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你吼完以

后，还有情绪在身，那么请先做好自己的

情绪管理，才开始教育孩子。负气的话，

除了排解你心中的情绪之外，对于教育孩

子没有半点的帮助。话可以暖人心，也会

伤人无形，千万不要因为不经大脑的气话

，误伤了孩子脆弱的心灵。

一定要告诉孩子，偶尔在某些时

刻，忍不住吼你。可是我一直爱你，我

并不是完美妈妈，谢谢你一直爱着我。

这世上 哪有不会吼孩子的妈妈

和男朋友交往有两年了，虽然在

同一个城市，因为距离很远，要两个

小时的车程，所以基本上都是每个周

末才见面的，即便是这样不经常见面

，还是会因为一些问题吵架，交往的

这两年时间里，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

闹别扭，中间也曾分过无数次手，都

是因为没有

现在年龄都大了，我26，他29，

按理说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是

一想到结婚心里就觉得很别扭，因为

我们几乎没有恋人之间的那种甜蜜的

感觉，见了面连拥抱都没有的，也许

是因为对方都不是自己喜欢的那种类

型吧，可是真不明白为什么既然这样

还要在一起?

想过要分手，但是毕竟交往了两

年了，再说他对我也不错的，只是我

们的性格不是很合的来，看问题的观

点也不一样，所以经常吵，虽然他才

29岁，但看上去像是三十好几了，而

且有秃顶的倾向，头顶上的头发已经

很少了。

假期我们一起出去旅游，也是在

吵声中度过的，每次都是他比我能吵

，我生一肚子气，先不说话，他才会

闭嘴，吵了架他从来不会哄我的，我

们一起出去玩，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一

个人玩，他好象个局外人，只是看我

玩。

前段时间去青岛海边，好多人脱

了鞋子到海水里玩耍，第一次看到大

海，忍不住脱了凉鞋想亲近海水，当

时还有我一个同学，我同学正好来例

假，不能陪我下水，我让男朋友陪我

到水里玩一会儿，可是他却坐在沙滩

上，无论我怎么求他，我同学也劝他

，可是他就是不肯脱了鞋陪我到海水

里，(大家都是挽起裤脚在浅水里玩

，也有穿短裤的，当时天气还不是很

热)，我当时感觉特别孤单，人家都

是两个或几个人在水里戏耍拍照，而

我却是一个人下去水边玩，就连照片

都是我同学给拍的，大家说说我有多

郁闷啊，好象他的任务就是把我带到

这里，然后我就自己玩好了，他自己

坐在沙滩上什么话也不说，有时候我

真不明白他在想什么!同学说给我和男

友拍个合影，他竟然说不用，每次都

是这样，出去玩的时候从来不肯和我

合影，我强烈要求他才同意，所以交

往两年了，我俩的合影不超过5张，

和他在一起几乎没有什么话好说，我

如果不说话，他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即使我找到个话题，也会被他几句就

顶回去，弄的我一点说话的欲望也没

有了，相对无言。

不止一次想分手，但又觉得交往

这么长时间了，狠不下心，可是和他

在一起又真的很没趣，他就像个老年

人一样，一点点年轻人的活力都没有

，其他条件我也比他好的，工作比他

好，工资比他高，长的也算可以，身

材是每个同事公认的好，总之没有一

个人同意我找这样的男朋友，其实我

可以不理会大家的目光，我只是希望

两个人感情好就行，可是从我们过去

所发生的那么多事中，我发现我们感

情也不好，总觉得他不像是年轻人，

没有年轻人的活力，就算是玩也是我

一个人玩，平时我们只是电话联系的

，我每次加班都是一个人走回住的地

方，他连电话短信也少有的，以前都

是我要求他给我发短信，他每次就千

篇一律地问吃饭了吗?每次都是这样

，我也就不稀罕他来关心我了，看着

身边的同事都有男朋友陪着，更感到

自己的孤单。

他有时也对我挺好的，我的想法

他一般都顺着，就连吃什么饭也是我

说了算，在哪买房子也是我说了算，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周围也

有喜欢我的人，但都知道我有男朋友

，所以就没有表白，有个同事辞职后

才告诉我其实他一直都喜欢我，要不

是因为有朋友他早就追我了。

我真的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和这样

的男友继续，继续呢，真的找不到喜

欢的感觉，以前还好，现在连吵架都

没有力气了，他平时不大和我说话，

但一吵架就厉害起来，常常让我觉得

很委屈，请大家帮帮我吧，到底该不

该再继续呢?矛盾中。

林津的父母看到我很高兴，他爸妈

身体都不好，就在养养猪种种菜，下面

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家里五口人就

靠着他现在一个月六千块钱的工资

我今年二十八岁，未婚，没有男朋

友。我有一个妹妹，比我小两岁，孩子

都生了，我的事情几乎是家族里面所有

亲戚都会讨论的话题，其实我自己也急

，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我能有什么

办法呢。前几天部门里说要跟其他部门

联谊，可是当我提出我也要参加的时候

，一个同事却说：“你就算了吧，那么

好的男人你都不要了，咱们公司就没有

能够配得起你的人。”其他几个同事也

纷纷附和，我知道，他们是在说半年前

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来这个公司有四年了，林津是跟

我同一批进公司的，又是在同一个部门

。最开始我也只是把他当普通同事，没

有想到他会在我二十四岁的生日那天向

我告白，我觉得他人也不错，就答应了

。

虽然公司明令禁止办公室恋情，但

是我们部门经理对我们两个总是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大家都很看好我们。林津

是那种像邻家大男孩一样的人，性格很

好，也很体贴。就连办公室里面那些最

难相处的大姐，也都把林津当弟弟看待

，他人缘真的很好。

林津后脑勺至今应该还有一大块疤

，这是一次意外留下的，有一天我跟他

出去玩，走到一个老街区，那一片都是

危楼，可是我觉得拍照片好看，非要进

去，后来一块大广告牌砸下来，本来是

砸到我的，可是他替我挡下了，头上流

了很多血。也是因为这件事，我才决定

了要嫁给他。

对于林津家里的情况，我了解并不

是很多，因为我并不是很喜欢追根究底

的人。只知道他是农村出来的，现在在

这里工作，租房子住。我们决定要结婚

之后，我跟他回了一趟老家见他父母，

去之前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是还

是被出现在面前的景象给吓到了。

我也不是没有见过农村，但是确实

没有见过这么破的农村，几间瓦房摇摇

欲坠，房子里面乌漆嘛黑的，家里养的

猪随地走来走去，发出难闻的气味，洗

澡的地方是几块塑料布搭起来的。林津

的父母看到我很高兴，他爸妈身体都不

好，就在养养猪种种菜，下面还有一个

妹妹一个弟弟，家里五口人就靠着他现

在一个月六千块钱的工资，我们本来只

是准备回去探个亲，可是我们回去的第

一天就有两个亲戚上门来找林津帮忙解

决各种问题，这个小孩想去城里读书，

那个想去城里做点小生意。

林津的爸妈给我做了一桌子的饭菜

，看到过来蹭饭的几个孩子馋得流口水

，我就知道这是很高的待遇，可是那些

东西，一盆盆都是黑乎乎的，我根本看

不出是什么，我忍着不适吃了几口，到

外面吐得稀拉哗啦。

男友工资6000要养一家五口人，我果

断提分手

回来之后，我跟林津冷战了一段时

间，他没说什么，但是我也知道他对于

我这次的表现不满意，一个星期后，我

跟他提了分手，他很平静地答应了，没

问我为什么，其实我是希望他问的，至

少我不用觉得那么罪恶，我不嫌弃他穷

，真的，可是那样一个家我实在忍受不

了，人只能够往高处走，林津在这个城

市里顶多算个中低层，可是在他家里全

是整个家族的希望，我看不到我们的未

来，真的，我感觉假如我嫁给了他，就

像嫁给了绝望。

林津辞职了，我们的事情，也变成

各种各样的版本传遍了整个公司，那段

时间公司里面的人对我全是骂声，甚至

还有人匿名给我发言语恶毒的邮件。他

们说我伤害了一个好小伙子，毁了他的

未来。还说我这种势利的女人就该单身

一辈子。那段时间我也想过要辞职，可

是我知道，假如我辞职了，这个骂名就

算坐实了。

半年过去了，现在有人提到这件事

情我发现我还是很不能够释怀，林津的

确很好，我也承认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可是那些骂我的人我真心觉得他们是

站着说话不腰疼，难道他们面临跟我一

样处境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分手吗?

回复：走自己的路，管别人说什么

呢，结婚确实要找适合自己的人，这不

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另一半负责，

勉强在一起，肯定不会幸福到哪儿去。

再者，你不跟他在一起，自然也会有更

合适的人跟他在一起，冥冥之中，我们

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缘分，请听从你自己

内心的声音，不要被杂音干扰。

男友工资6000要养五口人，我果断提分手

29岁男友开始谢顶
感觉在跟老头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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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目惊心的在美留学生退学
数据

据国内多家权威媒体报道，

2013～2014 年有约 8000 名学生被美

国学校开除，这还不包括无法毕

业的学生。以当年赴美留学生总

数 27 万计算，8000 名退学人数占

当年赴美留学人数的比例约为 3%

。但由于个人隐私保护的需要，

美国教育部不会公布这一具体数

字。8000 这个数字，来源基于美

国教育机构“Horuen 教育(HE)”的

统计数据。

同时，该外文网站还报道了

这样一则新闻。2015 年 28 日，美

国检方对 15 名中国学生提起诉讼

，指控他们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

(SAT)等考试中采用欺诈手段，收

买枪手替考。15 名中国学生中，

10 人居住在美国，其中一人已经

被逮捕。如果被控罪名成立，这

些中国学生可能面临几十年监禁

和几十万美元的罚金。

如果这一数据成立，则我们

按照 2016 年在美中国留学生 104 万

4 千人计算(数据来源：2016 美国

门户开放报告)，其中当年 30%为

新进入美国学生 34 万名 3%的比例

推断，2016 年则可能有 1万余名留

学生被劝退或开除。

中国小留学生屡遭美国大学
退学之原因

近年，中国低龄留学生被美

国大学勒令退学的新闻屡屡引起

网络热议。近日发布的《2016 留

美中国学生现状——劝退学生群

体 分 析 》 ， 整 理 和 分 析 了

2013-2016 年期间 2914 例中国留学

生涉及被劝退状况的数据，对此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数据显示：69.31%的被劝退学

生在美时间不超过两年;41.37%的

学生在美国学习生活的时间只有

一年甚至不到一年。学生留美时

间越久，适应状况越好，出现劝

退的情况相应越少，留美时间超

过五年被劝退的学生仅占 1.92%。

通 过 对 2015 年 3 月 至

2016 年 3 月间的 1,185 名学生样

本数据资料分析发现，被劝退原

因的七类分布如下。其中学术表

现差和学术不诚信，成为中国留

学美学生被劝退的主要原因。

针对被劝退学生的在读学位

进行分析：本科学生被劝退的比

例最高，达到了 62.66%，硕士生

占 18.17%，本硕生被劝退人数百

分比总和超过 80%。

将被劝退本科学生的入学方

式细分为国内高中直升、美国高

中直升以及国内大学转学三类。

通过进一步分析得出：从国内大

学转学而来的本科生被劝退的比

例最高，占 40.59%;其次是国内高

中直升，比例为 34.76%;美国高中

直升的所占比例最低，为 24.65%

。

根据被劝退学生在读学位分

布数据，82.32%的学位集中在本、

硕、博阶段，也就是超过八成的

劝退案例发生在大学。对该阶段

被劝退人群所在的大学排名( U.S.

News)进行分析，有 79.98%的被劝

退学生集中在综合排名前 200 的

美国大学。

通过对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间的 1,185 名学生样本数据资

料分析发现，被劝退原因的七类

分布如下：

可以看出，学术表现差和学

术不诚信是最主要的劝退原因，

在被劝退的中国学生里，72.43%是

因为上述两个原因而中断了在美

学业。下面将对这七类被劝退原

因进行逐个分析：

学术表现差

学术表现差是中国留学生被

劝退的最常见原因，占比 39.86%

，主要体现在平均绩点(GPA)过低

。美国高校对于学生的在校学习

成绩有严格的要求：本科生 GPA

不得低于 2.0，研究生 GPA 不得

低于 3.0，未达标会收到学校给出

的警告，若无改进则会被劝退。

导致留学生 GPA 过低的原因

包括：1、缺乏自制力，对学习未

引起足够的重视;2、英语能力不过

关，听不懂、看不懂、不会写;3、

对新的学习环境以及学习方法未

能及时适应。一定的辅导与支持

，对于留学生迅速适应新学习状

况，保持积极态度，避免出现学

术表现问题，非常必要。

学术不诚信

在美国，诚信是一个严肃的

话题，美国高校对于涉及学术诚

信的问题十分重视。但学术不诚

信，却是中国留学生被劝退的第

二大原因，足占 32.57%。最常见

的学术不诚信行为包括：考试作

弊、作业抄袭、代写代考、申请

材料造假、引用不规范、篡改成

绩等。我们接触到因此被劝退的

学生，从动机出发分为有意和无

意两种。有意的不诚信，“坏学

生”无非是怕考试不及格或作业

写不出，而“好学生”则是“精

益求精”，希望分数更高 GPA 更

漂亮。无意的不诚信，反映出对

美国文化及制度了解的匮乏，比

如写论文时不会规范地引用资料

，不清楚网上考试或是在家考试

(take home exam)的规则，对美国学

生中约定俗成的学术诚信习惯或

者不了解，或者采用随意或侥幸

的态度不去严格遵守。近年来涉

及中国留学生的协同作弊案件，

有越发严重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留学生

的学术诚信问题已经引起了部分

教授的警觉。许多案例中，即使

学生没有在考试或作业中采取不

当的行为，教授们也对他们过于

严格。这些偏见的产生，源于中

国留学生普遍较差的学术诚信行

为所塑造出来的不良印象。

在力迈中美帮助的劝退学生

当中，因申请材料造假而被劝退

的学生数量明显增多。为了被理

想的学校录取，过度美化甚至虚

报背景，语言考试雇佣代考，这

些行为一经发现，学校有充足的

理 由 撤 回 录 取 甚 至 将 学 生 列 上

“黑名单”。有些学生是自主使

用假材料，但有些却是被中介机

构隐瞒，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递交

了假材料申请。具体申请材料造

假案例请见附录。

缺勤

8.14%的中国留学生因为缺勤

被学校劝退。美国高校对国际学

生出勤率格外重视，不按要求上

课会被退学。国际学生的出勤率

直接与学生签证挂钩，不满规定

在校学习时间，会失去合法的学

生身份。对于部分小留学生而言

，独自赴美，意味着处于无人监

管 的 真 空 状 态 ， 这 突 如 其 来 的

“自由”，容易使他们变得懈怠

，不按规定上课。留学生缺勤的

原因主要包括：沉迷于电子游戏

、懒惰、以及请假理由不合理等

。此外，由于考勤会被计入学生

的总成绩，如果学生缺勤过多，

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得到一个不合

格的成绩，导致学术表现差。

行为不当

行为不当是指留学生可能做

出的一些违反美国法律或校园规

定的不恰当行为。例如不遵守学

校纪律，是因为行为不当。值得

注意的是，不知法而犯法，在由

于行为不当被劝退的案例里，相

当普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生活

学习，却对美国法律法规了解甚

少，这样的状况其实非常可怕。

2016 年 2 月，爱荷华大学的一名

中国留学生因在社交平台上发布

不正当言论，被学校劝退并遣返

，详情请见附录。

不了解学校基本规范

因不了解学校基本规范被劝

退的学生占比 6.00%，这是今年白

皮书对劝退原因分析总结的一个

新类别。大致表现为因未按照规

定到学校注册、未参加重要课程

、未按规定修满学分等本来可以

避免的原因，导致被劝退。美国

各校均会在开学伊始的 Orientation(

入学典礼)过程中对学校基本规范

进行详细介绍和讲解，然而大多

中国学生由于对环境和语言的不

适应造成无法完全听懂而忽略了

重要信息，甚至有少部分学生因

为不重视而直接错过 Orientation，

这都导致了日后因不清楚校规校

纪而犯错甚至被劝退的不良后果

。

心理问题

3.43%的被劝退学生是出于心

理问题导致无法继续学业。学生

缺乏独立学习和生活的经验，当

他们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又面

临诸多问题时，倍感压力，手足

无措。学生们也因缺乏中美跨文

化指导，产生心理问题。

孤独感对于留学生来说不可

避免，初来乍到由于语言与文化

的障碍交不到朋友，导致不合群

，这种情况远比想象中普遍。上

述状况在心智更加不成熟的低龄

留学生群体中更加严重。当负面

情绪和心理压力无法通过正常渠

道排解时，就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小则孤僻、厌学，任其发展则

可能出现抑郁的症状，甚至需要

就医，导致学生无法正常学习，

终止学业。

身份挂靠及其他(财务问题、签证

问题等)

在力迈中美研究中心的数据

库中，有 3%的学生是因挂靠身份

等其他问题被劝退的。其中，单

因挂靠而被劝退的学生人数占到

了该类别的74.58%。

挂靠

2015-2016 年，美国国土安全

局加大对挂靠学校、挂靠产业链

和挂靠学生的打击力度。2015 年 3

月，洛杉矶地区查封三所挂靠学

校，1,500 名学生被牵连。2016 年

4 月 5 日，美国国土安全部“钓鱼

”设立的挂靠学校北新泽西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ern New Jersey)开

始收网，除了逮捕 21 名涉案人员

，1,027 名该校的挂靠学生因此被

遣 返 。 因 此 事 件 影 响 ， 自 2016

年 4 月，力迈中美收录了受挂靠

牵连的 106 名学生的数据。若将

这部分数据归入统计，则因挂靠

被 劝 退 的 学 生 人 数 比 例 将 增 至

11.00%。

据调查，随着北美留学的升

温，挂靠学校与挂靠产业在近年

内不断发展。同时，越来越多的

留学生因无知、走投无路，在紧

迫的环境下选择了挂靠。近五年

内，在美国境内用中文搜索“挂

靠”一词的次数不断增加(信息来

源 Google Trends)。尤其在近半年

内，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据分

析，大部分搜索源自华人聚集的

纽约市和加州的湾区(旧金山和圣

何塞)。

挂靠 学 校 ， 是 不 被 美 国 教

育 部 、 美 国 高 等 教 育 认 证 委 员

会 (CHEA) 正 规 认 证 的 “ 虚 拟 ”

大学 ;而挂靠，即是一种签证诈

骗 行 为 ， 通 过 “ 有 名 无 实 ” 的

学 校 获 得 学 生 身 份 ， 非 法 留 在

美 国 学 习 或 工 作 。 这 种 “ 付 学

费 换 居 留 ” (Pay to Stay) 的 做 法

， 不 仅 是 对 正 规 留 学 生 和 外 国

劳 工 签 证 申 请 人 的 伤 害 ， 也 极

大 危 害 美 国 国 内 安 全 。 值 得 特

别 注 意 的 是 ， 一 些 留 学 生 在 初

次 被 学 校 劝 退 后 ， 为 了 继 续 拥

有 美 国 学 生 签 证 ， 选 择 了 看 似

“ 最 省 事 ” 的 挂 靠 学 校 ， 结 果

再 次 被 开 除 ， 甚 至 触 犯 法 律 遭

遇 遣 返 ， 造 成 了 更 加 严 重 的

“二次伤害”。

作为国际学生，在美国的高

中或大学需要保持 Full-time 的学

习，学生签证才是合法有效的。

临时“暂借”一个学生的身份，

而不行其实，美国移民局对此的

态度绝对是零容忍。一经查出，

不仅挂靠学校要被打击查封，挂

靠的学生也会立即被遣返回国。

就算学生之后有重新返回美国继

续学业的打算，也会存在很大的

签证风险，极有可能被拒签。

《2017中美国际教育白皮书》
将披露在美中国学生屡被劝退真相

力迈中美《2017
中美国际教育白皮书
》，通过系列翔实的
数据和实例，对在美
中国留学生各学业阶
段屡遭被劝退的现象
，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和研究。究其根源主
要表现在学术表现差
、学术不诚信、缺勤
、行为不当、不了解
学校基本规范、心理
问题等七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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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面试的人不多，大都是和我一

样的高考落榜的同龄人

考官的面试问题很简单，《西游

记》师徒四人，哪一个最像你？我回

答说，唐僧最像自己，既耐得住寂寞

经得起考验，又吃得了苦，还踏实肯

干。

当晚，我就收到了顺利通过面试

的通知短信：欢迎加入魔鬼训练营。

对此，我激动不已。后来我才知

道，那天只要回答了问题的人都被录

取了。

上班的地方不大，是一个由三室

一厅改造成的办公室，大门口挂着

“癫狂英语魔鬼训练营”的大横幅，

一旁摆着海报，一个个专家简介上都

写着“著名教育家”“心灵导师”等

等。

第一天工作很简单，自我介绍、

唱歌和喊口号，在一个不大的空调房

里，训练营主创、讲师、行政主管、

宣传主管、后勤主管陆续上台做自我

介绍，接着新人轮流介绍。

剩下的时间基本就是在唱歌，先

是成龙的《相信自己》，然后从李宇

春的《和你一样》开始团体价值观洗

脑。

这些都只是第一步。下班前，被

打满鸡血的新员工开始由老员工带领

着集体喊起“励志”口号：“我热爱

丢脸，我渴望成功。”公司还给每个

人发了一件黄色短袖“工装”，衣服

前印着“魔鬼”二字，背上是“A

world without complaint”（不抱怨的

世界）。

入职后的半个月，穿着“工装”

去大街发传单成了我的主要工作，和

现在大街上发传单的不同，我们发传

单需要边发边喊口号，而且要喊得震

天响。

“我热爱丢脸，我渴望成功”，

夹在一群人中间，我跟着训练营的

“专家”扯着嗓子一遍遍地大声喊。

这种大言不惭的口号，若是一个

人自己喊，绝对难以启齿。奇怪的是

，一旦混在人群中，顺理成章的勇气

便以微妙的优势胜出。

口号喊久了，我真觉得自己出了

门，就是成功人士了。

传单还没发几天，我们一上街就

有小孩远远大喊，“魔鬼来了，魔鬼

来了”。

领导知道后，私下就夸奖大家。

“这说明我们铺天盖地的宣传已经起

到了很好的效果。别人一见到这衣服

，就知道这个地方有个搞教育的组织

叫魔鬼训练营。”

“现在这社会要想成大事，就得

拿出比别人更强大的决心，不要脸的

决心，只要不违法，什么都可以心安

理得的干。”宣传主管说，我们的工

作就是深入群众搞宣传，当然，按照

主管的话来说，这也是我们挑战自我

的过程。

于是，我们这群年轻人就像打了

鸡血一般，穿着耀眼的黄色短袖，几

乎跑遍了城市大街小巷，学校和商场

，边喊口号边发传单。

有一次，我们甚至直接站在全国

连锁培训机构“新东方”的楼下，在

竞争对手的地盘公然叫嚣，像疯了一

样，一遍一遍大喊，“我热爱丢脸，

我渴望成功，我们是魔鬼训练营。”

还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事直接因

“破坏城市公共卫生和秩序”被城管

带走，几个人蹲在办公室学了一下午

文件，当晚才被放出来。

我们被放回来后，宣传主管还专

门召开了紧急会议，“别怕，咱这是

搞教育，是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城

管再来，大胆发就是了。即便被带走

了，也别怂，咱上头有人。”

那次之后，我们还真没再怕过城

管。远远看见城管开着车子来了，我

也不躲，还会叫嚣着继续发传单。城

管们见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来我才知道，魔鬼训练营的几个

领导专门去找了相关部门的领导，几

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了饭，喝了酒

，训练营还递了钱。这就算是上头有

了人。

魔鬼训练营在招生时用过很多方

法，“超级记忆法”也是吸引大众眼

球的噱头之一。

不管一句话、一行数字还是一串

字母，训练营的讲师看了几分钟后，

就能从容地正背倒背。一时间，前来

听免费课的学生和家长踏破了门槛。

训练营还请来“背着妹妹上学”

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获奖者洪战辉忆

苦思甜，进行榜样式演讲。

其实病毒式口号也好，讲师技能

噱头也好，名人造势也好，魔鬼训练

营使劲浑身解数无非就是为了多收学

生。

孩子们热血高涨，家长们也十分

赞许。孩子们热血高涨，家长们也十

分赞许。

随着宣传的深入，“魔鬼”二字

很快无人不知，前来报名的人数也呈

爆炸式增长。截止到8月开营时，训

练营已经收了近1000名学生，生源学

历从小学到高中不等。

可训练营的老师水平却参差不

齐，说是明星导师，很大一部分

不过是大学在校生，暑期放假兼

职，安个假头衔，培训没几天就

上岗了。

连高中毕业的我也被安排做了班

主任，带两个班，共60个学生，学

生喊我田老师。说是老师，其实只是

负责批改作业，管纪律什么的。我比

他们大不了几岁，而且高考失败，无

论从哪个角度讲，我都不足为师。

有一回下暴雨，训练营的学生

就举着旗子，穿着魔鬼的“工装”

，冒雨在广场上狂奔，嘴里还喊着

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话，比如“我

一定成功”“我是最棒的”，老师

领跑在最前。

一位老大爷过来和我搭话，“娃

呀，你们小小年纪咋能干这个？你们

这是变相传销，赶紧散了吧！”

我听了之后，只是觉得很生气。

说实话，当时的自己完全没有意

识到，这个英语培训机构其实就是个

传销窝点。而在被骗入“变相传销团

体”的一个月里，自己其实已成为坑

害孩子的帮凶。

如果只是读读英语，那还真的称

不上变相传销。可事情远不止于此，

开营后期，我们开始干一些和英语无

关的事，比如说所谓的“感恩教育”

。

那时候，训练营请来了一个号称

是国内著名感恩教育专家、亚洲走火

大会第一人的老师，姓李。

李老师来的那天，学校里挂满彩

旗，训练营还专门派人去接了机。李

老师穿着一件金色的李宁牌短袖，在

第一节课上，李老师说他只用中国制

造，就算是去肯德基，也只是坐坐，

不点东西。下课后，李老师甚至当场

脱了那件金色李宁短袖，甩到台下，

孩子们就像追捧明星一样疯抢那件极

具“爱国意义”的衣服。

当众让境遇悲惨的孩子自揭伤疤

，讲自己的遭遇，就是李老师所谓的

“感恩教育”。

被叫到台上的孩子往往不是双亲

不健全，就是家庭有困难，讲到最后

，孩子都会哭得泣不成声，家长也哭

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然后，李老师就

会走到孩子旁边，告诉他们忘掉伤痛

，努力做个救家救国的救世主。所有

感人的画面，都会被站在旁边助理拍

照记录下来。

然后，还有更疯狂的“走玻璃走

火大会”。

走火，顾名思义，指的是人光着

脚，从高温木炭火路上走过去；而

“走玻璃”，就是光着脚在玻璃渣铺

成的路上走。

很长一段时间，“走火”几乎

成了训练营里潜能培训的代名词。

“专家”称，这不仅不会伤害双脚

，而且能彻底激发人类的潜能，克

服恐惧心理，挑战人生的不可能。

加上那些年，在国内兜售“成功学

”的陈安之，更让人们对“走火大

会”耳熟能详。

对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李老

师启动了一整套“潜能开发培训程

序”。先是从啤酒厂买来一大车空

瓶子和木桩，举着锤子、斧子，砸

了瓶子，劈了桩子，铺了一条长长

的玻璃渣子路和火路。

孩子们依次脱了鞋子和袜子，排

成队，被导师指引着，往铺好的“特

殊”小路上走，一条是细碎的玻璃渣

路，一条是火堆路。一旁的家长也不

断推着自己年幼的孩子：“去，走火

去，走玻璃去，激发你的潜能去。”

一个孩子光脚走过去了，两个孩

子光脚走过去了……每当胆子小的孩

子吓得不敢走时，音乐就会响起来，

连家长也会站在孩子旁边加油打气。

3个小时后，训练营里近1000个

孩子，无论年龄大小都赤着脚从玻璃

渣和火堆上走了过去。

随即，训练营主办方做了总结：

“大会成果很成功，孩子们很勇敢，

孩子们有了这样难忘的经历，人生的

种种苦难也都会迎刃而解。”

孩子的脚上被渣得出了血，烫得

起了大包。这真正成为了一条血路。

而如此极端的“潜能挖掘方法”

，竟也没有一个人抱怨。孩子们热血

高涨，家长们也十分赞许。

有人问，中国这些当爹妈的，都

怎么了？为了去开发潜能，可以让孩

子光脚踩玻璃和火炭；为了去治疗网

瘾，可以让孩子接受电击。

我也不知道，更不理解自己当

时怎么了。但我当时，的确是帮凶

，举着锤子、斧子，协助铺就了一

条沾着血的路，给一无所知的孩子

们走。

后来的日子，孩子们对训练营

的讲师无不怀着崇拜之心，每天都

如同打鸡血般地学读音标。结营的

时候还搞了一场文艺表演，大都是

煽情的节目。有孩子模仿者讲师的

姿态站在台前演讲，分享自己在训

练营的感受。

第二天主办方安排了饭局，在

饭桌上大家拿到了工资。我们与讲

师、营长抱拳碰杯，觥筹交错，一

派和谐。

我拿着1300块钱，骑着二轮子回

了家。父亲说，收了心，赶紧去补习

学校。此时才恍然，我跟着这群人已

经不知天高地厚地混了一个多月，而

摆在我面前的就只有一件事：复读再

考。

英语魔鬼训练营在当地又办了两

年，第一年学生很多，第二年就不行

了。后来，这些人收了场子，换了地

方，用老套路搞起了企业培训，没几

年也黄了。再后来，又搞起了作文培

训，到处装模作样作演讲，听说赚了

大钱。

“感恩教育”涉及到不可言说的

东西太多，我不是批判家，只是讲个

真实的故事。

“感恩教育”究竟是什么东西
前言那些年，风靡大小城市的“感恩教育”，利用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和孩子们的单纯的判断力，招摇过市，而我

，也曾是这荒诞的变相传销活动的帮凶。

2008年奥运前夕，我高考惨败，差二本线90多分。

我已决定复读，但在复读班开学前的那段时间，我无论如何也不想呆在家里。

骑着二轮子，我开始到处找工作。很快，就拿到了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面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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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Will Be On Addressing North Korean Threat

US, China To Meet In Washington
On July 19th For Economic Talks

Many Chinese Parents Rethinking U.S. Education
Abroad For Their Children Due To This Tragedy

Brent ChristensenDenied Bail 
In First Hearing Of Yingying 

Zhang’s Kidn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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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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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ior U.S. and Chinese officials will meet to discuss 
bilateral economic issues this month after threats b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o use trade to pressure 
Beijing to do more to rein in North Korea's weapons 
programs, a U.S. official with knowledge of the 
decision said.
The meeting of the U.S.-Chin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 will take place in Washington on 
July 19, and will be the first covering economic and 
trade issues in a new format for U.S.-China dialogue 
agreed after a summit between Trump and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Xi Jinping, in April.
Trump pledged repeatedly during his election 
campaign to take a tough stance on Chinese trade 
practices deemed unfair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his 
rhetoric softened after a friendlier-than-expected 
summit with Xi.
Shortly after their meeting, Trump said he had told Xi 
that China would get a better trade deal if it worked 
to rein in North Korea, whose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have become an increasing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Lately though, Trump, who is to meet Xi again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20 summit in Hamburg this week, 
has appeared increasingly frustrated that China - North 
Korea's neighbor and main trading partner - has not 

taken stronger 
action.
North Korea said 
it tested its first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 on 
Tuesday and 
experts said it 
appeared to be 
of a type capable 
of hitting all 
of Alaska, 
p r o m p t i n g 

renewed U.S. calls for global diplomatic acti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said it will propose new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test, but it is 
unclear whether China and Russia will support these. 
Unlike Washington, neither Moscow nor Beijing have 
described the missile used in the test as an ICBM. 
(Courtesy www.sino.com) 
Related
How Donald Trump Can Put Pressure On 
China Over North Korea's Nuclear Threat

This picture purportedly taken on July 4, 
2017 and released by North Korea's official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on July 5, 2017 
shows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C) 
celebrating the successful test-fire of the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Hwasong-14 
at an undisclosed location. (Photo/ AFP/Getty 
Images)
President Trump expressed frustration Wednesday that 
China is not doing enough to pressure its ally, North 
Korea, to halt its nuclear weapon and missile programs, 
and signaled that he may turn to other options to thwart 
North Korea's ambitions.

Trump’s tweet came after North Korea on Tuesday 
successfully tested its first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capable of reaching Alaska. The missile, able 
to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is intended to “put an end to 
the U.S. nuclear war threat and blackmail,”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by North Korea’s official news agency.
Below are some options Trump has 

available:
Enforce current U.N. sanctions
At an emergency meeting Wednesday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U.S. Ambassador Nikki 

Haley sai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face 
a choice: Trade with 
North Korea or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ountries that 
are allowing, even 
encouraging trade 
with North Korea in 
violation of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 

also would like to maintain their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ley said.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been 
pressuring China to do more to curb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long-range missile 
activities. (Photo/economictimes.indiatimes.
com/news)
The U.S. has considerable military capabilities, "but 
we prefer not to go in that direction," Haley said.
The latest sanctions resolution pass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 November was touted as the 
strongest ever, but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analysts 
say those measures have yet to be fully enforced.
The sanctions limit North Korea’s sale of conventional 
weapons, coal and iron ore, especially if revenue 
would benefit its nuclear or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s.
China, which handles 90% of North Korea's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increased trade with North Korea 
37%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just before Beijing 
announced it would cut back buying cheap, high-
quality North Korean anthracite coal, said economist 
Thomas Byrne, president of The Korea Society, a New 
York City-based group that promotes U.S.-Korean 
understanding.
The increase appeared to be caused by companies that 
"topped off" before the sanctions went into effect, he 
said.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clearly not implementing 
all the U.N. sanctions, said Anthony Ruggiero, a senior 
fellow at the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a think tank in Washington, D.C.

Stop Chinese 

missile carriers
The U.S. could start 
calling out companies 
involved in North 
Korea's weapons 
programs, such as 
two Chinese trucking 

companies that provided or helped build large vehicles 
that North Korea uses to transport, erect and launch 
its missiles, said Richard Fisher, a China and Korea 
analyst at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
The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Industry Corporation 
and the China National Heavy Duty Truck Group, or 
Sinotruk, have provided trucks or large missile carriers 
that North Korea uses to transport missiles aimed at 
U.S. forces in Asia, Fisher said. The vehicles were 
displayed in an April 15 military parade, where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s forces showed off their 
capabilities.
"In order for those trucks to carry the missile, the 
missile company has to be involved," Fisher said. "We 
should have no problem demanding that the Chinese 
take back all these large 16-wheel transporter erector 
launchers."

Expose Beijing's support
U.S. intelligence officials could expose companies 
involved in helping North Korea obtain the capacity 
to produce lithium-6. It is crucial to develop 
thermonuclear weapons — hydrogen bombs and 
boosted atomic bombs — that produce a far more 
powerful blast than atomic bombs, Fisher said.
According to a March 17 report by the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Security, citing 
g o v e r n m e n t 
sources, North 
Korea arranged 
in 2012 to 
p u r c h a s e 
i n d u s t r i a l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in 

China, including mercury and lithium hydroxide. 
Those substances have civilian as well as military uses, 
but together indicate an effort to produce lithium-6 for 
weapons, according to the institute's report.
That mean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pproved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to manufacture thermonuclear 
weapons to North Korea, Fisher said.
“It’s simply inconceivabl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have allowed the transfer of this 
kind of technology without multilevel approval up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litburo,” he said.
Seek tougher U.N. sanctions
Haley on Wednesday urged the Security Council to 
tighten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but China and 
Russia expressed reservations.
China's envoy, Liu Jieyi, called North Korea's missile 
test unacceptable and called "on all parties to refrain 
from provocative actions and statements and to engage 
in full talks to resolve this 
issue."
Russia's deputy U.N. 
ambassador, Vladimir 
Safronkov, said, "Any 
attempts to justify a military 
solution are inadmissible and 
may lead to destabilization 
of the region. Attempts 
to economically strangle North Korea are equally 
inadmissible."
The November sanctions resolution “calls up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exercise vigilance” over 
North Korean activities that produce revenue for 
the regime and its weapons program. These include 
workers sent abroad by North Korea to earn hard 
currency used for the country's nuclear and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s, according to the resolution. Tillerson 
should seek a change to the resolution's permissive 
language to an outright ban, Ruggiero said.
This “slave labor,” Ruggiero said, has been used to 
build World Cup facilities in Qatar and St. Petersburg, 
Russia, in the Russian logging industry and in Kuwait, 
generating $500 million annually for North Korea.
Tillerson should seek a change to the resolution's 
permissive language to an outright ban, Ruggiero said.

Impose U.S.-coalition sanctions
The U.S. could bypass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impose its own sanction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ould develop a multinational coalition to cut off 
revenue to the North Korean government, lik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did to counter Iran’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e U.S. and its allies should issue arrest warrants for 
senior company officers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who participate in 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s that 
benefit North Korea, and seize their assets, Fisher said.
They could start with targeting individuals, companie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did business with 
the Dandong Hongxia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mpany, a Chinese firm named in U.S. sanctions 
issued in September, or citizens of China, Russia, 
Vietnam and Cuba who worked with North Koreans 
named in sanctions issued on March 31. The two sets 
of sanctions targeted Chinese and North Koreans 
alleged to have raised money to fund illicit North 
Korean proliferation activities.
"The Dandong Hongxiang company (and four of its 
officers) is sanctioned, but 22 front companies are not, 
and no banks were sanctioned in the recent action," 
Ruggiero said.
Cut access to U.S. banks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could cut off access to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for banks,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anywhere in the world who do business 
with North Korean entities. That would shut down 
North Korea’s missile and conventional weapons 
sales, which represent 40% of the nation’s economy, 
said Bruce Bechtol, a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at 
Angelo State University in Texas and an expert on 
North Korea.
A financial dragnet that covers all foreign 
intermediaries working 
on North Korea’s behalf, 
including banks involved 
in money laundering, front 
companies and foreign 
individuals who establish 
bank accounts in return for 
financial kickbacks “would bring North Korea to its 
knees,” Bechtol said.
Last week,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did just that, 
cutting off a Chinese bank, a shipping company and 
two Chinese individuals from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because of their support for North Korea.
"We will follow the money, and cut off the money,"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 Mnuchin said on June 29. 
(Courtesy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 

Brent Christensen, a physics graduate, 
changed his story about picking up the 
missing woman, say investigators. Photo: 
Police Handout
Brent Christensen, a former PhD student, appeared 
in court late Monday Beijing time charged with 
kidnapping of Yingying Zhang, a missi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visiting scholar from China. It is reported 
by the Dragon TV that Christensen pleaded not guilty 
while the court denied bail to him before the next 
hearing set at 3pm on July 5.
 Hundreds of people gathered outside the court in the 
city of Urbana during the nine-minute hearing. It was 
reported by the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earlier that 
some local Chinese American attorneys had called on 
local Chines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hearing in a 
bid to “exert influence on the court ruling”.
 Christensen, 28, was arrested on Friday in connection 
with last month’s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of 
Yingying Zhang, 26, who is now presumed by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o be dea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olice released a video 
on Monday showing the 26-year-old getting 
into a black Saturn Astra (pictured) in Urbana 
around 2pm on Friday, just after getting off a 
bus.
The case has drawn wide concern among Chinese 
netizens before galvanizing the local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Zhang, known to be a factory driver’s 
daughter, acquired a Master’s degree from Peking 

University before being assigned to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the Urbana-Champaign by her employer,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s top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
Surveillance video showed Zhang getting into a black 
Saturn Astra car on June 9 before going missing, and 
authorities claimed Christensen to be the driver at the 
time. He was arrested because monitoring devices 
installed secretly by the agencies had caught him 
explaining how he kidnapped Zhang.

Lei Hong, consul 
general of China in 
Chicago, met with 
Zhang’s family on 
Saturday and expressed 
his condolences. Hong 
urged the US judiciary 
to hold a fair trial. 
Hong was quoted as 
describing the crime 
as “making one’s 
hackles rise”, which 
immediately aroused 

suspicions on China’s social media that the official 
knew more details than what was publicly known.
 “The authorities must have acquired proof of Zhang’s 
death, even though it’s not open to the public yet,” 
a netizen commented on Sina Weibo, a Chinese 
micro-blogging 
website.
 The case has 
had a chilling 
effect on the 
society in China. 
Many Chinese 
parents who 
had previously 
planned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giving it a second thought. Recent days have seen both 
Chinese media and social websites quoting worried 
parents voicing their complaints about lack of gun 
control and unreliable police force in the US that has 
remained a top destination for Chinese students.
Before Christensen’s arrest, Zhang’s father Ronggao 
Zhang maintained hope that her daughter would come 
back safe.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Beijing Youth Daily, 
he had said “once my daughter is found, I will never let 
her visit the US again.” (Courtesy www.sino-us.com) 

Trump's Tweet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Follow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grew almost 40% in the first 
quarter. So much for China working 
with us - but we had to give it a try!

6:21 AM - 5 Jul 2017
23,66523,665 Retweets
96,27996,279 likes

A lithium-6 production facility 
inside North Korea.

(Photo/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Korea News Service 
via AP)

Yingying Zhang

Yingying Zhang's boyfriend, 
Xiaolin Hou, left, and father, 
Ronggao Zhang.



BB88

休城工商

休城社區
星期一 2017年7月10日 Monday, July 10, 2017

（本報記者黃梅子）位於中國城王朝超市
內的王朝駕校AK Driving新張開業，已經成立
好幾年了，在休斯敦華人社區聲譽卓著，是華
人學車考駕照的首選。王朝駕校的顧問周師傅
是大家的老朋友，他是原來百利駕校的負責人

，面慈心善技術好，很多新移民都是在他的駕
校裡學車考上美國的駕照。據周師傅介紹，目
前的王朝駕校比不光可以考筆試，還可以由教
練Alison直接考路考，別提多方便了！王朝駕
校就是要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給大家方便！

美國是車輪上的國家，不會
開車寸步難行，等於殘廢一樣
。所以，不管是初來乍到的新
移民還是剛夠年齡考駕照的青
少年，找個駕校學開車時當務
之急。華人要想快速又安全地
學會開車，最好找華人開的駕
校。王朝駕校的教練們不但駕
駛經驗豐富，會講廣東話、英
語和國語，而且收費合理，上
課時間靈活，教學方法豐富，
針對不同需求的個人，可以設
計不同的教學計畫，適應不同
學生的需要。學員可以在王朝
駕校內考筆試，不用去交通局
排隊浪費時間，6小時就可以拿到學車
證，輕鬆上路。王朝駕校的師傅們教路
考也很有經驗，經過他們指點後路試通
過率奇高。最近，又傳來好消息，王朝
駕校的教練Alison可以直接給學員考路
考，不用去交通局忍受各種奇葩主考官
，學習和考試是同一考官會讓學員有親

切感，考試時不緊張，而且練習時就會對路線
有所熟悉，這樣考試時通過率高。

王朝駕校的宗旨是服務社區，為新移民服
務。所以，如果您英文不好，如果您初來乍到

不熟悉情況，請找王朝駕校學習開車，可以直
接在王朝駕校考筆試和路試，快速考到駕照，
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邁出您美國生活的第一
步。

王朝駕校A K Driving School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120, Houston,

TX77036
電話：832-633-5555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維脩大全（七）

複雜的事情簡單化，
王朝駕校的教練Alison可以直接考路考！

22、電動車窗的升降速度
各個車門不一樣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是由於玻

璃升降軌道中進入了一些沙塵
，使玻璃與溝槽之間的摩擦阻
力變大，進而產生了這種結果
。這並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要進行相應的清洗就可以解
決問題了。建議到專業維修站

進行操作，如果想自己動手，
應該選用專業的橡膠清洗劑。
因為電動車窗周圍有許多橡膠
密封件，如果選用清潔劑不當
，會對橡膠製品腐蝕，使密封
條變質、乾裂，進而失去效果
，車窗的密封性下降。

23、自動變速器車掛D位
時，車有輕微振動。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車輛準備
起步時，當自動變速器掛
入D檔位後，在液力變矩
器的作用下，一檔磨擦片
接合，產生向前的驅動力
，而此時因踩下制動踏板
阻止了這種向前的力，造
成車的輕微振動。如果振
動過大，有可能是變速器
前進檔的磨擦片磨損了，
需要檢修變速器；還有可
能是發動機支撐或自動變

速器支撐墊損壞，產生共振蔌
發動機缺火造成的。所以，要
注意平時的車輛狀態，以便能
及時發現異常。

24、發動機的機油剛剛更
換沒多久就變黑了。

故障判斷：假故障。
原因分析：變黑原因主要

有兩個方面。首先是由於清淨
分散劑的作用，其次是由於使

用中的機油被氧化。如果一種
機油在使用中不變黑，說明這
種機油根本沒有發揮其正常的
清潔作用。目前的機油
一般都含有清淨分散劑
，吸收燃燒產生的積炭
和機油的氧化物，以便
換油時換出，從而保證
發動機內部清潔。所以
，剛剛更換的機油變黑
不一定是由於發動機內
部太髒引起，只要按規
定時間換油即可。注意
：一定要按期換機油和
機油濾清器（或濾芯）
。機油使用一段時間後
，機油的粘度變稠並且
有酸性產物產生，如不
定期更換將損害發動機
部件，影響發動機正常
運轉。（未完待續）

完 整 修 車 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

ton, TX77072

（丹陽編輯）2017年7月1日下午，休斯
敦僑學界紀念香港回歸二十週年座談會及慶祝
酒會在休斯敦國際貿易中心二樓隆重舉行，中
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張鐵虹領事
、高樺領事、美國國會議員Al Green 、美國國
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的亞裔代表羅玲、國會議
員Pete Olson的亞裔代表張晶晶及休斯敦各界
僑領、僑胞、留學生等近兩百人出席，共同見
證香港回歸以來20年的發展成就、展望香港更
加美好的未來。休斯頓市長特為本次活動給主
辦單位全美華協及其休斯頓分會頒發祝賀文告
。並宣告七月一日為活動主辦單位＂全美華協
日＂。出席僑胞年齡最大的是體壇老將、98歲
高齡的高如山先生。現場貴賓從香港問題歷史
的演變和發展各抒己見，共同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20 週年。座談會由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分會
會長喬鳳祥和休斯頓中國聯合校友會會長及華
夏學人協會副會長黃華共同主持。大會開始時
，全體起立奏中美兩國國歌。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首先在致詞時
表示： 香港在20 年前的今天，終於回到祖國懷
抱，也為香港歷史結束百年滄桑，開啟了新紀
元。不僅使＂一國兩制＂的構想得以實踐，也
為世界樹立了和平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典範。
20 年來，香港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不僅
美國傳統基金會發佈的 「經濟自由度指數」 香
港20 年來連續獲評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也獲瑞
士洛桑管理學院發佈的{ 2017 年度世界競爭力

報告},香港連續第二年被評為
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 甚
至連人民的壽命也屢創新高，
男女平均預期壽命達到81.2 歲
和87.3 歲，雙雙位居全球之冠
。 20 年來，＂一國兩制＂在
香港成功實踐，充份落實＂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香港背靠祖國內地的
地理優勢，保持經濟繁榮，社
會穩定，在政府效能、貪腐控
制、公民表達及問責等方面均
取得長足發展。二十年來，香
港歷經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
，2003 年非典疫情，2008 年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乃至＂佔
中＂活動，＂旺角暴亂＂事件
，香港都一一挺過來了，這恰
巧說明＂一國兩制＂制度的強
大韌性，以及祖國日益繁榮昌

盛，不僅是香港抵禦風浪，戰勝挑戰的底氣所
在，也是香港探索發展新方向、尋找發展新動
力，開拓發展新空間的機遇所在。

李強民總領事最後也提到台灣。他說：其
實，＂一國兩制＂首先就是為解決台灣問題設
計的。中國絕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台獨＂，
中國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大問題上
，意志堅如磐石，相信＂一國兩制＂在香港的
成功實踐，將不斷為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積累
有益經驗。李強民說： 我們呼籲台灣當局回到
＂九二共識＂上來，早日在＂一中＂框架下實
現祖國和平統一，共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

當天出席的社區領袖和僑胞代表鄧潤京、
翁和毓、沈廣強、范玉新、陳世儀、孫鐵漢、
徐華、黃華、馬莎、何巧莎、胡旭華、林潼等
人紛紛在座談會上發言，各以不同的角度和視
角看 「香港回歸」 的歷史演變和發展。

「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鄧潤京
從 「人文」 看香港，他先以圖片介紹香港人盡
皆知的如尖沙嘴、迪斯耐樂園、啟德機場豪華
郵輪碼頭、旺角，乃至香港的飲食文化，如雲
吞麵，牛肉丸，龜苓膏、魚蛋粉，涼茶，乃至
中國 「遼寧艦」 駛向香港，展示形象，這也是
中國海軍艦隊第二次抵港。

「全美華人協會前會長、德州中國和平統
一促進會創會會長」 翁和毓表示： 台灣統一是
「時間」 問題，也不必急，中國剛開放時，台

灣的GDP 與大陸相
當，而現在大陸是
台灣的40 倍，現在
台灣很多人到大陸
開工廠，找年輕子
弟同去，大家就知
道以後會怎麼樣。
全美華人協會顧問
沈廣強表示：當年
英國絕不能放棄香
港嘴上這塊肥肉，
那 時 香 港 的 開 支
75% 是英國來的，
只有25% 是香港本
地的。但英國每年
從香港的港口，貨
源，資訊，貿易的
收入，一年達十幾
億元，相當可觀。
「中國人活動中心

」 執行長范玉新表
示：鄧小平當年的
「一國兩制」 非常

英明，香港才有今
天的和平，繁榮，
希望台灣早日回到
祖國的懷抱。

「中華總商會會長」 孫鐵漢表示：香港特
區的發展，是有堅強的祖國作後盾，香港才有
今天。祖國強大，海外華人更有地位。在台灣
問題上，他不贊成民進黨執政，為了台灣大多
數人的利益，青少年將來的前途，堅持 「一個
中國」 才有幫助。 「智勝學院負責人、休斯頓
僑界慶香港回歸九七年綜藝晚會負責人之一」
徐華，特地帶來了二十年前的海報。他表示當
時作的很辛苦，30 幾個社團，他們還在Wes-
tin Galleria 辦研討會，效果非常好，表達海外
新一代僑民對香港回歸的關心。 「聯合校友會
會長，華夏學人協會副會長」 黃華表示：1997
年7 月1日，中國正式對香港行使主權。至今
， 「一國兩制」 在香港取得巨大的成功，需要
不斷探索，前進，指明方向。特區憲法，在國
家憲法的框架下實行。對我們留學生而言，國
家發展與個人的命運息息相關，國家強大了，
海外子弟才能揚眉吐氣。其他如華夏中文學校
校長馬莎，清華大學校友會前會長何巧莎，浙
江大學校友會會長胡旭華，及休斯頓大學中國
學生學者聯誼會會長林潼等人也一一發表看法

，表明他們身在海外，心繫祖國的愛國心情，
香港是中國 「一國兩制」 的歷史見證，也是祖
國 「和平統一」 成功的里程碑。

座談會後慶祝酒會正式開始，李強民大使
和全體僑胞舉杯共慶香港回歸二十週年，李大
使和僑學界代表共切休斯頓蛋撻王梅偉民為本
次活動定制的“慶祝香港自歸二十週年蛋糕”
，各位國會議員代表祝賀。本地著名主持人、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亞軍姜日含小姐主持了精
彩的文藝演出，包括美中之星國際歌唱大賽成
熟組冠軍胡辛曙的男聲獨唱 「我是中國人」 ，
姚奇志，彭晨的 「玉蘭花開組合」 表演小提琴
二重奏 「九兒」 ， 美中之星國際歌唱大賽少年
組冠軍亮亮的吉他彈唱 「龍的傳人」 ,以及姜日

含的笛子獨奏等慶祝節目。
當晚，李總領事和部分僑胞又趕赴珍寶樓

海鮮酒家，參加香港會館舉行的慶祝晚宴。總
領館教育組參贊龍杰、文化組參贊解飛、僑務
組領事張鐵虹、新聞組領事高樺等應邀出席座
談會及慶祝晚宴。

大休斯頓地區僑學界舉辦座談會和酒會
隆重慶祝香港回歸20週年

美國國會議員希拉美國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傑克森..李的亞裔代表羅玲頒發祝賀文告李的亞裔代表羅玲頒發祝賀文告、、李強李強
民大使民大使、、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分會會長喬鳳祥和休斯頓中國聯合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分會會長喬鳳祥和休斯頓中國聯合
校友會會長及華夏學人協會副會長黃華代表接受校友會會長及華夏學人協會副會長黃華代表接受。。五邑同鄉會會五邑同鄉會會
長戴慧怡及僑胞們觀禮長戴慧怡及僑胞們觀禮。。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出席的社區領袖和僑胞代表鄧潤京出席的社區領袖和僑胞代表鄧潤京、、翁和毓翁和毓、、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
、、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分會會長喬鳳祥和休斯頓中國聯合校友會會長及華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分會會長喬鳳祥和休斯頓中國聯合校友會會長及華
夏學人協會副會長黃華共同主持夏學人協會副會長黃華共同主持.(.(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和僑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和僑
學界代表共切休斯頓蛋撻王梅偉民為學界代表共切休斯頓蛋撻王梅偉民為
本次活動定制的本次活動定制的““慶祝香港自歸二十慶祝香港自歸二十
週年蛋糕週年蛋糕””((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和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和
全體僑胞舉杯共慶香港回歸二十週全體僑胞舉杯共慶香港回歸二十週
年年。。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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