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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常凤再交代一起命案
变态杀人魔已身背 4 条人命
7 月 8 日上午，涉嫌多起强奸杀人案
(包括 2 名幼女、1 名幼儿和 1 名少女)的
公安部 B 级逃犯姚常凤落网，他在拖拽
并试图强奸一名女童时被湖南沅陵县的
11 名村民围堵抓获。
2011 年，他在绍兴市新昌县将一对
小姐弟残忍遇害，这是系列杀人强奸案
的首起案件，潜逃的 6 年里，他先后在
湖南龙山、重庆梁平等多地犯案。9 日
，三地警方同时赶往湖南沅陵。
7 月 10 日，这起系列案由新昌警方
主侦。
7 月 11 日下午，案件有了新的突破
：姚常凤交代自己还曾在湖北老家附近
奸杀了一名 10 岁左右的女孩。至此，姚
常凤身上已经背负了 4 条人命，新昌警
方将在近日带他去湖北指认现场。
7 月 12 日上午 9 时，浙江新昌、湖
南龙山、重庆梁平三地警方委托湖南省
沅陵警方，将 20 万元悬赏金交付给 11 名
见义勇为的平民英雄。当天下午，警方
已经带姚常凤在龙山指认完现场。
这是一个令人伤心和悲愤的案件。
但谁也不知道，背后潜藏着一个变态的
连环杀手。
2011 年 12 月 1 日下午，在绍兴市新
昌县大市聚镇坑西村的一个出租房内，
一对六七岁的贵州小姐弟惨死家中，满
身是血。与此同时，隔壁出租房带着同
母异父弟弟一起打工的湖北小伙姚常凤
却不知所踪。
案发后，绍兴、新昌警方迅速成立
专案组展开侦查，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
——租住在隔壁的“邻家哥哥”姚常凤
。随即，新昌警方向全社会发布通缉令
，征集线索。
姚常凤，男，湖北人，20 岁，身高
1.65 米左右，圆脸，短发。这是新昌警
方最初公布的信息。
2013 年 2 月 18 日，姚常凤恶性不改
，逃窜到湖南省龙山县内，持水果刀强
行将落单的 15 岁少女姚某拖到草丛准备
强奸，遭到强烈反抗后，他丧心病狂用
水果刀将其杀害，将尸体埋在一个坟墓
后潜逃。
2013 年 2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姚
常凤又在重庆市梁平县石马山公园等处
，针对多名落单女性采取暴力手段实施
强奸，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7 月期间，

在重庆市酉阳县植物园内同样以
暴力方式对多名落单女性实施强
奸。
通过生物痕迹比对，三地的
作案嫌疑人都指向姚常凤。
7 月 9 日，浙江新昌、湖南
龙山、重庆梁平的刑侦民警赶赴
湖南沅陵，三省四地警方针对姚
常凤系列杀人强奸案进行商讨。
7 月 8 日上午 7 点多，姚常凤
出现在湖南省沅陵县的一条公路
边，趁 11 岁的女孩李某不注意
，将她拖拽到公路旁草丛。因为
当天正值赶集日，路过此处的多
位村民和小女孩的奶奶跟踪追寻
，经过 40 多分钟的围堵，终于
将逃入河中的姚常凤制服，并在
他脖子间扣上一条皮带。
2011 年浙江新昌的案件是系
列杀人强奸案的首起案件，经湖
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和浙江省公
安厅刑侦总队协商，目前由新昌
警方主办。
6 年前，姚常凤在新昌为什
么要杀害这对小姐弟？
“当时小男孩在喊，怕他们
会告密。”落网后，姚常凤交代，自己
先掐晕 7 岁的小女孩准备强奸，却被小
女孩 6 岁的弟弟发现，因为担心事情暴
露，他用菜刀和凳子残忍地杀死这对小
姐弟。
为方便办案，姚常凤移交后，将由
新昌警方带着他先后到湖南龙山、重庆
梁平和酉阳指认现场并固定证据，之后
再带回新昌侦办。专案组民警透露，由
于指认现场的路程较长，预计一个星期
之后才能将姚常凤带回新昌。
7 月 11 日下午，案件有了新的重大
突破：姚常凤交代，2012 年，他在湖北
老家的橘树林里奸杀了一名 10 岁左右的
小女孩，之后他将小女孩掐死，最后埋
尸河边。
至此，姚身上已经背负了 4 条人命
。目前，案件基本得到证实，具体细节
仍在进一步确认之中。
姚常凤是一个怎样的人？追逃他 6
年的新昌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张
飞十分清楚：姚常凤的生父因为强奸入
狱，不久后死去。老家在湖北恩施宣恩

县沙道沟镇，家里有一个小 2 岁的同母
异父弟弟，还有母亲和继父。
2011 年在新昌作案后，新昌警方常
到其老家布控警力，每到春节等重大假
日，还会加派警力蹲守调查。
从浙江新昌逃亡后选择的落脚点，
姚常凤基本都是离老家不远的地方。他
最新交代的奸杀幼女案就在恩施老家附
近；湖南龙山虽与湖北宣恩分属两省，
但两地只隔着一座山，只有几十分钟的
山路车程。后来因为当地风声太紧，姚
常凤才在去年逃往重庆。
潜逃的 6 年里，姚常凤行踪飘忽不
定，他一直是怎么生活的？
姚常凤交代，自己一不坐车，二不
住店。为了躲避警方侦查，他一直生活
在僻远地带，交通工具主要依靠自行车
，翻山越岭潜藏郊区或者山坳，住过山
洞、桥洞、无人的空房子，在偏僻地段
搭帐篷居住，平时靠着拾荒、盗窃维生
。7 月 8 日姚常凤被沅陵县 11 名村民制
服时，村民们还在他待过的灌木丛里发
现了自行车、帐篷和包，包里面有小刀
、剪刀、扳手、便携充气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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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伙同他人盗窃杀人
抛妻弃子隐姓埋名 21 年后落网
“你说什么?人抓到了,你确定,
能大声再说一遍吗……”声音中透
着欣喜。
这通电话连接的是两地警方,
拨打电话的是浙江省舟山市洋山边
防派出所民警,接听电话的是山西
省晋中市公安局榆次分局刑警大队
民警。
21 年前,3 名男子在晋中市榆次
区盗窃一家工厂时将 3 名值班人员
杀死。案发后,其中一名犯罪嫌疑
人冒用他人身份潜逃至舟山市嵊泗
县洋山镇。21 年后,这名在逃犯罪
嫌疑人落入法网。
时间倒回至 21 年前,当时,河南
省上蔡县杨集镇板张村经济条件较
为落后,村中青壮年大多选择外出
务工。
张四,时年 22 岁,上有老、下有
小,是家中顶梁柱,为了补贴家用,他
也选择到外地打工。在此期间,张
四结识了几名“志同道合”的朋友
,整日游手好闲。
1996 年 12 月 26 日,身在晋中市
榆次区务工的张四,闲来无事,于当
天 22 时许伙同另外两人到当地一
家工厂实施盗窃。
在盗窃过程中,他们被厂里的 3
名值班人员发现,张四等两人逃出
了工厂,而另一人则被3名值班人员
抓住后绑在了一棵树上。
张四和同伙决定回去相救。于
是,次日凌晨,两人偷偷潜回工厂,将
3 名值班人员杀死。随后,3 人逃离
现场。
案发后,张四抛下了家中的妻
子以及两个儿子,冒用其表亲陈某(
河南项城人)的身份信息潜逃到了
舟山市嵊泗县洋山镇,从此过上了
隐姓埋名的日子。
今年 7 月 1 日,洋山边防派出所
接到嵊泗县公安局指令称:河南省
项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发来协查函
称,经公安部人脸比对系统发现,舟
山市嵊泗县洋山镇流动人口陈某(
男,河南项城人)与一名命案在逃犯
罪嫌疑人相似度高达 90%以上,需
立即开展调查。
接到指令及协查函后,洋山边
防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联合嵊泗

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等部门民警组成
联合抓捕小组,先通过流动人口协
管员电话通知其需要补充流动人口
登记信息,到边防派出所办理相关
业务。
电话中,陈某称自己正在小洋
山海域捕捞“海瓜子”,无法及时
赶到边防派出所。
抓捕小组在对此情况进行研判
时发现,陈某接电话的速度较为异
常,因为正常海上作业人员不能及
时接听电话。再经核查走访发现,
陈某近期并未出海作业。
得知这些情况后,抓捕小组决
定立即对陈某实行控制。随即,在
洋山镇沙田弄 21 号的出租房中,警
方将其抓获。
民警将陈某带至洋山边防派出
所后,第一时间将其身份信息进行
采集,将指纹、DNA 等信息上传系
统,并联系舟山市嵊泗县公安局相
关部门进行信息比对核实工作。
7 月 3 日,经讯问和 DNA 比对,
陈某(张四)如实交代了其于 1996 年
12月27日伙同他人杀害3名值班人
员的涉罪事实。
经调查了解,张四已经在洋山
镇生活多年,为人低调憨厚,在群众
眼中是一个热心肠的“老实人”。
无论从他的生活作风上,还是日常
接触中,很难想象他竟然是一个潜
逃21年之久的“亡命徒”。
据周围群众讲,张四这些年来
从未与人发生过矛盾纠纷,就连平
时帮邻居干活也是甘愿不拿一分酬
劳。
河南省公安厅及时将指令下
达 至 河 南 项 城 市 公 安 局, 当 地 公
安机关在对陈某身份信息实地
走 访 调 查 中 发 现, 洋 山 边 防 派 出
所登记的流动人口上“陈某”
照片与真实的陈某严重不符。
掌 握 这 一 情 况 后, 项 城 市 公 安 局
第一时间将协查函发至舟山市
嵊泗县公安局,这名潜逃 21 年之
久的命案在逃犯罪嫌疑人终于
露出了破绽。
晋中市公安局榆次分局办案民
警得知消息后表示,自己心中的一
块大石头终于落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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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到 BB 和动物安全相处指南
宝宝们最期待的暑假到了，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出游，宝宝都很喜欢和小动物们玩耍。不过，夏天天热时，动物
的情绪也会不稳定，容易狂躁，再可爱的动物们，其行为也往往无法预测，意外就有可能发生。因此，要特别注意
让孩子与动物们保持安全的距离，学会安全地相处。

夏季易发生动物意外伤害
每年暑假，儿童医院都会接诊
大量的被动物抓伤、挠伤、咬伤的
小患者，孩子们如果与动物接触太
过亲密或是接触不当，就容易发生
伤害事件。家长们关键还是要教会
孩子加强安全防备意识和与动物安
全相处的技巧。
前两年发生过一件事，一名男
童翻过了护栏，给黑熊喂食，结果
被黑熊咬断了手臂。要知道，孩子
往往会有意料之外的小动作。请盯
紧他，别让孩子把头和手伸出游览
车。遇到熊、老虎的游览区，一定
要抓住他，不要因为好奇而太靠前
，更不要主动喂食。
每个夏天都会有多例被松鼠抓
伤、挠伤的小患者被送到医院来处
理伤口，是因为孩子们特别喜欢给
松鼠喂食导致的，这些孩子的爸妈
们总以为在身边就能保护好孩子，
结果总是不断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

和动物友好相处小指南
动物园篇
动物园的动物们，别以为它们
关在笼子里就可以随便招惹，一个
不小心也有很多安全隐患的。
不要随便给动物们投喂食物。
许多小朋友在动物园里，为了表达和动物们的亲近
，都会给动物们投喂食物，比如鹿、骆驼等。其实
，这种行为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性，尤其是大型猛
兽，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和动物合影一定要谨慎选择。现在，不少动物
园都有安排游客与动物合影的项目，请大家谨慎选
择，特别是大型凶猛的动物，不要挨得太近。
给动物拍照记得关掉闪光灯。关掉闪光灯可避
免伤害动物和孩子的眼睛，也可避免引起动物受惊
发狂，对孩子发起进攻。
郊外篇
郊外风景很美丽，却也存在着很多危险，更加
要小心宝宝和动物之间的互动。一定要让孩子了解
，很多看起来温顺无害的动物，实际上都有潜在的
危险。
爸妈们首先要告诉孩子陌生的环境哪里可能会
有“陷阱”：比如石头缝里藏着蝎子，要小心它们

的尾巴上有毒针;比如深草丛里可能会有蛇，让孩子
先对动物的生存环境有大致了解，在此基础上再告
诉孩子安全事项：
不要主动触摸动物：以免遭到意外袭击。不了
解习性的动物尤其不要随便靠近，特别是野生动物
，它们的行为不可预测，且并不习惯与人类亲近。
不要用食物去吸引动物：比如在游船观光时向
船外抛食物，或是在营地或野餐地留下食物，喂养
会扰乱动物自然的捕食模式。不投喂、不打扰才是
我们热爱这些生灵的正确方式。
不要为了吸引动物靠近而发出特定声音：如拍
手，吹口哨或者学鸟叫等。
小区篇
虽然小区里看起来相对安全，但是有许多小动
物们前一秒看起来还呆萌、可爱，后一秒发起疯来
也是不认人的。
不要随便摸流浪猫狗：小区里偶尔会有一

些流浪的猫猫狗狗，孩子们觉得可爱，就想上
去摸一摸，喂个食物，甚至想带回家养着。但
流浪的汪星人和喵星人比较敏感，对于人会保
持一定的警惕性，有时候还会出于自我保护而
伤了宝宝，因此，见到流浪的猫狗最好不要去
逗着玩。
若被猫、狗等动物咬伤：一定要尽快带孩子到
辖区狂犬病疫苗接种单位对受伤部位进行规范的清
洗和消毒处理，伤口处理得越早越好。伤口处理后
，还要按程序接种狂犬病疫苗;对于严重咬伤者，还
要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
小动物虽然很可爱，但是动物们的行为总是无
法预测，家长们也无法要求所有公共场所都有非常
完善的安全防护措施，所以，预防很重要，应教育
孩子在与动物相处中，要加强安全防备意识，同时
爸妈们也要看管好孩子，不要让孩子遭到不必要的
意外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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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西瓜美味
BB 食用不可大意
夏天到了，美味的西瓜也大量上
市，又是人们大饱口福的时候了，饥
渴疲劳的时候来一片爽甜的西瓜，那
个舒服真是无法言语。如此美味，可
否和年幼的宝宝一同分享呢?关于宝
宝吃西瓜，妈妈们需要知道这些：
宝宝何时可以吃西瓜?
西瓜味道甘甜多汁，清爽解渴，
西瓜除不含脂肪和胆固醇外，几乎含
有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素。宝宝吃西
瓜是可以的，但通常建议在宝宝 6 个
月大以后。因为此时大部分宝宝都已
经接触辅食了，对于食物的过敏反应
会降低，接触西瓜也会更加的安全。
第一次让宝宝接触西瓜的时候，
最好是能榨汁兑水给宝宝喝。因为西
瓜的含糖量比较高，而小宝宝的消化
道还未完全发育成熟，过多的糖分容
易引发高渗性腹泻。较大的宝宝，西
瓜的进食量也应根据宝宝年龄、喂水
量的多少来决定，例如一次可以喝
100ml 水的宝宝，吃 100 克西瓜即可。
宝宝吃西瓜 注意 4 要点
1、 去籽 西瓜中的西瓜籽，对
于婴儿来说，还是存在危险的，表面
滑溜的瓜子面，很容易被宝宝误吸入
气管，而吞食较多的西瓜籽，也容易
影响胃肠消化，导致便秘问题出现。
所以给宝宝吃的西瓜，最好能将籽挑
去。
2、 不冰冻 夏天吃西瓜，大人
们都爱冰冻过后再吃，口感和风味
都大大提升。但是对于宝宝来说，
冰冻西瓜就不是好东西了，大快朵
颐后腹泻、腹痛等胃肠问题就随之
而来了。给宝宝的吃的西瓜，，常
温即可，如果已经放入冰箱了，那
么可以在吃之前拿出来，回温后再
给宝宝吃。
3、 饭前睡前不吃 西瓜中含有
大量的水分，如果饭前吃西瓜，西瓜
汁会占据胃容量，使得宝宝没有胃口
吃饭，影响三餐的正常进食。西瓜有
利尿的作用，若睡前吃西瓜，会导致
宝宝夜尿频繁、甚至出现尿床的情况
，大大的影响睡眠质量。
4、 空 腹 不 能 吃 空 腹 吃 西 瓜
，会让胃液稀释、胃酸减少。再加
上宝宝消化功能没有发育完全，如
果一次吃较多西瓜，还会出现严重
的胃肠功能紊乱，引起呕吐、腹泻
，以致脱水、酸中毒等症状，危及
生命。

情感熱線

曾经好姐妹 婚后变淡开始闹别扭怎么办
微友来信：我要向你倾诉一下
我的感情经历，我的感情经历不是
和丈夫的问题，而是和妹妹的问题
。我家有三兄妹我是老大，我们兄
妹以前感情很好，现在，都结婚了
，有了各自的家庭。慢慢的又因为
一些家庭的原因，和妹妹的感情淡
了下来，这种情况持续有 4 年了。
我人比较老实一些，妹妹比较
聪明，她总是在亲人面前排斥我，
之前我非常的气，跟他较劲争斗，
现在我想明白了，没意思，人生有
几个兄妹啊!这辈子是姐妹，下辈
子就不是了，朋友玩好了还交心，
何况是姊妹呢!
我想明白了这些之后，就试着
跟她和好，她不接受，一直都排斥
我，还说：你不用这样委屈自己，
你又何必要跟我和好呢!她还利用
父母和其他兄妹一起来排斥我，对
她来说我并没有做对不起她的事，
是她一直不跟我和好，一直排斥我
看不起我，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

回复：俗话说兄弟情深，打碎
骨头连着筋，亲姐妹更是如此，只
有互亲互爱的份，怎么可能在一起
相互拆台呢?要说小时候在一起不
懂事，打打闹闹也就算了，怎么长
大成家了反而出现不睦呢。
你说你们兄妹以前感情很好，
那矛盾肯定是出在婚后了。当你们
从原本一个大家庭里分离出来，重
新组建属于自己的小家，也就有了
各自的小利益。相互可能有了攀比
，比如谁的日子过的更好些，比如
谁得到父母照顾的更多些，而你作
为大姐，可能在她们眼里应该尽到
一些她们认为的一些义务，可她们
认为你没有尽到，或者因为你不恰
当的对她们管束，或者因为你对她
们不闻不问疏于关心，或者因为某
些误解，或者因为家庭成员之间背
后的掺和等，都可能导致姐妹间矛
盾的滋生。
为此，你需要扪心自问究竟是
哪里做的不好，姐妹之间不可能毫

无缘由的出现矛盾积怨，总会有一
些诱发因素的，只是你一时没有意
识到而已。作为大姐，你还是不要
太过计较为好，如你所说，人一辈
子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值得珍惜和庆
幸的事情，不要因为一些不起眼小
事影响了彼此的感情，也不要把一
些利益看得过重，不值得。
多些沟通吧，找个恰当的时
机，和妹妹敞开心扉的谈一谈，
尽量消除内心当中不必要的隔膜
，能不计较的就不计较了。这里
沟通的方式很重要，作为姐姐，
在说话时不要总是一副以大压小
的姿态，也少讲一些人生大道理
，就是很亲热的聚到一起，贴心
的去沟通，比如在一起开心的吃
喝，在一起无拘无束的闲聊，在
一起回味小时候的那些美好记忆
，尽可能的让彼此放下戒备，掏
心掏肺的聊，我想精诚所至金石
为开，只要付出真心，总能将内
心的闸门慢慢打开。

娇妻参加同学会和初恋说我是她司机
婚后，我发现，老婆有点嫌弃我
的长相，表现在哪些地方呢，比如她
去哪里，总是喜欢一个人去，除非是
那种需要花很多钱的，她才会叫上我
从我们一开始结婚的时候，很多
哥们就羡慕我说，你长得那么普通，
居然可以娶到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
当时我还沾沾自喜，觉得是自己的人
格魅力，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
，只要我回想起来，我就一肚子火。
我是一家小公司的经理，虽然这
个公司不大，但是我一个月也有一万
多的收入，比起当初那些一起走出校
门的同学赚得多一些。我和老婆是在
2014 年结婚的，她学历不是很高，就
是高中毕业，但是长得很漂亮，据说
当年还是他们班的班花。
结婚之后，我才慢慢发现，老婆
的确是有点嫌弃我的长相，表现在哪
些地方呢，比如她去哪里，总是喜欢

一个人去，除非是那种需要花很多钱
的，她才会叫上我。这么多年，她经
常跟哪些人来往，有些什么朋友，我
都不是很清楚。
大约在半个月前，老婆突然跟我
说，她过几天要去参加一个高中的同
学聚会，让我一起去。我当时高兴坏
了，要知道，这可是第一次她主动让
我参与到这些事情之中来，为了不给
她丢脸，在去参加聚会之前，我还专
门去理了个头发，刮了胡子，还把最
贵的那套西装拿出来熨了一下，后来
老婆又提出说要把车也洗一下，我觉
得也有道理，就把车开去洗了。
口述：娇妻参加同学会和初恋说我是
她司机
但是，到了那天，当我们到达他
们聚会的酒店以后，老婆一看到门口
站着的两个男的，就马上对我说：
“小赵，你先回去吧，等聚会结束了

，我再打电话给你。”我当时愣了一
下，其中一个男的说：“呦，阿琳，
混得不错嘛，还用上司机了，来都来
了，一起进去吧。”
我刚想说点什么，我老婆马上说
：“没事，同学聚会哪有带司机的道
理，我本来是想自己来的，又怕待会
要喝酒，不然我都不想带司机来的。
”说完她还对我使了个眼色。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该爆发的，但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自己反应也是有点
慢，我居然乖乖地就回车里了，结果待了
两分钟，我越想越觉得生气，这算什么事
情，我就给她打电话，打了好几个，她都
挂掉不接，然后我就发了一条短信给她：
“你最好马上下来给我好好说清楚，不然
我待会就冲上去，到时你要是下不来台，
可不要怪我。”这条短信发出去不到五分
钟，她就下来了，我问她什么意思，为什
么要骗他们我是司机，老婆马上就哭了起

来，梨花带雨的，她说：“对不起，我真
的不是故意的。刚刚门口那个跟我说话
的男的，是我们当年的班长，也是我的
初恋，他当初甩了我，我只是想让他知
道，没有了他，我也能过好日子，对不
起，委屈你了。”
老婆的话我根本听不进去，我气
冲冲自己开车回了家，后来她也是自
己打车回来的。我现在真的越想越后
悔当初娶了她，这么多年了，她还是
嫌弃我，嫌我配不上她。
回复：你这个反应也的确是慢一
拍，你当时应该笑着说，“在家，我
是他的司机，在单位，我是经理。呵
呵，可能我看起来像个老司机，其实
我还是挺专一的，就爱阿琳一个人。
对了，你们好好玩吧，快XX点了，我
今天还要去参加一个酒会。”说完这
些的时候，你就应该转身离开，至于
别的账，回家之后再跟老婆慢慢算。

我们通常说，没有丑女人，只有
懒女人。其实，男人也一样啊，除非
五官真的很丑，要不然锻炼锻炼身体
，健健身，气质也会提升好几倍。如
果是胖子，就得好好减肥。我不知道
你是哪种情况，如果你自身外在条件
真的很差，你可以提升一下，这样一
来，你会更自信，也会更有女人缘，
到时候，你的妻子不仅不会嫌弃你，
只会担心你被别的女孩勾走了。
你老婆这次这么对你，我觉得你
可以在经济上稍微限制一下他，让她
知道你已经很生气了。我希望你用魅
力征服你的妻子，不要一言不合就离
婚，给彼此一年时间，如果你的努力
还赢不得她的赞赏，那你可以考虑离
婚，毕竟，她如果不能发自内心地欣
赏你，那她跟你结婚就只是图别的了
。当然，在这段时间，做好避孕措施
，不要让她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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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7 对 1 家长会
讓周女士感受到中美教育大不同
洛杉矶中国新移民周女士近日代表刚入学的小儿子开了一次
家长会，整个过程让她十分震撼。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中国出
生，接受过中国式教育，一个在美国出生，将接受美国式教育，
虽然小儿子还没正式入学，但这次 7 对 1 的家长会已经让她感受到
中美两国教育体制和现状的极大不同。

7 对 1 家长会让周女士既感动又诧异
周女士 4 日介绍说，昨天她参加了莱特福特（Lightfoot）小学
的家长会，为小儿子入学问题和校方老师进行商讨，为了这次家
长会，学校提前一周就和她预约。让她没想到的是，对方大阵仗
出动了 7 位老师，其中包括主任、校长和一名翻译，而家长却只
有她一人。“这 7 名老师向我汇报了儿子这个学期在学前班学到
的知识，未来计划要达到什么目标，开学一年级要把他送到一个
小班，12 名学生 6 个老师，有校车到家接送，问我同意不？有什
么意见？没有意见的话要在书面培训计划书上签字。”
周女士听到这些心花怒放，既感动又诧异。“12 名学生 6 个
老师？平均 2 个孩子一个老师？这在中国是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大儿子在中国上小学时，班上 45 名学生才一个老师。在中国大
儿子从来没有享受过校车接送的服务，都是我每天开车接送上下
学。美国学校每天用校车接送还要问你同不同意？傻瓜才会不同
意天上掉馅饼吧。”

大儿子在中国上学花了 400 万人民币

陈正治：美国重视新移民的教育
罗兰岗学区教委陈正治表示，美国各个学校的做法都和周女
士所经历的一样，美国的教育理念是帮助新移民、照顾弱势群体
，教育机会人人平等，不会因为家庭背景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我们的孩子是国家的资产，培养下一代是全社会的责任，而不
仅仅是一个家庭的责任。为了帮助新移民和弱势群体，各个学区
可谓不计成本，州政府在预算分配上也会照顾弱势群体。如果哪
个学区新移民、寄养家庭的儿童或贫穷儿童超过标准的 60%，州

赴美读高中渐成热门
中美教育差别何在
国际学校日益发展，去国际学校
读书的孩子要了解国际学校的教学形
式和特点，以便尽快融入学习生活中
。美国高中教育强调精英教育，注重
学生的全面发展，注重学生的个人能
力和特长的培养，因此申请难度竞争
也越加激烈。申请美国高中留学，是
对学生语言水平、个人能力和特长，
家庭情况的综合考量，不但需要申请
材料内容扎实，也应该把握好申请时
间。

中美教育的差距始于高中
美国高中是学分制的，因此可以
开出比中国的高中多得多的必修课和
选修课，而且美国的高中可以开相当
于大学一年级或者二年级公共课程度
的科目，美国大学、科研机构、医院
、商业机构有 专门的部门，负责协
调高中生的课外社会实践和科研活动
。这点中国大部分高中都无法相比。

教师水平差距
美国高中教育，因为要开大学的
课程，对教师的要求就要很高。美国
的高中教师很多都有硕士、博士学位
。在中国，博士会去中学当老师是凤
毛麟角，因此，在教师水平上，中国
就落后一截了。而且他们中除了“土
生土长”的美国人外，还有来自爱尔
兰，法国，德国，印度等不同国家的
“外援”。国际化程度更高。

快速适应当地的风俗及良好的
语言环境
国内很多高中生，大学生在读书
期间都用大量时间来准备托福，SAT
，GRE 等国外考试。老查认为与其如
此，倒不如直接到美国的一所好中学
读高中，不仅能实实在在读完高质量
的课程，还可以更好适应当地的文化

和习俗，更多的时间去接触美国当地
的学生，可以更快适应当地的学习环
境，学会在国际学校环境下的独立生
存能力和多元思维能力，为将来的发
展奠定良好的生活及思维习惯。

更高比例升入美国顶尖名校
众所周知，中国的高中毕业生
如果要直接升入美国的大学本科一
年级，尤其是进入哈佛、耶鲁等名
牌大学非常困难。但是学生选择在
美国就读高中，不仅参加 SAT 考试
非常的方便，而且可以直接参加 AP
，IB 等众多进入名校必须先修读的
预修课程。可以尽快习惯美国的授
课方式，养成正确的美国学习和思
维方式。
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很
多在国内无法获得的各种特长条件，
在美国高中可以轻松获取，更容易进
入顶尖名校。在过去几年里，美国的
私立中学毕业生成功进入哈佛、耶鲁
、普林斯顿三所常春藤顶尖大学的比
例远远高于来自美国公立中学的学生
，有些着名私立中学的毕业生进入长
春藤名校的比例是公立中学学生的数
十倍。

“因材施教”全面素质教育
美国的高中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
养非常重视，学校的选修课程丰富，
使学生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美国教
育并不注重标准答案，他们认为这样
会桎梏学生的创造性，因此你会看到
学生课间在讲台上演讲自如，你会看
到教师用表扬来引导学生发展兴趣爱
好，你会看到校长跟学生一起午餐。
这些在中国看来稀奇的情景，在美国
高中却已经是习以为常。正是这种教
育方式，让学生富有创造力和自主能
力。

十年的美國教育，給了她無數驚喜

周女士回忆说，大儿子从幼儿园起到高中，让她操碎了心，
不是儿子学习不好，而是作为家长的一心想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
，因为“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她记了一本账，大儿子从幼稚园到高中毕业总共花费了
382 万人民币，从 0 到 6 岁，大儿子的进口奶粉、衣物、尿片
、早期教育资料和玩具以及“贵族”幼儿园等费用让她花了
14 万 元 ； 上 小 学 念 的 是 “ 国 际 学 校 ” ， 一 年 学 费 20 万 ， 从 1
年级到 6 年级累计花费 105 万元，加上课外支出总计 150 万元
；初中“国际学校”3 年 72 万元；高中国内 1 年，国外 3 年，
总计花了 50 万元；大学 4 年花了 110 万元。如此一算，她在大
儿子身上总共花了 14+150+72+50+110=396 万元人民币，如果再
加上小孩的电脑、iPad、校服、特长班、补习班、赞助费等，
肯定超过了 400 万。
“在中国老师也定期召开家长会，但从来没有包括校长在内
的 7 位老师一起到场的大阵仗，更不用说是 7 对 1 的家长会。在中
国我怕参加家长会，因为多数都是变相收费的会议，去了就是要
掏钱，而且名目繁多。但昨天这次美国的家长会是提前一周预约
的，而且是 7 个老师为我一个家长举办的，让我有些受宠若惊，
因为过去从没享受过这种“最惠国待遇”，整个谈话没谈一分钱
的事。”

李子，土生土长的建德人，
10 年前她带着 6 岁的女儿移民到
美国波士顿。今天，是李子女士
回国探亲的日子。从她到美国起
，建德的亲戚朋友、同学、以前
的同事一直不停向她打听美国教
育的情况，尤其是一些想送孩子
出国念书的家长问题更多：“你
觉得美国教育好还是中国教育好
。”
李子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女儿小学阶段是比较难忘的时
期，小学阶段不仅仅是女儿在和
美国教育相磨合，也是她在中美
教育差异上不断做斗争。好在，
女儿算优秀，10 年的美国学习生
活，给了她无数惊喜，女儿小学
、初中各跳了一级，今年下半年
16 岁的女儿将以优异的成绩开启
她的大学生活。
10 年前，女儿 6 岁，教育水
平停留在幼儿园阶段，没有上过
任何性质的辅导兴趣班，也没有
强化过英语训练。到了美国以后
，女儿就读了当地的私立小学。
开学第一天，老师对李子说
学校里有给孩子准备电脑，但也
可以自己带手提。不久后李子开
始担忧，这里的小学，学生可以
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在学校
最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下午不
到 3 点就放学回家，最让她开眼
的是根本没有教科书！当那个金
发碧眼的女教师弗丝女士看了她
给女儿这个年龄国内孩子在做的
一些习题后，温文尔雅地说：
“我可以告诉你，3 年级以前，
你女儿的数学是不用再学了！”
面对她那双充满笑意的蓝眼睛，
李子就像挨了一闷棍。
日子一天天过去，看着女儿
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地
去上学，李子的心就觉得沉甸甸
的，她很怀疑把 6 岁的女儿带到
美国这件事是不是她人生中最蠢
的一件事。很快，在美国的第一
个学期过去了，她把女儿叫到面
前，问美国学校给她最深的印象

政府的教育经费就会拨给这个学区更多一些。”
陈正治解释说，在美国多个老师给一个家长开会是很正常的
，参加会议的老师通常包括英文老师、心理辅导老师、社区服务
总监、校长、主任和翻译等。他强调，美国尊重个人的权利，即
便我要帮你也要经过你的允许，如果你不愿意被帮助，我们不会
“强行”帮助你。一个老人过马路，要搀扶他的人会问：“需要
帮忙吗？”要征求老人的意见。同样，校车接送也要征求家长的
意见，如果家长更喜欢自己开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学校也会尊重
他们的选择。

张金生：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哈岗学区教委张金生表示，美国的教育口号是“No Child
left behind”（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美国的教育经费是世界上最
多的国家，好的学区一个学生政府拨款 2.3 万元，哈岗教育经费全
国排名倒数 25 名，每个学生的教育经费是 7000 元，但即便这样，
我们的学校每天都为学生提供免费早餐，还为贫困学生提供免费
午餐。
很多国家都通过考试的方式把成绩不好的学生筛选掉，美国
的做法截然相反，州政府会发放特别经费照顾弱势群体，免费为
新移民开办英语课，通过 ESL 课程加强落后学生的教育，对早孕
的学生单独开小灶，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歧视她们，甚至开除
学籍。
他表示，哈岗学区 1 到 3 年级学生也采取小班制，每个班级 20
到 24 人，配备中、英两个老师，为的是推广双语教育，但还比不
上莱特福特小学，人家是 12 名学生 6 个老师，这在全美也算得上
最好的教学环境了。

是什么，女儿笑着送给了她一个
字正腔圆的答案：舒服！这两个
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李子的脑门上
，她的心更不安了，这与她从小
所经历的中国教育太不同了。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年，女儿
的英语一直在飞跃，在发音上也
非常地道，甚至超过了李子。李
子说：“那时候女儿 9 岁，念小
学 3 年级。我发现，女儿放学后
经常叫我带她去图书馆，时不时
都是背回一大书包的书。”终于
有一次，李子忍不住问女儿一次
借这么多书干什么，女儿一边看
着那些借来的书一边打着计算机
，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作业？李子凑过去，看见女
儿打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标题是：
《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是一
个小学生的作业？这样天大的题
目，即便是博士，敢去做吗？于
是严声厉色地问这是谁的主意，
女儿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
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
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
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
、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
说明自己的看法”。李子一时语
噎，偌大一个中国，它的地理和
文化，它的历史和现状，一个 9
岁的孩子能说得清么？
几天后，女儿完成了这篇论
文。让她惊讶的是，这篇作业打
印出来的竟是一本 20 多页的小
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
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热热
闹闹。李子没有赞扬，也没有评
判，因为她自己有点发懵，在这
篇论文中，她看到女儿不但分出
了章与节，而且在文章最后列出
了参考书目。而这些是国内大学
论文写作方式。
如果说之前那个《中国的昨
天和今天》这一论文还是有迹可
循，女儿之后的另一个作业就让
人摸不着边际了，这次是《我怎
么看人类文化》。女儿灵机一动
，问她：“饺子是文化吗？”饺

子？文化？一时间，李子又不知
该如何回答了。
为了给孩子一个负责任的回
答，她和女儿一起查阅权威的工
具书。花了不少功夫，她们总算
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
抽象的反反复复的折腾，女儿又
是几个晚上坐在计算机前煞有介
事地做文章。李子说：“我看她
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不禁心中苦
笑，一个小学生，怎样去理解文
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无
法确定的概念呢？但愿我这个虎
头虎脑、从来就对吃兴趣无穷的
丫头，别只是在饺子、包子上大
作文章。”
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
无束的女儿，很快就把文章做出
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 10 页，
又是自己设计的封面，文章后面
又列着那一本一本的参考书。那
自信的样子，似乎发现了别人没
能发现的真理。老师给这篇文章
的批语是：我布置本次作业的初
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
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
是我大开眼界。
女儿小学时第一次家长会，
李子女士认真的准备了笔和本，
以便记录老师所说的话。而当她
来到学校时，她意外地发现，会
议室里又是气球又是彩带的，不
像是家长会，倒像是开联欢会。
而且孩子也全程参与其中。班主
任弗丝女士面带微笑和每一个进
来的孩子家长打招呼。
弗丝女士是教育学博士，李
子说，她特别喜欢她的那种作为
教师的职业性微笑，这种微笑不
仅给你一种平静和安全的感觉，
而且给你一种信心和鼓舞。当她
初到美国时，她曾一度担心女儿
语言关过不了，会影响学习，那
时候，弗丝女士就是带着这种微
笑，给了她一个不容置疑的答案
：“请相信孩子的语言能力，你
们不要担心她的英语，要担心的
恰恰是她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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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仔郭南成之死
郭南成说要“娶个老婆热炕头”的话，还在我的耳边。
可此刻，却传来他的死讯。

走到工厂门口，我发现工人们就
像看戏一样，在大门外围了一圈又一
圈，任凭保安怎么驱赶也不散去。
我被人群推搡到了角落的草丛里
，透过一个个兴奋的脑袋，我远远望
见北门口的道路中间，有个中年女人
跪在地上烧东西。烟雾袅绕的，看不
清楚女人的脸。有货车在她身后按喇
叭，还有几个保安想将她拉起来，女
人就势瘫坐在路中央不走，耍起赖来
。
为首的保安向旁边的人低语了几
句，合伙将女人抬进了保安室。货车
驶过去，碾过一堆灰烬，我才看清楚
，烧的是给死人用的冥币。
那个女人就是郭南成的母亲。
烈日当头，我站在看热闹的人群
里发怔，远处还有机器的轰鸣声，可
眼前的景象却一点都不真实。
我捏了捏口袋，手机里有郭南成
存在过的证据。
“现在都跳了 12 个人了吧。为了
上面赔的那 50 万，大家都纷纷跳楼，
约好了一样。” 有人在旁边说话，脸
上的表情兴冲冲的，“我听说现在不
赔了，免得越跳越多。那他们真是偷
鸡不成蚀把米。”
又有另一个人凑上来说话：“我
听说不是自杀，是被保安打死后，推
下楼的。所以家属才来闹了。”
“我就知道，保安总打人迟早会
闹出事。”起先开口的人接过了话头
。
关于郭南成死因的流言在日光之
下蔓延，我站在人群里挪不动脚。
郭南成的脸，郭南成的话，仿佛
紧紧贴住我的脸。我甚至觉得自己能
够感受到，郭南成摔下楼时耳边的风
声与落地的剧痛。
我颤栗着掏出手机，在郭南成发
给我的最后一条讯息“小妹仔，什么
时候做我的女朋友”后面，回了两个
字：“再见”。
2011 年 5 月，18 岁的我揣着一张身
份证和 400 块钱，随手拿了几件衣服，
开始了人生最远的一次离家出走。
乘卧铺车一路南下，进入广东境
内时是凌晨四点钟。车内人群躁动，
虽然很疲倦，但透过起雾的车窗，隐
隐望见道路两旁的霓虹灯，内心竟涌
起阵阵激动。
在小学同学的指引下，我在龙华
汽车站的南门口，凭着身份证进入了
一家号称世界500强的代工厂。
厂区是个迷宫般的地方，从A栋到
F 栋，我时常会将自己绕晕，处处都是
门禁，有人告诉你哪里可以去哪里不
可以去，宿舍里的 8 个人永远无法齐聚
，总有人上夜班，晚上不回来睡觉。
工厂周围全是应厂妹厂仔而生的
店铺，满足最基础的衣食住行以及娱
乐。店铺老板管厂妹厂仔叫靓妹靓仔
，又或者老板。可转过头，便大骂
“傻逼”。
进车间的时候必须“身无寸铁”

，连胸衣都要在小店里去了钢圈才能
穿进车间。走出车间时也是一样，一
个小螺帽都带不走。
短短一个月，我走过了从手机组
装、测试到包装出货的每个环节，已
经熟知哪里是摄像头的死角，哪个时
间段可以肆无忌惮昏睡，哪个时间段
必须保持清醒。从流水线到物料组，
不过是从新人变成了“老油条”，我
从坐着瞌睡变成站着瞌睡。没完没了
的睡意整日侵蚀着我，一个个白晃晃
的灯就犹如白晃晃的梦。
直到有人凑进我的耳朵，跟我说
话。“去洗把脸吧，去走动走动”，
但困意仍令我挪不动脚。我的嘴巴扯
了几下，手臂上传来一阵剧痛，我这
才意识到自己方才嘟囔的是，“掐一
下我，让我醒醒”。
睁开眼，跟我说话的是一个清秀
的少年，后来我知道他叫郭南成。
郭南成是湖南永州人，比我大两
三岁。说话时有浓浓的乡音，留着一
帘厚重的刘海，车间里的人都叫他小
个子。
车间里的大姐们总喜欢和他打趣
，讲荤段子。
“小个子，多给我一张贴纸。”
“哪种？”白色的静电衣罩在他
的身上，显得他格外瘦小。
“又大又粗的那种。”旁边的人
露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
“写申请单来，每条线都有报废
率的。”郭南成不为所动，木着脸回
。
“你就给我走走后门，给我半张
，不作数的，我一会请你喝水。”
又或者，郭南成抱怨，“今天剥
了一天的铜线，手痛啊 。”车间的人
立刻意味深长地回他：“第一次都是
这样的。”
有时候，他去网吧通宵后上班，
大家就凑上去开玩笑，“郭南成，你
昨天去干嘛了，整个人恹的，小伙子
注意身体啊……”紧接着就是一阵哄
笑。
再或者，“南成，难成。难成什
么，难成功吗？”
“是在南方成功！”
我真正与郭南成熟络起来，是从
他找我借钱开始。
有一天郭南成对我说，“能不能
借我点钱？”我说，我只有 50 块钱。
他想了一下，郑重地说：“也行，发
了工资就给你。”
我掏出一张皱巴巴的 50 块。他还
笑我，“你的钱怎么这么皱。”
“你嫌皱就还给我”，我生气想
要回，郭南成却一溜烟跑了。
他还钱给我时，请我吃了德克士
的炸鸡排。摘掉静电帽，他出神地看
着我，嘴里说，“长得还挺清秀。”
路过园区的礼品店时，他说，为
了感谢你借给我钱，救我于危难之中
，我送你一个礼物。我拒绝了，“你

已经请我吃饭了。”可他扯着我脖子
上挂着的厂牌，将我硬生生拉进了礼
品店，指着一个粉色猪崽，对营业员
说：“帮我把这个包起来。”
“小妹仔，什么时候做我的女朋
友”“小妹仔，什么时候做我的女朋
友”
之后，郭南成开始频频给我发信
息。
“小妹仔，出来吃宵夜。”
“小妹仔，我给你买了早餐，在
你宿舍楼下等你。”
“小妹仔，我教你溜冰吧。”
“小妹仔，我们去海边吧。”
我总是碰见郭南成在车间里，与
他的小推车一起欢快地唱歌。他的小
推车就像一个百宝箱，走到我面前时
，他总会抓出一把五彩糖果给我，
“小妹仔，你什么时候做我的女朋友
？”我剥开熠熠闪光的糖纸，也不答
话。糖果放在嘴巴里，咬一口，甜丝
丝的。
一次，我问郭南成：“你的梦想
是什么？”
“娶个老婆热炕头，生几个娃娃
仔，多好的生活呀。”
“你养得活吗？”我问。
“我们农村生活水平低，好养活
的。再说啦，我爸妈也还年轻，家里
就我一个，有他们帮衬也不是太艰难
的。那你的梦想呢？”
“以前父母总是吵架，我就只想
离开家离开学校，现在不知道了，感
觉很想家。”
“你还是回去读书吧，知识才能
改变命运的。”郭南成劝我。
“你为什么不回去读书呢？”我
疑惑地问。
“我天生不是读书的料，老师在
上面说，我在下面昏昏睡，听不进去
。”他顿了顿说，“就好像你现在这
样。”
我沉默了，郭南成也不说话。两
人低头数着小螺丝，1000 个装进 1 个小
袋，然后称重包装，再分发给产线。
“你们两个离这么近，在干什么
？”身后忽然响起一个凌厉的声音。
不用回头也知道，这一定是那个令人
闻风丧胆的女主管。女主管平日话不
多，总是沉默地负手站在车间角落，
阴沉着脸盯着整个车间，一开口却大
半个车间都能听到。
我紧张地低下头，缩着身子，微
微挪了挪凳子，脸上火辣辣地发烫。
女主管的声音依然在身后：“上
班就上班，离那么近做什么？”我低
着头，默默祈祷这个声音赶快消失。
而在一旁的郭南成，却倏的一声站了
起来，愠怒道：“你有病吧。没看见
在数螺丝么？”
此刻，车间人都噤了声，齐刷刷
望向我这边。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我
头更低了，只听后面女主管顿了顿，
压着声音对郭南成说：“你来办公室
。”
女主管一走，车间立刻爆炸了，

大家开始议论女主管会如何处罚郭南
成。我全身绷紧了一根弦，不敢抬头
。等郭南成一脸无所谓地从办公室出
来，已是下班时间了。我问他，女主
管说了什么。郭南成笑着说：“她说
工作的地方不是我逞英雄的场所，也
不是泡妹仔的地方。”
“那你说了什么？”我追问道。
“我说，不要在上面受了委屈，
就到下面找茬出气。都是打工的，你
配合我工作，我配合你工作，谁比谁
强多少呢。然后，她就跟我南瓜藤子
葫芦藤子扯了一大堆，我没怎么听。
”郭南成语气轻松。
“你不怕她吗？”我有点担心。
“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被开除
，东家不成成西家。”
自此之后，女主管便整天双手交
叉在背后站定，死盯着我，我感觉自
己后脑勺都快被盯出一个血洞来。而
郭南成似乎是抗议般的我行我素，总
是明目张胆走过来冲我说笑。
事情真正缓和是直到某天，一个
大个子男孩不知怎么被她激怒，突然
操起凳子，对女主管骂道：“他妈的
，别以为你是女的，老子就不敢打你
。”女主管站在原地，红着脸，可是
依然背着手，纹丝不动。郭南成却不
知从哪处冒出来，站在了我前面。
线长们闻声赶来想说服大个子，
他手里举着凳子，往后退了几步，正
好踩到了身后郭南成的脚，郭南成一
把将他推出去，大个子毫无准备，一
个踉跄摔在了硬邦邦的地板上。线长
们涌上来制服了大个子。从此，车间
再也不见大个子和女主管那双刺刀般
的眼睛。
郭南成的那一帘刘海在混乱中掀
开了一些，我发现，他没刘海的时候
更像一个男人。
7 月的一个早晨，和以往没什么不
同，夜班后的我拖着一身疲惫，从车
间回宿舍的路上，看到郭南成发来的
讯息：“小妹仔，什么时候做我的女
朋友”，我没有回复。
隔天，我却得到了他的死讯。
我记得那一天。
那是车间冷气开得最足的一天，
冻得人伏天还穿着外套，无论我们怎
么抗议，工厂都不给调高温度。因为
产品芯片和零件受不得热，必须保持
着恒定温度。待在车间的时间稍微久
一点，就会感觉眉眼上蒙着一层霜。
我随着众人从车间走出来，室外
的烈日使我感觉浑身通透。这段时间
我们总是要接受各种培训，我们这批
半新不旧的员工排着长队，绕了大半
个厂区，管理人员在一旁昂头训示，
“填完表，就赶紧回车间，别磨磨唧
唧的。要是被我发现就扣你们一天工
资。”我们龇着牙窃窃发笑，就算顶
着烈日走路，但是可以偷小半天的懒
，没人想走快。
不过 7 月的天说变就变，很快乌云
蔽日，天沉了下来，我们的大队伍被

堵在了北门口。
我眼睁睁地看到着郭南成的母亲
跪在地上给儿子烧冥币，然后被保安
拖走。有人对我说，小妹仔，郭南成
死了。我讷讷回应着:“郭南成吗，怎
么可能？”嘴巴扯动着，心中一阵一
阵的发紧。
一切都猝不及防，如此潦草就划
上了句号，上一秒还是他热热闹闹在
我耳边说话，下一秒便是戛然而止，
从有到无，只需要一瞬间。
而郭南成的死因，对我来说，自
始至终都是一个迷。
我坚信郭南成不会自杀。我分明
记得，不久前郭南成还和同事聊过关
于跳楼自杀的事。“听说昨天武汉园
区又跳了一个人，已经 9 连跳了，今年
是出了什么鬼，死这么多人？”
“自杀的人真傻逼。如果是我，
要死也死回家里去，免得父母那么伤
心，还要来给你收尸体。”郭南成说
。
还有，之前在电视里连番报道工
厂自杀事件时，我们都不以为然，郭
南成一直坚信，“路有千万条，东家
不成，成西家。”
他自杀，我不信。
郭南成走后，走廊的护栏上又装
上了坚固的铁丝网，我时常抓着铁丝
网，望着来来回回的工友们，每个人
都神情木讷。我恍然大悟，这里像极
了一座牢房。
我见过的厂妹，再好的容貌和身
材都被掩埋在厂服内，在嘈杂的车间
，她们的身体静静地等待衰老，并被
贴上“15 块钱的炒粉便能睡一夜”的
标签，只有在溜冰场、酒吧、K 歌房才
能见到她们生动的脸。
我见过的厂仔，他们总是在找工
作，而且总是会问，这个厂女孩多不
多？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只有 16 到 28
岁这样年龄的人才可以待的地方，只
是人生短暂的避难所。
铺天盖地的流言蜚语过后没多久
，我回了家，在工厂算起来也就 3 个月
。
2012 年，我参加高考，考上了湖
北第二师范学院。2015 年开始实习，
去年也正式毕业了。一直过着平淡的
生活。
2015 年，我又去了那个地方。厂
房依然连着厂房，废墟还是那样的废
墟，去厂区的路还是坑坑洼洼，车子
碾过会扬起厚厚的尘，行李箱拖动带
起的灰尘蒙住了人们的脸。周边依然
是以厂区为中心衍生出的商铺和小摊
，夜晚里满是商贩向厂妹厂仔销售劣
质商品的市侩热闹。
烈日当头，也是一个炎夏，我突
然想起郭南成的脸。18 岁那一年，郭
南成是我唯一能记住的人。
我忽然想起有一次，有人骂了句
“我操你妈”，郭南成冲上前，揪着
对方的衣领子发狠地说，“骂我可以
，不能骂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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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美旭:從沈陽到紐約的大提琴之旅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作为一名 85 后的旅美大提琴家，卢美旭坚信
音乐之于心灵的力量。十二岁便从家乡沈阳到北京求学，她先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央
音乐学院、波士顿大学音乐学院、纽约曼尼斯音乐学院，并获得最高级别演奏家文凭。
她不单是一名出色的青年女大提琴家，多次受邀在林肯中心、卡内基音乐厅、联合国总
部、华盛顿国会山庄以及美国南方各地巡演，她的求学经历和心路历程也让人感受到年
轻一代留学生的拼搏与奋斗精神。

大提琴 — 美丽的意外
我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父母都
不是搞音乐出身，但幸运的是他们都
很喜欢音乐，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
全力支持我学习音乐。幼儿园的时候
，大概是从电视里看到了小提琴，我
就一度非常迷恋小提琴，总想象着自
己穿着白纱裙子站在草地上演奏小提
琴的样子，觉得特别美丽优雅。但当
妈妈带我去见小提琴老师的时候，我
竟然被说因为是“螃蟹爪” — 不适
合学习小提琴。我特别失落，回家差
不多哭了一个多月。到现在我也不知
道当时那个老师所谓“螃蟹爪”到底
是什么。
就因为一直有这个内心深处的遗
憾，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跟着学
校里的钢琴课和音乐课努力学习音乐
，因为在课上表现突出，老师经常让
我参加学校里的晚会等文艺活动表演
钢琴节目，而且我那时小小年纪就被
选出作为指挥，带领全年级的合唱团
参加合唱比赛。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我发现我不仅喜欢音乐，也可
能很擅长音乐。
大提琴是我妈妈从小就非常喜欢
的乐器，但父母那个年代家里孩子很
多，也没有条件学习西洋乐器。然而
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一个正在学习
大提琴的我妈妈朋友的女儿，我接触
到了我人生中的大提琴启蒙老师 —
李荫华。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跟妈妈第一
次去李老师家的场景，我到现在都记
忆犹新。因为是第一次见老师，所以
李老师想用钢琴测试一下我的乐感、
音准和节奏怎么样。 因为有了以前被
小提琴老师说“螃蟹爪”并拒之门外
的经历，从来没有接触过音乐的妈妈
坐在一旁也显得格外紧张。紧接着李
老师弹了很多单音、双音、节奏、旋
律，让我哼唱模仿，但因为她没有一
句评语说给我们听，而是一直不停地
对我做各种测试，一开始还满怀信心
的我也被焦虑不安和一直在一旁偷笑
的妈妈弄得精神紧绷。不一会过后，
我就边唱边哭了起来。李老师见状马
上停下来询问我怎么了，妈妈也过来
安慰我，我哭着说：“我妈妈一直在
一旁笑我，您也不理我，我是不是都
唱错了啊？” 这时候老师和我妈妈都
在一旁大笑起来，我才知道她们都是
因为惊讶一个没受过系统音乐训练的
小孩，居然还挺有音乐天赋。也就是
从那一天开始，我被李老师正式纳为
门下弟子，开始了大提琴的学琴之路
。那一年，我七岁。

从沈阳“移民”北京
因为启蒙老师对我在音乐方面天
赋的肯定，我在业余学习了三年大提
琴之后，在小学四年级的下半学期，
我就从普通小学转学到了沈阳市专门
学习音乐专业的乐府小学，从此开始
了我到目前为止长达二十余年的音乐
专业的道路。
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在
美国生活多年的旅美华人大提琴家成
立了一个“天才少年儿童班”，回国

招生，想带一批有天赋的音乐苗子去
美国留学，很幸运的我被他看中并招
收进了他的学校里。当时一起被录取
进去的除了我以外，还有后来以钢琴
出名的王羽佳和拉小提琴的杨天娲等
。那个时候我就只身一人去了北京，
为一年以后的美国留学做英语和专业
的双重准备。但当时我只有十二岁，
以前从没离开过家，所以去北京这样
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生活学习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现在回头看看，那一年
在北京的学习和生活其实给了我和父
母一个很好的测试如果下一步到美国
留学会怎么样的机会。在北京一年之
后我们都觉得还是不要这么小就出国
留学比较好。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因为已经从
沈阳来到了北京，打破了原本想考沈
阳音乐学院附中的计划，我也就因此
重新设定了新的更高的目标，考中央
音乐学院附中。
经过几个月紧锣密鼓的专业和文
化课备考，终于迎来了考试的日子。
学音乐的人最在意的就是双手的保护
，结果好巧不巧的，我就偏偏在考试
的前几天把左手扎伤了。弦乐演奏很
讲究手指触弦的灵敏度，因此也就不
能带创口贴，只好硬着头皮咬着牙也
得上。其实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比大学
还难考，因为跟大学相比录取的人少
，而且因为年龄小也就更能分辨出水
平的高低。对于当时大提琴专业学习
还不到三年的我来说，相比那些音乐
世家从三岁就开始学琴的考生来说，
我其实并不占优势。面试的压力又赶
上左手受伤，可想而知我跟家人的压
力有多大。据我妈妈后来说，我考试
当天她的心情可以用龚琳娜老师的
《忐忑》来形容 — 从我进大门的那
一刻起，她就站在操场上一动不动地
等着我出来，眼睛也不敢眨一下地盯
着门口，生怕错过看到我出门时那一
刹那的表情，因为她想通过那个来判
断我考得如何。
结果我也还算是抗压型选手，临
场发挥得不错，争气地考入了当年仅
有的五个大提琴专业公费名额，并且
文化课和视唱练耳也都是当年全年级
考生里的名列前茅。就这样，经过几
番周折辗转，我终于在 2002 年考入了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并在之后的 2008
年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大学，师从现
在的附中校长 ，同样也是大提琴教
授 — 娜木拉老师，开始了我在中央
音乐学院十年的大提琴学习。我也荣
幸地成为了当年沈阳市乐府小学里第
一个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
直到毕业后的很多年里，依然能在招
生期间看到贴出来的大红榜上，赫然
写着我的名字。
随着我去北京上学和我弟弟的出
生，我的父母为了更好地照顾我们，
并且让我们有机会受更高水平的教育
，我们家也从沈阳“移民”到了北京
，他们也开始在北京经商来发展事业
。
在北京学习生活的十年给我的人
生打开了一扇窗，不仅在音乐上让我
有了更全面的发展，也让我在青春期
最重要的十年里，与北京培养出了像

“家乡”一样的深厚感情。我很感激
我在北京遇到的所有老师和同学，如
果没有这十年在北京的学习打拼，我
不会走上今天的音乐之路。因为坐拥
着中国最高音乐学府这样得天独厚的
优势，也让我能有非常多的机会接触
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古典音乐大师们，
学习他们带来的最高水平的音乐演出
和教学。

留学美国 重新认识大提琴
从小我就有一个美国梦，尤其是
学了这么多年的古典音乐，更觉得应
该来美国看看。如果说去北京是给我
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那来美国就是
给我的人生敞开了一扇门，让我从真
正意义上加深了对音乐的理解。从中
央音乐学院毕业的 2012 年，终于有机
会让我多年前夭折的出国计划得以实
现。
2012 年 2 月 13 号，这一天是我人
生中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我跟妈
妈两个人，两个行李箱，一把琴，一
起来到美国，一共跑了五个城市面试
考学。学大提琴的人都知道，琴跟人
一样，都必须要买票的，不然托运之
后如果琴坏了，不仅没处说理去，考
学也就全泡汤了。所以这一趟国际国
内飞下来，光是我们“三个人”的机
票钱就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真的
很感恩我父母对我在学音乐的道路上
金钱和精力的投入。
讲到给琴买票的事，还有个很好
笑的事。我经常形容我跟大提琴之间
的关系就如同“婚姻”，相知相识相
恋二十年有余。所以我在给琴订票的
时候很自然地就感性地把琴的“性别
”选择成了“男性”。没想到，随行
的大件行李必须跟主人性别一致，结
果就因为这一个乌龙事件，导致尴尬
地让机场工作人员不得不耗费一个小
时来帮我修改大提琴的性别。这也是
时隔多年后我才发现的真相，原来我
的琴是一个“女人”。
经过 20 天里一站接着一站的紧张
面试，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美国
留学。当时我面试了 5 所学校，最终选
择了给我最多奖学金的波士顿大学，
也有幸遇到了待我像女儿一样，又长
得像圣诞老人一样和蔼慈祥的大提琴
教授 — Marc Johnson先生。遇到他绝
对是我人生的一大财富。我从他身上
不仅重新树立了对古典音乐和对大提
琴的认知，他也为我独自一人来美国
后的过渡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置身纽约 经历生死离别
生离死别，是人生最大的无可奈
何，逃不掉，也改不了。在美国生活
的这五年里，我经历了 3 次身边的人
离我远去。一个是 2013 年波士顿马拉
松爆炸案中的遇难者，一个是我在波
士顿大学时我最爱的导师，另一个就
是把我从小一手带大的外婆。
都说美国不安全，平日里倒也没
觉得，反倒觉得美国人蛮友善的。但
在波士顿的两年里，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个是百年不遇的暴风雪，一个是
马拉松爆炸案。爆炸案里唯一的中国
遇难者，是跟我一样的一个沈阳女

孩 — 我俩在音乐学院都选修了钢琴
课，平时她也跟我去同一个教会，我
们就这样因为有很多的共同点而成了
朋友。但没想到本来是一个波士顿地
区热闹欢庆的日子，却成了我们从此
永别的日子。
第二件事就是教授的离去。当我
距离在波大还有一个月就毕业演出的
时候，有一天夜里我刚要准备睡觉，
却突然接到了来自学校系主任的电话
，通知我们所有同一个班的学生，昨
晚我们的教授因为心脏病突发不幸去
世了。教授突然离去，不仅让我们整
个班里乃至学校里的所有认识他并且
热爱他的教授和学生们悲痛不已，也
让我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 — 就
是我即将一个人独自面对接下来为了
另一个学位的考学和毕业音乐会的准
备工作。
从波士顿大学顺利毕业后，我来
到了美国的中心 — 纽约，攻读我在
美国的第二个学位，也就是最高级别
的演奏家文凭。在纽约毕业之后的一
年里，本想在收到移民局的工作许可
(EAD 工卡)之后回国休息一段时间，
见见家人和朋友。结果，人要倒霉的
时候，真的是喝口凉水都会塞牙！ 因
为我搬家以后在移民局的网站上更改
了地址，移民局却没有仔细核对我的
新地址，而是把我的一新一旧两个地
址掺杂在一起，写出了一个莫名其妙
的地址。也就因为这个，我的工卡反
复四次被邮寄到了错误的地址，这也
成了我毕业之后在纽约最惨痛的经历
和噩梦般的回忆。本来应该在八月初
就收到的工卡，结果在第二年的二月
份才收到。没有收到工卡，就意味着
我不仅在美国不能工作，也不能离境
，否则就无法再回来。我因此错过了
中国爱乐乐团邀我一起与团员北美巡
演的机会；因为迟迟没有收到工卡，
我就没有办法更新我的美国驾照和保
险，因此被警察叔叔开了罚单；也因
为迟迟没有收到工卡，我就没能在外
婆去世前，见到她老人家最后一面。
一个独自在国外生活的女留学生
实际上会遇到的困难，远比想象得要
多很多。除了繁重的课业需要耗费大
量心血外，很多像做饭、洗衣服、做
家务等等这些基本的独立生活能力也
需要被瞬间培养起来。还有一年一度
的找房子、搬家这样的“年度运动大
会”，更让人吃不消。但却几乎让我
变成一个壮汉。
那些家人不在身边的数不尽的
“孤单寂寞冷”的日子，更是留学生
活的常态。有一天夜里，我发烧到 40
度，家里没有人，也没有药，我浑身
疼痛无力到根本无法出门买药，大半
夜里也不知道该找谁来“救我”，只
好一个人咬牙挺着。头疼导致我昏昏
沉沉地一会儿睡一会儿醒，也不知道
过了多久。我当时想假如我就这样突
然死掉了，会不会根本没有人知道？
大家会在过了多久之后才发现我？在
国外的留学生本就都自顾不暇，又有
多少人会来额外地关心我到底出了什
么状况？其实一个女生在国外遇到像
这种无助泪崩的时候有很多。
投身公益 用音乐传播正能量

我一直觉得，音乐不是奢侈品，
而是生活的的必需品。音乐也不仅仅
是娱乐大众的工具，它更是可以让人
心与心之间贴得更近的媒介。
从 2008 年我上大学开始，我就已
经与很多国内国际的知名慈善福利机构
合作演出并作为乐队的管理者组织各类
大型艺术活动，其中包括壹基金、英国
关爱儿童中心、法国盲童学校、北京太
阳村等。自2012年来到美国以后，我也
没有停止慈善音乐事业的脚步。我跟美
国多个慈善机构合作，接连数月进行多
次全美巡回演出，并用音乐来为这些机
构募集善款，其中受益的机构包括海地
震后救灾机构、妇女基金会、创伤后应
激障碍治疗中心、妇女儿童避难所、退
伍军人医疗机构、海洋鲸豚生物保护组
织、敬老院、孤儿院、医院、监狱、少
管所、学校、早教中心，教堂等。演出
的足迹可以说遍及美国几十个州、郡和
市。
在众多慈善演出中，印象最深刻
的一次是在路易斯安纳州一个监狱中
为重刑犯演出。那一次的经历着实给
了我全新的人生体验。第一次踏入监
狱的“舞台”，我内心非常忐忑紧张
。首先，进门安检的时候，除了身份
证件，任何与演出无关的个人物品都
不得入内，身上的携带品甚至耳环、
项链等也要一并取下。经历了层层安
检，终于进到监狱内 ，我又感触良
多 — 从小学琴的我们一直呐喊没有
自由，那正是当我们还有自由时的叛
逆，当你看到面前的人们真的没有自
由时，你才明白自由的真正含义是什
么。兴奋、紧张、释然、同情，是同
一时间夹杂在一起的复杂情绪。
演出进行得非常顺利，观众们也
非常热情，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
欢呼声。但由于现场用安全锥在观众
和表演者之间架起了一道“围墙”，
结束后，观众们无法像往常演出一样
涌上前跟我们握手或打招呼，而是上
来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事先经过狱警同
意，甚至很多人真的就站在安全锥外
围跟我们说话，没有一个人敢踏进来
半步。
为了不让想上前来打招呼的人感
到尴尬，我决定走出那道围栏，向观
众们表达自己的谢意。当时的我没有
一丝刚进大门时的紧张和不安，有的
只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想要对
他们的热情和激动作出回应的欲望。
没有人能体会我当时的心情有多复杂
，有难过，有揪心，有感慨…… 更多
的是难以置信！同样是人，但这道隐
形的墙却清晰地划出了我们之间的界
限。我们并不知道面前的这些人他们
曾经做过哪些事情，我们来的目的也
并不是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只是
用我们的音乐给他们接下来的人生带
来希望，同时也带去原谅。万物皆有
裂痕 ，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那次演
出我也才明白 — 音乐是分享，不是
让成百上千的人认识你，而是让成千
上万的人认识音乐。
今年 9 月 29 日，我会在卡内基音
乐厅举办我的个人专场音乐会。我希
望把自己对中国故土的热爱和眷恋融
入到我的琴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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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umber Of Chinese Music Festivals
Held In 2016 Increased To 202, Up By 59

China’s Music Festival Industry Is Growin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industries, and
raise the reputation and fame of the city and its scenic
spots,” noted Mao Xiubing, an analyst with idaolue.
com.

“By cooperating with local tourism bureau, we
launched several tourism products relating to music
festival; and by cooperating with local Merchant
Groups and publicity department, we also invited more
merchants to our music festival and thereby improve
the influence of the city,” said Huang Zhihui, chief
planner of the Zhaoqing Dinghu Mountain Music
Festival.
After the trend of music festivals took root in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the industry has
seen rapid growth, which not only shows people’s
changing personal interests, but also embodies the
country’s rising soft power.
Well known music festivals in China include Zhaoqing
Dinghu Mountain Music Festival, Changji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 West China Music
Festival, Taihu Midi Music Festival, Tomorrow
Festival, Shanghai Jz Music Festival and so on.
The 20th issue of Oriental Outlook magazine ran a
cover story on the booming music festival industry in
the country. Following is an overview of the Chinese
music festival industry excerpted from the story.

Rapid development
While the number of Chinese music festivals held in
2016 increased to 202, up 59.1% on year, the size of
the audience in 2016 was 1 million more than that in
2015, according to idaolue.com, a Chinese website
specializing in information about the music industry.
And since 2010, the phenomenon of holding music
festivals has spread to more and more second and
third-tier cities in the country. Before that, music
festivals were exclusive to the big cities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For local governments, holding a music festival
not only helps to increase tourism, but also is an
opportunity to establish local cultural brand.
“In the past, there were not too many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e country’s second and third-tier cities, but there is
a need in those areas to promote tourism and cultural
industry. Therefore, the increase of music festivals
in second and third-tier cities is a result of both
companies’ ambition to expand their market and the
cities’ pursuit of better development,” said Shan Wei,
CEO of Midi performance company owned by Beijing
Midi School of Music.

“Music festival is 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industry,
and it can bring long-term benefits to a city,” he added.
The rapidly developing music festival industry in
China also comes amid the country’s ongoing efforts
to boost its cultural industry.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7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was hold in 2011 proposed that the cultural industry
should be built into one of the pillars of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y 2017, a guideline on
the country’s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incorporated music industry for
the first time as a “key project in the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A city which has music festival is often more
energetic,” said Shan.
However, Shan also said that the challenge the second
and third-tier cities face in holding music festivals is
how to attract branded sponsors. Although there are
local companies supporting the music festival, many
branded companies still tend to be more attracted by
music festivals in first-tier cities which have a bigger
market.
Market participants say only when a city has a big
market and established reputation for the music
festival, can attract more branded sponsors.

Data from idaolue.com shows that the volume of
China’s music festival industry in 2016 amounts to
483 million yuan, 42.5% up from 2015. But while
such a figure shows a developing landscape of the
music festival industry in China, market observers say
around 80% of music festivals are running in loss.
The Chengdu Love Music Festival in 2012 had an
investment of 60 million yuan, while the box office
was only 3 million yuan, causing a loss of over 50
million yuan.
One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financial pressure is the
increasing cost of holding music festivals. According
to some industry insiders, the daily cost of a small
music festival with less than 10,000 audience is around
2 million yuan, while a big one with more than 10,000
audience costs about 5 million yuan per day.
A market observer who declined to be named said that
without government financial support, it will be very
hard for a music festival to be continued.
Meanwhile, some also believe in the long tail effect
that a music festival can bring to bo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ity.
“Holding a music festival not only helps to attract more
people, but can also help drive local consumption,

City and music

Otherwise, people may get lost under the huge
pressure of city life,” Teng said.
While the music festival is spreading to more and more
second and third-tier cities in China, most of the cities
are located in southern and coastal areas of China, such
as Jiangsu Province, Zhejiang Province and Sichuan
Province.
According to Adachi Takuo, a Japanese musician,
there are three basic preconditions for a city to hold
a music festival-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good
infra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as well as rich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ose are the advantages of cities in
China’s southern and coastal areas.
By combining music with life, many music festivals
are also focusing on lifestyle innovation for people
living in the city. One example is holding a fair on the
sidelines of a music festival.
“Besides music, a music festival is also about a
new lifestyle. A music festival can include trending
animation, fitness, food and so on,” Chen Xiaotong, a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Xiamen park of national music
industry base, said in 2013.
“Life in the city is diversified, and people like social
contact in musical environment. Music festival is a
new lifestyle in the city, which embodies such kind
of diversification,” said Xu Bo, editor of Douban
Music. (Courtesy Sino-US.com and Oriental Outlook
Magazine)

While music festival can
bring economic benefits,
its significance goes far
beyond the development
of a city.
“It’s (music festival is)
just like ‘fireworks’.
When it’s lit, it can be
seen by many people
living far away. It tells
the world about the
happiness of a city,” said
Teng Wen, planner of
Shenzhen International
Jazz Music Festival
and Tomorrow Music
Festival.
“The protagonist of a
city should neither be
house nor car, but should
be the coexistence of
people’s life and beauty.

HCC Salutes 3rd Annual Minorities
In Construction Lunche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more profitable and sustainable, and to create jobs.
Since its opening, the MBDA Business Center has
facilitated $236 million in contracts, $226 million in
financing and has helped create more than 470 jobs. In
2016, HCC was awarded a new five-year, $1.6 million
grant to operate the MBDA Business Center. For each
of its four years of operation, the MBDA Business
Center has received an “outstanding” rating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for exceeding its goals.

HOUSTON [July 11, 2017] – The Houston Minority
Business Development Agency (MBDA) Business
Center, operated by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HCC), will hold its 3rd Annual Salute to Minorities
in Construction luncheon on Tuesday, July 18, 2017,
from 11:30 a.m. to 1:00 p.m. at the Junior League
of Houston, 1811 Briar Oaks Lane, Houston, Texas
77027. This year’s honoree will be William P. Sanchez,
president of Oxford Builders, Inc. The Honorable
Sylvester Turner, mayor of Houston, will deliver the
keynote address.
This gala event recognizes clients of the MBDA, as
well as organizations and companies that support
minority-owned construction firms. Sanchez will

receive the Houston MBDA Construction Client of
the Year award. Awards also will be given in other
categories, including Construction Trailblazer, Client
of the Year and Corporate Advocate of the Year. A
reception will precede the luncheon at 10:45 a.m. and
is open to all attendees.
The luncheon, now in its third year, provides a forum
to help celebrate an important part of Houston’s
business ecosystem. Proceeds from the event help
support the vital work of MBDA in the Houston
region. Tickets begin at $100 and are available at
3rdannualsalutetominorities.eventbrite.com.
Questions may be directed to the Houston MBDA
Business Center office at (713) 7188974 or mbda@hccs.edu.
###

About The MBDA
Business Center

Costs and benefits
William P. Sanchez, president of Oxford Builders, Inc.

The MBDA Business Center
is funded, in part,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t has
been hosted at HCC since September
2013. The MBDA Business Center is
part of a national network of centers
established to assist existing minorityowned businesses. Its services are
designed to improve access to capital,
procurement opportunities,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to make minority-owned 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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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Information
Houston MBDA Business Center
Operated by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2302 Fannin Street, Suite 165
Houston, TX 77002
(713) 718-8974
hccs.edu/mbda
mbda@hccs.edu

About HCC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HCC) is composed of 15
Centers of Excellence and numerous satellite centers
that serve the diverse communities in the Greater
Houston area by preparing individuals to live and
work in an increasingly intern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society. HCC is one of the country’s largest singlyaccredited, open-admission, community colleges
offering associate degrees, certificates, workforce
trai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o learn
more, visit www.hccs.edu.

休城社區
星期一

2017 年 7 月 17 日

B8

Monday, July 17, 2017

中美周潔舞校驚艷落幕
上海市舞蹈學校傾情獻演 休斯頓J&H校長高曉慧獲獎
【本報訊】“花季舞季”中美周潔舞校第十四屆大型舞展暨
建校 20 週年慶典系列，於 7 月 1 日~2 日在上海城市劇院圓滿落幕
，這是也是橫跨中美兩地和專業非專業舞者的最隆重的盛典，也
是中美兩地第 33 屆大型舞展。 2 場 2 場總計 6 個小時，70 多個舞
蹈作品絢麗多彩，上海市舞蹈學校《水墨孤鶴》、《珠色爾》、
《輪》、《海盜》等精彩展演，本次演出由在上海家喻戶曉的著
名主持人夏磊主持，上海舞蹈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戲劇學院舞蹈
學院院長陳家年先生致辭，上海市僑辦領導、北京舞蹈學院考級
教育學院院長郭磊,東方演藝集團一級編導李麗等領導嘉賓和 2000
多位觀眾觀看演出，座無虛席、掌聲不斷。
由 周 潔 自 1997 年 在 美 國 創 辦 舞 蹈 學 校 以 來 ， J&H Dance
School 休斯頓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已成為聞名海內外、北美髮展
最快、規模最大的舞蹈學校，通過舞蹈，培育了一大批熱愛祖國
的優秀華裔青少年，是中國國務院僑辦授予的“海外華文教育示

上海戲劇學院附屬舞蹈學
校蒙族舞""珠色兒
校蒙族舞
珠色兒""

範學校”中唯一一所舞蹈學校。 2002 年，周潔在故鄉上海長寧，
創辦 J&H 姐妹學校-上海周潔藝術專修學校。學校與時俱進、不斷
發展，在上海奉賢、青浦、寶山等地相繼誕生；並在長寧區、奉
賢區在文化、藝術、教育等領域緊密合作，又與上海戲劇學院舞
蹈學院簽約，成為該院“教師培訓基地”“招生基地”
中美周潔舞蹈學校經過 20 年的沉澱和發展已成為唯一跨越中
美兩地的優質舞蹈教育品牌。
20 年薪火相傳、星光燦爛，周潔和她的老師們年復一年，辛
勤耕耘，不倦地奉獻自己的愛心和青春……為表彰她們的貢獻，
演出現場頒發了由美中國際藝術教育聯盟和周潔舞校聯合頒發、
周潔愛心基金支持的“舞蹈傑出貢獻獎”。她們是：J&H Dance
School 休斯頓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校長；高曉慧；上海周潔藝術專
修學校副校長、教學總監：闞瑞; J&H 休斯頓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優
秀外派教師、舞蹈總監：陳夢.

上海戲劇學院附屬舞蹈學校""海盜
上海戲劇學院附屬舞蹈學校
海盜""片斷

由周潔藝校的孩子們表演的苗族舞

上海戲劇學院舞蹈學院院長, 陳家年教授和美國周潔曉慧舞
上海戲劇學院舞蹈學院院長,
蹈學校校長高曉慧女士向到訪的嘉賓和家長及演員們致詞

大休斯頓地區聯合校友會的會長黃華應邀在中巴建交座談會發言

【本報訊】大家好！謝謝主辦方給我這個機會來談談對中巴
建交這個重大事件的感想。我叫黃華，是大休斯頓地區聯合校友
會的會長。我想大部分中國人開始認識巴拿馬這個國家，應該都
是從中學地理、歷史課本上認識巴拿馬運河開始。巴拿馬國土面
積僅 7 萬餘平方公里，國家雖小，但卻因巴拿馬運河而名聲大噪。
連通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巴拿馬運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運河之一
，被稱為黃金水道。巴拿馬運河位於巴拿馬城西面 12 公里處，可
以參觀運河的船閘，這座運河建於 1912 年，至今已經運行了 100
多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運河之一。
中巴建交有著非常大的意義。一個中國原則涉及中國的核心
利益和 13 億多中國人民的感情，也是中國同世界各國保持和發展
友好合作關係的前提和政治基礎。當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國
際社會民心所向，大勢所趨。中國願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一個
中國原則基礎上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
我們作為當代留學生，真切地感受到個人發展與國家的命運
息息相關。 ‘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是一項光榮而艱鉅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為之
努力。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習總書記的每一句話都說到我們

的心裡。有國才有家，國強大了，家才能溫暖，國家強大了，才
有海外中國人的自豪。 ”
長期生活學習在海外，你叫什麼？你是誰？你可能覺得沒人
關心。但你是中國人，你是中國的代表，這個事實改變不了。
每個學子在海外生活學習時都是一個個體，但是這些個體又
都由一條線連著，那就是祖國母親的思念之情。祖國的細微變化
，都在牽動我們。我們曾為了無數瞬間歡呼雀躍過，也悲痛傷心
過。當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成功舉辦時，我們感覺到作為一
個中國人的自豪；當汶川特大地震、南方雪災發生時，我們又無
比沉痛，海外華僑華人也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關心、支持受災群
眾。每當在電視上看到國旗升起、聽到國歌奏響時，我們都忍不
住站起身，眼裡含著淚水，我本人很榮幸的作為 2015 年休斯頓國
慶昇旗儀式的主席，這種感覺，我相信很多長期身在海外的人能
夠深深的體會。
作為海外學子，祖國的統一和強大是我們最堅強的後盾。只
有祖國強大了，我們在外面才可以真正的揚眉吐氣，不會遭受不
平等對待。希望祖國越來越越繁榮昌盛，早日和平統一，變得更 大休斯頓地區聯合校友會的會長黃華於 6 月 18 日應邀在中巴
建交座談會發言.(
建交座談會發言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加強大！謝謝大家！

休城工商

買建材好去處，
Target Stone夏季大酬賓！
（本報記者黃梅子）今年，休斯敦又
新開一家大型工廠直銷建材店——Target
Stone。Target Stone 當天舉行了隆重的開
業儀式，國內來的几位股東和休斯敦本地
的合作夥伴一起剪彩，現場有很多業內人
士出席，尤其是美國客戶和工頭，都對
Target Stone 的建材品質和性價比給予了很
高的評價。據 Target Stone 的股東陳總介
紹，Target Stone 的總部在中國福建，已經
成立多年，在業內信譽卓著，中國的總部
擁有礦山和工廠，專門開采和切割花崗巖
、大理石和石英石，同時也經營水槽、水
龍頭和建材工具。因為德州的房地產市場
非常火熱，所以在休斯敦開設這個分公司
，負責美國南部的銷售，可以預見美國的
市場將是非常巨大的。
Target Stone 的銷售總監是美國人 JR
，他也講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他對記
者說，根據他 20 年的建材銷售經驗來看，
Target Stone 的前景非常好！建材質量好，
而且價錢不貴，性價比是非常高的，還在
試營業期間就吸引了很多美國客戶，所以很看
好這家公司，願意為中國人工作！
Target Stone 的王經理則說，對於中國客
戶 將 有 特 別 優 惠 ， 歡 迎 華 人 同 胞 來 Target
Stone 選購您滿意的石材，開業期間也有禮品

充足的倉儲
贈送！
Target Stone 位於 8 號公路旁邊，離中國城
也只有 30 分鐘的車程，位置方便。全新打造的
展示廳為您展示各種石材和工具，包您找到喜
愛的那一款。公司占地面積大，品種多而全，
備有充足的貨源。巨大的倉庫靠近機場，方便

展示廳
貨物的倉儲和運輸，保證源源不斷的貨源供應
。Target Stone 提供最高質量的花崗石，石英
石等石材，因為國內有自己的工廠生產，所以
可以密切檢驗產品的質量，嚴格把關每一道製
造過程，同時也方便提供特殊的訂單服務，，
可以支持任何商業計劃方面的需求。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維脩大全（八）
25、發動機機油壓力指示表顯
示異常。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當表的指針顯示油
壓不正常時，說明發動機部件

有故障。如果油表指針顯示壓
力偏低或是儀表指針顯示波動
大，可能是由於機油泵磨損大

、濾清器被髒物阻塞、吸
油濾網置露出油面、機油
液面低、油路中混入空氣
以及壓力表有故障等原因
造成的。另外，潤滑油粘
度偏低、油路密封和潤滑
性差、潤滑油過冷粘度太
大、潤滑油油泥沉積太多
等也會引起機油壓力指示
表顯示異常。
26、發動機機油消耗量過
大。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細心的朋友會
發現，潤滑油在車況良好的情
況下也存在正常的消耗，但有
些車況較差的時候，汽車的尾

Target Stone
地 址 ： 14120 Hempstead Rd, Houston,
TX77040
電話：832-82-stone;832-827-8663

氣排出藍煙，其實這就意味潤
滑油消耗過大，一般來說，潤
滑油的消耗無非兩種情況，進
入燃燒室參與燃燒，或是機油
滲漏。之所以機油能夠竄入燃
燒室，主要是因為零部件嚴重
磨損，配合間隙過大，或者機
油壓力過高，導致機油上竄進
燃燒室。而機油的滲漏主要是
因為密封墊變硬老化、氣門卡
死。如果是老舊車輛，一般都
存在密封墊由於老化而密封不
嚴的情況。遇到以上情況，您
最好是通過專業的養護中心，
由養護工程師進行判定，並實
施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
27、經過一段時間發動機機油

消耗了一部分。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國家標準規定，車
輛行駛 1 萬公里的正常損耗機
油量應在 1L 以內。一般轎車的
機油容量在 4L 左右，當機油液
面達到機油尺標線 MIN 處時，
機油缺少不過 0.5-1L。如果車
在一萬公里內機油損耗在 1L 以
內屬於正常損耗，就不能認為
是故障。 （未完待續）
完 整 修 車 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