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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拐賣越南婦女產業鏈：

拐骗中介收买一体化
车站询问，引出一个惊天大案
位于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河口瑶族自
治县，与越南老街省一河之隔，一座大桥连接着两
个国家，每天大量的人流来往于这个边境口岸。
2015 年 9 月 1 日，39 岁的山东甄城县男子谭
某来到河口县，根据别人介绍的经验，他向路边
两个开“黑摩的”的人打听“哪里可以买到越南
媳妇”。“黑摩的”熟门熟路地带他来到一个村
寨，让他与一名年轻女子“相亲”。当天晚上，
在谭某交了 8 万元人民币后，“黑摩的”用摩托
车将他俩连夜从河口送到 160 公里外的蒙自市，
准备乘坐 9 月 2 日早上的火车前往昆明，然后再
转车回山东。
因手中车票和证件不一致，这名女子引起了昆
明铁路公安局蒙自站派出所民警的警惕。然而，女
子对民警的询问不置可否且两眼茫然。旁边的谭某
声称女子是他妻子，但却神色慌张、语无伦次。
凭借多年的经验，民警们意识到其中必有蹊
跷，就将他俩带到派出所进一步询问。没想到，
竟问出了一个惊天大案。
根据谭某提供的线索，警方迅速在河口县将两
名“黑摩的”男子抓获。两人交代，卖给谭某的越
南籍妇女是向河口一对邹姓夫妇购买的，这对夫妇
和其他多名中国籍人员伙同境外人员，将越南籍妇
女拐骗入境后，再贩卖到内地多个省市。
蒙自站派出所迅速上报案情，当夜，昆明铁
路公安局专案组成立，公安部将其列为全国打拐
专项行动第 634 号督办案件。
按照部署，昆(明)河(口)铁路沿线各车站派出所
加强了站车查缉。很快，屏边站查获一起同样的案
件。紧接着，越来越多的单案被警方查获。根据对
这些案件的分析，警方意识到，这是一个组织精密
、分工明确、跨省、跨境的庞大犯罪网络。
经过细致缜密的布控排查，2016 年 4 月至 5
月，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云南、河南、安徽、
山东、江苏、河北、江西七省警方协同配合，分
别在云南河口县、文山县、河北邯郸市、山东冠
县、河南安阳市、安徽界首市、江苏盐城市、江
西乐平市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 75 名，解救越南
籍被拐妇女 32 名，缴获赃款 12.76 万余元、涉案
车辆 3 辆。

神秘的“相亲”路
当获悉即将被送回家时，被拐卖的越南籍妇

女不禁欢呼起来。
2016 年 6 月至 9 月，中国警方将被拐卖的越
南籍妇女分 3 批交接给越南警方，在历经数月甚
至一年多的不安、恐惧、痛苦之后，她们终于和
家人团聚。
“我在越南认识了一个叫‘果’的男子，他
说他喜欢我，要我做他的媳妇。”回忆当初被拐
卖的经历，李翠(化名)心有余悸。
她被“果”带到中国一户人家里，女主人将
她锁在一个房间里，告诉她说“果”有事先回去
了，让她先住下。几天后，她被男主人带到另一
个村吃午饭，来了 3 个男子。其中一个男子仔细
端详了她之后，问她是否喜欢他，是否愿意做他
的媳妇。李翠表示不同意。
夜里 12 点左右，已经入睡的李翠被女主人摇醒
，让她收拾行李跟早上那个男子走。李翠不愿意
，但被强行拉上了摩托车。天快亮时，他们“到
了一个人很多的地方”，那个要她做媳妇的男子
拉着她的手往前走。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一个公家人
把我拦了下来，他问我话，我听不懂。”直到被
中国警方解救，李翠才知道，她被叫“果”的那
个男人拐卖了。
结过婚的王氏燕(化名)曾经育有一个女儿，
却意外丢失了。2016 年 4 月，她想到中国找姐姐
，一个越南男子说可以帮她找到姐姐。王氏燕听
信了男子的话，跟着男子到了中国一户人家。在
一个星期里，有三男二女不断让她通过手机看照
片“相亲”，不愿意就威胁要杀了她。与她被关
在一起的一个越南妇女一直在哭，她在王氏燕之
前被人带走，再也没回来。几天后，又关进来一
名年轻的越南女子。无奈之下，王氏燕答应跟中
国男子张某“结婚”。直到她被解救，家人都不
知道她被拐卖到中国。
2016 年 4 月，想到中国打工的 17 岁女孩李氏
漫(化名)被一个越南老乡带到中国一户人家，和
另外两名女孩一起被关在屋里，两个看守她们的
人要给李氏漫找老公，李氏漫不愿意，就被打脸
，他们还威胁要杀了她。一天晚上，她被强行带
上一辆面包车。数小时后，他们在云南砚山县的
一条高速公路收费站被中国警方查获。
李氏漫不知道，购买他的人王某某曾以 9.6
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另一名越南籍妇女，这名妇女
在跟着王某某回到河南后便逃跑了。卖主李某某
答应“补个差价”再给他找一个，王某某一个月

后再次前往云南河口县，在回程
中被警方抓获。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昆明铁路
运输分院的起诉称：“本案 28
名被害人，均来自越南，其中有
的已经结婚生子，有的还是在校
学生。她们被人以欺骗或者下迷
药等恶劣的手段强行带到中国，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作
‘货物’讨价还价，经过多次转
手、层层加价后，被卖给陌生人
当‘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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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回家，我想我的爸爸妈妈。”16 岁越南女孩
阮琴玉(化名)的哭诉，让办案民警、检察官黯然神伤。
一年前，这名还在越南读书的中学生，在学校宿舍
门口被人用迷药迷昏后拐卖到中国，在收买人带她回家
的途中被中国警方解救。
2016 年 4 月，中国警方打掉一个集拐骗、圈养、中
介、收买“一体化”的跨境跨区域拐卖犯罪团伙。两年
间，这一有 75 人的犯罪团伙拐卖了 28 名越南籍妇女，
其中未成年女孩 4 名。
由于此案犯罪嫌疑人多、被害妇女人数多，公安机
关将侦查终结的案件移送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昆明铁路运
输分院审查起诉。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此案。
今年 2 月以来，检方分批对这一犯罪团伙提起公诉
，昆明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相继开庭审理此案。
值得关注的是，在被查获的 75 人中，收买人有 48
人。
“没有买家就没有卖家，他们让无数家庭骨肉分离
、痛不欲生。‘收买人口’和‘拐卖人口’一样，是性
质恶劣的犯罪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云南省人
民检察院昆明铁路运输分院的公诉人说。

中越边境线上的秘密“产业链”
那么，这个从 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存在
了近 3 年的跨国拐卖越南妇女的秘密链条是如何
形成的呢？
检方指出，这个犯罪网络分为四个层级：第
一层是越南籍“供货人”；第二层是云南省内
“供货人”；第三层是外省籍中间介绍人；第四
层是收买人。
其中，贩卖李氏漫等人的被告李某某，是整
个案件的核心人物。越南籍“供货人”将越南妇
女拐骗至中国境内后，交给李某某，他再将她们
倒卖给云南或外省的中间人。据检方指控，李某
某共参与拐卖 23 名越南妇女。
李某某，绰号“小李”，云南建水县人。33
岁的他仅有小学文化程度。当驾驶员长途跑车的
时候，他认识了一些外省人，让他帮忙介绍老婆
。于是他到河口几经周折找到了越南供货人，这
些人说他们有愿意嫁到中国的女孩，李某某便带
着外省中间人和收买人去家里看。
中越边境绵长的水路线上，有数十个非法渡
口，那些被以打工、旅游等为由拐骗的越南籍妇
女，被拐卖者偷渡到云南河口后，带到偏僻的村
寨，由当地中间人圈养起来，有的几天，有的几
周。在圈养人的严密监视、恐吓，甚至打骂、不
给吃饭之下，加之语言不通，证件、手机被收缴
，被拐骗的越南籍妇女根本无法逃跑。
在运送被拐妇女出省途中，拐卖者十分谨慎
。他们有的在隧道口、有的在村道边用面包车或
摩托车接人，然后再送至几十公里外的服务站或
火车站转乘大巴车、火车，逃避各种检查。
公诉方指出：被告人在长期的拐卖中拥有了
自己固定的角色，有的掌握了境内和境外的妇女

来源渠道；有的负责在当地开辟销售渠道。这些
被告人相互配合，不断将越南妇女卖往中国内地
，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在这一链条上，被拐妇女被以 6 万元至 10 万
元人民币不等的价格，卖给河南、安徽、山东、
河北、江苏、江西等省市的收买人，而这中间介
绍、圈养、供货等环节的犯罪嫌疑人，均获得
6000 元至 3 万元不等的酬劳。

收买人触犯刑法构成犯罪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这条‘产业链’之所
以能产生，重要的原因是有收买者。”一位办案
检察官说。
23 岁的王某某是河南省安阳人，邻村有个
“媒人”，常到他家来说媒，告诉他们云南那边
有女孩想嫁到北方，只收 10 万元左右的彩礼钱。
“媒人”的花言巧语说动了王家。王氏
家族一行多人从安阳来到河口，中间人温某
和王某用面包车将他们带到南溪山上的一个
路口，一个女人带着两个越南女孩过来。王
某某看上了其中一个，于是到南溪镇上取了 5
万元给温某。傍晚时分，他们被温某等人用
车拉到蒙自收费站之外的一条路上，在路边
等大巴车坐到昆明，之后又坐火车回到河南
。直到回家后，王某某才知道自己带回来的
女孩是越南人。
根据收买人供述，由于当地彩礼钱过高或自
己身有残疾等原因，他们一直娶不上媳妇，听了
别人的游说而到云南来买媳妇，尽管他们并不知
道这些越南妇女的姓名、年龄和家庭情况。
“任何社会风俗、习气都不能触犯法律的底
线，必须肃清收买市场，才能严厉打击拐卖妇女
儿童的犯罪行为。”公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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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讲中美中学教育差异：重结果 VS 重过程
本文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本科三年级学生所写。作者初中就读
于北京，高中就读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作为一个亲历者，作者讲述了他感
触到的中美教育的差异。他说：美国
德州四年高中生活让我从靠突击的考
试型选手变成踏实的奋斗型选手。中
国教育重成果，美国重过程。
前一段时间，中国高考考生都在
紧张地等待着分数线的公布。网上流
行的说法是：“高考是中国人一生中
最后一次不看颜值的比拼。”的确，
高考是一场公平的竞赛，它可以决定
一个人此后接受怎样的教育，接触怎
样的人群，就职于怎样的公司，也就
间接决定了他(她)将来有多大机会走
向怎样的人生方向。于是，中国的孩
子们从上小学起就被灌输高考的重要
性，人们深信，只要在高考这一场考
试中表现优秀，将来的人生就有了保
障。然而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学生
们大概对考大学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就说考试这件事吧。
在北京上初中的时候，我仗着自
己知识基础还算扎实，平时对老师布
置的作业那是毫不在乎。我一直坚信
，不管我平时怎么撒开了疯玩，只要
期中和期末考试之前好好复习，拿个
班里前几名，那么我的父母和老师就
不会来找我麻烦。我还记得那时的早
自习，坐在我前面的小组长回过头来
跟我要作业，我会理直气壮地说：
“昨晚一口气看了两集《奋斗》，哪
儿有时间做作业啊!”小组长拿我没辙
，甚至连老师都会因为我优异的考试
成绩放我一马(好几马)。
2010 年八月，我刚刚过完 15 岁生
日便急着收拾铺盖，从生我养我的北
京城飞去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在
一个名为泰勒的小镇上度过了四年的
高中生活。我到那里的第一个学期就
体会到了美国教育体制和中国的不同
：每门科目的总成绩不是被一场考试
决定，而是由每日作业，当堂抽测，
课堂参与度，单元考试和期末考试这
几项成绩按照一定比重来决定的。就
好比说，如果你有一天偷懒没写作业

，每日作业这一项就会有一个零分，
如果它拉低了每日作业总成绩 10 分，
而 homework 占总成绩的 10%，那么你
这门课的总成绩就会立刻下降 1 分
(10x10%)。这意味着，我必须极度重
视我在课堂的每一项表现，但凡有一
次作业没交，或者因为偷懒没读书考
砸了抽测，那么我给总成绩造成的损
失就要在大考试里加倍努力补回来。
而每门课的成绩又会汇总成一个绩点
(GPA)，也就是考大学时招生官重点
考察的条件。
还记得我入学的第一个学期，
英语文学课学到了《吉尔伽美什史诗
》，目前世界最古老的英雄史诗，四
千多年前就在苏美尔人中流传。当时
，课上的当地同学们都会暗自抱怨道
“虽然这本书不长，但是读一页仿佛
有一个世纪那么久”。确实，要是让
咱中国人读一本没有注释的文言文书
籍，也会感到困难。而我作为一个英

语为非母语的插班生，被这本书彻彻
底底打败了，完全失去了信心。老师
布置的读书作业也没有勇气去读，导
致第二天抽测的时候考了我人生中第
一个不及格的分数。这个分数拉低了
我这门课的总成绩整整 5 分，以至于
到最后，就算我的期末考试拿了很高
的分数也没能挽救回来，这门课最终
也成为了我四年高中生涯里唯一一门
没拿 A 的课，在我的成绩单上画下了
污点。
从那以后，我明白了，想要在美
国高中成为一名学霸，一定要时刻紧
绷神经，不能放过任何一份作业或一
场考试。于是我改变了学习习惯，从
一个靠突击的考试型选手变成了脚踏
实地的奋斗型选手。我渐渐发现，用
这种方式学习更能激发我的兴趣。
记得高中最后一个学期文学课读
到了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让
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作者描写到几个

美国年轻人到欧洲，心中充满着对生
活的不满，他们晚上会穿梭于巴黎街
头的酒吧，通宵和朋友一起散步，浪
费着他们的青春——这些情景印在我
的脑海里。恰巧那学期春假，我和朋
友们一起去法国游玩，我亲身经历了
海明威笔下那些年轻人的生活，也体
会到了他们的心境：尽管生活有很多
不如意的地方，尽管我们看似一无所
有又无能为力，但至少我们还年轻。
正因为我当初一字一句仔细读了那本
书，我看到了海明威眼里的巴黎，这
对我也是非常宝贵的体验。
我并不否认那些应试技巧和考前
突击对于学生的帮助，但我在经历了
两种学习模式之后，我只能说日渐累
积、循序渐进的学习更让我享受，放
松。也正是在高中文学课中的渐渐积
累，才使我发现了自己在英文写作方
面的特长，甚至让我做出了大学学习
文科专业这个看似疯狂的决定。

美国教育看重过程，而中国教育
看重成果。美国课程对学生步步紧逼
，但实则又是在给学生很多机会提高;
而中国学生从小学到高中这 12 年都是
在为高考努力——这是他们唯一能证
明自己的机会。这个差异深刻体现出
两个国家的人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
美国人学习时一步一个脚印，学校要
求学生理解所学的知识，慢慢钻研;而
中国人则追求速度，学习最主要的目
的是快速掌握考试提纲内的知识点，
学生甚至不需要理解，只需背诵解题
方法。最好的例子莫过于两个国家的
学生学数学的方式，拿分解式子来说
，中国学生熟练掌握交叉相乘方法来
快速分解，可是并没有几个人能说出
这个捷径是由何而来的。但是美国的
学生并不会用交叉相乘的方法分解式
子，而是会用传统的找公因数的方法
来解题。中国解法要求学生在思维上
大跨一步，相信一个他们并不真正理
解的算法，而美国解法允许学生通过
自己的尝试慢慢得出结果。
这个思维模式的差异其实不单单
体现在对待学习的态度上，在大学毕
业后，大部分中国年轻人又会奔向人
生的下一个目标，那就是买房子，仿
佛这是成功最基本的标志;而美国的年
轻人绝不会以买房子为人生最主要的
目标，他们追求自己感兴趣的行业，
寻找机会开拓眼界，他们认为人生的
意义不在于一栋房子，而在于自我提
升。这在本质上和学习模式的差异是
一样的，中国人习惯定一个终极目标
，他们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达到目
的，而美国人走一步看一步，做到现
有的最好才有机会在将来更多的提升
。
我的留学经历教会了我，只有先
把大目标放下，做好眼前的事，才能
在途中学到东西，变为更优秀的人。
中式思维以成功为结果，而按照美式
思维踏踏实实努力，照样也会得到名
牌大学学历、高薪工作、大房子这些
被中国主流社会认可的成功的标志，
而除去这些外在的东西，还能在精神
层面上开阔视线，充实自我。

中美教育的真正差距，可惜很多父母都不知道
我们要给孩子们减负，却一不
小心，把孩子必须得受的教育也减
掉了。
去年年底的某个下午，信阳某
高中内，语文课上一阵手机铃声突
然响起。老师说：“谁有手机，自
觉出去。不要影响其他同学上课。
”
没人回答。
过了一会手机又响了。
手机主人黄同学再也憋不住了
，自动走出教室。
课后，语文老师把黄同学带到
办公室批评了一番，又叫他给父亲
打电话。结果，黄父亲来到学校之
后，带着一身酒气和满嘴脏话，竟
然将语文老师痛打了一顿。
类似的事件，最近发生了不少：湖
北赤壁某初中老师，批评了逃课去
网吧的同学，结果学生索性离家出
走六天，老师苦寻之下才找回来；
安徽亳州某初中课堂上，老师令学
生交试卷，学生不交，最后几个学
生还纠合成一团动手打老师；
……
难怪连《人民日报》都发表评
论说：“这年头，老师都不敢批评
学生了！”

以上这些，当然都是极端的个
案。但却引出了现今如何教育子女
的反思。
此前几十年的应试教育体制内
，学校是绝对主导，对处理学生有
极大威权，过度压榨学生自由时间
、甚至体罚学生。
有鉴于此，近年已经开始有很
多人提倡“快乐教育”，要保护孩
子，还孩子以幼小的尊严、自由学
习的快乐。
家长出于爱犊之情，也偏向于
宠爱孩子，甚至达到溺爱的程度。
孩子不仅在家里是“小皇帝”，到
了学校也受不了老师的指指点点，
一不小心，玻璃心碎一地，寻死觅
活并不罕见。
总之，一切以孩子为先，更确切地
说，以孩子感到快乐为先。
但是，著名学者钱文忠早就发
出呼吁：教育里面有痛苦的成分，
不要给孩子让步！
他提起英国的一条法规，大意
是“允许教师在历经劝告无效的情
况下，采取包括身体接触在内的必
要手段，迫使不遵守纪律的学生遵
守纪律”，也就是劝说无效，可以
直接动手。

我们只看到西方教育中人性化
的一面，羡慕他们的孩子下午两三
点放学，作业超少，而最重要的作
业就是让家长陪自己玩耍、嬉戏，
感受生活；我们只看到西方教育中
的鼓励教育，无论孩子考试多少分
，家长和老师给的都是一个鲜红的
苹果，以示奖励。
于是，我们学会了人家的形式
，却抛弃了教育的精神。我们强调
的快乐教育，往往矫枉过正，变成
了只要快乐，而不要教育。
田田是留美高中生，来美国之
前，她就已经听过美国学校的自由
：早上八点钟上学，下午三点钟就
可以放学了。
可是当她进入美国的学校之后
，她有点吃惊了：她听到的传闻是
真的，不过是对于小学生而已。
美国的中学，疯狂程度一点都
不比中国的中学弱。
在一本叫《梦想的学校》的书
里，记录过美国高中的典型生活：4
个小时睡眠，4 杯拿铁，4.0。
学生疯狂学习，为了拿到最高
绩点 4.0，甚至有每天只睡 4 个小时
、喝 4 杯拿铁咖啡的。
而田田的中学生活是这样熬过

来的：
下午三点虽然放学了，但是作
业量巨大，有一次为了研究美国奴
隶制的问题，她完成了一篇 17 页纸
的小论文；
考试的时候有七八十道选择题
，老师虽然说过不需要死记硬背，
但面对长得那么像的各项答案，不
下死功夫记忆怎么顶得住；
美国中学的自由在于你可以自
由选课，但是大学招生的时候，如
果面试官见你选的都是容易学的课
程，觉得你并没有挑战自我，常春
藤名校估计也与你无缘；
美国中学生也要参加大量培训
班，目的是挖掘特长，在大学面试
时增加谈资；
……
“为了孩子的前途，美国家庭拼
教育的劲头丝毫不输给中国家庭。”
斯宾塞在《快乐教育》中写道
：“教育是使人获得有目的的快乐
。”
真正好的教育，也许不必过分
依赖考试成绩证明自己的优秀。你
可以很快乐的学习，但你的快乐必
须是有结果的。
比如，你快乐地享受音乐训练

，你长成了音乐家；
你快乐地探讨辩论技巧，你长
成了演说家；
你快乐地进行私人写作，你长
成了小说家；
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但你必须
得成人。
我们引入“快乐教育”这些概
念，纠正应试教育对考试成绩的过
分偏重，十分有必要。但不要忘记
教育的本质：通过不断学习，不断
否定自己的无知和幼稚，长成身心
健康、思想独立的人。
而这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
孩子没有自制能力，放任自流
只会让他们沉溺于“无目的的快乐
”。因此必须有家长、学校和社会
的外在作用，引导他走上学习的道
路。
一旦孩子已经养成了良好习惯
，懂得了自我成长的最终目的，就
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有价值，
从而能够在学习中得到真正的快乐
，这时候，家长和老师们，才可以
真正退居幕后，不必操心。
因此，在让孩子自由飞翔之前，先
要帮他们把翅膀长硬，才算对得起
他们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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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街的女人
三月街是大理的红灯区，
三月街是大理的红灯区
，在古城边上
在古城边上，
，一条石路
一条石路，
，直通向苍山
。街的两边是五光十色的 KTV 和隐蔽胡同
和隐蔽胡同，
，墙壁上印着话筒和高加
索女人的微笑，
索女人的微笑
，然而墙纸已经千疮百孔了
然而墙纸已经千疮百孔了，
，正如老人风烛残年的时
候回忆起年轻时街角遇见的红衣女子，
候回忆起年轻时街角遇见的红衣女子
，情欲的感觉尚在
情欲的感觉尚在，
，画面却已
经斑驳不清。
经斑驳不清
。每天深夜
每天深夜，
，这些屋子里响起中年男人的嘶吼歌声
这些屋子里响起中年男人的嘶吼歌声，
，让
原本破败的景象更增添一分末日情调。
原本破败的景象更增添一分末日情调
。

“三月街的女人都漂亮。”老杨
说，“以前这里就热闹，现在管得严
了，要收敛些，不过如果你要找，我
肯定帮你找到。什么样的都有，十几
岁的，二十出头的。你要小的，还有
一个十四岁的，怎么样？”
老杨是黑车司机，我打车总找他
。说这话的时候，他显得私密而亲切
，仿佛我们男人之间有超越语言的秘
密协定。老杨生于 68 年，是大理本
地的白族人。他与许多就要步入 50
岁的男人一样，理着平头，肥胖，横
看竖看都能让人想起郭德纲。他的脸
倒是更为扁平，总让我想到面包机里
即将弹出的吐司。
“所以你也兼职做老鸨？”我问
老杨。
“当然不是。只是玩的时间长了
，大家都认识。前段时间风声紧，现
在小姐们都躲着，你自己去找，还不
一定找得到，我帮你就快很多。”
老杨告诉我，他 17 岁就出来嫖
了，那时三月街就已经热闹非凡。算
上今年，31 年了。现在人老了，来得
也少了。
“这里的女人，都是什么来头？
”
“都是小姐嘛，能有什么来头。
有本地的，但这些年更多是四川、广
西这些外地来的。来一拨走一拨，都
是吃青春饭。”
“她们去哪里，回家吗？”
“我怎么知道。”
老杨的车磕磕碰碰地往山上开。
黑色的巷子里流出暗红的光。
13 岁那年，老杨出来闯荡。那时
他还是个孩子，觉得念书没盼头，就
去了苍山上的采石场。现在采石场早
已成了一片碎石废墟，矿洞也被巨石
堵上，上面用红漆写着“废弃”二字
。前来登山的人都绕行而上，稍不当
心就会随碎石滑下去。那时小杨是个
小个头，他推着二轮车来来回回，精
力好的时候会一口气爬上山顶，去拔
珍稀草药。
16 岁的时候他去做了泥水匠。一
年以后没生意，转行去西藏收废轮胎
，一收就是四年。四处漂泊的青春里
他开始后悔没有继续读书了，而此后
的人生他也将吃尽没有文化的苦头，
甚至连收据上签字都让他难堪。他说
家里一直没有余钱，只能搞些歪门邪
道的生意。他去刮千年古树的皮子，
六块钱一斤，拉到丽江去，几吨几吨
地卖。他也挖树根，四米的树根，长
了一千多年，挖去给别人做茶几。警
察会查，要是真被抓住就完了，但每

次塞一万块钱，总能过去。
十多年后在车上，他跟我说起这
些事的时候冷静、诚恳、事无巨细。
他说：“我这一辈子，好事做了不少
。坏事也是。”
“后悔吗？”
老杨把着方向盘，目视前方。
“不，不后悔。人嘛，就那么回事。
那时你一天三顿都吃不饱，现在有饭
吃，自然不会再做那样的事了。”
16 岁的小杨第一次踏进三月街，
从那以后他过起了嫖客和劳动谋生存
的双重人生。后来的三十年他渐渐轻
车熟路，每晚都到此寻觅女人的性器
官和漂亮脸蛋。他略带炫耀地说，他
在这里上过的女人超过一千个，花过
的钱超过二十万。他唯一的警言是，
每个女人只能上一次，第二天就忘掉
她，千万不能纠缠不清。
当然了，他纠缠过。20 岁的时候
，他在这条街上包养了一个十六七岁
的女孩，两三年，也许有爱情，最后
差点闹到妻离子散。于是他告诉她，
他有家庭，再怎么喜欢她也不可能抛
弃家庭。道理十足。
两天前，那个被包养过的四川女
人还打了电话给老杨。这时他们都已
经变成了赘肉缠身的中年人。他们有
了娃娃，娃娃又有了小娃娃。小娃娃
看着他们的外公或奶奶，慈祥而宽宏
，并不知道他们年轻时也曾肆无忌惮
。
“怎么样啊？”电话那头的她问
。
“很好啊。你呢？”
“很好啊。”
车一点一点拐进三月街的巷子里
时，我的心怦怦直跳。上次这样面红
耳赤，大概还是 6 岁时偷看同桌试卷
，明知道这是错误的行为，但还是忍
不住竖起脖子。
车停下时是晚上八点四十三分，
我在大理的倒数第二天。那天下午我
打电话给老杨，故作老成地说：“老
杨，晚上给介绍个姑娘呗？”
“啊，好的。”老杨说，“我八
点半来接你，把她们都叫到一块，你
自己去挑。绝对放心。”
事实上，为了打这个电话我在屋
里徘徊了半个钟头。我当然不会真嫖
，但光是去窑子这个举动就够让我难
堪的了。师兄说，放松，你就把自己
想象成一个记者。我想要是真放松的
话，我就成嫖客了。除此之外，我还
怕自己过于绅士的举止会让小姐把我
当成卧底，叫来壮汉先砍下一只手再
说。不过这显然是多虑了。

半遮半掩的屋子、微红的光、丝
帘、廉价的情欲味道，像红色高跟鞋
上滴着下水道的油。半遮半掩的屋子
、微红的光、丝帘、廉价的情欲味道
，像红色高跟鞋上滴着下水道的油。
停车的时候，老杨看出我的不安
，先循循善诱一番：“我们做男人的
，不能只为家庭嘛，活着还是得为自
己活着……”男人之间的惺惺相惜让
我动容，暖意又淹没了我。我们下车
了。
夜色中，半遮半掩的屋子、微红
的光、丝帘、廉价的情欲味道，像红
色高跟鞋上滴着下水道的油。
屋里坐着三个女人。她们坐在破
了皮的黑色沙发上，围成一个圈。左
边的姑娘微胖，穿着白蓝条纹短裙。
中间的那个尖脸女人成熟许多，白裙
黑丝。她眼皮耷拉着，似乎很疲惫。
一个小姑娘在最右边，大衣下面是条
纹衬衫，袖子很长。她穿着长筒靴。
她们都有说有笑，并不紧张。
“挑哪个？要不要换下一家看？
”老杨说。
我摇摇头，囫囵吞枣地说：“随
便挑谁。”
“随便谁怎么行？”老杨笑话我
了。
“就你吧。”我对最右边的小姑
娘说。
“快餐还是过夜？”她抬头问我
。
“快餐。快餐多少钱？”
“在我们这里还是带出去？在我
们这里的话 400 块。” 另外两个女人
争先恐后地回答。
老杨在一旁帮忙，“老熟人了，
300 吧！”不知道第二天他是不是会
回来分红。
“先付钱。”中间的尖脸女人说
。
我从钱包里掏了 300 给她。右边
的小姑娘收拾东西就走了出去，让我
跟在她身后。她推开一个铁门，再从
里面锁上。又推开一个小门，再锁上
。仿佛是在暗示，现在只有两个人了
，可以为所欲为了。
小门里有两张床，一个铺着蓝色
布格子床单，一个铺着灰色布格子。
床上有些乱，但并非杯盘狼藉。没有
奇怪的味道。一个木柜子，锁坏了。
小门旁挂了一块牌子：尊敬的来宾，
请保管好您的随身贵重物品。
在她锁好门转过身之前，我对她
说，“今天我们就聊聊天，行吗？”
“也可以啊。”她笑了。
“布谷。我叫布谷。

我是彝族人，我们都是复姓，名
字有五个字。我从四川西昌来。家在
农村，爸爸一直在外打工，妈妈照看
家里。我们家有五个孩子，我有三个
姐姐，都嫁人了。一个弟弟，还在念
初中。
我今年 19 岁，1996 年的。其实
，我也才刚来这里半个月。16 岁初中
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出来了，那时成绩
也不好，家里条件也不好。不过当然
不可能一开始出来就做这个了。16 岁
的时候我去浙江的工厂里打工，流水
线上的工人，干了一年就回家了，跟
着姐姐卖衣服。
半个月前我来这里，10 月 17 号
，我还记得清楚。做我们这一行，都
是熟人介绍。我表姐在这里，就是刚
刚坐左边的那个。她比我大一岁，先
来。我们都和家里撒了谎，我说我去
浙江了。毕竟家里再穷也不会希望自
己孩子出来做这一行，要钱也不能这
样要，是吧。”
“有男朋友吗？”
“没有。在这里怎么可能有嘛。
”
“谈过恋爱？”
“谈过啊。”
“男朋友知道你在这里？”
“怎么可能知道，怎么可能让他
知道嘛。”
“这里平时有六个小姐，今天只
来了三个。有一个阿姨，她应该过会
就会过来。我们接的客人，她抽百分
之三左右。阿姨当然是希望我们接的
客人越多越好，不停地做，每个晚上
接十几个。但我们不可能愿意，尤其
像我这种新来的，每天晚上接两到三
个已经受不了了。
我的第一次就在这里给别人了。
对方倒也不是很粗暴，可是你给了你
不喜欢的人，就会感觉很糟糕。半个
月里什么样的客人我都遇到过，有些
特别野蛮，喝醉酒了，不停地折磨你
，嘴里还念念有词，说他付钱了。有
些就像你一样，什么也不做，就坐下
来跟我聊天。
我们还不都是为了钱？这一行来
钱快，谁都知道。不是为了钱，谁会
来做这个。做这一行的，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苦衷。刚刚外面坐中间的那个
，她 33 岁了，要养小孩。小孩都七
八岁了，不知道妈妈天天在外面做小
姐。每个人活着都不容易，活着就为
了继续活着。我们都是没有退路的了
。”
“那你呢？”
“我小的时候，家里给安排了童
子婚，还是娃娃就和别人订了婚约。

解除婚约要五万块钱。要重新有自由
，只能付给男方家里钱。今年十一月
是我们那里的春节，回去如果不凑满
五万块钱，就要结婚。”
“你不喜欢他？”
“那当然了。也不是因为他丑，
我们甚至都没怎么见过，我就是不喜
欢他。做完这行，把钱付了，我也再
也不想回来了。就是图个自由。”
“啊，外面敲门了。我们得走了
。”
“这么快？快餐是多久？”
“二十分钟啊。”
“好吧。挺好的。”
“什么？你觉得做这一行挺好的
？”
“我是说你肯告诉我这些挺好的
。我觉得你很单纯。”
“做我们这一行，就没有单纯的
。”
我原本想约布谷出去喝咖啡，
她 不 愿 意 。 我 说 要 不 我 多 付 200 块
钱，就聊聊天，她还是直摇头，说
不想浪费我的钱。后来我们互加了
微信，是我事先准备好的号。她一
看地址是广东东莞，就更起了疑心
。我说，那真是我之前打工的地方
。她将信将疑。
布谷用的是 iPhone6，薄板，后
面贴了金光闪闪的图案。说话的
时候，她常常不敢正视我的眼睛
，而是把头撇向一边。她的声音
沙哑，笑起来倒是像个孩子。这
么说显得不近人情，她本来就还
是个孩子。
后来我们约好，第二天等她傍晚
起床的时候去喝咖啡，她答应了，第
二天却又杳无音信。那是我在大理的
最后一天，我还想再见她一面。最后
我知道她不会回复了，心里却霎时有
些庆幸。我本来就没有以诚相对，自
然不值得相信。至少布谷懂得如何保
护自己。
人间险恶，这里更是乱象迭生。
漫漫三月街，只有性和金钱是真实的
，其余都是谎言，花言巧语，搔首弄
姿——夜晚的咒语，在白天一哄而散
。女人成为了一个集体符号，旧的走
了新的顶上，而具体的人生则被隐姓
埋名。我想不久之后布谷也将离开，
又也许之后会回来，那时她有了新的
名字，对男人也都驾轻就熟了。
我希望她不要回来，不要再踏上
三月街。最好是和喜欢的男人远走高
飞，对过去缄口不言。就像客人们忘
掉昨晚上过的女人，她也忘掉这里的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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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馬拉松的南京女孩
初夏的一个傍晚，记者如约来到法拉盛一家金融机构的门口，三天前和秦朝晖约定当晚见面。打烊前的金融机构营业大
厅已不见顾客身影，身穿深色制服、带着一脸倦容的员工陆续离座下班。秦朝晖走出来了，她穿着同样的深色制服，但脸上
的笑容如同她的名字一般，新鲜如晨曦。
第一次见到秦朝晖，是在这家机构营业大厅的柜台前，当时第一印象觉得这女孩是电影演员宁静的素颜版，她有双明眸
大眼，大得与脸庞几乎不成比例，长发及腰、身材匀称。“有人说过你象宁静吗”禁不住上前问她，尽管那时我们并不认识
。后来一来二往彼此熟了，知道她住在法拉盛，是个每天在缅街上来回奔波的打工族，并不追星。
见面后我俩迅速走进最近的一家餐馆，手执一杯清茶聊起来。

跑步让我获得赴美签证
我出生在南京，90 年代初从当地一所
二三流的大学毕业。那所学校没有给我可
以炫耀的光环，却带给我人生第一次重要
选择。有一天我的朋友、学校教务长的女
儿问我，想不想去一家台湾人的公司实习
？那时候的南京很少见到外资或港台企业
，对未知数的好奇心让我决定去面试。很
多年以后我仍然是这样，对所有未知数的
好奇，对我有着致命的诱惑。
顺利通过面试后我去了广州，实习结
束后我跳槽进了设在东莞的台湾 Suntex 公
司，成为这家公司雇佣的第一名大陆员工
。我很快学会了说台语，当时我的月薪是
2700 元港币，比我父母的薪资多很多。
Suntex 公司的产品以鞋类为主，除了
中国以外还远销东欧和非洲，我第一次走
出国门是将样品送到前苏联的首都莫斯科
。不久，公司的业务扩大，在国内招工向
非洲输送劳务。劳务人员只要男性不要女
性，我向公司推荐了一个男性熟人，但一
切手续办妥时他却不肯去了。那时候绝大
部分国人认为，非洲遥远、充满了危险而
不可预知，或许就是这个不可预知，鬼使
神差我顶了那人的名额登上去非洲的飞机
。那一年是我 24 岁的本命年。
我在非洲前后辗转了八个国家，学会
了说法语。多哥是个赤道线上的非洲国家
，气候炎热，生活节奏缓慢，让曾在东莞
台企紧张工作的人感到安逸。工作之余我
还学习种菜和烹饪，在远离故乡的非洲，
生活显得单调而寂寞，但每月 800 美元的
薪水和包吃包住的待遇，似乎让员工感到
满足。
当地的食物很容易让人发胖，为了减
肥我开始跑步，每天清晨沿着多哥的海岸
线长跑，早起的当地人很友善，见到我都
远远地打招呼。有一个本地人每天早上都
会开车经过我身旁，他总是轻轻摁一声喇
叭、向我点头微笑……因为每天跑步我晒
得很黑，看上去和本地人没有太大区别。
1994 年圣诞节前夕，清晨我没去跑步
，而径直去了当地美国大使馆，我希望得
到签证去看望在美国读书的姐姐。那时我
并不知道，普通人在非洲要想获得进入美
国的签证，概率几乎是零。记得那天清晨
我在大使馆门外排队，突然天边亮起一道
晨曦，借着天光我看见一辆车直接驶进使
馆，开车的正是在海边曾向我摁汽车喇叭
打招呼的人。而且我确定的是，当时他看
见我了。
后来的事情很简单，签证官什么也没
多问，拿起印章“啪”盖在我的申请资料
上。当我拿着入美签证走出使馆大门时，
恍惚间想起中学教科书里的那篇文章“范
进中举”。

含辛茹苦圆了美国大学梦
说到此时她打住了，手握茶杯沉默无
语，茶水又新续了一壶。
后来我常常想，假如当年是那人帮我
进入美国，这辈子我究竟该感谢他还是诅
咒他？悠悠的非洲生涯就此结束，而远在
西半球的美国、一个未知数向我招手，而
这种诱惑对我是致命性的！
那一年的平安夜，我收拾简单行李飞
抵纽约 JFK 机场，见到分别数年的姐姐我

迫不及待地问“美国怎么样？”“今后你
慢慢品吧”， 姐姐的答复让我至今难忘。
姐姐当时就读一所美国的常春藤名校
，我想我也要读美国大学、也要进名校。
那时没有人告诉我，刚下飞机的我距离美
国校门有多远，哪里是我移民生涯的第一
站？犹如那首歌唱道：不知道不知道，不
知道永远究竟有多远，漫长究竟有多长
……
和大多数新移民一样，我随即到法拉盛
中餐馆洗盘子，到华埠唐人街衣厂接电话。
不会讲广东话，背不出菜单，甚至辨不出1
美分和 10 美分的硬币，被人训斥羞辱、被
炒鱿鱼一一都经历过。记得有一次牙痛，为
了省钱找了个没执照的庸医，他不打麻药就
动手拔牙，痛得我当场昏死过去。
因为有在台湾公司的销售经验，我后
来进了一家玩具进出口公司，老板还同意
给我办绿卡。记得给我办绿卡的移民律师
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办什么绿卡？赶快找
个美国老公嫁了吧。
那以后的日子犹如打仗一般，白天打
一份全工，晚上进大学从本科读起，每一
天吃饭乘车转车的时间都要精确计算。在
玩具公司打工经常要出差，回到纽约后就
必须通宵补课，这样分秒必争的日子持续
了六年，我终于完成了本科学业。
我很清楚，拿到那张六年换来的本科文
凭时，她早过了而立之年，或许容貌依旧，
但内心已见沧桑。坊间有“女孩子学问好不
如嫁得好”的说法，想象她当年若找个老美
嫁了，身份、家庭和经济问题一次性搞定，
那她眼下应是另一种活法儿了。
随后我前去纽约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工商管理专业攻读硕士学
位。学校位于纽约上州的小城镇，入校后
第一感觉满校园都是天才，我一时找不着
北！在开学之初， 我恨死了那个小镇。
永远下不完的雪，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冬
天……我一度怀疑自己得了当地人说的冬
季抑郁症，在飘着鹅毛大雪的无眠之夜，
我思念炙热的非洲、思念多哥热情似火的
非裔朋友。

至今不悔当初选择
一壶茶续了一次又一次，夜已深，餐
馆要打烊了，秦朝晖依旧滔滔不绝、毫无
倦意。
为了抵抗冬季抑郁，我又恢复了清晨
长跑，先后跑遍了小城镇的大街小巷，不
知从那一天开始，街道的陌生感没了，居
民亲切和善，校内校外的环境都让人舒服
，第一个暑假到来之前，我喜欢上了这个
地方。到了毕业时，我竟然对这个小城镇
深恋不舍。
在进入美国十年后我拿到了硕士学位
。对一个年轻女人来说，十年可以建立一
个温暖家庭，相夫教子、享受爱情和亲情
；可以创立自己的事业、显现女强人的价
值；也可以敬业工作、成为曼哈顿的高薪
白领精英。而我，至今不曾后悔过自己的
选择。
在一位来自斯里兰卡的同学家做客，
秦朝晖穿上女主人赠送的纱丽，客人们都
说她比女主人更象女主人。
毕业后不久在纽约找到工作，同事中什
么族裔都有，很有纽约特色。我和那些老外
同事不同，工作上我不争什么权益也没什么
抱怨。和自己同胞相比，我不太在乎金钱，

和国人攒钱买房子的美国梦比起来，我更喜
欢运动、我每年花很多时间参加训练、坚持
跑纽约马拉松比赛。生活上，我永远不钻牛
角尖，明天的烦恼等明天早晨太阳升起来再
说，“人，都是烦老的”。
生活稳定下来后，突然发现身边的同龄
人都已结婚成家或为人父母了，有一天和母
亲聊天，她说现在不敢和国内老朋友打电话
，怕她们又问“你家二姑娘结婚了没”，听
老妈一席话，我顿时“压力山大”。

每段恋情皆成无言结局
秦朝晖从不忌讳谈自己的年龄，事实
上她已临近“剩女”行列。为了不让她有
压力，我放下手中的采访本低头用餐，任
她在自己的思绪中信马由缰。
我至今没结婚并不等于我的情感是空
窗。我经历了几段“爱情故事”。当然都
失败了，因为现在我仍然单着。从我身边
走过的男人不少，有金融界的德裔前辈，
有住曼哈顿公园大道的犹太裔大叔，有来
自石油大国的富二代，还有每天在中央公
园跑步的男神小帅哥。他们或比我大二十
岁或比我小好几岁，相恋而从不谈及婚嫁
。友人问我为什么不找个年龄相当的男人
结婚？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越是和我有
距离的人越能吸引我，无论是仰视他、或
是远远注视他，距离和吸引力成正比。
有天我和一位富二代前男友去逛街，进了
一家名牌包店后我什么也没买就出来了。
男友的富翁老爸随后打电话问他儿子“那
个女孩当真什么也没买”？得到儿子肯定
的答复后，老爸当即劝儿子和我分手。
“这个女孩不适合你，你的特长是有钱并
愿意为女人花钱，显然，这个女孩并不欣
赏你的特长。”
另一次我的一位前男友来接我下班，工
作了一天的我很累，跟他商量我先运动半个
小时再和他去用晚餐。谁知那人完全不能接
受，抱怨说已经等了一整天，若嫁给他我其
实可以不工作……就这样，我的每一段恋情
都如那首歌的歌名《无言的结局》。
说到这里秦朝晖又爽朗地大笑起来，
她说周末晚将去曼哈顿参加一个主题为
“海盗船”的派对，参与者都要化妆成海
盗船上的角色。
今晚我母亲在家为我做面具，是个很
戏剧化的脸谱：独眼龙的海盗小头目。我
妈妈的手很巧，做什么象什么！我心仪的
那个男神可能也会参加派对，我要打扮得
漂漂亮亮出现在他眼前，让他关注我。因
为我相信爱情。

不断冲刺勇敢追求
不久后的一天清晨，我收到秦朝晖的
微信：
今天是我的生日，想想自己认真做人
、做女人，人到中年居然很失败，事业上
我不是女强人，白白读了一肚子书；生活
上没老公没男友当然也没孩子。我太失败
了、什么也不曾拥有，有的只是仼性和最
不现实的乐观。不过我仍然在努力寻找我
的 Mr. Right, 很多次以为找到了，却又象
彩色的肥皂泡瞬间消失……
“生日快乐！你拥有随时站在起跑
线上的资格！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珍
惜！”我回了她的微信并真诚地送上我
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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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e Water Park And Resort Coming To Texas

Kalahari Resorts & Conventions To
Open African-Themed Park In Round Rock
Round Rock - A huge African-themed resort and water park is coming to Texas. The Kalahari Resorts &
Conventions has announced it’s opening a theme park
in Round Rock.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s website, the Round Rock
resort will have an indoor and outdoor water park, a
hotel and convention center, an arcade, a salon, restaurants, and shopping.
The resort is slated to have about 1,000 guest rooms
and suites, and 150,000 to 200,000 square feet of
meeting space. The water park itself is about 200,000
square feet.
The Kalahari resort will be located on U.S. 79 across
from the Dell Diamond and Old Settlers Park.
The city of Round Rock’s website says the resort will
open no later than December 2021, but the Kalah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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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ite says they expect to
open the property in 2020.
Round Rock will be the fourth
Kalahari Resorts location. The
other three are in Wisconsin
Dells, Wisconsin; Sandusky,
Ohio; and Pocono Mountains,
Pennsylvania.
Kalahari Resorts has chosen
Round Rock as the location of
its fourth family resort and convention center. The City views
this proposal as a game-changer for the community. Its proximity to Old Settlers Park and
Dell Diamond – two well-established venues that together
draw more than a million visitors annually – bodes well for
a successful, tourism-oriented
development. This is essentially a new industry for the City of
Round Rock that will provide
substantial property tax revenues and diversify availabl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 family-owned business,
Kalahari Resorts delivers a
“world-away” waterpark resort and conference experience beyond expectations. The
authentically African-themed
Kalahari Resorts feature well-appointed guest rooms,
full-service amenities, fully equipped fitness centers,
on-site restaurants, unique retail shops and state-ofthe-art conference centers.
Update: A pair of open house meetings were held May
9 and May 18 to gather input on the Rezoning Process
for the project. Here’s a summary of the meetings.
The City Council voted Thursday, Jan. 26, 2017, on the
purchase of an additional 1.5 acres for the project. The
City will purchase the property with funds provided by
Kalahari, and the property will be added to the lease
agreement between the City and Kalahari.

Location
Kalahari Resorts offers the world’s “Coolest
Indoor Water Parks.”

The development will be located on U.S. 79 across
from the Dell Diamond and Old Settlers Park. The map

below provides a view of the project location.This map
from RoundRockTexas.gov shows just how massive a
property it will be.
Kalahari intends to open the Round Rock resort no later than December 2021. The City Council approved a
series of agreements with Kalahari at its Dec. 15, 2016,
meeting. Developing the land use plan and zoning
changes is expected to begin in spring 2016.
The City Council unanimously approv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Kalahari Resorts on June
23, 2016.
Information on project pages will be updated as it becomes available. Questions and comments about the
project can be emailed to: kalahari@roundrocktexas.
gov (Courtesy https://www.roundrocktexas.gov/ and
click2houston.com)

Family Of Guthrie McLean Say He Came To The Aid Of His
Mother Being Assaulted By A Taxi Driver In Zhengzhou

U.S. Student Arrested In China
After Taxi Driver Disput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merican student Guthrie McLean. (Photo/Handout)
The family of an American university student detained About a week later the police took Guthrie Mcin China for five days without charge or contact be- Lean to a station and requested about 100,000 yuan
yond the police station have enlisted the help of US (US$14,800) in compensation for the driver’s injuries.
politicians to try to secure his release.
They later lowered this to 60,000 yuan, then 50,000
Guthrie McLean, a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Mon- yuan.
tana, was detained on Sunday evening in Zhengzhou Mitchell told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at the
in Henan province and formally arrested the following Zhengzhou police may not have a “complete picture of
day.
what happened” due to communication barriers with
His detainment follows an incident on June 10 when the McLeans and not have realised that Guthrie was
a taxi fare dispute between his mother and a driver trying to protect his mother. He added that it seemed
turned violent, Montana’s Missoulian newspaper re- “odd” for police to take action weeks after the original
ported.
incident.
Tom Mitchell, a long-time family friend and the Bei- “I do hope this will be resolved quickly so that Guthjing bureau chief of the Financial Times, told the Mon- rie and Jennifer can be reunited,” he said. “I’ve known
tana paper that the altercation occurred when Jennifer Guthrie for a long time and he’s a good kid.”
McLean, who is deaf and teaches in China, took a cab Two senators from Montana, Steve Daines and Jonto her home in Zhengzhou.
athan Tester, have been involved in efforts to secure
The driver “started to rough up Jennifer” after a dis- her son’s release, along with staff at the University of
pute over the taxi fare and her son came to pull him Montana, family and friends, according to his mother.
off and push him to the ground, Mitchell was quoted
“He is not allowed any contact with anyone so we have
as saying.

Two senators from Montana, Jonathan Tester (D) on left, and Steve Daines (R) on right, have
been involved in efforts to secure Guthrie McLean, a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Montana,
who was detained on Sunday evening in Zhengzhou in Henan province and formally arrested
the following day.
no idea what is going on,” McLean said in an email.
“We do not know his condition. His friends, professors
and family are extremely worried.”
Daines’ office has told McLean they were in touch
with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t has
communicated to local police that the case was “important to resolve”. The ministry also offered assurances that Guthrie McLean was safe.
US consulate staff were able to visit Guthrie on Thursday, according to a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kes seriously its obligation
to assist US citizens abroad. We are providing appropriate consular services and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his case,” the official said.
Guthrie McLean, who has largely grown up in China
since 2001, had intended to volunteer at a panda rescue
site in Sichuan province this summer. He was due to fly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Augus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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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 mother described him as a very sweet, caring person who loves animals and wildlife.
Ms McLean previously taught in Beijing and was profiled in 2006 by the state-run China Daily for founding
a deaf community development centre in the capital.
(Courtesy scm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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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石油技術研討會
星期一

【本報訊】2017 年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石油技術研討會。主題：復甦之路：整合與創新如
何幫助能源行業持續成功發展和適應（The Road to Recovery: How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Help the Energy Industry to Evolve and Adapt Successfully）
時間：2017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地點: Marathon Oil Corporation; the Marathon Conference Center, 5555 San Felipe, Houston TX 77056.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將於 2017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五舉辦 2017 年度石油技術研討會。今年，
「探勘地球物理學會」 〔the Society of Exploration Geophysicists(SEG)〕將贊助學生論文比賽。
「石油資源經濟學會」 [the Society of Petroleum Resources Economists (SPRE)]將與我們一起共
同主辦有關石油經濟會議（Petroleum Economics sessions）。
研討會將以 「復甦之路：整合與創新如何幫助能源行業持續成功發展和適應」 為主題。石油
和天然氣產業經歷了在過去幾年中被認為最具挑戰性的環境，開始出現了開發新資產的跡象。一
般來說，儘管化石燃料市場的增長受到了再生能源，石油供應的充裕，能源效率提高，和對全球
氣候變化問題所訂定的更嚴格規則等各種混合原因影響的強烈衝擊與挑戰，但是毫無疑問，全球
能源需求將會迅速地增長。當產業的整合和創新成為把握新機會的契機，那麼被石油界用來推動
長久可持續性發展的一些可能決定性要素又會是什麼？未來我們這行業的走勢和不確定可能產生
的機會與解決之道又是什麼呢？我們想要在本年度的技術研討會上與各領域的技術專家、業界領
袖和其他會員們一齊探討這些課題。
我們鼓勵您提交與專題研討會主題相關的論文摘要給大會。您的技術論文有可能會被考慮選
拔作為未來代表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參加 「全球華人石油和石化技術專題討論會」 的論文發表
。同時也鼓勵從事石油有關學業的同學們提交論文參加學生論文比賽，可以藉此機會，分享個人
的研究成果，並且提高自己的綜合表述技巧和能力。

2017 年 7 月 24 日

Monday, July 24, 2017

研討會日程表大綱
1. 上午：石油技術研討會全體會議:
特別從各主要石油公司和服務部門邀請四位貴賓做專題演講，從高層次的觀點，共同來討論當前
和未來的挑戰、機遇和解決方案。
2. 下午：同步進行下列各課題技術研討會議:
• 深水和常規油氣的探勘和生產(Deepwater and Conventional Exploration & Production)
• 大數據和非常規的操作(Big Data and Unconventional Plays)
• 石油經濟學（與 SPRE 共同主辦）[Petroleum Economics (Co-organized with SPRE)]
• 工程和健康/環境/安全(Engineering and HSE)
• 商務發展(Business Development)
• 學生論文比賽：所有的學生論文必須用英語口述方式發表。比賽獎金將在比賽後頒發。 （比賽
獎金定為：第一名 $500；第二名 $300；第三名 $200。）
3. 提交論文摘要
• 論文摘要︰用英文書寫，以不超出一頁為限，並附上你個人的簡歷。請使用下面所附論文摘要
模 式 的 link （ 可 供 下 載 ） http://capaus.org/resources/Documents/CAPA% 202017% 20Symposium%20Abstract%20Template.docx 或由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網站(http: //capaus.org)下載，
作為您摘要的範本。
• 論文發表︰請以英語講述 20 分鐘，再加上 10 分鐘的提問和回答
• 請將你的論文摘要和個人的簡歷以電子郵件方式送到電子郵箱：capasymposium@gmail.com
交 Dr. Po-Ching Tai 收；並且請在電子郵件主題欄標明論文所屬的課題。
4. 論文摘要提交截止日期： 2017 年 9 月 1 日
我們期待在 11 月 3 日的 2017 年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石油技術研討會上見到您。

中美周潔舞校驚艷落幕
上海市舞蹈學校傾情獻演 休斯頓
休斯頓J&H
J&H校長高曉慧獲獎
校長高曉慧獲獎

由周潔藝校的孩子們表演的古典舞

由周潔藝校的孩子們表演的苗族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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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文教育示範學校”中唯一
一所舞蹈學校。 2002 年，周潔在故鄉上
由 美 國 周 潔 曉 慧 舞 蹈 學 校 海長寧，創辦 J&H 姐妹學校-上海周潔
Sara Guo 表演的蒙古舞

驚艷落幕,,圓滿成功
驚艷落幕
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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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工商

China Bear Buffet中國熊
自助餐重新開張了！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 59 號公路與糖城的交界處
馬路邊，綠樹環抱間，有一處頂著明黃色琉璃瓦的中國
建築群，很是引人註目。這裏是休斯敦著名的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中國熊大酒家，經過重新裝修和精
心籌備，前不久已經 Grand Openg 重新開業了。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緊靠鬧市區，車水馬龍
，待走近則感覺清幽雅緻、匠心獨運，門口是相連的兩
口小小池塘，裏面養了幾百條 2 尺來長的五彩錦鯉，配
上黃色的琉璃瓦、紅色的門廊，濃濃的亞洲風很是迷人
。走過迷你型的九曲橋，推門進
到店堂裏，裏面則別有洞天、豁
然開闊，佔地 13000 尺的店堂分
為好幾個功能區，整個飯店可容
納 500 人同時就餐，是休斯頓最
大的 Buffet 店。最精妙的是門外
的池塘也通到店裏，靠墻鑿有一

條小溪，金光閃閃的錦鯉歡快地在水中遊動，潺潺的流
水聲像音樂一樣美妙動人。餐廳四處擺放著姿態各異的
盆景，在這裏感覺天人合一、恍若仙境。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是一家老字號名店，在
45 號公路旁還有一家分店，兩家店都佔地面積巨大，
外觀為中國庭院建築，佈局和裝飾則為中國庭院式風光
，令人印象深刻。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花了 2 年
的時間重新裝修，任何一個細節都力求完美。裝修風格
既亞洲風又添加時尚現代元素，餐廳整體大氣開闊，使
之多了一份東方的神秘感和貴氣，橙紅色的暖光讓餐廳
變得朦朧溫馨。整個餐廳分成好幾個功能區，有適合商
務聚會可容納一百多人的大 party room，也有適合小型
家庭聚會的可坐 15 人的小包房。餐廳面積雖大，但私
密性卻很好，靠牆的小溪潺潺的流水聲可以很好地掩蓋
情侶的綿綿私語和姐妹淘之間的碎碎念，營造出一種溫
馨私密的氣氛。店裡到處都掛著巨大的電視機，一邊吃
飯一邊和三五好友聊天吃飯，簡
直就是神仙過的日子。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有好
幾個大 Buffet Bar，中式、日式
、美式各式美食，超過 100 種菜
餚任您選擇！南北川菜、美式牛
排、日本壽司，想吃就吃！
看上去，自助餐廳應該沒什麼很
大區別，都是食客自己隨便拿東
西吃，但實際上根據餐廳標準的
不同，檔次也有很大的差別。這
不光錶現在菜色品種的豐富多樣
性上，也表現在食材的新鮮程度
上。美國的中式自助餐廳一般都
是中西合璧式的，既有西餐也有
中餐還有日本壽司，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可算是很全面的
自助餐廳了，各種口味的顧客都
可以在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找到自己喜歡吃的東西，使顧
客真正做到滿意而歸。
新張期間大優惠！週一至週五：
全天$9.99 元;週六、週日：全天
$12.99 元。
營業時間每天 11am 至 9pm.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中國
熊自助餐
地 址 ：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77477
電話：281-240-83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