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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贵州诗人赵雪峰

在翻阅报纸时，被上面刊登的

一首诗歌所吸引，连声称赞的

同时，他感觉似曾相识，最后

吃惊地发现，该诗与17年前，

自己刊发的诗歌如出一辙——

自己的诗作被抄袭了！

经过半年的维权，法院作

出调解：抄袭者出具书面声明

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赔偿款3

万元。

刊载诗歌 似曾相识

50岁的赵雪峰，有着“贵

州十大诗人”的美誉，现任中

共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改办

主任、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

赵雪峰说，去年12月1日

，他翻阅《贵州民族报》时，

被上面刊载的一组诗——《贵

州，红色1935》所吸引，还不

时和同事夸赞该诗写得好。不

过，读到其中一首诗歌《黎平

会议会址》时，他却发现该诗

的很多句子与自己的诗作《西

部的山》、《远行》很相似。

经仔细对比，他发现钟运龙的

诗作《黎平会议会址》有抄袭

嫌疑。

据了解，赵雪峰的诗作《西

部的山》、《远行》首发于2000

年。他原诗“那山让多少人仰视

着为之倾倒”，钟运龙诗“这间

老屋让多少人仰视／还有很多人

为他倾倒”；原诗“其实是一本

古朴的线装书”，钟运龙诗“其

实/这是一本厚厚的线装书”；

原诗“是他们串起了一个真理的

成长过程”，钟运龙诗“如何在

性命攸关的时刻/串起/一个真理

的成长过程”……赵雪峰表示，

通过逐一比对，钟运龙的抄袭剽

窃行为是以照搬原诗歌结构、照

抄原诗句为主，辅以肢解诗句、

增加行数或增加个别附加词、再

分行排列，或减去个别词汇分行

排列，或将诗句移花接木等形式

进行复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低

水平的歪曲、篡改。

反复核实 确认抄袭

赵雪峰介绍，经进一步对

比，他发现钟运龙早在10年前

就有抄袭行为。早在2007年 1

月，钟运龙刊登在《贵州监狱

工作报》的诗作《黎平会议会

址》就曾抄袭了他的诗作《西

部的山》、《远行》，且抄袭

得更加直白和大胆。

如，原诗“那山可是不屈

的头颅”，钟运龙抄袭诗“老

屋是一尊不屈的头颅”；赵原

诗“五颜六色/可是冲锋的旗幡

”，抄袭诗“五颜六色的回廊

转角/处处是进军的旗幡”；赵

原诗“是他们串起了一个真理

的成长过程”，抄袭诗“在这

里串起一个真理的成长过程

”……

赵雪峰称，《贵州监狱工

作报》刊发的诗歌《黎平会议

会址》共20余行，几乎全抄；

《贵州民族报》刊发的诗歌

《黎平会议会址》共10余行，

也几乎全抄。据了解，发现被

抄袭后，赵雪峰找到《贵州民

族报》和《贵州监狱工作报》

相关负责人，曾多次与钟运龙

交涉，商议道歉和侵权赔偿方

案。不过，钟运龙并不否认自

己抄袭，但不愿公开道歉，也

不同意侵权赔偿。后经《贵州

民族报》相关负责人与他多次

协调沟通，钟运龙表示愿意赔

偿2万，但不公开道歉。不过

，就在赵雪峰准备采取恰当方

式和解时，对方却写信到省委

有关部门反告，称赵诬陷他，

双方矛盾激化。赵雪峰决定通

过法律程序维权。今年5月中

旬，赵雪峰向贵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如下

： 一是判令被告对原告停止侵

害，消除影响，公开道歉；二

是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名誉损失、精神损失共计十

万元。三是本案诉讼费2300元

由钟运龙承担；四是立即将诗

从信息网络删除。

公开道歉赔偿3万

据了解，受理该案后，

法官曾组织原告赵雪峰与被

告进行庭前调解。不过，被

告人没有同意。6 月 23 日下

午，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开

庭前一天，被告钟运龙联系

了办案法官，表示愿意庭前

调解。6 月 23 日上午，经协

商，双方达成调解。

6月 26日，法院出具调解

书，作出调解协议如下：一

是钟运龙出具书面申明向赵

雪峰赔礼道歉，申明内容需

经赵雪峰同意后刊登在《贵

州监狱工作报》、《贵州民

族报》上；二是钟运龙支付

赵雪峰赔偿款 28850 元；三是

该案当事人因该调解协议签

署前所涉及的诗歌作品著作

权问题不再发生任何争议；

四是案件受理费 2300 元已由

赵雪峰预付，法院因调解减

半收取案件受理费 1150 元由

钟运龙承担，退回 1150 元由

赵雪峰到法院领取。

据了解，法院调解后，钟

运龙已先后在《贵州民族报》

和《贵州监狱工作报》刊登声

明致歉。

事后，赵雪峰决定将这3

万元侵权赔偿金用于资助学生

作文大赛，设立文学奖专项基

金永久账户，让“雪峰文学奖

”世代传承下去，旨在让家乡

莘莘学子写好文、做好人。

7月12日上午，3万元侵权

赔偿金作为“雪峰文学奖”专

项基金，在贵阳农商银行开设

永久专户正式设立。

贵州诗人赵雪峰维权：
抄袭者公开道歉并赔偿 银川海关工作人员近日在旅检渠道发现

，一名自迪拜入境的中国籍旅客违规携带76

部假冒手机。经初步查明，这是一起涉及侵

犯知识产权案件。

据了解，日前在银川河东机场T1航站楼

入境大厅，乘坐3U8946次航班由迪拜抵达银

川的旅客正有序通关。突然，X光机显示屏

上的一个异常图像引起了现场关员的注意。

经过迅速风险判别，海关关员对这件行李进

行开箱查验，在箱内一个包裹严实的黑色塑

胶袋内发现大量标识为“SAMSUNG”的手机

，经清点数量，共76部。

经银川海关初步查明，这是一起涉及侵

犯知识产权案件，该旅客携带标识“SAM-

SUNG”的手机为假冒商品。目前，这批手机

已被海关依法查扣。

1995年10月，我国首次颁布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开始

建立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一整套知识产

权边境保护制度。国际知名品牌和国内一些

著名商标品牌有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很早就向海关总署做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

案。简单地讲，就是这些品牌商标只有在获

得权利人授权许可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

银川海关法规室主任王静波说，海关在

进出境环节检查时，如果发现有侵犯权利人

的知识产权的货物、物品，就会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等相关

法规的规定进行查处。

1名旅客携带76部假冒手机入境
被银川海关查获

高薪诱骗、暴力挟持、非法拘禁、强迫

劳动……近日，黑河市警方以及哈尔滨市警

方破获两起涉嫌强迫劳动案，成功解救被困

民工32名，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据了解，

这两个恶势力团伙的侵害对象主要是智障人

员、社会流浪人员，这样的案件在我省多年

来从未发生过。

6月20日14时许，黑河市孙吴县公安局

接到杜某某报案称：其与另外9名民工被人

限制人身自由并强迫劳动达一个月，手机、

钱物、身份证等均被扣押，多名民工不同程

度受到虐待和毒打，自己是干活时趁人不备

逃出来的。

警方经过缜密摸排，确定了民工被困的

具体地点。当日20时许，9名被困民工被成

功解救，同时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男，42岁，

孙吴县人)被抓获。经初审，张某某对其违法

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次日9时30分许，另一

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男，31岁，孙吴县人)

到案。

据警方介绍，一个月前，杜某某在劳务

市场等活时，一名男子跟他说，“有活包吃

住还有高薪”，杜某某听后便跟男子走了，

同时被“高薪”吸引的还有30余人。他们都

被安置在哈尔滨市呼兰区一平房内，身份证

、现金、通讯设备等均被没收，包括杜某某

在内的13人被送往黑河市孙吴县，其中3人

成功脱逃。

到达孙吴县后，杜某某等10人被限制在

某处平房内，白天被带到工地强迫劳动，晚

上再被带回居住地。这里不足30平方米，窗

户上有铁栅栏，房门在外反锁，还有“保镖

”看守。10人的吃喝拉撒都在屋内，吃的都

是清汤寡水的菜汤，还经常吃馊饭。他们工

作时稍有懈怠就被毒打，有人反抗逃离，被

抓回后看守者就用灌满沙子的塑料管抽打其

背部、手部，还强令其他民工围观，并威胁

如再有人逃跑打得更狠。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张某某、陈某某交

代了从哈尔滨市呼兰区张某军处以1000元至

3000元不等的价格购买13人，采用暴力胁迫

等手段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的犯罪事实

。

6月29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呼兰分局民

警经侦查发现，张某军常带手下在火车站、

汽车站及劳务市场等地招收40岁到60岁的流

浪汉、想找工作的或智障人员，用高薪诱骗

来，关在呼兰区原野村一平房内，然后再卖

出，当时仍有多名民工被非法关押。

警方锁定位于呼兰区原野村一平房院内

拘禁民工的地点，于当日23时将被困的22名

民工解救，并将张某军等5名犯罪嫌疑人抓

获。经审讯，5人对采取非法关押、殴打等

手段非法拘禁他人、强迫劳动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某、陈某某因涉

嫌强迫劳动罪被刑事拘留，张某军等5人因

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事拘留。公安机关已将

解救出的32名民工妥善安置，并索回拖欠工

钱4万余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黑龙江破获两起强迫劳动案
30多人遭毒打被逼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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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东园小学副校长吴海燕很

是郁闷。

她在朋友圈吐槽：“我大概做了

一件不受家长和老师欢迎的事，从微

信短信发出后，从没有的寂静，明显

感觉到他们觉得‘麻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家长究竟应该怎样“放手”

原来，因为昨天下雨，吴海燕在

学校观察到——90%进校门的家长都

是一手搀着娃，一手撑着伞，身上挂

着沉重的书包。到了教学楼后，几个

孩子坐在凳子上翘着腿聊天，前面是

爸爸妈妈，甚至是头发花白的爷爷奶

奶，或蹲或跪，替娃换好鞋子，再目

送孩子走进教室。

吴海燕观察半小时后，作了一个

决定，要就这件事给学生们好好上一

堂课。

上午8点，吴海燕走进了学校的

广播室，对全校的孩子说：从今以后

，下雨天将不允许家长进校园接送学

生。随后，吴海燕拟了一条300多字

的信息，发给了班主任和家委会会长

，要求他们转发给各班家长——意思

大概为“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自己

的事情必须自己做！”结果显然是让

吴海燕诧异的，短信发出后石沉大海

，时很热闹的家长微信群，更是没点

动静。

吴海燕觉得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件

不受待见的事，于是就发了文初的那

条朋友圈。她说，她之所以坚持这么

做，是因为中国家庭教育培养了很多

“巨婴”，很多孩子都丧失了基本的

自理能力，更可怕的是，他们连感恩

都很难做到。

包办是一种溺爱

越来越多的人重视文化教育，却

忽视了培养孩子成长中所需的自理能

力。

吴海燕说，细节往往帮助孩子长

大后适应这个社会。比如，孩子走路

摔倒了，很多家长会当着孩子的面

“指责”石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对

孩子说：自己站起来，下次走路要小

心。“或许有人觉得我这是在小题大

做，但是这些现象却是真实存在的。

”虽然发给家长的短信得不到回复，

但吴海燕还是决定，从明天起展开楼

层检查，尤其针对孩子的用伞和换鞋

情况，“这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孩子的

自理能力，疼孩子就要从他长远发展

入手，包办代替其实是一种溺爱。”

调查也发现，目前家长对孩子的

过度保护，主要体现在对孩子日常生

活的包办上。有21.5%的家长对孩子

日常生活全部包办，50%的家长包办

大部分。在孩子对家长的依赖程度调

查中，只有33%的孩子对家长没有特

别依赖，67%的孩子对家长有较大程

度的依赖。与此同时，从学生调查问

卷上发现，由于家长的包办代替，中

学后对诸如自己衣服的洗涤、折叠这

样简单的事情，只有7.6%的孩子完全

由自己处理，有63.5%的孩子完全或

者大多等父母来解决。孩子读初中父

母还要每天接送，初二的孩子走出电

影院竟然不知道怎么回家...

中美教育的区别

在美国，家庭教育是以培养孩了

富有开拓精神、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

力的人为出发点的。父母从孩子小时

候就让他们认识劳动的价值，让孩子

自己动手修理、装配摩托车，到外边

参加劳动。即使是富家子弟，也要自

谋生路。美国的中学生有句口号："

要花钱自己挣！"农民家庭要孩子分

担家里的割草、粉刷房屋、简单木工

修理等活计。此外，还要外出当杂工

，出卖体力，如夏天替人推割草机，

冬天帮人铲雪，秋天帮人扫落叶等。

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研究

，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爱干家务的

孩子和不爱干家务的孩子，成年之后

的就业率为15:1，犯罪率是1:10。

中国的家庭近七成家长最关注孩

子的学习，只有不足一成学生生活自

理能力强。

我们从出生开始对比：

9-24个月时 美国家庭可以给孩

子一些简单易行的指示，比如让宝宝

自己把脏的尿布扔到垃圾箱里。

中国家庭让孩子开始学习看图片认

字。

2-3岁时 美国孩子可以在家长的

指示下把垃圾扔进垃圾箱，或当家长

请求帮助时帮忙拿取东西，帮妈妈把

衣服挂上衣架，使用马桶，刷牙，浇

花(父母给孩子适量的水)，晚上睡前

整理自己的玩具。

中国家庭开始让孩子背唐诗。

3-4岁时 美国家庭教孩子更好地

使用马桶，洗手，更仔细地刷牙，认

真地浇花，收拾自己的玩具，喂宠物

，到大门口取回报纸，睡前帮妈妈铺

床，如拿枕头、被子等，饭后自己把

盘碗放到厨房水池里，帮助妈妈把叠

好的干净衣服放回衣柜，把自己的脏

衣服放到装脏衣服的篮子里。

中国家庭则培养孩子各种艺术才

能培养如钢琴、舞蹈、绘画等。

4-7岁时 美国孩子这个年纪不仅

要熟练掌握前几个阶段要求的家务，

并能独立到信箱里取回信件，自己铺

床准备餐桌(从帮家长拿刀叉开始，

慢慢让孩子帮忙摆盘子)，饭后把脏

的餐具放回厨房，把洗好烘干的衣服

叠好放回衣柜(教给孩子如何正确叠

不同的衣服)，自己准备第二天要穿

的衣服。

中国的孩子依然在学各种艺术才

能，培养艺术爱好。

7-12岁时 美国孩子已经可以做

简单的饭帮忙洗车，吸地，擦地，清

理洗手间、厕所，会扫树叶，扫雪，

并会用洗衣机和烘干机，还可以把垃

圾箱搬到门口街上(有垃圾车来收)。

中国的孩子进入了上学期，每天

学习、写作业、艺术培养。

从对比可以看出，中国的家长更

愿意孩子把时间花在学习上，因而也

更容易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学业开端，

而美国家庭更重视生活技能训练，这

样更容易培养出独立自主的孩子。其

实两者并不矛盾，各取所长，从帮忙

做家务活开始，给孩子创造更多培养

自理能力的机会，何乐而不为？

学会放手

一位家长说，她曾经看到过一篇关

于“中国妈妈”的文章，“中国妈妈

”在白人学生中是一句讽刺语，他们

认为妈妈就像一只老母鸡，华裔的同

学就如小鸡，总要靠老母鸡的翅膀来

保护。

虽然未成年人需要得到家长和社

会的保护，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保护

力度应该逐步减小，保护的内容和方

式应有不同的侧重。过度保护限制了

孩子的自由和实践活动，剥夺了孩子

独立成长的机会，带来的负面效应是

多方面的。让孩子自理生活，安排一

部分家务劳动，鼓励孩子独立自主处

理问题，增强孩子的自主性，搞一点

“磨难教育”，锻炼孩子的意志力和

抗挫折能力，对今后孩子的成人、成

才更有深远意义。

所以，家长们要学会逐步放手。

杭州小學校長吳海燕
論中美教育的區別

近日，在美国教授专家联合会年

会暨教育论坛上，几十名在南加州各

大高校任职的教授共聚于此，畅谈有

关中美教育话题、留学生在美国的状

况，并对华裔在美国高校及社区中所

应有的担当，以及中国留学生如何更

好融入美国高校生活学习提供了新思

路。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教育组组长

袁东博士出席并发表演讲中重点提到

：“由于近年来，中国留学生赴美留

学 人 数 激 增 ， 尤 其 是 近 十 年 来

(2006-2016 年)，可以说是达到了中美

教育文化交流的高峰。然而，近年来

，随着华裔教授以及中国留学生在美

国高校中数量的增长，那些客死异乡

、具有悲剧色彩的事件也频频发生，

尤其是留学生发生车祸、遇害以及自

杀等等事件，也是我们所负责的工作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近几年，民

众们也在质疑当代青少年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以及自我保护方面的安全意识

。”

袁东博士针对这个问题从两个角

度进行了解读。他表示，首先，不能

以偏概全地说是现下留学生基本素质

越来越差，反之，通过对几年来留学

生数量以及意外事件数量的统计所得

到的结果表示：意外事件以及负面新

闻的增多一方面是由于留学生数量总

体基数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媒体对此

宣传力度大，因而受众所接收到的一

些感官信息，并不能作为留学生群体

整体素质低下的判断。

袁东博士指出，留学生数量的增

加以及意外的发生使得关注留学生心

理健康越发重要。袁东呼吁华裔教授

在工作之余能够关注留学生、小留学

生们的精神和心理状况。他表示，

“事实上很多有心理方面诉求的留学

生，他们更加希望能和讲母语的师长

沟通，无论是出于亲切感，还是来自

同一族裔的深层认同感，也许对他们

的生活多给予一些关注、沟通，就可

以避免很多潜在问题极端化，普遍来

说便是帮助求学的年轻人更好地适应

美国的生活。”

来自波莫纳加州州立理工大学

(Cal Poly Pomona)的华裔终身教授、美

国教授专家联合会会长林连连教授，

在本次的讲座中，重点针对留学生对

美国教育的适应问题做出了详细的分

析。

从她的教学、讲座经验以及多年

来对留学生群体的观察和研究表示：

目前留学生群体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系

统中，所存在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就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课堂上太

过安静了，不喜欢发言和分享。

相对于较为活跃和轻松的美国学

生和教授，中国学生似乎更熟悉教师

刻板地授课，学生认真听讲和记笔记

的方式。另一方面还有语言上的自卑

感，但美国的课堂更多是给学生畅所

欲言的机会，然而中国学生面对这种

相对更加开放式的教学和参与方式，

反而显得更加难以是从。

林连连教授分别从美国高校的教

学理念、目标、方法以及学生学习的

方法成果等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美国

大学高等教育的特点，从观念上纠正

了中国学生以分数和习惯性被灌输知

识的学习模式。同时，还针对中美教

育之间最大的差别、也是令中国学生

最难以适从的地方做出深入浅出地进

行了阐述。

其中，林连连教授也提到了近年

来校园内所发生的一系列不愉快的事

件，例如：一些学生由于毕业论文没

有通过便及其偏激地选择报复导师，

有的甚至以结束自己或是他人的生命

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背后

直接的诱因是其心理疾病抑或扭曲，

但若说这样的学生在求学之前没有建

立长期的大局观念也是不为过的，因

为毕竟某一个事件的发生毕竟只是求

学道路或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小因子

，并不至于影响人的一生。

因而，林连连认为学生在选择留

美求学之初或者之前若能树立好正确

有效的教育观，对美国高校的教学方

法以及目标能有提早认、并以这样的

大气的格局观时刻警醒自己的话，留

学之路便会走得更加顺利。

赴美留學生激增
加強自我保護

融入主流尤顯重要

中国留学生出现低龄化现象，不少

意外怀孕，甚至把孩子生下来后遗弃的

越来越多。亚裔寄养家庭服务中心咨询

师杨晴芳说，一位华裔的寄养家庭，已

经收到两个被留学生遗弃孩子。还有留

学生怀孕，停止学业，和完全没有经济

能力的男友共同抚育小孩，靠中国的家

长资助生活。

杨晴芳表示，将两个遗弃孩子交给

寄养妈妈的社工透露，原来是中国留学

生生下后不管。而这位寄养妈妈已经收

到了两个这样的孩子，令人吃惊。

杨晴芳表示，出于对孩子隐私的考

虑，政府机构不会向社会组织主动透露

孩子的身世，留学生把孩子生下来就遗

弃的事件并非单独案例，不过到底有多

少是一出生即遭遗弃并没有统计。

她说，现在留学生呈现出越来越低

龄化的趋势，很多孩子十多岁就到美国

，正是性成熟的年纪，却没有家长的管

教和指导，导致部分意外怀孕。而美国

堕胎规定严格，并且收费不菲。即使是

在风气开放的加州，堕胎也有严格的胚

胎生长期限制。所以很多留学生怀孕后

不知所措。但其实包括华埠服务中心等

机构，都有避孕或生殖健康咨询服务，

留学生不要害羞，而应该勇敢面对，积

极解决问题。

留学生意外怀孕并不鲜见，很多人

选择堕胎，而有人选择将孩子生下来。

赴洛杉矶读硕士的黄同学，读书期间认

识了男友，导致意外怀孕。但两人都是

留学生，没有身份，而且两人也没有结

婚。不过两人还是决定将孩子生下来。

黄小姐暂停读书专心待产，孩子出生后

，中国的父母还特意来照顾。但初为人

父母的两个人，没有任何收入，所有的

一切全靠家长每个月两万多元人民币的

资助生活。最终家长也无力承担，黄小

姐和男友只得中断学业回国。

留美中國學生
未婚生子棄養現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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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初夏，我在盐田港海鲜街

的一家酒楼当传菜员。

一个月后，酒楼突然宣布关张。

老板结完工资，告诉我们在宿舍里还

能住一天，第二天必须离开。几个潮

汕厨师当晚聚在一起玩三公，我们几

个刚领到工资的服务员也被叫去一起

赌博。几个服务员陆续输光，这时我

趁机去了一趟厕所，把最后100元藏

在内裤里。

刚走出厕所，就看见服务员胡小

锋和一群厨师打了起来，原来那群厨

师在打牌过程中抽老千被胡小锋发现

了。可胡小锋根本打不过一群厨师，

被打得躺在宿舍中央“咿咿呀呀”叫

唤。几个服务员站在一旁，敢怒不敢

言。

第二天早上，老板带人清理宿舍

，我们被赶到大街上。有些服务员去

了老乡或者亲戚家，我和另外四个服

务员没有地方可去，就背着行李来到

盐田的一个桥洞下。桥洞下有十几个

流浪汉，蓬头垢面，裹着脏兮兮的衣

服正在睡觉。

胡小锋满身是伤，只能躺在竹席

上睡觉。我和另外三个服务员小南、

小北、小河去找工作。问了很多企业

，但都要两三百当押金，这让我们望

而生畏。晚上回到桥洞下，这里垃圾

成片，蚊子成群，被叮咬后既痛又痒

，加上闷热的天气，伤口越挠越大，

触目惊心。

我们没钱吃饭，只好学流浪汉在

垃圾桶或路边捡一些易拉罐，卖了后

换一两个馒头果腹。每次去买馒头都

会观察很久才告诉老板，以求拿那个

最大的。

大家听说沙头角人才市场有招聘

会，还会有不要押金的良心企业。那

时候，胡小锋走路还是一瘸一拐，但

为了能找到工作，也跟着我们一路步

行10多公里，到了沙头角。

好不容易来到人才市场门前，站

岗的保安不耐烦地看了我们一眼，

“滚，哪来的乞丐。”

我们只好坐在盐田区政府广场的

石阶上，看着街道上的车流来来往往

。

我说：“妈的，路上好车真多，

将来我也要成为有钱人。”

小南说：“谁不想成为有钱人？

要做就做像李嘉诚那样的首富。”

胡小锋说：“唉，假如现在发生

战争该有多好。我到战场上奋勇杀敌

，就算最后死在战场也心肝情愿，至

少我是为国家和人民捐躯的，还落一

个好名声。”

我们都同意他的说法。

后来读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中的一句话：“活得没劲的人希望发

生战争，那是很自然的想法。”我瞬

间产生共鸣。

那天下午，我们走到盐田区图书

馆，那里没有火辣辣的太阳，恒温

26度。

胡小锋坐在过道里不肯挪步，靠

在墙上歪着头就睡着了。我顺手拿起

一本书打开，没多久也睡着了。梦见

有一桌子鸡鸭鱼肉摆在面前……醒来

才发觉哈喇子已浸湿衣襟。

一位女图书管理员正站在我面前

，“喊你很多次了，你怎么才醒？不

过你都这样了，知道来看书还不错。

”

我朦胧地点头。

“你要加油。喜欢看书的人一定

能成为作家的。到时候你就把这些经

历写下来。”她说。

虽说后来我的确为了文学梦想当

起北漂，甘愿蜷缩在地下室啃馒头。

但当时的我根本不想当什么作家，当

作家有狗屁用，能给我来碗饭？还是

能让我洗个澡然后美美地睡一觉？或

者结束这种漫无目的的流浪？

离开图书馆，五个人又连夜走回

盐田港，并不是这里有吃有喝有住，

而是因为这里靠海，可以洗澡。

走到海边已是凌晨。泡完澡，我

们把衣服洗完晾在大石板上。五个人

赤裸地躺在海边的大石板上，双手枕

着头，望着天空。

胡小锋突然说：“我有一个老乡

曾卖过血，挣了五百块钱。要不我们

也去卖血吧？”

这一想法得到大家的高度赞同。

不过我有点胆心，小时候我身体不好

，怕抽血过多死过去。胡小锋安慰我

，“人身体里有几十斤血，输一斤两

斤没事。到时候我们再好好去搓一顿

。”

想着能吃饭，还是大餐，我又把

命豁出去了。

第二天我们来到医院，胡小锋怯

怯地问一位路过的医生：“我们想卖

血。”

医生端详我们良久，“我们这里

是正规医院，不买血。你们还是……

还是去找份正当工作吧。”

可那时候，我们多希望这是个黑

心医生，可以收下我们的血。因为当

时在我们的眼里，只有它还能值点钱

。

“要不我们去抢……抢劫吧？”

“要不我们去抢……抢劫吧？”

后来在一根电线杆上，我们看到

一张招聘男女公关的小广告：不要押

金，高薪，要性格活泼、青春帅气，

工作就是陪香港台湾富婆吃吃喝喝。

五人开始凑钱，但最终只凑到了

两块五毛钱，连坐公交车都不够，而

且这点钱是保证我们每天有一个馒头

充饥用的。

我忍了忍，从内裤里掏出最后的

一百块钱，决定孤注一掷。我们每个

人剪了个板寸，又去海边洗了澡。

小南说：“等我们赚到钱了，一

定要到海鲜街点几只大龙虾尝尝。我

们服务员当了这么久，还从来没有吃

过大龙虾呢。”

那一晚，我们在海边大石板上睡

得很踏实。

第二天下午，我们五个人意气风

发地坐公交车赶往罗湖区。夜总会豪

华气派，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西装革履

的年轻男子，他说自己是夜总会的人

事部经理。

胡小锋问：“这个行业是不是像

电线杆上说的高薪？”

“当然。有很多人买房买大奔，

还泡了很多漂亮姑娘。不过，干这份

工作需要交500元管理费。”经理说

。

我们求他，“等工作了，赚到钱

了，交一千、一万都行。现在能不能

让我们先上班？”

人事经理坚定地摇头，“这个行

业都是这个规矩，我也没办法。”

后来很多次我都在想，假如我们

再帅点，身上真的还有几百块钱，是

不是过着另样的生活。我想是的，至

少我是，哪怕男公关看起来是份可耻

的工作，但它在活下去面前是如此微

不足道。

五个人失落到了极点，骂着操蛋

的世界，骂完后才发现，我们身上没

有一分钱。

后来，我们又足足走了八个小时

才回到盐田港。我想，那一定是我一

生中走过最长的一段路，如今仍记忆

犹新。我的帆布鞋磨脚，每走一步都

疼痛难耐，最后那双布鞋甚至被染成

了斑驳的红色。

我们只能继续白天捡垃圾，晚上

睡桥洞的生活。在海边大石板上睡觉

虽然没有蚊子，但海风太冷，若是病

了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一天凌晨在海边洗完澡，坐

在 大 石 板 上 ， 我 发 现 每 个 人 的

身 体 都 开 始 大 面 积 溃 烂 ， 并 奇

痒 难 耐 ， 挠 过 以 后 就 是 模 糊 的

血 肉 。 胡 小 锋 的 情 况 更 不 好 ，

上 次 他 被 打 过 ， 全 身 都 是 红 一

块烂一块的。

也许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只有死

亡。

经过两个多月的流浪，我不怕

死。也开始理解那些自杀的人，那

种在离开时万念俱灭的心境。当时

我还不满 18 岁，但真的在心里偷

偷想过，这或许是脱离流浪生活的

一种办法。

胡小锋望着黑压压、没有一颗星

星的天空，“要不我们去抢……抢劫

吧？”

小北说：“抢劫？抓到了会不会

坐牢？”

小南说：“何止坐牢，说不准还

要枪毙。”

胡小锋说：“我反正不怕死，既

然来到世上就应该潇洒一回，总比现

在这样活着强。”

我们沉默了。抢劫是一条不归路

，抢了第一次，肯定会有第二次，直

到被警察抓住，但我们似乎都没有退

路。

沉默了半个多小时后，胡小锋说

：“我知道你们都想成为有钱人，其

实我的梦想是当……当黑帮老大，像

张子强一样，带领一帮兄弟闯出一片

天地。我要成为一个传说，一个英雄

。”

胡小锋顿了顿，“我们结拜兄弟

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只要一个

人被抓，其他人都去自首，要死也要

一起奔赴刑场。”

我们五个人跪在大石板上，向大

海磕了三个响头。

第二天晚上，胡小锋叫我们凑几

块钱，他要去上网。我心想，这小子

临了还要去玩游戏？怎么也不谋划谋

划？但那时他年纪最大。当然，是我

们公认的大，其实也不过19岁而已

。

胡小锋打开电脑搜索“怎样当警

察”，弹出来的页面，每条信息都会

点进去仔细看一遍。大致有三种途径

：一是考上警察学院或政法学院；二

是读完大学，考上警察公务员；三是

背景够硬。

胡小锋默默地看完，叹口气，关

上了电脑。

我们各怀心思，一路无语。这时

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们冒雨跑到

工业园，蜷缩在天桥下，寻找目标。

来了一对情侣，撑着一把花伞。

胡小锋说：“上吧？”

小北说：“这两人应该是刚刚好

上，要不算了？等他们再享受几天咱

们再抢。”

小河反驳，“我他妈最讨厌情侣

了。我现在没饭吃、没地方住，他们

还有心情谈恋受，就抢他们。”

我劝：“要不抢落单的？两个人

风险有点高。”

他们越来越近，我们还在激烈地

争论究竟抢还是不抢。

突然胡小锋说：“算了，让他们

走吧。我们不抢女人。”

小南说：“对，咱们虽是劫匪，

但盗亦有盗。咱们也商量商量该抢哪

些人，不该抢哪些人。免得到时候不

好界定对象。”

我们聚在一起，最后商量出四类

人不抢：一是老弱病残，二是妇女儿

童，三是人多，四是情侣。两样原则

，一是不管抢到多少钱，都给对方留

点生活费，二抢劫过程中不准伤人，

只准威胁。

雨慢慢小了些。这时来了一位中

年汉子，50岁左右。

胡小锋说：“这个可以，咱们上

吧？”

小河说：“我想起我爹了，他跟

这人有点像。如果他知道我抢劫，肯

定会揍我。”

这时，从路边奔驰车里下来一位

珠光宝气的女士，40来岁，朝我们

这边走过来。

没等胡小锋开口，小北就说：

“抢吧，这女的有钱，放过可惜了。

”

我、小河、小南都表示同意，但

胡小锋却沉默了，他抬起头，“我们

不是定了女人不抢吗？”

小南说：“这是有钱人。咱们抢

一回，人家也没有多大损失，再说我

们又不伤害她。”

胡小锋说：“我是这里的老大，

我说不抢就不抢，女人多不容易呀。

”

小南说：“怎么不容易了？这是

个有钱的女人，她不差这点小钱。”

胡小锋突然流泪了，“我告诉你

们，我是我妈养大的，她太不容易了

。我妈是被我爸骗回来的，他经常打

我妈，打得满身都伤，从来都没好过

。”

“后来我爸犯事进了牢房，我妈

给我跪着，要我答应她两件事。一是

希望我长大后当警察，不能像我爸一

样；二是以后不管出现任何情况，都

不准伤害女人。”

我们都沉默了。

不知过了多久，胡小锋说：“我

们回去吧，明天再来。”

重新回到桥洞，我们各自找张旧

报纸躺下，一夜无语。

天微亮。胡小锋突然把我们叫到

一起，“我们就此分手吧，各自谋生

去。我不想让大家成为我爸那样的人

，我也不去抢劫。”

小南问：“我们不是兄弟吗？”

“正因为我们是兄弟。”说完，

胡小锋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们四个人沉默一会，终于还是

各自离开了。

后来，我在沙头角的一家川

菜馆找到一份传菜员的工作。当

时没有QQ，更没有电话，所以至

今都没有胡小锋和另外三位服务

员的消息。

但我深信不疑，他们仍是好人。

我
的
深
圳
流
浪
生
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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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八和会馆成立

纽约八和的成立，乃1989年，在香

港八和会馆主席黄炎先生倡议、支持下

，生活在美东地区的资深粤剧前辈卢海

天(桂派嫡传弟子)、谭秀珍夫妇、顾青

锋女士全力奔走，联络志同道合的艺人

李奇峰、陈燕鸣、于峰、黄长长及商界

友好殷商刘郁南、薛觉先弟子潘鸿超、

薛张德颐(薛觉先遗孀)、关李洁贞、潘

爱莲、司徒七叔等，出钱出力，几经艰

辛，筹备成立，终于如愿以偿，同业人

士感到无比欣慰。

纽约八和会馆的章程规定：本会是

“旅美粤剧界人士之组织”和“非牟利

机构”，宗旨为“联络感情，研究粤剧

艺术，增进戏剧学识，发扬互助精神”

和“举办各种粤剧演出活动，团结戏剧

曲艺团体，达成中西艺术交流之目的，

为繁荣社区文化娱乐生活作出贡献”。

还规定：“凡从事粤剧、粤曲行业中人

，品行端正，自愿申请加入者”以及

“业余粤剧、曲艺团体成员，对粤剧有

特殊爱好，具有一定水平者”均可以成

为本会会员。

纽约八和会馆成立以来，秉承一贯

宗旨，繁荣社区文化生活，联络各方人

士，开展艺术交流，弘扬推动粤剧艺术

，举办义务粤剧基本训练以及赈灾筹款

、敬老义演。其中以“纪念华光先师宝

诞暨筹募基金”，纽约八和会馆成立十

周年、十六周年、十八周年会庆，感恩

敬老盛大公演等大型演出活动影响较大

，演出过《紫钗记》、《燕归人未归》

、《章台柳》、《范蠡献西施》、《白

龙关》、《狮吼记》、《关公月下释貂

蝉》、《易水送荆轲》等剧。每次重大

活动，八和弟子均全力以赴，精诚合作

，克服重重困难，达到可喜效果，并得

到社区的认可和欢迎。

纽约八和会馆首届主席谭秀珍，她

12岁入行，抗战胜利后自组日月星剧团

，与卢海天携手合作演出持续12年。她

1957年移居美国，全力倡议创办纽约八

和会馆，被推选为首届主席、永远会长

。

顾青锋自小跟随名小武顾天吾习艺

，后得邓碧云多方指点，历任反串武生

、小生，亦文亦武，后为武状元陈锦棠

夫妇收为义女，言传身教，使艺术更上

一层楼。移居美国后从商，热心参与创

办纽约八和会馆，被推选为该会第二届

及第三届主席、永远会长。

纽约八和职员是两年一届，陈燕鸣

被要求当了三届主席后，表示公务繁忙

，要退位让贤。那时前辈们相继凋零或

离世，众人便推举家父当第八届主席，

并要我出任副主席，我们极力推却，但

会员们动之以情，我们盛情难却。任满

之后，家父年纪已大，会员一致要我担

起重任。我推辞不了，只好说只做一届

，另选贤能，怎知一做就做到现在。

纽约八和会馆跟香港和广州的八和

会馆都经常联系。去年我们在中华公所

演毕，我一家几口飞往广州，曾拜会广

州八和会馆，交流沟通。但最主要是打

点我老公李华勇在羊城的演唱会。

姻缘天注定

讲起李华勇，不少来自广东的乡亲

都有印象。他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广

州颇有名气的歌星，由于他的唱腔声调

与罗文相似，所以歌迷给了他一个外

号－“广州罗文”。去年在广州的演唱

会很成功，原来歌迷并没有忘记他。

谈起我的另一半，也是月老安排，

红娘系线。我未移民之前，两家已经认

识，相互往来，我的父母很喜欢他。他

的母亲也很疼我，想我快点过门，经常

说：“他唱时代曲，你唱粤曲。都是艺

术家，门当户对，成就绝配。”但我就

不这样想，我是粤剧演员，粉丝大多数

是叔伯婶姆。但阿勇的粉丝都是年青人

，女孩子又多，如果我嫁了他，哪有安

全感，因此打了“退堂鼓”。

也是前生的姻缘注定。移民后几年

，家母与阿勇的妈妈在电话闲聊中谈起

我和阿勇仍“待字闺中”，便说“一个

未娶，一个未嫁，不如撮合他们啦！”

。在父母“日哦夜哦”之下，我有点意

动，接著行动。1993年，“刀马旦”便

下嫁了“广州罗文”。

婚后第二年，大子出生，两年后，

再添二仔。他们自小听话，读书努力，

读大学均拿到全额奖学金，现在大子在

Con Ed做工，二子在纽约大学读第三年

，他两人可说是我和阿勇最大的安慰。

为八和会务奔波

现在，我一方面要照顾餐馆的生意

，另一方面又要为八和的会务奔波。大

家都知道，八和是一个“清水衙门”，

非牟利团体，全靠社区人士的支持捐助

、会员的会费及每年8月的演出筹款。

全部收入用来交租、交“灯油火蜡”。

要知道，拉赞助并非易事，拉得多，人

家不讨厌，我也嫌烦。我也曾试过申请

“民铁吾艺术文化基金”，头一两年每

年都有一两千元拿到，第三年则有三四

千元，哪知第四年却被否决，“每次申

请，我的细仔替我填写40多张纸的问卷

，3年都有饯，第4年却被拒。我觉得

很没脸，很伤，之好就再没申请了。”

现在，八和的开支全靠每年一次的

大型筹款演出，能够筹到经费最好啦！

筹不到，自己也要想办法交租，谁叫我

自己是“红裤子”出身，14岁开始吃戏

行饭呢！“每年到了选举的时候，我都

提议投票，但没有会员愿意接手。甚至

说我不做的话就散伙算了。我过不了自

己这一关，纽约八和在我手上散档？我

怎对得起先贤前辈，怎对得起华光先师

。”

“屋漏更兼逢夜雨。”八和原本在

披露街冲娄会的地方使用，但最近业主

不续租，我们又要另外找地方，唐人街

的屋租那么贵，我又有得头痛的了。虽

然辛苦，不过我有一个信念，“车到山

前自有路”，华光师傅会保佑八和弟子

的。

现在我的拍档多是我的弟弟伟明，

难得他很支持我这个姐姐。记得5年前

第一次与他在华埠演出的剧目是“女儿

香”，他有些不满要他演奸角，我笑称

做奸仔才有机会红，结果那次演出很成

功。

阿勇也很支持我的。老爸做主席那

年，我叫他上场与我合演“白龙关”，

他起初有些犹豫，但这出戏多是撑手撑

脚的武戏，不必水袖细腻表演，就答应

了。后来又开了“雷鸣金鼓战笳声”

“唐明皇与贵妃”等较容易演的皇帝戏

给他演，也似模似样的。

八和筹款演出，戏码一定是长剧，

我要与众不同，唱做念打都有。伟明很

帮手，排练时对其他演员都言传身教，

要求做到最好。他帮了我很多。例如8

月5、6日两天将在中华公所筹款演出，

头一天的全本“白龙关”，光是兵将就

16人，伟明现在都全力指导他们。

说实在，华埠缺少一个正式的剧院

，中华公所地方太小，三步就到台前，

武打很难发挥。有时加拿大邀请我们前

往演出，在烈治文大剧院公演，那才叫

舞台，让我当年的表演感觉又回来了。

如果有好的剧院，演员的艺术才有得发

挥。市议员陈倩雯当选之初曾表示要为

华埠争取兴建一个正式的文娱表演场地

。现在快8年了，“只闻楼梯响，未见

人下来。”希望陈议员今年成功连任的

话，能够让华埠梦想成真。

时至今日，我很感恩，作为一个小

女人，做那么多事情，都能够搞得定。

儿子孝顺，老公对自己又好，每次演出

，他都鞍前马后，做得妥妥当当。而餐

馆的伙记也很体谅我的辛苦，帮我很多

忙，我觉自己很幸运的。

华埠第一刀马旦罗碧儿內外兼顾
罗碧儿，现任纽约八和会馆主席，自小学戏，专攻刀马旦，17岁担纲演出。移民美国后从事

餐馆业，其夫有“广州罗文”之称。她相夫教子之余还能兼顾八和的会务，每年8月筹募经费，尽

心尽力，可说是女强人一个。

我是罗碧儿，广东顺德人，在广

州市出生，父亲是粤剧文武生罗鉴雄

，人称十叔。在我成长过程中，文化

大革命已是尾声，我因此没有受到波

及。因为生长在粤剧世家，耳濡目染

下，我自小对粤剧艺术有浓厚兴趣，

但父亲似乎不怎样支持。在我坚持下

，眼看我有这方面的天份，父亲终于

被我的诚意打动，14岁的时候，答应

我朝粤剧这条路发展。他建议我不要

想着一步登天，省市剧团的实力派演

员太多，没有相当的技艺，是很难出

头的，可以先到专院学习，从梅香开

始做起，把基本功练好，走到那里也

能找到饭吃。

听“老豆”的话准是没错的。就这

样，我先进了我父亲的顺德粤剧团，从

基本功开始做起，惨咯！我要与男生一

起操练，刀马旦的行当，对女孩子来说

，要付出多一倍的努力。我别无退路，

跟著粤剧师傅何光婉、京班师傅董兆鹏

两大武戏天王学艺，很多时练到伤痕累

累，也只得咬牙苦撑。此外，父亲又经

常带著我到各退休大佬倌家串门，他们

都知道父亲的用意，也不吝指教我这个

小妹妹。故此，我在那段时间，得益菲

浅。

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差不多3年

的努力，终于熬出了头，17岁的我，

当上了正印。第一出担纲的戏码是“孙

悟空三打白骨精”。那时文革刚结束，

传统粤剧可以演了。顺德粤剧团率先一

步，戏迷“饿戏”已久，在顺德公演以

来，轰动一时，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

，买不到票的人爬墙观看，要出动武警

维持秩序。附近乡镇民众也纷纷跑到顺

德看我的演出。老叔父曾光对我的表演

也“按赞”，说“罗碧儿这个靓妹，武

打身手真个厉害。”

值得一提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这部新编戏，编剧把毛泽东的诗词

加了上去，唱起来别有一番味道，观众

发出会心微笑。

接著，剧团又推出“宝莲灯”、

“柳毅传书”等传统古装剧。当时尚未

复演的前辈陈笑风、卢秋萍也专程到顺

德来看我们的演出。

我在顺德演了10年粤剧后，便于

1980年代后期转战广州，参加新世界粤

剧团演出。那时的广州，粤剧演出非常

热烈，人才辈出，可说是百花齐放，历

久不衰。而我的演出，也受到观众们的

肯定。

1986年3月。我和父母、姐弟移民

美国，挥别了养我、育我的家乡，来到

纽约这个大都会。在他乡异域，一切从

新开始，正如大多数移民一样，我选择

了餐馆行业。但我对粤剧仍不离不弃。

纽约八和会馆成立，父亲带我们一起参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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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s considering plans to build a high-speed railway line to the US, the 
country’s official media reported on Thursday.
The proposed line would begin in north-east China and run up through Si-
beria, pass through a tunnel underneath the Pacific Ocean then cut through 
Alaska and Canada to reach the continental US, according to a report in 
the state-run Beijing Times newspaper.
Crossing the Bering Strait in between Russia and Alaska would require 
about 200km (125 miles) of undersea tunnel, the paper said, citing Wang 
Mengshu, a railway expert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Right now we’re already in discussions. Russia has already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for many years,” Wang said.
The project – nicknamed the “China-Russia-Canada-America” line – 
would run for 13,000km, about 3,000km further than the Trans-Siberian 
Railway. The entire trip would take two days, with the train travelling at 
an average of 350km/h (220mph).
The reported plans leave ample room for skepticism. No other Chinese 
railway experts have come out in support of the proposed project.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consulted Russia, the US or Canada is also unclear. 
The Bering Strait tunnel alone would require an unprecedented feat of 
engineering – it would be the world’s longest undersea tunnel – four times 
the length of the Channel Tunnel.

According to the state-run 
China Daily, the tunnel tech-
nology is “already in place” 
and will be used to build a 
high-speed railway between 
the south-east province of Fu-
jian and Taiwan. “The project 
will be funded and construct-
ed by China,” it said. “The 
details of this project are yet 
to be finalised.”
The Beijing Times listed 
the China-US line as one of 
four international high-speed 
rail projects currently in the 
works. The first is a line that 
would run from London via 
Paris, Berlin, Warsaw, Kiev 
and Moscow, where it would 
split into two routes, one of 
which would run to China 
through Kazakhstan and the 
other through eastern Siberia. 
The second line would begin 
in the far-western Chinese 
city of Urumqi and then run 
through Kazakhstan, Uzbeki-
stan, Turkmenistan, Iran and 

Turkey to Germany. The third would begin in the south-western city of 
Kunming and end in Singapore. The routes are under various stages of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he paper said.
Wang was not immediately available for comment. A man who picked 
up the phone at his office said he was traveling and would not respond to 
interview requests.” (Courtesy https://www.theguardian.com)

Related

Chinese experts ‘in discussions’ over building   
high-speed Beijing-US railway

China has outlined its plan to connect the world by 
high-speed rail, including an underwater link to the US 

running a total 13,000km Across Siberia.
The ‘China to Russia plus the United States’ line propos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would start in the north east of China, travel 
up through Siberia, across the Bering Strait to Alaska and down through 
Canada before reaching the contiguous US, The Beijing Times reports.
Other planned lines - construction of which has reportedly began in China 
- are a link to London via Paris, Berlin and Moscow, along with a second 
route to Europe following the silk road to reach as far as Germany via Iran 
and Turkey. The international legs of the lines are currently under negoti-
ation, the state ran paper said.
A fourth Pan-Asian line, connecting China with Singapore via Vietnam, 
Cambodia, Thailand and Malaysia, is already under construction. Propos-
als for lines running from China to Africa are currently being drawn up, 
the paper added.

A magnetic-levitation train leaves Shanghai. The proposed 
US rail line would take two days, with the train travelling at an 
average of 350km/h. Photograph: Aly Song/Reuters
The most structurally ambitious of the proposals is the US-China link, 
which would require around 200km of tunnels to cross the gap between 
Russia and Alaska - four times the length of the Channel Tunnel. If com-
pleted it would become the world’s longest underwater tunnel and take an 
unprecedented feat of engineering.
“Right now we’re already in discussions. Russia has already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for many years,”  Wang Meng-shu, a railway expert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said. The train would travel at 220mph 
with the entire trip taking two days.
Reporting on the plans, the state owned English language paper China 
Daily claimed that China already has the technology in place as it will 
be used to connect the country to Taiwan by underwater high-speed train 
requiring a 150km long tunnel. Details of this project are also yet to be 
finalised however. (Courtesy http://www.independent.co.uk) 

Soldiers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stand inside tanks 
at a drill during an organized media tour at a PLA engineering 
academy. Photo: Reuters
China has ramped up its defenses along its border with North Korea to 
ready itself for a potential crisis on the peninsul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d.
The newspaper reported Beijing has increased surveillance of the border 
region as well as a “combat readiness-level big data disaster recovery cen-
ter.” The military has also conducted drills and transferred units from other 
regions, the Journal reported.
The Journal said that these measures parallel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comments that he is considering military action to curb Pyongyang’s nu-
clear ambitions and that Beijing should do more to handle the matter.
Despite Trump’s self-professed admiration fo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
ping, North Korea’s missile program has repeatedly strained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Last month,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slapped sanctions on a Chinese 
company and two citizens with ties to North Korea. The move was in-
tended to push China to exert greater diplomatic responsibility over the 
isolated nation.
Chinese officials on Monday downplayed any preparations they are mak-
ing along their border with North Korea.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u Kang said on Monday, “Military means 
should not be an option to solve the Korean Peninsula issue.”
And a Defense Ministry official said that its forces “maintain a normal 

state of combat readiness and training” right now.
Similarly, US officials have tried to smooth tensions. In June, Defense 
Secretary James Mattis told Congress that the US is “exhausting all possi-
ble diplomatic efforts” to avoid what would be a “catastrophic war.”
The retired four-star general said while the US would prevail, it would be 
“a war more serious in terms of human suffering than anything we have 
seen since 1953.”
Many experts agree that a US strike against North Korea is highly unlikely.
But if America is eventually forced to deal with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the Chinese would be incredibly upset with bombs falling near 
their borders.

Beijing would also want to fortify its borders and prevent a flood of North 
Korean refugees entering China, experts said.
“If you’re going to make me place bets on where I think the US and China 
would first get into a conflict, it’s not Taiwan, the South China Sea or the 
East China Sea: I think it’s the Korean Peninsula,” said Mark Cozad, a 
former US intelligence official for East Asia, who now works at the Rand 
Corp.

Signs of another missile test
A US defense official recently said that North Korea appears to be pre-
paring for another missile test after transporter vehicles carrying ballistic 
missile launching equipment were seen arriving in Kusong, North Korea 
on Friday, the CNN reported.

The official said that when such equipment is seen, a launch could occur 
within six days, which would coincide with the upcoming July 27 North 
Korean Holiday celebrating the armistice which ended the Korean War.

The range of North Korean missiles.
Last Wednesday, CNN reported that US intelligence indicated that North 
Korea is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another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 or intermediate range missile test. Two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fa-
miliar with the latest intelligence confirmed they’d seen indicators of test 
preparations. US satellites have detected new imagery and satellite-based 
radar emissions indicating that North Korea may be testing components 
and missile control facilities for another ICBM or intermediate launch, 
officials say.
The last major North Korean missile test took place on July 4, when 
Pyongyang launched what the US assessed to be an intercontinental bal-
listic missile.
The US military has grown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the increased 
pace of North Korean missile testing while simultaneously underscoring 
that the US is capable of defending itself and its allies from North Korean 
missiles. (Courtesy http://sino-us.com/)

Trains stand in Beijing railway station preparing to set off 
on the world’s longest high-speed rail route which trav-
els 1,425-miles to Guangzhou in the south of the country.                                        
(Photo / AFP/Getty Images)

Underwater view of high-speed train.

U.S.  Defense Secretary James Mat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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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 昨天剛好看了馬雲在
達沃斯的演講，馬雲提到他喜歡阿甘，喜歡他
的永不言敗、純粹、永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很多人也欣賞阿甘的這種品質精神，但是又有
幾個人做到了呢？不同的是馬雲做到了。馬雲
說他喜歡裡面的一句話：人生就像巧克力，你
永遠不知道下一塊是什麼味道。很多人都知道
這句話，但是又有幾個人真正的領悟這句話而
付諸了行動？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隨隨便便成
功的，成功總是留給足夠努力、勇於挑戰自我
的人。

也許有人會說，我太老了。還有人會說，
我沒讀過大學。可能還有人說，我的專業很冷
門，找不到工作。現在，就有這樣一個機遇，
只要你夠努力，其他都不是問題！只要學習
3-6個月，就能成為Cisco網絡工程師，年薪達
到10萬美金！

Lanecert.com是一家總部位於達拉斯的電
腦工程師培訓學校，目前剛剛進駐休斯敦。如

果你曾經選錯了專業，或者讀書時GPA不夠理
想，一直沒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又或者屢次被
各公司以沒有工作經驗拒絕。在了解了Lane-
Cert.com的Cisco網絡工程師培訓之後，你就
會發現這一切都不會再是問題！

據LaneCert的劉校長介紹，LaneCert培訓
機構是一個網絡工程師的專業培訓機構，其導
師都有十至十五年的工作及教學經驗，培養出
大量計算機類精英人才。眾所周知，電子高新
技術區域一直人才短缺，技術人員供不應求。
而在其中CCIE這種職業人員更為突出。全美統
計，Cisco互聯網專家CCIE只有1萬人，而這
種高新技術人員正為各大公司所急需。 Lane-
cert培訓機構作為一個專業CCIE培訓機構，可
以指導你進行Cisco專家培訓，在短時間內突破
技術障礙，考過專業證書，十萬年薪不再是夢
！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多人可能要打退
堂鼓了，認為這是高科技，很難學。其實，事

實完全相反！這也正
是 LaneCert 最大的優
勢！零基礎，任何人
都可以
學，而且包學會！其
一，Cisco互聯網程序
相對獨立，對於知識
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
有要求，任何人只要
想要改變便都能達成
目的！其二便是速成
但是保質，幫助你在3
到6個月的時間內完成

現在到Cisco 專家的轉
變，並且保證了你的知
識框架技能完全勝任這
個工作！其三，Lane-
Cert的導師曾在中國任
教，比之外國人對於中
國人的學習思維方法更
為了解，也研究出了有
一套獨有的教學方法，
教學效率極高！其四，
教學時採用小班教學的
方法，保證每一個學員
都有被充分的關註，及
時解決學習上的困惑，
教學質量得到保障！其
五，如果實在擔心自己
考試發揮失常，Lane-
Cert承諾免費重修課程
直到考到執照為止！而
且LaneCert承諾幫助找到年薪十萬的工作，如
果找不到工作，LaneCert僱傭你！
很多人想要過好日子，但是卻妥協於懶惰、安
於現狀，不想努力。失敗了就抱怨自己命不好
，其實，不是你命不好，是你不夠努力，不夠
勇於挑戰自我。打敗我們的不是事物本身，而
是我們自己。同樣的，成就我們的，也是我們
自己！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發奮努力，永不嫌
遲！所以，趕快行動吧，朋友們！

也許這就是上帝送給你的改變命運的機會
，你，能抓住嗎？ Cisco互聯網專家培訓CCIE
，隨到隨學，試聽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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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不夠努力，其實十萬年薪不是夢！

休斯敦分校休斯敦分校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
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辦？
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
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CT
、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
不要猶豫了，馬上進行。這時候，錢
財都不是東西了。如果內部器官完好
，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
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
療。有些人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
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
，才想起來去求醫；也有人雖然車禍
後很快去看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
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這
些對於車禍賠償都是不利的，對自己
身體更是有害。對於沒有傷筋動骨的
小車禍，2--3個月的推按摩康復治

療之後，大多數人都會感覺好了；對
於大小手術治療後的傷員，1--2年
之後，也會慢慢好轉，這個時候，絕
大多數人都會忘記車禍這檔子事兒，
繼續開車。遺憾的是，5年、10年，
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尤其是老
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
頭部、視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
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覺哪兒不對
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這就是車
禍後遺癥。腦震蕩是比較容易查出來
的，但軟組織受傷是很難查出來的，
CT、超聲波都不行，最多是核磁共振
（NMR）可能會發現一些問題（醫學
檢查稱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但如
果自己記得當年的車禍，發生的部位

，便可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進

行腦部、背部、骨關節和軟組織恢復
治療與保養，千萬不要等到10年20
年之後才想起來，那就晚了。建議您
去找李醫生，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他
會幫您設計治療方案，保險公司支付
您全部的費用，經過精心治療之後，
您不會有任何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
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腰椎間盤發生
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
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坐
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患者
常常感覺下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
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
。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
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
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
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
禍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
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
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
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註射、器材
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遺
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
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
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
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診

斷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
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
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等，李醫
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
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
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80%。李
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
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
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上午。

車禍後復健找李醫生，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有奇效！

【本報訊】二零一七華人石油協會午餐與學習活動。美國華
人石油協會∕英國石油公司（CAPA/BP）2017年職業生涯發展
論壇。

主題：在逆境中尋找機會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英文簡稱CAPA）和英國石油公司誠摯

地邀請您參加2017年職業生涯發展論壇。自2008年以來，華人
石油協會每年舉辦生涯發展論壇，作為我們廣泛聯繫專業人士和
學生們、為會員服務努力的一部分。近兩年石油行業景氣低迷，
有許多人對於個人的職業生涯何去何從感到焦慮。我們很高興邀
請到一個專門小組，小組成員們具有不同的背景和經驗，能夠在
不利的情況下鑒別出各種機會。我們確信，你會在這次活動中得
到啟發，同時也盼望著您的參與！
小組成員：
- Jim Wu, President of 1898 Club LLC and President of Hous-
ton International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 Ralph Eguren, Process Engineering Technical Authority at BP
- Lenard Chaikind, CEO at IICC and Chairman at Better World
Foundation
- Greg Withers, Engineering Director for Offshore Projects at
BP
- Laura Wang, HR Lead, Contingent Workforce Program at
ConocoPhillips

論壇形式：首先，5位小組成員，每位將專注於一個或兩個
選定的主題，發表15分鐘的講述摘要。接著是基於共同主題的1
小時焦點小組討論。這個論壇也是結識其他專業人士並和他們互

動的一個絕佳機會。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與
Yuhua Sun 連絡，他的郵址是 yuhua.sun@bp.
com。

歡迎邀請您的同事和朋友一起參加這次論壇
活動！

提醒：請在www.capaus.org 網站上或活動
現場續約您的CAPA年度會員資格。

時間：2017年8月5日，星期六，早上8:30
到下午12:30〔早上8:30 to 9:00報到，主辦單位
將提供免費美式早餐（Continental Breakfast
）〕

地 點 ： BP Westlake One Cafeteria, 501
Westlake Park Blvd, Houston, TX 77079

註冊：如果目前你是BP的員工，請送電子
郵件到Yuhua.sun@bp.com 註冊；如果你不是現
任BP員工，請用下面的郵址http://capaus.org/
event-2611380 在 「職業論壇活動」 項目欄註冊
，並請包含下面的資訊：
1. Name
2. Company/School
3. E-mail
4. Phone
5. Car License plate number（這是BP對訪客到他們的建築設施
所要求的必要安全資料，如果你是拼車來會場，請輸入將使用那
輛車的車牌號。）

因為我們需要事先準備來賓證，請於8月2日星期三之前在
網上註冊。
註冊費：這是免費活動。
停車：停車是免費的。訪客入口是在BP Way。 BP West Lake
One parking的詳細地點請參閱下面的BP停車處地圖：

【本報訊】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總會長
梁義大很榮幸獲邀於7月19日日參加在墨西哥
蒂華納市Grand Hotel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墨西
哥蒂華納總領館王堅總領事舉辦的辭行招待會
，參加的貴賓有蒂華納市長胡安. 馬努埃爾. 卡
斯特龍伉儷和當地政要及蒂華納中墨友好促進
會、蒂華納華人社團、僑界與許多台商約二百
多人出席。

王堅總領事致詞，在任期三年兩個月中，
感謝墨國對總領館的工作給予大力支持，非常
重視且保障中國僑胞在蒂華納安居樂業，積極
推動"中國城"的項目，也邀請蒂華納市長胡安.
馬努埃爾.卡斯特龍伉儷訪問中國，繼續推進中

國地方政府和企業界與蒂華納市的友好合作，並感謝華人華僑領袖、社團、僑界的任內全力配合
支持，尤其在照顧弱勢族群的慈善工作做了很大的貢獻，增進中墨人民的友誼。

蒂華納市長胡安.馬努埃爾.卡斯特龍致詞，對王堅總領事行將離任深感不捨，很榮幸在上任
之初就與王堅總領事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和真摯的友誼，希望與中國總領館繼續促進雙方交流

與合作，重申蒂華納市政
府對"中國城"的承諾，並祝
王堅總領事離任後一切順
利！

梁義大總會長是在
2015 年 11月中旬陪同中
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梁
國揚書記一行六人拜會蒂
華納總領館時，得以榮幸
認識王堅總領事，王總領
事很高興多了一個了解愛
國台胞團體的渠道，對北
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長期
致力於兩岸和平發展事業
，矢志不移，令人感佩！王堅總領事將於月底離開任所，告老還鄉！梁義大會長致贈北美洲台灣
鄉親聯誼會會徽和宗旨的小會旗給王堅總領事並合影留念。(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供稿)

北美洲台親會獲邀參加蒂華納總領館
王堅總領事辭行招待會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與英國石油公司美國華人石油協會與英國石油公司20172017年職業生涯發展論壇年職業生涯發展論壇

梁義大會長梁義大會長((左左))致贈小會旗給王堅總領事致贈小會旗給王堅總領事((右右)) 王堅總領事王堅總領事、、張慧芬副領事張慧芬副領事、、韓燁副領事韓燁副領事((左左33、、44、、55))與僑領合影與僑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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