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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德州扑克这一棋牌游戏以其独特的规

则、技巧性、策略性、偶然性等特征,深受玩家追

捧,市面上关于德州扑克的手机游戏App也不断被

开发,只要注册账户,实时联网对战,与真实的牌局

无异。

有伙人就利用德州扑克App作为赌博工具,通

过微信招揽了百余名赌徒,仅半个月就先后组织

2000多人次进行赌博,累计赌资超千万元。近日,

由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这

起新型开设赌场案开庭审理。据悉,这也是南通市

检察机关办理的首起利用手机App开设德州扑克

赌局的案件。

现实赌局搬进网络世界

现年41岁的吴某喜欢玩德州扑克,认识不少

牌友,在圈内也算小有名气。2016年 7月,牌友夏

某(女)找到他,称自己发现手机上有一款关于德

州扑克的App软件,就想着利用这个软件开设赌

场,想和吴某一起干,把爱好变成“财富”。两人

当即商议好运营模式、玩牌规则,还有分成比例

。夏某还将她一个在圈内颇有名气的牌友静哥

也拉了进来。

为了方便联络召集赌友、进行赌资结算,夏某

建了两个微信群,一个是“管理群”,吴某、夏某

、静哥在里面商量分成等“大事”。另一个群是

“顶峰俱乐部”,主要是3人以往的牌友。在吴某

、夏某、静哥的大力鼓动招揽下,先后有了150余

人加入。

夏某利用App建了一个“房间”,只有“俱乐

部”里的牌友才能进来。想玩牌就要购买积分,1

分代表1元,最少要换2000元的分,上不封顶,钱通

过支付宝、微信转给夏某。熟悉的玩家也可以先

直接上分,最后结账。

据吴某交代,他们的赌博模式有点像农村的

“流水席”,随到随打,到时就停。牌局开始之后,

每局为一桌,最少两人最多9人,每局规定两个半小

时。大小是10元的底,每次押注最少20元,上不封

顶,带“保险”。每天少的时候3局,最多的时候10

局。每局结束后,根据软件系统里记录的分数结算

,再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给每个玩家。

两种盈利方式双管齐下

既然是开赌场,盈利才是终极目标。在赌局中

,吴某等人主要靠“抽头”和“保险”两种方式来

获取利益。

“抽头”即是吴某和夏某抽当局赢家盈利的

5%。这些钱,除去牌局中给玩家发放“炸弹”

“同花顺”“皇家同花顺”奖励等费用,剩余的钱

,吴某和夏某各拿40%,“静哥”分得20%。

“保险”则是德州扑克的独有规则。所谓

“保险”,就是该玩家押上所有筹码并且牌面占优

,可以向第三者(德州扑克规则里称为“保险公司

”)买自己输钱的概率。玩家输了,“保险公司”

按照保险额度赔钱；玩家赢了,投保的钱归“保险

公司”所有。“保险”最初由吴某、夏某、“静

哥”三个人负责,按照20%、20%、60%的比例结

算盈亏。虽然做“保险”有一定风险,但从长远看

是稳赚不赔的,有时候利润比“抽头”还要高。

2016年7月18日,另一个在圈里颇有名气的德

州扑克玩家沈某找到吴某,表示可以帮忙管理这个

“俱乐部”,还能拉牌友进群,希望一起做“保险

”赚钱。为吸引更多赌友入伙,吴某、夏某吸纳沈

某入伙,并各自拿出一定比例的“保险”份额给沈

某。

因为“生意”火爆,同年8月1日,夏某又介绍

老同学李某加入,与吴某按周轮流担任客服,并约

定将每周赌客盈利的10%作为客服报酬。

从2016年7月18日开始,吴某等人每天都组局

赌博6次以上,组织了2000多人次进行赌博,赌资

累积1000余万元。在案发时,仅被公安机关收缴

的赌资就达170余万元。

2016年8月初,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发现了

吴某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的不法行为,4日,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同月22日,吴某等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归案。

2017年6月16日,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对

吴某等7人以涉嫌开设赌场罪提起公诉。

赌场躲进手机危害深

“与三五人结伙凑成一桌赌博相比,下载手机

App在网络上设置赌场,通过微信群聚集参赌人员,

使得赌博行为突破地域的限制,涉案人数更多、分

布人群更广、涉案赌资更大、社会危害性也更高

。”本案承办检察官说,网络虚拟性也加大了打击

犯罪的难度,尤其是涉案人员的身份和参赌数额的

认定。

“打着‘竞技体育’的幌子,看起来是在玩手

机棋牌类游戏,但是组织、运行方式和现实中的赌

场并无不同。正如本案中,玩家要先购买积分,组

织赌局的人要抽水,线下会和每一个赌友结算抽头

和保险盈亏。”承办检察官说。

2012 年,公安部曾发文批复:国内兴起的德

州扑克俱乐部,“通过组织比赛,让参与者缴纳

高额报名费、参赛费进行比赛,赢取现金、有

价证券或者其他财物,组织者、开设者从中抽

头”这种形式是一种赌博活动,要求依法予以

严厉打击。

承办检察官还强调,为有利于各地司法机关保

持统一的办案尺度,加大打击的力度、准度,需要

更顶层的法律法规设计,比如对德州扑克赌博活动

的立案标准、打击范围(包括网络和手机App)、

犯罪数额等作出具体规定。

德州撲克App變賭博平臺
團夥半月累計賭資超千萬

提供虚假资料，一男子骗取银行贷款2300

万，截至案发，尚有近1200万元无法归还。昨

日，兰州中院终审裁定，该男子犯骗取贷款、

票据承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50000元。

天津男子杨某某，1965年出生，兰州伟联

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法院经审理查明，杨某某于2014年4月以

其实际负责的兰州伟联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联合

兰州胜通物资有限公司、甘肃金凤凰物资有限

责任公司、兰州鑫富源物资有限公司、甘肃华

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五家联保的方式向甘

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贷款，在隐瞒公司实

际经营状况，并提供虚假申请贷款资料，利用

与他人所签订虚假购销合同的情况下，从甘肃

银行骗取商业贷款1700万元。2014年11月21日

，杨某某又以兰州伟联物资公司名义与兰州盛

金丰工贸有限公司，以签订虚假购销合同为手

段，从甘肃银行骗取600万元的承兑汇票。承兑

汇票交付后，被告人杨某某将承兑汇票贴现后

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其余转入公司兰州银行的

账户内。贷款及承兑汇票贴现后，均用于归还

其他银行贷款及公司欠款。至案发仍有本金

1191.94万元、利息272.05万元未能归还。

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

某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及票据承兑，给银行

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票据承

兑罪。被告人杨某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全面

负责公司业务，主观上存在骗取银行贷款的故意

，客观上指使公司会计向银行提交虚假数据报表

且未按约定用途支配使用贷款，其行为符合骗取

贷款罪的构成要件。一审以骗取贷款、票据承兑

罪判处被告人杨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50000元；赃款1191.94万元，继续追缴。

宣判后，杨某某以自己并非公司“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不构成骗取

贷款罪的理由提起上诉。兰州中院审查后认为

，本案中贷款公司实际是上诉人杨某某控制的

公司，指控的贷款业务依托的购销活动实际并

未发生，而是其与刘某某等人一同相互担保，

分别进行贷款、票据承兑。所贷款项，大部用

于个人出借、转贷，大量与正常经营无关的支

出且未入公司账目，尚有少部分用于归还欠款

和消费支出。故一审认定无误，上诉人杨某某

的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据此，终审判决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

人杨某某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以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

对其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

，量刑适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男子空手套白狼騙取2300萬貸款
獲刑3年罰金5萬

安新县政府发布公告，要求非法加油站(点、

车)必须在8月10日前自行停止营业，否则将被依

法取缔。据悉，白洋淀被环保部纳入“新三湖”

，意味着白洋淀上游流域的生态保护及污染防治

进入攻坚阶段。

4月1日以来，雄安新区三县重拳出击，严厉打

击环境违法行为。截至7月8日，雄安新区共排查

涉污企业7248家，105家企业被行政处罚，3909家

企业被关停取缔，84人被行政拘留，8人被刑事拘

留。同时，容城县划定了畜禽养殖禁养区，禁养区

内的所有畜禽养殖场今年10月底前完成取缔关闭。

7月28日，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官方公众

号“雄安发布”发布消息，雄安新区三县启动环

保工作网格化监管，以村为单位，县、乡、村三

级联动，切实解决白洋淀环境治理中的问题。

容城县公安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打击污染

环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对污染新区环境、破坏

新区生态的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专项行动

将持续到9月30日。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服装厂锅

炉非法排放废气，染厂、造纸厂非法排放工业废

水等违法犯罪行为。容城县城关镇、小里镇、大

河镇等服装企业聚集地以及平王乡作为染厂、造

纸厂聚集地，是此次专项行动的重点区域。雄县

“散乱污”企业整治攻坚行动重点对全县范围内

涉及废旧塑料、印刷、制版等重污染“散乱污”

企业和非法排污的涉水企业进行彻底关停取缔，

攻坚行动将持续到8月10日。

同时，容城县设定了畜禽养殖禁养区：饮用

水供水厂(站)外延500米范围内；县城规划区及南

张镇、小里镇、大河镇、晾马台镇镇区外延500米

范围内；白沟引河、萍河河堤两岸1000米范围内

；大清河、南拒马河河道及堤外500米范围内。禁

养区内的所有畜禽养殖场均属取缔关闭对象，凡

按时限要求自愿主动完成关闭工作、彻底完成粪

污清理，并经环保、农业等有关部门和所在乡镇

验收合格的，享受存栏畜禽评估价格10%的奖励

。容城镇在今年9月底前完成取缔关闭，其他乡(

镇)力争9月底、确保10月底完成。

安新县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在白洋淀集中开

展清理网围养鱼行动，清理重点水域和航道内以

网围为主的养殖。该县决定全面依法取缔非法加

油站(点、车)，非法加油站(点、车)必须在8月10

日前自行停止营业，拆除相关经营设施。否则，

有关部门将依法取缔。

河北雄安新区关停取缔3909家涉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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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不是留学从业者，你还会

觉得留学重要么?出国留学的意义在哪

儿?

重要，中西方的教育思维存在差

异：我们重知识储备而轻思辨。

2016年高考有一道作文题：“老

腔”何以让人震撼。我在想，是否了

解老腔，能判定一个人的语文能力吗?

就是典型的知识类题。我和同事开玩

笑，如果是美国高考，很可能会问

“民族曲艺是否值得保留和推崇，以

及如何最有效地传承?”然后变成一道

思辨题、判断学生的独立思考、思辨

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知识会过时，我们不能用过去的

知识教育未来，只有思维方式和解决

问题能力，得以让我们与时俱进。举

个例子，目前我国的教育本质上还是

以应试教育为主，甚至在大学里，我

们被灌输很多学派的理论范式；海外

留学，则是体验不一样的教育模式，

能够更好的激发自身潜能，美国的大

学希望你有自己支持的学派和观点，

并对其他学派持中立甚至批判的态度

。美国人强调“学以致知”，所以如

果不深入西方的学习生活，就很难摒

弃当下中国比较普遍的“学以致用”

的功利主义窘境。

我现在也在为母校的全球校友会

做些事情，经常给学生们讲职业发展

和海外学习。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

尽早出国，但是却应该尽早去接触更

广阔的世界，现在网络发达，有

Coursera等网站提供的大学在线课程，

有软件可以直接和老外练口语，一定

要运用起来，把自己的世界变大，格

局变大，而不是埋头在自己熟悉的小

天地里。

我知道您之前从事金融行业，为

什么会转到留学咨询?

极度专注，高效沟通，及时解决

问题。

我之前做金融的时候，每天工作

到12点，甚至到2点是家常便饭，然

后刚刚开始做留学的两年也是。学生

睡得晚，有时候12点1点忽然想到个

事发邮件给我，五分钟不到就收到我

回复的邮件，然后被吓到，说老师你

还没睡觉呀。现在不会熬夜了，不过

金融行业的工作习惯还是在，就是极

度专注，高效沟通，及时解决问题。

我之前在金融行业打交道的都是企业

高管，金融专家，都是最聪明的人，

压力非常大。而现在交流的则大多是

学生，充满希望和热情，都是最可爱

的人，所以每天总是充满惊喜。

做了留学咨询之后我逐渐发现，

我现在帮助同学申请海外名校的过程

和之前在投资银行帮助企业上市的过

程，其实很相似。投资银行家需要做

什么?不外乎三步：1、为企业提供融

资建议并选择适合的筹资策略;2、为

企业提供金融改革建议并辅导执行;3

、帮助企业完成成功上市/发行债券。

那留学申请呢?同样也是三步：1

、确定申请人的申请策略和背景提升

策略2辅导申请人有序完成学业和各

项标准化考试，补充实习研究等相关

经历;3、选择匹配学校和专业，完成

文书创作、申请网申、纸质材料和推

荐信递送、面试帮助学生获得录取。

说到底，这两种工作的核心是一样

的，都需要“完善自我，说服他人”。

投资银行家需要帮助企业成长，之后说

服证监会和投资者，公司可以上市;留学

咨询师则需要帮助学生成长，之后说服

目标学校，申请者应该被录取。

你曾经去丹麦和美国留过学，在

这两个国家留学和中国教育之间最大

的区别在哪儿?

中国教育与世界思维的差距：重

知识储备而不论思辨

我大学毕业出国，

到丹麦念硕士，后来丹

麦哥本哈根大学经济学

院院长推荐我到美国做

研究。去美国的那年正

好 24 岁，本命年，手

上系一条红绳，还常常

被好人问起。被人问多

了，我就专门准备了一

段话，用中国文化解释

系红绳的意义之类，时

间一长，同学们倒把我

当成中国文化的专家了

。

在丹麦念书是最开

心的时光，老师都讲得

太好了，极大激起了我

的学习兴趣，然后每晚

通宵看书做题都不会累

，感觉自己每天都在突

飞猛进。之后去了美国做研究，才发

现美国的风格真的很不一样，美国教

授更加犀利，更加注重考察学生的思

辨能力和说服能力。

我在美国上过一门研讨课，给我

留下印象很深，叫“家庭政策研究”

。这门课大概11，12的学生,就我一个

中国人。然后是三个专业的学生一起

上课的，有像我一样学经济学的，也

有学公共政策的和学社会工作的，大

家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同一件事情讨

论应该怎么解决。经济学的学生最理

性用数字说话，社会工作的学生满腔

热诚感染力爆棚，公共政策的学生就

是当中权衡利弊的和事佬。每次上课

几乎就是两个小时的不间断的辩论，

每个人从自己的专业视角出发提出观

点和论据，并试图说服你的同学。大

多数的时候三个学科阵营都是势均力

敌的，可是有一次上课，我发现经济

学的学生就只有我一个人。结果就是

，我一个中国人用英语和7个美国人

据理力争。下课筋疲力尽，但还是要

在当天12点以前写完今天的课堂报告

发给老师。这门课的老师是极少给A

的，结果期末的时候我却拿到了A，

我感觉自己当时都要感动哭了。我去

找老师感谢她一学期来的帮助，开玩

笑说拿到A是因为“终于学会吵架了

”，老师却忽然严肃起来，说给我A

不是因为我学会了吵架，而是因为看

到我在课堂上不懈追求真理，而真理

愈辩愈明。

这就是中美教育的一个巨大的不

同点，美国人相信，有意义的人生在

于勇敢追求你相信的东西，学习知识

技能不断提高自己，不断突破自己，

绝不能人云亦云。相比于中国人追求

内心的平静和富足，美国人向往的更

多是自我牺牲式地去追求生命的意义

，并用这个意义去改变世界。你可以

说它极端，但是如果不理解和认同这

一点，就很难产生文化上的共鸣，很

难和西方文化实现真正的沟通。举个

例子，在国内学经济学的时候，我们

接触许多不同的经济学派，我们可能

同时认可很多学派的理论，觉得都有

道理。但是，在美国，教授不希望你

对所有不同的学派保持中立的态度，

他希望你有自己支持的学派和观点，

并通过不断学习和研究找到支持自己

观点的证据和理论，去对抗并说服其

他学派。而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学派

也因为需要抵抗你的攻击，激发他们

也不断查缺补漏，不断地自我完善，

最终推动整个学科的前进。这种知识

和文化层面上的深入探究和理性说服

用在申请中也特别有用，因为外国人

特别能接受和理解。

留学会给你一个绝好的机会，去

激发自身潜能，去独立面对世界，充

满勇气地去寻找自己的诗和远方。海

外生活让你开拓视野，同时有时间独

处思考人生。去把你的人生地图，从

一个城市的地图，扩展到中国地图，

扩展到北美地图，甚至是世界地图。

告诉自己，从此刻开始，这才是我的

世界，一个更大的世界，一个更激动

人心的世界，而我已经准备好了，去

全身心接受这份受益匪浅的财富。去

探索，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去

追求生命的全部意义，乃至去改变世

界，这才是留学的真正价值。

出國留學的意義是什麼？
中美教育最大的區別在哪？

2015-2016学年，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数达328547

人，占美国国际留学生总数的31.5%，出国留学成为大家

非常热衷的一个选项。那么大家有没有考虑过留学的意义

呢，你想出国又是为了什么呢?出国留学到底能收获什么

呢?下面天道首席顾问冯诗蕴老师为大家现身说法，希望

对大家有所启发。

炫孩子看来是古今中外的最大共

识 ！特朗普也不例外，特朗普外孙女

茉莉花，唐诗，三字经都来，中文不

错！

这件事说明了精英阶层和吃瓜阶

层的巨大差异！

美国精英阶层认为中国的崛起是

不可阻挡的，所以他们孩子早早的顺

潮而上吃苦学中文，为未来准备；

而吃瓜阶层在快乐教育的错误理

念中不学无术、一事无成！

国内那些叫嚣说不要英语教育的

砖家，也许他们的直系亲属正悄悄上

英语补习班呢。

中美教育十大差异

一、为谁而学：美国教育告诉学

生学习是自己的事，让学生自己去想

，想学什么东西，因而学生一般学得

主动、灵活、高兴；中国的教育总是

要事先给学生做出细致繁琐的各种规

定——该学什么，学多少，什么时候

学，该怎么学等等，中国的学生视学

习为功利，因而习惯于应付，学习是

家长、老师的事情，是为升官发财找

工作而学，学得被动、教条、无奈。

二、育人目标：美国不太重视

“基础知识”的学习，极其看重学生

“创造力”的培养，因而才会有美国

白领不会算10减6等于几貌似“可笑

”的事情发生，他们觉得要趁孩子年

龄小时抓紧培养创造性思维；而中国

教育特别重视所谓的“双基”，重在

练“基本功”，不重视对学生创造力

和思维能力的培养。由此一来，美国

的学生低分高能，中国的学生高分低

能。

三、课堂：中国的教育善于给孩

子一个总结，把学生教到无问题就好

；美国的教育善于给孩子一个启发，

把学生教到能不断提出新问题。中国

的课堂要举手发言，美国的课堂鼓励

自由发言。中国的课堂如果对教师的

结论不同意会遭受批评，而在美国的

课堂上则受到表扬。中国的课堂讲纪

律，美国的课堂讲人权。

四、师生关系：在中国，一日为

师终身为父，孩子刚踏入学校就知道

老师总是高高在上，而在美国教授也

没有什么权威可谈的。中国孩子盲目

崇拜老师，觉得老师总是对的，中国

的老师喜欢保持威严，不苟言笑，美

国老师很喜欢和小孩一起聊天，是要

好的朋友关系。

五、考试制度：美国的考试经常

是开卷，孩子们一周内交卷即可，而

中国的考试则如临大敌，单人单桌，

主监副监严防紧守。在中国，考试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淘汰；而美国的考试

目的在于寻找自身存在的不足，查漏

补缺，以利于今后的发展。

六、班级人数：中国虽明文规定

每班不超过45人，但乡镇及县级学校

班级人数平均60人之多，法律并不能

约束什么。而在美国，一个班的人数

不超过30人，31个人就属于违反教育

法，不同的是美国人看重的是诚信

——自我信誉度，故不敢越雷池半步

。

七、时间：在一年中，中国中学

生有8个月是上课时间，每天11个小

时左右的在校时间。美国学生每年只

有1000个小时左右。上学时间短、课

业负担少，这是让孩子做自己感兴趣

的事，孩子有了更多的自由安排时间

还能让孩子学习自己安排时间。

八、成绩单：成绩在美国属于

“隐私”。老师给家长看成绩单，他

只给你看自己小孩的成绩，不会公布

全班的成绩。在中国，行政部门会想

方设法的公布学校成绩。教师的考核

也要看学生的升学率、优秀率。学生

从一年级开始就在这样的机制下长达

12年之久，心理压力之大是显而易见

的。

九、教材：美国的教材浅显，对

孩子没有严格的要求，特别是数学，

导致许多的成年人离开计算机对数字

就没了概念，连日常生活的计算都成

了难题，看之非常可笑，但是他们注

重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十、课外生活：中国一般不太允

许小孩参加真正的社会活动。但在美

国小学生一旦走进校门就开始真正参

与社会活动了。美国的课外活动是学

生自发参与，经费也是大家共同出资

、共同寻求赞助。

如8岁的孩子会帮人家清洗洗衣

机，一次8美元，为别人演奏等等，

把赚到的钱拿来搞活动。当然并非

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赚钱，也有很

多是义工。美国让小孩接触社会环

境的方式非常多，他们认为教育即

生活。

特朗普外孙女学中文，折射出的中美教育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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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警第一天，师父就教我，警察

应给自己设定三种角色。一是记者，

要不遗余力地挖掘事件真相；二是演

员，要在不同案件中展示不同面目；

三是看客，要平静观看现实的一幕幕

悲喜。基层工作至今，出警500余次

，经手案件400余起，经历着形形色

色的人群。像记者，却不宜广而告之

；像演员，却从未抛头露面；像看客

，却难免心有波澜。2016年底，我思

虑再三，决定把这些年所经历、听闻

的故事记录下来。

2015年高考前夜，我和专案组同

事一行人分坐在三台车里，在大雨中

静待天亮。

贩毒嫌疑人王庆来被两名民警夹

着呆呆地坐在后座，闭着眼睛，心中

不知在盘算什么。车上很安静，只有

雨点敲打车窗玻璃的声音。

五点钟，雨停了，我下车点了一

支烟，驱赶一夜未眠的困顿。旁边车

上的同事也下车伸懒腰，我们相视一

笑，便又被各自的车长唤回到车上。

六点钟，已经有居民开始出门晨

练或者过早（吃早点），有人看到我

们三台车里坐满了人，大清早就停在

楼前很是诧异。有几位老者上前想一

探究竟，同事亮了一下警官证，示意

他们赶紧离开。

七点多，一个女孩终于从楼梯口

出来，是王晓晔。她身着校服，左手

拿着水壶，右手拎着一个透明的塑料

文件袋。

王晓晔是王庆来的女儿，此时，

她似乎下意识地向我们这边望了一眼

，后排的同事赶紧把王庆来的脑袋按

下去。

我们在等这一刻，王晓晔要出发

去高考了。

王庆来现年45岁，有8年的吸毒

史。以前开过一家装修公司，辉煌过

几年，后来染上毒品，公司慢慢荒废

了。一年前，王庆来不知从哪里寻来

路子，开始以贩养吸。

几年前，王庆来的妻子不辞而别

，据说是跟王庆来以前的一个生意伙

伴跑了。头几年还偶尔电话联系一下

女儿王晓晔，后来便彻底消失。老婆

跑了之后，王庆来也不怎么回家了，

女儿王晓晔独自料理自己的生活，俨

然成了一个“孤儿”。

2011年，王庆来被送往七里湖农

场强戒（强制隔离戒毒）前，王晓晔

来派出所给王庆来送衣物，我第一次

见到了这个小姑娘。那年她虽是个读

初中的小女孩，但脸上却带着同龄人

没有的成熟。

当时，王庆来家在我所管理的社

区，由于王晓晔特殊的家庭情况，我

和她的几任班主任老师一直都有联系

，类似家庭中的孩子，很多都出现了

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担心王晓晔，便

联系她当时的班主任老师一同进行过

几次家访。

开始时，王晓晔对我的到来很是

畏惧，从不敢抬头说话。但去的次数

多了，双方就没那么生分了。王晓晔

和同龄的小女孩一样，有着自己的小

心事、小梦想，也有自己的爱好和喜

欢的明星。但父亲王庆来一直是交谈

的禁区，无论之前聊得多么愉快，只

要话题扯到王庆来身上，晓晔便咬起

嘴唇不再接话。

“这孩子命苦啊，怎么生在这么

一个家庭呢？”这是她初中班主任说

的最多的一句话。

每次家访结束后，我和班主任老

师都会给她留下点钱，并嘱咐她把钱

收好，不要让王庆来知道。毒品是个

巨大的窟窿，王庆来毒瘾上来，难保

不会打这些钱的主意。

后来我听说，王晓晔每次都会用

小本子把我们给她的钱数记下来，班

主任感叹，“小姑娘自尊心强得很，

她这是打算以后还给咱们呢......”

王晓晔中考时，王庆来躲高利贷

跑路去了外地，要账的马仔频繁上门

骚扰。王晓晔在本地没有什么亲戚，

我和班主任老师商量了一下，在派出

所对面的宾馆给她开了一间房，晚上

我负责给她“看场子”，白天班主任

老师护送她去考试。

王晓晔很争气，当年以优异的成

绩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学校照顾

王晓晔的情况，还给她免去了高中三

年的学杂费。王庆来自己都朝不保夕

，更拿不出钱来供女儿生活，好在靠

着周围人的接济，王晓晔磕磕绊绊地

终于读到了高三。

王晓晔学习刻苦，性格温顺，在

班里还当了班干部。别人不说，外人

根本看不出她来自一个那样的家庭。

五月底，她的班主任杨老师告诉

我，王晓晔最后一次模考，进了全校

前二十名，有望冲击武汉的名校。

“她打算考到哪里？”我问。

“照她现在的成绩，北清复南

（北大、清华、复旦、南开）这样的

名校有些困难，但去武汉的几所211

应该没什么问题。”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真替她高兴

。

2015年 6月6日，王庆来等人的

贩毒案进入抓捕阶段，主犯王庆来在

仙桃市毛嘴镇被抓获，有情报称大批

毒品被他藏在家中某处。当时我被抽

调到专案组，正好参与了这次抓捕。

禁毒支队领导指示专案组带王庆

来回家做毒品搜查，王庆来拒绝配合

，在车上拼命挣扎，两个民警使劲才

把他按在车后座上。

“王庆来这次完了，根据我们前

期掌握的情报，这回的货估计够他在

里面蹲半辈子了。”同事在车上悄悄

告诉我。

凌晨三点，我们来到王庆来家。

车外大雨瓢泼，不时滚过几声闷雷。

辖区派出所的同事已经在门口等待多

时。见到我们，一名派出所老民警拉

住组长程警官的手，“程哥，有个情

况我需要跟你说一下……”

原来，第二天就要参加高考的王

晓晔此时已经睡下，一旦我们进屋搜

查，势必会惊醒她。

王庆来作为王晓晔的父亲，一直

是失职的，但谁也没想到，他就连案

发，都赶在了王晓晔人生的节点上。

程警官有些为难，贩毒案办到现

在，现场搜查是固定证据的必由之路

，但是一旦进屋搜查，按照规定，王

晓晔也必须起身配合民警工作。

通常情况下，毒品案件的搜查不

会顾及这些，但今天情况有些特殊，

王晓晔毕竟是个无辜的孩子，高考前

夜目睹父亲被抓，不知会给她明天的

考试带来多大的影响。

稳妥起见，程警官召集大家在王

庆来家楼下开短会商量对策，希望把

此事对王晓晔的影响降到最小。

我们决定先做王庆来的工作，用

女儿高考的事情说服他带我们进屋，

在尽量不惊醒王晓晔的情况下快速取

证。换句话说，就是让王庆来自己把

窝藏的毒品交出来。

我把王庆来从车里拽出来，向他

出示了搜查证，问他：“女儿明天高

考？”

王庆来不置可否地看着我，憋出

一句：“好像是吧。”

他的心思常年在“出货”上，根

本不记得女儿高考的事情。

“家里钥匙带了吗？”我问。

王庆来点点头。

“那你打开门，静静地带我们进

去，把你藏的东西交出来。”

“我家里啥都没有，不知道你们

要什么。”王庆来装傻。

“没有证据能抓你吗？赶紧的，

你女儿天亮就要去考试，按正常程序

搜查，你女儿这觉还睡不睡了？”我

看他装傻有些生气。

王庆来不说话也不挪步子。他心

思缜密，又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藏

货非常有一套。他也知道，找不到家

中的毒品，他所面临的惩罚就要轻得

多。

“这也是给你个从宽处理的机会

，你别有侥幸心理。如果你不同意，

我们就按正常程序进屋搜查，到时候

再搜出来，可就不算是你主动交代了

。”

我的话似乎对他没什么作用。王

庆来看看我，又抬头看看五楼自家的

窗口，依旧一言不发。

凌晨三点多，整个居民楼一片寂

静。

王庆来和我们僵持着，一口咬定

家里没货，“不信随便搜。”

“既然不配合就别和他废话了，

进屋吧！”程警官一把拉起王庆来准

备上楼，其余同事打开执法仪。

“等一下，程哥……”我真心不

想现在上去把王晓晔吵醒，虽然王庆

来不配合，但还是拉住程警官，希望

还能有折中的办法。

“按理说孩子是无辜的，我也不

想这时候把她吵起来，但现在连他爸

都不配合，你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程警官无奈。

“真就这样上去，万一，这孩子

明天……”同事也很担心，但抓人之

后案件办理有时间限制，所以十分棘

手。

程警官听出了同事的意思，想了

半晌，“要说不惊动她，目前也只有

一个办法，那就是等到明天他女儿离

开之后我们再进屋……”

“那我们先带王庆来回去，反正

现在离天亮也没几个小时了。”我说

。

“不行，王庆来是在街上抓的，

难说现场有没有走漏消息。万一他还

有同伙没有归案，我们前脚走了，他

同伙后脚来把货弄走了怎么办？”程

警官说。

“留一台车，我和派出所同事在

屋外守着？”我建议。

“这天气？”程警官指了指天。

“嗨，有车怕什么，一年不就这

么一次嘛。”一位派出所的民警也说

道。

程警官又征求了其他几位同事的

意见，跟领导电话汇报后决定，“要

等一起等吧，案子办了那么久，也不

在乎最后这几个小时了。”

“那程序上……”有同事担心我

们的等待可能会有违执法程序，给将

来证据上庭带来麻烦。

“真要出了问题，我扛了。”程

警官一字一句地说。

“其实那晚我也一直醒着，直到

天亮。”“其实那晚我也一直醒着，

直到天亮。”

终于等到王晓晔离开，我们下车

开始搜查工作。

临上楼前，程警官最后一次问王

庆来：“最后一次机会，自己交出来

还是等我们搜出来？”

“我没有货，你们搜吧。”王庆

来还是不松口。

王庆来家所在的旧公房不像其他

吸贩毒人员一样杂乱，三室一厅，家

具摆设虽然陈旧，但被收拾得井井有

条。王庆来长期不着家，一看便知是

王晓晔打理的。

我们打开执法仪，带着王庆来从

客厅开始搜查，之后是卧室、阳台、

卫生间。知道王庆来很擅长藏毒，我

们不敢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地方。然而

令人诧异的是，一圈找下来，家里上

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除了在衣柜里

找到一个自制的“吸壶”和两小包冰

毒之外，并没有其他发现，更没有情

报中所说的“大批毒品”的影子。

专案组很着急，王庆来很得意，

甚至故意卖弄，“抽屉里有烟，警官

想抽随便拿。”

没有人动他的烟，民警们又卯足

劲折腾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

眼看已经过了11点，专案组民警

已经整整24小时没有合眼，看实在搜

不出什么东西，程警官决定暂时收队

，临走时吩咐民警把王庆来家收拾好

，尽量恢复原样。

当天傍晚6点多，我接到王晓晔

班主任杨老师的电话，杨老师说王晓

晔哭着要找她爸爸，说怀疑王庆来被

人绑架了。

听到这里，我只好实话实说，并

请她帮忙做一下王晓晔的工作。毕竟

高考还未结束，明天她还有两门考试

。

杨老师在电话里长叹一声，挂断

了电话。

由于没有搜出关键证据，王庆来

当晚以吸毒被行政拘留。在去拘留所

的路上，王庆来似乎有些得意。

6月8日，专案组开会，反复思

考了整个办案环节，寻找哪里出了纰

漏。同事挠着脑袋说：“我的特情员

信誓旦旦地说王庆来的货就藏在家里

，怎么就是找不到呢？”

有同事怀疑到王晓晔身上，毕竟

那晚她自己在家，如果是她察觉了我

们的等待，灭失了父亲王庆来的货，

那么我们那晚无疑是犯了一个不可饶

恕的错误。

事到如今，我心里一团乱麻。一

方面痛恨王庆来的狡诈，另一方面，

也不愿相信那晚真的是王晓晔做过什

么。

领导暂时没有深究专案组的责任

，只是要求我们再把现有的资料梳理

一遍。散会之后，我找到程警官，他

只是叹口气，交代我找合适的时机接

触一下王晓晔。

晚上10点多，我正在办公室整理

材料，杨老师又打来电话，说王晓晔

有事要见我。

我还没做好和王晓晔谈话的准备

，想先推辞。但杨老师说她正在王晓

晔家，最好今晚能见个面，王晓晔好

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当面说方便。

我只好跟同事交代一声，驱车前

往王晓晔家。

见到王晓晔时，她正红着眼睛，

伏在杨老师怀里，好像刚哭过。

王晓晔说，她要举报父亲王庆来

吸毒。

以前王晓晔从不跟我聊关于他父

亲的事情，第一次主动提起来，不知

预示着什么。

我对王晓晔说，王庆来目前已经

因吸毒被我们拘留，让她别想太多，

考完试放松一下。

想起程警官的要求，我便又装作

不经意地问了王晓晔一句：“平时有

没有见过你爸在家藏过什么东西？”

“见过。”王晓晔点点头，我心

里一震。

“我之前看到我爸半夜爬窗出去

，把一个塑料盒子放在了外面。”

说着，王晓晔把我领到卧室窗边

，我从窗户里探头出去，旧公房的顶

楼外墙上有一条从楼顶直通楼下的雨

水管道，上面有一个大漏斗。

我猛地一激灵，因为那个位置不

在房间里，也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在里

面藏东西，因而在搜查过程中被我们

忽略了。我不禁检讨之前的搜查行动

，同时赶紧向程警官汇报。

专案组收到消息，带着王庆来回

到家中。王庆来依旧是一副无辜的表

情，直到我们把他带到主卧室的窗户

边上。

民警当着他的面，从雨水管道的

漏斗里取出一个长方形的塑料打包盒

与一个黑色塑料袋，打开，里面装满

了用保鲜袋和避孕套包裹着的毒品。

“真他妈不要命，这么高，绑着

绳子我腿都发抖。也真有你的，大半

夜的敢爬上去放货。”那位爬出窗外

取货的民警冲王庆来吼道。

王庆来身体一颤，随即一屁股坐

在地上，汗水从额头上流下。

“其实那晚我也一直醒着，直到

天亮。”后来，王晓晔告诉我。

那晚，虽然我们没有上楼，但

之前王庆来曾答应她当晚会回家，

第二天陪她去考试，这让王晓晔十

分兴奋。虽然长期以来都是自己一

个人打理生活，但面临人生的重要

时刻，18岁的王晓晔还是需要亲人

的陪伴。

然而，“嗨”完“冰”的王庆来

早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当晚在仙

桃被抓时，他正盘算着一会儿应该去

哪个夜场“散毒”。

王晓晔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王庆

来的电话打不通，她每过一会儿就要

爬起来，去窗口看看父亲有没有回来

。

就这样一直等到凌晨三点多，当

王晓晔再度从窗口里向外看时，发现

一群人正裹挟着父亲，好像在讨论着

什么。

自从王庆来染上毒品后，来找他

的人五花八门。有“道友”、有毒贩

、也有高利贷派来找父亲收账的小弟

。

那帮人或是神经兮兮，或是凶神

恶煞，有时还会对晓晔动手动脚。王

晓晔不知道来的是哪一伙人，吓得缩

在床上，一直熬到天亮。

没想到，我们自以为是守护的等

待，到底还是吓到了她。

王庆来最终交代了犯罪事实，因

非法持有毒品罪，贩卖、运输毒品罪

，非法持有管制器具，故意伤害罪等

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5 年 7 月底，王晓晔以文科

574分的总成绩被武汉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录取。

我的父亲是毒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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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珠海到纽约 新移民初来乍
到

我叫宋雯，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

。在高中读书时，父母第一次和我提

到了全家移民美国的事情，但是当时

由于亲属绿卡申请需要漫长的排期，

因此出国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漫漫无期

的等待。高中毕业后我顺利考入武汉

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攻读民商法，

当时的计划就是毕业后成为律师进入

公检法工作。

21岁时，即将毕业的我已经申请

了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我与

同学约好一起去北京看学校，机票都

已经买好的我收到了父亲的一通电话

，告诉我家里绿卡排期到了，需要我

回到广州去美国领事馆面试。出国与

离别瞬间忽然变得无比的真切，一时

之间我还没有准备和过去的朋友以及

期许的未来道别。父亲感受到了我的

犹豫，他说我希望留在国内发展，他

和母亲会支持我的选择。

但对我来说，生活在哪里都可以

重新开始，而一家人则一定要齐齐整

整的在一起。做好决定后我将手中到

北京的机票换成了飞回广州的机票，

在我21岁生日当天我顺利获得了来美

签证。2016年8月，我和弟弟跟随父

母从珠海移民来到美国，抵达纽约后

我们一家人落脚布碌仑开始海外的新

生活。

初到纽约，被这个城市的繁华与

魅力吸引，看一切都是新鲜的，然而

随后生活的现实一面纷然而至。在国

内时母亲是酒店经理，父亲从事着家

族生意，生活称得上是小康。而来到

纽约后母亲进入护理行业，父亲则像

很多新移民一样，进入到餐馆闷热的

厨房中开始为家人以及生活而劳作，

一家人开始了艰辛的创业。

我也曾向父母提出自己去工作贴

补家用，然而尽管当时已家庭有许多

生活上的负担需要分担，但父母依然

支持我和弟弟继续读书。他们的愿望

很简单，就是希望我们学习更多知识

，英文说得更好，以好的教育背景进

入主流社会工作。

朋友圈点燃从军梦

离开中国时，我的大学还差几个

月就毕业了。因此我向学校申请了延

迟毕业，希望在美国安顿好后可以回

国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并拿到毕业证。

那时我希望自己在美国读书也可以继

续向法律专业发展，但是美国的亲属

则建议我从现实出发，学习更加实用

的技术类专业，选择就读工程学。正

当我陷入两难时，一条朋友圈则改变

了我的人生路。

偶然之下，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

一张海军陆战队征兵的图片，上面军

人的形象正如我小时候在电影中看到

的那样，神秘又英勇。我从小心中就

有戎装梦，家中曾走出过两名军人，

其中大伯更是成为了为国捐躯的英勇

烈士。我自幼便生活在被称为军烈家

属的家庭中，耳濡目染之下自然有特

殊的荣誉感。同时，我一直坚信着谁

说女子不如男，学习跆拳道八年并顺

利拿下黑带。因此，抱着圆梦的心态

我忐忑地拨通了图片上的征兵电话，

也正因为这通电话让我走进了海军陆

战队。

前往征兵站了解信息后，我以单

项最高分的成绩顺利通过入伍考试。

当中对我来说唯一有些许挑战的是英

文，其他数理化与逻辑思维的考题则

十分简单。随后的2个月中，我开始

准备体能考试。因为跆拳道基础，我

在托举等力量方面表现优异，考核对

我来说最辛苦的则是跑步训练。这一

项不仅考验速度，更多的则是磨练意

志。我的第一次跑步成绩超过合格时

间十几秒，我不服输，经过数周的艰

苦训练我第二次的成绩超过合格时间

足足3分钟。也正因如此，许多和我

一起训练的新兵都叫我“亚洲能量野

兽”(Asian Beast)。

顺利通过考试，离别前往基地训

练的日子也随后将至。在我决定当兵

时，父母对于我的选择十分不解。他

们觉得我英语很好，学习成绩又优异

，在美国申请上一个好学校读研究生

不是问题。同时也对当兵有误解，担

心我受苦、被欺负还有要上战场。在

我进行训练时，父母曾觉得我会因为

辛苦而退缩，在碰壁后，我会放弃。

然而我没有知难而退，反而迎难而上

且越挫越勇。

我觉得自己成年了，应该对于自

己的未来负责，为家人过上更好的生

活而努力，给弟弟做一个榜样。正因

为我的坚持，获得了母亲的理解。前

往南卡训练前，平日少言的弟弟也对

我敞开心扉，给我很大的鼓励。

登上帕里斯岛 经历魔鬼训练

飞机从纽约起飞，我和其他新兵

被告知不可以携带手机以及任何行李

。大家都两手空空的来到南卡罗来纳

州。4月3日凌晨，我坐上了新兵大

巴进入海军陆战队帕里斯岛训练基地

。黑夜里巴士穿过写着巨大“我们制

造海军陆战队”(We Make Marines)大

门，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的我被命

令低下头，不许四周张望。就在不少

人还沉浸在凌晨起床的迷迷糊糊当中

时，便有头戴礼帽的教官突然冲上巴

士。没有自我介绍，更没有温馨问候

。二话不说卷起袖子高声怒骂，“还

愣着干什么，你们现在就全部给我下

车，站到黄色脚印上。”

伴着教官的高喊，我快速冲下巴

士并在一排黄色脚印前站好。随后便

是更多的怒吼和叫骂。能做的便是听

从命令，不断的起立、蹲下、奔跑并

且高声回应：“是的，长官。”从那

一刻起迎接我的是13周与世隔绝、且

极具挑战的“魔鬼训练”。

13周的训练里，我和来自全美各

地怀揣海军陆战队梦的姑娘们，不仅

要忍受铁血训练官的呵斥，以及精神

与意志上的考验与折磨，而且还要面

对与男兵们一模一样高负荷训练直到

精疲力尽。训练期间不可以再用“我

”这个代名词，主语要换成“本学员

”。对于所有的指令，只能高声回答

：“是的，长官”。进入军营后，我

也按照要求将长发盘起，每日要用许

多发胶将头发梳的油亮，不能有一丝

乱发的出现。用手敲梳好的头发，都

能有脆脆的声音出现。

55名女兵中我是唯一华人

我在海军陆战队的的训练分为三

阶段。

第一阶段为熟悉战斗条件、初级

格斗和水中战斗生存等技能。第二阶

段则主要训练射击以及野外战斗与生

存。第三阶段除了 “基础勇士训练

”外，还进行长达54小时的量化指标

测验，从精神、士气、体能等多方面

对我这样的新兵进行极限式考核。我

的战队(Combat)中共有55名女兵，我

是唯一的华人。初到军营，我也曾因

为语言障碍在教官发令时高度紧张，

在遇到问题时无法很好的表达自己，

这些沉重的压力让我悄悄哭过。而我

的战友们则向我张开了温暖的怀抱，

邀请我参加他们周末礼拜，在生活与

训练上给予我鼓励和帮助。

军队要求当天气预警挂起黑旗时

，全岛停止训练。然而在我进行在射

击训练期间，岛上迎来连续暴雨天气

，天天挂黑旗。但我们训练则在短暂

的停歇后在暴雨中继续，我在雨点的

拍打下顺利的完成了射击考核。在国

内军训时曾在烈日下排队两小时，摸

了一下真枪，打了几颗子弹。我在海

军陆战队的训练，则让我熟练掌握枪

支使用并在百米之外一枪命中目标。

训练的尾声迎来最艰难的野外行

军，我们需要背上重量超过50磅的背

包在酷暑中快速行军9英里。当中有

很多时刻，我都感觉到体能可以承受

的极限，肩膀上也被背包勒出了一道

道血印。在最艰难的时刻，战友与教

官都给我很大的鼓励。最后我顺利完

成了全部考核，迎来毕业典礼光荣时

刻。

经历了13周的严酷训练，我在毕

业典礼自由之钟 (Sound of Liberty

Call)活动上，在百名战友与千名军属

的见证下宣誓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毕业典礼上，我穿上了军装，完成了

从布碌仑华人女孩到海军陆战队华裔

女兵的蜕变，与战友分享了这一荣耀

、喜悦与泪水交织的感动时刻。

父母由于工作原因，没能来到帕

里斯岛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心中有

一丝失落，但又觉得他们没有来也是

好事，因为我希望他们看到成为女兵

独立的我，不想他们看到我的眼泪。

我们这届有8%的士兵没有家人来参

加毕业典礼，而海军陆战队的传统则

是不能让任何一个士兵落单。因此和

我住上下铺的印尼战友和她的家人邀

请我加入他们的庆祝，她的家庭人也

给了我父母一般诚挚的祝福。

曾经有人告诉我军队是男人主导

的天下，但是我坚信性别从不是衡量

士兵能力的标尺。女性和男性一样的

强大，所以我不仅要做得好，也要比

男兵们做得更好。如今我回到纽约，

享受10天与家人短暂的团聚。随后我

将重回部队，预计将前往佛罗里达接

受训练。未来我将从事机械师工作，

计划申请前往美军海外基地服役。

宋雯:未来律师变身海军陆战队女兵
美国海军陆战队自1918年起开始接受女兵，训练基地上有这样一句座右铭：在这里没

有“女性海军陆战队员”，只有“海军陆战队员”。在与世隔绝，每日不间断进行“魔鬼训

练”的帕里斯岛上，华裔女兵宋雯从青涩女孩蜕变成了英勇女兵。这个来自新移民家庭的年

轻姑娘，以自己实力证明谁说女子不如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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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is taking a tougher approach with 
Beijing in trade talks aimed at pressing China 
to open its market further, the chairman of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said.
William Zarit told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 a Beijing interview this week that “the 
US market is quite open for China exports and 
investment, but that is not so much the case in 
China”. Washington seeks ways to press China to 
make changes for “more fair trade relations based 
on reciprocity”, he said.
Zarit’s comments came as tension between the 
world’s two biggest economies escalated aft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lashed out at China 
over its lack of cooperation in narrowing its huge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S and in curb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power and missile ambition.
Trump also pressured China to reduce its steel 
overcapacity and is likely to look into the coun-
try’s trade practices ahead of possibly imposing 
punitive trade sanctions against the Asian giant.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Robert Lighthizer, a 
China hawk and a veteran in addressing trade dis-
putes, may lead the assessment on China’s trade 

policy to see whether its practices are unfair or 
harmful to the US.
Lighthizer served as deputy trade representativ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and played a role in pressuring Japan to 
restrict exports to the US.

“This administration does have a little bit of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trade relationship,” 
Zarit said. ”They are appearing they are tougher 
on China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negotiations” 
after the US made only modest moves to balance 
bilateral trade in the last 20 years.
“Some people in the US administration, such as 
Robert Lighthizer and one of his staff, have a his-
tory of (working with) steel dumping cases. It is 
obvious that he will bring the experience to the 
administration.”

Steel pipes are seen before being loaded 
for export at Lianyungang port, Jiangsu 
province. (Photo: Reuters)
Foreign businesses, including 
many US and European com-
panies, have complained about 
having an unbalanced investment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hinese 
official data showed inflows of 
FDI from the US reached US$3.8 
billion last year, up slightly from 
US$2.6 billion in 2015. Mean-
while,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US tripled to US$45.6 billion last 
year, according to a report from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
merce in China.
The first China-US Comprehen-
sive Economic Dialogue in July 
in Washington failed to generate 
significant remedies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US trade deficit, raising 
concern about growing trade con-
frontations between the two deep-
ly intertwined economies.

The results may indicate a lack of mutual trust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Zarit said. But 
there’s still time for the two sides to reach a com-
promise on trade before Trump visits China later 
this year, he said.
However, there’s little Beijing can do to cut the 
US’ trade deficit because the imbalanced trade is 
a result of the two countries’ economic structures, 
China’s governmental researchers said.
China temporarily minimised the chances of 
starting a trade war with the US afte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met Trump at the US presi-
dent’s Mar-a-Lago estate in Florida this April and 
both sides agreed to a 100-day plan for negotiat-
ing possible solutions to the trade imbalance.
But now the Chinese side may sense that Trump 
is “difficult” to deal with, Zarit said.
Chinese, US executives call for ‘prompt resolu-
tion’ of economic rows amid fears of trade war
He also said Made in China 2025, a Chinese 
government plan to upgrade the country’s manu-
facturing operations, may distort the market and 
lead to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against foreign 
players.
“There is a concern in the US that a number of 
technologies developed in the US on a com-
petitive basis might be unfairly carved out and 
brought to China,” Zarit said.(Courtesy http://
www.scmp.com/news/china/economy/articl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left,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alk 
together at Trump’s Mar-a-Lago estate 
in Palm Beach, Florida in April. (Photo/
Associated Press)

Laborers work at a steel plant of Shandong Iron & Steel Group in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Photo/Reuters)

U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Steven Mnuchin, left, 
and Chinese Vice Premier Wang Yang meet ahead of 
a US and Chin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 in 
Washington last month. (Photo: AFP)

China says it is opposed to a new law by the Unit-
ed States against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and favors dialog as a means to resolve interna-
tional disputes.
“The Chinese side consistently opposes unilat-
eral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on Friday as quoted by Russia’s Tass 
news agency.
The statement said Beijing “favors settlement of 
inter-state differences through mutual respect and 
equal dialog.”
On Wednesda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igned the new law envisioning tougher sanc-
tions against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The US Congress had approved the draft bill 
overwhelmingly last week.
Trump signed the bill under bipartisan pressure 
from the Congress amid a sweeping federal probe 
investigating whether officials in Trump’s elec-
tion campaign had coordinated with Russia to 
help the Republican president defeat his Demo-
cratic rival Hillary Clinton in last year’s election.
Trump’s desire for better ties with Moscow is an 
open secret, now reversed by accusations from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that Russia operated a 

series of high-profile cyber attacks to change the 
outcome of the November 8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favor of Trump.
Trump warned Thursday that Washington’s ties 
with Moscow were at a “very dangerous low,” 
and blamed Congress for the situation, a day af-
ter he reluctantly signed into law a sanctions bill 
against Russia.
“Our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is at an all-time 
& very dangerous low,” Trump said in a Twitter 
post. “You can thank Congress.”
Trump said in a statement on Wednesday that the 

bill was flawed and some of its provisions stood 
at variance with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Russians, however, said Moscow would re-
serve its right to take retaliatory measures against 
the bill signed by President Trump.
The US slapped sanctions on Russia over Mos-
cow’s alleged role in the eastern Ukraine crisis, 
and also for allegedly tampering in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favor of Trump.
Russia also rejects the meddling allegations 
raised against Moscow. (Courtesy presstv-i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seen signing the sanctions bill in the Oval Office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DC. (Photo/AFP)

Russian president Putin (left) and US president Trump (right) at the G20 meeting last 
month in Hamburg,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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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位於中國城
王朝超市內的王朝駕校AK Driving新
張開業，已經成立好幾年了，在休斯
敦華人社區聲譽卓著，是華人學車考
駕照的首選。王朝駕校的顧問周師傅
是大家的老朋友，他是原來百利駕校
的負責人，面慈心善技術好，很多新
移民都是在他的駕校裡學車考上美國
的駕照。據周師傅介紹，目前的王朝
駕校比不光可以考筆試，還可以由教
練Alison直接考路考，別提多方便了
！王朝駕校就是要把複雜的事情簡單
化，給大家方便！

美國是車輪上的國家，不會開車
寸步難行，等於殘廢一樣。所以，不
管是初來乍到的新移民還是剛夠年齡
考駕照的青少年，找個駕校學開車時
當務之急。華人要想快速又安全地學
會開車，最好找華人開的駕校。王朝
駕校的教練們不但駕駛經驗豐富，會
講廣東話、英語和國語，而且收費合
理，上課時間靈活，教學方法豐富，
針對不同需求的個人，可以設計不同
的教學計畫，適應不同學生的需要。
學員可以在王朝駕校內考筆試，不用

去交通局排隊浪費時間
，6小時就可以拿到學車
證，輕鬆上路。王朝駕
校的師傅們教路考也很
有經驗，經過他們指點
後路試通過率奇高。最
近，又傳來好消息，王朝駕校的教練
Alison可以在王朝駕校作為第三方考場
直接給學員考路考，不用去交通局忍
受各種奇葩主考官，學習和考試是同
一考官會讓學員有親切感，考試時不
緊張，而且練習時就會對路線有所熟
悉，這樣考試時通過率高。

王朝駕校的宗旨是服務社區，為
新移民服務。所以，如果您英文不好
，如果您初來乍到不熟悉情況，請找
王朝駕校學習開車，可以直接在王朝
駕校考筆試和路試，快速考到駕照，
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邁出您美國生
活的第一步。

王朝駕校A K Driving School
地 址 ： 9600 Bellaire Blvd, #120,
Houston, TX77036
電話：832-633-5555

複雜的事情簡單化，
王朝駕校的教練Alisonn
可以直接考路考！

【本報訊】15.3 美南電視之
粵語天地節目，本週日8 月13 日
下午三時播出，由主持黎瓊芳邀
請了休斯頓大學的張錦芳教授和
梁毓熙教授，為大家探討中國的
社會發展，社區工作除了項目多
元化外，也得到國家和地方政府
的支持，服務的質素有顯著進步
，參與者亦眾多。各大城市尤其
是廣州和深圳，政府直接資助的
家庭中心更已有完善的架構，由

充滿熱忱的大學教授領導。
另外，兩位休大教授在休斯

頓市主講兩項為父母和子女而設
的專題：1）麥當勞大學教育日，
8 月 26 日 上 午 9:30 開 始 在
Sharptown 國際學校舉辦.2）親
子講座，9 月16 日上午十時在美
華天主堂舉行，分為父母及青少
年組，由
張教授主持，子女可從應邀的護
士舉辦的工作坊中學習如何清潔

皮膚和防止暗瘡滋生。家長和子
女可值此兩項會議培養親子互動
，費用全免，報名從
速。

此電視節目於月 8 月 15 日
（週二）上午十時重播。若對此
集內容有提問，可電郵：
conniekflai@hotmail.com
或monitcheung@yahoo.com。

【本報訊】一年一度的中國舞考級工作已於近期圓滿完
成.經過兩天緊張忙碌的工作,周潔曉慧舞蹈學校除Beginning
班的小朋友外，全部考生以99%的通過率通過了十一個級別
的舞蹈等級考試。

此次來休斯敦對學生進行等級考試的高級考官----袁筱
敏，經過整整兩天的考試，分別對十一個級別的學生進行了
軟開度、直立、韻律，風格、節奏、協調性和舞蹈自娛性等
多方面進行了測試評定。袁筱敏教授對學生們的表現和老師
們的教學給與了高度的讚賞和評價：在異國文化氛圍中堅持
推廣中國舞蹈確實不是件容易的事。北京舞蹈學院考級教育
學院一直都非常重視海外中國舞蹈的推廣，非常感謝周潔曉
慧舞蹈學校全體老師們二十年來為推廣中國舞蹈文化精髓所
做的堅持和努力，也非常敬佩和讚賞老師們對中國舞蹈的執
著和熱愛。當聽到孩子們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向老師問好，並
用稚嫩的嗓音唱著中國兒歌翩翩起舞時，袁筱敏教授的心中
就會流露出一種莫名的感動；當看到高年級的學生們在很好
地完成舞蹈動作和技巧的同時又能體現心靈的愉悅和中國舞
蹈的神韻時，袁筱敏教授會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動，對學生們
加以讚賞。

兩天整整十六個小時的監考，袁筱敏教授顧不得因時差
導致的疲勞，臉上始終洋溢著微笑，身體還隨著音樂節奏而
擺動,她那親切的笑容和充滿鼓勵的話語，使得考場的氛圍輕

鬆活潑，消除了許多學生心中的忐忑。考試結束的當天晚上,
袁筱敏教授還興致勃勃地觀看了學校第四屆”Dance Show-
case”38個節目讓她贊不絕口!袁筱敏教授說：通過兩天測評
和這台充滿中西方舞蹈文化的精品專場,實在是令我驚訝,老師
們對藝術教學的付出和孩子們對兩國文化的追求都讓我能深
深感受敬佩!地道的中國舞蹈文化神、形、韻、律能在這些美
國長大的孩子身上生動、形像地體現，是要經過多年連續的
、嚴謹的、系統的教學方案實施才能體現的教學成果，而學
生們輕鬆、自信、身隨心動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則是有賴於老
師們生動形象的示範和多元舞蹈作品貫穿於教學中的一大收
穫！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多年來一貫堅持學校設立的嚴謹又不
失活潑的春季的基礎教學；靈活創新而又內容豐富的夏季課
程，多姿多彩、風格迥異的舞台表演課程和為孩子們“量身
定做”的獨舞、雙人舞、三人舞創作作品課程，並在教學過
程中不斷地改進和完善。

暑期課程正在進行中! 中國城總校和Katy分校的夏令營
也同時開放！ Katy 分校7月17日—8月4日夏令營課程招生
中! 諮 詢 電 話:713-516-5186, Email:jh@jhdancing.com;
www.jhdancing.com。願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能成為你快樂舞
蹈的平台，Happy Summer ！

粵語天地之<中國的社會工作和問題>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順利完成一年一度的中國舞等級考試周潔曉慧舞蹈學校順利完成一年一度的中國舞等級考試

黎瓊芳黎瓊芳,,張錦芳教授和梁毓熙教授張錦芳教授和梁毓熙教授


	0807MON_B1_Print
	0807MON_B2_Print
	0807MON_B3_Print
	0807MON_B4_Print
	0807MON_B5_Print
	0807MON_B6_Print
	0807MON_B7_Print
	0807MON_B8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