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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为防“咸猪手”，每天挤地铁

上下班的广州市民赵小姐收起了衣柜中的短裙

，换上了牛仔长裤。

记者从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了解到

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7月，在广州

地铁中的猥亵和侵犯隐私类警情时有发生，但

相对于广州地铁日均770万的客流量来说，并

不明显。

广州公交警方分析发现，此类警情多发于

早晚高峰时段，客流量越大的站点，“色狼”

越容易出没；而穿着短裙、低胸装等清凉服饰

的年轻、独行、弱小女性，更容易成为“色狼

”的侵犯目标。

公交地铁“狼群”为何难以根绝？如何有

效防“狼”？羊城晚报记者为此专门请教了公

交警方的资深办案民警。

发案情况 上下班高峰多发

近年来，公交警方不断加大对辖区内猥亵

类案件的打击力度，共依法行政拘留 50名

“色狼”，该类警情也一直相对较少。

警方抽取近三年夏天(2015年 5—10月、

2016年 5—10月、2017年 5—7月)广州地铁的

猥亵类警情进行分析发现，此类猥亵类警情的

高发往往与站点的客流量成正比。因此，在客

流量较大的站点，广大女性尤其要提高警惕，

保护好自己。

哪些地方、什么时段容易有“狼”出没？

公交警方统计发现，有近九成猥亵、偷拍等侵

犯隐私类警情都发生于早晚高峰时段，其中尤

以晚高峰时段发案最多。

在公交分局员村站派出所辖内，每天有

90多万人次在其管辖的15个站点间穿行，其

中多数都是到珠江新城的上班族。

以员村站派出所为例，据统计，2016年至

今，该所受理的猥亵案件中，有80%发生在上

下班高峰时段，85%的案件发生在地铁车厢中

。侵犯隐私案件基本发生在扶手电梯处，嫌疑

人均用手机对事主的裙底进行拍照或录影。

“狼群”分析 四种方式“揩油”

2016年6月3日，公交警方处理的一宗猥

亵案的监控视频中，嫌疑人穿着白衬衣黑西裤

，背双肩包，戴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却持

续猥亵一名女乘客半个多小时。

负责处理该案的员村站派出所副所长张强

告诉记者，地铁里的“色狼”，什么类型的人

都有。“我们办过的案件中，嫌疑人有厨师，

也有研究生、工程师等。”

根据多年办案经验，张强告诉记者，“色

狼”一般会用四种方式贴近女乘客“揩油”。

一是隔裤“挠痒”。嫌疑人在公交、地铁

上趁人多拥挤，有意摩擦女性身体。

二是“一览无遗”。在公交、地铁人多的

场所，故意裸露身体，当事人越紧张、害怕，

嫌疑人就越兴奋。

三是“顺手牵羊”。在公交、地铁上趁人

多拥挤，用手抠摸、搂抱他人身体。“我们接

触过的案件中，这类手法居多，许多都是顺手

摸一下女性暴露在外的大腿手臂等。”员村站

派出所办案中队副中队长许剑华告诉记者，

“也有嫌疑人故意把手下垂，放在穿着清凉的

女性臀部后。列车摇晃、站立不稳时，嫌疑人

的手就‘自然’贴上去。”

四是裙底偷拍。在公交、地铁座位上利用

拍摄工具或在手扶梯、楼梯上尾随他人，偷拍他

人隐私部位。许剑华介绍，这种行为在站台上也

偶有发生，偷拍者用手提包或雨伞遮挡，偷偷露

出手机摄像头，伸到女性裙底下偷拍。由于物体

做遮挡，女性的警惕性没那么强，但囿于角度限

制，偷拍到的内容也常常模糊不清。

作案目标 衣着清凉女性

警方发现，此类案件中，年轻、独自外出

，穿着裙子、超短裤、低胸装等性感、清凉装

扮的女性，更容易成为“色狼”的目标。“这

类女性社会经验少，胆小、怕事、爱面子，被

侵犯时往往不懂如何保护自己，就算是反抗，

力量也比较小。”张强说。

去年夏天的一宗猥亵案让张强至今记忆犹

新。

事主小佳(化名)是一名娇小柔弱的女生。案

发当天早上8点半左右，在3号线地铁客村站，

一名戴着眼镜的斯文男子盯上了穿着短裙的小

佳，借机靠近并直接伸手去摸她下体，小佳一

声未吭。到达珠江新城站换乘时，男子也一路

贴身跟了上去。换乘5号线后，在开往鱼珠方向

的列车上，嫌疑人再次动手，小佳依然保持沉

默，嫌疑人见状，直接把她顶到车门旁边的拐

角处，又搂又抱、摸下体，行动一再升级。

“可惜这个女孩太软弱了，嫌疑人一直跟

了11个站，监控录像里，她一直沉默，也没

有反抗，两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情侣。”张强说

。

半个小时后，列车到达5号线鱼珠站，在

列车门快关闭时，嫌疑人一把将小佳推下车，

并随之逃离现场。见“色狼”离去，小佳才报

了警。10天后，警方将嫌疑人赖某抓获。

赖某交代，自己是名IT男，有女友，之

所以一直侵犯，就是觉得女孩好欺负。

作案原因 多为临时起意

为何“色狼”频频作案？张强告诉记者，

员村站派出所处理过的此类案件中，临时起意

者居多，暂未发现形成群体或多次作案的。

“我们处理过的猥亵类案件中，根据嫌疑

人的供述，有跟女朋友分手、工作压力大等原

因作案，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们看到这些

年轻女孩穿着比较清凉、暴露、性感，产生好

色冲动。”许剑华说。

而在偷拍裙底的侵犯隐私类案件中，嫌疑

人则多数有心理障碍。“我们抓到的偷拍者，

多数一直都有这种行为或癖好，有的甚至一拍

拍一路。”许剑华说。

近期，在车陂地铁站C出口上行手扶梯处

，一名男子站在一名女子下方，用手机偷拍女

子裙底，被旁边乘客看见，并当场抓住。“我

们抓获的偷拍者的手机，有的人手机里连续几

个月都有偷拍裙底的记录。”许剑华说。

防狼误区 缺乏证据意识

公交警方表示，对猥亵类、侵犯隐私类案

件，警方发现一宗，处理一宗。但根据近年的

打击情况，此类犯罪隐秘性极强，部分被侵犯

的女性羞于启齿，很多女性选择沉默，选择报

警的还是少数。

今年，有市民在乘坐地铁时发现有猥亵行

为，拍照发到微博上，公交警方几经周折找到

事主和嫌疑人，不料女事主却说：“可能是不

小心碰到的。”为警方处理这类行为增加了难

度。

此外，由于多数人缺乏证据意识，往往也

让“色狼”难以被绳之以法。

张强告诉记者，就在前几天，派出所接到

一起猥亵警情。女事主在乘坐地铁5号线上班

的过程中遇到“色狼”，到公司后才发现自己

裤子上有不明液体。“她觉得恶心，立马到卫

生间把裤子洗干净了，后来觉得不对头才报警

。”关键证据被洗掉，鉴定嫌疑人身份也成了

一大难题。指认案发车厢的监控视频时，事主

也印象模糊。

此外，还有事主以赶时间等理由，报警后

匆匆离去，不配合警方调查，也让案件侦破陷

入僵局。

女性“防狼”不僅要報警還要保存好證據

男子杀女友后自残
6月20日上午11时许，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广

陵分局的警铃急促地响了起来，民警接到一男子报

案称，在沙口村一出租屋内发生命案。警方立即赶

赴现场，在事发出租屋发现，一女子已无生命体征

，一男子身受重伤，桌上留有字条：“不准把我们

分开。”后两人被送往医院，女子经抢救无效确认

死亡，男子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

经查，男子名叫樊爱建，1994年出生，江苏兴

化人。女子阿莹（化名），1995年出生，在扬州某

医院做实习护士，两人曾是恋人关系。樊爱建交代

，阿莹系被他所杀。他跟阿莹是老乡，早在初中时

他就对同班同学的阿莹有好感。毕业后，两人一直

保持联系，几乎每年，他都会向阿莹告白，但一直

没得到回应。直到2016年10月，阿莹才答应，但遭

到了阿莹家人的强烈反对，阿莹也逐渐心生动摇。

今年6月初，她跟樊爱建提出分手。

没想到，樊爱建对分手一事反应激烈，威胁她

要是分手就一起死。阿莹母女从樊爱建的出租屋带

走阿莹的私人物品后，他坚定了杀害阿莹再自杀的

想法。

6月20日凌晨1点左右，樊爱建在阿莹医院宿舍

的楼梯口蹲守，下小夜班的阿莹途经此处，看到樊

爱建后很是惊讶：“你来这里干吗？”“我来找你

做以前说过的事！”说罢，樊爱建双手掐住阿莹的

脖子，往墙边推，阿莹不断反抗，可樊爱建没有松

手，直到她没了呼吸。作案后，樊爱建将阿莹尸体

运至出租屋。当天上午，樊爱建给家人发信息，

“你们今天来接我们吧。”随后，樊爱建在出租屋

内用水果刀自残。察觉到异样的樊爱建父亲等人从

老家赶来扬州，看到出租屋内的情景惊恐不已，劝

说未果后报警。樊爱建还曾在作案前伪造证据，制

造和阿莹一起殉情的假象，他利用阿莹的闲置手机

登录阿莹的QQ，冒充阿莹和自己聊天，伪造她想和

自己一起死的聊天内容，并截图保存。

7月14日，扬州市广陵区检察院审查后认定，樊

爱建的行为已涉嫌故意杀人罪，依法对其批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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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国家的教育都有自己的特点

和优势，都有值得别国学习借鉴的地方

。中美基础教育的比较依然要遵循这个

基本前提，要理性分析教育差异背后的

根源，否则就会是盲人摸象、一叶障目

。

比如，关于学生学习压力的问题，

为什么表面看起来美国学生的学习快乐

，而中国学生的学习艰苦呢？那是因为

我们把中国好的学校和美国一般的学校

相比较。在美国一般的公立学校，的确

学生不做作业、课业负担很轻。但在美

国好的私立学校，学生学习的艰苦程度

一点不比中国的学生轻，学校里的竞争

也一样很激烈。中国的学生书包很重、

理科教材程度很深，而美国学生的课本

也并不薄，特别是文学、历史课本都很

厚很难，为的是给学生打下非常坚实的

人文基础。

再比如，关于大学录取标准的问题

，为什么表面看起来美国的大学录取不

重视成绩，而中国学生的高考分数却是

命根子？那是因为我们简单地把美国的

SAT或ACT成绩和中国的高考成绩相比

。美国大学招生是不以SAT或ACT的成

绩为唯一标准，他们重视的是申请者在

中学的成绩平均绩点以及AP课程的成绩

。不是美国不重视成绩，本质上的不同

是美国没有全国性的考试，大学招生实

行的是申请制；而中国实行的是全国高

考下的统一录取制度，高考成绩才会成

为大学招生的唯一录取标准。

还比如，关于学校教育公平的问题

，为什么表面看起来美国好的私立大学

特别强调生源多样性，而中国学生特别

是偏远农村学生上一流大学难于上青天

？美国私立大学鼓励不同背景的学生之

间相互学习，但根本上还是为富裕阶层

提供教育服务；而公立大学则解决的是

教育公平问题，教育质量可退而其次。

中国教育面临最棘手的问题是有着非常

庞大的教育群体基数，负担沉重，且中

国人自古以来寄希望于教育改变命运，

在强调公平的基础上更强调教育质量的

差异和竞争。与中国教育以显性的应试

来划分学生群体不同，美国教育实际上

通过一个宽松的过程，悄然完成了社会

分层。

从最根本的原因分析看，受社会制

度、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甚至地理环境

的制约和影响，各国教育必然在理念、

途径和方法上存在差异。中国和美国在

教育理念上各有差别，有时很难用一个

简单的标准去评判哪个更好。教育改革

，大家都在路上！

如果从更鼓励孩子的动手能力、收集

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培养孩子的探

索性和创造性角度来讲，美国教育无疑是

值得我们借鉴的。在我们向美国教育学习

的同时，美国教育界也在认真研究借鉴中

国基础教育的某些成功经验。许多美国一

流的教育学家都认为中国教育所取得的成

就是难以置信和无法想象的，他们认真分

析中国教育的数据，并且和全球其他国家

进行比较，认为这也许是美国未来所面临

的最强有力的挑战。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一流大学的

招生要求对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作用都是

非常明显的。那些最顶尖的美国学生和

中国学生所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一

样多的，甚至美国学生可能更多，因为

他们所接触的范围更宽更广。在美国，

一个不去辅导班补课、不花大价钱去学

习才艺和参加社会活动去丰富自己履历

的孩子，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名牌大学。

美国大学的招生录取制度也远非人们所

想象的那样纯粹和完美，它也同样需要

在实施的过程中克服各种各样的外部干

扰因素。

那些认为只要把美国大学招生考试

制度直接移植到中国，就可以一劳永逸

地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

。即使全盘移植了，那些曾经出现过的

问题也一样会再次出现。反之，那些认

为中美社会制度不同,因而完全不能借鉴

美国招生考试制度的某些成功经验的观

点也是武断和不尊重实际的。

所以，我们要理性地比较中美教育

的差异，才不至于陷入一会儿骄傲自大

一会儿又妄自菲薄的摇摆之中，也不会

受到民粹主义和简单民族主义思潮的摆

布。推崇应当建立在真实了解的基础上

，借鉴必须依赖于本国国情。否则，单

纯盲目的移植必然会导致南桔北枳。当

前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戒除浮躁和

盲从，在真正了解自己和美国的基础上

，正视我们的差距和不足，按照教育规

律，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现状逐渐

加以改进和完善，让改革的具体措施落

地、落实。

中美教育改革都在路上

张立珩，美籍华人，现居北京，职业投资人

、作家，而她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北京大学工学院

院长张东晓的妻子。

二十多年来，养育了两个孩子的张立珩既是

中国教育的亲历者，也在儿女的成长过程中近距

离观察过美式教育。2011年夏天回国定居后，张

立珩在生活中接触过许多家长，深感当前在中西

方文化差异的冲击下，家长们对子女教育的焦虑

和迷茫。她结合自身经历，对中国和美国教育的

差异进行了多方位的思考、对比和概括。

通过分享这些思考，张立珩希望能够抛砖引

玉，引发更深层的思考和探究。同时，她一再强

调，教育方式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对与错，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因此，对孩子个体最适

合的教育方式才是最好和最有效的。”

趋同性 vs. 趋异性

对于中美教育方式的差异，张立珩的诠释是

美式教育倾向于培养个性化的学生，而中式教育

则恰恰相反：倾向于培养同质化的学生。除此之

外，中式教育的设计基本上是以培养精英为目的

，但往往并不适合大多数学生。

“所谓的趋同，最直观的体现是我们从小到

大的教育都要求有标准答案。比如对于文学作品

的阅读理解，考试要求学生的答案要符合标准才

可以得分。但我们都明白，文学作品的解读应当

有各种各样的角度、方向，否则就是在抹杀孩子

的个性和灵气。”她说。除了考试之外，整齐划

一也一直是中国学校对学生作出的要求，比如统

一的着装、队列等。她认为，这种统一也许便于

管理，但也让孩子们几乎变成了“同一种色彩”

。

相比之下，“趋异性”则是美国教育的一个

鲜明特点，这种对孩子不设限、注重个性的思想

，贯穿于美国孩子从小到大接受的所有教育阶段

。

每天送女儿上学的张立珩对女儿小学的教室

十分熟悉。教室四面的墙壁上贴满了孩子们亲手

制作的海报，充满趣味。“这些都是老师平时要

求孩子们制作的，也是他们平时课程要求的小项

目（project）。只有对内容理解并掌握得非常好，

学生才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要求的难

度实际上很高，而个性化海报的制作，也可以让

孩子们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她说，联想到绝

大多数中国学校的教室里千篇一律的布置——几

乎是相同的名人名言海报装点着白色的墙壁，

“的确索然无味”。

不仅如此，中美教育的“趋同”与“趋异”

的差异还表现在学生的录取方式上。中国的“分

数论”自不必多说，谈到美国大学的录取，令张

立珩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六七年前在耶鲁大学参观

时，遇到的一位男生。

“那时，我们一家人为了帮儿子参考如何选

择大学，一起去耶鲁参观，接待我们的大学生令

我们印象深刻。”好奇的张立珩与这位男生闲聊

，了解他是如何被耶鲁录取的。这位男生告诉她

，自己在其他方面并不突出，主要是在申请时讲

述了在中学阶段成功减重的经历，这段经历打动

了录取委员会的老师们。

“也就是说，美国名校的录取，标准考试的

成绩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学校还会从多方面考察

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更注重学生的特质。除此之

外，学生还要写文章阐述学校为什么要录取你, 你

是怎样在芸芸众生中塑造了一个独特的自己，你

能给学校或社区带来什么等等，”张立珩回忆道

，“减重的经历实际上反映出这位男生的一些宝

贵品质，例如决心、耐力、持久精神等。然而很

遗憾，我国对学生的考察标准中是看不到这些的

。”

举轻若重 vs. 举重若轻

关于中美教育的第二个不同点，张立珩用两

个词来概括：“举轻若重 vs. 举重若轻”。听起

来比较抽象，但她认为，这一点在塑造孩子人格

和价值观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这主要是从家长的角度而言，”她进一步

解释道，“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往往感觉是如

临大敌、小心翼翼。在孩子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

中，家长受到一些陈旧的、不科学的观念的影响

，因此设立了许多的条条框框，有很多的‘不许

、不可以’，例如怕孩子冷，怕孩子热，怕孩子

摔跤等等，所以很多东西都不让孩子去尝试”。

张立珩拿隐形眼镜举例：“很多中国父母认

为，隐形眼镜会伤害眼睛，即便有诸多好处，也

不愿意让孩子去尝试。试想一下，如果人人都有

这种观念，世界上就不可能出现隐形眼镜了。”

在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下，家长不希望出哪怕是

一点点的差错或意外，孩子也会感到很大压力，

久而久之，会变得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不敢

越雷池一步，更不敢挑战权威”。

在张立珩的观察和思考中，关于教育，家长

们的态度与孩子的视角是“一体两面”的，不可

截然划分。也许因为在国内试错的成本太高，中

国家长对孩子的人生往往太过重视、太过操心，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一路扶持下去

。

“当然，我也理解国内的家长们‘为孩子好

’的出发点，但是这种‘举轻若重’的态度会给

孩子压力，也容易让孩子把简单问题给复杂化。

在我看来，还是不应该对孩子过分呵护，不能’

含在嘴里怕化了’，要允许孩子犯点错误、走点

弯路，让孩子去体验挫折。只有这样，才能培养

出孩子乐观豁达的性格，未来遇到人生中的各种

困难和挑战时，才能以良好的心态面对。”张立

珩补充道。

而美国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认为，

“have fun（享受快乐）”是最重要的部分，

“nothing is impossible（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乐

观精神贯穿始终。由于没有很强的得失心，美国

家长更愿意让孩子自己去体验和规划自己的人生

，也更容易接受孩子日后平平凡凡、成为普通劳

动者的现实。

张立珩至今仍记得一位美国教授朋友轻描淡

写地告诉她，他的一对聪明、漂亮的儿女在高中

时就双双退学了，在社会上游荡。他没有忧心忡

忡，更没有痛心疾首，平静得像是在说着别人家

的故事。

“当然，兄妹俩后来发现，江湖不如想象中

那么好混之后，还是一边打工养活自己，一边自

学获得了高中文凭。”她补充道。

实用导向 vs. 兴趣导向

张立珩直言，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可谓“名不

虚传”，“比如，我们看见一种果实或一朵花，

会情不自禁地想它能不能吃、是否有药用价值等

等。”

在她看来，教育的实用性主要体现在中国父

母为孩子选择的领域或方向一定要工作稳定、收

入高，而很少考虑孩子的兴趣。但她强调：“虽

然我们有共识——如果想在某个领域成功，必须

是兴趣的驱使加上持续不断的努力。但是这个世

界上能够纯粹凭兴趣谋生的人应该为数不多，绝

大多数的人，还是需要一份平凡的工作来养家糊

口。所以，通过重复的训练和强化来掌握一项技

能依然很有必要。”

相比之下，美式教育不仅以兴趣为驱动力，

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不可否认的是，

孩子往往会选择比较容易的科目，客观上造成了

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学生严

重不足。如果不是有持续的移民作为补充——尤

其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理科学生源源不断地流入

，美国科技霸主的地位恐怕早已丧失。张立珩谈

到，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不可能人人都去

创新，用创意改变世界的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

人，“乔布斯的创意固然伟大，但也是需要众多

的工作人员去一步步地实现。”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养育孩子的过程是

一个不断降低期望值的过程。孩子很小的时候，

我也以为他们是天才，会成为无所不能的人。但

逐渐地，我会接受孩子平庸的事实。也许某一天

，孩子又会给你一些惊喜，那一定是他们找到了

自己喜欢而又擅长的事情。”张立珩说。

取得成功 vs. 获取幸福

关于中美教育特点的最后一组比较，是张立

珩在儿女年幼时为他们读故事书的过程中体味到

的。

“当时，我母亲从国内来美国陪我，带了许

多国内的故事书来。晚间读故事给孩子们时，我

忽然体会到，在童书中就已经体现了中美教育理

念的截然不同之处。”张立珩回忆道。

“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故事就是《狼来了》，

”张立珩总结道，“狼吃羊”这一类主题的故事

，几乎贯穿于我国几十年的教育传统中。她说：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这样，即便

到了现在，近些年的动画片，比如《喜羊羊与灰

太狼》依然没有摆脱这种‘吃与被吃’的关系，

而在这背后存在的是一种仇恨和不安全感。”

“在衣食无忧的今天，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显

然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没有去注重满足孩子们

的心理需求。”张立珩说。

旅美作家張立珩：中美教育的四點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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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集体主义化的中国，

一个人是不完整的，他甚至都不能构

成存在的单元，他们会被排斥在家庭

体系之外，或者被忽视得厉害，必须

结婚生子构建一个完整家庭，才会构

成一个被尊重的独立单元。”——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2015年10月8日，余虎起得很早

。

前一天，他已经收拾好衣服，这

几天他已和妻子协商好，要趁国庆假

期后第一个工作日去民政局办理离婚

手续。余虎打算一办完手续，回家拿

上衣服就跟小杨离开。

这天早晨，妻子租了辆车，坐进

副驾驶，余虎坐进后排，两个哥哥分

坐在他左右。他有点奇怪，我们去离

婚，哥哥们跟着干什么？妻子说，

“做一个离婚见证。”

之前，余虎的妻子去庙里烧了香

，她试图尝试各种方法，来挽回自己

的的家庭。但这是徒劳的，半年以前

她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恋的事

实。

所以，她想到了另一个方法。

令余虎始料未及的是，车子并没

有开往民政局，而是在一个白色大门

前停了下来。

余虎随即被妻子以及妻子的哥哥

和父母绑了起来，那是驻马店市精神

病院，一家成立于1970年的公立医院

。妻子所谓的方法，就是送余虎去

“治疗同性恋”。

“他们似乎已经跟医院打好招呼

了。把我带过去后，没进行任何沟通

、检验，就把我带到病房的床上绑了

起来。”余虎如此回忆。

没有任何问诊或检查手续，余虎

不断地坚称自己没有病，不需要治疗

，但一切都是徒劳。

“进去后，我就被他们绑在了床

上，到了下午有几个高大的男子过来

强行把我的衣服脱了，并换上精神病

房的病服。”在精神病房的第一天，

余虎不肯换衣服，“他们强行脱我的

衣服时还嘲笑说，你就是同性恋？让

我们看看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余虎

被嘲笑污辱，却无力反抗。

接下来送到余虎面前的，就全是

药了。

余虎问医护人员他吃的是什么药

。对方并没有回答。只是命令他立即

在其面前吃掉。余虎知道自己并没有

精神病，而医院也从来没有对他进行

任何检查，就直接开药给他吃。但他

也知道。除了顺从，自己别无选择。

因为从一进来，他就听到其他病

房传来的叫声，那是其他病人不服从

安排、不吃药后被“管理人员”殴打

的声音。

“我经常在打饭时看到其他人被

殴打辱骂，半夜里这些场面又会出现

在梦中，几番惊醒以后，我只想逃出

去。”

余虎想过跳窗。但他住在四楼，

“外面有一个防盗铁窗，还有一道玻

璃，在外面还有一道。你从里面走，

要穿过一扇刷卡的门，必须家属陪同

才能出去。如果护士看到你在门旁边

，他会叫你离开，否则也会打你。厕

所里都不会让你待长的，而且我知道

，跳下去肯定死定了。”

小杨此时的内心是近乎崩溃的，8

日上午，他跟余虎最后一次通话只得

到一个消息：余虎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电话还没打完，余虎的手机就被夺

去，小杨联系不上，只好从外地赶来

，在驻马店的医院，一家一家地打听

。打听了四天，在驻马店第二人民医

院心理科，一医生说，“你去前面那

幢楼问问，那里关的都是精神病人。

”

小杨一个楼层一个楼层的询问，

才终于问到了余虎的名字。但他被医

生告知，家属特别交待，除送他来的

妻子和哥哥外，拒绝任何人探视。

小杨是余虎的男朋友，两人是在

网络上认识的。

余虎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在家里六姐弟中排行最小。16岁初中

毕业后，他开始做点小买卖，他喜欢

上衣颜色鲜亮，裤子口口袋袋，露出

一小片皮肤。他身量纤细，手指摆成

一个纤柔的姿势，买衣服都要专门去

全县最潮的店。大家都夸他时髦，可

是没有人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余虎觉得，可能世界上只有自己

一个人是这样。

2001年左右，偶然的机会，他认

识了一名同性，余虎爱上了他，相处

了一年半，对方却告诉余虎，自己要

结婚了。

于是，“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这

样”的感觉又回来了，并且变得更糟

，余虎彻底感觉被人欺骗了。那人告

诉余虎，结婚吧，结了婚就好了。

余虎感觉自己找到同类的希望越

发渺茫，那时，父母正好给他介绍了

邻村的林红，认识三个月，两人结了

婚。结婚前一天，余虎对父亲说：

“总有一天我会离婚！”父亲斥责：

“离就离，反正现在肯定得结！”

颇有经商头脑的余虎很快宽裕起

来，尽管当时，林红觉得余虎在那方

面非常冷淡，但她还是认为余虎是个

好丈夫，是因为每天起早贪黑的进货

才疏于照顾自己，而且在外奔波没有

沾染半点女色。很快，孩子也出生了

，他们购置了两层的房屋，还有一部

价值20多万的车，日子就这样一天天

过去。

平日里，余虎偶尔会上网看看电

影。一个下午，妻子看摊，孩子上学

，余虎突然想到，网上有没有两个男

人之间的电影？出乎他意料，这样的

片子很多。面红耳赤的余虎开始思索

，是不是实际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

这么多年了，他头一次看到了

“同性恋”这个词。

很快，他搜到了几个同志论坛，

他进入同城版块后，他发现了小杨的

帖子。余虎显然并不符合小杨“不结

婚”的交往要求，但他被那种真诚打

动了，他加了帖子末尾的QQ。

小杨问，“你有家室了吗？”

余虎没有隐瞒。

小杨冷淡下来。直到两个月过去

，小杨的工厂倒闭了，余虎一直在QQ

上不断地关心他，才让小杨觉得温暖

。

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每天打五

个电话，聊四五个小时，有时能聊到

凌晨三四点。小杨仍然对余虎的已婚

身份有顾虑，可是余虎总会一遍遍地

安慰他，说一切都会处理好，“我会

给你一个家。”

此时的余虎已经在暗自筹划着，

自己和小杨未来的生活。

2015年 2月。余虎跟妻子林红出

柜，之后便分了居。可林红却不那么

认为。

“第一，他们不懂，以为是个病

。第二，他们认为是病，肯定是想挽

救我，想把我这个病治好。其实他们

的做法，要是能理解，就是为了我好

，才把我送去的。”谈及自己的妻子

，余虎其实也颇为无奈。

找到了被关在精神病院的余虎后

，小杨就睡在住院部外面，利用每天

早上九点左右病人去另一幢楼治疗的

机会，隔着窗户与余虎对话。小杨问

医生，诊断出来的是什么病，医生说

“是性偏好障碍”。

可找到余虎不代表就能把他带出

去，小杨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走投无

路之下，他找到了“同性恋亲友会”

，便发信去求救。

读到小杨的消息，亲友会负责人

阿强觉得十分不可思议。很快，录音

也发过来了，是用河南方言交流的内

容.:

“你咋被送来的来？”，

“我老婆骗我去离婚，一上车，

里面几个人，就把我按住了，把我送

到这儿来了”。

“医生咋说的来？”，

“说我是性偏好障碍。”

“医生说你是性偏好障碍？”

“是的呀……你一定要把我救出

去啊，你不能不要我了，你不能在外

面找别人……”余虎在那一头说。小

杨则焦急地哭了起来，“不会的，你

放心啊。”

得到消息的当天，阿强买了去河

南的车票。

阿强试过直接前往病区,但是他很

快碰了钉子,位于住院部四楼的病区是

完全被隔离起来的,外人根本无法自由

出入,.他又想到以表弟的身份探视,却

被管理人员粗暴地挡了回来:除了余虎

的妻子,谁也别想见到他。

到了周一，阿强又去找主治医师

理论，对方不客气的回应：“他（余

虎）关你什么事，他是来这治疗性偏

好障碍的，而且他情绪还不稳定。”

“你这明显就是胡搞。”阿强与

他针锋相对。

两个人的声音越来越大，开始在

病房里吵了起来，那位主治医生架不

住阵仗，回了病区。最终，阿强报了

警。

两个年轻的警察赶来，其中一个

问：“你报警是什么事？”

“我就跟他们说，现在有一个人

，被家属强制送到精神病院，然而他

根本没有精神疾病。”

警察很配合，他们问阿强需要做

什么，阿强说现在需要你们陪我再去

找主治医生一次交流。

当着警察的面，主治医生再三强

调余虎是被妻子送来治疗性偏好障碍

的，而且他情绪不稳定，“我们这里

有专门处理类似事情的院务处，你们

可以去找领导谈。”

于是，阿强和两位警察在医院的

院务处见到了院长，一个五十多岁的

女性，在她的出面协调下，另一个相

对温和的男医生也被召到了会议室，

双方坐下来谈了半个小时。

最后打破僵局的是律师。在跟主

任沟通期间，阿强拨打了黄雪涛律师

的电话。

黄雪涛律师是《中国精神病收治

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的主笔，律师告

诉院方，《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明

确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

愿原则，如果家属和医院没有证据表

明当事人有伤害他人和自我伤害的行

为，违反当事人意愿，强行送去治疗

，违反了《精神卫生法》，同时还涉

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这是要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会谈给医院方面施加了不小的压

力，事到如今，院长才同意再安排所

有人在病区进行一次会面，这一次当

事人出现，他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继

续留在医院治疗。

终于可以见到余虎了，所有人都

很兴奋，可到了病区时，他的兴奋却

很快变成了忧虑。

阿强见到了余虎，确切地说见到

了被迫服了药的余虎，他看起来精神

很不集中，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你是要在这继续治疗，还是要

出去呢？”面对主治医生的问题，余

虎有一种说不上话的恍惚。

旁边的阿强一看急了：“这个问

题很重要，你要按照你自己内心真实

的想法来讲。”

余虎隐约停顿了几秒，才用本地

话慢慢说出四个字，“我要出去。”

余虎的恐惧不是没有理由的，他

是被家人强行送到精神病院的，他担

心如果出去了，该如何面对家人。而

他的主治医生表示，只要本人愿意出

院，其它的问题都不需要再考虑。

电话很快被接通，对面是余虎的

妻子，主治医师说了余虎即将出院，

女人立马就咆哮起来：“这来的是什

么人，跟他什么关系，”电话又接到

余虎那里，他的妻子仍然是蛮横的态

度：“你不改（治疗），我就永远不

接你出去，就让你在里面呆一辈子。

”

余虎的眼泪立马就下来了，他带

着哭腔对妻子说，“这次我肯定改了

，我回去和你好好过日子……”他必

须要尽快离开这里，离开这个令他噩

梦不断的地方。

就算这样，余虎的妻子依然不依

不饶，她在电话里坚持，要主治医生

留下余虎继续接受治疗。主治医师的

回复则很干脆，“你们下午抽空来办

出院手续，如果你们不来，下班前，

我们也要办出院了。”然后，结束了

通话。

下午四点，当初送余虎来医院的

人又回到了医院，很不情愿地办理了

出院手续，余虎被接回家。

截止到这天，余虎在精神病院整

整住了19天。

一路上，余虎的姐姐不断地骂骂

咧咧：“全县都没有同性恋，你就是

那个，回去我就把你腿打断，看你以

后怎么再外面的男孩子在一起……”

余虎当然明白即将面对什么，回

到家第四天，天刚刚亮的时候，余虎

再一次选择出逃。他几乎什么都没带

，只想着跟小杨逃到远方。

对于刚刚获得自由的余虎而言，

他要找回来的东西还有很多。

后记

2014年，北京海淀法院判决一名

被电击治疗的同性恋者胜诉，法院还

把“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写进了判

决书。“我觉得我被强行治疗的情况

与北京这个例子类似。医院的这种违

法行为需要得到相应的处罚，而且也

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因为性取

向而被这样对待，所以我决定拿起法

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余虎这

么说。

事实上，早在1990年5月，世界

卫生组织就已将同性恋、双性恋从国

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中删

除，世界医学标准从此不再认为性倾

向本身是疾病，也不需要“扭转治疗

”。

2016年5月17日，余虎以驻马店

市精神病医院为被告，向驿城区法院

提起了诉讼。他认为驻马店市精神病

医院强制其住院且禁止出院的行为侵

犯其人身自由权，他要求医院赔礼道

歉，并支付精神抚慰金1万元。

2017年6月26日，河南驻马店驿

城区法院一审判决，驻马店精神病院

对余虎强制治疗的行为侵犯了余虎的

人身自由权，判决该精神病院在全市

范围内向其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

神抚慰金5000元。

案件开庭之前，院方曾经问余虎

：“如果医院愿意出钱和解，你同意

吗？”

“不。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余虎说。

逃离疯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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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说福州话的纽约市警

我在香港出生，父母是福州人，所

以我会讲国语、福州话和广东话三种方

言。1972年，10岁的我跟随家庭来到美

国纽约，住在布碌仑。读小学时我要念

ESL课程，因为当初在香港所学有限，

刚到美国几乎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好在

我年纪小很容易学，只是头一两年要辛

苦一点。所以就像其他新移民一样，我

也曾经体会过初来乍到遭遇的语言障碍

和沟通困难，对他们面临的难题感同身

受。

那时候来美国的早期移民基本上家

里环境都不是很好，我十来岁下课了就

去打散工，做过衣场、餐馆，开过出租

车，也在银行做过助手。1983年夏天，

我在雷克岛监狱开始了人生第一份执法

工作，同时也是第一份和翻译相关的工

作。由于八十年代纽约的中国帮派问题

很严重，有些黑帮被抓后不会说英语，

会讲三种方言的我就负责为他们翻译，

登记信息、核对身份、协助过堂等等。

1985 年我从监狱转到纽约市警

(NYPD)，派往皇后区阿斯托利亚(Astoria)

的 114分局。那时整个纽约市的华裔警

察只有十来个，其中大部分还是ABC，

能讲中文的更少，会说福州话的就只有

我一个。当年还有主流媒体报道说，我

是全纽约头一个说福州话的执法人员，

有可能也是整个东海岸的“第一人”，

想不到无意中创造了历史。

白马行动，缉毒风云

机缘巧合下，从警短短两个月后我

转入FBI和NYPD合作的反黑反毒反帮派

特 勤 组 (Joint Organized Crime Task

Force)，里面精英云集，每一个案子都需

要双语能力，正是因为我独特的语言背

景才得以有这样的机会，从此就在刑侦

前线服务二十年，一直干到退休。

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纽约华

人社区黑帮肆虐、毒品泛滥十分严重。

我们与州府、州警、市警、海关等部门

通力合作，先后破获了多个华人黑帮集

团，包括威震一时的鬼影帮、东安帮、

飞龙帮、福清帮等。可以说，唐人街能

有今天的安定繁荣，当年重拳打击黑帮

功不可没。

1989年，我们部门破获了一桩创记

录的特大毒品案，香港帮派“新义安”

成员网罗各地人马，以泰国为跳板将毒

品运到美国。经过长达18个月的调查，

100多位FBI探员们同时出动，在美国皇

后区、加拿大、香港、泰国、马来西亚

等世界范围内抓捕毒贩40多人，缴获海

洛因1500磅，充公毒资数百万元，成为

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宗毒品走

私案。

这次缉毒行动代号为“白马”

(Whitemare)，我在行动中负责跟踪、抓

捕等工作。因为我会说很多种方言，成

为了至关重要的24小时监听团队的一份

子，那段时间经常加班，每周做6天、

每天连续监听14个小时，如此一做就是

16个月。

双语监听对取证很重要：第一你要

明白他们说什么，第二你也要知道监听

方面的种种法律规定。我们当时采用最

低限(minimization)试听，开始头1分钟你

可以听，如果是私人的就要关掉，如果

跟犯罪有关就要全部记录下来，再作摘

要翻译。

做监听，你头脑要很清醒，因为有

时他们说的东西你听不太懂，要有很好

的分析组织能力，另外他们会说很多暗

语、代号和人名外号，你必须要对案子

有一定了解。比如该案毒贩之间有个暗

号叫“一本书”，就是代表一块海洛因

毒砖。最终“白马行动”顺利收网、缉

毒成功，我也为自己从中出力贡献感到

骄傲。

福州移民潮，艰辛偷渡客

后来几年，福州偷渡客越来越多，

有些人付不清费用，就会遭遇绑票勒索

。绑票最猖獗的时期要数90年代初，很

多福州人偷渡过来却没办法付完蛇头的

钱，蛇头就把他们绑票，打电话给家人

要他们拿钱出来赎。

93年我们曾经做过一桩唐人街的绑

票案，成功营救出一个12岁的小女孩。

绑匪开口索要6万8赎金，在当年是很大

一笔钱。谈判结束后我们佯装去交赎金

，在唐人街抓了5个人，在布碌仑也抓

了好几个，最后从布碌仑50几街把小女

孩救出来。当时我们联邦探员冲进去，

发现房里除了她还关着另外几人，万幸

都还活着，但是我们也在现场找到了一

些很大的塑胶袋和一些绳索。如果当时

我们没能找到他们的位置，这些人真的

可能会遇害。

当年福州人偷渡主要靠坐船。今天

移民们谈虎色变的ICE(移民局)，当时叫

作INS(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

vice)。我和 INS也合作过好几个案子，

前往加勒比海调查偷渡。一船一船的偷

渡客过来加勒比，再送到危地马拉、海

地等国，最后转往佛罗里达，进入他们

梦寐以求的美国。然而当年的偷渡条件

很差，我见过最多的偷渡船一口气藏下

了200多人，也听说过一些女性途中十

分凄惨，甚至有船会把半路生病的人抛

弃在公海。

如果偷渡船在加勒比地区被当地政府

扣留，我们就要去录口供，最忙的时候

几乎一个月去一次。大概这是一种风气

，一些福州人衣锦还乡，说美国遍地黄

金，年轻人便争先恐后涌向美国打拼。

不过我录口供时也曾遇到一小部分人，

他们在中国过得很好，本来不想来的，

但是觉得不来很没有面子，老婆也会看

他不起，说他没有出息。很特别的是，

大部分从加勒比线偷渡来美的福州人心

中最终的目的地都是纽约，从现在繁荣

的八大道就可窥其一角。

我在加勒比海主要负责调查被抓偷

渡客们是否与纽约的罪案有关系，至于

他们能不能留下来，都是移民局的事情

了，我们部门没权去管。如今十来年过

去，当初十八九岁偷渡来的小伙子，现

在都已迈入不惑之年，留下来的那些也

早都流移四散，各奔前程。

不过偶然间我也碰到过一两个当年

经手的偷渡客。有次我和家人去康州玩

，途中在一家华人自助餐厅吃饭。当我

埋单时，企台说老板付了，我纳闷：

“老板付了？谁是老板？”原来那家老

板正是一个当年的偷渡客，他出来说：

“黄先生你还记得我吗？加勒比海！这

一餐让我请。”我这才恍然大悟。

因为我负责帮忙翻译，偷渡客们最

熟悉我，对我印象比较深。其实我在工

作中对每个人都是一样，不会故意为难

谁。大家都是中国人，只不过我比他们

先熟一点，因为我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

一起来，而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也

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态。

担任法庭翻译，见证罪案变迁

在联邦探员的位置上服务了20年，

退休之后我休息了一段时间。有次碰到

一位法院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非常需要

福州话翻译，于是从2004年开始我就做

起了兼职的专业庭译，到今天已有十几

年时间，主要负责福州话和国语。

法庭翻译一旦说错话很可能造成致

命后果。像高等法院，凡是开庭的案子

都是打劫、杀人的大案，如果翻译不合

格，你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影响审判的结

果。2006年以前纽约州法对考试没有要

求，结果不少本身会讲双语的律师和法

官投诉某些翻译质量太差，于是从06年

开始规定法庭翻译必须通过专门语言考

试。就我所知，实行考试前曾经有大约

1300多名各种语言的翻译在法庭挂名服

务，首次考试筛查后只剩下400多人，

可见考试多么必要。

因为八九十年代太多福州人进来，

人口变多，自然就有一部分人会犯罪。

以前福州人犯的大多是醉酒驾驶、打老

婆打老公、家庭纠纷这种小案，最近几

年大案多了起来，八大道很多案子要上

庭，越来越需要福州话翻译，我们也就

越来越忙。

还有一些案件则是因为新移民对美

国不了解，一些在国内是小事，到美国

却触犯了法律。我曾经听一个打人案的

受害人讲，他被打前告诉肇事者说他要

报警，结果对方听后却说“你报警啊！

官府在远，拳头在近！”——这里是美

国，多说这么一句话可能就会多加几条

罪名，如果他们对美国法律了解一点，

想必不会这样做。很多虐待儿童类的案

子其实也很惨。在中国家长会用小小的

树枝轻轻打一下小朋友的屁股，这样小

孩一痛，下次就不敢捣蛋了。可是在美

国不行，只要给学校老师看到小孩屁股

上的红印，警方马上就来了，很多华人

家长因此吃了官司，自己还觉得莫名其

妙。

我知道很久之前唐人街有个案子，

爸爸送小女儿上课，在巴士站等车时小

女孩太顽皮，爸爸就用孩子书包轻轻碰

了她一下，小女孩不高兴就哭了。结果

一个老外看见了立刻打电话报警，爸爸

就给抓进去了。我想很多时候这种文化

差异造成的情况是可以避免的，来了美

国，一些想法和意识一定要改变。

在法庭做翻译久了，旁观形形色色

的案件，也目睹了不少刚来美国的新移

民吃足语言亏。比如说遇到打架案，有

理的一边不会讲英语，没理的一边英文

好，那真是有理说不清，还可能被对方

倒打一耙。还有一些人并不是故意违规

，只是因为看不懂、听不懂而无意中触

犯了法律。法制意识与英文能力，对华

裔新移民在美国的生活来说都至关重要

。“尽量为后来者提供帮助”，也正是

我如今成为司法系统中一名法庭翻译的

夙愿和初衷。

目前除担任庭译之外，我还与国务

院、联邦特勤局、外交人员安全部、华

盛顿特区法院等单位合作，协助调查案

件。

纵观人生经历，我深刻地意识到会

讲中文对在美国的华人来说多么重要，

不单单有助事业，还能够帮到不会说英

语的同胞。很多新移民初来乍到就是因

为语言障碍遇到很多困难，所以我很鼓

励华人年轻一代从小学习国语，在开拓

事业前景的同时回馈社会。

白马英雄黄克荣的翻译奇缘
他是活跃在缉毒反黑前线的执法先锋，也是法庭上沟通中英双语的幕后英雄。从英文零基础的移民子弟，到战功赫赫的刑侦调查

员，再到阅尽风云的资深法庭翻译，黄克荣用他的亲身经历书写了独属于华裔纽约客的事业传奇。
黄克荣于1987年荣升侦探，由于卧底任务在身，纽约市警专门为他举行了保密升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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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 REVIEW

More than 3,500 American and Japanese troops 
kicked off a weeks-long joint military exercise 
Thursda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n increasingly 
belligerent North Korean regime.
The exercise, known as Northern Viper 17, will 
take place on Hokkaido — Japan’s northern-most 
main island — and will last until Aug. 28.
According to the U.S. Pacific Command, the drill 
will include 500 Marines and 18 aircraft operat-
ing out of the 35th Fighter Wing at Misawa Air 
Base, on the northern tip of the island of Honshu.
“We are improving our readiness not only in the 
air, but as a logistical support team,” Col. R. Scott 
Jobe, the 35th Fighter Wing commander, said in a 
statement. “We are in a prime location for contin-
gency purposes and this exercise will only build 
upon our readiness in the case a real-world sce-
nario occurs.”
The exercise began hours after Japan’s defense 
minister said the Japanese military could shoot 
down North Kore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before they reach the U.S. territory of 
Guam.
Itsunori Onodera told Japan’s parliament, or Diet, 
that a North Korean attack against Guam would 

be considered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the country 
and give Japan the right to activate its Aegis de-
stroyer missile defense system.
Japan lies only about 620 miles to the east of 
North Korea, which has conducted numerous 
missile tests this year. Most of the weapons have 
landed in the Sea of Japan. (Courtesy http://www.
guampdn.com/story/news/2017/)

Related

North Korea Warns Of Nuclear War; 
Trump Says U.S. Is ‘Locked And Loaded’
BEDMINSTER, N.J./BEIJING (Reuters) -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sued a new threat to 
North Korea on Friday, saying the U.S. military 
was “locked and loaded” as Pyongyang accused 
him of driv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to the brink 
of nuclear war.
Trump kept up the war of words on Twitter short-
ly after the North Korean state news agency, 
KCNA, put out a statement blaming him for the 
escalated tensions.
“Trump is driving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o the brink of a nuclear war, making 
such outcries as ‘the U.S. will not rule out a war 

against the DPRK,’” KCNA sai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peaks to 
reporters after a security briefing with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R) at Trump’s 
golf estate in Bedminster, New Jersey 
U.S. August 10, 2017. 
The U.S. president, who is vacationing at his 
Bedminster, New Jersey, golf resort, described 
American military readiness in stark terms.
“Military solutions are 
now fully in place, locked 
and loaded, should North 
Korea act unwisely,” he 
wrote on Twitter. “Hope-
fully Kim Jong Un will 
find another path!”
Trump maintained pres-
sure on the North after a 
week of incendiary rheto-
ric including his warning 
on Tuesday that the Unit-
ed States would unleash 
“fire and fury” on Pyong-
yang if it threatened the 
United States.
U.S. allies in the region 
reacted with alarm to the 
unusual response from 
Washington and senior 
U.S. officials scrambled 
to play down his com-
ments.
Still, Trump amplified 
the warning on Thursday, 
saying maybe his “fire and 
fury” threat “wasn’t tough 
enough.” U.S. Defense 
Secretary James Mattis 
later tempered Trump’s 

harsh words, saying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pre-
ferred a diplomatic approach to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A war would be “catastrophic,” he said.
Asked if the United States was prepared to han-
dle a hostile act by North Korea, Mattis said: “We 
are ready.”

As of late Thursday, two U.S. officials said 
the threat with regards to North Korea had not 
changed, additional assets were not being moved 
into the region and intelligence did not show 
indications of North Korea preparing a missile 
launch. (Courtesy reuters.c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seemed 
to worsen last Wednesday when the Chinese For-
eign Ministry said that 53 people and an Indian 
bulldozer was in China’s territory and advised 
India to pull them back. This followed a warning 
Tuesday when an editorial in the state-run Chi-
na Daily said that the “countdown to a clash be-
tween the two forces has begun.”
“India should withdraw its troops and equipment. 
Regardless of how many Indian troops have tres-
passed into and stayed in Chinese territory, they 
have gravely infringed on China’s sovereignty,” 
the ministry said, the Global Times reported.
The China Daily editorial said the clock was tick-
ing and that it seemed like a clash would be “an 
inevitable conclusion” between the two prom-
inent Asian countries if India did pull back its 
troops from the disputed Doklam region.
The article referred to a border standoff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at 
has continued for over 
two months. The contro-
versy began when India 
opposed China’s plan 
to extend a border road 
through a disputed pla-
teau which Bhutan says 
is its Doklam region and 
China claims as part of its 
Donglang region.
India and Bhutan have 
historically maintained 
strong relations. The In-
dian Army is involved in 
training the Royal Bhu-
tan Army, while Bhutan 

cooperates closely with India in determining its 
foreign policy. India has expressed concern that 
the road, if completed, would make it easier for 
China to access India’s northeastern states. In the 
event of a conflict, India fears this would help 
China cut off its northeast from the rest of the 
country,the BBC reported.
The editorial on Tuesday said that while Beijing 
had tried time and again to avoid conflict and 
warned India on several occasions, India has 
refrained from pulling back its troops. “Anyone 
with eyes to see and ears to hear will have got the 
message. Yet New Delhi refuses to come to its 
senses and pull its troops back to its own side of 
the border,” it stated.
According to the newspaper, a spokesman for 
China’s Ministry of Defense warned India not to 
underestimate the Chinese army and that there 

was a “bottom line” to the restraint that China 
had shown. It added that “India’s audacity” to 
challenge China might have come from the fact 
that India was suffering from a sense of insecu-
rity and inferiority faced with China’s increasing 
prominence in the region.
While China has warned India about consequenc-
es of not pulling back its army, India does not 
look like it is backing down. Speaking in India’s 
parliament on Wednesday, Defense Minister 
Arun Jaitley said the country was ready to meet 
any challenge. Referring to the war that took 
place in 1962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India lost, Jaitley said the country had learned 
many lessons from it.
“Some people are targeting our country’s sov-
ereignty and integrity. But I am fully confident 
that our brave soldiers have capability to keep 

our country secure, may it be challenges on the 
eastern border or the western border,” he said, 
according to reports.
China and India share a border that extends 2,174 
miles. Following the war in 1962, disputes in ar-
eas like Aksai Chin, Depsang Plains and some 
areas in the northeast Indian state of Arunachal 
Pradesh, have remained unresolved.

Tibet’s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 who re-
sides in India, has also been a sticking point be-
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peaking on the issue 
the Dalai Lama on Wednesday emphasized that 
talks are the only solution. “I do not think it is 
very serious. India and China have to live side 
by side.” He said, according to reports. (Courtesy 
https://www.yahoo.com/news/) 

U.S. Marine Corps Cpl. Brandon Guico, an airframe aerial observer (left), and Wil-
liam Payne, an avionics technician (right), watch a MV-22 Osprey takeoff at Misawa 
Air Base, Japan, last month. (Courtesy Staff Sgt. Deana Heitzman/U.S. Pacific Com-
mand)

Map of area in conflict.

In the Doklam area, Indian army are tres-
passing and preventing Chinese soldiers 
from building a road that aims to provide 
civilian services linking China and its 
neighbor Bhu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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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馮德倫執導，劉德華、
舒淇、張靜初、楊祐寧及法國
著名演員讓•雷諾領銜主演的
《俠盜聯盟》即將於8月18日
登陸北美各大影院，與廣大海
外華人見面。影片中更還有曾
志偉、沙溢、遊天翼等眾多實
力演員傾情加盟。強大的演員
陣容不僅保證了影片的質量，
更提高了觀眾的期待程度。

iTalkBB蜻蜓現已獲得《俠
盜聯盟》北美獨家播放權！
《俠盜聯盟》在公映後將會獨
家登陸 iTalkBB蜻蜓中文電視
平台。現在訂購即可享受最新
獨家中文大片，作為熱心讀者
的您，在 8 月 15 日前撥打
1-877-482-5522提及“報紙
訂購”還可享受價值$40的優
惠，免除開通費，還限時提供
運費返還的優惠哦！

作為一部動作冒險大片，
《俠盜聯盟》完美地將喜劇、

愛情、懸疑等元素融入其中，
精彩劇情環環相扣。在影片中
，劉天王與舒淇、楊祐寧組成
的“潮盜天團”在江湖上混得
風生水起，而讓•雷諾和張靜
初則使出渾身解數緊追其後，
誓將三人捉拿歸案。古堡主人
沙溢成為了潮盜天團的目標對
象，後知後覺地得知寶物被盜
之後怒火沖天。而曾志偉則坐
等潮盜天團得手，之後自己好
坐收漁翁之利。多方勢力蠢蠢
欲動，一場上天入地、各顯神
通的貓鼠遊戲就此拉開帷幕
……精彩劇情 環環相扣

江洋大盜張丹（劉德華 飾
）在一次行動中遭遇黑吃黑，
失手被擒入獄。三年後，出獄
的張丹會合老搭檔小寶（楊祐
寧飾），與新入夥的葉紅（舒
淇飾）聯手，在追捕自己多年
的法國警探皮埃爾（讓•雷諾
飾）眼皮底下盜竊得手。

小試身手之後，張丹找到
寶物的買家——與自己情同父
子的犯罪組織頭目金剛（曾志
偉 飾），二人重逢之後，張丹
接到新的任務。與此同時，為
將張丹一夥人捉拿歸案，皮埃
爾說服對張丹因愛生恨的前女
友Amber（張靜初 飾）加入追
捕行動。

從戛納到布拉格，跨越歐
洲大陸的貓鼠遊戲正激烈上演
。幾次短兵相接後，張丹的行
蹤逐漸被皮埃爾掌握。而隨著
一行人接近終極目標，張丹的
真實計劃也逐漸浮出水面……
宏大場面 引人入勝

為了打造最具國際質感的
動作大片，《俠盜聯盟》的取
景地幾乎橫跨整個歐洲大陸，
先後輾轉法國、捷克等多個國
家進行拍攝。
為了呈現最好的拍攝效果，劇
組不僅請來曾經參與製作《颶

風營救》等動作電影的國際飛
車團隊來為影片保駕護航，還
有專業坐鎮追車現場的俄羅斯
大搖臂參與拍攝。專業的設備
和頂尖的團隊不得不讓人期待
最終的拍攝效果。

影片不僅涵蓋了激烈槍戰
、叢林飛車、驚險爆炸等宏大
製作場面，更有機械蜘蛛、水
陸兩棲摩托遊艇等諸多高科技
裝備共同助力這場橫跨海陸空
的極限冒險。
大牌演員 敬業出演

拍攝期間，演員們不僅完
成本職表演工作，還經常會遭
遇一些意外。

比如剛剛複工的劉德華就
在一場戲中再次負傷，腦袋狠
狠地撞到了地洞邊緣。另外在
多場戲中，演員也需要跟火花
等危險物近距離接觸，敬業程
度讓觀眾非常佩服。

當演員們談及印象最為深

刻的一場戲的時候，
大家紛紛都表示是一
場在廢棄工廠中的戲
。因為該工廠灰塵太
大，張靜初表示拍完
之後像是“吸了一塊
磚”。

即使拍攝過程非
常艱辛，《俠盜聯盟
》的拍攝現場還是非
常和諧愉快的，演員
和拍攝團隊的配合非
常默契，更不用說馮
德倫和舒淇這對夫妻
檔。

專業的團隊、敬
業的演員、有趣的故
事，帶你點燃這個夏
天！一場疑竇叢生的
奪寶之旅即將啟程，
一場一觸即發的終極
對決就要上演，讓我們一起期
待《俠盜聯盟》！

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十萬年薪不是夢！
（本報記者黃梅子）如果我現在

告訴你，有這樣一個機遇，只要你夠
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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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相信嗎？說實在的，剛開始
我也不信，但我去LaneCert電腦工程
師培訓學校採訪了劉校長以後，我徹
底地信了！為什麼？因為劉校長自己
就是受益於這個項目，現在為AT&T
工作，年薪二十多萬。在工作之餘，
他也將這個項目推廣到華人社區，希
望有更多人受益。

劉校長是東北人，小時候家裏窮
，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每天都能吃上飽
飯，所以他拼命學習，希望通過知識
改變命運。事實證明，知識確實能夠
改變命運！ 1983年他考上成都電子
科技大學，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沈陽百
花電器集團設計電視機。一邊工作，
劉校長堅持一邊學習進修，在遼寧大
學讀MBA課程。 1998年的一天，他
在遼大的校園裏遇見了梁先生，當時
梁先生在推廣Cisco互聯網專家培訓
，劉校長剛開始不相信世界上有這麼
好的事兒，只要學習800個小時，就

能找到年薪10萬人民幣的工作！要知
道，那個時候全國的月平均工資才一
兩千塊人民幣！ Too Good To Be
True!（太好了以至於不像真的！）可
他轉念一想，多學點東西有什麼不好
呢？於是，劉校長抱著半信半疑的態
度參加了梁先生的互聯網專家培訓課
程，幾個月以後他順利通過考試拿到
了Cisco互聯網專家證書，馬上就被
一家深圳公司錄取，年薪十萬人民幣
！

嘗到了甜頭的劉校長一直在不停
地學習、挑戰自我，他的Cisco互聯
網專家證書越考越高級，從初級的工
程師到現在的專業技術架構師，他的
人生也一次次地攀上新的高峰，2004
年他技術移民加拿大獲得免試通過。
從沈陽到深圳，從深圳到北京，從北
京到加拿大，從加拿大到美國，劉校
長說他受益於Cisco互聯網專家培訓
項目，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這個項
目如此之好，卻沒有幾個人知道。美
國人有做這個培訓的，但他們採用全
英語教學，並且不懂中國人的思維方
式，所以華人去美國學校很難學出來

拿到證書。劉校長說，學會了這門技
術，有了Cisco互聯網專家證書，那
可真是一技傍身，走遍天下都不怕！
劉校長開辦的Lanecert.com電腦工程
師培訓學校，總部位於達拉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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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eCe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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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eCert培訓機構的導師都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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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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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
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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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ece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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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
eCert最大的優勢！零基礎，任何人
都可以學，而且包學會！其一，Cis-
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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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e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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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e-
Ce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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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德華與“殺手萊昂”首度合作上演“貓鼠遊戲”
2017華語大片，盡在iTalkBB！

北美洲台親會獲邀參加洛杉磯總領館北美洲台親會獲邀參加洛杉磯總領館
王雷副總領事離任王雷副總領事離任、、代雙明副總領事到任招待會代雙明副總領事到任招待會

【本報訊】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總會長
梁義大、秘書長陳恬璧、財務長俞國勝和洛杉
磯分會理事蔣建良等獲邀於8月4日參加在中國
洛杉磯總領館劉健大使主持的王雷副總領事離
任、代雙明副總領事到任的招待會，參加的來
賓有來自南加州僑學界、僑社團體代表、聖地
牙哥的僑領和新聞媒體等約有兩佰多人出席。

劉健大使致詞，感謝大家光臨，並對王雷
副總領事在洛杉磯服務三年多，做了很多工作
，也是自己的得力助手。王副總領事負責領館
和僑界接觸交流最多的環節，為人謙和並善於
交流，為推進洛杉磯和諧僑社建設方面，做了
很多的工作，功不可沒。王副總領事即將調任
紐約總領館任副總領事，預祝王副總領事在紐

約工作順利、再立新功。對新任副總領事代雙
明的介紹，代副總領事長期在中國外交部領事
司工作，曾經在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和中
國駐紐約總領館工作，此次是從中國駐澳大利
亞大使館調任洛杉磯總領館的，他的經歷和經
驗一定會對洛杉磯的僑務工作做出新的、更大
的成績，預祝他在洛杉磯工作順利！並對僑務
組組長王學政也將在本月榮調他館任職參贊工
作，在洛杉磯服務期間所做的工作給予高度的
評價！並對僑界多年來給予王雷副總領事、王
學政僑務組長的支持和幫助表示感謝，也希望
大家在今後能對代雙明副總領事的工作給予支
持和協助！

即將離任副總領事王雷致詞，感謝在洛

杉磯工作三年多來僑界的支持，非常的有意義
，也很愉快很充實，值得回味。他會將洛杉磯
僑界的心意銘記在心，鼓舞自己更好的為國家
工作。並說二十五年前，自己和代副總領事同
時來到外交部工作，代副總領事對於僑務工作
經驗豐富，相信在劉健大使的領導下，一定會
做出一番成績。

新任副總領事代雙明致詞，感謝劉健大
使對自己到任後的指導和幫助，感謝王雷副總
領事過去三年對促進和諧僑社建設、服務僑胞
方面所做的貢獻。相信在劉健大使的帶領之下
，在王副總領事即已形成的工作基礎上，自己
會勤勉工作，加強與社團的聯繫，努力為洛杉
磯及領區的僑胞做好服務，也希望得到大家的

支持和幫助！
即將榮調肯亞大使館的僑務組長王學政

表示，感謝大家對自己在任期間工作的支持和
幫助，衷心祝願南加州的僑胞、僑團有更好的
發展！ ，

梁義大總會長非常感謝這幾年洛杉磯總
領館在劉健大使的領導下，僑務工作王雷副總
領事和僑務組長王學政及孫衛東領事給予北美
洲台灣鄉親聯誼會會務發展肯定的支持和協助
，也期盼新任的代副總領事能繼續支持和協助
會務的發展！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供稿)

劉健大使致詞劉健大使致詞 王雷副總領事致詞王雷副總領事致詞 代雙明副總領事致詞代雙明副總領事致詞

招待會全景招待會全景
劉健大使伉儷劉健大使伉儷((左左33、、44))和代雙明和代雙明、、王雷副總領事王雷副總領事((右右44、、33））與北美與北美
洲台親會代表合影洲台親會代表合影

王雷王雷、、代雙明副總領事代雙明副總領事((右右44、、33））和聖地牙哥僑領余建強和聖地牙哥僑領余建強
、、梁義大梁義大((左左22、、33））及僑領們合影及僑領們合影

左起梁義大左起梁義大、、王學政僑務組長王學政僑務組長、、陳恬璧陳恬璧、、俞國勝俞國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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