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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猎杀 12 只林麝案 3 人获刑 最高者获刑 12 年
近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人
民法院了解到,由该院审理的村民兰升
升、兰银慈等非法猎杀 12 只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林麝案近日宣判,法院一审判
处被告人兰升升犯非法猎捕、杀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并处罚金 3 万元；以相同罪名判处
被告人兰银慈有期徒刑 6 年,并处罚金
两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根朱犯非法出
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
期徒刑两年,宣告缓刑 4 年,并处罚金 1
万元。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这也是
宁夏近 10 年来,破获的盗猎保护级别最
高、数量最大的野生动物案。
去年8月中旬,宁夏六盘山森林公安
发现,有人不走旅游线路,且逗留时间和

形迹十分可疑,发现有人设陷阱,初步怀
疑有人在林区从事非法盗猎行为。警方
通过蹲守,发现被告人兰升升于 2016 年
九、十月间,多次在林区使用钢丝套、
刀片等作案工具,用铁丝圈套非法猎捕
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林麝,再用刀片
割下林麝腹脐部位获取麝香包。兰升升
共捕杀林麝8只,获取麝香包8个。
警方通过深挖线索,将另一名被告
人兰银慈抓获。兰银慈多次在陕西省
宝鸡市麟游县两亭镇园子坪煤矿附近
的山上,通过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
保护动物林麝 4 只,获取 4 个麝香毛包。
林麝是哺乳纲偶蹄目鹿科麝属的一
种动物,雄麝分泌的麝香是名贵的中药
材,也是名贵香水的主要生产原料。
2003年2月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 年 10 月 19 日
,兰升升、兰银慈二人在陕西省眉县陈
根朱的家里,以 50400 元的价格向被告
人陈根朱收购两个麝香毛包、一包麝
香粉末。同年 10 月 20 日,兰升升携带疑
似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麝香包去
甘肃省兰州市交易,在甘肃省会宁县高
速服务区被固原市公安局六盘山森林
分局民警当场抓获,并从其随身携带的
深灰色外套棉衣口袋内搜出麝香毛包
疑似物 11 个,麝香粉末疑似物 1 包。
2016 年 12 月 26 日,因摔伤正在医院
治疗的陈根朱投案自首。
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
中心鉴定,从被告人兰升升身上搜出的
11 个麝香毛包疑似物中 10 个为麝香毛
包、1 个为林麝尾巴；从被告人兰银慈

身上搜出的 4 个麝香毛包疑似物均为麝
香毛包；从被告人兰升升身上搜出的
90.57 克麝香粉末疑似物为麝香粉末。
麝香毛包和麝香粉末均来源于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动物林麝。
经第三方鉴定,麝香毛包的平均价格
为每克 200 元,麝香粉末的平均价格为每
克 525 元。被告人兰升升的 10 个麝香毛
包重 673.85 克加上 90.57 克麝香粉末,总
计为18.23万余元。兰银慈涉案的4个麝
香毛包重319.4克,总计为6.38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兰升升非
法猎捕、杀害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林
麝8只,获取麝香毛包8个,情节特别严重,
购买麝香毛包两个,麝香粉末 100 余克,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罪；被告人兰银慈非法猎捕
、杀害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林麝4只,
获取麝香毛包 4 个,情节严重,购买麝香
毛包两个,麝香粉末 100 余克,其行为已
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罪；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罪；被告人陈根朱向被告人兰升升、
兰银慈非法出售麝香毛包两个、麝香粉
末 100 余克,其行为构成非法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法院最后认定,在被告人兰升升、
兰银慈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制品罪中,二被告人系共同犯罪,作用
相当,不区分主从犯。鉴于被告人陈根
朱能够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的不法
事实,自首成立,可依法从轻处罚,遂作出
上述判决。

江天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一审开庭 当庭认罪悔罪
8 月 22 日上午，江天勇煽动颠覆
国家政权案一审在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江天勇当庭表
示认罪忏悔，对其在被监视居住期
间遭受“酷刑”的谣言予以否认，
并承认自己是“谢阳遭受酷刑”谣
言的幕后策划者。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江天勇
多次在互联网上发布和接受境外媒
体采访时发表大量攻击、诋毁我国
政府、司法机关和现行政治制度的
言论，通过蓄意策划、插手炒作敏
感案件，肆意歪曲事实，煽动他人
在公共场所非法聚集滋事以及与境
外反华势力勾结，利用舆论挑起不
明真相的人员仇视政府等方式，攻
击和诽谤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制度
，实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
会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严重危害
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009 年 以 来 ， 江 天 勇 通 过 “ 推
特”“微博”等互联网软件发表上述
言论共计 3.3 万余条，关注者 3.7 万人
，其中 214 条系直接攻击我国政府、煽
动颠覆政权的言论；接受境外媒体采
访报道 148 次，其中 70 余次系直接攻
击我国政府、煽动颠覆政权的言论。

2016 年 7 月，江天勇得知原北京
锋锐律师事务所周世锋等人颠覆国
家 政 权 案 将 于 2016 年 8 月 初 在 天 津
二中院开庭审理，便通过境外“电
报 ” (telegram) 软 件 煽 动 他 人 于 2016
年 8 月 1 日前往天津二中院进行“围
观滋事”。事后江天勇还接受境外
媒体美国之音的采访，发表抹黑我
国司法机关的言论，造成了恶劣的
政治影响。
2015 年 8 月，原北京新桥律师事
务所律师张凯在温州市因涉嫌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
留，2016 年 3 月被取保候审。此后，
江天勇通过“电报”联系张凯，煽
动张凯及其家属对抗司法机关，并
于 2016 年 9 月 向 境 外 反 华 势 力 申 请
了现金及一台苹果手机共计折合人
民币 23326 元资助张凯。
2015 年 7 月，原湖南纲维律师事
务所律师谢阳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罪被长沙市公安机关依法采取
强 制 措 施 。 2016 年 10 月 ， 江 天 勇 指
使谢阳妻子陈桂秋捏造了“谢阳在
羁押期间遭受酷刑”的系列文章，
并对部分文章进行了修改。其间江
天勇还通过“电报”等互联网社交

软件转发《朋友们，出发吧！去见
证 709 谢阳案的违法历史》的文章，
煽动陈桂秋及其他相关人员到谢阳
被羁押的场所长沙市第二看守所开
展所谓“探视谢阳行动”，同时，
江天勇利用“电报”、微信将相关
文章及境外网站歪曲事实的报道大
量转发，并煽动他人转发，误导民
众对现行体制和司法机关不满，意
图对我国政府和司法机关施压，严
重损害了我国司法机关形象。
2015 年 6 月，刘星因涉嫌聚众扰
乱社会秩序罪被山东省潍坊市公安
局潍城分局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羁
押 于 潍 坊 市 看 守 所 。 2016 年 11 月 ，
江天勇通过“电报”煽动相关人员
集体到潍坊市看守所进行“声援”
，并通过采取为刘星“存钱”和转
发《为爱前行，守望相助——709 家
属关注潍坊被捕公民》等文章的方
式进行炒作，意图制造不良社会舆
论，误导不明真相的民众对司法机
关产生不满。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江天
勇表示，从抓获至今，公检法等司
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充分保障了
他的合法权利。他深知自己犯罪的

严重性以及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严
重危害，表示真诚悔罪并愿意接受
法律的处罚。他说：“通过今天的
庭审，使我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行为
已经构成犯罪，我对我以前的行为
感到既羞耻又悔恨。我深刻认识到
自己实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
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已经触犯了
刑法，我非常后悔并从内心深处愿意
认罪服法。我知道我的违法犯罪行为
既对不住国家和社会，也对不住我的
父母和妻子、女儿等家人。恳请司法
机关给我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让我早日回到家人身边，早日尽自
己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用实际行
动弥补过去的错误。”
江天勇当庭否认所谓“酷刑”
谣言并承认其为谢阳“遭受酷刑”
系列文章的幕后炮制者和主要推手
，他说：“在我的这个案子侦查、
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特别是在
我被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司法机关
严格依法办案，充分保障了我的合
法权利，没有对我刑讯逼供，更没
有遭受酷刑。”江天勇承认，为了
收获更多的名利，迎合境外势力炒
作噱头而刻意策划了“谢阳在羁押

期间遭受酷刑”的一系列文章，抹
黑了中国政府和司法机关形象。
该案处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充
分 保 障 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
利。开庭前，法庭组织控辩双方召开了
庭前会议，就审判有关问题听取了控辩
双方意见，组织控辩双方进行庭前证据
展示。庭审开始后，审判长向被告人、
辩护人告知了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
有的诉讼权利。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
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出示了书证、证人
证言、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以及被告人江
天勇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辩护人对以
上证据进行了质证。在法庭辩论阶段，控
辩双方就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和适用
法律等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江天勇的辩
护律师针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情节
进行了辩护，并提出了建议对被告人江天
勇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
法庭宣布将择期宣判。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学
者、职业律师、江天勇家属、各界
群众代表以及来自境内外的媒体记
者共 40 余人旁听了庭审。庭审中法
庭秩序井然。“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新浪微博官方帐号对庭审进行
了全程视频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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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美國教育聚焦六大優先事項
据报道，美国教育委员会近日汇总了全美
42 个州州长的 2017 年施政演说，并从中归纳出
各州 2017 年教育施政的几大优先事项。
一是中小学经费优先。中小学教育经费
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各州政府财政的主要支
出 项 目 。 32 位 州 长 在 年 初 的 施 政 演 说 中 ，
纷纷将中小学教育列为优先议题，内容包
括增加中小学经费、调整相关经费措施并
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州长更是强
调将中小学经费聚焦于促进教育公平、改
善薄弱学校等。
二是加强职业生涯发展与科技教育。24 位
州长都认同职业生涯教育培训与经济发展有密
切关系，为了弥合工作岗位与职业技能的落差
，州政府将增加职业生涯与科技教育的经费、
与企业合作培训特殊专门技术人员、开设在职
进修课程等。
三是招募优秀教师，改善教师待遇。教师

是学生学习成就的关键，17 位州长将招募优秀
教师列为优先议题。由于美国多地出现师资不
足的现象，部分州长强调 2017 年将积极改善教
师待遇，提供教师专业成长的机会。
四是推动可负担的高等教育。美国高等教
育的高昂学费，使许多学生望而却步。15 位州
长提出高质量且可负担的高等教育蓝图，主要
措施包括控制学费涨幅、提高奖学金、提供免
学费的社区及技术学院等。
五是提升科技运用。科技的运用被列为学
校的重要辅助教学手段，11 位州长在施政演说
中强调将改进教师与学生的科技运用，包括提
供高速网络，升级教学的科技设备等。
六是重视学生的学校选择权。美国新任教
育部长贝齐· 德沃斯是教育选择权的倡议者，
尽管目前新措施尚未出炉，但已有 10 位州长作
出响应，主张学生有权选择学校，相关措施包
括扩大教育储蓄账户等。

留學美國研究生
這些人不需要考托福

托福是学子们留学美国需要参加的考
试，然而，有些学子们留学美国研究生是
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的。本文中，与大家
分享五种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就可以申请
美国研究生的情况，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
帮助。
一、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本科生
我们指的是从高中毕业后就进入海外
高校攻读本科的学生，这里的海外高校包
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
国家。我们在浏览美国大学网站的时候都
会看到这样的信息：”All applicants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but have received their entir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can be
waived the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海本学生凭借这一规定可以轻松躲开学校
严格的语言要求，这是海本学生享受到最
大的一项福利。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
传播学院，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托福 114 分
之上。而海外本科生则不用顾虑这一点，
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和经历在 gre 以及实习活
动上。
二、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转学生
有些中国学生在国内读大学期间，转
到国外继续本科学习，通常在 1-3 年内完成
本科学位，并不需要四年时间。他们的特
殊之处在于，一方面可以拿到美国大学学
位，另一方面他们的教育经历只有一部分
是在国外。从第一点他们是可以免掉托福
考试。但是严格来说，有的学校要求全部
大学学业必须都在海外。例如普林斯顿大
学规定只有以下情况可以免考托福“applicants who have received their entir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根据普林斯顿的要求，转学生就要
参加托福考试了。再看看哥伦比亚大学研
究生院规定 “Applicants who have studied

for at least two years at a U.
S. institution can exempt
from TOEFL or IELTS” 根
据这个说明，只要在申请的
时候在美国读书满两年时间
，就可以不用提交托福成绩
了。但是如果只在美国读了
一年，就要参加托福考试了
。
给大家的建议：如果时
间充裕，尽量参加托福考试
，不要到美国研究生留学申
请关键时刻发现学校要求提
供托福成绩，每年都有学生
因为这样的情况而错过截止
日期，非常可惜。
三、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
国内外高校开展的合作办学项目，按照 2+2
或者 3+1 的模式完成本科学位。跟转学生的
情况比较相似，他们也是有部分教育经历
在国外完成。合作办学的项目通常最多可
以有两年的时间在海外学习。上一条我们
提到有些学校可以给“在海外学习两年以
上的学生免考托福”的要求不同，这样学
生在申请美国研究生的时候，往往是只完
成了一年的学业，不符合大多数学校的免
考要求。建议这些项目的同学们，一定要
做托福考试的准备。
四、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硕士研究生
这一点尤为特殊。有些同学在国内完
成本科学位之后，会选择到英美国家学习
硕士课程。这种情况下，经过 1-2 年的学习
，他们可以获得硕士学位。跟本科学位不
同，获得硕士学位的学生，即使从研究生
一年开始在国外读书，也不能完全确定可
以免掉托福成绩。之前有学校明确规定只
有本科生可以免考托福。硕士必须考托福
。尤其是在英国完成硕士课程只需要一年
。很多美国大学仍会要求这部分去美国读
研究生的孩纸提供托福成绩。
五、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工作人员
在我们接触的 MBA 申请者中，有一部
分是在英美加等国家工作多年。这部分申
请者一般是要提供 TOEFL 成绩的。但是也
有个别情况，有些学校规定，只要申请人
在美国工作两年或更长时间，即可免掉托
福成绩。
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要考托福成绩的
。比如 Vanderbilt University 范德堡大学对于
免托福的要求是“applicants have lived and
worked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for
the past two or more years.”

美国留学名校的申请
技巧你熟知多少？

招生官有六种评分，包括学
如果学习成绩一般，可以在
去美国留学的国内学生一般
会有或多或少的名校情结，那么 背景提升方面来弥补不足，为申 业能力、班级表现、标准化成绩
申请美国名校的话，有什么技巧 请加分。建议申请者提前一年准 、课外活动、申请短文、以及推
荐信与面试结果的综合考察。
呢？今天就来为各位进行详细介 备，多参与课外活动。
选择背景提升项目要与申请 4、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绍，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
院校相匹配。美国名校招生官虽 sity)
自身硬件条件是敲门砖
招生官对学生的评分有两种
然非常想看到学生成功参加的一
美国 TOP30 院校对硬件条件 系列科研实习项目，但更想看到 ，一种是对学业能力的评分，主
要求较高，托福成绩 105 分以上， 的是学生是否具备取得成功的能 要是根据客观的标准打分。通常
或雅思成绩 7.0 以上，SAT2100 分 力，以及未来能够在本研究领域 用学业指数作为这个评分，但招
以上(旧分制)，GPA3.6 以上。如 内做出什么贡献。在申请过程中 生官员可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对这
果申请硕士，还要提供 GRE 成绩 ，不要只告诉招生官你有多优秀 个分值进行加减，以进一步区分
，而要告诉他们你的优秀是否与 候选人。另一个评分是关于个人
，商科需要提供 GMAT 成绩。
的素质，主要通过个人性格加上
硬件条件满足，基本可以入 他们的需要相匹配。
招生官的法眼，当然这不是唯一
院校不同，招生官录取标准 课外活动、老师评语和学生作文
来综合评定。
录取标准，但这是录取的主要因
各有不同
素。所以想突破美国 TOP30 名校
明确自己的定位和未来职业
，申请者在学习成绩及语言成绩 1、哈佛大学(HarvardUniversity)
一定努力刷分，提前做好准备。
招生官在几个不同的方面使用 规划
申请美国名校，有的院校需
背景提升是拉开竞争者距离 代码来给申请人评分——学业方面
的、学业以外的贡献、个人素质等 要通过 skype 或电话面试，招生官
的关键
，但最后并不会将他们综合起来， 会问及申请者的未来规划，在面
试前最好理清思路，就读该专业
美国院校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给申请人排名次、排次序。
的未来规划、未来发展方向，让
，除了考评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要 2、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
招生官从多个不同的方面给 招生官明白你是否喜欢该专业，
考评学生的毕业院校背景、领导力
、创新能力、是否有特长、获得过 学生评分一学业方面的、非学业 明确自己的定位。
奖项、是否有爱心、课外活动、社 方面的、老师推荐、面试评价。 选择院校和专业切忌盲目追风，
会经历等。如果申请者学习成绩优 但这种评分不会作为一种公式来 专业选择关系到未来职业方向，
秀，但活动背景一片空白，背景没 决定录取谁、不录取谁。这些评 要明确自己是否对该专业感兴趣
，将来才能在该领域更好的发挥
有亮点，由于竞争激烈，很容易被 分仅仅是一个记号。
3、杜克大学(DukeUniversity)
自己的内在潜力。
淹没在申请大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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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传销窝：钱不要了，要命
当李文星的尸体出现在天津静海
的水坑里时，网络上关于南派、北派
传销的各色曝光才终于热闹了起来。
两年前，在毕业一年后被骗到异地做
传销我，曾一度不愿意面对那段过往
。最初那几个把我连哄带骗拉入伙的
人，他们真实地出现在我刚毕业、最
迷茫的那段时间里，以朋友的身份靠
近，以骗子的身份远离。然而，直到
今天，我也没办法把自己和那几个人
完全对立起来。
大学毕业后一年，公司项目中止，
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失业。早已不可
能像应届毕业生一样去参加校招，而社
招也因为经验不足，接连宣告失败。
在焦虑且没有目标的日子里，家
人和老友的关心，让我喘不过气来。
趁虚而入的“新友情”，越发容易获
得信任，但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他
们是有备而来。
把那些“新朋友”介绍给我的人
叫沐元，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一
个小创业团队做运营。
再次和我联系的时候，沐元已经
离职。那时候百无聊赖的我去西藏旅
行，一天，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手绘
的漫画，把纳木措湖画成了一只猫的
脸，朋友都说我，“你又不能靠画画
赚钱，净干些浪费时间的事。”我无
力反驳。
只有沐元点完赞后，还配上了好
玩的点评。
那时候，我执意要留在北京，妈
妈拗不过，只好把我托付给亲戚照看
。可亲戚也只是劝我，“刚毕业都不
好找工作，你自己很难在陌生的环境
里生存下来，听话，回家去，我和你
妈都会想办法。”
大学同学都有了不错的工作，有
几个甚至开了自己的画展，得到了有
名气的批评家的赏识。他们愉快地抱
团取暖，我只能退缩。
只有不算熟悉，交情尚浅的人，
才适合在这种情况下联系。
旅行回来之后，沐元约我见面。
他鼓励我，完全可以留下来做自由职
业，无论是靠写文案，还是画漫画，
深谙运营之道的他，愿意帮我去找客
户。对我而言，这简直是喜从天降。
而且，他也并非只是说说而已。
在之后的一个礼拜，沐元为我介
绍了两拨人，一类是有可能成为我客
户的人，几个留学生，一个个年轻、
聪明。另一类则是他的“朋友们”，
聚会时，他们似乎都非常贴心，像认
识很久一样，安慰我、听我倒苦水，
让我感觉很温暖。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沐元专
门 为 我 安 排 的 家 族 成 员—— 在 这 个
“家族分支”里，我是沐元选择出来
的下线。
他已经开始为后续的一系列“控
制”做准备了。
我和沐元的“朋友们”很快就熟

悉了起来。
一个男生叫文森，画着细细眼线
，留着寸头，长相清秀；一个叫姜山
，喜欢戴着印有“北京暴徒”字样的
鸭舌帽；还有一一，略带些神经质的
漂亮姑娘。
后来，在我正式进入组织并接受
培训后，我才知道，他们三个都在一
个济南传销组织的“家族”里，一一
是“家长”，是他们几个人中级别最
高的，“二家长”是姜山，他的“孩
子”是文森和沐元。
按照他们体系的划分，我是沐元
的直系“孩子”。这种叫法，很难在
真实世界里叫出口，但是在济南他们
租的那十几座房子里，彼此报家族、
认家长，是每天都要重复很多遍的事
情。
一开始，我就对文森尤为信任
——如果信任是彼此暴露秘密，那么
发现他的同性恋身份并得到他的肯定
，的确让我和他迅速熟络起来。
文森有女孩子的细腻，声音温柔
，那时候，我们常常聊天到半夜。
“相信我，你没和那个男人在一
起，是那个男人瞎！”他总是这样，
让原本还在默默流泪的我，在深夜破
涕为笑。
许多事似乎都是因果相连。自始
至终，我都对文森充满了信任。
那时候，文森在二环内一家叫
“野樱桃”的咖啡馆上班，自从认识
他之后，那里成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
之一。画画、写作，或者只是坐着发
呆。复古的装饰，吧台上一串串小灯
亮起来像星星一般。
当然，后来，当沐元把我第一次
带到济南之后，再回到北京，我才发
现，这家咖啡馆原来就是家族众多联
络地之一。
可那时候，我对此一无所知。
很快，沐元得意洋洋地告诉我，
有一个项目需要插画师，而且负责人
和他很熟，他觉得我很合适。
我也很开心，当即让沐元帮我定
了车票。
到济南的那天，我并没有住进宾
馆，而是住进了他们安排的在一个小
区里的三室一厅，刚进屋，我就连着
问了许多关于这次行程和“面试”的
安排。沐元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但
尽量表现出幽默机智，边和我开玩笑
边安慰我说，“不要担心。这次你能
来，是件大好事儿，明天你就知道了
。”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起床洗漱完
，吃着沐元买回来的早餐，满心期待
着，到底会有什么好事儿发生。就见
沐元掏出一只老人机，接了个电话，
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一个卷发的
姑娘走了进来。
她自称是一名剪辑师，聊了一会
儿天，开始给我讲述起一套闻所未闻
的“经济理论”。我还挺奇怪，不知
道这和自己即将做的“项目”有什么

关系。从数字裂变实验讲起，到“五
进三”模式，我一头雾水，她甚至掏
出笔和纸，认真地画了起来。
我忽然有点警觉，借口上厕所的
时候，迅速用手机搜索起这些名词。
它们无一例外，都指向另一个关键词
——“传销”。
从厕所出来，我直接回了自己房
间，关起门，不再理会屋外的沐元和
陌生女人，紧张得收拾起行李。
“她已经走了，你出来吧……”
屋外，沐元声音有点怯生生的。去意
已决的我，开门的时候却傻眼了，客
厅里赫然站着文森、姜山，还有一一
。
当时，没搞清楚状况的我，一下
又看到了这么多老朋友，除了惊讶和
惊喜还能说什呢？
文森拍拍我的肩膀，“我们也是
好心，真的想帮你，也怕你有误会，
回去的票就在这，你要走现在就可以
走。”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很无奈，
反倒像我误解了他们的好意。
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屋里一直
在来“客人”，沐元他们去忙碌的时
候，文森就留下来陪着我。
短短一早晨，屋里就来了三拨陌
生人，每小时一换，中午午饭过后，
沐元、一一开始带着我去“串门”。
都是在相邻小区的不同房子里，两人
似乎已经非常熟悉这套“带人”模式
，上楼之前，先打电话，进门介绍，
离开时带垃圾下楼，礼貌、有序，像
经过了特殊训练。
回想起来，这一天见过的所有人
，都和我有某些关联，要么是念过同
一所大学，要么就是学过画画或者设
计。话题也都从聊天开始，以组织结
构介绍结束。
所有人讲得内容都类似，大体就
是，这个组织，是把在北京生活的年
轻人带到济南，组成一个“俱乐部”
，大家一起玩一个叫“五进三”的游
戏。当说到“这个游戏能赚多少钱”
的时候，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扬起野
心勃勃的脸，告诉我这里发生过了哪
些“奇迹”。
一天下来，我听了太多故事，回到
住处，没有时间多想就沉沉睡去了。
接下来的两天，每天都重复着同
样的运动轨迹。
“我们资金是安全的，你看我们
租了那么多房子，还能跑咋的？”
“你还小，就遇到这种好事，说
明你遇到真心对你的朋友了。”一位
东北口音的胖女人言之凿凿地对我说
，后来，她的话像印在我的脑子里一
样，不断地回放，再回放。
“我们怎么会是传销呢？传销都
会打你，饿着你，可是你看你是自由
的啊。”
这是文森说过的、也是所有人对
我说过的话里面，最动摇我的一句。
第一次济南“考察”之后，我想过
报警，也试图联系北京的朋友，但最终

都没有实施。最让我犹豫的，就是文森
。他那么真诚，怎么可能骗我呢？
从济南回到北京之后，我下意识
地警觉起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
，在文森给我灌输的新价值里，从前
所谓的“朋友”，都是利用、欺骗过
我之后，把我从他们的利益圈子中远
远地推出去，只有沐元和他们济南的
这些“朋友”，才是值得信任的。
很快，文森的情感攻势更加猛烈
起来，“只要你交钱，你就是家族的
成员，你是沐元的朋友，我和一一他
们在帮你，也是在帮他，他上了新的
级别，就会有钱分。”
沐元也一直追问我。我只好用现
在钱不够的理由拖延着。随着时间一
天天过去，沐元也带了别的人去济南
，他很着急，因为一个人只能邀请三
个人入伙。
一天，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手绘
的漫画，把纳木措湖画成了一只猫的
脸。（作者供图）一天，我在朋友圈
发了一张手绘的漫画，把纳木措湖画
成了一只猫的脸。（作者供图）
一天下午，在咖啡馆，文森从我
的手机通讯录里，翻出一个长长的名
单，都是与我联系密切的人，“你也
是在用这种方式去检测，测验你通讯
录里的这些人，谁会借钱给你，谁是
欺骗你的感情。”文森提议我去向别
人借钱。
随后赶来的姜山提出了另一套说
辞，“你现在找他们借钱，以后从俱
乐部里赚到了，再还给他们就是了。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随后，我用了三天，问过去的朋
友们借了三万块，加上自己的存款，
一共五万，一起交给了姜山，而他把
钱带去了济南，交给了更为神秘的
“大家长”。
等我第二次到济南的时候，已经
成为了家族里的“三星会员”了。
来到济南的第一天，他们就开始
教我如何“带人”了。
我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过去遇到
的所有“巧合”，那些“信任感”的
建立，都是精心安排的结果，恐惧油
然而生。
我依旧对文森还是抱有信任的，
第二天晚上，我发微信向他求助，
“我现在该怎么办？你也是被逼的吧
，我的钱现在是不是在姜山那？你告
诉他我退出，骗人我做不到的。”
可没想到，自己的求救很快使我
陷入更为糟糕的境地。因为文森把我
对他说的话，全部告诉了这一分支的
上级。
转天，一位五星级别的“家长”
，开始用更加侮辱的话折磨我。和在
这里见到的其他人不同，那些人絮絮
叨叨，一直和我说话。可这位家长则
是坐在沙发里，面色凝重，他知道我
的所有过往，他把那些悲伤的回忆添
油加醋的再重复一遍，一句一句，像
耳光一样。

一个小时的逼问后，我的心理防
线彻底崩塌，蹲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
。下午，我就像丢了魂一样，按照电
话指令，穿梭在不同楼栋之间，乖乖
地听那些规章，器械地背诵着。
等再次回到住的地方，已经有
“新人”来做客了，我被要求着，参
与聊天，参与游戏。游戏的时候，早
就神情恍惚的我，接连犯错，甚至认
不清自己手里扑克牌的图形。
文森总会在一边打圆场，替我圆
过去。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但唯一确定
的是，如此善良的文森，肯定不是故
意在骗我，这里的每个人都被什么东
西胁迫着，像是着了魔。
夜晚十二点已过，这里的人只有
两个选择，一个是睡觉，但是只要有
谁睡不着，其他人就会来找你聊天。
假装睡觉的时候，我发了疯一样
发信息给文森，“不要再告诉别人我
说的话，现在告诉我，怎么离开这里
！”
“我知道你也被迫的，我的钱还
在姜山那里么？我要退出。”
在几十条这样的问句后，文森回
复我，“你从这里拿不出来钱的，除
非继续骗下去。”
我告诉自己，钱可以不要了，但
必须摆脱他们的控制。
第三天清晨，我开始雷霆大作起
来，骂每一个看到的人，破坏性地摔
东西，像失心疯了一样。
没人敢拦着我，我带着行李直接
到了火车站，一路上除了尖叫，就是
大哭，用上全部能量吸引路人的围观
。
我想这样，他们就不会来追上我
了。
回到北京，我立刻打电话给撸总
求助，撸总是沐元之前所在的创业团
队的领导，也是我和沐元共同认识的
、最后一个和此事无关的人。
撸总告诉我不要再联系山东认识
的所有人，还挨个打了很多电话，告
诉所有他和沐元共同认识的人，远离
这个魔鬼。撸总告诉我，“一个人去
战胜心性的魔障很难，一千个人没准
能战胜，但也不要迷恋归属感。”
也许是撸总的扩散起了作用，沐
元和我通过沐元认识的所有人，都没
有再找过我。这件事最终留下的，除
了债务，还有更加脆弱的神经，无异
于一次信任的灾后重建。
上班，打工，远走南方，我用了
一年多的时间偿还了所有债务，可心
理的余震却迟迟难以消除。
在很长时间之后，我给文森打过
电话，所有在济南认识的人，我都没
再联系过，只有他。我至今仍旧相信
，文森并不想强迫我做任何事，只因
为他同样是被强迫的。
我问他有没有继续在做这个，文
森语焉不详，我不知该说什么，甚至
连劝他离开都没有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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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孜：古曲新生探索者
徐孜在天津出生，北京长大，因为拥有一个美丽的女中音嗓子，她受音乐界前辈鼓舞于 80 年代跟随名家
研究中国古代歌曲，把枯燥的文献变成动人的声音。1988 年来美国后，在纽约大舞台上继续探索，把古曲与
现代声音艺术、视觉艺术进行跨界“混搭”，寻求用现代表达手法让中国古曲在国际舞台上焕发新生。

跟随名家学古代歌曲
文革结束后，中国艺术家正面
临着往哪里走的问题，我在中华全
国总工会歌舞团当专业歌唱演员，
当时在声乐界有三种艺术风格：以
西洋为标准的学院派；民族民间派
，如郭兰英；还有邓丽君风格的流
行歌曲。
在这个时期我接触了关德权老
师，他是研究古代音乐的专家，也
是昆曲学者，他听我用钢琴自弹自
唱意大利歌剧《卡门》片段，我是
女中音，他听了后说，你有这么好
的声音，应该唱中国古代歌曲。
我听了觉得很好奇，中国还有古
代歌曲啊？关老师把我引见给北京中
国音乐研究所所长杨荫浏，杨老师是
《二泉映月》的记谱人。他听说我想
学古代歌曲很高兴，给我看他与人合
著的《宋姜白石歌曲研究》，我翻了
翻，很振奋，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宋
代歌曲研究，我如获至宝。
那本书前言有一句话，大概意
思是要想让中国的古代歌曲发扬光
大，就要让它成为人民大众喜爱的
东西，那是成功的象征。这句话启
发了我，我愿意做这项工作。
那是 1981 年，我在关德权老师
引导下，一起做古代歌曲演唱的探
索工作。这在当时算是艺术创新，
因为中国音乐学院没有这个学科，
它有民族唱法，但真正的古代歌曲
没有被重视。
我从古琴曲、琴歌开始学，也
走访了很多专家。那时候文革刚结
束，很多这样的老知识分子靠边站
，他们把老一辈口传心授的故事讲
给我听。我一首一首地唱，加上胡
笳十八拍，及我和关老师收集的资
料，有 50 首曲子我能按谱唱出来。
这些曲子唱出来后，怎么变成大
众的东西，这是新课题。 我接触了
很多文化巨匠，周有光，沈从文，姜
椿芳，他们都支持我，我最受启发的
一句话是，越有民族性的，越是世界
性的。这句话像一盏灯指引着我。
学了这些歌曲后，我想去录音
，想去演出。姜椿芳是全国政协文
化组组长，他说我欢迎你给全国政
协老先生演出。我觉得要名正言顺
，要有字号，他们于是介绍我给赵
朴初先生，赵先生特别热情，我把
自己录的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
箫》给他听，他很喜欢，给我题字
：古曲新生。他说，我希望你把这
些古代歌曲焕发出声音。
我们在政协演出，这是我有生
以来第一场独唱音乐会。我很紧张
，不敢上台去，关老师说，你就上
去，这个舞台就是你的。我上台后
反而镇静了，还赢得观众掌声。我
觉得气场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我们
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气场，把大家
凝聚到一起，给了我力量和希望。
接着我们到北京大学为学生演
出，台下有 2000 个大学生和学者，
从头到尾没人走。我们还到北京大
饭店、燕京饭店为外宾演出。有一
个日本观众找到我，他说我追了你
三场演出。

出访欧美传播中国古曲
1985 年，我接到通知，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在找我，说芬
中友好协会邀请我去芬兰访问表演
。原来，芬中友好协会的人在蒙古
一个杂货店买到我的一个录音磁带
，拿到他们国家播放，很多观众感
兴趣。
当时芬兰与中国建交 16 周年，
我和另外两人代表中国去访问芬兰
，那时也正好是奥地利与中国建交
35 周年，我们一行就去了两个国家
。
我没想到，第一场演出是为奥
地利总统表演，我用古琴自弹自唱
了王维的诗《渭城曲》，并介绍了
曲子的内容。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古代音乐至
少与欧洲的传统音乐有同等的社会
价值。在当时的历史时期(1986 年)，
我觉得古曲新生已形成了中国的音
乐品牌。
1988 年我以艺术家身份来美国
考察。我感到美国是个很新颖的国
家，这块土地吸引了我。我听说可
以申请杰出人才，因为没钱请律师
，就自己把材料寄去移民局，没想
到 3 个月后就批了杰出人才签证给我
，随后办了绿卡。我觉得自己是傻
人有傻福。
我唱古曲时，只顾耕耘不问收
获，相信将来自然会水到渠成。 但
是要树立古曲新生这个品牌，走向
世界，谈何容易。在纽约这个平等
竞争的大舞台，不靠主子，没有捷
径，都是靠自己探索。
我在这里认识了我先生。他很
支持我做的事情，给我很大自由，
他对我说，“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不需要看他的脸色，只做自己喜
欢的事情。
在纽约自由的大舞台上，古曲新
生何处去？是迎合西方人，还是走中
国民族主义？摆在面前的是东西文化
冲突，以及古代和现代的冲突。
我接受一种提法，叫包容。古
代加上现代，东方加上西方，把冲
突融合到一起，这是成功的可行之
路。尤其在电子时代，如果我们的
古曲只强调中国传统，在世界这个
舞台上只能孤芳自赏。我必须要融
合西方的音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
生活在当代，我要用我的爱心，唱
给当代的人听，用观众喜欢的方式
来唱古代歌曲，才能让古曲焕发出
新的生命。
2014 年，我碰到一个波多黎各音
乐家，叫尼尔森(Nelson)。我问他：
你愿意与我一起表演中国古代歌曲吗
？我把宋词《暗香》的录音带放给他
听。他说太喜欢了，他说我从小做梦
就迷上中国，现在能唱中国古曲太高
兴了。他表演的是爵士乐，我表演的
是中国古老传统音乐。
爵士乐是劳动人民的即兴表演
，像中国的曲艺，它有套路，但每
个人唱都不一样，我唱完后，用英
文向尼尔森解释，他马上用英文编
了一套词：梅花，梅花，月亮，月
亮。
我们在切尔西进行了第一场演
出，听众都是地方的老百姓，我用
太极、瑜伽的方法唱，观众跟着做
动作，现场气氛很好，这说明音乐
是无国界的，超越时代的。我觉得
我的价值，不在于技术好坏，而在

于东方加西方，现代加古代。中国
古曲是有大众市场的，不是权威给
我奖状，听众就是我们的评委，就
是古曲新生发展的动力。我和尼尔
森的技艺都没那么高超，但艺术融
合的前景是无限宽广的。

在国际舞台弘扬古曲
2014 年我认识艺术家林兵。他
谈到中国视觉艺术进步很快，给了
我很多启发，鼓励我继续做中国古
代歌曲探索，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我透过视觉艺术做跨界，在切尔西
举办艺术展览，在格林威治村图书
馆举行个人展览。
2015 年我在网上得到一个消息，
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艺廊，在为发射
新的小卫星征集艺术作品。我马上就
想到，40 年前 NASA 发射太空飞船，
把我们老古琴家演奏的《流水》带上
太空。我投放了我唱的李清照宋词
《凤凰台上忆吹箫》。我把这首歌曲
和纽约地铁上的声音混在一起，为什
么要融入地铁声音，因为纽约地铁是
这个时代的概念，我把东方和西方兼
容到一起，起名“美丽的噪音”，投
给了太空总署。
2016 年我带着好奇心参加了香
港举办的巴塞尔博览会，我看到声
音艺术(Audio Art)的字样，戴上耳机
听，感到声音艺术比音乐更广泛，
是一个新概念。我不知听了多长时
间，有个工作人员觉得好奇，就叫
他德国老板出来。我把我的图像和
音乐给他看，他看了后问我：你愿
意与我们签约吗？让我们为你推广
。我说我太愿意了。
这家公司叫 Sennheiser ，接待我
的人叫 Pierre Eloy。我回到纽约，在
网上一看才知道这个公司是德国著
名的音响器材公司，有悠久的历史
。我想，如果我们宋代的优秀音乐
，与世界优秀的企业结合的话，它
必然走向成功。我感到与之结合是
个缘份。
我把王昭君的古琴曲子，与西方
大音乐家的“沙漠的母亲”现代音乐
，结合起来做一个声音作品。他写的
是难民潮，与昭君怨结合，我们会对
和平事业增添一份和平色彩。
我还探索用抽象派手法做一个
声音组合，叫“鸟语论坛”。我是
在伊朗受到启发，伊朗街头贴着阵
亡战士头像，原来我以为那里只有
战争，没想到鸟的声音这么好听。
我把大自然的昆虫鸟语，加上
音谱图像，配上一句宋词，“金陵
路莺歌燕舞”。宋词也可以这样表
现，根据当代的需要，用爱的心来
实现和平。
我探索的是声音的组合，把宋
词与现代声音组合。我没有失掉东
方传统，而是让西方人更能接受，
让东方古代音乐更有活力。
宋代歌曲的特点是美，超越国
界和时空，它确实是好东西，且宋
代文化是中国文化顶峰阶段，它的
极简美学，从家具到宋词都表现出
来，它的美学是世界承认的。
我个人的技艺并不高超，我只
是文化探索者。我把文献变成声音
，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正如姜椿
芳所说，把古代文字立成声音，让
它响亮起来，这是了不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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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s Newly Approved Road Project Reportedly Will Run
Through The Disputed Ladakh Region Close To Pangong Lake

China Assails India Over Reported Road Project
In Disputed Territory Amid Rising Border Tensi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File picture of an Indian soldier at his
guard station in Arunachal Pradesh on
the border with China. (Photo: AFP)
India’s newly approved road project will run
through the disputed Ladakh region close to
Pangong Lake, the country’s Hindustan Times
reported Tuesday.
A separate Chinese attempt to build a road in the
Doklam area – which is disputed between China
and Bhutan – has prompted a stand-off between
hundreds of Indian and Chinese soldiers which
has lasted for more than two months.
“The Indian side is closely following China’s
road building recently, but the Indians’ actions
themselves have proven that the Indian side
says one thing and does another,”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told
a regular briefing.
She said the reported decision to build a road
in Ladakh is “in complete contradiction to its
deeds in terms of the border issues”.
“The current road construction in that area by
the Indian side is not conducive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at area.”
A video surfaced last week of a brawl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soldiers near the Ladakh
area, which is over 4,000 metres above sea level
on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is a popular tourist
attraction.
China and India have had a number of border
disputes and went to war in 1962 over the Indian state of Arunachal Pradesh.
In 2014 hundreds of Indian and Chinese troops

faced off across the de facto border known as
the Line of Actual Control that runs along the
northwest Indian region of Ladakh.
The latest stand-off began in mid-June after Chinese troops started building a road on
Doklam plateau.
India has an army base nearby and moved soldiers into the flashpoint zone to halt the work,
prompting Beijing to accuse it of trespassing on

Related
China Reissues Safety Warning To Its
Citizens In India Amid Border Row
China’s embassy in India has issued a second
warning to its citizens in two months to be
aware of their personal safety amid heightened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over a border
dispute.
The latest warning was posted on the embassy’s
website on Thursday.
“The Chinese embassy in India would like to
remind Chinese citizens who are already in, or
planning to come to India, to keep a close eye
on local security situations, raise awareness of
self protection, strengthen protection measures,
reduce outdoor activities and be aware of personal and property safety,” it said.

China slammed India on Thursday over
a report that it plans to build a road
in territory disput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fter weeks of tension elsewhere along the border.
Chinese soil.
Chinese troops armed with iron bars and rocks
brawl with Indian soldiers near border, New
Delhi source says
China has repeatedly said India must withdraw
its troops before any proper negotiation on the
dispute takes place. India said the two sides
should withdraw their forces simultaneously.

A Chinese soldier (L) gestures next to
an Indian soldier at the Nathu La border
crossing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in
India’s northeastern Sikkim state. An
altercation has broken out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troops. (Photo: AFP)

“[Chinese citizens] should also alert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and keep in close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when they travel,” the statement
added.
Chinese troops armed with iron bars and rocks
brawl with Indian soldiers near border, New
Delhi source says
The same message was posted by the Chinese
embassy on July 7 after a stand-off began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troops in a disputed
border area in the Doklam plateau in the Himalayas near Bhutan.
The latest embassy statement also warned Chinese citizens to check the expiry dates on their
travel documents and be aware of other potential dangers including traffic accidents and the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 in India.
The latest embassy alert will be in effect until
the end of 2017. The previous notice was in
force for one month.
Tensions further escalated in the border area last
week after Indian and Chinese soldiers hurled
rocks at each other.
The incident, which was reported to have lasted
for about 30 minutes, was the first physical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 stand-off began when China started building a road in June in a contested border area under its control.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lamed each other for
escalating tensions and called on troops to withdraw.
(Courtesy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World's Fastest Train To Run
From Shanghai-Beijin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train schedule, the fastest bullet train running between the cities takes
four hours and 55 minutes, and most bullet
trains take around 5½ hours. A one-way ticket
costs 553 yuan (US$83) for a regular seat and
933 yuan for a first-class seat.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China Railway will
raise ticket prices after the speed is increased.
Authorities tested the 350 km/h services on
some parts of the line last month and the results
convinced officials they would be able to run at
higher speeds along the whole line.
According to Xinhua, the trains are capable of

A photo shows a “Fuxing” train before
beginning a test run. (Photo: Xinhua)
China will officially start operation of the
world’s fastest train service next month, knocking an hour off the 1,318km journey between
Beijing and Shanghai.
Seven pairs of bullet trains – named Fuxing,
which means rejuvenation – will start operating from September 21, Thepaper.cn, a government-controlled news website, reported on Sunday. National rejuvenation is a slogan promoted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present, the fastest trains in China, which
have their top speed capped at 300km/h, are
named Hexie, or Harmony, a key slogan for Xi’s
predecessor Hu Jintao.
China had briefly tried a maximum speed of
350km/h, but a deadly train crash in Wenzhou,
Zhejiang province, in 2011 forced the railway

authority to reduce the upper limit.
However, the desire to up the speed on the
world’s most extensive high-speed network remained strong as the country tried to stay ahead
of Japan, Germany and France in a technological race.
China’s bullet trains and railways are now a key
product for Beijing to sell to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Beijing-Shanghai route is one of the most
used lines, with around 600 million passengers
using the service a year since it opened in 2011,
according to China Railway, the state-owned
operator.
The line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profitable in
China. China Railway has not released financial
data for specific lines, but a bond issuance prospectus last year said the corporate entity running the line made a profit of 6.6 billion yuan in
2015, or about US$1 billion.

going even faster and have a maximum speed
of 400km/h.

Zhao Jian, a professor at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in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s vehemently oppose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high-speed rail plans. (Image
courtesy of Zhao Jian)
Zhao Jian, a professor at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a leading researcher on the country’s
high-speed railway network, told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at the higher speeds could
increase the risk of collisions, so to avoid accidents the railway operator would have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trains on the line.
China’s bullet train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over the past decade since the opening of a service between Beijing and Tianjin in 2008.
By last year there was about 22,000km of highspeed line, or about two-thirds of the world’s
total.
The central government now plans to boost that
to 30,000km by 2020. (Courtesy http://sino-u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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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水族文化 嘉年華放異彩

【本報訊】【本報訊/記者
鄧潤京】;從 8 月中旬開始，貴
州省水族神歌舞團走進上海國
際度假區迪斯尼二期上農嘉年
華作為三都水族自治縣 60 年縣
慶的重要子活動之一，水族神
歌舞團帶來精彩水族文藝演出
，很多遊客對三都水族自治縣
表現出極大興趣。
這次活動由三都縣委縣政
府，上海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協
會原生態藝術研究院和迪斯尼
二期上農嘉年華組委會主辦，
旨在三都水族自治縣成立 60 週
年縣慶之際對外隆重宣傳“神
秘水族秀秀三都“。借助上海
國際度假區迪斯尼的國際品牌
影響力，在上農嘉年華推廣三
都民族特色和非遺文化，讓更
多的人到三都旅遊做客，三都
縣政協副主席覃友壽作為演出
團代表和應邀嘉賓們出席巡演
啟動儀式。
儘管幾天來上海發布了橙
色高溫預警，但高達 40 攝氏度
的氣溫也沒能阻擋觀眾的熱情
。下午 5 點，巡演準時開始，
活動以“震天鼓舞”，“唱不
盡的棉花情”開場，特色民族
文化節目一亮相就吸引並震撼
了現場觀眾，他們被歡快的水
族音樂和熱情洋溢的水族舞蹈
迷住了，不時地拿起手機拍照
。
據了解，本次巡演將每天
演出一場，持續到 8 月 27 號。

期間，還將舉行馬尾繡展覽。
來自三都本地十幾位馬尾繡繡
娘的幾百樣精美繡品將會在上
農嘉年華展館展出，讓更多的
上海市民和遊客了解三都民族
文化特色。在巡演和馬尾繡展
出中，演員們熱情邀請更多朋
友到三都參加 9 月 28 號舉行的
60 週年縣慶活動。
中國唯一的水族自治縣 貴州省三都水族自治縣將於
2017 年 9 月舉行自治縣成立 60
週年慶祝活動全面回顧和深刻
總結建縣 60 年來全縣經濟社會
發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基本經
驗，展示當地優越的生態環境
和獨具特色的水族特色民族風
情。將把縣慶辦成民族團結，
人民得利，群眾滿意的盛會。
三都精心謀劃了 38 個重大建設
項目，總投資達到 172 億元人
民幣建設一批精品基礎設施項
目，打造一批民族文化旅遊亮
點，致力於建設好水都，酒都
，商都“新三都”。打造好民
族文化國際慢城，賽城，紅色
之城“。新三城“。使全縣城
鎮建設面貌煥然一新，生態環
境得到進一步改善。以此展示
”神秘水鄉，秀秀三都“的良
好形象，留下一批物質，精神
財富。
據了解，本次縣慶將舉辦
建縣 60 週年“六節同慶”系列
活動。包含國慶，中秋節，縣
慶，端節，霞節，穩糧節（吃

新節）。還有 60 年大慶新聞發
布會，上海迪斯尼二期上農嘉
年華巡演週，美國華語電視台
專題宣傳，百里水寨超模秀暨
最美水姑娘選撥賽，踩街巡演
活動，成就展，慶典文藝晚會
等豐富多彩的子活動。
水族是一個很有特點的民
族擁有自己的民族文字 - 。水
書還曾一度發行了自己的貨幣
1957 年 1 月 2 日，三都水族自
治縣正式成立，隸屬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此後，縣名，
縣治一直沿襲至今。三都縣位
於貴州省黔南州東南部，境內
居住著水，布依，苗，漢等 12
個民族，總人口 39 萬人，少數
民族人口佔總人口的 96.7％，
水族人口佔總人口的 68％，全
國的 58％以上的水族人民聚居
三都。水族文化底蘊深厚，民
族風情獨特，水族人民有自己
的語言，文字和曆法，其中水
族馬尾繡，水族端節，水書習
俗和水族剪紙已列入國家非物
質文化遺產名錄。
2016 年底，三都全縣地區
生產總值完成 58.08 億元，已
初步形成以農業經濟，旅遊經
濟，綠色經濟，融合經濟為特
色的發展格局，被譽為“中國
水晶葡萄之鄉”2016 年入選第
三批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
縣。

休城工商

思科網絡工程師 8 月 28 日新班開課，
抓住這個改變命運的機會，十萬年薪不是夢！
（本報記者黃梅子）思科網絡工
程師 8 月 28 日新班開課了！這一期的
幸運兒經過 3-6 個月的學習和訓練，
將加入年薪 10 萬美元的行列！聽起來
too good to be true，但是世界上有
時候就是有這樣的好事好項目，機遇
是稍縱即逝的。據哈佛大學研究顯示
，每個人一生要出現 7 次決定人生走
向的機會，25 歲以後開始出現機會，
每 7 年出現一次，但第一次機會出現
的時候太年輕，75 歲以後出現的已經
太老沒意義，所以每個人可以利用的
機會是 5 次，這 5 次機會又有 2 次會不
小心錯過，所以實際上每個人一生中
能抓住的能夠改變命運的機會是 3 次
。思科網絡工程師培訓班就是這樣一
個機會，就看你能不能抓住了。
我相信，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想發財
，沒有人不想成功。可現實是，如果
你入錯了行，你永遠都不可能成功。
所以，抓住時代的脈搏，抓住機遇，
選對行業，太重要了！其實，不是每
個人都適合創業的，大多數人只要找
到一個好的行業，好的項目，好的團
隊，自己加入其中，一切就進行良性

的運行當中，一切都在掌握中。這樣
風險可以控製到最小，而收益可以最
大化。現在，就有這樣一個機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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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已經正式開課了
！剛一開學就有十來個休斯敦的學生
迫不及待地加入其中，只恨自己早不
知道這個機會！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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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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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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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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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eCert 的導師曾在中國任教，在考
試技巧上有獨到之處！如果您實在擔
心自己考試發揮失常，Lane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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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命運的
機會或許就只有
這一次，你，想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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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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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Houston, TX77072

電
話
：
832-539-3333；
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免費送大屏幕智能手機！不會使用嗎？請到新世紀通訊來!

--免簽合約、免開台轉台費、還可保留原號碼
(本報訊) 新世紀通訊 MetroPCS 專營店,
全美最大的 T-Mobile 網絡手機預付計劃專業
連鎖系統,本年度第三季度的特別促銷方案：
一,免費獲贈兩台手機
1、如果您的電話號碼是從 AT&T, Sprint 或
者 Verizon ,(即 T-Mobile 以外的網絡)轉來的,
大家都知道可獲贈免費手機一台；但是如果
選擇家庭兩條線計劃的，即可同時免費獲贈
兩台寬屏幕各種名牌的 4G LTE 能快速上網的
寬屏幕智能手機；（第二條線的號碼無論是
新號碼還是 T-Mobile 網絡轉來的號碼都沒問
題）
2、如果您是新開電話號碼或從 T-Mobile
網絡轉來的號碼也可享受最優惠的價格買一
台送一台 6.5 寸、5.7 寸、5.5 寸或 5.3 寸等等
各種名牌的 4G LTE 寬屏幕智能手機。
所有的手機都是本專業連鎖系統全美統一
、全新配送，並有一年的質量保證期，如果

您家裡的老人不會使用，請不必擔心。新世
紀通訊 MetroPCS 專營店有專業團隊幫助指
導如何入門使用。
二、最優惠最好的手機無限流量快速上網
計劃：
1、如果您想無限流量整月快速上網，看電
視、看電影、導航、微信視頻等等，沒問題
。月費只需$50，有家庭 2--5 條線嗎？也沒
問題。每線只需＋$25，（即 50+25+25+
25+25），所有家庭成員都可享受整月快速
無限流量上網，整個月網速都不會慢下來哦
。
2、如果您每月只需 6GB 快速上網的流量，
月費只需$40，有家庭 2--5 線嗎？也沒問題
。每線只需＋$25 ，（即 40+25+25+25+25
），所有家庭成員都可享受無限上網的月計
劃，（其中包括每人 6GB 的快速流量）。
3、如果您每月只需 2GB 的快速流量上網，

月費只需$30，有家庭 2--5 條線嗎？也沒問
題。每線只需＋$25 ，（即 30+25+25+25+
25），所有家庭成員都可享受無限上網的月
計劃，（其中包括每人 2GB 的快速上網流量
）
MetroPCS 所有手機計劃月費已經包含稅
金。
新世紀通訊，MetroPCS 全美最大的預付
計劃專業連鎖機構，免簽合約，免開台、轉
台費，還可以保留原來的手機號碼，想要了
解更多詳情，請光臨位於百利大道上王朝廣
場的專營店，或關注每天各大中、英文電視
台的廣告，以及各大中、英文報紙，世界名
人網網站上都有詳細報導。
新世紀通訊，MetroPCS 專營店在休斯頓
中國城的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Ste 132,
Houston TX 77036（王朝廣場）
聯繫電話：832-266-8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