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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兼职日赚 500 元？
揭秘刷单诈骗背后黑色产业链
“招网上兼职……有手机就可以做的
好兼职，空余时间生活工作两不误！日赚
300—500元！”
收到这样的消息，你是不是一笑删之
？还是会好奇地联系对方？其实还是删了
好。一联系，后面全是坑。
搜索“网络兼职”，能跳出数百万条
“兼职打字员”、“兼职刷单”等相关链
接。
不同的开头，最终是一样的套路。
但是这数百万搜索内容中，也有许多
人在问：“为什么参加刷单要交会员费？”
显然，这是骗中骗啊，黑吃黑。他们
刷单还没干成，倒是被骗子骗了。
生于1993年的宝妈小菊，就是这样被
浙江警方从四川老家“请”到了绍兴新昌
县公安局看守所里。跟小菊一样被抓的有
124人，有大学生也有带孩子的宝妈。
这个“兼职刷单”诈骗犯罪团伙成员
来自全国各地，新昌警方奔波各地把他们
一个个抓了回来，最后还发现了涉及验证
平台、PS支付宝企业照片、贩号、养号等
多个产业环节的犯罪行为，查获数亿条用
于实施网络犯罪的公民个人信息。

【关键人物】 小何 受骗者
小何，新昌本地人，待业了一段时间
，心里有点慌，想在网上找份兼职。去年
12 月 19 日，他加了一个“招兼职”的微
信号。
第二天中午，他和“客服小雪”聊上
了，对方一再保证不收介绍费，给了他一
个YY语音号。
小何加了号之后，对方叫他先把用户
名前面加上“小雪介绍”，“小雪”还给
他发来一张“级别图”： 高级职员交 199
元，10 天内可以返还，奖金 100 元，但只
能做兼职刷单；至尊职员要交 299 元，7
天内返还，奖金 200 元，可以做兼职打字
员；金牌职员399……
耐心、温柔的“客服小雪”跟小何承
诺说，正式入职以后这些钱都能退的。
小何不想做刷单，就选择了“金牌职
员”，交 399 元的入会费，把钱转给了对
方提供的“某某贸易公司”账户。
得，这么一开始，接着是 400 元的工
号费。领了工号，又得交 400 元“领号费
”。紧接着，又是 500 元的“入职保证金
”，100 元职员“信息审核费”，200 元
“培训费”。

为啥要一次次地交钱呢？
小何跟警察说：“对方说不交钱可以
退出，前面的钱就不退了，……我一想已
经交了好几次钱，不甘心，结果又交了
……”
一直交到小何认清楚自己真的上当了
，才打算申请退钱不干了。回头一看，之
前加过的那些微信号、YY 号，都已把他
删除了。
唯一联系得上的“业务主管”，甩给
他一个“财务”的 YY 语音号，表示对方
会退款给他。小何加了对方后，收到了一
张二维码。扫码之后，显示给对方付款
210元。
无底洞啊。小何明白了，他赶紧去派
出所报了案。

【关键人物】 小菊 先被骗再骗人
现在该讲讲宝妈小菊的故事了。
小菊，1993 年生，就是骗小何的所谓
“客服”。
一开始，小菊也是这样被骗进来的。
当了几天“兼职打字员”，手打一些散文
啊小说的，做得累死，一天只有二三十元
进账！
她要求主管帮她介绍其他挣钱多的工
作，那人家就说，“你跟我们一起弄呗。”
于是小菊当上了“语音接待”。除了
带孩子的时间，她都忙着“给人介绍网络兼
职”，就是一遍遍重演小何被骗的过程。
这时候她知道了，当初这样被骗进来
的，他们都叫“小白”，就是小白痴的意
思。
小菊明明白白跟警察说：“我从‘小
白’变成客服去骗小白后，我就知道这是
在骗人的。”
她一个人分饰好几个角色，在小菊眼
里，这份“网络兼职”工作相当不错，来
钱很快，也不影响她在家带孩子。
从 2016 年 4 月到今年 3 月，小菊这样
挣了 5 万元。对了，她的家乡是柠檬之乡
，四川资阳安岳。5 万元的年收入或许对
大城市的人来说不算高，但在家乡足够过
上不错的日子。

【关键词】 刷单诈骗
刷单，年轻人基本都懂，虚假交易嘛
。
为什么淘宝店铺要花钱去刷单？只有
店铺的数据上去了，排名才能好，才会有

更多人进店！虽然都知道刷单不好，但在
全民皆刷的背景下想生存这也是无奈之举
……店铺有刷单需求，所以刷单兼职应运
而生。
这样的背景，给了骗子更多的空间。
但是，身在诈骗团伙的小菊终于知道
：“我们团队原先叫‘共赢’，领头的叫
‘起航’，后来他不做了；转给了‘七七
’，那时团队也改名叫‘TS’了；再后来
，‘七七’也跑了，成员‘桃子’、‘小
寒’、‘凯威’、‘落日’就各自搞自己
的群了；后来又来了个叫‘创业’的接手
，团队改名叫‘TOP’……”
你看，一年多时间，一个骗子团伙就
跟细胞分裂繁殖一样，“制造”出许多新
的骗子团伙。
2017 年 3 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向某
和许某之后，新昌警方分赴四川、江苏，
抓获了其中二人。
据两人交代，在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犯罪嫌疑人李某(在逃)通过 YY
语音聊天软件组织建立了一个群名为“共
赢”的 YY 群团队，两人跟随李某从事网
络诈骗。

【关键词】 黑色产业链
“这些骗子很有心计，每次都零零碎
碎只让被骗者转账几百元，加起来总数也
控制在1000元左右，后来逐渐增加到1000
多元，也不超过2000元，是故意要让被骗
的人嫌麻烦、放弃报案，确实也有很多人
自认倒霉，没有报案。” 新昌县公安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毅在通报案情时表示
，目前他们查证的涉案金额，总数已经超
过千万元。
兼职诈骗已成为一种典型且常见的网
络诈骗类型，犯罪嫌疑人往往以工作轻松
、高薪酬回报为诱饵实施诈骗，警方调查
发现，受害者以学生、全职妈妈居多。
在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的协助下，新
昌警方发现骗子们使用的诈骗账户都是虚
假认证的假账号，同时这个团伙还在 QT
、QQ 群里大肆收购网络账号、旧身份证
等公民个人信息。往深里一挖，警方又发
现了一个设计验证码平台、贩号、养号等
黑色产业链。
新昌警方连续组织了三次集中抓捕行
动，奋战 100 多天，辗转广东、四川、山
东、黑龙江等20多个省市，一共带回犯罪
嫌疑人124名，还追回赃款1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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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海警查獲
特大走私外幣案

漁船走私 1 億多美元
近日，广东海警一支队
在东莞、深圳等地多点联动
，成功破获一宗特大走私外
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7 名(
其中 1 名为香港籍)，涉案金
额累计达 1 亿多美元。该案是
中国海警局成立以来，破获
的首宗走私外币案。
今年初，广东海警一支
队官兵在开展辖区海上及周
边地区的 治 安 排 查 工 作 中，
发现一名香港籍男子长期
在深圳某渔港以卖鱼作为
伪装，多次运送一些水产
以外的物品，行踪极为诡
秘，存在走私犯罪嫌疑。
经过几个月走访、调研，
以及反复分析和研判，海
警一支队侦查人员基本掌
握了该团伙主要成员情况
及运作规律。报经上级部
门同意后，该支队按照预
定方案展开收网行动。
8 月 14 日 22 时许，该支
队 派 出 三 组 警 力 共 51 名 官
兵兵分三路，同时在东莞
、深圳等地设伏抓捕。8 月
15 日凌晨 2 时许，设伏人员
在东莞某小区发现两名嫌
疑人将两包可疑物品藏匿
于小货车尾箱的鱼桶中，
准备前往深圳某码头接头
交货。经请示后，支队指
挥组果断下达收网指令，
海警设伏官兵出其不意迅
速出击，对涉案货车进行
前后夹击堵截，并将企图
逃跑的两名嫌疑人成功制
服。
经现场检查，侦查人员
在车厢内的鱼桶中清理表层
一些鱼货后，在鱼桶最底部
查获了 4 包用真空防水塑料包
装的可疑物品。拆开包装，
内有美元、日元等外币现金

，初步清点美元 45.37 万元、
日元 40 万元以及港币 26 万元
。与此同时，另一组人员在
深圳某渔港扣押涉案渔船及
其附属快艇，抓获船员 1 名。
经初步审讯，王某、宋
某、吴某等主要涉案人员对
其不法行为供认不讳。涉案
人员王某交代称，从 2007 年
开始利用渔船从广东贩运淡
水鱼至香港，收买鱼货的地
点在东莞、深圳等地的水产
品市场，使用货车将鱼货集
中运输至深圳某渔港并装运
到渔船上。每天凌晨，王某
带领大陆渔工驾驶该船前往
香港附近海域，进入香港水
域后使用快艇将鱼货运送至
某水产市场一带售卖。
2014 年，王某得知走私
外币可获得更大利润，遂起
邪念。王某与宋某、吴某等
人在每次作案时，将外币用
真空塑料防水袋包装后装入
网鱼筐内，再将鱼筐沉入鱼
桶底部，并用大量水产覆盖
，掩人耳目。王某等人通过
“蚂蚁搬家”的方式，每周
使用渔船走私外币约 1 至 3 次
，外币以美元、日元居多，
每次外币价值在 20 万美元至
50 万美元不等。据该团伙王
某供述，从 2014 年开始，共
累计走私外币价值达 1 亿多美
元。
这是广东海警查获的首
宗特大走私外币案，涉案币
种多、金额大，近年来实属
罕见。涉案人员于固定时间
地点，利用不易被发现的鱼
桶，通过“蚂蚁搬家”的形
式积少成多向香港走私外币
，严重扰乱国家外汇管制金
融秩序。目前，该案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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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院长：为什么美国基础教育水平低，却
造就世界一流？而我们不行？
标。

说到中美教育差异，一个看起来
非常悖论的现象是：一方面中国学生
普遍被认为基础扎实，学习能力强，
在国际大赛中屡摘桂冠；另一方面，
中国科学家却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整体
地位不高。为什么呢？再看美国，却
恰恰与我们相反……

越大。然而，当下的中国教育正在验
证我们的担忧：优秀学生和未来优秀
学者之间的相关性似乎并不显著。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就不禁
要问：我们的教育是有效的吗？这也
促使我们反思：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
教育？

令人沮丧的教育现象

我们的教育目的纯粹吗

钱学森先生临终前曾发出考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人
才？
如今这种考问越发让人觉察出问
题的严重性：一方面，中国学生被认
为基础扎实，勤奋刻苦，学习能力，
在国际大赛中屡屡摘取桂冠，将欧美
发达国家的学生远远甩在后面；另一
方面，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
的整体却地位不高，能影响世界和人
类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陈。
反观美国，其基础教育质量在世
界上被公认为竞争力不强，就连美国
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而就是这种水
平很低的基础教育，却支撑着美国高
等教育的独步全球和创新成果的层出
不穷！
通常情况下，优秀学生的基数越
大，未来涌现出优秀学者的可能性就

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帮助人
们实现了教育的目的。然而，我们却
已经渐渐忘记了根本的教育的目的。
恢复高考以来的三十多年里，我
们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来越快
，也越来越累，却很少停下来问一问
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奔跑？教育似乎
正在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
成的例行公事：
教师上课是为了谋生；学生上学
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国家规定，在非义
务教育阶段是为了通过上一级的考试
；校长看上去像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
等等。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教育的
有效性正在慢慢消失。
● 古代中国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
关于社会和人生的伦理学训练。教育
固然有其功利化的一面，但也有其超
越性的一面：学生们通过反复阅读经

典的经书来完善自己的道德，管理家
族和宗族事务，进而服务于国家和天
下苍生。
● 科举制废除之后，基于政治经
济文化的颠覆性变革，中国教育走上
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由此形成了一
整套语言、学制和评估体系。这一源
于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教育体系尤其强
调功利性的一面，即教育是为了解决
现实中的某种问题而存在的：教育为
了救国；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工具和
基础等等。
● 到了当代，教育更加呈现出相
当显著的工具性特征：学生们希望通
过教育获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使
他们能够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增强
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获得更高
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如果教育不
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些目标，抛弃教育
当然也不无可能。

美国教育又是怎样情形
美国教育也有功利性的一面，但
其功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是附着于
公民教育背后的产物。越是优秀的教
育机构，越强调教育对人本身的完善
。即使是公立教育机构，也依然把提
高本州人民素质作为最根本的教育目

因此，实用主义
哲学最为盛行的美国
，在教育领域却非常
地“不实用主义”：
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
，教给学生的越是些
“无用”的东西，如
历史、哲学，等等；
越是优秀的学生，越
愿意学这些“无用”
之学。
实际上，美国学
生之所以基础差，和
美国中小学的教学方
式有直接关系。美国
教育界深受古希腊苏
格拉底教育思想的影
响，他们认为，知识
非他人所能传授，主
要是学生在思考和实
践的过程中逐渐自我
领悟的。
所以，在美国课
堂里，无论是大学、
中学还是小学，教师
很少给学生讲解知识
点，而是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学生的阅读
、思考和写作的量很大，但很少被要
求去背诵什么东西。

中美教育之间的差异性
● 美国学校教育是一个观察、发
现、思考、辩论、体验和领悟的过程
，学生因此逐步掌握了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思考问题、寻找资料、得出
结论的技巧和知识。
虽然他们学习的内容可能不够深
不够难也不够广，但只要是学生自己
领悟的知识点，不仅终身难以忘记，
而且往往能够举一反三。
● 与之相比，中国学校教育深受
孔子“学而时习之”思想的影响，老
师把知识点一遍又一遍地教给学生，
要求学生通过不断地复习背诵，使之
成为终身不忘的记忆。
这种教学方式对传统的人文经典
教育是有效的，但对现代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的教育而言，其弊端显而易
见：学生的基础知识普遍比较扎实，
但也因此束缚了思想和思维，丧失了
培养创新意识的机会。
中国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从教育的目的和教学方式出发，

中国和美国关于“教育有效性”的理
解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因为统一的高考录取体制对基础
教育的制约和影响，以及社会外部环
境的变化，教育的过程正在逐步被异
化为应付考试训练的过程。而且，目
前这个过程正在向低龄化阶段发展。
由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比
拼心理，对儿童的早期智力开发正在
进入历史上最狂热焦躁的阶段。越来
越多的孩子从教育中不能享受到快乐
，不快乐的时间一再提前。教育提供
给人们的，除了一张张毕业证书外，
越来越难以使人感受到精神的愉悦和
心灵的平和。反社会的行为越来越严
重。
此外，正如储蓄不能直接转化为
投资一样，上学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
接受好的教育，学生所具有的扎实的
基础知识如何转化为提供创新思想的
源泉和支撑，也是中国教育界所面临
的另一个严峻的挑战。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教育
我们之所以送孩子上学，并不是
因为孩子必须要上学，而是因为他们
要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上
学是一个人为了实现人生目标而必须
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
的也是首要的一件事是：认识到你未
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人的一生虽然漫长，可做的事情
看似很多，但其实真正能做的，不过
只有一件而已。这件事就是一个人来
到世间的使命。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唤
醒每一个孩子心中的潜能，帮助他们
找到隐藏在体内的特殊使命和注定要
做的那件事。
这是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家庭在
教育问题上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和上
哪所学校，考多少分相比，知道自己
未来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更为重
要和根本的目标。回避或忽略这个问
题，只是忙于给孩子找什么样的学校
，找什么样的老师，为孩子提供什么
样的条件，教给学生多少知识，提高
学生多少分数，这些都是在事实上放
弃了作为家长和教师的教育责任。
实际上，一旦一个孩子认识到自
己未来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从内
心激发出无穷的动力去努力实现自己
的目标。无数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
对于人的成长而言，这种内生性的驱
动力要远比外部强加的力量大得多，
也有效得多。

中美教育大不同 美国学生上学竟不带教科书
周末都不上课，我觉得下
午 3 点多放学并且基本没多少
功课是为了让学生们发展自
己的兴趣爱好，很多学生当
然也会被家长安排去学些别
的东西，何况本来高中考大
学的时候，最好的学校注重
的不止是成绩，也非常注重
课外活动，有什么特长，帮
慈善机构做了几个小时的益
工之类的。
严格禁止老师动手打人或
辱骂（当然禁止打人是对家长
也实行的法律，虽然我觉得对
家长可以放宽松一点。但美国
是一个非常清楚人性的劣根性
，并且敢于面对并且防止的地
方。因为知道有些家长会因为
自己的情绪迁怒小孩，并不是
所有家长都那么无私的爱护自
己的小孩，所以用法律制约那
些少数，不能因为任何理由殴

打小孩，否则家长会被起诉，
小孩会被政府带走送去领养的
家庭）。
小学到高中完全免费，连书
本费都没有。教科书学校统一
发放，读完的时候在还给学校
，如有损坏眼中的才需要赔偿
。升级新版本是学校的事。学
生只需要自备书包，纸笔。并
且每个学生可以借一个柜子放
书本，杂物。因为教科书都超
级厚重，所以一般不需要带回
家。
高中开始有几个大的转变
，一是教室不再固定，像大学
一样选课，然后根据课程去不
同的教室，所以同学并不完全
固定。课程分为几大类，每类
完成多少学分（多少课程）就
可以毕业，英文，数学，科学
，社会科学，第二语言，美术
，体育，科学类里包括生物，

化学，物理，地球宇宙学，所
以我张这 么 大 只 学 过 生 物 ，
没碰过化学跟物理，而对数
学的要求也就是学四个学期
，但对程度不要求，程度低
的人学两年学到几何，程度
高的人两年学到微积分，都
是一样的毕业。
老师从来不会因为谁成绩
不好而看轻那个学生，虽然对
成绩好的难免更加喜爱，但也
不会去打击成绩不好的，实在
太差的也只会私下劝劝。
考试 成 绩 都 是 保 密 ， 老
师从来不会公开考试成绩，
但你要是自愿告诉别人也可
以。中国正好相反，觉得羞
辱可以鼓励学生，其实这种
丢脸的事情对人产生的负面
作用绝对比正面的大得多。
特别是在青少年的成长时期
，心智还不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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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树上的少年
读研的时候，有一天跟寝室的哥们
儿闲聊。我说上海世博会时，我曾躲在
世博园里睡了好几夜，不但省了门票，
还可以每天一开园就排在最前面。
四个哥们儿对我“露宿街头”的经
历颇为惊奇，我却不以为然，“小时候
我还经常睡在树上过夜呢。”
大概从七八岁开始，我就常常夜不
归宿了。
那时候我住在外婆家，父母常年在
外打工，家里除了外公外婆，还有几位
还没结婚的舅舅和姨妈，上上下下七八
口人。外公外婆还欠了外债，根本没功
夫管我。于是，我就成天在外面疯玩，
只有饿了才回家匆匆扒几碗饭。
外婆家是县城中心自建的一座六层
楼房。一楼是两个租出去的商铺，商铺
之间是上楼的巷道。巷道的铝合金卷帘
门装得很不仔细，每次开关门，铝片都
会刮擦着铁门框，发出尖锐的声响，刺
得耳朵生疼。
晚上 9 点一过，卷帘门就关上了。
我那时年纪小，大人不让带钥匙，每次
玩晚了，就只能站在楼下，仰着头、扯
着嗓子喊：“婆——婆——婆婆。”外
公耳背，舅舅和姨妈我不敢喊，所以喊
门从来都是喊外婆。
外婆的左脚动过手术，常年杵着拐
棍，行动不便。所以每次听到我的呼喊
，她就得摇醒外公，或是敲开某个舅舅
的门，催着他们来给我开门。
“嗤——嗤——嗤”，卷帘门卷上
去一截，外公或舅舅，一手抓着门，头
探出来，见了我一把拽进巷道里去。
如果开门的是外公，他就只是催我
赶紧去睡觉；如果是二舅，有时候会骂
我几句；可如果是幺舅，他有时会扇我
几耳光，甚至会踹上几脚，怨我扰了他
的好梦。
久而久之，我不想麻烦人，更不想
被揍，改不了贪玩的毛病，慢慢地就养
成了夜不归宿的习惯。
那时候，每次在外过夜回到家，外
婆总说，她一直守着四楼的窗子，盯着
大街张望，整晚都没合过眼。房间灯一
直留到天亮，就是想让我知道家里还有
人没睡，随时等着给我开门。
我虽然听得懂她的话，却还听不懂
其中蕴含的感情。
夜不归宿的次数越多，抓住被痛打
的次数也就随之增长。于是，我越发不
想回家了。
夏天的时候，我喜欢睡在县城“新
街”两旁的绿化树上。这样，就不会被
上街寻我的外公或舅舅抓到。
那些大多都是桂花树，一到秋天，
就散着淡淡的香。树脚围了一圈一米半
高的镂空砖墙，我常常踩着砖墙爬上去
，然后站在上面，抱住树枝，腿脚夹着
树干往上蹬。这一系列动作我非常熟练
，完成起来只在一瞬间。
我喜欢挑一枝朝向街道的树枝，搭
着腿，背靠着树干，屁股坐在树杈里，
调整一下姿势，再闭上眼慢慢入睡。
知了一声一声地叫，树下过着路人
和车辆。月光透过枝叶，碎我一身。
其实，树上并不怎么好睡，我常常
眼睁睁地望着路上过往的行人，越来越
少，越来越少，直到没有了，整个人疲
惫得不行了，才能勉强睡着。
很多次我都望见了外公穿着中山装
、挺着大肚子从树下走过。我在树上轻
声轻气地喊了一声“公——”，没想到
耳背的外公立即就停下脚步，四处张望
，许久，又摇摇头走开了。
我知道他正在满大街的找我。我不
敢多喊，怕他抬头往树上看，但又忍不
住要喊上一声。

事实上，只有一年之中最热的那些
天，才有可能在树上睡到天亮。更多的
夜晚，我都是找一个灶台，蜷缩在一旁
度过。
90年代中期，县里餐馆门口总会修
一个灶台。打烊之后，店主会在灶台炉
火里添上一圈一圈的煤块，再添上一层
厚厚的稀煤——一种煤屑、黄泥和水的
混合物，戳上一个透气的小孔，最后盖
砖头。这样，炉火就能很省煤地燃到第
二天。
添了稀煤的灶台，上半夜会冒热气
，煤炭不完全燃烧产生的气味弥漫四周
。我蜷缩在灶台壁旁，鼻子虽然难受，
身体却很暖和。
比灶台更舒服的地方是各种机动车
的车室。我会跑去各个停车场，挨个儿
拉拉车门把手，试试能不能打开。现在
想来真是不可思议，我竟然经常能找到
没锁紧的车。
不过，我从来不敢睡得太深，天刚
擦亮就得走人，生怕撞见赶早的车主。
有一次，我在一辆大货车上不小心
睡过了。门“哐当”一声开了，我一下
子就惊醒了，眼对眼地望着司机，彼此
吓了一跳。我紧张得说不出话，觉着司
机脸熟。
“咦，小贝塔啊，你晚上没回家，
在车上睡的啊？”那个司机先开了口，
我想起来，他是我的一个表舅，赶紧恭
敬地敷衍两句，跳下车就跑。
偶尔，我还会带着同学夜不归宿。
有一次，带的是一对兄弟。我们躺
在县城一中的草坪上，一边望着星星，
一边聊天，很快就困了，别过头各自睡
了。可就算是在盛夏，深夜的草坪上也
冷得出奇。我们三个人紧紧抱在一起，
脸贴着脸。到了半夜，实在睡不下去了
，我提议上街找个灶台贴着睡。
刚上街没几步，兄弟俩的父母就迎
面走了上来。他俩撒腿就跑，还跑出没
几步，就听他们父亲远远地暴吼了一声
，他俩就再也迈不开腿了。
兄弟俩是被打着拽着回家的，留我
一个人站在路灯下。
类似的情况发生过好几次。那时候
，我很佩服这些大人，也很好奇：为什
么无论多晚了，他们总能找到我们？
一天半夜，我又在街上晃荡，看到
一家电玩厅灯火通明。偌大的店，玩家
就只有一个，我在一旁看了很久，直到
他玩完走出店门。外面太冷，我就挨着
店主，坐在收银台的火炉边。
店里很安静，店主问了我一些话，
我撒谎答了一些。他提议跟我玩一个游戏
，剪刀石头布，赢了，他就给我一个游戏
币，输了，就让他弹一下脑瓜崩儿。
我只记得，他下手极重，每次都是
拇指紧紧压住中指，整只手在我的额头
上颤抖，蓄力很猛的样子。他刚说完
“准备好，来了哈”，我就立时闭上眼
睛，皱着眉头，绷紧了神经。
“嘣——”一声脆响，我的头被弹
得直往后仰，眼泪差点就流出来了。他
整张脸笑得有些变形，龇着牙。
我用衣袖擦了擦眼睛，然后望着他
，说，再来！
那晚，我总共赢了七八个游戏币。
其实我想赢更多，可是他的女人叫住了
他，“你下手真是不知轻重，把人家娃
娃脑袋弹坏了，你得负责！”
从那天起，只要没课，我都会去那
家电玩厅。当时最流行的是《街头霸王
》和《侍魂》。没游戏币的时候，就看
着别人玩；一旦搞到游戏币，就赶快爬
上机子。
很快，所有的游戏都可以一币通关
。每当谁就要快被怪打死时，马上就会
喊“小贝塔”或“那个谁”，快来帮一

把！偶尔遇到输不起的大孩子，快打输
的时候，就一肘子将我撞到一旁。
很快，我成了大家口中的“高手”
。
《街头霸王》是一个叫小华的男生
教我的，他比我大好几岁。
那时候，他喜欢带我去偷东西。每
次都是他先去踩好点，再去电玩厅叫我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偷一间瓦房。我
跟着他爬上房顶，他慢慢揭开几片瓦，
露出一个洞，然后将绳子套在檁子（屋
顶的横木）上，将我坠下到屋里，去给
他开门。
我们干得很顺利，可就是房主穷得
响叮当。房里只有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和
大堆大堆的书。他掏了几个小物件揣着
，然后我们一起捆了几十斤书搬去废品
收购站。
小华跟我平分了钱，我们一起买了
羊肉粉，又一起买了游戏币。
不过，这段友谊没有持续多久，大
约半年后，他就没再出现过。
再次见到他，我已经11岁了，正上
小学五年级。
那时，我正在上体育课，远远望见
班上那个一直争当学校老大的“混混”
正耷着头、垂着手，跟一个比他高出一
头的人说话，我几乎一眼就认出了那个
高个子。
小华明显壮了一圈，染着黄发，脖
子吊着链子，上身穿着短窄的皮衣，下
身穿着破洞牛仔裤。不再是小平头，也
不再穿原先的那套土气的蓝色斜纹布衣
裤了。
他也远远地望见了我。目光交汇时
，我低下了头。
下课后，“混混”跟我说，“他现
在在道上混得很好。临走时还特意嘱咐
了几句，让我平时罩着你点，别让人把
你给欺负了。”
我有些感动，也很担心，怕再和他
那样的人扯上什么关系。
两年后，我和“混混”升到初中，
不在一个班，平时没什么交集。直到某
一天放学路上碰到，我忍不住问他，小
华混得怎么样了？
“死了，被人砍死的。”
还是那年冬天，我在电玩厅认识了
王杰。
王杰比我大 6 岁，圆脸，小眼睛，
嘴唇肥厚，总是穿一件大了好几号、坏
了拉链的灰色夹克，头上带着一个土黄
色的破旧针织毛线帽。他妈在他一岁多
的时候，就丢下他跟人跑了。
他家住在城郊，我曾跟着他去过，
走了两个多小时的路，就为吃一碗面条。
那是一所水泥平房，房里除了电炉
丝再没有别的电器。那碗面也只是放了
点猪油和酱油，至于盐、辣椒等其他作
料，他说一个月前就用光了，他爸一直
没去添置。当着我的面，王杰还翻了翻
他爸所有的衣服口袋，没有摸出一毛钱
，吐了吐舌头，表示抱歉。
他也带我偷过一些东西，印象最深
的是偷别人晾在阳台或院里的香肠。
每次偷到香肠，我们就找地方升篝
火，把香肠架在篝火上。望着肠皮慢慢
变得焦黄，油脂一滴滴落下，篝火吱吱
作响，实在很磨人。
在最初的日子里，王杰对我很尊敬
，尊敬我是一个游戏高手。可是时间久
了，他发现我跟他一样，是一个没人管
的野孩子，就开始欺负我了。
那时候，县电影院播放《东成西就
》，我跟着他翻墙进去看了很多遍。
电影里有一个情节：洪七公按住欧
阳锋的脉门，欧阳锋连连喊苦。王杰很喜
欢这个情节，总是学着洪七公，用力按我
手腕上的脉门。每次见我痛得眼泪打转、

叫得汗流浃背，他才满意地放手。
但小时候的“友谊”往往很难解释
，抱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心情，我仍是经
常跟他厮混，直到那件事的发生。
王杰在前河河岸壁上的一个排水道
口，安置了一个自己的小窝。
那是一个长方形的排水道口，高一
米半多，宽一米。只要不遇暴雨，平时
就只有两指高的水量。站在排水道里，
脚踝都淹不到。在靠近口子的两壁上，
有几根粗大的水管。王杰把一张门板搭
在水管上当床面，板上还有被褥、枕头
、手电以及许多他搜集的小玩意儿。
板子下面响着流水声，板子上面是
水泥顶，响着行人过往的脚步声，是一
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七八岁的我
很喜欢躺在那块门板上面，听着远远近
近的流水声、脚步声，实在很有意思。
有一天，王杰带着我和阿超去他的
小窝，我们三个人躺在木板上，说些有
的没的。阳光很好，斜照进排水道口，
映着河里平缓流动的废水。
阿超说他想回家了，我说那我们就
走吧。我正要爬起来，王杰突然翻身压
住了我。
他虽然不胖，但身体的重量让我喘
气艰难。我使劲推开他，却怎么也推不
动。他想亲我，我偏过头，刚要横起袖
子擦嘴，他一把按住我横起来的手，嘴
重新贴在我的脸上，慢慢顺着下巴滑到
脖子上。
我顾不上平日对他的恐惧，一拳头
往他的头上砸去。他痛得松开了手，揉
揉头，随后又重重地打了我几拳，我痛
得蜷缩着，一时说不出话来。
阿超本想逃走，王杰大吼了一声
“不准走”，阿超就愣住了。王杰见我
直喘气，蜷缩成一团，就将手伸向了阿
超，还没摸几下，阿超就哭了起来，声
音越来越大，仿佛头顶上的路人随时都
能听见。王杰连忙捂住阿超的嘴和鼻子
，阿超难受得直揣脚，铺在木板上的褥
子，滑下去了一半。
我吓坏了，使劲拉住王杰，“你要
闷死他啊！”王杰这才松开手。阿超一
边哭，一边说，他要告诉他爸，告诉他
表哥。阿超的表哥是县里有名的黑社会
，大家都知道。
王杰慌了，连哄带骗止住了阿超的
眼泪，然后约定，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
人，才放我们出去。
不过，阿超一出去就把这件事告诉
了他爸，等他爸带着人再去那个下水道
找王杰，人已经不见了。这件事不了了
之，我也没再跟王杰联系。
后来，阿超和我都没再提过这件事。
每次要是连着两三个晚上都没回家
，我就越发不敢回家吃饭了，只能一直
饿着肚子流落在街上，直到被外公或舅
舅逮住。
一天晚上，电玩厅提前打烊，我走
在街上，想等着夜深些，寻个地方睡觉。
走到县一中门口时，见到几个大妈
正坐在板凳上啃红薯。我停了下来，悄
悄站在一旁。红薯是生的，她们用门牙
将红薯皮一圈一圈啃掉，露出白肉，一
口啃上去，嘎嘣脆。
一个大妈说，“这红薯真甜，生吃
也好吃。”另一个大妈应道，“可不是
嘛，下地的时候经常就这么吃。”
她们说话的声音很大，仿佛盖过了
过往行人和车辆所有的喧嚣。看着她们
满足的神情，听着红薯的脆响，我觉着
那应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
我嘴里包着口水，一直站到她们啃
完红薯，扯完闲天，各自提着板凳回家
。我又等了半晌，确定她们不再回来，
才走上前去，捡起地上的红薯皮，轻轻
地啃着皮白的一面，仔细地品尝，想着

这那该是怎样的一种人间美味。
那年冬天，我在一家餐厅门口遇着
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乞丐。他拄着一根烂
头木棍，里里外外穿了好几件破碎的棉
衣，一根红色的腰带勒在腰上，脸上、
头发上全是黑泥，眼睛深黑，红通通的
。
当时，我正饿得四肢乏力，餐厅里
猪油和糊辣椒的饭香，一路将我引来。
我望着老板娘站在门口装碗，饭粒在碗
里堆出一个小山尖，又红又亮，闪闪发
光。
老板娘将冒着热气的炒饭，端到乞
丐手上，递去一双筷子。乞丐缓缓坐在
店门口的台阶上，开始扒饭。猛一抬头
，他的眼睛撞见了我的眼睛，我立即把
头偏向别处。
在那个老乞丐扒饭的瞬间，我真恨
不得自己就是个小乞丐，这样就可以吃
到老板娘剩在锅里的半碗炒饭。
这种羡慕得要命的感觉，再有已是
10年之后了——我最好的朋友绘声绘色
地给我描述，如何夺了我暗恋姑娘的初
吻。
当然，那时候的我心心念念的，只
有电玩厅。
那时候，外婆在楼前摆了一个小摊
，卖些烟、酒、饮料。我知道电玩厅的
老板是个烟鬼，就常常偷家里的烟去跟
他换游戏币。开始一次只偷一包，后来
胆子越来越大，偷得越来越多，最多的
一次偷了整整半条。
一天傍晚，我刚到电玩厅，玩了没
几分钟，一只大手就落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正忙着打游戏，没空理睬，却被一
把拽了起来，我回头一看，二舅正狠狠
地等着我。那天，他一路跟踪我到了电
玩厅。
我被抓回了家，被全家人团团围住
。外公打了，二舅打；二舅打了，幺舅
打。最后，甚至连四姨、小姨、外婆也
跟着动手。有的徒手打，有的用筷子打
。见我一直嘴硬，就换上了细竹条和铁
衣架。
平时在家里，二舅是一个比较好说
话的人，轮到他打时，我哭喊道，二舅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啊。没想到他竟
然笑了，说，“你对不起我？你是对不
起你爸妈，对不起你外公外婆。”
那天我大概挨了两个多小时的打，
感觉整个人都奄奄一息了。
实在扛不住了，才坦白了一切。全
家人听后，更是气不过，叫上我三姨一
家、大姨妈一家，一行10多号人冲去了
那家电玩厅，找店主讨个说法。我作为
活体证据，虚弱地趴在二舅背上也被带
了过去。
那晚动静很大，全家人围着电玩厅
，闹到深夜 1 点多，电玩厅周边的街坊
们纷纷跑来，围得店门水泄不通。最后
，烟钱自然没得赔，不过店主保证，再
也不让我踏进他家电玩厅了。
我还记得那晚上，有街坊将外婆拉
到一边，说，“你们胆子怎么这么大。
这家店老板年轻时是出了名的混混，打
得凶，杀得凶，你们一大家子人这么一
闹，保不住要闹出人命来。”
外婆愤愤地用拐杖敲了几下地面，
“不闹不行啊，这孩子眼看就要废了。”
一年多后，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县
里家长们集体大闹了一场，说电玩厅严
重影响了孩子们的学习和成长，就像白
粉一样毁人。很快，所有的电玩厅都被
查封了。
加上那顿揍的印象实在太深刻，我
渐渐戒掉了外出疯玩、夜不归宿的习惯
。而那些日子留给我的，除了断断续续
的回忆，也只有后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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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颖：心怀艺术梦
她是连续 6 年大华府元宵(综艺)晚会幕后执导者，也是新近蜚声大华府艺
坛的西北艺术团团长和赫赫有名的大华府威风锣鼓队的艺术指导。从中国大
陆到美国，谭颖一直怀揣着艺术梦，在华府充分发挥自身文艺特长，助社区
谱就艺术华章。
提起谭颖，大华府地区华人圈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连续 6 年执导
大华府元宵(综艺)晚会，多次在“华府春晚”和大华府元宵晚会中自编自导自
演了深受观众喜爱的小品节目。其代表作《老妈探亲》不但在华府华人社区
家喻户晓，还曾走进中国中央电视台《我要上春晚》栏目决赛。
她还是新近蜚声大华府艺坛的西北艺术团团长和赫赫有名的大华府威风
锣鼓队的艺术指导。在每年华盛顿特区独立日大游行中，华盛顿华人社区联
盟方阵领头的就是大华府威风锣鼓队，他们敲出的强劲鼓点响彻宪法大街，
向全世界诠释了美好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代在美华裔的绝代风采。
熟悉她的朋友都知道她幽默搞笑快人快语，又火热心肠。本周，我们一
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吧——

放弃国内高级白领工作，陪读
来到美国
由于我父母是从事文艺这一行的
，我从小就在文艺团体里长大，大学
在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师范专业学习
，毕业后做了两年的中学音乐老师。
1992 年，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组
建成立陕西文艺广播电台，我陪朋友
去应聘，朋友顺手给我也报了个名，
阴差阳错朋友落榜，我被录取，成了
陕西省第一批直播节目的主持人。
我当年主持的热线谈话类节目
“情感小木屋”开播以后极受欢迎，
渐渐成为文艺台最火的一档节目，尤
其受年轻的白领和大学生们追捧。那
时每天晚上一到 10 点 30 分，陕西省很
多大专院校的学生宿舍里，收音机传
出的都是同一个声音。每天传达室大
爷给我送来的听众来信是一箱一箱的
，多到我根本来不及一一阅看。
一年之后，海南人民广播电台筹备
直播节目，到内地借调人员，我又看到
了新的契机。我当时才23、24岁，聊情
感问题聊一年，自己感觉江郎才尽，出
不了新意了。事业上出现瓶颈，于是我
想给自己找个突破口。尽管台长不愿意
放走一个正红火的节目的主持人，最终
，我还是执意去了海南。
到了海南，由于电台的工作量不
太大，工资也不高，可是海口的消费
水准却比内地高多了，于是，我就开
始寻找兼职，最终在海口市最大的一
家旅游度假中心应聘做了娱乐部经理
，负责管理夜总会，KTV 等酒店内部
的娱乐场所。顺便说个题外话，那时
还叫罗林的刀郎就是我为我们夜总会
招聘的驻场乐队的键盘手。海南酒店
的待遇本来就比内地高，我的工作认
真负责又使娱乐部成为我们酒店最大
的盈利部门，老板给我了在当时算是
很高的工资待遇。那是 1993 年，我的
净收入每个月可达 5500 元。酒店包吃
包住，吃就是在酒店的各个餐厅签单
吃饭，住是在酒店专门为高级经理们
租的湖边别墅，每个月还有一两千置
装费。而当时内地的同龄人一个月工
资大概只有三四百人民币。
就在我在海南做高级白领做得风
生水起时，谈了 5 年恋爱的男友要去

美国读博士了。他断然否决了我继续
留在海南的提议，说：“我必须把你
带走，把你留在海南花花世界，我不
放心！”于是，我们结婚了，送走先
生的第四个月，我作为陪读太太，也
来到美国。

打餐馆工、做保姆，为先生付
学费
初到美国，我的陪读身份是不可
以合法打工的，我只好像很多留学生
的家属一样到中餐馆打黑工。刚来时
我的英文不好，做不了 Waitress，我只
能在厨房里炸春卷、炸鸡腿。
我到美国不到半年，我先生为了
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决定转专业去学
电脑，这就意味着原先专业的奖学金
没有了，而我得要承担起他的学费和
家庭生活费了。
为了确保能找到一长期稳定的工
作，我只能和先生在康州分别，他去阿
拉巴马州求学，而我则坐着灰狗大巴三
天三夜横穿美国大陆到旧金山，投奔表
姐。我原以为旧金山华人多，工作机会
也会多，然而到了那里才发现，也正是
因为华人多，移民局盯得特别紧，没有
工卡的，打工难上加难。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家台湾
人找管家，那是一份不用工卡的工作，
于是我便来到这户人家，给他们做家务
、做饭。这离我从国内出来刚刚半年，
在国内我是管理别人的经理，但现在是
被别人差遣的保姆，再加上这家人等级
观念很强，虽然他们表面对我很客气，
但我能感觉得到那种轻蔑和不被尊重。
虽然他们家的家务活不算太多，但给我
的精神压力很大，我心里的落差更大，
成天都觉得相当苦闷！
后来，我又找到另外一户人家，
这家太太是中国人，先生是美国人，
他们是要找个保姆来带他们刚刚半岁
的二女儿。因为我自己没有孩子，没
有带孩子的经验，一开始他们对我不
太满意。但跟他们见面之后，女主人
发现跟我很聊得来，再加上她的父母
也是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教授，就更有
共同语言。她说：“我大女儿 4 岁了
，你可以给我大女儿当家教，教她中
文，教她弹琴。”我还真是跟这家人
有缘，当天晚上，女主人留我下来，

让我跟她小女儿睡一晚试试。那个小
baby 之前晚上常吵闹，可是当天晚上
非常乖巧，不哭不闹，醒了的时候也
乖乖让我抱着，于是他们就决定让我
留下了。
说起来，这家的活儿比上一家稍
微辛苦一些，但是他们从不把我当保
姆当外人看，我在他们家除了每月有
稳定的收入寄给老公，供他读书，还
收获了满满的亲情。女主人就像我的
姐姐一样体贴我，她的父母成了我的
干爸干妈。我跟她的先生、女儿只能
说英文，英文口语也进步得很快。
一年半后，先生快毕业了，我便
辞工去阿拉巴马和先生团聚了。本想
我也应该去读书，可很快发现自己怀
孕了，于是，就在家做了全职太太，
生了儿子，两年后又生了女儿。

重返校园，成为学霸
全职太太自己没有收入，每次出
去，看到喜欢的东西，只要不是家里
必须的，我都要问先生：“这好不好
？”只要他说：“不好。”我再喜欢
都不会买。我觉得经济不平等，在家
里的地位也不会平等。当然这只是我
自己认为的，我先生并没有这么想。
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一定要出去工作
，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才会令
人尊重。
于是，在女儿 1 岁时，我决定重返
校园。由于我在国内是学音乐的，带
不了什么学分到美国的大学，我先生
建议我索性重头再读个本科，这样基
础也打得扎实。30多岁的我在修了ESL
一年后，选择了会计专业本科攻读。
也许是因为这次是自己想学，也
知道怎样学了，从小因贪玩，学习成
绩平平的我在美国大学竟然成了学霸
，专业课门门考第一。有一年暑假我
要回国，刚巧一门课的考试时间和我
回国时间有冲突，我问教授能不能让
我期末考提前，教授竟然告诉我，不
用参加期末考，就凭平时考试和作业
成绩，给了我“A”。还没毕业，我
就被一家全球知名的会计事务所雇佣
，担任税务会计师。

活跃社区，重拾艺术梦
工作慢慢步入了正轨，孩子们也
长大了，我终于有时间参加一些社团
活动。活动中，我的那颗艺术心又复
活了！我要重拾艺术梦！
最开始，我是以作品的形式参与
华府的文艺演出，后来同乡会的负责
人认为我有这方面的特长和能力，在
2011 年就请我担任华府元宵晚会的总
导演一职，今年又请我执导华府春晚
。这几年代表华裔参加的 7 月 4 号美国
独立日游行，也由我担任总指挥。
我这个人平时嘻嘻哈哈大大咧咧
，但是在做事上非常较真。我执导的
晚会，就要有一定的艺术水准，不能
辜负了观众，因此，很多节目都需要
我花大量时间构想，然后找当地相应
的艺术团体，请他们按我的思路排练
。做晚会是一件相当花心思、费时间

的活儿。比如华府春节晚会，头一年
10 月初就得开始筹备，那之后几乎每
个周日的晚上和周末的全天都得搭进
去，参与各个节目的排练，完全不顾
家。我先生、孩子开始时也有抱怨，
但当他们看到演出后观众们由衷的赞
誉和肯定，他们也都特别自豪，女儿
还跟人家说：“我妈妈是导演！”现
在，我的家人不仅支持我，也是我晚
会台前幕后的得力干将。
海外业余文艺界，男演员特别少，
2016年元宵晚会，我想把男子群舞《秦
俑魂》搬上华府舞台，没有男演员，我
第一个忽悠我老公上，然后又去忽悠闺
蜜的老公，多年的哥们、老乡，最终凑
齐了17个秦俑兵阵。为了节目的质量，
我对这帮从没上过台的大老爷们儿进行
了3个月的集训，每周2次，每次2小时
。一个闺蜜的老公对他老婆说：“谭颖
这个骗子！说好只是像兵马俑那样站着
，结果又跺又跳还要叫！”可是，抱怨
归抱怨，这十七八个大老爷们既然答应
了你，那排练起来绝不含糊，他们真是
比女演员还认真，三个月排练，没有一
人迟到早退无故缺席。
雄壮霸气的《秦俑魂》成为 2016
华府元宵一道亮丽的风景，它带来的
阳刚之气深深震撼了观众。2017 的华
府春晚，这群勇士们又是晚会的开场
，当浑厚的鼓声中大幕徐徐拉开，先
秦的兵勇豪气冲天的击打着战鼓从远
古走来，他们整齐划一的动作和激昂
振奋的鼓点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
情。我要多谢我这么多哥们姐们被我
“无情利用”，才有大秦军阵在华府
舞台上一展雄风，威慑四方。

“老妈探亲”系列登台央视
“我要上春晚”
除了当晚会导演，我自己也喜欢写
些小品剧本，有时自己也上台表演。最
为人津津乐道的大概要算《老妈探亲》
了，这个小品也带我们登上了中央电视
台“我要上春晚”的大舞台。
说起《老妈探亲》，最早的灵感
源于我的爸妈，他们来美国探亲，由
于跟孩子语言不通，孩子说苹果汁，
我妈妈听起来是“阿婆就死”。《老
妈探亲》展示了中国老妈与女儿、女
婿、外孙女之间因中美文化差异产生
的误会和笑话，我饰演那个来探亲的
老妈，我邀请了黄河话剧团的两位实
力演员出演我的女儿女婿，剧中我的
外孙女一角，就由我女儿贝贝担任了
。剧本里也引用了一些当时网络上的
一些新段子，2012 年在华府元宵晚会
上首次演出，观众笑声爆棚，掌声雷
动。之后我又写了两部以这家人为主
的《健康生活》和《成长的烦恼》，
在接下来的两年元宵晚会上演，成为
一个三部曲系列。
2014 年，中央电视台到北美选拔
“我要上春晚”节目，在华府设有一
个赛区，我的朋友帮我们的这个节目
报了名。没想到在华府赛区我们获得
了冠军，接着，又在加州举办的北美赛
区决赛中获大奖出线，受邀于2014年10

月回中国到中央电视台参加录制“我要
上春晚”综艺节目，这期节目于2014年
12月在央视四套播出。大家都说，我们
的小品包袱最多，观众从头笑到尾，而
且与海外生活非常贴近。
《老妈探亲》系列之后，我要求自
己每年都要有新作品推出，还尽量尝试
新的形式。2015年的元宵晚会上，我导
演领舞的幽默舞蹈《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再一次让观众捧腹不已。2017年华府
春晚，我导演了音乐小品《人生》，这
个节目以人物哑剧式表演再现两位主人
公从小学、中学、青年、中年、老年人
生的不同阶段，并把特定年龄段的几首
经典歌曲融入，大家看后都说，那是整
台晚会最打动心灵的一个节目，触动了
每个人自己的人生感悟，戳到了大家的
笑点和泪点。

办汉服成人礼，传承中华文化
我的女儿从小就特别羡慕日本、
韩国的女孩们到了 16 岁时都有一个成
人礼，她们们会穿上日本、韩国特有
的民族服装，让我女儿觉得特别漂亮
。我对她说，我们中国也有非常漂亮
的民族服装——汉服，我们的汉服更
加大气，等你 16 岁时，我给你办一个
汉服成人礼，做你的 sweet 16 Party。
2015 年的 3 月，我开始准备。因为
找场地，我和一个朋友聊起了这个话题
，没想到她也非常感兴趣，因为她也有
个16岁的女儿。后来我们又询问了其他
的朋友，发现很多人对汉服成人礼都很
感兴趣，说很有创意，于是，一合计，
大家说一起办，16岁的孩子，超过16岁
的孩子都来，办个大型的。我刚在微信
朋友圈里发了要筹办汉服成人礼的消息
后，很快有不少感兴趣的人纷纷找我，
为此，我们建立了微信群，最后一共有
35个女生和男生参加。
磐达商务文化中心的负责人，也
是我的朋友，为我们提供了场地。接
着就是买汉服啦，我在国内淘宝网上
一家家比较，最终看到一家店的货品
觉得不错，他们有不同花色的汉服。
国内的汉服成人礼，不论男女都统一
着黑红色装。可美国的孩子不一样，
他们讲求个性化，不太喜欢与别人穿
得一模一样，喜欢不同风格。于是，
我就让孩子们自己挑不同的花色尺码
，我统一登记统一下单，买下后，请
国内的朋友分批带来。一位熟人还给
我介绍了陕西省汉服研究委员会的负
责人，他向我们提供了国内汉服成人
礼的流程。我按照这个非常正规的流
程挑选主宾(主持人)、正宾(给孩子加
冠、加笄，一般选德高望重的人)。
正式开始前一个晚上，我们把孩子
们集合起来，用了 3 个多小时，把醮礼
、谢拜、宣誓等仪式彩排了一下。当天
，家长们纷纷把家里有中国特色的饰品
拿出来，布置会场。这样，一进入大厅
，就给人一种古香古色的感觉，再配上
中国音乐，特别有氛围。成人礼仪式上
，孩子们在庄严的气氛中拜黄帝、拜父
母、拜恩师。当孩子们给父母跪下行礼
时，所有的参与者都被深深感动了！这
些美国长大的孩子从未为父母跪下磕头
过，父母也是第一次受这样的大礼，许
多家长在那一刹那流下了泪。有的孩子
说，在拜黄帝、拜父母和师长时才发现
尊重先祖文化、尊重家长是这么重要。
有的家长说，这个特别的活动让孩子与
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次亲密的接触，在
孩子跪下的那一刻，我们感受到了中国
文化的传承，孩子们也为自己的民族由
衷的自豪和骄傲。
我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希望孩
子们有机会更多的了解中国的传统礼
仪文化和服饰文化，让他们通过参与
，感受到中国传统仪式中的那种庄严
和隆重，从而更加意识到成年人应负
的责任。通过了解，进而爱上中国文
化并为身为华裔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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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LABOR DAY !!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Labor 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 public holiday celebrated
on the first Monday in September. It honors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and the contributions that workers have made
to the strength, prosperity, laws
and well-being of the country.
It is the Monday of the long
weekend known as Labor Day
Weekend and it is considered
the unofficial end of summe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holiday
is also a federal holiday.
Beginning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s the trade union and
labor movements grew, trade
unionists proposed that a day
be set aside to celebrate labor.
“Labor Day” was promoted by
the Central Labor Union and
the Knights of Labor, which organized the first parade in New
York City. In 1887, Oregon
was the first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make it an official
public holiday. By the time it
became an official federal holiday in 1894, thirty U.S. states
officially celebrated Labor Day.
Canada’s Labour Day is also
celebrated on the first Monday
of September. More than 80
countries celebrate 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 on May 1 – the
ancient European holiday of
May Day – and several countries have chosen their own
dates for Labor Day.

The North Coast Labor
Day Festival In Chicago
Always the first Monday in
September, Labor Day was
the idea of Peter J. Maguire
(although recen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it might have been

his brother Matthew’s idea), a
labor union leader who in 1882
proposed a celebration honoring the American worker.
The date chosen was simply
“convenient,” according to Maguire, because it was midway
between the Fourth of July and
Thanksgiving.
Although the day’s focus on
organized labor has diminished
over the years, the holiday has
become a way to mark the end
of the summer season—and the
start of the school year.
LABOR DAY DATES: WHEN
IS LABOR DAY?
Year

Labor Day Date

2017 Monday, September 4
2018 Monday, September 3
2019 Monday, September 2

Traditionally, Labor Day consists of barbecues and time together with family. We’ve got
some great recipe ideas below
for this final summer holiday
weekend.

History
Beginning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s the trade union and labor movements grew, different
groups of trade unionists chose
a variety of days on which to
celebrate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eptember holiday
called Labor Day was first
proposed in the 1880s. An early history of the holiday dates
the event’s origins to a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Knights of
Labor convened in New York
City in September 1882.[2] In
conjunction with this clandestine Knights assembly a public
parade of various labor organizations was held on September 5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Central Labor Union (CLU)
of New York.[2] Secretary of
the CLU Matthew Maguire is
credited for first proposing that

a national Labor Day holiday
subsequently be held on the
first Monday of each September in the aftermath of this successful public demonstration.

An alternative thesis is maintained that Peter J. McGuire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put forward the first proposal in May 1882,[1]after witnessing the annual labour festival held in Toronto, Canada.
In 1887 Oregon became the
first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make Labor Day an official
public holiday. By the time it
became an officialfederal holiday in 1894, thirty U.S. states
officially celebrated Labor Day.
Thus, by 1887 in North America, Labor Day was an established, official holiday.[5]
Following the deaths of workers at the hands of United States
Army and United States Marshals Service during the Pullman Strike of 1894 in Chicag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unanimously voted to approve
legislation to make Labor Day
a national holiday and President Grover Cleveland signed
it into law six days after the end
of the strike.

Cleveland supporte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al holiday in
an attempt to shore up support
among trade unions following
the Pullman Strike.The date

of May 1 (an ancient European holiday known as May
Day) was an alternative date,
celebrated then (and now) as
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
but President Cleveland was
concerned that observance of
Labor Day on May 1 would
encourage
Haymarket-style
protests and would strengthen
socialist and anarchist movements that, though distinct
from one another, had rallied to
commemorate the Haymarket
Affair on 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
All U.S. states,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erritories have made
Labor Day a statutory holiday.

Celebrations
The form for the celebration
of Labor Day was outlined in
the first proposal for the holiday: A street parade to exhibit
to the public “the strength and
esprit de corps of the trade and
labor organizations”,followed
by a festival for the workers
and their friends and families.
This became the pattern for Labor Day celebrations. Speeches
by prominent men and women
were introduced later, as more
emphasis was placed upon the
civil significance of the holiday. Still later, by a resolu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convention of 1909, the
Sunday preceding Labor Day
was adopted as Labor Sunday
and dedicated to the spiritual
and educational aspects of the
Labor movement.

cause it marks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summer season. Many
take their two-week vacations
during the two weeks ending
Labor Day weekend. Many fall
activities, such as school and
sports begin about this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school districts resume classes around the Labor Day holiday weekend (see First day of
school). Most begin the week
before, making Labor Day
weekend the first three-day
weekend of the school calendar, while others return the
Tuesday following Labor Day,
allowing families one final getaway before the school year begins. Many districts across the
Midwest are opting to begin
school after Labor Day.

Labor Day marks the
unoffical end of summer.
In the U.S. state of Virginia,
the amusement park industry has successfully lobbied
for legislation requiring most

Unofficial end of summer
Labor Day is called the “unofficial end of summer”be-

school districts in the state to
have their first day of school
after Labor Day, in order to
give families another weekend
to visit amusement parks in the
state. The relevant statute has
been nicknamed the “Kings
Dominion law” after one such
park.
In U.S. sports, Labor Day
weekend marks the beginning
of many fall sports. 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NCAA) teams usually play
their first games that weekend and the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NFL) traditionally
play their kickoff game the
Thursday following Labor Day.
The Southern 500 NASCAR
auto race has been held on Labor Day weekend at Darlington
Raceway in Darlington, South
Carolina from 1950 to 2003
and since 2015.

Competitors at the
Southern 500 NASCAR
auto race at Darlington
Raceway in Darlington,
South Carolina, on Labor Day weekend.
At Indianapolis Raceway Park,
the National Hot Rod Association hold their finals of the
NHRA U.S. Nationals drag race
that weekend. Labor Day is the
middle point between weeks
one and two of the U.S. Open
Tennis Championshipsheld in
Flushing Meadows, New York.
In fashion, Labor Day is (or
was) considered the last day
when it is acceptable to wear
white or seersucker.
The “unofficial beginning of
summer” in the U.S. is Memorial Day at the end of May.
(Courtesy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OUSTON LABOR DAY 2017
EVENTS CALENDA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From the Editor:
This past week Hurricane
Harvey brought a catastrophe of epic proportions
the Houston community.
The destruction that this
storm caused defies being
measured on all known
scales – its path spared
no one and impacted all
neighborhoods and people
up and down the economic strata. But Harvey has
now gone and leaves us
with properties destroyed
and spirits wounded and
weak. The time for rebuilding of homes and personal
strength has begun. So
begin, we must. Today
is Labor Day, a national
holiday sometimes not
totally understood. But the
idea for Labor Day started
in the 1800’s as a coming
together of working people
– a special day to celebrate and honor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working
people of this country. So
let us today celebrate the
great and giving people of
Houston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who have come
together, helped each
other and gathered our
strength together to not
only survive the ravages
of Hurricane Harvey, but to
build a stronger and more
loving community for the
future. We hope you will
take the effort to get out
and attend some of the
Labor Day events listed
below to renew your energies and your spirit.

MONDAY,
SEPTEMBER 4, 2017
•FREE
Arcade
All Day @ Discovery Green
•TICKETSFREE
Glover Gill
8:00pm @ Continental Club
•FREE
Art of Celebration
8:30am @ Celebration Company
•FREE TO
$31.95
Aquarium Pyramid at Moody
Gardens
10:00am @ Moody Garden
•FREE
Cutthroat Comedy Open Mic
8:00pm @ PJ’s
Sports Bar
•$20 TO $45
Houston Restaurant Weeks
All Day @ Open
Location
FREE
Fairy Tales in
Lacquer: Exhibition of Antique
Russian...
8:30am @ Russian Cultural
Center Our Texas
TICKETS$8
TO $10
Humanae Exhibition
9:00am @ The Health Muse-

um
$12 TO $30
“Gladiators:
Heroes of the
Colosseum”
9:00am @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FREE TO $14.95
Da Vinci: The
Exhibition
10:00am @
Moody Gardens
FREE
It’s Unreal!
presented by Arts
Brookfield
8:00am @ Total Plaza
FREE TO $25
Faces From the
Southern Ocean
9:00am @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FREE
John Egan
9:00pm @ The
Big Easy Social
and Pleasure Club
FREE
First Monday
Java Jazz
8:00pm @ Dosey
Doe Music Cafe
FREE
Open Mic
6:30pm @ McGonigel’s Mucky
Duck
FREE
Open Mic
8:00pm @ Last
Concert Cafe
•FREE
Free Radicals
10:00pm @

AvantGarden
•TICKETSFREE
Milonga
10:00pm @ Continental Club
•FREE
Monday Night
Open Mic
9:00pm @ Cafe
Luxor Hookah Bar & Grill
•FREE
Bob Henschen &
Friends
7:00pm @ Bohemeo’s
•$6
•FREE
No DWI Free
Holiday Rides Labor Day 2017
5:00pm @ Sutliff & Stout,
PLLC
•FREE
Yoga at Levy
Park
6:00pm @ Levy
Park
•FREE AD
MISSION FOR
CHILDREN 11
AND UNDER
*ONLY FOR GRAND OPENING
WEEKEND ADULT (18+) $20
SENIOR CITIZENS (65+) $16
YOUTH/STUDENTS (11 -17) $16
DISCOUNT PRICING AVAILABLE FOR ACTIVE & RETIRED
MILITARY AND VETERANS
LONE STAR FLIGHT MUSEUM LABOR DAY WEEKEND
GRAND OPENING...

9:00am @ Lone Star Flight
Museum
•FREE

Lost, Saved &
Threatened: Historic Architecture
of Fort...
9:00am @ Fort Bend County
Libraries - George Memorial
Library
TICKETS $20
LUNCH &
$45 DINNER
Le Bistro Houston Restaurant
Weeks
10:30am @ Le Bistro
TICKET SMUSEUM EXHIBIT ADMISSION: $9 - $13
American Spirits: The Rise
and Fall of Prohibition
All Day @ The Bullock Texas
State History Museum
•TICKETSMUSEUM
EXHIBIT
ADMISSION:
$9 - $13
Pong to
Pokémon: The Evolution of
Electronic Gaming
9:00am @ The Bullock Texas
State History Museum
•GENERAL
ADMISSION
$6
Vedem - The
Secret Magazine of the Terezin
Ghetto
10:00am @ Czech Center
Museum Houston
•FREE ADMISSION
“Internal Dialog:
External Communication” Exhibition
9:00am @ Spring Street
Studios
•FREE
DJ X Kara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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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pm @ The
Pub Fountains
•VARIABLE
King of the Compound Wakeboard Tournament
All Day @ M2
Sports
•135
Tai Chi Chuan for
Health
5:45pm @ C G Jung Educational Center
•FREE
Monday Nite Jazz Jam
8:00pm @ Cafe 4212
•FREE
The Eazy Four
9:00pm @ Shakespeare Pub
•FREE
Zumba at Levy
Park
6:30pm @ Levy
Park
•FREE
Jazz Jam in the
First Ward
7:30pm @ Cafeza
•FREE
Monday Night Jam
9:00pm @ Emmit’s Place
•FREE
Rocksteady Mondays
10:00pm @ The
Flat
•TICKETSFREE AND
OPEN TO THE PUBLIC
Lineage
10:00am @
College of the
Mainland Art
Gallery
(Courtesy Housto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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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第三季午餐與學習活動
2017
年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第三季午餐與學習活動
【本報訊】美國華人石油協會（Chinese American Petroleum Association, 簡稱 CAPA）即將舉辦 2017 年美國華人石油
協會第三季午餐與學習活動。
活動主題是:
保險其實是一種在沒有風險時就沒有收益的投資。有些保險
從業人員只對人們講保險的好處，對弊端卻閉口不提，使得很多
人對保險，特別是人壽保險，有疑慮。或者說之前有買人壽保險
，但是沒有買對，沒有根據自己的實際需求去買，當然沒有得到
自己想得到的收益。

這就是為什麼華人石油協會邀請楊德清先生介紹人壽保險的
種類，講解其中的利弊，分析可能的投資回報與風險。
日期和時間： 2017年 9 月 9 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地點：休士頓 「(恆豐銀行大樓」 十二樓會議室（the 12th Floor
Conference Room,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費用：會員每位五美元，非會員每位十美元。收費已包括午
餐費用（五美元）
網上預約：由於 「華人石油協會」 準備為大家提供午餐，而

且會場座位有限，為了統計人數，以及維持會場的安全舒適，請
預先在 CAPA 的網站上登記。如沒有預先登記臨時參加，無法保
證一定會有位置，先到先有。網上預約登記截止日期是 9 月 7 日
晚上 12點。
CAPA 註冊和網上付費的網站是（Register and pay online
at）: http://www.capaus.org
有關活動的問題，如有問題，請與王淼博士聯繫（miaowang82@yahoo.com; 469-288-1785）。

光鹽社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 本 報 訊 】 講 座 時 間: 2017/9/23 11:00~
12:00 pm 主講人: 鄧福真博士，CMS 認証健康
保 險 交 易 市 場 導 航 員 ，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教授講座地點: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凱地中國教會(24747 Roesner
Rd, Katy, TX 77494) 奧巴馬總統簽署的“平價
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針對美國健康

醫療體系提出多項重大改革，其中一項是 2014
年 1 月開始實施的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則 與 每 個 人 息
息相關。此法案使醫療保險更實惠(年度免費預
防醫療服務) 並提供財務補助(Tax Credits)降低
您的保費，2014 年起，除了低收入、原住民、
非法移民和監獄服刑者，所有人都需購買健康

“他鄉月 故鄉情－炎黃中秋晚會”
將隆重舉行
【本報訊】自從 2005 年起每年由休士頓黃氏宗親會主辦的中秋節晚會今年定於九月十六曰
（星期六）下午六點在休士頓中華文化中心大禮堂隆重舉行。由休士頓炎黃堂，休士頓黃氏宗
親會主辦。眾多社團，演出單位協辦。晚會主席黃孔威，共同主席黃玉顏，黃家麟，方宏泰，
名譽主席胡錫霖，羅大愚，李蔚華，謝忠，黃朱慧愛，黃安祥，黃仕遠，陳頌華，餘頌輝，黃
柏添，顧問林國雄，黃漢生，張玲，王冬梅等。秘書長朱全勝。晚會總策劃黃孔威，節目策劃
孫熙海，張艾。藝術總監墨童。票價$8.15，聯繫 Yan Huang Tang, Inc，6925 Turtlewood Dr.
Houston , TX77072, khuang7038@hotmail.com, 832-859-5790. 晚會地址：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77036.

保險。不購買者將繳付罰款，金額： 2017 年成
人$695，小孩 $347.5 或 2.5%家庭收 入 (取罰
款較高金額) 。 2018 年的保險交易市場即將於
11/1/2017 開始開放申請及更新至 12/15/2017
截止，為了服務亞裔社區民眾，光鹽社特別舉
辦醫保講座，一解民眾對於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之疑惑，並於 11/1 開始提供保險申請協助，光

鹽社的專業導航員們將透過醫療保險交易市場
，替民眾申辦最符合個人需求的醫療保險。假
如您對醫療保險有任何問題，歡迎參加本次 講
座或致電 713-988-4724，我們將非常樂意協
助您！如果您需要協助申辦或更新你的醫療保
險方案，光鹽社即日起開放接受預約，我們的
服務是免費的。

【緊急通知】延期舉行
2017美國旗袍大賽決賽暨頒獎晚會
【本報訊】尊敬的《2017 美國旗袍大賽》
贊助商、參賽佳麗、及各位支持者，經過大賽
組委會慎重考慮和認真討論，一致決定：目前
大家眾志成城，救災第一、安全第一，盡一切
努力，互相救助，平安度過這個非常時期。為
此 ， 原 定 於 2017 年 9 月 2 日 晚 上 在 Hobby
Center 舉行的《2017 美國旗袍大賽》決賽暨頒
獎晚會將延期到 10 月底舉行，最後決賽具體時
間待劇場確認後另行通知。
大賽組委會主席陳鐵梅、晚會總監鮑玲、
總導演徐利、藝術總監笑琳攜所有組委會成員

加入救災行列，和全體選手，朋友們一起，同
心協力，盡已所能，互救互助，共度難關！並
向所有戰斗在救災第一線的義工們致敬！
感謝所有支持《2017 美國旗袍大賽》的朋
友們！大賽延期給您帶來的諸多不便望見諒，
一旦延期舉行時間確定，將會通過新聞發布，
微信平台，微信朋友圈向大家報告。
大賽組委會聯絡：陳鐵梅，電話：
832-803-9018
鮑玲，電話：713-503-8068

休城工商

災後重建，認清真假李逵！

--Comcast Xfinity提醒大家，不要被收年費的李鬼網線騙錢！
（本報記者黃梅子）現在，我們的生活
根本離不開網絡，很多人可以一天不吃飯但
不可以一分鐘無網絡。在剛剛過去的哈維颶
風期間，網絡更是發揮出前所未有的作用，
被洪水圍困家中的民眾打 911 不通，轉而利
用網絡登上微信、Facebook 等社交媒體發
出呼救信息，得以被救。所以，在某種程度
上來說，網絡質量的好壞可以說是生死攸關
的。休斯敦最大最專業的網絡公司是 Comcast Xfinity,，也是用戶最多、服務最好的
公司。 Comcast Xfinity 是美國公司，公司
的法務和市場部門提醒大家，最近有假冒
Comcast Xfinity 的 李 鬼 公 司 截 Comcast
Xfinity 的網線，非法銷售，一次性收取用戶
一年的費用，並且免掉安裝費，因為費用較
正牌 Comcast Xfinity 網絡便宜，所以有不
少華人上當受騙，結果在哈維颶風期間家中
網絡頻頻掉線，弄得險象環生。
Comcast Xfinity 市 場 部 鄭 重 聲 明 ：

Comcast Xfinity 在華人社區有代理商，負
責人是古小姐，在大中華超市、10 號公路
和 6 號公路的 99 大華超市都有代辦點，服
務熱線電話是 832-282 -2882。
Comcast Xfinity 的網絡都有檢測系統
，登記在冊的客戶都能檢測到。但最近一段
時間來，電腦檢測到中國城一帶有些客戶端
的流量突然大幅增加，檢查後發現有人從門
口的網絡接線盒裏偷截網線，拉出網線後銷
售給不知情的客戶。因為不收安裝費、而且
提 供 Modem， 甚 至 有 些 Modem 上 還 有
Comcast Xfinity 的 logo，一次性收取一年
的費用，比 Comcast Xfinity 按月收取的 12
個月總費用要低一些。因為費用便宜，所以
很多不明真相的華人朋友都紛紛加入並交足
一年費用，剛開始網速很快，慢慢地因為同
一條線上用戶越來越多，所以網速越來越慢
。而當 Comcast Xfinity 發現偷線後就會剪
斷線路，這個時候用戶再打電話找安裝的人

來維修就再也聯繫不上了，或者要等很久等
到他們另外再截一條線才能續上，那時吃虧
的是用戶，一年的錢已經交完了，但實際只
用了幾天或幾個月，貪小便宜反而吃大虧。
Comcast Xfinity 考慮到休斯敦越來越
大的華人市場，也考慮到部分華人英語不好
，所以請華人朋友直接與代理商古小姐聯繫
（電話 832-282-2882），古小姐有一個華
語服務團隊可以為您提供優質的服務。
Comcast Xfinity 提 醒 大 家 ， Comcast
Xfinity 是按月收費的！如果是一次性收取一
年費用的網絡公司肯定是李鬼，不是李逵！
是假的 Comcast Xfinity！只要認清這一點
，大家就不會上當受騙！自己的權益就能得
到保證。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可以致電 Comcast Xfinity 客 戶 部 阿 龍 （ 電 話
281-409-9420）或古小姐 832-282-28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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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