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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中教育大不同：只为让孩子更好成长
最近经常收到家长给美小高的私
信，想了解美国中学和国内中学的区
别，是否应该高中就送孩子去美国读
书，还是待到本科再出国。对于这个
问题，小编总结了几点中美高中教育
的差异，相信各位家长看后会有一个
新的了解与认识。
1. 学生录取的方式：应试教育是主要
特色
中国高中学生的录取形式非常简
单，根据中考成绩，分片录取。简单
来说，学生是否能进入理想高中，完
全取决于其最终的分钟，分数越高去
的学校越好。而相比较在美国，每个
学校都有自己的招生办公室和录取委
员会，学生录取是一件极其复杂而且
非常主观的行为，严重依赖于招生官
的背景和人生观价值观。三位不同的
老师对学生进行材料的审核，之后把
材料提交到招生办主任处，最后进行
评估。录取的因素分为硬件和软件两
大类，分别会参考学校成绩，托福、
SSAT 成绩，文书。需要着重强调的一
点是，面试是整个招生环节中很重要
的影响因素，招生官会从语言能力、
性格特征和对学校的兴趣三方面来综
合考察学生。这就确保了招生不过分

依赖标准化成绩，能让学校最大化发
现人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高中招生
官常说那句：录取不是一个数字，而
是一门艺术。
2. 招聘老师的方式：教育注重广度和
深度
中国的高中招聘老师一般会要求
高学历、师范类专业、拥有教师资格
证，通过笔试和面试来决定是否聘用
，录取后多数人会一直从事教师的职
业。美国的高中学校藏龙卧虎，从航
空母舰上度过了十几年毕业于海军军
官学校的 60 多岁的老头到叱咤华尔街
数十载、做过银行副总裁的女强人，
学校在保证学生个体多样化的同时，
也尽可能保证了教学环境的多元性。
美国的教育体制认为书本上的知识只
是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一小部分，教室
的经验、阅历、性格则会对学生产生
更有价值的影响。而在招聘的过程中
，需要经过多轮面试，学校内部整合
所有面试官的独立报告，最后向校长
推荐名额。所有的教师都是经过非常
严格而系统的考核筛选出来的。
3. 如何对待差生：没有差的学生，只
有差的老师
中国的学校把学生分成实验班、

火箭班、重点班的现象普
遍存在，家长千方百计想
把孩子送到好的班级；而
在美国，成绩并不是评判
学生的唯一标准，因此这
种做法是被严厉禁止的。
美国高中每年都会对学生
进行四次总结性成绩评分
，评分由学习成绩和努力
程度两部分构成。成绩为
C 且努力程度不够的学生
，被列为“需要帮助的学
生”，之后所有相关老师
会集中开会讨论每一位学
生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通
常情况下，在老师和家长
的配合帮助下，学生的成
绩和努力程度都会得到改
善。美国高中贯彻的一句话是：没有
差的学生，只有差的老师。
4. 如何度过高中的一天：精英教育一
点也不轻松
中国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涯压力很
大，从早自习开始，到晚自习结束，
有的地方学校还会安排周六日的课程
。有些老师甚至会将一周中为数不多
的体育课也霸占。美国的高中生与国

内的学生相比，学生和老师的忙碌程
度类似，不通电在于美国的校园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和
支配的时间，极少出现为了学习成绩
而牺牲其他时间的情况。美国高中每
天都会有晨会，老师或者学生社团都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布信息，晨会之
后，就是第一堂课的考试，白天基本
上是 7 节课，其中一节为自由安排的

课，一天的课程在下午三点钟结束。
之后将会是持续 2-3 个小时的体育训练
，如篮球、足球、排球、游泳等等。
体育训练之后一般是晚餐和参加社团
的时间。美国高中也有晚自习，不过
学生大多数是在自己宿舍里完成的，
学校的老师负责秩序管理和学习监督
。忙碌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丰富且充
实。

中美高等教育的差距：真的不如美国人勤奋

在去美国读研究生院之前，我和
许多国人一样，认为美国的教育都是
“人性化”的，教育方式和观念都
“以人为本”，都是让学生一边玩，
一边学，一点也不痛苦，学生有很多
课外业余爱好。总之一句话，他们是
素质教育，我们是应试教育。在好多
人眼中，美国人都不怎么爱学习，学
习很差，中国是个人去了就可以称王
等等。到这里学了以后，发现以前感
觉的完全是错的，美国的学生学习刻
苦程度是中国学生根本不能比的。
比如，我在国内念本科时，不会
的作业可以不做的，我开始还是拿这
个观念去对待美国老师的作业。第一
周，看完书已经晚上十点多，第二天
要上这门课，我本来估计老师上课对
对答案，有问题问问就可以，不做完
也没事。后来一想这是开学第一次作
业，还是坚持把题做完了，这一写，
就到了半夜两点半多。
我当时还很得意，觉得是自己给
自己加压。结果第二天上课，老师真
的把作业收了，亏了我把卷子都写完
了，否则就傻眼了。后来逐渐才明白
原来美国作业是计成绩的，每次作业
都会给你按照对错打分，记出成绩，
最后和所有平时考试期末考试一起算

最后的总成绩。
在中国，平时允许你犯错，允许
你不会，你不会可以空着，听老师讲
，最后考试时会做就可以。但是在美
国就不一样了，老师每周都会给你留
一大堆作业，你在下周上课前要交上
来，如果有不会的，你要在交作业前
自己去问老师。如果到交作业时还没
有问老师，因为不会不做或者做错了
，那么你就要承担这个责任，老师不
会因为你实在不会就手下留情的，你
的作业就会被扣分。
来说说美国研究生科目的成绩是
怎样算出来的。
比如我修的“计量经济学”这门
课，第一次期中考试占 20%，第二次
期中考试占 20%，期末考试占 20%，
平 时 作 业 占 40% 。 最 后 总 成 绩 按 照
ABCD 给 你 评 分 ， 90-100 评 A， 80-90
评 B，70-80C，70 以下不及格。硕士
研究生毕业成绩要求每学期平均分不
能低于 B，否则下学期就留校察看，
再不行就被开除。也就是说，硕士研
究生的及格分数是平均 80 以上。
我选修的计量经济学课程，第一
次作业交上去后，得了 16 分（满分
20 分），看上去挺不错，实际上 16 除
以 20 等于 0.8，也就是 80 分，已经是

最低可以接受的分了，只
是刚刚及格而已。
说完这次不是很成功
的第一次作业，再说说美
国的考试。
在国内，大学本科以
后，好像就很少期中考试
（特别是文科）。期中成
绩大多是老师以出勤率来
计算，而且只占 30%，期
末考试才是大头。
所以，来美国之前，
我一直有“文科专业不会
有期中考试”的侥幸心理
。结果上了第一周课，我
就傻了：所有三门课都有
期中考试，而且期中考试
都不只一次，有的课是两
次，有的课是三次，加上
期末考试，基本上每个月
每门课都会有一次考试。
这考试频率，我们在
应试教育的中学感受过，
不过那个叫做月考，或者小测，不计
入最后成绩，因为最后要看你的高考
和中考成绩。而美国这个考试基本上
是所有考试各占 20%，作业占 20%，
没有轻重，而且所有的这些平时成绩
最后折算成的总成绩会跟你一辈子，
找工作时，用人单位会让你出示所有
高等教育的平时成绩，因此你哪次都
不能马虎，包括作业。
来美国之前，我认为我只选了三
门课，以国内的经验来说应该是很轻
松，周五到周日三天没课，每周可以
休息三天，生活应该很惬意。
可是一旦了解了上面所说美国大
学教学制度后，就会发现每周都要写
作业。老师上课基本上对你写作业是
没有什么帮助的。因为课堂时间有限
，老师就讲他喜欢讲的部分，可你为
了作业，要把所有书都看了，再把所
有题都做了。
基本上，老师每次课都讲一章。
一章的内容大概三四十页书，这三四
十页的书是大书，比国内 16 开纸还大
，英文小字密密麻麻，这样有的时候
十几页的书都要看五六个小时。而每
周，我要读三本这样的书，然后做三
门作业！

粗略的算了一下，每周每门课上
课看书时间要 30 个小时，写作业的时
间要 10 小时，那么三门课一周学习就
要用 120 小时。而一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
一共就 168 小时。你就会发现你完全
没有休息时间。
说到美国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刻苦
程度，我不得不再说一下我们的认识
误区。
来美国之前，我一直被美国的青
春喜剧给误导，电影上演得都是他们
怎么怎么不学习，怎么怎么调皮捣蛋
，以至于我们国家的学生也开始学习
和模仿。
我不知道美国导演是不是故意的
，虽然我问了美国人，他们说他们拍
那样的电影只是表达了学生想拥有那
样的生活，而不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
照。
美国的大学生活其实是这样的：
每个校园里，学生都背个书包匆
匆去上课，没有嬉皮打闹，图书馆里
学生们都在很安静地上自习，图书馆
的机房里，学生们都在写作业，没有
一个干闲事的。即便是等公车，也在
看书。
我印象中，至少是我们省的高校
校园，夜幕下都是一对对的情侣在共
享好时光。有一次去这个城市的主街
看看，看看那些吧里的人都在干什么
，突然发现人们都在那里拿着电脑学
习。当时想了想国内酒吧里无数男女
青年在里面“群魔乱舞”，不禁感慨
万千。
美国真实校园生活，整个就是一
个中国理想中的“学霸”的聚集地，
美国学生学习这样的场景，只有在中
国电影里才能看见，而我国的学生，
却在现实生活里只会模仿美国电影里
的东西。
美国教授都是博士。“博士”这
个词在国内，反正我觉得没什么“了
不起”的，只要考上了，就都能毕业
。而在美国，“博士”这个词是很有
影响力的，教授都是博士，在学校人
们一般不会称呼他为某某教授，或者
某某官衔，这些教授或者当官的，更
喜欢人们叫他们某某博士，因为这个
代表了荣誉。
我们微观经济学的助教就是个博

士研究生，结果他上学期考试有 C，
被劝退了，现在正在我们城里的一个
商场卖东西。
我不禁很感慨，一个博士研究生
中途被开除，然后就只能去商场卖东
西去了。也许我光经历美国的研究生
教育，而没有经历国内研究生教育，
就对后者横加指责，这过于武断了。
我相信我前面说的学的内容，国内这
个专业的研究生肯定也学，但是我敢
肯定没有几个能像美国学校出来学这
么扎实的。
一个在纽约学金融的同学说：
“也不知是老师有问题，还是我自己
太笨没有领会老师的意思，那个题按
照老师的意思要用 excel 算一千遍”。
当时我很感慨，美国的高等教育实在
是太强了，对人要求太高了，我来之
前还在算我们学校和北京大学在国际
上的排名，当时觉得比北京大学高。
但是现在，我有一种不管排名谁高，
有本事就出来一起比一比的气势。确
实在这种残酷的教育下我们学得非常
扎实。
我有一个老师从美国硕士毕业回
来，闲着无聊就去考北京大学的光华
管理学院，这个基本是我们经济管理
领域的最高学府，多少人挤破脑袋去
考它，竞争十分激烈，这个老师最后
就背了背政治，别的什么也不复习然
后就考上了。
我以前在人大经济论坛问过问题
，被他们骂做不懂经济的人。现在我
再去那里，有一个人不会做，我瞬间
把全部数学推导给写了出来，后来没
人敢说什么。而我问的问题，几个月
都没有人回答。
我的中学教育很好，以至于大
学毕业后工作几年，我仍然对高中
的所有知识点记忆犹新，拿起数理
化的题就会做。但是大学学的东西
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只记了几个名
词。大学毕业时，我还抱怨大学没
学什么东西，父亲还安慰我，大学
学的是一种思想和方法，有了这种
思想和方法就可以了。但是毕业后
的工作，不是靠耍心眼，小聪明就
可以成功的，靠的是实打实的技术
，我们大学的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
有几个能拿出真本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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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来视察，我们借了 1000 个学生
前些年，我因工作调动来到云南。
我们部队的营区建在山区之中，地处偏远。军营下面的山脚处，零散分布着许多村落，村民大多务农，但这里的泥土种不出粮食，只能种一点绿叶蔬
菜。
有位看护山林的老人，经常牵着一条猎犬满山逮野兔。他告诉我们：“这地方穷，年轻一点的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年纪大，等这帮人一死，挖个坑
一埋，村子就没有人了。”
他说的没错，晚上站在营区往山下看，一座座小村淹没在黑暗中，仅有几户人家亮着灯，寂寥犹如天上残星。
但谁也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建一所没有学生的小学。

我们驻扎在这里，目睹了
当地老百姓的穷困生活，加上
这里还是少数民族聚集区，上
级准备把我们作为双拥共建
（地方拥军优属，军队拥政爱
民）的试点单位，在驻地开展
扶贫帮困活动。
记得那段时间，我们整天开
会，一群人围在屋子里，商讨应
该做些什么。
我翻阅了资料，得知在我们
之前，也有过一支部队在这里临
时驻扎，他们为了让当地的百姓
用水方便，部队出资 60 多万，在
半山腰的位置打了一口深几百米
的井。
打这口井之前，附近村民用
水都是取自山脚下的河水。等井
建好，他们还邀请地方人员搞了
一个开井仪式。
录像资料里，几张桌子拼凑
的主席台前，六位村民代表走上
来，分别从部队领导手中接过盛
有井水的杯子。在摄像机前面，
村民很是拘谨，有两个把杯子擎
在胸前，像是上台领奖品；还有
一个把杯子举过头顶，像是要跟
谁干杯；其余三个人把杯子里的
水一饮而尽。
没过多久，这口井就闲置了
下来。村民们觉得，井水远没有
山脚那条流了好几辈子的河水喝
起来顺口。而刻有“军民井”三
个大字的石碑，至今依旧高高矗
立在路边。
这项扶贫工作最终落在我头
上，为此，我还专门去做了调研
。
村中有两户特困老人，居住
条件极差。其中一户无子女，他
常年住在山脚下的一个石洞里，
里面锅碗瓢盆倒是一应俱全；另
一户老人的小土房子不知道在哪
年被风掀掉了半个房顶，天晴的
时候，他可以在没有房顶的一边
晒太阳，下雨的时候，他就躲到
有房顶的一侧避雨。
我们打算帮这两户老人修建

房屋。
在盖新房的时候，因为暴雨
和泥石流，山脚下的两个村子里
一共 8 户房屋又被毁坏。老乡们的
房子建造简陋，泥石流来的时候
，房屋就像纸做的一样，脆弱不
堪。
为了降低未来灾害的影响 ，
我们干脆追加拨款，统一建了二
层小楼，一层用于储物，二层用
于住人。
可是，新房子建好了，回迁
的老乡们并不满意。他们习惯了
在老房子里养鸡鸭，这样的房子
，他们住起来不方便。
另一次，县上一个文艺团体
带着一帮小学生来军营做慰问演
出。演出后，我们带着他们参观
了新建成的军营图书馆。图书馆
里，孩子们站在一排排书架前，
望着整齐的书，一副想取下，却
又怯怯地不敢伸手的样子。
于是，我向领导建议，从驻
地既有学校中选出几所，由部队
出钱，为他们捐建小型图书馆。
没想到在我汇报之前，领导
已经规划了一个更远大的方案
——建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将配
有最好的老师，有来自整个自治
州的学生，有漂亮的宿舍和宽敞
的教室……这里将是全地区最好
的学校。
我们向上级部门提出了方案
，上级同意后，为此还专门拨款
，要求我们“把握高质量高水平
，把学校建好”。
毫无疑问，我们是按很高的
标准来建这所学校的。
从前期选址，到后期资源配
备，我们都下足了功夫。不仅设
置了图书馆，购买了丰富的图书
，还建了一座室内体育场馆，购
置了健身器材和台球桌，还建了
一间实验室，一座篮球场，在教
室两侧的走廊里，我们贴上了经
过反复设计的展板，有国防教育
系列，道德养成系列，还有国学

经典系列……
学校建成之后，有人说过这
样一句话：“把学校建成这个标
准，就是省里的领导过来视察，
也百分之百满意。”
开学典礼非常隆重。
我们请了几个有份量的领导
，现场还有家长代表和学生代表
。部队领导讲了话，各位代表也
发了言，我们照了很多照片，录
了很多视频，电视台记者对在场
的几乎每个人都做了采访。
到此为止，我们的工作圆满
完成。之后便将学校移交到了当
地的教育部门。
但后来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我
的意料。
建好之后，我去这个学校讲
过一次课，精心准备了约 40 分钟
的课程，走进教室的时候，我震
惊了：漂漂亮亮的教室中，只有
两个孩子。
后来我了解到，这个班人数
最多的时候，也只有 6 个学生，整
个学校也就只有 18 个学生。周围
村子里的年轻人，不想让下一代
还留在山沟里，早早将孩子带出
去了，在外地上学。学校对周围
的适龄儿童进行了统计，发现满
足上学条件的只有十几个小孩，
而我们建的这座学校能容纳 1500
多人。
学生越来越少，不到一年，
学校就停止了教学活动，没有了
学生和老师，这座崭新的学校就
此闲置下来。这所富有现代气息
的建筑，孤零零地坐落在群山之
中，看上去有点滑稽。
第二年六一儿童节之前 ，我
接到一位姓张的干事的电话，说
首长对我们部队当时建设小学的
事情非常感兴趣，他还专门查看
了当时的照片和影像资料，决定
今年六一过来看看，跟孩子们互
动一下，作为一项军地联谊活动
。
为了过好上级领导来检查这

一关，时隔一年，我们重新走进
了这所学校。
我们足足收拾了三天，把学
校里各个角落修整、打扫了一遍
。教学楼二楼第八个教室的窗台
，有一块大理石面裂了，我们换
了一块新的；学校食堂有两把椅
子的腿坏了，我们紧急进行了修
理；之后，又花了很多时间来除
去操场上和水泥路两边的杂草。
干完这一切之后，学校已经
焕然一新，看上去跟一年前刚开
学时没有两样。只是，学校里早
已没有了教师和学生。
接下来一周，全营区约一半
的干部放下工作，专门去邻近乡
镇、甚至是别的县城的学校，
“借”学生。初步估算，要把这
所拥有 47 间教室的学校填个差不
多，我们至少要借 1000 多个学生
，搭配近百名教师。
当时，我和一名姓赵的干部
组成一组，我俩的任务是借齐 60
名学生。
我们首先去的是一所村办小
学，整个学校一共只有 29 个学生
，3 个老师。沟通中，我们跟校长
说，儿童节那天请全校的小学生
去参观军营，共同度过节日。这
个建议得到了校长的支持，并且
答应老师，提前一天安排大巴车
接送，之后我们给学校送上了随
车带的一些文体用品——6 个篮球
，4 个足球。
到了第二所小学，事情就没
那么顺利了。这所学校虽然学生
不少，但是老师却不太好说话。
他们一方面怀疑我们的身份，一
方面又觉得让学生折腾这么远实
在没必要。我们在学校磨蹭了半
天，事情没有任何进展。
回到车上，老赵提议，“不
行咱们就协调协调镇上的领导吧
，让他们帮着给学校方面说说。
”我们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没有
这么做。临行之前，部队领导有
交代，借学生这件事情，尽量私
下来，最好避开官方这一套。

大半天下来，我们没有完成
任务，满腹牢骚地在山路上转悠
。后来路过一所初中，一个想法
冒了出来。
我跟老赵商量，“小学生不
够，咱们干脆找几个初中生来凑
数吧，反正都差不多大，谁也看
不出来的。”听了我的话，老赵
眼睛一亮，“这办法行，到时候
我们提前交待好，反正也是凑数
，没啥问题。”
来到这所初中，我们以慰问
学校的名义，先送上文体用品，
之后又在会议室座谈了十几分钟
，最后才提出，想邀请几个学生
代表去参加六一庆祝活动的事。
离开乡镇的时候，我们总算
完成了任务。
那是一场无与伦比的盛会。
上千名学生，特地穿上了民
族服装，顶着烈日集合在操场上
。正对操场的主席台前，坐着两
排军地双方的领导。一个个穿花
裙子的小姑娘，向领导们献上了
红领巾。
接下来就是冗长的讲话 ，讲
话结束是节目表演。从四面八方
借来的学生，在铺满松针的舞台
上蹦来蹦去。
前不久，我休假回老部队看
望战友。在一个刚下完雨的午后
，战友陪我到营区周围采摘刚长
出来的野蘑菇。我们沿着一条条
不知名的山路，不知不觉就走到
了山下，在那里，我看到了那所
捐建的学校。
学校大门旁边，写有“军民
共建小学”的铜字牌早已不知去
向，代替它的，是一个字迹脱落
得差不多的白色牌子。台球桌也
已经不知去了哪里，图书馆破败
不堪，门口杂草丛生，一群黑山
羊正大摇大摆地在草丛中游荡，
屁股后面留下一串串黑色的屎蛋
蛋。
显然，这里已经成了一座养
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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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虹 华埠百年老店的新掌门
如今许多生长在美国的华裔第三代、第四代对于中文的记忆，大多局限于父母
送去中文学校的死记硬背，以及新年时讨红包的那句“恭喜发财”。越来越多的华
裔移民子女不会说中文、不爱说中文，也不想去学习与欣赏中国文化。然而 20 岁出
头的林美虹则与众不同，出生在纽约的她学习东亚研究，留学清华大学，前往东南
亚国家 NGO 工作。如今，林美虹从外婆手中接过了融汇着百年时光的店面，以无限
的青春、创意、热情和对中国文化的爱，为华埠百年老店翻开新的篇章。

纽约华埠出生
外婆的厨房满是童年的味道
我的曾祖父与曾祖母作为第一代
华裔移民，从广东台山来到了美国纽
约，并在曼哈顿的华埠立足。他们于
1925 年购买了位于勿街 26 号的店铺
，将其命名为“永安和”。起初店面
是贩售中国的草药以及杂货，后来经
过两代人的经营，逐步发展成了今天
的古玩礼品店。这家见证了华埠 125
年岁月变迁的店铺对我来说，最珍贵
的回忆来自我的外公与外婆。
我出生在华埠，也在这个充满人
情味的社区里一天天长大。在我童年
的记忆中，外公外婆和他们的永安和
是最美好的记忆。外婆在她父亲忽然
离世后开始接手店铺，当时有着全职
工作的她只能在工作间隙的午餐以及
晚上下班后开店。随后外婆在七十年
代末辞掉了工作，开始全职经营永安
和。
记得小时候，每天最幸福的时光
就是在下课后一蹦一跳地背着书包往
店里跑。在永安和店面的深处藏着外
婆的小厨房，她每天都会在那里为家
人准备一日三餐，为孩子们准备放学
后的小点心。我现在仍清晰地记得那
些放学后的午后，吃着外婆做的点心
，配上老火煲的靓汤。时光匆匆过，
而家中的美味一直萦绕心间。

百年老店长大
外公不忘中国情孜孜不倦教中文
我的外公雷柏锐 16 岁来到美国
，并且很快学会英文。尽管他很快融
入到美国社会，但是骨子里依然保留
着中国传统文化根和团结华人社区的
情。
外公告诉我，华埠社区曾经是犯
罪率很高的地带。然而不少华人因为
语言不通，并且对于警局存在着惧怕
感，因此遇到事情后报案的人很少。
为此外公创办了市警五分局辅警团以
及华埠服务处，为社区治安巡逻，帮
助有语言障碍的华裔民众。也正因如
此，外婆的永安和成为了华埠街坊的
聚集点，店里总是高朋满座。
外公一直坚持让我们们这一代出
生在纽约的孩子学中文，而永安和的
店铺就成了我和姐姐弟弟们的中文课
堂。外公不仅教我讲广东话，还让我
背诵唐诗。当时年幼的我对于诗词当
中的意思懵懵懂懂，但是我知道的是
背诵下来外公会十分的开心。
小时候当我在店铺玩耍的时候，
外公经常把我叫到来访的朋友面前，
自豪地的让我给他们背诵唐诗。也正
因为外公在我心中种下了中华文化的
种子，我长大后选择学习东亚文化研
究并前往北京读书，让梦的种子发芽
与成长。

进入清华学习中文
获奖学金前往东南亚从事教育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环境在我的心
中留下了很深的中华文化烙印，因
此在大学时期我便选择了前往麻州
Mount Holyoke 学院学习东亚研究专
业。在大学的课程中我发现，小时

候所背诵的成语、诗词将我与中国
文化紧密相连，我开始逐渐理解诗
词的优美与其中深远的含义。
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知道
自己的身份是美籍华人，但是我对
于华人这一部分的认知却不那么的
清晰。而在大学里学习亚洲文化的
过程，让我更加了解自己作为华人
身份背后的故事。
记得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 16 岁
，旅行的首站便是北京。那时的我
并不会说普通话，让我印象深刻的
是，当时有一个人看着我用中文说
了一段话，但是那时因为我不懂说
中文，因此需要导游给我翻译。后
来我才知道那人是在说：“你看着
是中国人，但是你却不会说中国话
。”
其实当时作为华人移民第四代
，身边许多我们这一代华裔孩子都
感到与中国文化有距离感，而不再
学习中文并且不会说中文。然而对
我来说，正因为生长在对中国文化
认知强烈的家庭中，让我自然而然
的想要更加深入的学习中国文化，
特别是中文。
中文对我来说真的是博大精深
，让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刚刚学会了
一页的内容，开心的翻篇之后，发
现还有上千页的知识在等待着我去
学习与发掘。在学校系统的学习了
中文后，我十分期待再次回到中国
。
随后我进入了清华大学开始了
学习，同时我发现自己十分喜欢北
京这个城市，那里的人都十分的热
情并与友善。我遇到的很多人都十
分健谈，并且希望通过聊天去了解
你的故事 。 在 北 京 ， 我 觉 得 最 有
趣的一群人就是开出租车的的哥
，他们很多人都有着说不完的有
趣故事。当中有人和我谈过对美
国的看法这样的大论题，也有人
告诉我他如何在微信上找到女朋
友这样生活中的小事情。就在这
些一次又一次的有趣对话当中，
我学习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
识，同时对于中文的应用与理解
也更加的清晰与深入。
结束了在北京的一年学习后，
我回到美国完成了大学第四年的学
业。随后我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
奖学金，以此为契机我回到了亚洲
，加入非政府组织机构(NGO)并前往
泰国、老挝等数个东南亚国家工作
。
第一年我前往泰国教英文，那
是一个位于南部叫做攀牙(Phangnga)
小城镇，我的学生是 9 年级到 12 年
级的高中生。初到当地的时候我一
句泰语都不会讲，为了不让教学陷
入窘境，我只有努力的从零开始学
习。在泰国教书期间，我认识了来
自中国柳州的朋友。她可以说流利
的泰语、英文，因此我每天都和她
讲中文，并且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
朋友。在此之后我重新回到了北京
，开始从事体验式教育推广工作，
一做便是两年。在北京这座城市，
我最喜欢的就是胡同。我喜欢胡同

里的有趣的人和事，更喜欢藏在胡
同深处那些美味的小馆子。

接手永安和
老店注入新鲜血
离开北京后，我前往老挝开
始负责管理一个项目。随后在结
束老挝的工作后，我选择回到纽
约，计划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
国际发展方面的深造。然而因为
外 祖 父 雷 柏 锐 已 经 93 岁 ， 外 祖 母
也 已 86 岁 ， 因 此 经 营 店 铺 变 得 越
发得吃力。加上经济的不景气，
生意愈发不好做，因此家人开始
讨论是否应该卖掉店铺。家人想
要卖掉永安和的决定让我十分伤
心。在申请研究生期间，只要一
想到可能告别这个充满回忆的店
铺时，我就会不自觉的潸然泪下
。永安和对我来说，不仅是儿时
的回忆，同时也是属于华埠社区
与历史的一部分。我不希望看着
这个传奇就此消失，因此我做出
了暂缓研究生就读的决定，全职
接管永安和。
相比于一切都要靠自己从零
开始学习的外婆，我接手永安和
则幸福的多，可以从家人那里学
到管理与运营的经验。 在接受店
铺以后，我从后堂找出了尘封已
久且落满灰尘的永安和最初的牌
匾，清理干净以后将它重新上漆
，悬在店铺的显眼位置上挂起来
。同时，我也继承下外公留下的
传统，每天一早给店里的观音和
土地爷上香，让童年记忆力的檀
香味在如今的永安和继续萦绕。
我为店铺设计了新的海报与
环保袋，和朋友一起在社交网站
上推广店铺，并参与皇后区举行
的夜市。希望自己的点滴努力能
为 这 个 1890 年 开 张 的 百 年 店 铺 带
来新鲜的血液，让传统得以延续
，让创意可以进驻。
就在今年 2 月，就读于康奈
尔大学，专注研究全美范围内华
埠文化变迁的博士生王逸君无意
中走入了永安和。也正是因为机
缘巧合，我和她成为了好友，并
在讨论后决定推出名为“永安和
计划”的系列文化活动。我们邀
请华裔移民二代、三代继承家业
，或是自己创业的人士交流心得
，讨论华埠商业的未来。在 5 月
19 日 我 们 首 次 举 办 了 主 题 为 “ 华
埠 的 过 去 与 明 天 (Chinatown Then
& Now)” 论 坛 ， 邀 请 包 括 近 日 爆
红 的 创 意 雪 糕 10 Below、 新 派 鸡
蛋 仔 Eggloo 等 6 家 华 埠 人 气 商 铺 的
创始人，一同探讨华埠商业的未
来、社区的变化以及创业心得与
发展等热门话题。
如今外公外婆年事已高，不
得不放弃他们持续多年回国进货
与回乡之旅。就在今年，我会带
着从未回过中国的弟弟去云南以
及台山家乡去看看。同时，我也
希望在国内找到更多有趣的物件
，可以带回永安和，为店内增添
新意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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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群变淫秽群
富二代群主获刑
当下，微信已成为人们沟通、联络的重要社交工具，而其
中的“群聊”功能由于其互动的便捷性更是广受欢迎。可是，
有些不法分子为牟取不义之财，竟打起歪主意，他们利用微信
群聊贩卖传播淫秽视频。近日，经江苏省如皋市检察院提起公
诉，戴天亦因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1.2 万元；其他 11 名管理员和 3 名普
通代理，也因犯此罪分别被判处九个月至一年零九个月不等的
刑罚。
现年 20 岁的戴天亦家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父亲从事
房地产生意，家境比较殷实，父母离异后，他一直跟随母亲生活
。或许由于父母疏于管教，戴天亦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初中毕
业后就放弃了学业，整日在社会上游荡。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戴
天亦偏爱时尚、新潮的玩意，喜欢寻求刺激的他在 2016 年 2 月缴纳
了 200 多元会费，加入了一个名叫“开心群”的微信群。
所谓的“开心群”，其实就是通过微信群聊功能向会员售卖
淫秽视频，群内那些露骨的画面和视频以及网友之间的频繁互动
，让内心空虚的戴天亦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激动，渐渐地，他群
聊上瘾了……
从小备受长辈宠爱的戴天亦性格张扬，一次，他在“开心群
”里和另一位网友因琐事发生口角，便愤然离开了“开心群”。
要强好胜的戴天亦离群后，不甘于寂寞，立刻组建了自己的微信
群，并当起了群主。随后，他又通过一位叫巧儿(化名)的网友，
购买了一个网盘，网盘里都是各类售价不等的淫秽视频。戴天亦
编号整理后，便把这些淫秽视频上传到云资源群，为微信群里的
代理们提供资源下载。
虽然每部片子的价格不贵，有的甚至只有一两元钱，但家境
殷实的戴天亦看中的不仅是钱，他还很享受群友们喊他“老大”
时“众星捧月”的感觉。来钱快，感觉好，一时间，这个富二代
感到自己从未如此充实，并沾沾自喜。
要应对每天繁忙的“生意”，并不容易。自诩精明能干的戴
天亦当起群主后，就请来几个得力帮手，他们都是追随戴天亦从
之前群里退出来的网友。这几个网友成了戴天亦微信群里的一级
代理，并兼任各个群的管理员。由于每个群都有二三百名网友，
为方便管理，戴天亦制定了严格的群规，每一层级的新代理进群
都要上交代理费，还要将缴费的截图发到群里，由管理员审核同
意后，新代理才能正式进群。
就这样，戴天亦通过这种方式，迅速发展了多个层级的下线
。各代理可通过管理员在云资源群内直接获取经常更新的黄色视
频用于贩卖。此外，戴天亦还以 10 元、30 元、80 元不等的价格向
代理提供含有淫秽视频的不更新、一个月更新、半年更新、永久
更新的网盘账号和密码，代理可通过微信红包进行购买。
戴天亦满以为自己苦心经营的淫秽微信群很隐蔽，结果还是
被发现了。2016 年 5 月 10 日，如皋市公安部门在一次日常工作巡
查中发现，一位名叫“安琪”的网友在微信朋友圈中出售淫秽视
频。发现线索后，如皋公安迅速展开侦查，很快就抓获了近 20 名
管理员和代理，并顺藤摸瓜抓到了深藏幕后的犯罪嫌疑人戴天亦
。面对公安机关的审讯，戴天亦低垂着头，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
己的罪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依靠微信售黄贩黄非法获利 1
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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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见民警就两腿发抖
体内藏毒 1267.5 克
近日,云南省永德县公安局在管辖区
域开展日常例行安全大检查中,该局崇岗
派出所民警查获两名青年男子在鞋垫和
体内藏毒 1267.5 克。
8 月 29 日 15 时 40 分,崇岗派出所民警
例行对一辆由南伞驶往云县的出租车进
行检查。在对驾驶员和乘客进行盘查中,
车上两名青年男子神色紧张,不能出示身
份证件,对民警所问吞吞吐吐,连自己的姓
名和基本信息都回答得含糊不清。
民警随即将乘客分散开,并对两男子

再三追问,同时对其所带物品进行仔细搜
查。得知年龄小的叫李自强,大的叫张小
华。这时,两男子表现的更加紧张,李自强
的两腿开始发抖,并努力控制自己不让民
警发现。张小华在一旁开始辩解,指着李
自强说,“他晕车不适”。民警觉察二人
不对劲。
其间,民警发现李自强的双手时不时
摸摸鞋子,生怕鞋子丢了。于是民警要求
李自强脱鞋接受检查。在仔细查验中,民
警抽出了鼓鼓的鞋垫,李自强立马承认了

自己的贩毒事实,并交代了自己体内也藏
有毒品。随后,民警立即将李自强和张小
华带回派出所。
经进一步检查,在李自强和张小华所
穿鞋子的鞋垫里,查获其各自藏匿的毒品
可疑物各两块(共 4 块)。张小华吞食了 58
颗毒品,李自强吞食了 35 颗毒品。至 8 月
30 日 18 时,两名嫌疑人将吞食在体内的毒
品全部排出。经称量,两人共贩运疑似海
洛因共 1267.5 克。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女子连衣裙内藏 7200 张内存卡冲关
9 月 4 日，驻守在粤港边界一线的广
东边防六支队在深圳中英街出关通道破
获一宗人身捆绑内存卡走私案，现场从
一名女子连衣裙裆部查获涉嫌走私内存
卡 6 捆共计 7200 张。
当日晚 18 时 40 许，中英街验证大
厅执勤哨兵发现一名中年妇女出关时
走路一瘸一拐，姿势怪异，不时还向
官兵张望。这异样的表情引起了哨兵
注意，于是上前对她进行试探：“你
好，你行动不太方便，我来帮你吧。
”女子十分慌张，吞吞吐吐说不出话
来，突然拔腿就跑，企图冲出关口。

早已有所准备的哨兵一把上前将她控
制住。经检查，该女子连衣裙裆部捆
绑内存卡 6 捆共计 7200 张。
“往往在台风天或炎热酷暑等气
候下，走私人员活动频繁，是因为他
们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在特殊天气下
，边防官兵会放松执勤。殊不知越是
条件恶劣，我们哨兵越是提高警惕。
但无论什么时候，边防官兵都不会松
懈，想在边防一线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那是自投罗网。”中英街验证大厅值
班干部曾辉介绍说。
近年来，广东边防六支队认真研究

走私活动的新情况、新特点，采取有针
对性的防范和打击措施，科学设定方案
，进一步完善“点、线、面”结合的防
控网络，加强重点地段、河口和要道的
管控，提高了防范和打击走私活动的能
力。同时不断加强与香港联系，注重跨
区域的协作配合，加大对跨区异地走私
活动的打击力度，并且从加强情报信息
工作、提高办案质量入手，适时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维护深港边界一线高度安
全稳定。
目前，此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
进一步处理。

1-7 月全国移送公安机关环境犯罪案 1554 起
据环境保护部网站消息，环境保护
部今日通报各地环保部门 2017 年 7 月执行
《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及移送环境犯
罪案件的情况。通报指出，1-7 月，全国
移送行政拘留 4715 起，涉嫌犯罪移送公
安机关案件 1554 起。
通报对 7 月份案件数量较多的山东、
浙江、陕西、江苏和 1-7 月份案件较多的
安徽、浙江、山东、广东等地进行表扬
。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局长田为勇
介绍说，1-7 月，全国实施五类案件总数
20631 件。其中，按日连续处罚案件共
622 件，罚款数额达 76134.65 万元；查封
扣押案件 9020 件；限产停产案件 4720 件
；移送行政拘留 4715 起；涉嫌犯罪移送
公安机关案件 1554 起。
其中，7 月份，全国适用《环境保护
法》配套办法的案件总数为 3416 件。其
中，按日连续处罚案件 102 件；查封、扣

押案件 1464 件；限产、停产案件 835 件；
移送行政拘留 760 起；移送涉嫌环境污染
犯罪案件 255 件。
通报称，与 2016 年 7 月相比，全国适
用《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的案件总数
增长 92%。其中，按日连续处罚案件同比
增长 21%；查封、扣押案件增长 111%；
限产、停产案件增长 128%；移送行政拘
留案件增长 131%；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
罪案件增长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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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夢想走 - 鄭媛娥獨唱音樂會
【本報訊】秋天, 是一個豐收的
季節。王維國音樂室將於 2017 年 9 月
16 號星期六晚上 7 點 30 分在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柏林音樂廳舉
辦女中音鄭媛娥 “跟著夢想走” 獨
唱音樂會。那將是她八年追逐夢想、
辛勤耕耘的學習成果發表會。
鄭媛娥是王維國音樂室一位出色的
女中音，她從 2009 年起, 憑著對音樂
的愛好, 對歌唱的熱情和執著, 在繁忙
的工作之餘學習聲樂。她孜孜不倦,
勤學苦練, 打下了紮實的基本功。
在這場音樂會中，鄭媛娥將用中
文、法文、德文、英文和拉丁文等多
種語言為大家演唱六組十九首歌曲，
包括中國大陸、台灣、俄羅斯、宗教
、音樂劇、歌劇以及古典歌曲。她要
以描繪中國大陸大自然美景的歌曲
“草原夜色美”、“天邊”和“思戀
” 開 場 ； 繼 以 三 首 宗 教 藝 術 歌 曲:

“Come Unto Him”選自亨德爾清唱
劇{Messiah}、“ Amazing Grace”、
與 女 高 音 李 瑞 芳 的 二 重 唱 “Gloria
Laudamus”；上半場最後一組歌曲
是“Bring Him Home” 選自音樂劇
{Les Miserables}，與女高音汪怡的二
重唱”美的夜啊愛的夜“選自歌劇{霍
夫曼的故事}、“愛情像只頑皮鳥”選
自歌劇{卡門}。下半場開場是三首台
灣歌曲“化作千風”，這是根據印第
安詩詞創作的一首動人心弦的歌曲；
還將用閩南語演唱“白牡丹”；與男
高音吳亞飛演唱“星月交輝”。緊接
的是一組俄羅斯歌曲，與男高音劉鈞
的二重唱“斯拉夫送行曲”、“小路
”、“喀秋莎”。音樂會的壓軸是古
典歌曲 “So Deep Is The Night”、
舒伯特的“小夜曲”和“夏日最後的
玫瑰“。
音樂室的同學幾乎傾巢而出全力

支持。吳亞飛 、侯勤農、劉鈞、呂少
明、陳景科、 車申、於韶將會表演
“鄉音鄉情”、“今夜無人入睡”
和 “喀秋莎”。還有女聲小合唱”
Beautiful Dreamer“。音樂會還特別
邀請了貴賓演出: 休斯敦西北吉他班
和休斯敦喜樂合唱團，他們將表演三
首優美的合唱曲 “聽不到”、“秋蟬
”和“漁唱”。
鄭媛娥將會用她美妙的歌聲為來
賓和朋友帶來一個美好的夜晚。音樂
會免費入場，歡迎大家光臨。一同聆
聽、感受、並投入音樂的懷抱。
2017 年 9 月 16 日, 星期六晚 7 點 30
分
Belin Chapel and Recital Hall, Morris
Cultural Arts Center,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7502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74

*** 免費入場，終場贈送精美點心
鄭媛娥，出生於台北，大學主修
英美文學，畢業後移居美國，轉行理
工。先畢業於費城賓州大學，獲電腦
工程碩士學位；後畢業於休士頓大學
，獲工業工程碩士學位。從事軟體開
發工作近 30 年，專精商業智慧領域。
鄭媛娥和先生葉曉雄，育有兩個獨立
又貼心的女兒，家庭生活美滿。
她很感恩遠在澳洲的父母，在她
童年給予她音樂啟蒙。她幼年時家境
清寒，但是父母卻極盡所能為家里添
置了唱機，一天到晚放著不同的童謠
唱片。她七歲時台北兒童合唱團剛成
立，父母便積極帶她報考參加。從此
她接觸到世界各國美妙的音樂，為她
暗淡的日子打開一扇窗，從那裡她彷
彿見到 「藍色多腦河」 的美景，好像
聽到神藉由 「哈雷路亞」 對她說話，
也似乎能感受到 「可愛的陽光」 的愉

悅氣氛，和體會 「馬撒永眠黃泉下」
中黑奴們的悲苦。音樂已然成為她生
活的一部分，使她在物質缺乏的歲月
裏，精神卻很富足。
來美之後，為學業、事業及家庭
賣命，她幾乎已經忘了歌唱這回事。
直到女兒們開始離家上大學時，她才
想到回頭培養自己。從 2009 年起，
她師從王維國老師業餘學習聲樂。原
來只是為忙碌的生活找一個嗜好調劑
，沒想到隨著歌聲，她的生命竟然像
長了翅膀，自在又飛揚。她開始夢想
要把唱歌認真學好，因為，唱歌為她
生命帶來巨大的挑戰、啟發和鼓舞。
她認為有夢想不是年輕人的專利
，在人生這個階段，她選擇全力以赴
，跟著夢想走！八年的學習，一年的
全力準備，9 月 16 日她將要分享她的
學習成果。請來支持她的努力，鼓勵
她的勇氣，見證她的後勁。

2017 美南福建同鄉會中秋聚會
【本報訊】親愛的各位鄉親，2017 年中秋佳節將至。美南福建同鄉會決定於 2017 年 9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 6 點至 9 點，在美南福建同鄉會會所，地址：6360 Corporate Dr #D, Houston, TX 77036 舉行中秋聚會，衷心希望各位鄉親積極參與。願各位工作順利，家庭和睦。

家庭財務保障及規劃講座改期
【本報訊】家庭財務保障及規劃講座由於 Harvey 原 因 ， 講 座 改 期 到 九 月 23 號 ， 週 六 ，
10am-12pm。地址仍在 AIG 會議室。
大水無情，人有情。
五百年一遇的 Harvey 總算過去了！在空前的災
難面前，大德州大休斯敦地區的萬千人民，積極互助
，克服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和挑戰。
從救人，互助，到颶風過去以後的家園重建，每
一個時刻我們休斯敦地區的華人朋友們，都心連在一
起，攜手面對困難！
這次天災，萬幸的是人民生命沒有受到嚴重的傷
害！對不幸遇難的朋友極其家人，我們表示最誠摯的
慰問。同時，為了幫助廣大朋友更多了解個人的人身
保障及家庭的財富保護，我們原定 9 月 2 號的家庭財
富保障和規劃的免費講座，改期到 9 月 23 號，週六

，上午 10am - 12pm 。地點仍舊是 AIG 會議室。
10111 Richmond Ave., 二樓 AIG。
歡迎大家前來參加聆聽。
祝福所有的朋友都順利完成家園的災後重建。祈
禱災難從此遠離。
講座：家庭財務保障及規劃
時間：9 月 23 日，週六，10am - 12pm
地點：AIG 會議室。
10111 Richmond Ave., Houston, 77042
Westchase Corporate Center 二樓
特邀嘉賓：譚秋晴
聯繫人： 黃晉， 517-303-0618（手機），smellypiggy (微信）
jin.huang1@aig.com (email)
黃晉

譚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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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了車禍不要緊，
出了車禍不要緊
，李醫生免費
李醫生免費帮你治
帮你治！
！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
，每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
禍怎麼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
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
如腦部 CT、胸腔 CT、腹腔 CT 等
。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
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
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
或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
西醫復健治療。有些人怕麻煩不
愿意看醫生，車禍之後開始沒感
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
、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也有
人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醫生，但
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
打魚，兩天曬網。這些對於車禍
賠償都是不利的，對自己身體更
是有害。對於沒有傷筋動骨的小
車禍，2--3 個月的推按摩康復治
療之後，大多數人都會感覺好了
；對於大小手術治療後的傷員，
1--2 年之後，也會慢慢好轉，這
個時候，絕大多數人都會忘記車

禍這檔子事兒，繼續開車。遺憾
的是，5 年、10 年，甚至 20 年之
後，大多數人（尤其是老年時期
）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
部、視力、手腕、肩部、腰部以
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覺哪
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腦震蕩是
比較容易查出來的，但軟組織受
傷是很難查出來的，CT、超聲波
都不行，最多是核磁共振（NMR
）可能會發現一些問題（醫學檢
查 稱 為 磁 共 振 成 像 ，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 。
但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車禍，發
生的部位，便可很容易聯想起來
。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
時進行腦部、背部、骨關節和軟
組織恢復治療與保養，千萬不要
等到 10 年 20 年之後才想起來，那
就晚了。建議您去找李醫生，他
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會幫您設計

治療方案，保險公司支付您全部
的費用，經過精心治療之後，您
不會有任何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
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腰椎
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
破裂，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
或硬膜囊而引起坐骨神經痛等一
系列腰腿痛癥狀，患者常常感覺
下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
下肢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
。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
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
減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
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
疼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出現
眩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
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 李 醫 生
治車禍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
20 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
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
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治療，

運用推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
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
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
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
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
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 copay 還
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 診斷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
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
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
、缺水程度等，李醫生根據電腦
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
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
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 80%。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
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
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 所 地 址 ： 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
，二、四、六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