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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界定

K12 或 K-12， 是 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的简写，是指从

幼儿园（Kindergarten，通常5-6岁）到

十二年级（grade 12，通常17-18岁）

，这两个年级是美国、澳大利亚等国

家的免费教育头尾的两个年纪，此外

也可用作对基础教育阶段的通称。在

我国，基础教育狭义上是指九年义务

教育，即6年小学教育与3年初中教育

。目前，K12成为在线教育的重要细

分产业，随着人口红利期即将到来，

它将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

二、美国的K12教育

美国是世界上教育质量最高的国

家之一，它有完整的而独特的教育体

系。美国文化教育的高水平也决定了

美国在世界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在

美国人看来，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

利。美国的法律规定儿童6-16岁必须

入学。美国的公立学校由政府税收支

持，学生免费入学；私立学校多由教

会支持。从整体上说，美国教育可以

分为四个递进的阶段:学前教育、初等

教育、中等教育(初中和高中）到高等

教育。前三个阶段都属于大学前

（pre-college）的教育，包括保育学校

（Nursery School） 及幼儿园（kinder-

garten）、小学(Elementary School)、初

中 （Middle School） 及 高 中 （High

School）。大学前的教育又称为基础教

育即K12教育阶段（也是义务教育）。

美国K12教育课程设置特点如下：

1、在美国，教材是自主开发的，

各州、各学区、甚至学校同科、同年

级教师之间选用的教材也不一样。现

行的美国初中课程主要以英文、数学

、科学、社会学四大学科为主。

2、美国学校并不提倡从小学外语

，学生在初二的时候才开始学外语。

3、美国初中一般不开设化学和物

理课，这些课程安排在高中阶段。另

外，学生每天的第一节课叫做cycle，

这节课是两个月换一次，包括电脑

（computer cycle ) 、 健 康 教 育 (

health cycle )、美术( art cycle ) 等。

4、美国学校注重孩子动手能力的

培养。在艺术课上，美国初中生除了

学习绘画技能，还有手工操作。同时

，美国学校重视音乐教育。自小学三

年级开始，孩子们就离不开乐器了。

即使孩子将来不想当音乐家，也能在

学校里收到系统和全面的音乐教育。

5、美国学生的阅读量以及写作量

都很大，除了规定书籍外，学生还需

挑选大量的书籍进行自主阅读，写读

后感，读书报告，参加阅读讨论，总

结，以及每天写日记，英文课经常还

要求写世界名著小说的点评。

6、美国英语课的分数由家庭作业

，学校作业，考试，写作和演讲几部

分构成。而且，美国的教育也很重视

演讲，从幼儿园开始，就有演说练习

课，小学和初中都有演讲练习课，甚

至在高中，《基础演讲》都被入选为

高中生的必修课。

三、中国的K12教育

我国的基础教育狭义上是指九年

义务教育，即6年小学教育与3年初中

教育。我国义务教育的普遍授课形式

为班级授课制，统一的教材，一样的

考核方式，重视知识的重要性。

通过近年来的改革，提到K12教

育，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中国中小

学教育学教学网。我国的K12教育课

程设置主要为在线教育模式。

k12在线教育分为小学，初中，高

中，2月份教育部发布政策要求学校

三通两平台，“宽带网络校校通、优

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

” “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教

育管理公共服务平

台”。政府的支持

，体现了在线教育

明显的优势。

K12 教育的根

本目的是：构建知

识体系，培养独立

思考的能力。当前

，K12 在线教育主

要有四个切入点：

课堂教学、课下作

业、习题库和答疑

、培训辅导。

以课堂教学为

切入点的产品，包

含硬件(学校基础网络、电子展示白板

和师生用平板电脑)、学生信息系统、

学习管理平台、课程管理平台、内容

APP(课程、随堂试题、辅导习题和考

试测评)等环节。其特点在于改变上课

的教学行为，降低教师的备课难度，

通过录播课程、电子化教材等多元化

的数字化教学手段，提高学校教学的

质量，但也对教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譬如对电子产品的熟练运用，就是

对传统老教师的一项重大挑战。

从课下作业切入的产品形态分为教

师和学生两个维度。从教师的角度来说，

大部分产品是帮助老师组卷、分发和批改

，并通过教师将作业成绩录入系统来获得

学生数据。从学生的角度来看，通过线上

教育定位学生做作业遇到的难题，继而引

导到线上一对一或者线上解题来辅助学生

做题。这对于教师来说也同样是一项新的

挑战，原先的教学方式是教师主讲，但是

在这种新型方式下，教师的主体地位被弱

化，大多时间为学生自主提问，教师多数

时候是作为一个解答的角色。教师想要克

服这一挑战，还需多多适应。

四、中美教育的对比

中美文化的根本不同之处，是美

国崇尚个人主义，追求个人自由，而

中国强调集体主义，要求个人利益服

从集体利益，要求思维统一。

表现在教育上，就是美国注重学

生的个性发展，强调让学生自己动手

探索并设计实验，讲授知识时更注重

讲授思维过程，而不追求知识理论的

逻辑性和层次体系。而中国的教育，

众所周知，就是重理论知识而轻视思

维过程，重视考试成绩而轻视实验能

力。中国中小学包括大学的任何一本

理科的教科书，拿出来，都是条条道

道，逻辑性，条理性非常强，但是这

些知识前辈们是怎么思考得来的？ 我

们能不能设计实验去验证那些理论的

正确性？学习这些理论知识以后能从

事哪些相关的职业？或者这些知识在

现实生活中有没有用？中国的教科书

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在中国，如果不

是为了考试，相信不会有人有兴趣去

阅读那些课本。

此外，美国的教育非常强调Inde-

pendent Thinking（独立思考），Cre-

ative Thinking（创新思考），Critical

Thinking （质疑精神），而中国强调标

准答案，强调服从权威。众所周知，有

质疑，才有创新，有独立思考，才能发

现事物背后的真相。美国研究生入学考

试GRE，其中的作文题目有一道就是写

Argument（驳论文），其作文题是给你

一段话，让你去质疑，找出其逻辑漏洞

。美国人认为做学术研究，不敢质疑，

和一个木头没什么区别。所以，2001年

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不让一个孩子落

伍法》之后，很多人都跳出来反对，而

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在中国，我们

从来都是全国统一教材，所有的考试都

有标准答案。而美国没有统一教材，各

大教育出版社都可以出版教材，当然如

果他们想盈利的话，就必须做出最吸引

人的教材，以占领市场，所以，美国的

最畅销最著名的课本和教材基本上都是

出版社每年修订，紧跟社会发展。虽然

中国教材也有定期更新，但在创新程度

上是绝对不能与美国相比较的。

五、小结

通过中美K12教育课程设置的简

述，和中美教育的对比，总的来说我

国的教育改革趋势是处在一个好的前

景之下的。但在这其中，对教师，对

学生都有很大挑战，教师和学生想要

适应这种新形势下的改革，务必要付

出很多努力。

分析中国和美国K12教育的异同点
K12是教育类专用名词，是被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国家所采用的从幼儿园

到十二年级的免费教育，此外也可用作对基础教育阶段的通称。1998年，中国
引入此概念，开通“K12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网”，开启了K12在线教育的先
河。较之国外经历多年的改革而完善的K12教育体系，我国的K12教育体系并
不完善，但也存在较大发展空间。本文将对中美K12教育体系进行简述，并将
中美教育作出比较，简明美国教育对我国教育的启示。

《纽约时报》撰文称美国教育技

术市场迅速发展，投资者却青睐关注

高等教育或职业技能培训的初创公司

。为此，一些教育技术初创公司已经

把业务范围从学校延伸至企业、专业

人士乃至家长。

美国教育技术市场正蓬勃发展。

教育工具评估和管理初创公司Learn-

Trials统计显示，目前美国市场拥有超

过3,900款基础教育应用、课堂管理系

统和其他面向学校的软件服务。

但是，美国教育技术市场的投资

呈现不同的态势。尽管面向学校的新

产品大量涌现，但最大规模的投资大

多集中在关注高等教育或职业技能培

训的初创公司，这类初创公司主要面

向大学、企业和愿意为提升职业技能

而花钱的客户。

风投市场研究公司CB Insights报

告称，在全球范围内，针对教育技术初

创公司的风险投资和股权融资从2014

年的18.7亿美元飙升至2015年的29.8亿

美元。分析人士认为，增长主要来源于

7轮规模超过1亿美元的融资，但相关

公司的业务均未涉及公立学校。

这种投资趋势表明，面向学校开

发应用的年轻公司正面临困境。很多

学校类技术初创公司往往能够完成规

模较小的初期融资，其中部分初创效

仿知名应用，通过免费发布产品迅速

成长。

但分析人士认为，今年尚未拥有盈

利模式的学校类初创公司可能在中期融

资阶段面临更大的困难，这可能导致美

国教育技术行业出现轻度衰退。

CB Insights分析师马修· 王（Mat-

thew Wong）表示：“我们尚未在该

领域看到不同的商业模式。现在，这

些公司亟需证明自己能够拥有可持续

的盈利模式。”

相较之下，关注企业培训或职业

技能培训的公司表示，它们更容易盈

利。例如，Lynda.com面向企业、软件

开发者和其他专业人士销售视频教程

。去年，Lynda.com融资1.86亿美元，

随后LinkedIn斥资15亿美元收购Lyn-

da.com。

众多大型企业同样为管理层购买

企业学习服务，并跟踪企业内部训练

课程。这就导致部分学校类初创公司

重新定位自己的客户。

教育技术公司Instructure首席执行

官乔什· 科茨（Josh Coates）表示：

“原因很简单：企业客户有钱。”

2011年，Instructure开始面向学校

销售学习管理系统Canvas。去年，In-

structure拓宽业务范围，面向企业客

户销售员工训练平台。科茨表示，企

业客户的使用费用高于学校客户，他

预计企业客户最终会成为Instructure的

主要营收来源。

“如果为每位员工支付50美元训练

费用，企业可以把员工能力提升2%，企

业会立即选择这项服务。学校不会做这

样的评估。这种投资回报并不明显。”

Instructure于去年11月上市，截至

上周五，Instructure市值约为4.9亿美

元。

尽管目前投资者似乎不愿大幅投资

学校类初创公司，但过去数年教育技术

服务一直稳定增长。美国政府加大教育

投入，以提升互联网连接速度，这是刺

激因素之一。某些地区还加大学生平板

、笔记本和台式电脑的投入。

随着联网设备的增加，新一代学

习应用、网站和软件服务随之迅速发

展。某些服务面向教师提供免费的基

础产品，吸引了大量用户，同时它们

的高级产品会收取一定的费用。

风投基金Owl Ventures联合创始

人托里· 帕特森（Tory Patterson）表示

：“我们发现一些公司在短期内形成

可观规模，而且它们的资金很少，市

场宣传费用非常低。”

但是，教育类软件初创公司面临

特殊的挑战。美国教育市场大约划分

为13,500个地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

的课程，而且通常需要为期数月的采

购流程。尽管数字工具可以让教育更

便利和更高效，但长期内最新一波教

育技术能否大幅改善学习和提高学习

成绩，这依然还是个未知数。

教育技术孵化器Jefferson Educa-

tion Accelerator首席执行官巴特· 爱泼

斯坦（Bart Epstein）表示：“据我所

知，投资者只青睐以不同方式改善教

育、有可量化的结果的公司。但研究

是复杂、昂贵和冒险的，多数学校的

采购决策不会真正考虑这个因素。”

如今，一些教育技术初创公司已

经把业务范围从学校延伸至企业、专

业人士乃至家长。

教育技术基金Reach Capital联合

创始人詹妮弗· 卡罗伦（Jennifer Caro-

lan）表示：“如果你只关注美国基础

教育市场，业务就会受限。投资者正

在关注相邻的市场，例如企业培训市

场。”

卡罗伦以小型初创公司Kaymbu

为例。Kaymbu拥有一款学校消息应用

，2014年底融资17.5万美元。Kaymbu

用户可免费发送信息，但Kaymbu的

其他产品需要收取费用，例如每年老

师发送的班级照片合集。

Pencil 是另一款学校消息应用，

它曾应用于几十所学校，但去年Pen-

cil宣布关闭服务。有些教育服务取得

了更大的成功。去年11月，学习管理

平台 Schoology 融资 3200 万美元。

Knewton可以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

资料，Knewton融资总额约为1.47亿

美元。

风投基金Kapor Capital合伙人米

切尔· 卡普尔（Mitch Kapor）预计，7

到10年后学校类教育技术市场才会更

加明朗。

“我认为我们将看到一些成功。

但我们还会看到，很多公司有一个良

好的开始，随后摇摇欲坠，最终它们

被收购或关闭。”卡普尔说道。

美国教育投资者盯上了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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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我在小型货运公司上

班，工资每3个月发一次。到发工资

那天，员工们就去老板家领，那时

，老板娘总会做上一大桌饭菜，留

大家一起吃。

有一次，我们吃过饭，时间尚

早，同事们准备支一场牌九。我借

口手头紧准备离开，却被力邀留下

。同事跟我说，无论输赢，你可以

随时走，但其他人10点结束前不准

离开，除非钱输完了。

我心想，毕竟口袋里有1万多块

，掏出去几百就当请大伙吃饭了。

所有人都刚刚拿到工资，腰包

鼓，也没零钱。所以规矩就是“只

用百元大钞”，50元起步，100元折

起来就当50元用。

牌九输赢很快，刚开局几把，

我就赢了2800元。心里暗自高兴，

几分钟便赢得了大半个月的工资，

同事们也应和，你看，留下来是对

的。拿着赢来的钱，我告诫自己，

这笔赢来的钱输了之后就不再赌了

。

然而，不一会，我不仅输光了

赢来的钱，连本钱也输掉了500块。

我安慰自己，不过是500块钱而已，

又暗暗鼓气，如果能赢回500元，晚

上就出去喝酒。

我加大了下注，但接下来的运

气却糟透了。

半小时不到，我就输了4000块

，这可是我一个多月的工资。我便

又在心中暗自发誓，一旦回本，绝

不再赌。

距离赌局结束还有1个小时，若

想回本，必须再次加大下注。然而

仅过了20分钟，我就输到了8000块

。此时，我心中反倒不再懊恼，反

正都已经输了8000块，还在乎剩下

的3000多么？

过了15分钟，我输光了手上刚

发到的所有工资。

回想着3个月在车厢里搬货的辛

酸，我铁了心，今天必须捞回本，

否则过去就全白干了。

很快就到10点了，我以百米冲

刺的速度跑到300米外的取款机，掏

出身上的4张信用卡，凑齐1万元现

金，跑着回到老板家。

可仅过了3局，我就输光了刚取

的1万块钱。

距离10点还有几分钟，我木然

地坐在一旁的沙发上，没有人注意

到我，所有人都沉浸在紧张的最后

几分钟。

10点，牌局结束。有人喋喋不

休，有人沉默，有人偷乐。我已经

不记得当时自己是如何离开的了。

那天，我的室友和我一样，输

光了所有的钱，黑夜里，我们沉默

地站在路边等车。

我决定不回住的地方，去大喝

一场。我从信用卡中又取几百元，

来到露天大排档。一改平日的习惯

，我点了最贵的啤酒。冰凉的啤酒

灌进胃里，一切都凉透了。

约摸一支烟的工夫，大排档上

来了位背吉他的女孩，100元4首歌

。我点了8首歌，还送给她一束鲜花

。

室友在一旁一言不发，我故作

镇定，“来，菜随便点。都输那么

多钱了，还在乎一顿饭钱么？今天

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吃，没胃口，

喝一杯就好了。”室友转身落座，

把背影留给我。

扇贝、皮皮虾、五花肉、诸葛

鱼、牛板筋……没有一丝犹豫，我

点了贵的菜，老板劝，“吃得完么

？”我还是决定照点的菜上，既然

“送”了那么多钱给别人花，不能

对自己这么抠门。我又走到隔壁小

卖部买了包烟。

好几年没抽烟了，几年前，我

还在会所工作，经常抽烟，后来离

开那里，也就戒了，今天又重拾了

起来。望着杯子里黄澄澄的啤酒，

我的心里只有一片空白。

我右手夹着烟，端起酒杯敬室

友，“来来来，喝个痛快，今天晚

上不醉不归啊。”

室友抬起头，缓缓端起一大杯

啤酒，一饮而尽。

谁也不敢面对输钱的现实。

放下酒杯后，我瘫在椅子里，

眼睛盯着唱歌的吉他女孩，一言不

发。室友望着我，不说话，既不吃

烧烤，也不喝酒。

我端起啤酒，再敬室友，“喝

，为什么喝这么慢。”话完一口闷

下。我想喝得快一点，迅速头晕，

这样记忆就会模糊，不再去想。

几瓶啤酒下肚，室友再也控制

不住情绪，不停向我道歉，说不该

拉着我留下来打牌。我有些动容，

“这也是我自愿的，跟你有什么关

系？”室友听了，竟哭出了声。

我招呼他继续喝酒，“不要想

这么多，都过去了。”他抹了抹眼

泪，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回去的路上，我俩发誓再也不

打牌了。可仅仅一夜之后，这个誓

言就抛在了脑后，晚上小赌了一把

。第三天，我俩赢了点钱。接着此

后一周，我们遭遇了漫长的连败。

为了还上赌债，我俩借遍了所有

能借到的人，我刷爆了所有信用卡，

卖掉了电脑和刚买十几天的自行车。

室友卖掉了女朋友的金项链。

之后，我们找不到别的钱了，

被迫开始了还债的生活。

背着高额的赌债，我决定换一

份工资更高的工作，但又怕辛苦，

吃不消。不满于现状，又无法改变

，我常常感到十分厌烦，开始借着

工作中的小矛盾发泄情绪，和身边

同事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了。

有次，我甚至差点和同事发生

冲突，现在想来也不过是一件小事

。

一位同事没按时间完成工作，

导致我无法继续干活。以前这样的

事也时常发生，一般我会暂休片刻

，等他赶上进度。

那天我却发火了，“为什么这

个点了，货还没清，要拖到什么时

候才能干完，你们就这么混吧！”

我大声斥责远处的同事，同事一言

不发，老板也在场。

同事的隐忍没让我停下来，我

继续怒气冲冲，“你们要是不收拾

，我就把货扔在你们通道口，大家

都别干了！”同事也怒了，冲到离

我一米远的地方，大喊：“你会不

会说点人话？”

我头脑一热，就冲到同事面前

，几乎快碰到他的鼻子了，狠狠喊

：“你今天想干什么？”同事看到

愤怒到离谱的我，有些胆怯，但嘴

上不服输：“我不想干嘛，怎么了

？”

那时，我的脑子里想的只有一

件事，打他需要赔多少钱？

当然，也正是缺钱的现实，让

我没有动手。

老板赶忙把我单独叫到一边，

“最近活多，大家都不容易。他也

不是偷懒，他只能干那么快。你要

体谅……”

老板是对的，我知道是自己的

行为有些不受控制了。

输钱后不久，父亲打来电话，

“昨天曹叔来了，他侄女年纪和你

合适，你愿意回来见一见么?”

相亲，我是十分乐意的，但一

想到欠债，还是打消了念头。“不

想见，感觉没意思。”

父亲声音略有提高，“你现在

不找，等到一把年纪再找，可没有

合适的人了。别人一听这事都高兴

得很，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可父亲哪里知道，我现在负债

累累，已经无法承担任何额外的

开支了。

“我还小，不着急。”我只能

如此解释。

随着年龄逐渐增大，我自己也

有了危机感。我不想拒绝的，但无

可奈何。毕竟我要先把信用卡还上

，它不会像朋友一样对我宽限还款

日期。

输钱的那段日子，我每天都期

望夜晚快点到来，用酗酒来排遣压

力。没多久，体重开始不断上升，

每天早上醒来都是浮肿的“酒后脸

”。我总是拉着室友晚上去大排档

，点上牛肉火锅和花生喝到烂醉。

第二天早上，又开始后悔昨天的大

手大脚。

室友欠下的赌债是女友替他还

的，她跟室友明令，不准再赌。室

友没有了债务，也不能再打牌九了

，但却很快迷上了“快三”。

赌博的美妙并没有因为高额的

债务而消退。

虽然微薄的工资难以填上超额

的债务，但这一定程度上只是止住

了我们玩牌九的念头，但茅台与二

锅头都可以醉人，福彩“快三”很

快进入了我俩的视线。

与牌九相比，彩票更方便简单

。

快三10分钟一开，一注两元，

选3个号码；中的概率越大，奖金就

越低，相反中奖金额越高，概率则

越低。

刚开始，我俩不太了解规则，

较为谨慎，下注都比较小，一般就

买十几元左右。逐渐摸清规则之后

，室友不再满足于一晚上百十来块

的小打小闹。

此后，室友便常泡在彩票站里

，下重注。货运公司那边也开始屡

屡请假、迟到，还常与小老板发生

口角。大老板虽然生气，但觉得他

工作时间比较长，又缺人，并没有

过多指责他。

上班时，室友也总牵挂着快三的

号码走势。虽不能赶到彩票站，但可

以在微信群里告诉彩票站老板打彩票

。后来，连彩票站老板都感觉室友下

注太大了，但他总说没事。

一旦没人监督，室友就抱着手

机躺在沙发上研究快三，像是走火

入魔了一般。“稍微打准一点，几

天工资不都来了。”这是室友唯一

的理由。

一开始，他也的确赢了些钱，后

来就都是输。每次输钱回来后，室友

总会说再也不去打了，但第二天上班

前，还是会趁着上班前的二十分钟时

间，在彩票站接着打两注。

工资当然回不来，每个月的钱

几乎全都扔进了快三里，室友只好

以各种理由对女朋友隐瞒工资去向

，包括借给了我。

尽管室友常常发誓，自己再也

不赌了，但从来都无法摆脱快三带

来的快感，女友无法忍受，两人分

手了。

恢复单身的室友更加肆无忌惮

，总是玩到晚上10点最后一局才回

来。一回来鞋子也来不及脱，躺在

床上就继续看起走势来。第二天早

上9点整，就等在彩票站门口，再去

打一局。有钱就多下注，没钱就少

下，但是不能不下。

“不图赚钱，就是图个爽快。

”

不久，室友申领的信用卡下来

了，7000 元的额度，当晚就取了

6000打快三，不到3个小时全部输光

。

不久，室友觉得货运公司工资

太低，便去了外地亲戚的豆腐作坊

工作。三十斤重的豆浆桶，每天要

搬几百桶。早晨6点多起床工作，晚

上8点算下班早，倘若生意好，干到

夜里11点也是常有的事。至于放假

，加上除夕，全年总共可以休息5天

。

“包吃住，工资高，可以更快

还清债务，而且没有时间去打彩票

。”室友在走之前，反复重复这句

话。

当然，我不信。

没过多久，室友果然又开始打

起快三了。有了豆腐坊里的高工资

，打起来也更有底气，攒钱买车的

豪言壮语也被抛得远远的。

室友重新申请的3张信用卡，很

快就刷爆了3万的额度。谁都劝不住

。

我虽然不打快三，但也没好到

哪去。月收入连6张信用卡的最低欠

款都还不上，只好从朋友那借，开

源节流，以求能还上信用卡。

那时候，我还在墙上画了一张

图，记下了每日消费，如果创下单

日最低就自我鼓励。那段时间，我

的日均消费经常不足3元。几个月里

，除了吃的以外，几乎没有购置任

何物品，冰箱囤积了数不清的馒头

、咸菜和面条。

夜里，我时常为欠款着急，只

能用廉价的二锅头来麻醉自己。所

幸的是，我真的不再玩牌九和快三

了。

直到今天，我依然在还信用卡

。

我知道，自己几万元买到的深

刻教训，相比那些在赌博里财产散

尽、家破人亡的人，我是幸运的。

我也知道，从前是自己高看了

自己，以为自己完全可以见好就收

，随时坦然离场，但结局却并非如

此。可这些也只有等到自己负债累

累，回头再看时，才能明白。

被牌九和快三改变的人生

前言每个人都是这样。小时候最渴望、却未得到的，长大后就会极尽所能地追求。小时候的我最渴望得到他人认可，但总事与愿违。我学习成绩极差，初一就换了四个学校，初二把学费用来

打游戏，父母无可奈何，送我去了部队。踏入社会后，我只觉得金钱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于是先后在赌场干过马仔，在娱乐会所做过内保。失去至亲之后，我去做了一个工人，在煤油里洗过

水晶片，在工地扛过石膏板，在饭店里端过盘子，也创过业。我把任何能获取物质的方式都当成稻草，可经过那么多次的尝试之后，却总是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失意空虚后，我迷上了赌博。

此前在赌场当马仔，也见过多少人为此倾家荡产。但我最终还是无法自控。

傍晚，趁着空闲，我走进隔壁的彩票站，打了两张60元的“快三”。

但是，开奖倒数10秒的“滴滴”声、骰子扔进盘子、出现中奖数字，这些都不能再燃起我往日等待中奖时的紧张和兴奋了。

一张落空，一张中奖。彩票站老板娘夸我“厉害”，我说了声“谢谢”，转身离开，不再继续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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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名的学问

“九城烤鸭(Elaine's)”坐落在纽

约长岛大颈的一条商业街上，沿街大

小商店的店招是一水蓝色，唯独这家

餐馆门前的弧形招牌是红色——紫禁

城的宫墙红。餐馆门脸不大，穿过一

道十米门廊眼前才豁然一亮，前厅后

房、窗明几亮，墨宝高悬、琴瑟浅吟

，可谓别有洞天。

“九城烤鸭”由周寄民和解洪

涛联手经营，两人一个“物流男”，

一个“生化男(制药)”。开餐馆并非

他们的理想，但对北京烤鸭的独有情

愫让两人相遇相识，担心北京烤鸭在

海外断了香火的忧虑，使两人相知相

惜。在商议经营烤鸭店之初，解洪涛

和周寄民列出一份备忘录：寻觅最优

秀的厨师人选，最科学的经营理念和

服务，最响亮的店名！

一家好餐馆要有个好店名，必

须的。有人提议叫“纽约全聚德”，

周寄民持反对意见，认为“全聚德属

于老北京的，做得再好也是人家的名

声，我们要做出自己的品牌，以后还

要开连锁店”。又有人提议叫“四九

城(北京的别名)烤鸭店”， 周寄民觉

得地域性太强，横竖没绕出北京城。

两人一琢磨，“古人云九乃大”，九

城则具五湖四海的包容性，也符合纽

约这个移民大都会的特色，“九城烤

鸭”就这样拍板定下来。

鸭子的海选

据考证，蜚声世界的北京烤鸭起

源于中国南北朝时期，据《食珍录》

记载，烤鸭的前身为南北朝时期的炙

鸭，首选上品北京鸭为其原料，是当

时的宫廷经典菜肴。为了找到最接近

北京鸭的原料，周寄民和解洪涛对纽

约及周边地区的鸭禽做了大范围的海

选，最终选定纽约的长岛鸭。

长岛鸭为纽约地区最好的优质肉

食鸭，在生长过程中采取放养，食以

天然饲料，控制抗生素摄入，保证生

长期在四五个月、以及全鸭体重在7

到7.5磅左右等。烤制后的长岛鸭以

肉质细腻、口味甘醇、外脆里嫩为特

色，被誉为“北美第一鸭”。

周寄民介绍说，有些农场以含激

素的饲料喂食鸭子，鸭子生长期短、

上市快，可迅速回收成本，但这种鸭

子肉质差，且不利于健康。“九城烤

鸭”进货的鸭子通常都在四个半月大

小，活鸭体重约在7.5磅左右。进货

一箱六只鸭共42磅，平均每只7磅，

保证了烤鸭的基本要求。

据介绍，“九城烤鸭”全部选用

上等活杀长岛鸭，经过外壳处理、打

气、泵烫、上料、晾干及24小时风干

等一整套程序，才能进炉烤制。制药

出身的解洪涛明确地说，“工繁必有

道理，料贵当有疗效”，北京烤鸭加

工制作过程的每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

的，绝不能随意省工或替代。

全聚德和挂炉

明初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日食

烤鸭一只”，南京的宫廷御厨们精心

研制多种鸭馔的新吃法，以满足皇帝

用膳的奢侈。随着明成祖(朱棣)篡位

迁都北京，不少南京烤鸭高手被带入

紫禁城。

1864年，北京城颇有名气的“全

聚德”烤鸭店挂牌开业，来自河北的

烤鸭师傅改良了烤制方法，烤鸭进入

“挂炉”时代。那时的挂炉没有炉门

，用枣木或梨木为燃料，耐烧、无烟

且烧时有股清香。鸭子入挂炉后，要

用挑杆不断调整鸭子的位置，使鸭子

受热均匀、皮下脂肪很快融化，烤出

的鸭子才能皮脆肉嫩。

把全聚德挂炉“穿越”到纽约并

不简单，附近餐饮业者都知道，长岛

地区的商业消防法规尤为苛严，对烧

烤之类的食品加工重重限制。尽管如

此，解洪涛和周寄民目前已商定在现

有设备基础上再增加一台挂炉，最大

程度地保证“九城烤鸭”每日的供货

量，为将来开连锁店做热身准备。

幸福的滋味

“九城烤鸭”就是正宗的挂炉烤

制出来的，只见后厨师傅在挂炉前一

番忙碌，经过精细处理的鸭子便依次

送进挂炉，烤制45至50分钟以后，

一只只色泽红润、油光闪闪的北京烤

鸭就出炉了，扑面而来的焦香味让人

瞬间口舌生津。随着师傅将烤鸭推送

到客人桌前，周围响起一片啧啧赞叹

声，食客们竞相举起手机拍照，几秒

钟以后，一只颜值品相均为上乘的烤

鸭就被传到更多人的微信和邮箱里。

接下来就是“片鸭”，烤好的鸭

子要片成肥瘦相间的薄片方能呈现最

佳口感。按照行家的要求，一只烤鸭

出炉后即上桌，当着食客的面以两分

三十秒钟的时间片完，然后搭配京葱

丝、黄瓜丝、秘制酱料和薄饼，再然

后——开吃啦。“九城烤鸭”果然名

不虚传，不仅颜值高、品相好，其口

感和味道也堪称一流，首先是外皮香

酥焦脆，其次是鸭肉嫩滑、肥而不腻

、入口即化。

值得一提的是“九城烤鸭”搭

配的一套酱料，是资深大厨以多年

经验和私家配方制作的秘制酱料。

卷烤鸭的不是蒸出来的小馒头，而

是后厨师傅坚持以传统手工一片片

制作的薄饼。

随后，贴心的服务生还送上一煲

浓郁雪白的鸭汤，那是用剔肉后的鸭

骨架以慢火炖出来的，吃烤鸭大快朵

颐，喝鸭汤一解乡愁，这时你还需问

幸福是啥滋味吗？

鸭等客还是客等鸭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两位老板。

作为资深老饕的周寄民，他希望每一

位客人都能享受北京烤鸭的最佳口味

，然而这个愿望有时只是个奢望。周

寄民说，烤鸭出炉后要立即上桌，厨

师当着客人的面趁热片鸭，两三分钟

后，客人就可以吃到皮脆肉嫩、香酥

可口的烤鸭了。如果错过这个最佳时

间，出炉后的烤鸭在常温下五至十分

钟就开始慢慢收缩变硬，不但不好吃

，而且不好片。老饕们认为，吃北京

烤鸭讲究的就是一个时辰。

周寄民说，一般餐馆只有预定座

位，没有预定菜肴的，特别是一些派

对聚会，一次要同时上七八只烤鸭。

客人进门落座点菜、十分钟后就希望

吃到烤鸭，怎无奈烤鸭进挂炉至少要

烤四十五分钟左右，有的客人等不及

就拍桌子报怨，甚至要求退钱。还有

些客人打电话来定烤鸭，说十分钟后

就进餐馆门，后厨这边赶紧把鸭子烤

上，谁知客人因塞车一小时才进餐馆

，有的甚至连招呼不打就不来了。就

这样，有人久等不来，有人不愿久等

，已经进了挂炉、被退货和取消的烤

鸭也就浪费了，直接造成餐馆的经营

成本上升。

面对“鸭等客或客等鸭”的难题

，两位业者力求在分歧中找共识。既

要让客人品尝刚出炉的烤鸭，又要把

经营成本降至最低。周寄民感慨地说

，走进餐馆第一天起就是全新学习的

开始，学习后厨管理、学习前台服务

，学习扩展营销市场，每天都有新矛

盾，到处都是新挑战。周寄民来美二

十多年，早在物流领域做得风生水起

，但这北京人幽默地坦承：“开了餐

馆我的生活品质下降很多，每天要对

客人陪笑脸，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呵

！”

除了再增加一台挂炉以外，“九

城烤鸭”还注重与客人的了解和沟通

，开发更优质的新菜品，提升前堂的

人性化服务，力求把客人等候烤鸭的

焦灼化解为享受美味的期待。

巷深酒更香

午餐时分，“九城烤鸭”前堂座

无虚席，一拨拨早早订座的中国留学

生结伴而来，还有一些从纽约上州、

新泽西州和费城远程开车两三个小时

来的客人，看上去他们和周寄民都挺

熟悉。“他们都是冲着咱北京烤鸭来

的，” 周寄民说。

据介绍，除了正宗北京烤鸭，

餐馆还提供很多南北经典菜肴，并

不局限于中国菜系的限制，例如香

酥神仙鸭，金汤贡米炖刺参，柠汁

海盐烤金枪鱼，响油鳝丝，蟹黄豆

腐，龙虾沙拉，上海炒年糕等等，

以满足大江南北客人的胃口。周寄

民还说，除正常提供烤鸭和菜肴以

外，“九城烤鸭”还提供私人订制

服务，这“私房菜”是餐馆菜单上

找不到的，必须至少提前一天预约

预订，让餐馆有时间去做特殊采购

及准备。

为了向周边的长岛社区推广中华

美食，“九城烤鸭”还策划“每周快

乐时光”，每星期分两个时段推出免

费北京烤鸭卷，聘请不同风格的演唱

家驻场表演，让更多的老外和社区各

族裔邻居们亲身感受“舌尖上的中国

”。

午餐高峰时段已过，餐馆里还有

不少食客在用餐，大堂内没有杯盏交

错的喧哗，但见每桌必有北京烤鸭。

听说周寄民和解洪涛在“九城烤鸭”

开业时有两个担忧：一是烤鸭店没有

申请烈酒酒牌；二是烤鸭店的门脸太

小，窝在一栋不起眼大楼的一层。然

而，光顾过“九城烤鸭”的食客都了

解，在餐馆附近的街边或停车场泊下

车后，轻移脚步穿过十米宫墙红门廊

，美味烤鸭就在那炉火阑珊处。看到

食客们走出店门时脸上溢出的那份满

足感，相信两位老板的担忧是多余的

，不是有句老话——“酒香不怕巷子

深”吗！

九城烤鸭 皇城根下的乡愁
“开餐馆是我的业余爱好，北京烤鸭才是咱的情有独钟！”“九城烤鸭”业者之一周寄民开门见山地说。在北京土生土长的

周寄民外表温文尔雅、说话慢条斯理，看上去挺合适在北京荣宝斋鉴定古画或是卖文房四宝。事实上，周寄民长年在美国从事物

流生意，直到他决定和搭档解洪涛经营“九城烤鸭”。“全天下的中餐馆都会做鱼香肉丝，可会做咱北京烤鸭的在海外有几家？

”他说这话时，带着皇城根下的子民与生俱来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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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刚满月的婴儿被男友抱
走后失踪数日

今年7月15日，绵阳市民何小英(

化名)生下与男友李某的女儿囡囡(化

名)，三人一起生活在租来的房子里。8

月17日，男友李某提出要单独带着囡

囡出去玩耍，便从出租屋内将孩子抱

走。眼见天黑了，李某仍未归家，何

小英便拨打了其电话，却一直未能接

通。

“孩子是被爸爸抱出去的，我觉

得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但随后发生

的事，却让何小英恐惧起来。接连几

天，何小英都找不到李某，多次沟通

李某也避而不见。男友对其避而不见

，女儿又不知所踪，何小英不知该怎

么办，每天看着空荡的房间，她只能

黯然神伤：“宝贝，你到底在哪儿？

”

不能在坐以待毙。8月21日，何小

英来到绵阳游仙区魏城镇派出所内，

向警方求助：“我的女儿被不知道被

老公抱哪儿去了，她还没有满月，我

已经好几天没见到她了，不知她现在

到底怎么样了，请你们帮我找找吧，

求求你们了。”

男友称已将孩子“赠予”生意
伙伴代养 警方利用大数据识破
其谎言

接到报警的当天，魏城镇派出所

民警立即联系到李某本人到所核实。

面对警方的询问，李某辩称因家

庭困难，家中已有两个孩子，现在又

多了一个，确实无法抚养，在与何小

英沟通后，决定将囡囡赠予有过多年

接触的生意伙伴赵莹(化名)，过继给她

代为抚养。

办案民警通过"绵州利剑”大数据

及其他侦查方式调查后发现，李某口

中的赵莹仅在宝宝出生后在川内活动

过，8月17日，赵莹从绵阳坐火车返回

浙江衢州。而李某不仅有吸毒、盗窃

前科，没有正当工作，经济来源小。

办案民警经过比对字迹，发现赠予书

证均为李某一人书写。民警对案情进

行分析后，认为李某有可能隐瞒了拐

卖事实，囡囡现在的情况非常危急。

魏城派出所迅速将相关案情向分

局刑侦大队汇报，并确定了先行解救

被拐婴儿的工作方案。游仙公安分局

领导高度重视此案，指示以最快速度

解救被拐婴儿。

警方跨省解救女婴

事不宜迟。为了尽快解救被拐婴

儿，8月23日，办案民警任俊波、游仙

区公安局打拐办民警梁艳娟与何小英

一同乘坐飞机赶到浙江。24日凌晨1点

，办案民警抵达浙江衢州。

根前期侦查结果，办案民警迅速

赶到赵莹的原籍地浙江衢州龙游县，

并与当地警方联系。然而得到的结果

却是，赵莹已经改嫁到衢江区，多年

未回龙游县。

8月25日，根据掌握的线索，办案

民警又马不停蹄的来到衢江区莲花镇

。当地派出所在了解情况后，立即开

展走访调查。很快，消息传回：孩子

确实在赵莹公婆家，此时正在家中。

为了不打草惊蛇。任俊波和梁艳

娟乔装打扮，来到赵莹家附近观察。

任俊波一眼就看到赵莹家院子里晒了

很多婴儿衣服。在确定婴儿在家后，

民警进入屋内，此时，赵莹的公婆正

抱着孩子在家中踱步。看到突然闯进

的陌生人，老婆婆有些茫然。警方说

明来意后，拿出照片对婴儿进行辨认

，最终确定她就是失踪数日的囡囡。

在赵莹家中，民警查获了宝宝的出生

医学证明和接种记录单，进一步证实

该婴儿确系失踪婴儿囡囡。

从赵莹公婆口中，民警得知，赵

莹正在村上某户人家吃酒席。民警随

后赶到将赵莹挡获。

回到派出所，民警将解救回来的

孩子交由何小英照顾。抱着一周未见

的女儿，何小英流下了眼泪：“宝宝

，还好你没有事，不然我可怎么活啊

……”

买家道出真相令警方愕然

此时，赵莹正在审讯室内接受审

查，她的一番话让民警惊讶不已。据

她交待，其现在属于二婚，与老公感

情很好，但现已无生育能力，又急切

的想要个孩子，与家人建立一个完整

的家庭。今年，她在湖南永州打工时

认识了绵阳游仙区石板镇的安某(另案

处理)，她数次在安某面前透露出想要

领养或用金钱购买孩子的意愿。今年8

月初，安某突然与她取得联系，说老

家有一个孩子很符合要求，让她来绵

阳看孩子，并将孩子父亲的联系方式

给了她。

赵莹告诉民警，她听安某说，孩

子父亲经常在他面前抱怨养不起孩子

、负担很大，这让安某决定从中牵线

。

8月初，赵莹来到绵阳见到了刚

满月的婴儿囡囡，孩子粉扑扑的小

脸，清澈的双眸吸引了她。在与孩

子奶奶的交流过程中，老太太数次

透露出家里缺钱的意思。双方“情

投意合”，交易很快达成。赵莹支

付4万元钱将孩子带回浙江，而这笔

钱分成3次分别给了孩子的奶奶和李

某。中间人李某单独获得1千元介绍

费。

8月25日，赵莹因涉嫌收买被拐卖

的儿童罪在浙江衢州市被游仙警方采

取了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同日

，参与此案孩子的奶奶以及中间人安

某被绵阳游仙警方传讯到案。

在固定相关证据后，8月28日下午

16时，距离何小英报案一个礼拜后，

在办案民警的陪同下，何小英母子乘

坐航班安全降落在绵阳南郊机场。

9月5日，此案中的主犯李某被警

方采取强制措施。目前，该案仍在进

一步侦办中。

新生儿成“负担”
男子4万元卖掉刚满月亲闺女

“宝贝，很庆幸你还没有记忆，否则妈妈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解释这一切。”8月25日，在浙江衢州市莲花镇

派出所内，从警方手中接过被解救的女儿，何小英一直喃喃自语着。此时，怀中的婴儿正在酣睡，她并不知道，

一周前她被亲生父亲从四川卖到了浙江，若不是母亲执着追寻，警方全力追查，她的人生或许会被改写……

男孩骑小黄车被撞身亡案
进行将于近日正式开庭

ofo拒绝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昨天上午，上海11岁男孩骑小黄车被撞身亡案，在上海静安法院

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ofo公司表示不接受原告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

这是国内首起12岁以下儿童骑行共享单车死亡索赔案，索赔金额866

万元。该案将于近期正式开庭。

ofo称“不存在任何过错”

在法庭上，四名被告均表示认可原告起诉的事实以及交警部门出

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但对于诉讼请求，ofo小黄车公司不同

意原告针对其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原告变更了诉讼请求，要求ofo赔偿的死亡赔

偿金额由60%降低到50%，此案总赔偿金额也由此前的878万降低到

866万元。

ofo小黄车公司在发表答辩意见前，首先对原告的遭遇表示慰问，

称公司对原告之子发生的交通意外事故感到遗憾和痛心。对于原告提

出的要求ofo收回机械密码锁具单车、并更换为智能锁具，ofo小黄车

公司认为这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并且与原告没有直

接利害关系。

同时，ofo小黄车公司称该事故中，交警部门认定司机王某没有确

认安全通行，且受害人未满12周岁违法骑行自行车上路，并逆向行驶

，并没有认定ofo小黄车公司有任何的事故责任。ofo小黄车公司认为

，涉案自行车经司法鉴定处于正常状态，不存在任何过错，公司在注

册、使用、宣传、推广等过程中都有尽到“12周岁以下儿童不准骑行

”的提醒义务，并且质疑受害人以“非正常的程序”对ofo小黄车进行

开锁并骑行。

小黄车在事故后才标上“儿童不准骑行”

对此，原告一方并不认可。原告代理律师、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张黔林表示，正是因为这次事故，小黄车公司才在车上标

上了儿童不准骑行等内容，“小黄车公司怠于履行管理义务，这是造

成本次事故的根本原因。”此外，原告还出具了一份公安机关对同行

小朋友刘某的笔录，显示刘某曾表述称，他们骑行ofo小黄车系自行打

开了机械锁，没有进行手机扫码，也没有获取到相关密码。

男孩骑小黄车身亡索赔878万元

2017年3月26日，上海一位11岁的男孩在使用共享单车过程中逆

行与客车相撞，被卷入车底身亡。家属将ofo及肇事司机、车辆所属的

汽车租赁公司以及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并索赔878万元。

据原告代理律师介绍，当天中午，该男孩与同行三位伙伴(均未成

年)骑ofo单车时，于13时37分许在天潼路、曲阜路、浙江北路路口与上

海弘茂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客车相撞，致使该男孩倒地并从该大型客车前

侧进入车底遭受挤压、碾压，后经上海长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

认定书》，认定上海弘茂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驾驶员王某驾驶机动车在

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向左转弯时，疏于观察路况，未

确认安全通行，负本起事故次要责任。静安区交警同时认为，该男孩

未满12周岁，驾驶自行车在道路上逆向行驶，且疏于观察路况，未确

认安全通行，负本起事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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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思科網絡工程師9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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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剛剛進駐休斯敦，第一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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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e-
ce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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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思科網絡工程師9月新班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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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
每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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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
候，找李醫生，他可以幫你免費治
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
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過錯還
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汽
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
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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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一、三、五全天，
二、四、六上午。

【本報訊】“大水無情人有情”，這句老話在哈維颶風肆虐
休斯頓的時候，隨著滾滾惡浪狂風，又被推捲到人們的眼前心頭
。慘狀不必重溫，只能接受現實，抖擻精神，拆除現在的霉腐，
重建美麗的家園。

休斯頓槍友彙在9/2號大水剛解困的時候，緊急成立災後重
建義工群，許多熱心的槍友、鄰居、教友在自己家還一團亂的時
候就趕赴受災現場為那些災民獻上自己的一片熱忱。

在此，我們休斯頓槍友匯默默而深情的記上一筆，感謝那些
曾經和現在都無私支援幫助過我們的好心人，也同時呼籲，一個
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希望更多義工加入到我們的義工
群，在您力所能及的時候，下班或週末的時候，可以奉獻一些時
間，一些救災物資，或者為我們的義工做頓可口飯菜。讓我們一
起攜手努力，儘早回到曾經溫馨寧靜的家園。
一、參加槍友匯災後重建義工名單： （排名按地域劃分，不
分先後）

組織：路遙知馬力（槍友匯7代群主、常委）
統籌：Nancy（槍友匯1代群主、常委）

HN（常委糖城）、曉波（糖城槍友）、文武（糖城槍友）
、和平小白鴿（槍友匯4代群主、常委糖城隊長）、Louis（群
委糖城） 、HHHZ（群委糖城）、陳威（群委糖城）、敬仁（糖
城槍友）御風而行（糖城槍友）、毛子（群委糖城）、薛寧（糖
城槍友）、湯湯（中國城槍友、裝修專家）、Eric （常委明湖）
、Jing Wang（Katy槍友）、陳光（Katy槍友）、俞（Katy槍友
）
二、參加槍友匯捐助、協調等義工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HCA（休斯頓華裔聯盟）：盈盈和毛子代表華裔聯盟送來許
多救助工具，清單已存檔
Eileen Huang（糖城槍友）：捐N95口罩176個,熱心分享各種
有用資訊，聯繫捐助事宜。

達拉斯槍友會：感謝Eileen Huang女士的熱心聯繫，達拉
斯槍友會捐助了一批工具在路上。

靜姐姐（糖城槍友）：捐Pizza，餐盒，麵食，口罩等，並
積極幫助送餐、聯繫捐助事宜。

丁天先生：捐助大批N95口罩，我們留下少量，剩下的由
HN代表槍友匯分享給HCA統籌安排。

Joe Lin先生：捐4輛嶄新小推車並協助運送。
有夢（群委Katy）：捐$500,並捐助盒飯到Sunrise救助站

（Tokyo One 老闆之一）
Adam（群委）天堂精靈：代表槍友匯捐助救災物資到me-

morial災區，並捐助義工午餐。
宙（群委、中國城隊長）：捐$200，狗旅館代為存放一些

救災物資（RUFF RUFF狗旅館老闆之一）

Eric（常委、財務）：幫助
出入庫記錄和記賬。

Joy（槍友匯2代群主，財務
610）：幫助記賬，分享資訊

Steve Yang（槍友匯3代群
主，Katy）：在KCCC協調救災
物資，分享資訊。

Grant（槍友匯 6 代群主，
610）：家裡嚴重受災，還努力
分享信息，協調救助

TXCowboy（槍友匯 5代群
主，Katy）：水災最嚴重的時候
和廖船長划船出去救人。

Nemo（常委，Katy）：協
助運送救援物資。

陳光（Katy 槍友）：借出
Dolly一個。

Yi（群委，糖城）：協助送
飯給槍友匯義工。

劉春池（糖城槍友）：協助
送飯給槍友匯義工。

王威（Katy 槍友）Emily：
捐助 Katy 地區義工和災民盒飯
（Beijing Ranch老闆）

重陽（糖城槍友）：幫助鄰
居和義工們開娃（一下看7個葫
蘆娃）
迷糊娃娃（糖城）：協助運送救
援物資。

Yiwen Guan:（610 槍友）
：幫助運送救援物資。

尤其敬佩那些戰斗在第一線
的“拆房”義工們，他們不怕黴
菌、病毒的威脅，冒著車被淹人
受傷的危險，連續奮戰。有的累
病了，有的受傷了，有的工具損
壞了，有的車進水了。 。 。但是沒有一個人中途放棄，也沒有
人要求損失補償，都努力把自己參加的JOB 告一段落才放心離
開。前線揮汗如雨，不懈努力，後勤忙中有序，全力支持。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們休斯頓槍友匯義工群在人手少時間緊的情
況下，截稿到今天已經勝利完成10戶受災房屋的砸牆、拆地、
清理、物資救援等艱鉅工作。

相信很多槍友，很多華人，很多不同種族膚色的熱心人，都
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方式默默奉獻著。感謝信掛一漏萬，請大家
包涵。整理出這份清單，也是想告訴鄉親們，感謝陌生人的付出
，感恩災難後的真情。我們都在努力，我們仍需努力，請加入我
們的災後重建義工群吧，讓我們快樂平靜的生活早日從惡水泥濘
中破土而出，開出更堅強更美麗的蓮花。

無情天下有情人無情天下有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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