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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普遍被认为基础扎实，而美国

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被公认为竞争力不强

。与之相悖的现象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

舞台上的整体地位不高，能够影响世界和人

类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陈，而美国的高等

教育质量独步全球，美国科学家的创新成果

层出不穷，始终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

沿。

一个水平很低的基础教育却支撑了一个

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也许是世界教

育史上最吊诡的现象之一。本文从历史溯源

，深刻分析了两种文化教育差异下导致的两

种不同结果的因由。

一、优秀学生越多，未来的优秀学
者也一定越多吗？

说到中美教育的差异，一个看起来是悖

论的现象特别引起我的浓厚兴趣：

一方面，中国学生普遍被认为基础扎实

，勤奋刻苦，学习能力——特别在数学、统

计等学科领域——超乎寻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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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舞台上的整体地位不高，能够影响世界和

人类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陈，至今也只有

一位本土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难怪

钱学森先生会发出最后的拷问：为什么我们

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与此类似的另外一个看起来也是悖论的

现象是，一方面，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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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它国家——特别是和中国

、印度相比，美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基础

科学领域的能力和水平较差，在各种测试中

的成绩常常低于平均值；另一方面，美国的

高等教育质量独步全球，美国科学家的创新

成果层出不穷，始终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

的前沿。

一个水平很低的基础教育却支撑了一个

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也许是世界教

育史上最吊诡的现象之一。

在通常情况下，就整体而言，优秀学生

的基数越大，未来从中涌现出优秀学者的可

能性就相应越大。然而，当下的中国教育正

在验证我们的担忧：优秀的学生和未来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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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效的教育，强调对人本身的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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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越来越多的我们

——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已经渐渐忘

记了教育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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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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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能够通过竞

争激烈的考试，增强他（她）们在就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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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实现

这些目标，他（她）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

教育——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读书无用论

”渐渐开始抬头的思想根源。

反观美国，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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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依然把提高本州岛人民素质作为最

根本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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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婆术”教育思

想的影响，强调教育是一个“接生”的过程

，教师就是“接生婆”，人们之所以接受教

育是为了寻找“原我”以不断完善自身。也

就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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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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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此

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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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方式对于传统的人文经典教育

是有效的，但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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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生不应是一场“通关
”游戏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提高教育

有效性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价值观教

育自然而然地融入教育的全部过程

之中。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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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这个过程正向低龄化阶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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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史上最狂热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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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决心通过大学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来逐步扭

转这一局面。然而，当下的社会舆论环境、

公众对于教育公平的简单理解和忧虑以及缺

乏信任度的社会文化心理，都进一步强化了

教育过程中对“选拔进程的负责度与选择结

果的公正性”的非理性追求，进而加大了改

革所面临的阻力并可能削弱改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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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好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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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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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生不是一场

由他人设计好程序的游戏，只要投入时间和

金钱，配置更强大的“装备”就可以通关。

一旦通关完成，游戏结束，人生就会立即面

临无路可走的境地。

人生是一段发现自我的旅程，路要靠自

己一步一步走出来。认识到自己未来会成为

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像是远方的一座灯塔，

能够不断照亮前方的道路。

美国低水平的基础教育却能支
撑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

外联出国开学送礼
助你享尽享美国教育7大福利

美国的教育一直引领世界前沿，在世界大学排

名中，排名前十的大学，美国占了八所。随着竞争

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家庭为孩子的教育选择移民

美国。先移民后留学的家庭成为近几年的主流，那

么美国的教育福利制度有哪些呢?

1.学生学费

在18岁上大学之前美国全部公立中小学实行义

务教育，即零学费。移民美国的学生上大学后，只

需缴纳和当地学生一样的学费。比普通的留学生省

2/3的学费，(以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加州

伯克利大学为例，当地人本科一年学费约1.3万美金

，而海外留学生一年的学费则要3.6万美金)也就是

说，海外留学生所需的学费约是当地学生的3倍。

2.学校奖学金

美国的奖学金被世界范围内的优秀学子们所青

睐。有绿卡的人能更大范围得奖学金，美国很多发

放奖学金的机构限定奖学金只适用于“美国人”(含

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人)。因此，移民美国之后，学

生申请奖学金的机会远远大于海外留学生。

3.学生贷款

18岁以上的绿卡持有者可以在拿到绿卡的当年申

请各种类型的学生贷款。如上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

一年的学费大约4.5万美金，当绿卡人士想完成两年硕

士时，可以通过学生贷款来获得学费。毕业后，未找

到工作期间可以不还贷款，找到工作后再分年还清，

通常每月只拿工资的五至十分之一还贷款。

4.政府帮助找工作

美国政府有专门机构免费为本国人找工作。绿

卡持有者只要到此部门登记自己的技能、专长和兴

趣，该部门就会针对你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安排。同

时，该部门还免费培训等待就业人员的基本技能(如

电脑、英文等)以协助他们就业。

5.就业自由

持有绿卡者在美国工作是不受限制的。为保护

本国人的利益，美国很多工作(高科技、生化、军事

等研究、生产、保卫工作)都不对外国人开放，。这

对在美学成后希望继续留美发展的年轻人来说，无

疑失去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而持有绿卡可以让

你和美国本土人利益相当，得到平等就业的机会。

此外学生不用担心毕业后因抽不上签没有工作而离

开美国的问题，每年大概有十几万人因为抽不上签

而面临离开美国的尴尬局面。

6.创业环境

创业是很多移民实现美国梦的管道，而美国是各

种商务活动条件最完善的国家。为提高全球竞争能力

，美国采取了诸多鼓励投资政策，如提供长期低息或

无息贷款，提供劳务、投资和培训服务等。对于在非

中心地区、边远地区和经济开发区投资的企业，美国

政府还提供特殊的优惠政策。同时，美国也拥有高素

质的劳工资源，拥有来自全球各个国家、会讲多种语

言的高素质员工。由政府赞助和举办的各种教育培训

源源不断地为新兴经济提供着充足的人力资源。

7.免签证，自由来往150国

美国护照可以自由来往150多个国家，免受签

证之苦。众所周知，中国留学生赴美读书，甚至包

括归属中国特区的香港、澳门等地，都要申请签证

或入境许可。除了准备签证费用，还有经济担保以

及各种繁琐申请材料，同时还要参考学生的学习表

现等因素，因此会存在相应的风险从而拒绝学生的

签证，导致不能顺利读书。

而享受到这些福利的前提就是——绿卡!

国内移民行业领军品牌外联出国的美国项目部

刘总监向笔者解释到：通过EB1和EB5获得美国身

份是目前拿绿卡较为便捷的方式。

EB1“杰出人才”绿卡类别的目的是吸引优秀

人才到美国，在所有职业移民中拥有最高的优先权

，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无排期，无投资，无年龄和

语言要求。但申请人需要在科学、教育、艺术、商

业、体育等领域有杰出成就。要是H1B签证没抽中

，符合要求的申请人抓紧提交EB1绿卡申请，还是

有可能在OPT过期前拿到绿卡的。

EB5投资移民绿卡是相对便捷的“曲线救国”

的方式：投资50万美金(短期内投资款可能将上涨

至80-180万美元)到当地的项目中，创造10个就业机

会。50万美元投资款在绿卡办理成功后会全额返还

，真正的成本大约为8万美元;根据移民局规定，年

满14周岁即能单独办理，家长可先为子女独自办绿

卡，有需要再由子女替父母申请绿卡前往美国团聚

。外联出国美国项目部刘总监提醒道：对广大投资

者而言，选择靠谱的中介机构和优质的项目非常重

要。外联出国最快获批的客户只用了3天，目前已

有28批项目成功还款，不仅绿卡资金双重保障，还

具备速度优势。她建议有需要的家庭尽快办理，一

方面避免政策变动的风险，另一方面考虑到排期时

间，必须提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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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红在大学里十分有名。出手阔

绰，衣着张扬。顶着一头金灿灿长发，

穿着艳丽的服装，厚底松糕鞋，走起路

来头发在身后簌簌作响。

纪录片创作课上，我和她分到一组

。到现在，我仍记得她第一次同我说话

的场景。

她请我们吃饭，包厢里，她吆喝着

组员们喝酒。两瓶下肚，她将胳膊搭在

我肩上，打了一个悠长响亮的嗝，酒气

熏天，迷得我别过脸去。

她嘿嘿傻笑，晃着我肩膀说：“嘿

，听说你是话剧团的？那我们这片子的

主持可就归你了。”

我解释说，演员和主持不一样。她

左手一挥，摇头说：“去他妈的，我说

行就行。”

那天请客她花了近1000元，眼睛眨

都没眨。

她的室友告诉我：“你别看她总挂

科，人家创业开补习班呢，自己租个教

室，然后聘我们这些同学做老师。补课

费分一点做工资，剩下的都是她的，上

次暑假俩月就挣了9万。”

那时，她爱穿长裙，身材干瘦。粉

底抹得很厚，一层层卡在起皮的脸上。

脸不大光滑，坑坑洼洼的痘印没消，又

冒出许多红彤彤的新痘痘。

后来，她长胖了，身子圆滚滚的。

她尝尽办法想要减重，但直到她消失之

前，仍没有成功，走起路来直喘气。

一切要从2015年说起。

2015年夏天，周晓红在微信上告诉

我，她换了一个新男友，开洗车行。她

给我看了照片，长相普通，高中学历。

对着手机屏幕，我实在费解，“你

喜欢他什么？你前男友可是出国留学的

人。”

周晓红慢吞吞发来一行字：“因为

他愿意睡我。之前那个榆木脑子，出去

玩了好几次竟然都坚持分床睡。”

过了一个月，快开学的时候，我收

到周晓红的微信，“我怀孕了。”

她比我稍迟些到校，让我去高铁站

接她。她穿着宽松的姜黄色棉麻裙，踩

着平底鞋。唇色偏白，脸上素净。她走

到我面前，将拉杆箱给我，“帮我拖着

。”

她在包里摸索半天，翻得零碎物品

叮当响，才掏出纸来，将额角的细汗揩

干。她攥着发皱的纸巾，轻轻按在小腹

上。不到一个月，看起来与其他少女并

无异处。

我伸出手放在她软绵绵小腹时，心

跟着颤了颤，“好神奇。”

她笑了，笑着笑着嘴角垂了下来。

我问她：“什么时候打胎？”

她抬头，“十月吧，我妈妈会来。

”

“你妈妈已经知道了？她什么反应

？”

她淡淡地说：“还能有什么反应，

说十月带我去打胎呗。”

我愕然：“没了？”

她捻着衣角，“没了。”

我想了会儿，忍不住问，“你和他

……你们为什么不带套？”

“我……”她略显尴尬，“我跟他

说可以不戴的。我觉得，要求戴套好像

不太……不太礼貌。”我为她的态度感

到愕然。

回去的路上，我止不住想，世上怎

么会有这样的母亲。自己的女儿未婚先

孕了，她竟然一点儿不愤懑。继而我想

到周晓红的父亲。

那时她还未换男友，成天逃课四处

游玩。一个晚上，约摸12点，我正要睡

觉，周晓红给我发了一连串语音消息，

环境十分吵闹。

我听出在她在哭，“我爸爸为什么

要走？”

她打来一行字：“他怎么就死了呢

，太突然了，那时我才高二啊……我知

道妈妈瞧不起爸爸，她嫌他不能挣钱，

所以我都不能跟着爸爸姓。可是我爸爸

，他是这世上最好的人……”

她反复念叨着“我妈妈瞧不起他”

，越哭越凶，以致后来的语音里，我只

能听见她的啜泣。

十月，她离开学校，随母亲去了深

圳。大约过了快两个月，我才重新见到

她。她穿着米色大衣，围巾裹着脸，只

露出一双眼睛，长发剪得极短，胖了好

几圈。

最大的改变，是她买了一个电煮锅

，开始每天熬粥。

“我得养身体。”说着，她熟练地

将菜篮放在水龙头下清洗。

过了一会儿，电煮锅咕噜起来，腾

腾热气将锅盖顶开。她断了电，揭开盖

子，煮得烂熟的青菜瘦肉粥散发出浓郁

香味。她拿勺搅动，给我盛了一碗，

“这个对身体好。”

我端着碗问：“你和男朋友还处着

吗？”

她头也不抬，“处着呢，为什么不

处？”

她为他怀孕堕胎，可那个男人用光

了她的存款，并甩了她。她为他怀孕堕

胎，可那个男人用光了她的存款，并甩

了她。

周晓红不再逃课，不再喝酒，甚至

买了本子记笔记。她平静得太不正常了

，仿佛骤雨来临前的平静。

她尽力绷着自己，直到某天她看着

手机，眼泪噼里啪啦砸下来，“全完了

，我和他结束了。”周晓红用自己的钱

将他的洗车行翻新，为他怀孕堕胎，那

个男人用光了她的存款，并甩了她。

周晓红后来发现了新机遇，一夜之

间重振旗鼓，再次创业。

那时她拿着手机，兴高采烈地走进

来，“我现在注册一个东西，需要填朋

友的手机号验证，我填了你的，收到验

证码了告诉我。”

过了一会儿，手机上收到一条来自

XX网络技术公司的注册验证码。“你

这是要做什么？”

她看了我一眼，“你不知道吗？网

络借贷啊，身份验证通过以后，你可以

借很多钱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样专门给在

校大学生提供小额贷款的APP，我有些

犹豫：“这个东西安全吗？再说你不是

有钱吗，为什么还需要去借？”

她斗志昂扬，“你不懂，这是创业

资金。我妈不支持我做这些，自从打胎

以后她就希望我拿个文凭，然后安排我

老老实实去工作。我才不不要，这大好

时间，不用来赚钱，太浪费了。”

她将目光投向二手车市场，一边

涂着指甲，一边和我絮叨，“做中介才

赚钱，不用太多本钱，全凭一张嘴，赚

个差价轻轻松松。”

“你不上课啦？”我问。

她侧头看了我一眼，“学校有10

来个‘周晓红’，还需要我亲自去上

课？”

由于学校考勤查得严，她出钱请了

许多代课女孩，以至于每科老师眼里的

“周晓红”都长得不一样。

后来的日子里，隔三差五，我的手

机就会收到验证码，紧接着是周晓红的

消息：“验证码发给我。”或者她举着

身份证，让我用手机录一段证明她是她

的视频。

通过她我才知道，2015年的中国，

竟然有这么多网络借贷平台。

很快，她结交了一批同样做二手车

生意的社会人士，开始跟着他们全国各

地飞。她待在学校的日子越来越少，我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她。

大概是春末夏初的时候，我忽然接

到一个陌生电话，对面的男人略带口音

，僵硬地问我：“你是、你是阿芙吗？

”

在我回答后，他忽然开始自我介绍

：“我是XX，你加一下我的微信吧，

就是手机号。”

我下意识拒绝：“你有什么事就现

在说吧。”

他沉默片刻，挂断了电话。紧接着

，周晓红的电话打进来，我听见她的笑

声，伴着嘈杂的男声，“喂，刚才是不

是有人给你打电话？他是和我一起做二

手车生意的，人家看了你的照片，想追

你呢。”

“他怎么会看到我的照片？有我的

手机号？”

“我给他看的啊。生意上的人嘛，

我也不好拒绝，你以后不接不就成了。

”她笑得十分开心，仿佛这只是个小小

的玩笑。

那个陌生男人又一次打进电话，我

拒接，他再打，我再拒接……微信也一

直提示我有好友申请需处理，我将他的

电话拉黑，没想到他又换了一个号继续

打进来。最后，我一共拉黑了四个相同

归属地的号码。

一周后，周晓红回到学校，快闭寝

时，她忽然给我打来电话，“你出来和

我一起喝酒吧，我在东门口等你。”

我没多想便拒绝了她，“我不喝酒

。而且很晚了，就不出去了。”

到了第二日上课时，我从别人口中

得知，昨天晚上她和那群做二手车生意

的人在一起，包括那个常给我打骚扰电

话的人。

我愣了很久，脑袋一阵发麻。自那

以后，我渐渐很少同她说话。

放暑假时，我坐在候车室里，突然

收到她发来的语音，声音沙哑，“最近

好不好，暑假预备做什么？”

“去省电视台实习。”

屏幕那边她仿佛犹豫了很久，才打

过来一行字：“你手头富余不，能不能

借我四百。”

我没想到有一天她会找人借钱，

顾念旧情，我转账过去：“不着急还

。”接着，高铁站响起了检票广播，

我匆忙将手机收好，摸出车票钻进检

票的长龙。

2016年7月中旬，我接到一个陌生

电话，来自湖南湘潭，一开始我只当是

诈骗电话，随手挂断。没想到过了几秒

，电话又响了起来。

我接通，听见一个客气的女声，

“您好，请问您是周晓红女士吗？”

我愣了会儿，“不是，我是她大学

同学。”

电话那头明显停住，接着是一阵纸

张翻动的声响，“可是……她留的确实

是这个号码啊。请问您最近和周晓红有

过联系吗？”

我摇摇头，“放了暑假就没联系了

。”

“好的。如果您能联系上周晓红，

麻烦告诉她，她从我们公司借的钱已经

逾期，必要时候我们会走法律程序。”

我闻言一愣，直到电话挂断也没能

缓过神来。

我立刻从录影棚跑出来，拨打周晓

红的号码，停机了，又给她发了很多条

微信，可都如同飞石入海。我知道她出

事儿了，但究竟什么事，我不得而知。

直到八月，一个陌生的人请求添加

我好友。对方自称是周晓红的哥哥，直

奔主题问道：“最近有没有什么人找她

？”

我如实相告，又问，“周晓红怎么

了？”

“她在重庆出车祸了，挺严重的，

脑血栓。还没敢跟她妈妈讲，你也别告

诉她妈妈。”

我疑惑，“她妈妈？你不是说你是

她亲哥哥吗？”

对方支吾了会，“总之，再有人找

，你就说她住院了。”

我答应了他。

过了一周左右，一个上海的陌生号

码打过来，对我说了同样的话：“请问

您是周晓红女士吗？最近还有联系吗？

她现在涉嫌恶意拖欠还款，如果您能联

系到她，请让她主动联系我们。”

我只能一成不变地答：“我是她的

同学。没有联系。她好像出车祸了。”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开学，那天

我忽然收到了周晓红的微信，“在吗？

”

我忙问她：“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

没想到她却回复我：“我是周晓红

的护工，你能借她点钱吗？”

我愣了一会儿，慢吞吞问：“她为

什么不自己找我借？”

“她刚做完手术，不能碰手机。”

我半信半疑，“她为什么不向她哥

哥要钱，那不是她亲哥哥吗？”

护工说：“再是亲哥哥，也不能总

用他的钱啊。”

我犹豫片刻，动了心思，问道：

“那她妈妈呢，要不要我帮着联系一下

。”

护工飞快打过来一行字：“千万别

让她妈妈知道！”

我反复地看着这一行字，心里咯噔

一下，确认了一件事：她假冒“哥哥”

，又假冒“护工”。

我没再理会她，后来，听她的室友

说，已经有人帮周晓红办理了休学手续

。她的微信也再没了动静，她仿佛人间

蒸发了。

我试着给她妈妈打电话，“阿姨

您好，我是周晓红的大学同学。”紧

接着，急促的忙音在我耳边响起。再

打过去，发现周晓红的妈妈已经将我

拉黑了。

我简直哭笑不得，逐渐放弃了对周

晓红的寻找。可追债的人言语恶劣，联

系不到周晓红，只能迁怒于我这个唯一

的联系人。隔三差五，我总能收到追债

警告的电话与短信。

对方总是苦口婆心地劝我，“你不

要再包庇周晓红了，这样对她没有好处

的。”

我无奈解释，也身心俱疲，再也不

想和她扯上关系，所有的未知号码一律

拒接了。

新的学期开始了，我渐渐忘了有这

么个人。每天上课、排练、写文章，

“周晓红”这是三个字，像操场褪色的

红油漆，在雨打风吹里逐渐斑驳脱落。

2017年夏天，我收到一条短信：周

晓红的债务问题已经进入法律程序，若

她不能准时出席，庭审结束后，将会成

为网上通缉在逃犯。

案件的负责律师联系我，询问我是

否能在8月4号到兰州出庭作证，我拒

绝了。

我抱歉地告诉他，我也无法联系

到周晓红了，以及现在我有多么讨厌

这个女孩，她留下一堆烂摊子，不停

打扰着我的生活，我不想再和她有任

何关系。

律师告诉我，他们一家不知道躲

去了哪里，但是法网恢恢，终有一天

会找到她的。

我看着手机屏幕，深深叹了口

气。

记得第一次与她见面时，她穿

着红裙子，从头到脚五颜六色，自

信而自由。她家底不错，自己也有

商业头脑，她的未来原本一片光明

。谁也无法预料到，后来她竟成了

全网通缉犯。

淹没在校园借贷里的女孩淹没在校园借贷里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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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骗来美国度蜜月

我来美11年了。之前在北京过着还

算舒服的小资生活，在CBD(商务中心

区)某文化公司做市场策划，来美前已经

被提升做项目经理了。每当有人问我为

什么来美国，我总是半开玩笑地说我是

被“骗”来美国度蜜月的。当时的男朋

友是个典型的“程序猿”，公司派他来

美做研发项目， 他说我们领个证去美

国度蜜月吧。然后我就被扔到了康州一

座小城。那时我的英语水平是大学四级

，见到老外就紧张得连一整句英文都说

不利落。我见到每一个亚洲面孔的人，

都要问人家是不是Chinese。头几个月我

只能在家研究做菜，买东西，想着回国

给亲朋好友带什么礼物，给自己买啥名

牌回去炫富。

但我这个人闲不住，很快就到当地

华夏中文学校教小朋友们学跳民族舞和

学说中文，还志愿参与组织当地“华联

会”举办的各种庆祝中国文化节日的活

动。没想到这竟成了我这些年最享受的

兼职工作。我得到的最大收益就是认识

了很多在美国打拼多年的“老留学生”

和一些在国际组织工作的朋友，他们大

都安居乐业，在各自工作单位从事自己

喜欢的专业工作。我最喜欢听他们讲在

国内的知青和工农兵经历，和当初来美

国留学奋斗的故事。他们中很多人都是

像我一样的草根一族，他们实现美国梦

和在国际组织立足的经历让我很受鼓舞

，也提醒我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他们

成为我这一路成

长的忘年知己，

老师和贵人。

就这样在康

州做了一段时间

的社区志愿者和

家庭主妇后，我

决定开启自己的

留学之路。这还

得从学英文考托

福开始。那时候

为了练口语，到

处找人聊天，到

了“做梦说梦话

都用英文”的地

步。想一想，从

一个英语文盲，

到后来能在大都

会博物馆拍纪录

片，自己做“同

传”，现场把拍

摄内容、指导意

见翻译给自己的美国团队，这都多亏了

那段时间的刻苦学习。如果那时候我能

看到现在，一定会惊讶现实其实比想象

得还要美好。当初决定重新读书选学校

的时候，我也是一心盯着MBA、会计、

护士这些大家建议的好读、好赚钱和好

拿绿卡的专业。可是每次去看学校，我

都会不由自主地跑去看那里的影视艺术

系。最后，我还是决定接受“命运的召

唤”，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学电影。

正是因为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也就

有了破斧沉舟的勇气，重新追求青春期

时我那被父母以“不现实”为理由扼杀

的导演梦。现在看来很庆幸做了这个”

不现实的决定“，有缘经历了一场“重

生“，但这一路的艰辛只有我和陪我一

路走来的家人和朋友知道。

语言太差被劝退课

在美国学电影首先要过写作和演讲

以及了解美国社会文化等各种关卡。越

是不可能，越是激发了我的想象和勇气

。我心一横，决定重新从本科学起。第

一节写作课，老师就劝我退课，因为我

的写作水平太差了。现在想想，都不知

道那时候是怎么挺过来的。还好我学习

了“阿甘精神”，逼着自己听新闻，读

杂志，上课时总是坐在第一排积极和老

师互动。我尽量回答老师的每一个问题

，回答错了，被大家哄笑一番，老师重

新解释一遍，反倒让我记住了要学的东

西。要是还不懂我就去问书的作者，就

这样我认识了我的受业恩师，曾获奥斯

卡纪录片提名的亨特学院已故教授邝治

中博士。

论文写得差我就慢慢写，别人花几

个小时完成的作业我要花几个星期，学

校里写作中心的门我是天天进的。很快

我意识到老师说我写作不好，并不是因

为我的知识面和思维方式有问题，相反

很多人文科学的知识美国学生并不如我

，而是我写的东西他们看不懂，我是在

用中国思维写作。于是我花了一个学期

的时间创作一个喜剧剧本，向他们解释

我的中式英文写作思维，取名叫“敬个

礼说”(Jinglish)。谁料几年后居然收到

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邀请，将我的

“Jinglish”收录在了指导美国大学生英

文写作的教科书里。

那时候更大的困难是学费，艺术类

奖学金本来就少得可怜，而留学生能申

请的基本没有。但几乎每节影视制作的

课程都要拍作品。当时有些课拍片还要

求是用电影胶片的。我花了几百美元，

背着近一百斤的器材在曼哈顿到处跑，

只能拍几分钟的胶片，心里却乐开了花

。这充分证明了越是面对资源稀缺的困

境，越是能激发创作和生存的能量。我

想办法自力更生，自己挣生活费和高额

的学费。最初我特地选了亨特学院

(Hunter College)，是因为它位于曼哈顿

上东城富人区。这样我可以在课余时间

去作保姆和当中文家教。最忙的时候，

一边全职上学，一边兼做5份工。功夫

不负有心人，我后来各科都取得了优秀

的成绩，连续两年入选择Dean’s List

院长名单(优等生名录)。也因为成绩优

秀，我获得了作为学生代表去参加CBS

电视台皇牌节目《60分钟》的媒体制作

特训营的机会。

虽然亨特学院是典型的平民学校，

并不是私立常青藤名校的招牌，但亨特

学院的艺术创组硕士(MFA)当时在全美

排名第六，中国已故著名画家陈逸飞先

生就是亨特学院毕业的MFA。这都是我

决定在读完本科后，继续留在学校修读

艺术创作硕士的重要原因。我们综合媒

体艺术系每年全球只招十几个学生，我

应该是我们多媒体艺术专业的第一位纪

录片方向的中国留学生。

自助者天助

来美国后，才知道爱国的重要。因

为我学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经常是课堂

上唯一的中国人。大家讨论到敏感社会

问题时，我是唯一来自中国的声音。我

需要经常为他们“上课”，“科普”中

国的真相。这也促使我开始更多地学习

和思考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也许是想家

的原因，也许是经常听到对中国有严重

误解的言论忙于争辩，我不自觉地成为

了国学爱好者，也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的

社会动态。我变得喜欢参观博物馆，听

京剧，看历史书，关心国内国计民生。

这些知识对我在美国的生活也很有指导

意义。离家越远，越感受到学习中国文

化、有国家认同感的重要。 比如说，

我曾遇到一位教授讲太平洋战争时，提

到到满洲国。我在课堂上举手要求发言

，当场指出他提到的一些概念错误和时

间错误，我说那是日本侵略掠夺的殖民

地，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我发现在

学校和老师争论，没有被赶出去受处分

，反倒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尊重。他们

尊重敢于对抗权威的人。这些年的留学

生涯，让我亲身体会到了“自助者天助

”的道理。我的努力大家都看得见，我

和很多老师和同学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不但对我融入美国文化很有帮助，

在专业发展上也有了一个朋友圈的支持

。我也因此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来自

世界各地的朋友，后来大家有缘一起组

织了我们的“纽约皎子传媒工作室”。

我在亨特学院电影和媒体系主修的

是“作者电影”。我把这个创作过程称为

“以摄影机为笔，用纪录片写作”。我几

乎参与了我所有作品的写作、导演、摄影

、剪辑和后期制作。我用“作者电影”的

形式，探索我自己的“人文风格”。比如

最近我得到了CUNY研究生院的资助，和

某个非赢利机构，还有一位CUNY环境心

理学的博士合作，拍摄一部探讨低收入新

移民劳工面临的社会问题的纪录片。采访

对象中有很多是偷渡来美的华人和拉美新

移民。这部纪录片会真实记录他们的生活

状态，同时也探讨来自美国社会各界的压

力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另外，我创作的

自传题材的论文电影《名：静》，目前正

在参加多个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的选拔

。这部影片以一个中国“80后”的视角，

记录我所经历的一段心灵旅程，包括重访

那些承载我记忆碎片的地方，试图理解我

父辈的人生，也借此重新定义我自己的人

生。这部纪录片是纪念我去世的父亲，也

是拍给我两个孩子看的，希望将来他们看

了这部影片，能真正了解自己的父母，同

时也能更好地定位他们自己的人生。

“纽约饺子们”

前面说过我在2015年，和纽约几位

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开办了一个

“皎子传媒工作室” ，专门纪录纽约

华人社区和主流社会互动的一些文化活

动。我们团队戏称自己是“纽约饺子们

”，但是又担心有人会真的以为我们是

中餐馆，打电话来订餐，所以我们就用

了一个同音字 — “皎子”，这样既象

征着作品像“饺子”一样内容充实，也

寓意皎洁的月亮，以纯洁、冷静的视角

观察世情百态。我们曾为亚洲文化中

心－华加频道拍摄华人艺术家的故事。

此外，我在亚洲协会也担任了多年的中

文教育项目视频编辑。不久前也有幸导

演了《帝国时代—秦汉文明展》纪录片

，这个要感谢和我合作多年的亚洲协会

牵线搭桥，介绍我认识了正在寻找拍摄

团队的“三万英尺传媒“。

《帝国时代——秦汉文明展》是一

部由三万英尺传媒策划出品，与纽约大

都会艺术博物馆联手合作的文化教育系

列纪录片。节目的初衷是为了向中国观

众和海外侨胞，特别是对艺术与文化感

兴趣的年轻一代，用生动有趣的方式介

绍大都会博物馆的《秦汉文明》特展。

纪录片以青年人的视角，联系现代生活

来讲述秦汉历史文化和这次特展背后的

花絮。大都会博物馆对这部片子的拍摄

给予了大力支持。“秦汉文明”策展人

、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中国艺术主

任孙志新教授全程参与创作和指导，并

担任主讲人，与90后的中国留学生主持

人生动互动。我们皎子传媒团队很荣幸

受聘负责这个项目的制作执行。作为影

片导演，我有幸参与了剧本写作、现场

拍摄以及后期剪辑等主要创作工作。我

非常感谢大都会博物馆和三万英尺传媒

给我这次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的机会。

折腾坚持过 没有后悔过

回头看看我这十年在纽约的成长经

历，从一个患有青春期后遗症、不安分

的文艺青年，变成一个新移民独立电影

人，我心里经常感叹“十年一觉纽约梦

”。这几年做了妈妈，更觉得有责任

把中国文化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传递给

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下一代。我觉得我

们身在美国就要把自己当成美国社会

的一部分，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我

们的社区族裔发声，这样我们的孩子

才能有社会责任感，有独立自信的价

值观，也为自己的族裔感到自豪。将

来老了，如果孩子们问我有没有实现

自己的梦想，我可以说，实现没实现

不是我能掌握的，但我在我最好的时

候，折腾过，坚持过，没有后悔过。

王静：十年一觉电影梦

王静，北京人，新移民独立电影人，纽约市立大学(CUNY)布鲁克林学院客座讲师。毕业于市立大学亨特学院，获综合媒体艺术

创作硕士学位。曾担任亨特学院、皇后学院及长岛大学客座讲师。在纽约从事纪录片创作多年，主要关注妇女、新移民及社区民生议

题。她通过创作纪录片，为华人社区和社会底层人士发声。同时，她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公益活动，是一位弘扬

中国文化的“非主流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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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北京市迄今为止最大

的一起非法集资案——“华融普银案

”在朝阳法院宣判。被告人蒋权生伙

同董占海等人，先后成立华融银安公

司和华融普银公司，在2012年至2014

年间，借投资项目为由发行理财产品

，承诺投资率 8%至 15%，变相吸收

3000余名投资人资金，共计55亿余元

。蒋权生等八名被告被控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获刑九年十个月至四年六

个月不等的刑罚，同时分别并处50万

元至20万元不等的罚金。

发行理财产品吸收资金

经查，蒋权生伙同被告人董占海

于2012年2月成立华融银安公司，并

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蒋权生伙同被

告人魏薇、董占海于2012年9月成立

华融普银公司，并负责公司的经营管

理。被告人李明自2013年9月，在其

担任副董事长的中房能科公司控股华

融银安公司、华融普银公司后，负责

两公司的经营管理。

蒋权生等人于2012年 2月至2014

年 5月，在华融银安公司、华融普银

公司经营期间，先后单独或共同指

令担任公司市场部门经理的被告人

白岩、卢志银、王盛、邱峻峰等人

，通过组建销售团队，自行宣传或

第三方推介的方式，以投资“河祥

地产”、“京西北物流仓储”、

“岚临高速”、“芽菜基金”等项

目为由，发行理财产品。理财产品

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承诺

以货币方式返本付息且年投资回报

率8%至15%。

2013年 7月后，李明在先后收购

华融普银公司、华融银安公司后，仍

延续两公司先前的业务经营模式，并

新增“成都阜外医院”、“亦庄项目

”、“宏毅四号”等理财项目，继续

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达55亿元

2014年 5月，两公司因无法兑付

到期钱款案发。经审计，2012年 2月

至2014年5月间，两公司共向3000余

名投资人非法吸收55亿余元资金，造

成投资人经济损失34亿余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蒋权生、

魏薇、董占海、李明作为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卢志银、白岩

、王盛、邱峻峰作为单位直接责任人

员，无视国家法律，违反国家规定，

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

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八名被告获刑

昨天上午，朝阳法院对此案进行

宣判。

法院认为，蒋权生等八名被告人

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采取面向社

会公开宣传，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返本

付息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数

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最终，蒋权生等八名被告

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十个月至四年

六个月不等的刑罚，同时分别并处50

万元至20万元不等的罚金。

北京最大非法集資案八被告獲刑

“我只是想找点钱来花，把被骗的钱赚

回来，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我真的

很后悔！”在看守所里，华某泣不成声。

华某是山东省某高校的大四学生，自以为

在网上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在毕业前夕

以创业为名，利用高利贷骗取他人钱财并

挥霍一空。近日，经重庆市永川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华某因犯集资诈骗罪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2015年7月，华某在手机软件上发现了

一种名叫“借条”的网络借贷方式，借款

方在借条上输入利息、还款日期、借款理

由这些条件，然后发送给好友，出借方看

了借条上的条件以后，自己决定是否借这

笔钱，最后借款方收到一张电子借条。

通过“借条”，华某借出了1万元。没

想到因为华某的朋友没守信用，未及时还

款，导致华某亏了近6000元，最终只收回

来三四千元。这次经历让华某非常郁闷，

他想尽快把钱赚回来。

没过几天，华某在QQ群里看到有个网

友发出一条消息，意思是把钱给他，他可

以支付高利息。华某突然“脑洞大开”，

想到毕业前也没事做，刚好可以学着这个

方法来“赚钱”。

随后，华某建立了一个名叫“小贷”

的QQ群，在群中发布消息：你们有钱可以

投给我，我来给大家做投资，把钱放款给

别人，我给你们付利息，一周返还本金及

20%利息。每周20%的高利息回报让不少人

动了心，陆续就有人给华某投钱。

当然，面对如此高利息的诱惑，群里

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为消除大家的戒心，华某购买了去法

国的机票，然后截图发在了QQ群里，但他

没有真的去法国，“显摆”完后他旋即退

了机票。

华某的奢侈生活使群中不少人羡慕，

而此时，前期投资人也纷纷在群里反馈，

表示自己得到了高额“回报”，群中摇摆

的人开始相信华某具有经济实力和投资渠

道，主动向华某投资。

重庆市永川区某大学大三学生小明在

华某处持续投资并准时收到了回报，自以

为赚得了人生中第一桶金的他，将消息又

传给同学小超，小超受到高利息的诱惑也

在华某处开始了投资并将消息告知他人

……正是这种网友之间的来回介绍，华某

的QQ群一度发展到30多人，投资的网友涉

及山东、广东、贵州、重庆等多个省市，

其中一半以上是在校大学生。

实际上，华某在收到网友给他的资金

后，并没有拿去投资，而是通过“拆东墙

补西墙”的方式，用一部分钱来支付产生

的高额利息，另一部分钱用于自己购买机

票、旅游等消费。三四个月里，华某在网

络资金账户上与投资人往复回投产生的资

金流水总账已达千万元。

2015年11月，因一网友不想在华某处

投资撤回了大量资金，直接导致华某的资

金链断裂，他精心策划的高利息投资即

“庞氏骗局”（利用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

腾挪回补）破产了。

2016年2月，久未收到本金和利息的小

超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

迅速展开侦查。

经查，华某在诈骗过程中自己消费6万

余元，其余资金均用于返还投资人本金及

利息。案发前，华某的家人帮助华某向投

资人支付了未还资金35万余元；案发后，

华某仍欠投资人资金13万余元。

同年4月，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后，华某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又因

华某是在校大学生，系初犯，法院遂对其

作出上述判决。

承办检察官提醒，放“高利贷”本

身就是违法行为，在校大学生一定要认

清楚高利贷带来的危害，做到“三不”

：“不能骗”，不能用高利贷的名义进

行诈骗；“不要借”，要控制自己的消

费水平，养成健康的消费习惯，不借高

利贷；“不要投”，提高警惕，不要相

信他人高利息的诱惑而借款投资，最终

造成财物损失。

大學生做起“轉貸賺錢”主意

資金流水達千萬
四川彭州發生校園暴力事件

女生35秒被掌摑14次
近日，一段“彭州隆丰中学校园暴力”的视频在微博流传。4

月3日凌晨，微博#平安彭州＃发布警情通告，称视频中纠纷原因

、双方参与者等基本情况已初步查实，目前相关职能部门正积极

开展调查教育处理中。彭州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网

记者，事发时间约在3月30日前后，当地警方正在调查此事，最

终的结果以警方发布为准。

据网传视频显示，一位黑衣女生在高处让一绿衣女生站好，

在随后的三十五秒内扇绿衣女生耳光共计十四次。随后打人女生

又对身旁另一短发女生进行脚踹、扇耳光等行为。视频中打人女

生不断发出“牛皮呦”、“啥意思”等一些侮辱性语言。

在视频拍摄时，有两位老人从旁经过，拍摄者对路人说：

“婆婆你们走快点，别把你们误伤了，这是学校里混社会的。”

4月3日凌晨，微博#平安彭州＃发布情况通报。

通报称：

对网传近日我市女学生被打视频，彭州警方高度重视及时介

入调查，经初查系我市隆丰中学在校生因纠纷引发校外打架。目

前视频中纠纷原因、双方参与者基本情况等已初步查实。因当事

双方均系未成年人，我局与相关职能部门正积极开展调查教育处

理中。市公安局一直高度关注校园治安安全及周边社会治安环境

，依法严惩一切危害学生安全的行为。再次感谢广大市民的关心

和支持。

4月3日上午，中国青年网记者致电彭州市公安局了解相关情

况。民警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因此事涉及到未成年的学生，此

事的时间、地点等信息不方便向公开透露，详情可以向彭州市教

育局咨询相关情况。

彭州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事发时间约

在3月30日前后，打架的原因尚在了解中，当地警方正在调查此

事，最终的结果以警方发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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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10月27日是一個風
和日麗的吉日，上午11點，長和老人公寓在
Bellfort路舉辦了長和老人公寓動土儀式，幾十
位老人打扮得整整齊齊，非常高興地來到現場
，一起參與和見證動工儀式。儀式現場擺放香
案，案上有金豬和水果、月餅等供品，長和老

人中心老闆繆雄上香祭祀地基主之後，大家興
奮地簇擁著繆老闆和Echco Construction建築
公司老闆Edward Chiu，一起揮起手中金光閃
閃的鏟子，共同鏟下新土，繆雄老闆宣布長和
老年公寓項目正式啟動！

長和老人公寓是長和老人中心的配套項目

，這將是休斯頓第一家配有活動中心的華人老
年公寓。新公寓將有三層，共200套。建成後
會在公寓隔壁修建活動中心，提供餐廳、取款
機以及醫療等服務，將大大方便老人們的生活
。長和老人中心於今年開業，開業不到半年時
間就以場地大、服務好、項目多而在休斯敦著

名，這與老闆繆雄的有效管理和發
展理念分不開。繆老闆說，我們要
讓老人們感到方便、舒適、安全，
明年公寓建成以後，我們還要在旁
邊再建一個活動中心，老人們可以
走路過去吃飯，不需要坐車，以後
老人中心會有醫生、診所、藥房，
還有打乒乓球、電腦、跳舞、太極
以及圖書館，通通都包括在裡面，
一步到位。

長和老年公寓主要面向Medicaid
人群，其他人也可以嘗試排隊，目
前已經可以開始申請，請老人們不
要錯過機會。

長和老人中心公寓動工儀式圓滿舉行長和老人中心公寓動工儀式圓滿舉行
和老人公寓老闆繆雄和老人公寓老闆繆雄((右右))和和Echo ConstructionEcho Construction建建
築公司老闆築公司老闆Edward Chiu(Edward Chiu(左左))

金豬香燭祭祀地基主金豬香燭祭祀地基主。。繆雄老闆宣布長和老年公寓項目正式啟動繆雄老闆宣布長和老年公寓項目正式啟動！！ 大家都期待早日住上新公寓大家都期待早日住上新公寓。。

大家歡呼雀躍大家歡呼雀躍！！

大家一起鏟下新土大家一起鏟下新土。。

本報記者
黃梅子報導

（王維國音樂室 梁書敏供稿）熱烈祝
賀女中音鄭媛娥“跟著夢想走”獨唱音
樂會取得空前成功！音樂會於 2017年9
月 16日在休斯頓Baptist University 柏
林音樂廳舉辦。精緻，典雅的音樂廳裡
座無虛席，連後面的過道裡都擠滿觀眾
。每一個人都靜靜地聆聽著，欣賞著，
感受著媛娥演唱會帶給自己的歡愉，也
見證著“夢想成真”的奇蹟！
媛娥女士在音樂會中，用六種語言唱

出的古今中外19首歌，首首經典。演
唱中的每一句，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表
情，個個生動，款款深情。演唱會以獨
唱為主，總共分為六組歌曲：邊疆草原
、宗教、歌劇、台灣、蘇俄、及古典歌
曲，再加上貴賓表演。演唱型式有獨唱
、二重唱、三重唱、小合唱、混聲合唱
。演唱內容豐富，演唱形式多樣。
演出開始，第一組“草原夜色美”、

“天邊”、“思念”三首歌曲，一下把
藍天白雲下的地平線拉到了觀眾面前。
只見那風吹綠草，彩蝶紛飛，還有氈房
炊煙，酒香茶濃親情無限，駿馬奔騰的
草原上，美麗姑娘用歌聲傾訴著對遠在
天邊心上人的無盡思念。媛娥用舒緩女

中音唱出來的草原歌曲，細膩，溫婉，與大自然十分和諧，歌聲與草原美景天然渾成，人融入了
自然的廣大無邊。陳景科和呂少明演唱的“鄉音鄉情”，則在充滿溫情的背景上添加了濃厚明亮
的色彩，使家鄉的輪廓更加突出，讓人熱愛，讓人懷念！

第二組是宗教歌曲，旋律超脫簡潔，媛娥的深情演唱把觀眾從對家鄉美景的陶醉中拉回來。
將對大自然的眷戀迅速轉換到對創造並賜予這一切的上蒼的讚美與熱愛，從世俗的現實中昇華到
了靈魂的境界。媛娥和李瑞芳合作演唱的Gloria III Laudamus te（讚美你的榮耀），高音中音交
織在一起，相互支持，相互應答，此起彼落，一起讚頌上帝，一起表達著對上帝的熱愛和信賴。

接下來的女生小合唱“美麗的夢神”，在宗教歌曲和音樂劇兩組曲目中間起到了承上啟下的
作用。

演唱會第三組曲目是歌劇選段，在一般歌曲的基礎上，歌劇的表現不僅情感更加豐富，複雜
，還要表現不同的故事情節。在這一組曲目中，媛娥從單純的唱歌加入了表演，歌劇選段“Bring
Him Home”、“L' amour est un oiseau rebelle”，所表現的感情跨度非常大，從悲傷到歡快。
媛娥對角色把握得十分準確，表演也非常到位，從“悲慘世界”選段裡如訴如泣的悲傷，到“卡
門”里女工米卡拉的調皮樂觀，媛娥都表演得惟妙惟肖。尤其是表演歌劇卡門裡的經典詠嘆調
“愛情像隻頑皮鳥兒”時，媛娥載歌載舞，把女主角玩世不恭，放蕩不羈的個性，豪爽，奔放的

性格，野性難馴卻顛倒眾生的魅力通過演唱，表情，舞蹈，服裝的綜合表現，將一個美麗俏皮的
吉普賽姑娘活生生地呈現在觀眾面前。這樣的表演，對習藝多年的專業歌唱家都是很大的挑戰，
媛娥的表現得心應手，可見她的藝術天賦和功底確實不一般！媛娥和汪怡合作演唱的歌劇《霍夫
曼的故事》選段“美的夜啊美的夜”，二人配合十分默契，高音中音相互補充，層層推進，漸行
漸遠，柔美動聽的旋律和她們兩人的深情演唱，讓安靜的音樂廳彷彿就處於威尼斯朦朧的夜晚。

穿插於其中，吳亞飛，侯勤農，劉鈞演唱的“今夜無人入睡”，是檢驗男高音的試金石，也
是世界上所有男高音的演唱夢想。他們三人的合作，給媛娥的演唱會注入了陽剛浩然之美，他們
響亮渾厚的歌聲，經受住了那難以實現的高音挑戰與考驗。

第四組曲目是台灣歌曲，媛娥來自台灣，她演唱的台灣藝術歌曲“化作千風”和“白牡丹”
非常飄逸，既表現了對家鄉的懷念，也展示了她在生活中的勇敢。男女聲二重唱“星月交輝”，
亞飛渾厚男聲和媛娥清爽女聲的相互交織，就像月亮星星一樣相互照亮，相互依賴，相互纏綿。
兩人含蓄配合的演唱，表現了愛情的美好，二人的深情對望，不僅讓人感動，也溫暖著每一個觀
眾的心房。

接下來，西北吉他班呈獻的吉他彈唱“聽不到”，唱唱笑笑，蹦蹦跳跳的現代台灣年輕人消
遣娛樂，活力四射的表演給舞台帶來了歡快氣氛。

第五組“斯拉夫送行曲”，“小路”“喀秋莎”，這些創作於一戰二戰時期的蘇聯歌曲旋律
優美，膾炙人口，主要表現愛國主義的精神，在蘇聯和中國都非常流行。媛娥和劉鈞合作演唱的
“斯拉夫進行曲”，是演唱會的另一個高潮和亮點。歌曲旋律悠揚悅耳，媛娥的歌聲和表演應情
應景，隨著媛娥和劉鈞的演唱，舞台上蘇聯紅軍戰士上戰場前姑娘送別的情景展現，觀眾的情緒
也十分振奮高昂。接下來的“小路”，媛娥的歌聲越來越奔放。車申，陳景科，呂少明，於韶，
吳亞飛，劉鈞在“喀秋莎”裡面的伴唱，更是把氣氛烘托得更加熱烈。這一組演唱中，媛娥完美
演繹了俄羅斯姑娘送別心上人上戰場時的牽掛與堅強。

西北喜樂合唱團的大合唱再次讓舞台回到台灣的文化氛圍。他們演唱的台灣校園歌曲“秋蟬
”和“漁唱”聽起來輕鬆愉快，反應了校園學生們的率真，樸實。透著年輕人看世界的純潔和好
奇，幾十個人的合唱也讓舞台充實和飽滿。

第六組古典歌曲，媛娥越戰越勇，越來越激情滿滿。但坦率地說，作為觀眾，被媛娥的演唱
感染打動了那麼長時間，此時精力真的有些不夠用，腦袋反應也開始遲鈍。只看見舞台上的媛娥
亭亭玉立，耳邊只有優美的歌聲迴旋，媛娥就像夢中的女神出現在眼前。直到媛娥領唱的“夏日
最後的玫瑰”告別曲，音樂室全體學生出場合唱，觀眾們才意識到演唱會即將結束。掌聲雷動，
媛娥返場，就著“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音樂，媛娥請她先生上場，用歌聲表達她對先生的愛意和
謝意，二人深情相擁，此情此景，既感動了每一個觀眾的心，也演繹並見證了人世間此生不渝的
愛情！

欣賞媛娥的演唱會，不僅僅是聽和看，更難得的是在演唱會進行的短短兩個小時裡，跟隨媛
娥的歌聲和表演，經歷了一場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的心靈體驗。我喜歡聽媛娥的演唱勝過欣賞很
多專業歌唱家的表演，因為媛娥演唱時，她已經不是媛娥，她已經變成了她演繹的角色。她用歌
聲帶領著觀眾穿越古今中外不同的空間和時間，感應著天地萬物和人類不同的情感，從而使自己
的心靈得到釋放和昇華。這樣的演唱會，作為觀眾真是妙不可言！豐富的知識儲備和人生經歷，
使媛娥的表演和樹立的舞台形象優美而不柔弱，情深而不繾綣，不卑不亢，透著堅強，自信和勇
敢！（未完待續。。。）

歌聲裡的喜怒哀樂與美麗世界歌聲裡的喜怒哀樂與美麗世界
王維國音樂室成功舉辦王維國音樂室成功舉辦““跟著夢想走跟著夢想走””鄭媛娥獨唱音樂會鄭媛娥獨唱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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