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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孩子们除了上学，大部份的课后时

间都是在家里渡过的。在国外，小朋友们的生活

环境比国内相对宽松，特别是在小学，学校的竞

争和功课都很少，他们在放学后会有很多空闲的

课余时间。如何安排好孩子们的课外活动，是华

人家长们在一起经常谈论的话题。

几乎所有的中国父母，都是舔犊情深的好家

长，大家都从心底里希望能尽自己力所能及的精

力和财力，让自己的孩子在课余时间尽量多学些

本领,多参加些有益的课外活动。一般来说，不管

华人家庭地处美国东部还是西部，华裔小朋友的

课外活动应该少不了这几样：

1.各种音乐艺术课

美国和国内的情况可能差不多，钢琴和小提

琴是大多数华人家长让孩子们选学的主要乐器。

和国内一样，孩子们上课学琴，也得靠家长们风

雨无阻地接接送送。大部份的华人家长，主要是

希望自 己的孩子通过学琴可以受到一些艺术的熏

淘，真正想让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当钢琴 家的家

长其实很少。但少数特别有音乐天赋的孩子，有

可能在成年后选择上美国大学的艺术系。我们这

里有一个中国孩 子，最近就考上了美国某公立大

学的钢琴专业。据她父 母讲，这么多年来，孩子

学琴时付出的艰辛，都可以写成好几本书了。

由于钢琴老师的水平高低不一，收费标准也

不一样。孩子学琴前，选一位合适的钢琴老师，

是件很费心的事。通常来说，华人老师对孩 子

们要求会比 较严格，进度也会快一些。而美 国

老师，主要是寓教于乐，他 们通常不会像大部

份的中国老师那样赶进度，但孩 子们却很喜欢

美 国老师的这种教学方法，这真是有得有失。

除了学琴， 小女孩子学跳芭蕾舞和中国的民族

舞蹈来做为一种形体训练，也很普遍。

2．各种体育活动

游泳，滑冰，体操及各种球类，几乎是每个

华人家庭里的孩子，从小就毕不可少的课外活动

。通过这些体育活动，孩子们不仅可以强身，还

可以在运动中学会和同伴们在集体里如 何更好

地相处，从而结识更多的朋 友 ，增加自信

心。在美国， 一个体育不好的孩 子，比较

容易让他的同学们和他疏远开来。相反，一

个体育很棒的孩 子，会让他的同伴们认为

他很棒。不管怎么样，美国是一个热爱运动

的国家，体育拔尖绝对是优势。在我 们这

里，人人皆知的YMCA经常是家长和孩子

们一起运动锻炼的地方。此外， 教堂和社

区也会有一些 体育锻炼的设施和场所。

3．学校内的各种课外活动

美国小学里常见的课外活动之一，就

是 GIRL SCOUT( 女 子 军 ) 和 BOY

SCOUT(童子军 ) 了。这是一个培养孩子

们责任心和集体观念的一个校内团体。从

学前班到五年级，小 朋友们可以随时加入

这个团体。有趣的是，不同年级的的

GIRL SCOUT (女子军 ) 和 BOY SCOUT(

童子军 ) 团队(TROOP) ，使用的称呼是不

一样的。比如，学前班的女子军 叫DAISY

，高年级的就叫BROWNIE。在我们这里，

这些团队的负责人，通常是由家长轮流做

。因为许多美 国孩子的妈 妈都是全职在

家的家庭主妇，她 们的空余时间相对会多些，

于是她们就成了这些团队的主要负责人。美国家

长们很热心于这种有益于自己孩 子又方 便别人

的活 动。在美国，中国妈妈全职在家的比 较少

(特别是大陆来的家庭里)， 这些妈妈即使有参加

这些活动的想法，时间上也不允许。有时候，她

们会靠捐些款来祢补美国家长所奉献的时间。

4． 数学阅读提高班

大家都知道，数学和语文对孩子的学业和将

来的生活技能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这里，有许多

家长会把孩子送到公文(KUMON)学校去提高数学

水平。KUMON数学班的教学方法，很像咱国内

的题海战术。孩子们靠大量地反复做题来提高计

算速度和数学水平。他们很可能在一个月之内，

会反反复复地做那些很简单的加减乘除。如果

孩 子们没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正确地通过所

有的测试题，他们就只好继续停留在这个水平一

直地做下去，直到通过考试为止，才能升入高一

级的班。虽然KUMON里也有阅读提高班，但

我 们这里的中国孩子去的 好像不太多，中国家

长们经常会带孩子到公共图书馆读书来提高小朋

友的阅读水平。

5.中文学校

海外儿童学中文，是让每个华人家长都会感到

头痛的事。对有些孩子来讲，学中文不是课外活动

，简直就是酷刑。在美国大城市，通常会有华人办

的中文学校，把孩子交给老师，家长的担子会轻一

些。而在美国的小城市，因为华人较少，可能没有

中文学校。在这些地方，华人子女的中文教育就全

靠家长了。因为孩子们在学校天天讲英文，在那里

是没有中文环境的，让他们学说中国话写汉字，真

有些像让洋人学中文那样，很难，家长们得需要有

极大的耐心来督促辅导孩子写作业准备考试。在我

们这里，中文学校是我们当地华人社区的一景。每

个周末，来自本城四面八方的家长们把孩子送到中

文学校以后，然后聚在一起聊天下棋做运动，那些

经商的华人，还可以趁机在中文学校做广告。从这

个角度来说，中文学校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华人家

长们社交的场所。

除了上述的德智体训练，参加同学的生日聚

会和到小朋友家过夜(SLEEPOVER) 也是能够让

孩子们欢呼雀跃的小社交活动。一般来说，适当

的课外活动，会陶冶孩子们的情趣，培养他们快

乐自信的性格。但课外活动太多，肯定会引起孩

子们的厌倦情绪，接送孩子的大人也会累得够呛

。如果家长能根据自家孩子的具体爱好和兴趣，

让孩子有选择性地参加他们感兴趣的课外活动，

而不是和别人家的孩子攀比，这应该是最好的选

择。

美国华裔小朋友的N种课外活动

中国的高中有三年，美国的高中

有四年，那么在美国的高中四年应该

怎么去规划？到美国留学我们的目标

都是希望学业有成，所以我们针对这

四年首先要了解。接下来，跟随留学

360美国部指导老师先去f认知一下。

Grade 9：

美国高中提供丰富多彩的课程

和课外活动，并且用开放的姿态迎

接这每一位新生。学生可以充分利

用这个优势，根据自身的喜好选择

参加课外活动，不断提自身的全面

素质，包括责任感，自信，独立、

领导力等各方面的培养。当然，学

习成绩仍是重要因素，因为大学一

般希望学生要求有四年的英语、数

学、外语、科学、所以，学生必须

选择这基本课程，当某一科目突出

时，可以选择换班，同时要时刻和

counselor 保持联系，让老师对你有

全面的了解，包括学生个人规划和

兴趣爱好，老师则根据学生的想法

给出合理的规划，其中包括如何去

选课，如何充分利用有效的时间参

加社团活动，增强自我竞争力。这

些对未来申请大学有着极为重要的

作用。

Grade 10：

到了10年级，学生要

保持良好的GPA，同时要开

始着手为大学申请准备了。

学生需要了解自身的兴趣和

优势，确定未来的职业方向

，如果有疑惑，可以找指导

教师谈话，并让老师根据你

自身的发展计划合理组织选

课安排。此外，如果学校有

Psat考试的话，一定要参加

，因为大学预科的考试和

“美国高考”SAT 在计算

方式上水平相当，因此，可

以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

SAT程度。并可根据自身优

劣势进行针对的准备。另外

，在美国有大学先修课程，

如果学生在根据自身水平挑

选上相应的AP课程，参加

考试，为将来大学申请奠定

基础。

Grade 11：

这是关键的一年，因为申请美国

大学时，GPA是重要的衡量因素之

一，然而，申请大学一般截至到学

生读12年级的上学期，但是当时12

年级的成绩还未出来，招生官只能

参看 9.10.11 年级的成绩。换言之，

如果 9.10 年纪不理想，11年级有很

好的提升，这种进步是一种积极的

信号，反之的话，即使前两年的成

绩和好，11年级不理想，也会在申

请上划下一个败笔，所以，11年的

成绩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积

极筹备其他科目考试，包括，美国

高考SAT考试，也要参加学校开设

的优秀课程和AP考试，增加申请大

学的竞争力。并时刻和自己的指导

教师进行探讨，告知老师你的规划

和想法，老师会从学习和课外活动

上合理选课，时刻指引方向。

Grade 12：

12 年级是最繁忙的季节，学

生在保持良好 GPA 的同时，要准

备极其繁琐且高质量的申请材料

，从前期的材料准备，到后期推

荐信尤其的文书的编写，都要耗

尽很多心血来完成，这几张材料

上是学生对自己的回顾，也是四

年来丰富的沉淀，每一个小细节

都要话费很多时间和经历完成。

然 后 进 入 选 校 环 节 ， 一 般 申 请

5-10 所即可，根据自身的了解和

老师的建议大多选择匹配学校，

并拿两所作为保底，并开始了具

体的网上申请工作，申请过程中

，要随时记得每个学校的截至日

期，尤其是早申学校的日期。

了解美国高中四年的常识，你就

能够更加清楚自己在每一阶段应该着

力去做什么，对于你迈向更好的高中

生活、学业和大学都是一个良好的开

始。

美国留学高中四年 学生们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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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下着暴雨的夜晚，所有人

已经熟睡。

忽然，急促的哨响划破了密集而沉

闷的暴雨声，睡在行军床二层的我条件

反射猛然醒来，来不及揉眼睛，便起身

向窗外望去，训练场灯光明亮，地上积

存着厚厚的雨水。

透过沉闷的暴雨声，尖利的哨响再

次传来，连续三声，督促我们迅速动作

：第一声严厉，第二声急促，第三声坚

决。哨声伴随胸腔之气而生，低起、中

高、缓停。

走廊里，不断传来战备排长的吼叫

声：紧急集合，加岗！

黑暗中，我摸到床边叠好的军装迅

速穿上，从行军床二层翻身下来，踩了

一脚钢梯，便跳到地面；从战备柜里掏

出雨衣，从桌子上拽一根武装带，跑到

门口把脚塞进胶鞋；当我还在弯腰系鞋

带时，战友们已经从我身边不断地冲出

，一刻不停，一言不发，直奔一楼走廊

集合的点。

“没有人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吧？！

赶快出发！”走廊口的灯光下，削瘦的

中队长显得焦急，命令紧张而有力。

刚刚冲出走廊，密集的雨滴扑打在

我的脸上，快速地流进脖子、胸膛。我

尝试用双手抹开脸上的雨水，但只是徒

劳。我只好迈腿狂奔，几十米后，路消

失了，我们跑进了一片昏暗之中。

左面是一堵约6米的电网高墙，右面

是监狱大礼堂，前方出现一段3米左右的

积水道路，积水没过膝盖，不断有人被

什么东西绊倒，传出扑通的入水声。

“跑慢一点，水里有好多树枝！”

黑暗中，有人喊道

我片刻都不敢停下，既怕被人撞倒

，也怕延误时间，周围漆黑一片，我凭

着记忆的指引向前方奔去。

3分钟后，我们冲过了这段黑暗的

道路，跑到了监狱大门附近。大雨中，

昏黄的灯光依稀闪现，十几米高的监狱

大门矗立在黑暗里，森严逼人。

战友们熟练地按照演习指定位置，

各就各位，每人间隔十米左右，挺立在

大雨中。四周仍然是一片黑暗，只有远

处犯人家属区闪烁着零星的灯光，雨没

有变小，我就在这样，在没过脚踝的雨

水里，站到了天亮。

按照安全法则，逢阴雨、大雾天气，

岗楼上哨兵视线受阻碍，所有武警战士必

须把监狱围绕警戒，防止犯人越狱。

我们恐惧犯人逃跑，他们跑了，就

是我们渎职， 我们就要进监狱。

这是一座宽约56万平方米的监狱

，位于北方某城市郊外5公里，我们武

警称监狱为“圈”，圈里就是监狱里，

圈外就是监狱外。

6米高的狱墙上有两道电网，一道

为单立柱，一道为波形网状，电压万伏

；墙体厚度约50公分，下方深挖数米

也是钢筋水泥。

监狱分几个监区，往下又设数个分

监区，分监区下又有数个中队编制。监

狱的安全保障人员，大约有300个武警

，以及400个狱警和职工。

这里永远不会有《肖申克的救赎》

，没有人可以像电影主人公那样挖洞。

这里没有单间，远远地望过去，每个铁

栅栏房间里都有几十人。

监狱的规矩是：犯人见到狱警，不

得站立说话，必须在两米外蹲下，口中

喊道“报告政府”；吃饭前排队点名，

犯人们依次报出数字并随即蹲下，点名

完后，听到“起立”的命令，方可起身

；送进来的衣服，必须盖上“囚”字，

盖字的价格不低，倘若送的衣服太多，

盖章费就是笔不小的开支；家属带给犯

人的钱不会在犯人手中，以往，监狱发

行一种铁币，在监狱周围流通，后改为

记在本子上，犯人的钱可以在监狱里的

狱园超市消费，由狱警扣除，抑或是家

属来探，在监狱餐厅消费。

来这里的第一天，我们新战士围绕

着监狱，观察日后的执勤岗位，熟记周

围的交通点、路口、重要建筑物。中午

，新战士到监狱里参观，身着蓝白杠服

的犯人们，弯腰着腰伏在地上，在路面

上缝制着火车用的帆布。

有那么几米的距离，我们行进的队

伍需要踩过路中央崭新的绿色帆布，我

有些不忍踩，但没有停止的口令，我们

便径直踩了过去。几十个蹲在地上的犯

人，眼里透露的畏惧，没有一个发出声

音，暂时停下缝制帆布的手，也不敢拉

扯帆布，默默地向后蹲着退去。

队伍停下时，我看到有犯人推着两

轮小车四处送饭。车上有两个大桶，蓝

色塑料桶一米多高，我悄悄踮起脚，看

到里面是清澈的汤水，汤面上有片完整

的大白菜叶，底部有些碎菜叶，却不见

一丝儿油花。另一只塑料桶里则堆满了

面状物，我实在无法正确命名这些蒸熟

的面体，它们布满了斑点，发黄发黑，

像一个个巨大的金蟾，趴在桶里。

班长说，这就是犯人的中午饭，一

个大馒头加一碗汤。

六月的一天，中午时分，太阳炽烈。

我在高8米、代号为Y的岗楼上执

勤，随身携带着15公分的军刺，背着

小1米长的“81杠”步枪，胸前的弹袋

里放着子弹与警告弹。空气中没有一丝

风，即使在岗楼的阴凉处，也感到闷热

、烦躁。

远处监狱里的犯人们正在拆除旧医

院的围墙。在我的警戒范围内，距离医

院50米左右的地方，两名狱警坐在小

凳子上当监工，狱警打着扑克，身边各

有一个为他们打伞的犯人。

太阳已经落下许久的傍晚，我再次

来到Y岗楼执勤，此时，岗楼下，狱警

们正准备跟犯人们进行一场篮球赛。

打球的犯人们个头都很高，身材修

长，穿着运动服，有几分像运动员。几

个打球的狱警身材则有些走样，大腹便

便，缺乏锻炼的模样。

球赛开始了，狱警拿到篮球，或是

持球长久停留，或是动作迟缓地运球，

犯人们则在狱警身边闪避，不敢有任何

近身动作。健硕敏捷的犯人很少从行动

迟缓的狱警手中夺球，即使拿到球，也

不投中。肥胖的狱警却可以轻松突破防

守，屡投不中后，才终于投进一球。

最后比分，当然是狱警获胜。

天色渐晚，我在Y岗楼上的执勤还

未结束，远处一排8层高、长约百米的

犯人监舍里，忽然传出一阵凄惨的喊叫

声，划破了黑夜的宁静。

“打死人啦！打死人啦——”

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紧张得满

头大汗，立即电话告知在监控室的班长

。“保持观察。”班长平静地命令着。

之后凄惨的声音没有再出现，但我

仍然紧张到手心出汗，一直握紧枪的背

带，盯紧所能看到的区域，预防突发事

件。我心中在暗想，“若是开枪，将会

是何种模样？”

岗楼一侧的钟走过40分钟之后，我

看到4个狱警从监舍一楼出来，抓着犯人

的手脚拖行，渐渐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

。这个过程里犯人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我回到中队战备值班室，在记录本

上登记：20点10分，监狱Y岗楼警戒

区内出现犯人打架，20点50分，狱警

赶到现场解决，并无其他情况出现。

进入酷暑，岗楼上的哨兵每日都在

太阳底下暴晒。中队决定联系狱方协助

安装遮阳伞。狱警与武警中队出了约20

人，押解着犯人在岗楼上作业，我也列

在负责押解的警力里。

我的“81杠”里装满了子弹，在

监狱外的家属区巡逻监视，这里沿途都

是行人。我得到的授权是：倘若犯人有

企图逃跑的行为，可立即开枪。

上午过去了，并没有出现异常情况

——能外出劳作的犯人，大都在监狱里

表现优异——但谁有能保证，这些渴望

“自由”的人，不会为任何一次逃跑的

机会心动？

因为下午还要继续作业，中午时，

犯人没有被押解回监狱，一行人都返回

我们的中队吃饭。

中队领导与狱警在带着空调的餐厅里

吃饭，犯人们则在中队训练场上一棵高大

的杨树树荫下面吃，我们负责执勤的8位

武警分散在周围，在太阳下暴晒。

我手里握紧1米多长的应急棍，站

在距离犯人不过5米的地方，持枪的战

友则在20米以外——他们要与犯人保

持着距离，以保证发生事件时犯人不会

抢到枪。

中午的饭菜对于我们而言有些腻了

：凉拌豆角，番茄炒鸡蛋，油焖青菜；

主菜则是酸菜秋刀鱼，腥得令人想吐。

每逢这样的饭菜，我都简单扒几口，再

回宿舍吃泡面去。

这一天犯人的午餐与我们一样，炊

事班的人多拿了几副碗筷，把米饭放在

一个长50公分、宽20公分的铁板上，

另一个铁盆里，则装着等于10个战士

的菜量。饭菜到树下，犯人便围在一起

，蹲在杨树下吃。

不一会儿，有个犯人“站”了起来

：他只是佝偻着腰，不敢直立，表情有

些惶恐，手里拿着盛菜的大铁盆，没有

说话，也没有走动。犯人旁边的板凳上

，坐了一个狱警，但他没有搭理。

这一幕让我起了几分恻隐之情，这

必然是缺菜了。

在接下来凝固的一分钟里，拿着铁

盆、佝偻着站起来的犯人、警戒的武警

、看守的狱警，都沉默着。

我最终忍受不了沉默，走上前去，

接过盆，“是不是要打菜？”

犯人未回话，点点头算作是回答。

盆里干干净净，一滴汤也没有了。我瞟

了一眼盛放米饭的铁板，我们一个班10

个战士平时才能吃完一半的米饭，6个

犯人竟然全都吃完了。

炊事班班长把剩下的酸菜鱼全给了

他们，又添了一铁板的米饭端过去。后

来，我从别人那里得知，那些南方来的

犯人好几年没有吃到过米饭了。

初秋的一日下午，我在Z岗楼执勤

，岗楼下是几十亩田地，犯人在劳作后

正在做片刻休息，聚在岗楼下不远处闲

聊。5米之内是警戒区域，一旦进入，

哨兵必须立即制止开枪。

6米高的狱墙上有两道电网，一道

为单立柱，一道为波形网状，电压万伏

6米高的狱墙上有两道电网，一道为单

立柱，一道为波形网状，电压万伏

地处偏僻，除了电网上细微的异声

，我站在岗楼上，他们的聊天的声音可

以听得清清楚楚。

“别提了，前几天监狱超市的泡面

快过期了，非让我买。”缓了口气，一

个60岁左右的老犯人加重抱怨的语气

，“我从来不吃那东西啊！”

头发花白的他盘腿坐在地上，身体

弯曲略有些后仰，两只手交叉，搂住膝

盖，整个身躯蜷成了一团。

“唉，最后让我60多买了一箱方

便面，外面才卖20多，我还一桶都没

吃到呢，都被别人给吃光了。”

老犯人语音落下，几个犯人继续七

嘴八舌，他们似乎都在说监狱里遇到的

不公平事情。我不再听下去，如此话题

让我内心困扰。

大概我当时正在出神，班长带人来

接岗了。他是个东北汉子，一米八几的

个子，身材相当的标准，曾经参加过武

警总队军事大比武。

有次上午训练的时候，中队长点名

几个身材健壮的班长，跟他一起在训练

场一角窃窃私语了一阵，随后几个班长

便走出中队，中午后才归来，我的班长

也在其中。饭后，我问班长上午发生了

什么，原来，他们去抓捕犯人去了。

监狱有两道大门，“一门”是生活

区，“二门”才是关押犯人的区域，倘

若有人探望犯人，必须在一门门口登记

身份证。那天，有个人在登记完身份证

之后，监狱方突然在内线的电脑里发现

：这个人是通缉犯。

那个人自己对自己的身份暴露毫不

知情，向二门走去，狱方当机立断决定

通知武警部队在二门内对他实施抓捕，

瓮中捉鳖。

班长他们在二门监狱内侧藏好，来

探监的通缉犯进刚入二门，就被班长一

脚放倒在地，制伏之后交给了警方。

为此班长得到了上级的嘉奖。

“这就是C和D号岗楼之间，去年

下雾的时刻，有个犯人就从这里跑了。

”交接枪、子弹、刺刀的时候，班长指

着远处1公里左右的地方说。

“不要以为站在岗上没事，有些犯

人时刻都在想着偷跑，若是犯人在你上

岗的期间跑了，那么你就得以渎职罪进

武警看守所。也就是说，他出去，你就

得进来！所以，上岗不要站在那里走神

，真出了事后悔都来不及，你们天天看

到监狱这个样子，还不感到害怕么，自

己还想进去么？”班长严肃地对我说。

回中队的路上，班长给我讲述了那

次犯人越狱的经过：

犯人是在去年一个起了大雾的夜晚

越狱的，他趁着大雾，在电网上铺设绝

缘物品，用竹竿从狱墙上翻出，与事先

联系好已经在外面等待的表哥汇合，当

即乘车，逃到了浙江地带。

直到次日早上8点多，监狱点名时

才发现少了一个犯人。监狱方面并未及

时通报武警，而是先在监狱寻找了几个

小时，大约11点，才通知武警方面，

把最佳的围堵时间耽误掉了。

部队收到消息，立即启动追捕方案

，派大量人员在周围地带追捕，但犯人

已逃脱。

十几天后，逃跑的犯人给监狱里的

狱友打电话，狱友举报了他。逃犯很快

被抓了回来，关在Y岗楼下的禁闭室里

好几个月，过着挨打的日子。

进入十一月份，天气变得寒冷，傍

晚时，水就结冰了。北方冬天的菜贵，

监狱每到十月底就开始收白菜，1毛钱

1斤，收上个几十万斤，然后在监狱外

的操场上晒干、储存。监狱每年冬天都

送我们武警几顿白菜，那段时间，我们

早上醋溜白菜，中午水煮鱼炖白菜，晚

上白菜包子，周末白菜饺子，夜宵白菜

炖粉条。

下午三点多，操场的两个门都有荷

枪实弹的武警围着，我站在其中一个门

口，不远处，排长与狱警坐在火堆旁，

几个人在那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

狱警把他的制式电棍掏出来向我们

排长展示。那是一种特别粗的电棍，深

红色，有些透明，半米多长，当狱警按

住电棒的一刻，电棒发出强烈的声音，

仿佛撕裂了空气。

狱警很少打犯人，嫌累，都是电棍一

招放倒。我的班长曾经见过狱警电倒了一

个犯人，另外一个直接当场吓倒在地。

晚上，队长阅读近期的“犯情通报

”：有个犯人被另外两个犯人用板凳给

砸死了，还有个犯人在厚钝的暖气片上

割喉自杀了。

“这个犯人多绝望，这么厚的暖气

上自杀，他们肯定时刻想逃跑，监狱里

的人呆的太绝望了！”队长感叹着。

我已经度过了最初充满紧张和好奇

的阶段，让我恐惧的意外并没有发生。

但就在一个有些放松的下午，“越狱”

还是降临到我的头上，让我第一次把演

习变为实战。

在平时，针对犯人越狱，我们进行了

无数次“方案演练”，方案有两个版本：

越狱和暴狱。越狱是指单个犯人逃跑，暴

狱则指三个人以上的集体越狱，两个方案

的区别在于，机枪手是否出现。

那天下午训练完，刚回到房间，忽

然警铃大作，大家依旧条件反射冲了出

去。队长站在走廊外的楼前，紧张地大

喊：“这不是演习，所有人都按照方案

快速行动！”

所有人都急切地行动了起来：第一

队“先遣组”在楼下出口处拿上棍棒，

15秒内即出发赶往监狱大门口。我在第

二队“设卡组”，队长让班长和我先过

去控制一门，剩下的人去枪库取枪。

我们的宿舍距离监狱一门约有两公

里，我俩生怕耽误了时机，一路百米冲

刺过去，大口喘气，内心紧张。

按照演习时的方案，班长和我接手

了一门的控制权，一门的狱警有些恐慌

，不知所措，站在一边询问发生了什么

。我站到一门门口后不久，第三队“追

捕组”的人不断从我身边跑过。

在短短10分钟内，我们关闭了两

道大门，追捕组跑到监狱周围约3公里

处。机枪在监狱二门上架起来了，其余

的人也领枪完毕，赶到了指定位置。

每个人都拼命地跑，不敢有一丝懈怠

，唯恐犯人成功越狱，带来可怕的后果。

事后调查发现，是有个犯人越过了

二门内的警戒线，哨兵如临大敌，当场

将其放倒。犯人称，是因为推车不小心

进入了警戒线内。犯人被监狱领回，此

事结束。

看守监狱两年，这是我唯一的一次

实战。我们任何人都恐惧实战，恐惧犯

人逃跑。

所幸，只是虚惊一场。

监狱武警监狱武警：：我所亲历的越狱我所亲历的越狱
我曾是一名监狱武警我曾是一名监狱武警，，这是我在监狱执勤两年多经历的故事这是我在监狱执勤两年多经历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故事发生在20032003年至年至20052005年间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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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文学却进工科大学

我小时候在上海的奶奶和姑妈家长

大，我的父母因为一些原因一直在外地

的乡下。那时我刚上学，会写几个字，

我就每天给妈妈写写画画。一个月下来

，姑妈会把我画得不错的画儿和写得好

的字寄给我妈妈。许多年后我妈妈告诉

我，是那些信，那些幼稚温暖的字句，

让她有信心活了下来。

在我小学一年级下半学期时，老师

发现我有较好的表述能力，描述很生动

。暑假时老师叫我去她家里玩，看到了

小鱼和花草，老师送给我一个小本子，

让我将每天看到的和喜欢的都写下来，

老师帮我改错别字。这应该是我的写作

启蒙老师了。

我爸爸是个老资格的总工程师，妈

妈是工程师。那个年代不管我的文科有

多好，肯定还是要走理工科路的。那年

高考时，爸爸说如果我没考上，第二年

会同意我考文科。但一不小心我还是考

上了工科。而当时高考政策是考上了必

须去，否则第二年不会让你重新考的。

我选择了去西安念书，进了西安冶金

建筑学院(现西安科技大学)学起暖通专业

。在西安我过得很开心，神奇古老的西安

让我迷恋，在完成作业后也不再有人约束

我看什么写什么，我待在最爱的大学图书

馆里饱读心爱的小说，自由创作。

追逐改革浪潮历练丰富

毕业后我顺理成章地进了设计研究

院，我乖乖地在设计研究院画了6年的设

计图，这期间写的小说也在《红岩》文

学杂志发表了。但我的心又开始活了，

想再去读文和考研，结果因为老爸的设

阻没有成。

但我铁了心要离开。当有去复旦作

家班读书的机会时，我工作都不管就跑

了。在复旦读了两年书后，我不想再回

到设计研究院。于是我去了北京的剧组

，在大导演的剧组里当现场改本的编剧

，当天导演决定改的部份，我一般都连

夜改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去了海南岛

拍专题片，那时的海南是全中国改革最

热点的地方，我在那里闯荡，最后我进

了海口广播电视台，当上了节目主持人

。那时所有的时间都由自己掌握，在做

节目以外我写作，给时尚刊物写稿，创

作的《独自生活》也被选进中篇小说选

刊。

老爸看了我的《独自生活》后给我

来信说，这一次的小说他看懂了，以前我

写的破玩意他一点看不明白。我说看懂什

么了？他说，我肯定嫁不出去了。我说，

我那是将独身女人的独自生活描绘成一道

风景了。他说，什么风景啊，就是嫁不出

去了。我与老爸的沟通一辈子都是这样不

畅。2008年，我回上海去看他，他已是胃

癌晚期了，后来在他的悼词里我才知道他

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

捡份报纸 捡来工作

2000年一个出国交流的机会让我来

了纽约。但出发时我的心情有点伤感，

因为当时我母亲还在住院，我只是想去

看看就回的。倒是我妈觉得我这次真得

要远走了，她说菁儿，我可能再见不着

你了。当飞机一起飞，我便开始泪如雨

下，而这一别竟成我们永别。

初来美国的日子过得飞快，交流项

目也很快结束，我入境时移民官给的一

年时间也将耗尽，那时海南台人事也发

生了变动，我的岗位已被拿掉，我知道

自己回不去了。来时带的钱也几乎耗尽

，我开始四处找工。应聘过包饺子，但

包的第一个饺子怎么也站不起来。后来

我去印刷厂打字，因为我打字快，每天

就哒哒哒地打菜单。

一天上班的路上，看人家扔了份报

纸，很少看报纸的我捡了起来，发现上

面在招聘节目主持人。半信半疑的我打

电话过去，发现是真的。依约定前去面

试时，负责人根本没听我带去的播音磁

带，也没让我当面展示技能。在我感觉

没戏时，负责人却告诉我来上班吧。就

这样，我开始了在这家中文电台做主持

人的工作，一做就是7年，直到2007年

儿子出生。

7年间最让我难忘的是亲历了911。

当年我工作的中文电台位于曼哈顿下城，

为我申请杰出人才移民的律师楼设在世贸

大厦。那天律师约我在9月11日下午去取

回我的所有资料。9月11日早晨，律师助

理拿了我的一本小说下了楼，说客人要来

取资料了，他还没看。谁知不久双子座被

撞毁，他想回到楼上时发现已回不去了。

我的小说是这家律师楼在911恐袭中拿出

的唯一东西，但我从15、16岁开始写下的

东西、所有获奖证书、所有作品原件全在

911中灰飞烟灭了，突然间我感觉自己过

去的人生一下全被橡皮擦掉了…

911后电台搬到了长岛。为了及时播

报911，我的同事分成两组，一组在外面

采访，一组在直播台上，大家看到什么

就播什么，每天连续8个小时，我们不停

地播了一个月，大家的凝聚力得到锻炼

，我在国内时学到的本事也全派上用场

。一向散漫的我也因为911变得严肃起来

。那时我的愿望是要让自己的生命延续

下去。2003年，我的女儿降生了。

长篇小说《纽约绮梦》

《纽约绮梦》是以真实故事为素材

创作，这是发生在纽约的一个移民家庭

三姐妹之间的伤心故事。

生女儿前朋友把我介绍给了这本小

说素材的提供者，一个优雅的老太太。

老人家来美50年，人生经历丰富，在风

烛残年时想找人代笔把自己的经历写下

，遂朋友推荐了我。听完她的故事我很

心疼她，一个迟暮的老人，比自己的母

亲还年长，一生膝下无子。那时我的母

亲刚刚去世，我也特别想走近她。

毕业于工科的我拥有一颗严谨、科

学、抽屉式的脑袋，当时为了写好这本

书，我把老人的所有日记、资料全部读

了一遍并做了大量笔记，堆满了两个箱

子。一年半后这部小说脱稿，但之后则

是不停地改动与调整，因为故事中有的

真实人物不愿让自己的隐私曝光。后来

几经变化，11度易稿，最后采用了虚实

结合的手法才完成。

从第一次与素材提供者接触，到

2010年底小说终于出版，前后历时7年。

7年磨一剑，《纽约绮梦》终于和读者见

面，并受到好评。

著名作家虹影的评论是：“这是一

本独特的记忆文学，梅菁用她高超的才

华，重现那过去五十年的真实世界：一

位美丽的中国女人在美国的离奇、伤感

、令人震惊的一生！”还有读者评论说

，我的这部长篇小说是一部移民现世版

的《飘》。

之后又有不少人慕名上门找我写，但

我一一回绝了，因为这部小说磨得太久了

，似乎也将自己的气力磨尽了。这期间我

的儿子也降生了，我必须要谋一个既能照

顾家又能生存的职业。在家照顾儿子两年

后，我开始到一家旅行社工作。

相夫教子 获总统义工奖

我现在生活平静也算满足，老公经

营着一家不大的旅游公司，我给老公当

助手，女儿在亨特中学读书，儿子做为

上帝的意外礼物成了我生活的暖男。朋

友们都说，别看你写了那么多，但女儿

和儿子是你今生的最好作品。也的确如

此。

女儿从小聪颖过人，7、8岁时一千

块的拼图玩具在她手下很快能拼好。面

对这个超前的小女孩，受一位老师的启

发，从小我用讲道理的方式和女儿相处

，并和女儿一起读书讲故事，女儿从小

就认了很多字。

在女儿上小学4年级时，她的老师告

诉我说女儿要考亨特中学。我当时没在

意，因为每年报考亨特的有几千人，但

只录取200人。谁知2年后女儿果真考上

了亨特中学。

小儿如今9岁，上小学五年级，尽管

他的胆子比一般男孩要小些，但十分细

心，每次出门总问我妈妈你带钥匙了吗

？你的包包呢？儿子喜欢篮球，且投篮

十分准，只要球到他手上，百分之百会

投中。

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我也终于明

白了感情、家庭、婚姻是要经营的。之

前我在中文电台做夜班主持人时我做知

心姐姐，那时还不能理解男人和女人之

间的差别。现在我已知道经营生活和婚

姻是要有技巧的。我也特别感谢老公这

么多年的支持。当年我来美国时老公已

在日本学习生活了9年，是一个日文比中

文都好的人。但为了我他来到美国，又

重新开始打拼，为了养家一直辛苦地赚

钱，付出很多。

不久前，我还参加了话剧《海外剩

女》的演出和工作，整个过程都让我很

享受，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在剧

里演一个“口述者”，戏份不多，更多

的是做剧务和后勤工作。该话剧只在法

拉盛演了一场，但大获成功。演出结束

后，我还获颁了“总统义工奖”。

父亲的6封家书

几年前我大病过一场，也经历了很

多，但就像风吹过了一样，什么都过去

了。我不知不觉地在纽约住了下来，一

晃17年，因为纽约确实是一个你要住下

来慢慢感知的城市。经过岁月的沉淀，

如今的我比起年轻时的疯狂已安静了许

多。现在我只想把自己生活里发生的一

些事情写成小说，但不急于发表。

2008年在我老爸病重到去世的3个月

里我回到上海，并按照其要求，拿着他

的6封家书开始为父亲送信，以完成他过

世前的心愿。这6封信代表着四清运动、

文革等不同时期的故事。

这有点像电影中的情节，但找到这

6封家书的收信者却十分辛苦和不易，因

为线索只有一点点。当我费尽周折将信

送到时，接到信的人有的会嚎啕大哭，

有的会说都这么多年了，其实大家都放

下了。我到北京找了3天才找到另一名收

信者，当我敲开门自我介绍后，对方说

我父亲已过世5年了。我要把这个事故写

出来，为了纪念父亲，也为了这段纵横

半个世纪的历史。

17年了，纽约是我至今住过最长的

城市，在这个城市，你的每一个呼吸都

很精彩，更重要的是纽约会让你扎实的

落地，让你产生比梦想更大的东西。

梅菁的纽约绮梦
梅菁，纽约的美女作家，她笔下的文字犹如其名，清丽、淡雅、幽香。从2000年一个偶然的

机会来到纽约，至今她在这里已生活了17年。16岁离家求学的她在很多城市生活过，短则几个月，
长则3、5年。但在纽约扎下，一晃已是17载。在这里，她编制着自己的文学绮梦，也体验着生活
的多彩与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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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两年了 他才知道自己随时“被直
播”

吕先生是成都一家啤酒馆的股东之一，每

天在这儿经营生意的他，浑然不知吧台前方的

监控直播摄像头已经工作了两年，而自己，以

及啤酒馆的顾客都是“被直播”的主角。当记

者将直播的画面呈现在吕先生的眼前时，他傻

眼了。“有点烦，完全不知道自己被直播了，

这肯定侵犯了我的隐私权，我要找他们维权。

”

为了搞清楚情况，吕先生赶紧联系了啤酒馆

的其他股东，才得知这是另外一名股东在两年前

安装的。“另外的股东是为了监控啤酒馆的安全

，离开了啤酒馆用手机也能看到馆内的情况，同

时也在网络上起到一个展示的作用。”

小区也成了被直播的地点。在成华区华

润 24 城小区，一个监控摄像头正在实时直播

小区大门口的情景。记者随机在小区门口询

问进出小区的业主，6 名小区业主中，无一

人知道自己正在“被直播”。一名居住在该

小区的美国住户Alice 女士告诉记者：“在自

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直播，会有些不舒服”

。

不止一处 266多个监控摄像头“被直播
”

“被直播”的场景并非少数，4月30日，成

都商报记者打开水滴直播网站，将地区选择至

“四川省成都市”，页面显示，全市各地共有

299个直播房间正在以监控的视角直播着市民生

活的一举一动。这些直播画面中，有人来人往的

居民小区、车流不息的十字路口、甚至还有酒吧

、酒店、按摩店等相对私密的消费场所。

在成都被直播的299个直播房间中，观看人

次最多是名为“成都街景(西大街)”的直播房间

，有上百万次的播放量。

这些直播画面，几乎是实时传送到网络。在

成华区华润24城小区，一超市招牌上方有三台摄

像头，对着小区1号门前的一段人行道进行24小

时直播。

“这简直是现实版的‘楚门的世界’。”一

名得知自己也在直播画面中的市民说，“我们毫

不知情，自己就在网络上被播出来了，关键是除

了一些公开场合，另一些较私密的酒吧、酒店，

也有这样的直播，那我们的隐私从何谈起？”

截至止5月2日下午3：：00，记者看到在水

滴直播网站中，“四川省成都市”的页面下，有

33个直播房间已下线，目前剩余266个房间。

购买摄像头后由安装人员授权上传监控
画面

这些在网上被人围观的实时监控画面从何而

来？水滴直播又是如何获取这些直播画面的？成

都商报记者展开调查。

“上水滴直播必须要买 360出的摄像头。

“武侯区一家宠物体验店的店员告诉记者，考虑

到体验店的安全，该店一年前曾购入一款 “360

智能摄像机”做监控摄像头，安装在店铺入口处

，正对着吧台。公开资料显示，水滴直播是奇虎

360公司旗下一款视频直播生活秀平台。

上传的直播画面中，有许多人并不知道自己

正在“被直播”，摄像头安装人员上传监控录像

至网络的行为，是否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对此

，多名在水滴直播公开监控画面的人员称，“不

懂隐私权”、“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一家在

门口安装摄像头的超市老板直言不讳：“我在自

己的店外安装，为什么不可以？”

好奇和无聊：“可以看到别人的生活”

在水滴直播平台上，数以万计的网友正在实

时观看监控录像所拍下的实时画面。“因为好奇

和无聊。”一名观看直播的网友“姜V5”告诉记

者，他上个月才刚刚接触到水滴直播，偶尔会登

陆看一看，除了看一些有主播主持的节目外，也

会看一些监控。“可以看到别

人的生活。”

一些网友将观看监控直播

的行为定义为“好奇”，另一

些网友则定义为“窥私”。

“我认为观看水滴直播的某些

房间，属于窥私。”中国心理

学会会员、心理学专家陈志林告诉记者，人类普

遍都有窥私欲，“好奇”和“窥私”的界限在于

，是否侵犯了他人的隐私、影响到他人的生活、

是否违背普遍的道德准则、以及是否违反相关法

律。

水滴直播平台是否涉嫌侵权？

5月1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360公司

公关部工作人员赵女士，赵女士在与该公司技术

部门、产品部门协调后就水滴直播涉及的相关问

题为记者做出回复。

记者：直播画面中出现的大量第三方陌生人

员，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直播，直播行为也

未经得其允许，这是否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

赵女士：我们早在2016年6月份，就对用户

进行相关规范公告。要求用户将自己拍摄到的监

控画面进行分享和直播的时候，要遵守国家相关

的法律法规，以及水滴直播相关规范公告。

记者：由这些安装摄像机的用户来决定是否

上监控画面，而非被拍摄人员来决定，这种模式

是否欠妥？

赵女士：作为安防产品，用户对场景进行监

控，如在家庭中最经常使用的场景，来看家中保

姆行为，以及家中是事出现盗窃，这种场景下，

如被拍摄人员来决定，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妥

当的。

我们呼吁智能摄像机的用户在分享监控画面

的时候，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良俗公约，以

及水滴平台直播用户协议的相关内容，共同维护

水滴平台的文明和有序。

记者：为何会出现酒店、内衣店、按摩店等

相对隐私的场所的直播画面？水滴直播后台对直

播画面是否会再次进行审核吗？

360公司：水滴平台上出现的酒店、内衣店

、按摩店等画面，都是由酒店经营管理者、内衣

店店主、按摩店店主等用户购买了智能摄像机之

后，在自主、自愿的前提下，将监控画面分享到

互联网平台上。我们接到反馈来看，店主进行直

播，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偷窥以及提供员工对客户

的服务水平。

我们也一直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以及政府

主管部门的要求，对用户分享的监控画面、图片

和评论进行审核。对于违反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

其他涉黄、涉暴、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或其他侵

权行为，水滴平台一经发现，会对相关内容进行

删除，并对违规用户进行禁言、踢出、加黑、永

久加黑等操作，保证水滴平台环境的文明与有序

。

律师：涉嫌侵犯公众隐私权

“这种行为这对公众的隐私权构成了侵犯。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陈小虎律师表示，

未经他人允许将摄像头录摄公共场所画面、个人

形象挂到网上任人点击，是一种侵权行为。

“直播平台并不能以‘用户自己决定’的理

由脱开责任。”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蒋健律师认

为，上传视频的人(即同意将监控画面分享到网络

直播的安装人)未经被直播人员允许，私自将直播

内容上传网络，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直播平台

对用户所直播的内容有审核的义务，如果直播内

容侵犯了他人隐私权，直播平台也要付相应的连

带责任。

成都266個監控攝像頭失守
選內衣住酒店全被直播

在啤酒馆工作了两年，吕先生都不知道，吧台前方的一处监控摄像头，每天都在网上直播，自己的一举一动，已然被数千名网

友“评头论足”；入住某酒店的刘先生不曾想到，酒店的过道内安装的摄像头，正在实时将所拍摄的画面上传至网络，供数十万网

友观看；去内衣店买衣服的林小姐也绝对想不到，她在内衣店购物时的场景，也已经被人在网上“直播”……

近日，一家名叫“水滴直播”的网站，通过直播各类现实场景，引发网友关注。直播平台上选取的都是实时摄像头拍摄

到的景象，大街、酒馆、小区、餐馆，甚至酒店、内衣店，而仅仅在成都，就有266个监控摄像头，被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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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Interactive College Of Technology
互動英語學院自1982年成立，今年已經是第35個年頭了，在
這麼多年的教學中，互動英語學院為美國輸送了很多能講英
語、具有專業既能的新移民，也是很多新移民邁向實現自己
美國夢的第一個臺階。

8月的哈維颶風之後，互動英語學院突然湧進很多移民要
求抓緊時間學英語，原來，這些新移民家園被淹或被毀，但
去申請Fema卻沒辦法用英語溝通，也不知道去哪裏找專業人
士來修理，造成諸多不便。所以，在美國生活，最起碼要能
做到用英語辦事，這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千萬不能只局限
於本國語言的小社區裏，一旦要與美國主流社會打交道則寸
步難行。

來互動英語學院，並不僅僅只是學會英語，而重要的是
學會溝通的技巧，學會如何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去交流
。互動英語學院的學員國別分佈非常廣泛，每個課堂就是一
個MINI聯合國，在學習的同時大家相互認識並了解不同的文
化。互動英語學院的學生們來自世界各地，有北美洲、拉丁
美洲、亞洲、中東、歐洲和非洲，同學們雖然膚色和文化背
景不同，但可以用共同的語言——英語來溝通，他們在互動
英語學院收穫的不僅是英語的提高，更會收穫對那些自己從
未去過的國家的認識及一群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Interactive College Of Technology互動英語學院是休斯
敦地區最專業的官方認證語言學校，有35年教學經驗，而且
還開設護士助理課程，可以一邊學英語一邊考護士助理的
certificate，學完英語馬上就能找到一份高薪的護士工作，真
是一舉兩得！對於新移民來說，沒有比互動英語學院更完美
的地方了！ Interactive College Of Technology互動英語學院
共設有八個級別的英語課，無論你的英語水平如何，都可以
在互動英語學院找到相應於你水平的課程，而且還可以發放
I—20表，方便您轉換身份拿簽證。這對於年輕的移民來說，
無疑提供了一個緩沖和適應的時間，能更好地找到自己的人
生定位和目標。

還有一個重大利好，就是在互動英語學院學習可以申請
政府的教育經費補貼！低收入者可以拿到教育補貼，甚至免
費學習！對於家庭收入較高，拿到政府資助較少甚至沒有的
人，也有其他補貼政策，包括在每年報稅的時候，把所交學
費報上去，作為Education Credit而退稅，這也能省下不少銀
子。請趕快致電華人招生官Ann(832-367-1124)免費諮詢。

Interactive College Of Technology互動英語學院
地址：2950 S. Gessner, Houston, TX77063
電話：713-771-5336
華人招生官Ann 專線：832-367-1124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如何保養不經常開的車

讀Interactive互動英語學院，
學費可申請補貼！

一些車主認為，車輛跑得少會
讓車子顯得更新，對車挺好的。實
際上，車輛只要超過一周不開，車
輛的零部件就會老化得更快。

這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原因。首
先是電瓶容易出問題，其次是容易
造成機油氧化和橡膠老化，還有就
是輪胎會變形。因為車輛在行駛過
程中，發動機會給電瓶充電，如果
長期不開，電瓶沒了充電源，卻還
要給防盜器等電子設備供電，時間
一長就容易出現虧電，導致車輛發
動不起來。車輛每天都正常行駛，
電瓶可以用三四年，如果隔一段時
間不開的話，電瓶就容易出問題。

另外，機油長期不工作容易變質，
產生凝固物，導致發動機積碳，潤
滑效果大打折扣，一些酸性物質還
會對機件造成一定的腐蝕。輪胎、
雨刮器等橡膠製品長期不動，其膠
質會變松，影響性能。至於輪胎，
汽車停駛後，汽車重量由4個輪胎
接觸地面的部位承受，從而造成接
觸部位受壓而收縮變形。汽車停駛
時間越長，變形部位越不易恢復，
使輪胎四周的重量分佈發生變化，
滾動半徑不均勻，造成輪胎不平衡
。

如果必須要長期停放車輛，其
實也有辦法應對。應對辦法一：可

以將車鑰匙交給朋友，讓代勞每隔
三天動一動車子，哪怕每次開個十
幾分鐘也好，這樣可以讓電池充充
電。讓車輛各零部件都活動一下，
用一下雨刮器，開一下大燈，搖動
一下電動車窗。

應對辦法二：車輛最好停在車
庫裡，不要暴露在外面。有些車主
把家裡的車庫堆滿雜物，卻把愛車
聽在外面日曬雨淋，這樣車壞得很
快。

停放前的建議：首先要對車輛
進行徹底的清洗，全車都不要留下
泥漬。胎壓要調到上限，油箱內要
加滿油，並確認關閉全車電路；停

下車之後，要拔下電瓶樁頭，汽車
在停駛前，電瓶應在充足電後摘下
樁頭；另外，汽油油箱要嚴密封閉
，汽車長期停駛，汽油的辛烷值會
隨著輕質成分的損失和膠質含量的
增加而下降，從而使抗爆性隨之降
低。因此，汽油油箱要嚴密封閉，
並且避免溫度過高，汽油儲存的時
間最好不要太長。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4605 Cook Road, Hous-

ton, TX77072

（王維國音樂室 梁書敏供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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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媛娥演唱的魅力來源於她的個人修養和人生閱歷，她出生在台灣，唱歌是她從小的夢想。大
學主修英美文學給她奠定了紮實的文學功底，來美國又改行學習電腦工程，從事軟體開發工作近
三十年。在家裡，媛娥更是一個賢惠的好妻子，好媽媽，業餘時間，媛娥博覽群書，穿行於字裡
行間，感受文字帶來的各種人生體驗。媛娥還喜歡旅行，從山川湖泊吸取大自然的靈氣，在天地
悠悠中讀萬卷，她的豐富人生閱歷，都在她的歌聲中再現。觀看媛娥的演唱會有以下特點：

1，聲音，媛娥的聲音音量不大，音色也不是很明亮，聽起來並沒有那種穿透空間的震撼。但
八年刻苦學習聲樂並認真練習，使媛娥的嗓音非常通透，空靈，不加修飾的樸實自然。她的歌聲
柔美婉轉，就像山澗流淌的溪水般乾淨，清澈，帶著幾絲清涼地沁人心間。媛娥的演唱氣息控制
也非常棒，她的歌聲收放自如，拿捏得恰到好處。尤其是漸弱，聲音緩慢連續變弱變虛直至引導
所有觀眾的呼吸都停止在聲音消失的那一瞬間。

2，表情，媛娥演唱時的表情非常得體自然。因為她的文學功底，使她對作品有深刻的理解，
其藝術修養和音樂能力讓她可以輕鬆駕馭各種角色的情感，恰到好處地表現劇中的各種情節。她
的演唱，完全超越了一個業餘歌唱愛好者在音準，節奏的基本要求，而是站在一個專業歌唱家完
美塑造角色的高度上。

3，媛娥唱歌走心，俗話說，朗誦用心，唱歌用情。一般人唱歌講究聲音和感情，媛娥的演唱
不僅聲情並茂，還情深意長。媛娥的夢想，就是用心認識世界，用情熱愛世界，用歌擁抱世界，
她的歌聲和表演，是對作品的認識理解和昇華釋放。她走心的演唱，有實實在在的內涵，一曲又
一曲，就是她向觀眾一扇一扇打開的自然之窗，心靈之窗，世界之窗，讓觀眾可以輕鬆地走進去
。不僅可以靠近，仰望，欣賞，還跟隨她的歌聲和表達的故事，去體會人類各種喜怒哀樂的情緒
，去感受悲歡離合，冷暖自知的人生。

4，服裝，媛娥是一個內外兼修極品女人。她對選擇演出服裝一絲不苟，除了漂亮和質地，服
裝的顏色設計也一定和演唱曲目匹配。演唱會中，她穿的五套禮服，兩套戲服，體現了媛娥的審
美品味，每一件都精緻，漂亮。配上她的高挑，修長身材，即使不唱歌，不表演，就她那款款而
來的優雅台步和端莊颱風，就是一場閃亮的服裝秀。

5，媛娥演唱會的主持風格，王維國音樂室以前的個人演唱會在主持這一環節相對比較隨便，
這一次，追求完美的媛娥在她的獨唱音樂會中啟用了孫聞先生作為主持人。孫聞先生來自北京，
從小受到皇城文化的熏陶，並在北京演藝界耳濡目染多年。作為支持人，孫聞颱風端正，落落大
方，風度翩翩，發音清晰，字正腔圓，他的一口標準普通話在休斯頓來自五湖四海的華人裡實屬
難見。孫聞的聲音低沉穩重嚴肅，演唱會中，將六組節目穿針引線，上串下連。孫聞對媛娥演唱
會和媛娥個人經歷的介紹文采飛揚，中間的串詞明了簡單，他很好地把握了整台節目的進程和節
奏。孫聞詩朗誦般的語言和口才，讓他自帶光芒，成為媛娥音樂會的另一個亮點。孫聞的主持和
媛娥的演唱就像二重唱中的兩個演員，演唱是主旋律，主持是和聲，兩個部分都很優秀。假如再
有一些幽默風趣的互動，兩道畫風就會有更多的交織相融，相信演唱會就會顯得更加活潑，更加
輕鬆。當然，這只是我的一己之見。

鄭媛娥的獨唱音樂會是王維國音樂室主辦的第一個女中音獨唱音樂會，王維國音樂室從2003
年以來，曾經舉辦了11次學生演唱會，還有幾場獨唱音樂會，包括申遠方的“來自遠方的路”；
李瑞芳的“愛、生活、生命”；顧之浩的“那就是我”；遲晶達的“感謝音樂”；李琳的“歲月
留聲”；還有魯湄、汪怡、侯菲的“美之聲”，聯合音樂會。作為王維國音樂室的學生，在這裡
不僅可以追隨夢想，而且生活總是被歌聲包圍著，溫暖著，感染著，美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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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MON_B1_Print
	1009MON_B2_Print
	1009MON_B3_Print
	1009MON_B4_Print
	1009MON_B5_Print
	1009MON_B6_Print
	1009MON_B7_Print
	1009MON_B8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