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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33中美教育

中國學生必知衣食住學行中美差異
送孩子去美国高中留学，

家长除了进行高额资金投入以

外，付出的更大牺牲是无法体

会子女在身边一天天成长的乐

趣；而来到美国的小留学生们，

也会在衣食住学行五方面全面

体会中美文化差异，对这个差

异的适应过程，正是他们蜕变

成长的必由之路。

衣：美国高中多有着装要

求，名牌未必受欢迎

不是所有美国高中都有校

服，但所有高中都会制定着装规

范。考虑到大多中国孩子都会就

读相对公立高中较保守的私立高

中，以下几点着装要求在私立学

校具有普适性：

1.不穿运动裤(体育课除外)、

皮夹克和有铆钉、破洞的牛仔

裤，部分学校要求不穿所有类型

的牛仔裤。

2.不穿距膝盖十公分以上的

短裤短裙，不穿低领或高腰或无

袖上装，部分学校要求上装必须

带有袖子和衣领。

3.不奇装异服，不穿写有侮

辱性语言的衣服，在部分学校带

有品牌标识的衣服也不可以进入

课堂。

4.不穿拖鞋和沙滩鞋。

美国是一个崇尚年轻人朴实

自立的国家，很多家庭条件富裕

的留学生在学校里穿着国际一线

品牌服装会遭到美国同学们反

感，小D同学就是典型的例子。

初入美国，他的书包、手机和衣

服无一不是奢侈品牌，结果美国

同学们对此很不理解——“为什

么一个没有自己赚钱靠父母支持

的小孩需要这么穿贵的服装？”

经过小半个学期的磨合，D同学

开始变得“低调”，穿了一些年

轻人喜欢的舒适品牌，同学们跟

他的关系也融洽了许多。

来自北京的E同学平时穿着

很合适，但到了返校节舞会他也

傻眼了，原来男孩子需要西装革

履，女孩子需要穿上小礼服才能

出席。怎么办？聪明的E同学找

到了服装租赁店铺，租了一身帅

气的蓝灰色西装配白色领带，大

大方方的和美国同学们跳舞去了。

所以说在美国高中有很多正式场

合需要正式着装，如果不能事先

准备，临时租借一套也无妨！

食：一人一份餐，浪费可耻

“中国的留学生不会点菜，

不对，应该说中国人不会点

菜。”密尔沃基市白鱼湾社区

一家有名的百年德国家庭餐馆老

板娘说道。

K同学依然记得当父母来看

她时，一家三口在这家餐馆吃的

第一顿晚饭。他们每人点了一份

牛排一份主菜，还点了沙拉和甜

品等。美国菜的分量极大，一道

菜足够一个人吃一顿，照着K同

学的点菜方法，他们点了6个人

的菜，3 个人如何能消灭干净

呢？买单时服务员问是否需要打

包，K同学连连摇头，服务员咂

舌道：“这太浪费了。”

在学校食堂里，K同学和她

的朋友们也意识到了这个点菜问

题。美国孩子一顿午饭吃4到 7

美元，而中国学生女孩一顿要吃

8到9美元，男同学则最高达14

美元，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还

是中国人吃食精致、量小菜式多

的饮食习惯没有调整过来，孩子

们想尝这个想吃那个，就一股脑

都要了。每当他们把剩下的一大

堆披萨、卷和薯条倒入垃圾堆

时，食堂的员工都不忍看。

在中国，8人吃饭点12个菜

一点也不稀奇，但在美国点菜

切忌贪多，一人一份即可。如

果实在因为想试试别的菜忍不

住点多了，记得在买单时主动

要一个盒子打包带走。宴客时

也如是，节约不丢人，浪费食

物才是可耻的。

住：无论住宿舍还是寄宿美

国家庭，切记守时与包容

N同学但在体验了一个周末

的寄宿家庭生活后感到很委屈。

学生顾问老师与她深聊发现，寄

宿家庭的家长让N同学在厨房的

餐桌上写作业，原因是她作业写

到了 10点。N同学觉得不可思

议，学生顾问Teresa却告诉她，

自己从小和两个姐妹一起长大，

谁作业写得晚都会被父母要求去

厨房桌上由家长监督着完成，这

是一种普遍现象。N同学在理解

后才破涕为笑。

T 同学住在国际学生宿舍

里，需要外出时他喜欢临时去找

学生顾问老师提供交通，在被老

师拒绝了两次后 T 同学不高兴

了，他的室友S同学却告诉他，

学生顾问老师非常忙，每个同学

都临时要求提供交通的话不太现

实，有事情需要建立时间观念，提

前打好招呼。T同学听从了室友的

建议，从此以后出行方便多啦！

学：独立思考，产生自己的

观点，不可抄袭

由中国的教师主导式单向输

出教学到美国的以学生为中心交

互式教学，中国小留学(微博)生

在课堂上经历了了不起的进步与

转变。他们普遍拥有优秀的自然

科学课成绩，人文学科上却感到

学得费力，究其原因有三：

人文学科对英语词汇要求很高，

即使本土学生也需要查阅字典。

人文学科教授角度与中国不

同，很多中国学生在国内已经学

过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科目在这边

采用另一视角去讲，学生缺乏共

鸣感。人文学科要求大量写作展

示自己的观点，批判性思维正是

中国教育体制下学生最缺失的关

键性学习素养。

K同学大方地谈到自己最为

骄傲的一堂课名为《美国政府》，

在这堂课上，他和其他美国学生

一样做了一个PPT和一场15分钟

的演讲，他们演讲的主题是“25

个塑造美国宪法的大案”。K同

学自选了米兰达警告案，说明美

国宪法规定罪犯拥有不指证自己

有罪的权利。他的PPT采用了漫

画形式，在维基百科等网站查阅

大量资料，详述了这个案件的前

因后果，最后还附上了自己总结

的这个案件对司法和警察部门权

力的制约。短短的15分钟内，K

同学用他还不算流利的英语讲明

了自己的观点，获得老师和班里

同学的一致好评。K同学用毅力

和自信战胜了在中国的被动学习

习惯，成为了一个有独立思考能

力的好学生。

K同学对想来美国念书的学

弟学妹有一句忠告：“保持独立

思考的精神，抄袭是不可容忍的

不尊重学术的态度。”

行：美国并非天堂，树立安

全意识

中学生留学美国，安全和健

康是家人第一挂心的问题。美国

每个城市都有贫民窟和治安稍差

的街区，学生们要牢记结伴外

出，避开危险地段。

国际学生出行需要在宿舍登

记外出时间、返回时间、外出理

由，以便老师随时跟踪情况。在

假日期间如需要进行旅行的，需

要学校、国际学生宿舍和学生家

长三方签字认可，并由一名18岁

以上的成年人带领方可成行。除

此之外每周一至周五的上下学接

送，周末的文化活动安排均有专

车专人陪同。

中国孩子还未成年便远渡重

洋求学，克服各中艰辛实属不易。

有留学规划的家庭应该认识到，

保证小留学生的安全与健康是留

学成功的第一步，尊重美国文

化、适应美国的学习生活以及价

值观念、更能进一步弘扬中国文

化，才是成功留学的开始。

中美教育差異 粗養放養是真經
通过对中美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

方法的对比，我们发现中国的父母

喜欢把孩子“圈养”起来，让他们

少受伤害；而美国的父母奉行的却是

“放养”政策。这一粗一细的两种育

儿方法，究竟哪一种才更加科学

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在遇到下面这些情况时，中美父母处

理的方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哪一种方

式才最适合孩子们呢？

CASE1：天稍冷，宝宝穿衣服

中国父母：让宝宝多穿一件衣服

不管宝宝自己冷不冷，想不想穿

衣服，爸爸妈妈总会帮宝宝多穿一件

衣服。在他们看来，孩子的自觉性不

强，无法照顾好自己，如果不好好督

促他，很可能就要感冒了。

美国父母：让宝宝少穿一件衣服

父母会征求孩子的意见，让他自

己决定要不要添加衣服。在美国育儿

思想的引导下，宝宝一般会选择跟

爸爸穿一样少的衣服。当父母给他

穿得过多时，他可能会因为感觉到不

舒服而“大发雷霆”。

专家点评：让孩子自己决定

育儿专家表示，孩子虽然还小，

但是他依然能感觉到身体给他发出的

信号，对于穿衣服这个问题，父母

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如果担心宝

宝会感冒，可以多观察宝宝的举动，

适时引导他加衣。

CASE2：过饭点，宝宝没吃饭

中国父母：给宝宝补餐

宝宝不肯吃饭，过了饭点之后，

爸爸妈妈会非常担心宝宝饿着，可能

会想尽一切办法，为宝宝补餐，让他

免于饥饿的折磨。

美国父母：让宝宝饿着

要是在饭点的时候，宝宝不好好

吃饭，过了饭点之后，即使宝宝饿了，

吵着要吃东西，父母也不会搭理他，

就让他这么一直饿着。

专家点评：是得给个教训

育儿专家表示，只有对孩子进行

适当的惩罚，他才不会总是犯同样的

错误。宝宝不吃饭就得让他饿着，只

有让他明白自己不遵守这个规则，是

要付出代价的，这样他才能养成好的

吃饭习惯。

CASE3：不小心，宝宝摔跤了

中国父母：急忙扶他起来

看到宝宝摔跤了，爸爸妈妈会以最

快的速度把宝宝抱起来，然后焦急地

问“宝宝哪里摔疼了？”甚至有些姥

姥姥爷，看到宝宝哭起来之后，自己

也会跟着流眼泪。

美国父母：让他自己爬起来

如果孩子只是轻微地摔了一跤，

即使孩子哭了，爸爸妈妈也不会急着

把他扶起来，他们一般会在孩子的身

边，鼓励孩子自己站起来。

专家点评：跌倒了鼓励他站起来

育儿专家表示，在孩子成长的过

程中，总要遇到各种磕磕碰碰，在这

个过程中，父母应该鼓励他们自己站

起来，只有学会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

起来，孩子才能更加勇敢地面对今后

人生中的挫折和苦难。

CASE4：喜欢玩，衣服弄脏了

中国父母：制止并责备

“你看你，衣服都被你弄脏了，

刚刚才换的衣服，你真是太不听话

了，马上给我回家！”中国的父母可

能会这么对宝宝说，因为他们受不了

孩子为了玩，把自己弄得邋邋遢遢的。

美国父母：让他这样玩

只要宝宝是安全的，脏点又有什

么关系呢，这是美国的父母一贯的想

法，在他们看来，孩子玩得入迷的时

候，他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才能激发出

来，如果因为衣服脏了就制止他，这

做法是特别愚蠢的。

专家点评：脏了洗干净就好

应该多给孩子自由玩耍的空间，

让他尽情地玩耍，而不是担心衣服是

不是脏了（脏了洗干净就好嘛！）。

只有这样，孩子的个性和本能，还

有潜在的创造力，才能被真正地激

发出来。

盤點中美教育的十個最大差異
中国孩子盲目崇拜老师，觉得老师总

是对的，中国的老师喜欢保持威严，不苟

言笑，美国老师很喜欢和小孩一起聊天，

是要好的朋友关系。

美国教育告诉学生学习是自己的事，

让学生自己去想，想学什么东西，因而学

生一般学得主动、灵活、高兴。考试制度

也不同，具体包括以下十个方面。

一、为谁而学：

美国教育告诉学生学习是自己的事，

让学生自己去想，想学什么东西，因而学

生一般学得主动、灵活、高兴。而中国的

教育总是要事先给学生做出细致繁琐的各

种规定，该学什么，学多少，什么时候

学，该怎么学等等，中国的学生视学习为

功利，因而习惯于应付，学习是家长、老

师的事情，是为升官发财找工作而学，学

得被动、教条、无奈。

二、育人目标：

美国不太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

极其看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因而才

会有美国白领不会算10减 6等于几貌似

“可笑”的事情发生，他们觉得要趁孩子

年龄小时抓紧培养创造性思维，而中国教

育特别重视所谓的“双基”，重在练“基

本功”，不重视对学生创造力和思维能力

的培养。

三、课堂：

中国的教育善于给孩子一个总结，把

学生教到无问题就好；美国的教育善于给

孩子一个启发，把学生教到能不断提出新

问题。中国的课堂要举手发言，美国的课

堂鼓励自由发言。中国的课堂如果对教师

的结论不同意会遭受批评，而在美国的课

堂上则受到表扬。

四、师生关系：

在中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孩子刚

踏入学校就知道老师总是高高在上，而在

美国教授也没有什么权威可谈的。美国人

不承认权威。中国孩子盲目崇拜老师，觉

得老师总是对的，中国的老师喜欢保持威

严，不苟言笑，美国老师很喜欢和小孩一

起聊天，是要好的朋友关系。

五、考试制度：

美国的考试经常是开卷，孩子们一周

内交卷即可，而中国的考试则如临大敌，

单人单桌，主监副监严防紧守。在中国，

考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淘汰；而美国的考

试目的在于寻找自身存在的不足，查漏补

缺，以利于今后的发展。

六、班级人数：

中国虽明文规定每班不超过45人，

但乡镇及县级学校班级人数平均60人之

多，法律并不能约束什么。而在美国，一

个班的人数不超过30人，31个人就属于

违反教育法，不同的是美国人看重的是诚

信——自我信誉度，故不敢越雷池半步。

七、时间：

在一年中，中国中学生有8个月是上

课时间，每天 11 个小时左右的在校时

间。美国学生每年只有1000个小时左右。

上学时间短、课业负担少，这是让孩子做

自己感兴趣的事，孩子有了更多的自由安

排时间还能让孩子学习自己安排时间。

八、成绩单：

成绩在美国属于“隐私”。老师给

家长看成绩单，他只给你看自己小孩的

成绩，不会公布全班的成绩。在中国，

行政部门会想方设法的公布学校成绩。

教师的考核也要看学生的升学率、优秀

率。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在这样的机制

下长达12年之久，心理压力之大是显而

易见的。

九、教材：

美国的教材浅显，对孩子没有严格的

要求，特别是数学，导致许多的成年人离

开计算机对数字就没了概念，连日常生活

的计算都成了难题，看之非常可笑，但是

他们注重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我

国的教材一味的强调夯实基础，才导致机

械重复的作业一堆堆，其结果是造就了一

批有一批的高分低能的人才。

十、课外生活：

中国一般不太允许小孩参加真正的社

会活动。但在美国小学生一旦走进校门就

开始真正参与社会活动了。美国的课外活

动是学生自发参与，经费也是大家共同出

资、共同寻求赞助。比如，8岁的孩子会

帮人家清洗洗衣机，一次8美元，为别人

演奏等等，把赚到的钱拿来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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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

刊登了一则有关百度 CEO 李彦宏的

文章，题为《百度李彦宏帮助中国走

向 21 世纪》，从搜索引擎开始介绍

了百度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历程。

与此同时，美国时间 1 月 18 日，这

家中国科技巨头又宣布了另一个重大

消息，百度研究院在硅谷的全员大会

也宣布设立商业智能实验室（Busi-

ness Intelligence Lab，BIL）和机器人

与自动驾驶实验室，同时三位世界级

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家 Kenneth Ward

Church、浣军、熊辉加盟百度研究院

。

All In AI 的中国科技巨头

文章中，《时代周刊》写到，

「2000 年，李彦宏创立了百度，这个

以搜索引擎起家的公司如今和谷歌一

样非常流行，并且占据了中国市场

80% 的份额，因此它成为了世界上第

四大网站。百度的公司名来自于八百

年前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句词：众里

寻他千百度。目前，这家公司已经成

为市值已经超过 880 亿美元的巨头，

它与关注于社交的腾讯、关注于在线

购物的阿里巴巴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

的科技企业。」

百度也是中国首个宣布「All in

AI」的企业，全面发展人工智能。以

搜索立身，百度自创立之初就与自然

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息息相关。

早在 2013 年初，百度就组建了深度

学习研究院，即百度研究院的前身。

2014 年，百度研究院正式成立，包

括 IDL、 BDL 和 SVAIL。 2017 年

3 月，百度明确把人工智能作为公司

发展战略，整合 AI 核心技术，成立

AI 技术平台体系（AIG），任命副总

裁王海峰为总负责人，推动研发领先

的 AI 核心技术。

经过多年的发展，百度人工智能

的布局逐渐明晰：自动驾驶、语音交

互等成为百度 AI 生态中的重要一环

。在今年年初的 CES 展会上，我们

就看到百度上演了一场「中国速度」

，发布自驾驶平台 Apollo2.0。

就像《时代周刊》文中介绍的，

「百度的自动驾驶汽车平台 Apollo

已经集结了 130 个独立制造商，证明

了百度在这个领域的成就。这个公司

开发了语音识别软件 DuerOS，据称

其识别中文的可靠性超过了人类。它

的 AI 驱动的人脸识别软件是如此先

进，以至于能通过匹配照片找到失散

的儿童，让他们和父母团聚......」

全面升级百度研究院

尽管面临着腾讯、阿里以及国外

科技公司的竞争，百度在人工智能领

域加大投入的决心从未改变。1 月

18 日，百度研究院在硅谷召开全员大

会，宣布设立商业智能实验室（Busi-

ness Intelligence Lab，BIL）和机器人

与自动驾驶实验室（Robotics and Au-

tonomous Driving Lab，RAL），同时

宣布三位世界级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家

Kenneth Ward Church、浣军、熊辉加

盟百度研究院。至此，百度研究院全

新升级，建立起包括七位世界级科学

家、五大实验室的「全明星」阵容。

在这次扩充后，百度研究院下属

共五大实验室：

深度学习实验室（IDL）

大数据实验室（BDL）

硅谷人工智能实验室（SVAIL）

商业智能实验室（BIL）

机器人与自动驾驶实验室（RAL

）

会上，百度副总裁、AI 技术平台

体系（AIG）总负责人、百度研究院

院长王海峰表示，这是百度研究院新

征程的开始。百度研究院将聚焦前瞻

基础研究，布局百度人工智能未来发

展方向，服务百度作为人工智能公司

的长期发展战略。

据介绍，新成立的商业智能实验

室将聚焦用于新兴数据密集型应用的

高效数据分析技术；而机器人与自动

驾驶实验室则重点关注机器人技术，

尤其是在自动驾驶领域夯实百度无人

驾驶基础技术。

而在研究实力上，除了院长王海

峰，还有徐伟、李平、杨睿刚三位已

经任职于百度研究院的资深科学家，

本次加盟的 Kenneth Ward Church、

浣军、熊辉均是 AI 领域的世界级学

者。

Kenneth Ward Church 是自然语

言处理领域的大师级人物，是经验

主义方法的奠基人之一。他在麻省

理工学院获得学士、硕士及博士学

位，曾先后在贝尔实验室、微软研

究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IBM

Watson Research Center 工 作 。

Church 创立了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最

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 EMNLP（Em-

pirical Methods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并多年担任主席，他曾

于 2012 年担任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最

顶级的国际学术组织 ACL（Associa-

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主

席，现为 ACL Fellow，是资历相当

老的顶级大牛。

浣军曾任美国国家基金委项目主

任，主管大数据，此前任堪萨斯大学

终身教授。熊辉是美国罗格斯-新泽西

州立大学终身正教授。

在全员大会上，Kenneth Ward

Church 说，「人工智能的价值有目共

睹。百度不仅致力于基础研究，还创

造性地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真实的应

用，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

很高兴能够加入这个团队，与才华横

溢的研究者和工程师们一起探索人工

智能的前沿技术。」

作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

业，百度在 AI 研发领域的持续投入

，彰显了决胜 AI 时代的雄心，在不

远的未来，这家公司或许会成为 AI

「中国速度」的加速引擎，推动中国

AI 加速创新。

李彦宏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百度研究院全面升级

滴滴共享单车平台（滴滴出行APP内标签为

“单车”）今日将在北京、深圳上线，平台目

前包括小蓝单车和ofo小黄车，其中小蓝单车将

免押金骑行。

滴滴称，除免押金骑行，滴滴还将携手城

市管理者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优化共享单车

使用流程和停放秩序，让共享出行事业实现可

持续增长。未来，滴滴共享单车平台将登陆其

他城市。

今年1月9日，小蓝单车称业务近期托管给

滴滴出行，用户可通过滴滴出行App继续使用小

蓝单车。

滴滴也表示，将于近期在滴滴APP内推出共

享单车平台，该平台将汇集ofo小黄车、小蓝单

车和即将上线的自有品牌，未来会接入更多单

车品牌。

根据托管安排，小蓝单车品牌、押金和欠

款等各项事务仍归属于小蓝公司。滴滴将提供

“小蓝单车APP用户押金、特权卡及充值余额可

转换为等值滴滴单车券和出行券”备选方案。

随着滴滴

共享单车平台

上线，也意味

着小蓝单车正

式复活。近期

滴滴陆续已对

小蓝单车各地

业务进行了托

管，用户将可

以通过滴滴APP

中的“单车”

标签再次骑行小蓝单车。

滴滴今日表示，北京深圳是首批城市，经

过滴滴维修后的小蓝单车，也将陆续重新回归

城市。在滴滴平台进行芝麻信用认证后，用户

可以免押金骑行小蓝单车。

雷帝网获悉，滴滴共享单车平台亮相的同

时，原ofo执行总裁付强的去向已经明朗，付强

又开始出任滴滴高级副总裁。

付强于2014年4月加盟快的打车，曾担任快

的北京大区负责人。2015年滴滴快的合并后，

付强先后担任滴滴代驾事业部、租车事业部及

专车事业部负责人。

付强后升任滴滴品质出行事业群负责人，

领导滴滴专车、代驾、企业级、豪华车等多个

业务建设和发展。

2017年7月，ofo曾公布重大人事变动调整

，原滴滴高级副总裁付强加入ofo小黄车，ofo创

始人兼CEO戴威任命付强担任执行总裁，直接

向戴威汇报。

当时，不只是付强出任OFO执行总裁，

滴滴还派出了市场负责人南山进入 ofo 负责

市场；派出财务总监Leslie liu 分管 ofo财务部

门。

但在2017年11月，媒体曝出滴滴向ofo派驻

的执行总裁及CFO等高管已“开始休假”。资

方和创业者之间疑似出现裂痕。随着付强回归

滴滴，也意味着信息得到验证。

付强日前表示，滴滴希望通过共享单车平

台升级短途出行战略，为“最后三公里”用户

提供更丰富出行选择、更良好出行体验，以此

不断完善滴滴一站式出行平台建设。

滴滴正式
涉足共享单车
小蓝复活
将免押金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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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人在美國

从小喜欢穷人家

我出生在北京，于西四的砖塔胡同长大

，那里有爷爷的宅子。在我很小时父母被下

放到农村，之后又转往湖北荆门市搞三线建

设，我留在爷爷的宅子里。但那时文革已开

始，家里不能请人照顾了，我就被送到离爷

爷家不远的李奶奶家，父母每月付给李奶奶

15元钱，让他们照顾我。

那时，爷爷得了中风，但因没人照顾，

生活也很凄凉。1967年爷爷过世，那时我只

有几岁，除了对爷爷的院子、书柜和茶碗等

还有印象外，其他没有任何记忆了。

我从小觉得自己家和别人不太一样，也

不太喜欢。而我又是在李奶奶家、一个穷人

家长大，自小我就把李奶奶家当成自己的家

，因此那种心态一直很复杂，而这种心态一

直延续到我上了大学。有一天一位同学在宿

舍里聊天，说她在马路上看到报贩吆喝说：

看报，看报，鸳鸯蝴蝶派代表张恨水！那时

我突然忍不住地说道：张恨水是我爷爷，他

不是什么鸳鸯蝴蝶派代表！

多少年来我一直不喜欢听别人说爷爷是

鸳鸯蝴蝶派，认为这不够革命，因此终于忍

不住说了出来。现在年纪大了，回头想想也

无所谓了，究竟什么派，那都是研究人员做

的分类罢了。

报考医学院

我在北京读完小学三年级，又到了父母

三线厂所在的湖北荆门市。那时当地教育水

平落后，我直接上了初一。因为年纪和个头

都是班里最小的，因此老受欺负，捡粪时也

捡不过人家，总是到了最后一拨才能当上红

小兵、红卫兵。

转眼到了高考时。我的父亲张二水当年

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清华大学石油冶炼系，

一年后该系从清华分出，成立了北京石油学

院(中国石油大学的前身)，父亲后来就是从

这所学校毕业。

因为父亲学的是工科，从小他和我讨论

的都是数学和物理，我从小也喜欢数理化。

高考报志愿时父亲想让我和他学相似的专业

，但母亲不同意，说一定要给我找个今后有

饭吃但不用受苦的工作。在干校时种水稻、

捡粪、拉钢筋等重体力活都干过的母亲，见

到医务室里的医生却不用去捡粪种田，就说

让张进学医吧。

那时北京有北京医学院和北京第二医学

院，前者毕业后全国分配，后者北京分配。

好不容易从三线厂回到北京的父母舍不得让

我离开北京，因此让我选择了北二医。

在北京儿童医院做医生

1982年我进入北二医儿科系学习了5年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北京儿童医院的耳鼻

喉科，在那里工作了2年，这对我一生影响

特别大。

那年我才23岁多，尽管很年轻，但因为

儿童医院每天来求诊的人特别多，因此就特

别忙，我一天要看50个病人，有时一天要做

20个扁桃体切除手术。那时全国唇裂儿童都

被送到北京儿童医院，我所在科室的一个重

大任务就是缝合唇裂。尽管自己不是主刀仅

是助理，但通过观察，以及偶尔动手做手术

，让自己的缝合技术等得到很好地锻炼并受

益至今。

当时很多病患都不喜欢看年轻医生，一些

医生也不喜欢看小孩。但有位家长带着儿子来

看病时一直找我诊治。那位家长说，尽管你年

轻，但长得顺溜面善，我信任你。这些让我到

今天都记得，也给了自己很大鼓励。

在儿童医院做医生的经历至今难忘，那

时科主任还带着我和其他年轻医生到内蒙古

做手术，给了我很多荣誉，到今天我都忘不

了。

在哥大读研

我和孙澜涛结婚后，当时还在中国文化

部工作的他被派到纽约中领馆，我则通过留

学来到了美国，在纽约史坦顿岛上一个学院

读生物。因为没钱我也四处打工，不仅在洗

衣店工作过，每周只挣50元，还帮人家看过

孩子。

后来有位同学建议我到哥大公共卫生学

院读研，说在实验室做助教可免学费。经过

一番辛苦，我考上了哥大。2年后硕士毕业

，我也顺利地在纽约斯隆· 凯特琳癌症中心

实验室找到工作。

在实验室里我做研究员，和瓶瓶罐罐打

交道近10年。这10年里我的儿子小虎出生

，澜涛也攻读完法学博士。但10年来做医生

的愿望依旧在我内心强烈地存在着，觉得实

验室的工作根本不是自己的人生目标。39岁

时，我决定重返校园实现自己继续当医生的

梦想。

39岁读医学博士

在美国考医生其实有两条途径，一种是

直接考医生，按照“三部曲”一步一步地考

执照，然后再去做住院医生。但我大学时学

的是儿科，加之对美国医疗系统也不了解，

于是在39岁时考进纽约科技大学医学院开始

攻读医学博士。

重返校园的第一堂课就让我很难忘：教

你握手，即当做为医生的你走进诊室向病人

介绍自己时，如何和病人握手。一般中国女

人握手时仅会伸出几个手指头尖让人握，以

展现自己的妖娆和矜持。但老师告诉我们握

手时必须把整个手伸到对方手掌中，且要用

力握，以展现你的真诚。

考试时还有“见病人”的考试，学校请

来一些演员扮演各种病人，这些病人会把你

见他们时的表现一一打分，同时学校还把你

的表现录下来让你看。这些课程是我在北二

医上学时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事。

4年的博士学习可以说是非常艰难和痛

苦。我重返校园时儿子才五岁，每天都是丈

夫接送他，那时所有的活动和聚会我都不参

加，每天就是上学、考试、读书。

有次独立日假日，澜涛带着儿子去参加

派对，我一人留在家中苦读书。突然间我感

觉自己崩溃了，2、3个小时都念不下去，像

病了一样。我忍不住给住在华盛顿的大姑打

了电话，她劝了我许久。还有一次在学校里

考试，一位老师批评了我，我跑到厕所里狂

哭起来，泣不成声。

回想起这4年的学习，的确辛苦，但也

值得，它让我了解了美中医学的差别，也掌

握了美国的医疗知识、理念和方式。若没有

这4年的学习，也就没有今天我给各族裔病

患看病时的自信。

做住院医生

博士毕业后，我到位于Far Rockaway的

圣约翰主教医院做住院医生，一切从头做起

。在美国，住院医生是地位最低的医生，尤

其第一年里最辛苦，给你最多的值班，最多

的夜班，在高压下培训你。

那时我老值夜班，早晨9点下夜班，晚

上7点又要赶回医院值班，全是澜涛接送孩

子。为了能看孩子，早晨下班后我赶紧回到

家，将儿子送到学校，再睡几个小时，起来

为父子俩准备点吃的，又返回医院。每天都

是这么风风火火的，也忘了什么是女人，甚

至连女人怎么乐、怎么打扮都忘了。

那时我当年的大学同学，有的在国内当

了院长，有的做了教授，有的成了名医和博

导，但我却从头做起，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

想不开，跟自己过不去！但一看到病人要抢

救，看到那些孤独的老人，也就没时间去想

这些了，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做执业医生

经过3年的住院医生培训，从2009年起

我开始了执业医生的生涯。最初我在贝赛的

一家诊所工作，2年多后这家诊所的老板因

为离婚官司而关了门。我又被猎头挖到做快

速诊疗的连锁医疗机构UMD 做医生，在它

位于曼哈顿联合广场的诊所里工作，接触的

病患99%都是年轻的白人。

有次诊所来了一位金发碧眼的帅哥说他

脖子不能动了，诊治后我发现是落枕了，便

给他打了封闭针。之后帅哥又向我要医生证

明说明他今天无法做Gym，我很奇怪便问他

为什么？他回答说他是模特，每天必须做

Gym。等病人走了，我和护士赶紧在Google

上查看，发现该人是从欧洲来的一个知名大

模特。

我在UMD做了4年，因诊所所在地区有

很多同性恋，由此也对同性恋文化有了深刻

了解。去年7月，我应邀参加了北京儿童医

院主办的“2016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及性腺

疾病高峰论坛”，为大家介绍了“纽约社区

变性者/同性恋常见疾病及问题处理”，和

同行做了交流。

2016年12月，我想独立开业的想法终于

开始付诸实施，从选址到装修诊所我花了将

近一年的时间。尽管诊所不大，但被病人比

喻为像让人放松的SPA。这的确是我的初衷

，希望能按自己满意的方式建诊所，让它成

为和病人们讨论治病方案及当今健康生活方

式的地方。

我的诊所尚在试营业中，去年12月法拉

盛快捷诊疗中心开张了，我被聘为医学总监

。尽管快速诊疗在纽约已不少，但在华社还

是新生事物，之前自己从事快速诊疗多年，

经验丰富，加上又能让自己的缝合技术等大

展拳脚，因此很喜欢在这里工作。

初心不改

屈指计算，我在美国从医之路已有15年

。虽然从39岁时重新起步，但回想起来一点

也不后悔。若当初我没有重新回到医学院做

医生，我想我会后悔终生。

记得有次别人问我：谁对你影响最大？

儿子替我回答道your patient！是的，到今天

我都难忘一个病人。

博士毕业后我在第一个诊所工作时遇到

过一位病患，他的脸部有些疤痕。寒暄后，

我看了他的化验报告发现他的胆固醇有些高

，于是建议他做些运动。他说，我现在终于

敢骑自行车了，我问为什么？他和我聊了起

来。原来在他20多岁时的那个人生最糟糕时

刻：妻子和他离了婚，工作也丢了，他骑着

摩托车上了495高速路，一辆车撞上了他，

从他戴着头盔的脸上压了过去。在医院救治

3个月后他出了院，和朋友去超市买东西时

一个小女孩见到他后大哭起来。回到家他看

到镜中的自己，顿失生活的勇气，几次想自

杀，但被人们送到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20

年来，他前后接受了十几次手术，才有了今

天的模样，现在也才敢上街骑自行车。

听完他的经历，我告诉他应该为今天拥

有的东西感到特别骄傲。他的泪水流了下来

，我也被他的坚强所感动，他也让我感受到

做医生的价值和意义。

当然，这些年我的付出也很多，甚至连

家庭生活和婚姻都受到影响，但我不后悔，

因为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学习和成长。我又

回到了诊室，做回我喜欢的医生，别管给哪

个族裔看病，我一点也不后悔。

张进：我在美国做医生
张进，中国现代文学大家张恨水的孙女，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喜欢数学和物理。在那个人人都要下乡或被派往三线

建工厂的艰苦岁月里，历经艰辛的母亲不想让独生女再受苦，加上看到医务室里的医生无论如何都不会去捡粪种田，

因此高考时决定让女儿学医。正因为如此，张进报考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儿童医院做

医生，之后又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在39岁那年，将医生视为自己事业的她又义无反顾地重返校园读医学博

士。一晃15年，她在自己选择的从医之路上亦苦亦甜地前行着，而这一切都源于她的初心不改和执着。本周，我们来

一起听听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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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通过官方

微信公布2017年5起涉儿童色情信息典型案件

，包括河南郑州“西边的风”网站传播销售不

雅图片视频及猥亵未成年人案等，其中多起被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公安部挂牌督办

，要求依法从重打击。

拍未成年人不雅视频牟利

2017年8月15日，根据群众举报，郑州市

公安局二里岗分局查处“西边的风”网站传播

销售涉未成年人不雅图片视频案，控制吴某升

等涉案人4名。

经查，2011年至2017年8月，吴某升以上

海启蒙模特总公司名义招募模特拍摄照片及视

频，伙同王某才、曹某丽、尹某某以拍摄儿童

教育片为由，先后蒙骗一百余名未成年人拍摄

不雅视频，上传至开设的“西边的风”网站，

以会员的形式销售，从中牟利50余万元。目

前，吴某升、曹某丽、王某才3人已移交检察

机关审查，涉案人尹某某取保候审，案件在进

一步办理中。

2017年9月，包头市东河区公安部门破获

一起录制传播儿童淫秽色情视频牟利案，经查

，马某某寻找涉世未深的男性中学生，通过给

受害人充手机话费、发微信红包等诱骗手段，

性侵受害人并录制淫秽色情视频出售。目前，

马某某已移交检察机关起诉，公安部门对其他

涉案人员进一步调查取证，案件在进一步侦办

中。

建立微信QQ群传播淫秽视频牟利

2017年8月24日，沈阳市公安部门抓获犯

罪嫌疑人吴某，查获电脑5台、手机6部，从

中查获幼女淫秽视频100余部。经查，吴某以

发红包为诱饵，诱骗3名幼女为其拍摄淫秽视

频。获取淫秽视频后，吴某利用某短视频平台

发布淫秽信息，建立微信及QQ群，并在群中

发布淫秽视频200余部供群成员观看，收取红

包牟利1000余元。目前，案件已移交检察机

关起诉。

2017年9月，天津警方发现犯罪嫌疑人闫

某建立两个QQ群用于传播淫秽视频，其中传

播多部儿童色情视频。目前，闫某被批捕，

在群中多次传播淫秽视频的王某某被刑事拘

留，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2017年10月，黔东南州公安部门抓获犯

罪嫌疑人吴某某，现场查获淫秽视频文件

200余个、淫秽图片3000余张，其中有51个

视频涉及未成年人。经查，吴某某建立4个

QQ群用于传播淫秽物品，群内有成员接近

1800人，吴某某非法获利1万余元。目前，

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涉恋童猥亵 西边的风网站3人移交检方审查

陕西省清涧县男子景某婚后出轨，要求怀孕

8个月的妻子打掉腹中胎儿并离婚，多次遭拒后

，他冒充网友，企图制造虚假情人诬陷妻子出轨

，他甚至还拔开岳父家中的天然气管道接口企图

制造天然气中毒谋害妻子。2017年年底，不幸最

终发生。从清涧县公安局获悉，景某在行车途中

与妻子发生争吵，捂死妻子后，将车开进排水沟

伪造成一起交通事故。

目前景某已被逮捕，警方侦查认为其涉嫌故

意杀人罪，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同遇“车祸”，怀孕妻子死亡丈夫安然
无恙

2017年12月13日，在210国道清涧县九里山

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景某开车接妻子刘

某从榆林市返回清涧县途中，汽车开进了路边的

排水沟，已怀孕8个月的刘某死在了车内。

事故发生后，刘某的父亲觉得女儿的死因可

疑，“发生了这么严重的车祸，为何女儿死在了

车里，女婿却安然无恙？”

联想到当天凌晨4时左右家中无端断开的天

然气管道接口，刘某的父亲觉得女儿死得蹊跷，

甚至怀疑是女婿景某所为，2017年12月19日，他

向清涧县公安局报了案。“经过对事故现场以及

肇事车辆的复勘，我们最终确认这起车祸是在杀

人后伪造的。”清涧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澎

湃新闻，介于案件疑点众多，清涧县公安局在接

警后，曾组织专案民警开展调查取证、尸体检验

、现场勘验工作，技侦、图侦、网侦等部门先后

介入，甚至聘请了西安交大法医学院资深专家对

尸体进行了复检，“经过复检和研判，我们最终

确定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受害人的死因是窒息

身亡，而交通事故则是在她被杀后伪造的。”

出轨后让妻子堕胎并离婚，冒充网友诬
陷妻子出轨

确认案件性质后，警方很快对死者的丈夫景

某展开问讯。2018年1月15日，景某在大量的证

据面前，供述了自己杀死妻子，并伪造成车祸的

犯罪事实。

据专案组民警介绍，景某与妻子都是90后，

2015年12月经人介绍认识，2016年农历5月5日

结婚。但婚后不久，景某认识了清涧籍女子雒某

某并发展成婚外情人。

2017年5月以来，景某多次向妻子提出离婚

，遭到了家人反对。为了达到离婚目的，景某注

册了一个新的微信号，自称“张卓”并加妻子微

信聊天，冒充网友给妻子制造虚假情人。2017年

11月20日，景某还自导自演了一起妻子的“网友

情人”来家行凶闹事的恶作剧，并到派出所报假

案诬陷妻子出轨。

2017年12月13日凌晨3时许，景某拔开岳父

家天然气管道，企图制造天然气中毒条件，谋害

妻子，但被妻子及岳父发现后及时关闭。

回家途中发生争执，捂死怀孕妻子伪造
车祸现场

警方介绍，在拔天然气管道的计划失败后

，景某决定开车带妻子回清涧。当日下午5时

许，当汽车行至210国道清涧县石咀驿时，景

某将车停在路边，借口妻子有外遇与其发生争

吵，随后捂住妻子刘某的口鼻，致其当场窒息

死亡。

办案民警称，发现妻子死亡后，为了掩

盖自己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景某将车开到

清涧县石咀驿镇九里山 210 国道 454km+200 米

处，随后将车开入西侧排水沟伪造交通事故

现场。

2017年12月30日，清涧县公安局以涉嫌交

通肇事罪对景某执行逮捕。经过侦查，景某涉嫌

故意杀人罪，目前该案已经移交清涧县公安局刑

侦大队办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陕西一出轨男子涉嫌捂死怀孕八月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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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斯 頓 香 港 會 館 2018 年 週 年 會 員 大 會 聚 餐

【編者徐建勛】眾所周知， 自川普總統上任以來美國的移
民政策明顯收緊，特別是針對申請工作簽證H-1B和L-1的審核
批准增加了很多難度。新的一輪H-1B申請高峰期很快就要到了
，對於未來身份問題有疑慮的讀者來說，考慮移民美國的鄰居加
拿大可以視為一個很好的後備選擇。下面筆者介紹幾種快速移民
加拿大的類別以供參考。

加拿大有高質量的生活水準，連續多年被聯合國評定為世界
上最適於居住的國家之一。加拿大有優質完善的教育制度，優越
的免費醫療保險體系。加拿大的失業制度與養老保險也使居民免
去後顧之憂。加拿大是西方7大工業化國家之一，經濟發達，商
機無限。由於篇幅所限，筆者主要談談移民相關的事項。
開放的移民政策 -“百萬新移民”

作為傳統的移民國，加拿大曆來備受申請人的青睞。在過去
的2017年，加拿大公佈了一系列重大利好移民新政，尤其是震
驚世界的“百萬新移民”計劃，無不預示了2018年及未來加拿
大將敞開大門迎移民。

與往年不同，政府一次性公佈了未來三年的配額數字，分別
是2018年31萬，2019年33萬，2020年34萬。

這裡的移民配額，是指加拿大計劃接收的經濟類移民、家庭
團聚類移民以及難民的總和。三年加起來在100萬左右!

2018年31萬移民配額中，經濟類居多，占177,500個名額
，比2017年增加5000個名額。
下面著重介紹三種經濟類移民

I. 加拿大聯邦技術移民
面向所有國家的申請人， 通過稱為快速通道 Express Entry

來進行。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CIC）對全世界希望移民加拿大
的人們制定了一套評分標準，聯邦技術移民評分標準主要包括
教育、語言、工作、年齡、就業安排、適應能力六方面，總分
100 ，及格分 67 。如果能夠達到及格分，申請人就有資格將自
身情況通過指定網站登記後“入池”等待甄選。CIC透過綜合排
名工具將全世界所有“入池”的申請者進行抽籤排名，每兩週會
公佈受邀請的總人數和最低分數線。滿分為1200。滿足最低分
數線的會得到邀請進行下一步的申請步驟。比如2018年1月10
日公佈的分數線為446，受邀請總人數為2,750。
特別提示：加拿大非常歡迎高科技，高技術人才和初創公司，後
者不需資產。只要有商業計劃，創新的主意，可以通過獲得風險
投資基金，私募天使，商業孵化器等支持來申請移民。可以有5
個移民名額。另外有實力的企業家也可以通過快速通道申請移民
。

II. 加拿大經驗類移民

也是通過聯邦快速通道
Express Entry 甄選過程。基
本要求如下：
1. 至少在申請移民之前三年
內有12個月在加拿大技能性
工作經驗（管理類，專業類
和技術類），全職或兼職均
可。
2. 在加拿大工作期間有合法
工作許可。
3. 滿足相應的語言要求（寫
，讀，聽，說）
4. 計劃生活在除魁北克以外
的省份。
5. 沒有對教育水平的要求，
但教育水平可以加分。

III. 新不倫瑞克省（New
Brunswick）省提名試點項目
加拿大各省根據自己對勞工
的需求有相應的省提名項目
。由於篇幅有限，無法一一
列舉。筆者僅將最新的New
Brunswick省提名試點項目介
紹一下：

加拿大新不倫瑞克省推
出新的移民優惠試點項目。
如果您高中畢業，有一年以
上廚師工作經驗，英語達到CLB (加拿大語言基準） 4分，目前
有匹配僱主。申請者獲得省提名後，可以將移民申請遞交CIC，
一年可拿到永久居民卡。另外對大學畢業，有一年以上工作經
驗 （石油工程技術人員， 高科技人員等），CLB 7分以上可幫
您找匹配僱主，免勞工證。快速獲得加拿大永久居民卡。

綜上所述，如果您30歲以下，有碩士以上學歷，二年以上
海外工作經驗，英語好，可以預期以很高的排名入選受到移民邀
請，在申請移民後6個月左右獲得加拿大楓葉卡。

如果您30歲以下，有加拿大大專以上學歷和加拿大一年以
上工作經驗，可以在申請後2個月左右獲得加拿大楓葉卡。

如果您的評估分低於67分，暫時沒有資格參加“甄選”，
有本科以上學歷，可以考慮到加拿大讀一年相關的碩士學位，快
速提高您的分數。

如果您很年輕，沒有學歷和經驗，可以申請到加拿大讀個一
年半左右的大專課程，畢業後可以積累一年相關工作經驗，很快
就有資格申請移民。

注意： 本文僅為加拿大移民知識的一般介紹，並不構成法
律意見。由於加拿大移民政策不斷變化，要瞭解最新動態還要與
專業人士聯繫。

我們律師事務所與具有豐富經驗的加拿大持牌移民顧問合作
為您“量體裁衣”。歡迎發送郵件或致電給我們做諮詢或將簡歷
發給我們做評估及有可能協助找對接僱主。

徐建勛國際律師事務所電話：（832）448-0534； (713)
772-2400電郵Email:shulaw33@gmail.com

地址: 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二樓，11110 Bellaire Blvd #
231, Houston, TX 77072

徐建勛律師談新形勢下移民加拿大徐建勛律師談新形勢下移民加拿大

致各位親 愛 香港會館會友:
時光似箭, 2018已到,在此祝各位會 友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心想事成.
本會定亍 2018 年 2/11/2018 星期日 晚上 6:30PM 在珍寶海

鮮酒家( Ocean Palace Restaurant ) 召開會員大會並聚餐,報告2018
年之活動

及計劃及年度財政報告.
請各位會友踴躍參加.
會員 $20 , 非會員$25. 請在 二月九日前通知 以下人仕:Lisa

Tam 281-788-7870 Ltam88@gmail.com;Peter Leung
832-860-0337 cyl091781@hotmail.com
Connie Lai 713-480-9988 conniekflai@hotmail.com
John Loh 281-518-9361 jlohtx@gmail.com
Anita Sham 832-788-3121 asaptravelwize@yahoo.com
Friends of Hong Kong Association:
Happy New year of 2018 to all of the members of Hong Kong
Association.
Hong Kong Association has an Annual Members Dinner to discuss

the upcoming Plan & activity &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Date: 2/11/2018 Sunday 6:30 PM
Place: Ocean Palace Seafood Restaurant
Member $20 Non-Member $25
Please contact the following person :
Lisa Tam 281-788-7870 Peter Leung 832-860-0337
Connie Lai 713-480-9988 John Loh 281-518-9361
Anita Sham 832-788-3121
Hong Kong Association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
景德鎮陶瓷古典家私古玩玉器
在中國城敦煌廣場二樓生活良
品隔壁展銷，因老闆要回中國
過春節，租約馬上到期，最後
三天跳樓大甩貨，折扣高達
90% OFF以上，出價就賣！

瓷都景德鎮，有上千家窯
廠、瓷廠，是歷代官窯所在地
。此次展銷的幾百件景德鎮瓷
器件件都是精品，其中就有著
名工藝美術大師曹文選的幾件
佳作，曹文選是瓷藝大師王錫
良的弟子，王錫良是當代瓷藝
名家，“珠山八友”之一，景
德鎮第一位“中國工藝美術大
師”，他的作品在拍賣會上能
拍出幾百萬的高價。但王錫良
年事已高，沒有新作品問世，
所以他弟子的作品現在在市場
上炙手可熱。此次展銷就有王
錫良弟子曹文選的幾件作品，
這幾件作品工藝高超，做工精
細，厚重莊嚴，大氣磅礴，讓
人眼界大開。大師作品，可作
為傳世珍品收藏，不可錯過。

此次精品展帶來不少氣派恢弘
的紅木傢俬，各種越南黃花梨
家具套組、大型博古架、書桌
、大型沙發組、餐桌組等。黃
花梨家具已經被識貨的藏家買
走了好幾套，出價就有機會，
請大家抓住機會！尤其值得推
薦的是兩組大型根凋茶台，以
整棵樹根凋刻而成，天然遒勁
、古樸生動，茶台設計巧妙，
排水管道隱藏其中，與家人朋
友一起品茗賞木，實乃人生一
大享受！各種中型茶盤、小型
果盤、平安扣、鎮紙等，各種
黑檀木茶盤，玲瓏瓷茶具等也
應有盡有。

另外，本次展出的精品還
包括金絲琺瑯描金開光瓷板畫
、景德鎮陶瓷名家的各種作品
、蘇繡名家精品刺繡等均屬上
品，讓你愛不釋手。整個精品
展上萬件精品前所未見，等你
收藏。因老闆要回家過年，場
地租約只有幾天就到期了，現
跳樓大甩貨，最後幾天，每天
從早上9點到晚上9點，全天營

業開門，出價就賣
！ 折 扣 最 高 達
90% off以上，機
會難得，不可錯過
這個撿漏的大好時
機。

春節就要到了
，華人都喜歡在節
日期間走親訪友，
不管您是送給美國
友人還是華人親朋
，景德鎮瓷器絕對
是上好的選擇，看
上去高貴但實際花
錢並不多，還有原
裝的禮盒包裝，真
是太划算了！

中國景德鎮陶瓷古典家私古
玩玉器大甩賣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D261， Houston, TX77036(
中國城敦煌超市生活良品隔
壁)
電話：346-310-3558

老闆回家過年！景德鎮陶瓷古典家私在敦煌廣
場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最後三天大甩貨，出價就賣，快去撿漏！

宮廷御窯傳人羅老三製作的老料新宮廷御窯傳人羅老三製作的老料新
工青花瓷瓶工青花瓷瓶

根雕茶台和大型博古架根雕茶台和大型博古架，，越南黃花梨寫字台越南黃花梨寫字台 紅木大站鐘紅木大站鐘越南黃花梨大床和床頭櫃越南黃花梨大床和床頭櫃

越南黃花梨官帽椅一對越南黃花梨官帽椅一對

越南黃花梨餐桌椅越南黃花梨餐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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