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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了5門補習班成績沒起色
8歲娃挨打,爺爺報警

家长们都不甘心自己的孩子落后于别

人，往往会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兴趣班。

家住南京六合区龙池街道的男孩小晗（化

名）也不例外，才上小学二年级，他的妈

妈就给他报了5门补习班或兴趣班，这孩

子的课余时间被安排满满当当，可谓左脚

迈出校门，右脚就踏进补习班。孩子天性

贪玩，平时补习班他也不好好上。19日

晚，妈妈陈女士（化名）发现半年过去了，

小晗成绩居然没起色，一气下拿起衣架抽

了他几下。20日中午，来看孙子的爷爷奶

奶看到小晗身上有伤痕，心疼不已，爷爷一

怒之下打了110。

20日中午，六合公安分局龙池派出所

民警接到小晗爷爷的报警后，赶到了陈女

士家。此时，陈女士并不在家中，被打的

小晗正在家中吃着饭，民警仔细检查小晗

的身体，两个胳膊上有四五条轻微的红印，

还好不严重。

“现在读书的娃真苦，没时间玩，学

不好还被打。”小晗的奶奶摸着孙儿的手

臂，眼泪就掉出来了。报警的爷爷气愤地

说：“你看看孩子被打成这样？她怎么当

妈的，我现在就是报警向她讨说法！”

民警电话联系了陈女士，几分钟后她

匆匆赶回家中，面对公婆的指责，她也感

到委屈。“小晗的爸爸一直在外地工作，

孩子就我一个人管，我也是为了他好，他

成绩跟不上，我就给他报补习班，那些补

习班都是六七十块钱一节课，可这孩子不

好好上课，还总调皮，我能不生气吗？”

陈女士说，给孩子报补习班想让他多

学一点，不落后于其他同学，可这孩子对

补习班的作业不按时完成，每天都沉迷电

视，她说教了多次都没用，那天晚上急了

才失控拿衣架打了几下。

“他长这么大，我没舍得打过，打过

儿子后，我也后悔，也自我检讨以后要对

儿子更有耐心，谁知今天公婆上门不问青

红皂白横加指责，还报了警。”说到这儿，

陈女士也哭了。妈妈的一次教育，没想到

引来这么大的动静，小晗也放下碗筷，跑

到妈妈身边为她擦眼泪说：“妈妈别哭了，

我保证以后好好学习。”

民警随后对陈女士打小孩的行为进行

批评，并建议她给孩子报补习班要适量，

不能把补习班当作“保险柜”，给孩子过

多负担反而适得其反。

经过民警劝解，孩子的爷爷奶奶也表

示理解儿媳妇独自带孩子不容易，表示以

后会帮忙督促孙子的学习，不会过分溺爱。

多说1句

放开手，孩子未来也许更精彩

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才是正确的，每位

家长都在寻求自己的正确答案，而陈女士

拿到的，应该是一本“反面教材”。

个人并不反对孩子上补习班，但我一

直认为，补习班一定要是“兴趣班”，能

提高成绩当然是好事，但更大的意义，在

于发现孩子身上更多的可能性。陈女士给

二年级的孩子一口气报了5门补习班，节

假日都不能休息，孩子就算有兴趣，也早

被磨灭了。

在陈女士的这本“反面教材”里，

教育的基础是命令与服从，孩子一定要

成为那个“父母想要的人”。否则就棍

棒相加，一边打也许还一边流泪：这都

是为你好。全然不知，这种缺乏尊重和

交流的虎式教育，会给孩子带来多大的心

理阴影。

其实，陈女士未必不知道自己的教育

方式有问题，她患上的，是一种“教育焦

虑症”。何止是她，全南京的家长似乎都

在“集体焦虑”——输在起跑线上的你，

未来可怎么办？你看，上次一家名校招

生，明明只要去就能报上名，可偏偏有人

拿着小板凳，寒风中连夜排队。

对于教育孩子，有人形容为“牵着蜗

牛在散步”。蜗牛走得很慢，却能看到沿

途更多的风景。我们何不跟孩子一起，放

慢脚步，放松心态，一起静静体会生活的

美好滋味。世俗的功成名就，并不是旅途

唯一的终点。放开手，也许他的未来会比

你期待的更精彩。

老師在APP上布置作業
三年級娃為刷排名半夜做題

在温州读小学三年级的皮皮（化名），

因为学习需要，在妈妈黄女士的手机里安

装了5个APP学习软件。有数学速算的，

英语配音的，还有语文复习的。这些软件，

都是班上的老师推荐安装的。

每天放学回家，皮皮就拿着黄女士的

手机，做老师在APP上布置的家庭作业。

本来，黄女士觉得这种学习方式还挺好的，

APP上的学习材料图文并茂，孩子做作业

也专心了许多。可很快，她就觉得不对劲：

皮皮对这些学习软件着迷了。

儿子为刷排名 半夜爬起来说要做题目

“我发现有个数学类的速算软件，孩

子在上面做完一套题目后，系统会给出一

个排行榜，而这个名次是根据做题量和准

确率来排的，你能看到自己在全校甚至全

国的排名。”令黄女士吃惊的是，皮皮为

了获得更高的排名，开始疯狂做题，甚至

专挑一些低年级的题目来做，或者重复做

某一单元的题。

“其实，这样做题就没意义了，对学

习没有帮助，纯属浪费时间。”黄女士

说，儿子的“疯狂”还不止于此。有天半

夜，儿子醒来后问妈妈要手机，说是想再

做一会儿题目。

“他跟我说，班上很多同学都这样干，

这样就可以趁别人睡觉时，多赚点积分让排

名更靠前。”她当即打消了儿子这一念头。

黄女士说，她现在很担心这些APP学

习软件是否会像网络一样，让孩子上瘾。

APP学习软件 有人赞赏有人担忧

其实，在温州甚至在全省的中小学，

学校推荐学生使用学习类APP已不算新鲜

事。

温州市区一小学校长说，从目前来看，

大多数学生家长都觉得这类学习软件很不

错，方便又高效，是一种不错的学习方式。

李女士是一个小学二年级孩子的妈

妈。她说，几乎每个科目都有一个专门的

软件，有些软件甚至包括了多个学科。刚

开始，她不太赞同孩子使用APP学习软件

。孩子过多使用手机伤眼睛，还会对电子

产品产生依赖。慢慢的，李女士发现，这

些学习软件与教材配套，能够吸引孩子主

动学习，自己有时太忙，也不用发愁没人

陪孩子做作业了。

当然，也有不少像黄女士一样担心的

家长，“差不多每款软件都有激励机制和

排名，如果孩子好胜心太重，很容易沉迷

其中。如果不让他玩，排名太差，又怕影

响他的自信心。”

教育部门鼓励“适当使用”

专家称，关键看如何引导

温州市教育局电教馆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教育部门并不禁止学校让学生在课

后使用APP学习软件。“现在是网络社会，

这些孩子长大以后，网络工具必将是他们

生活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还

是鼓励孩子适当接触这样的学习软件。”

这位负责人说。

温州市鹿城区广场路小学相关负责人

表示，虽然学校规定校园内不能使用手机，但

孩子在课后通过手机APP学习，学校是支持

的，“我们对推荐的APP进行过考察，一些

内容丰富，题型、题目设计科学的APP，能

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点，学习方式轻

松有效。”

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的教育专家林

炎琴在接受钱江晚报采访时，也认为家长

不必过度担忧。

她说，首先这种APP学习软件有不少

值得肯定的优点，它们承载了丰富的学习

资源，学习方式多元有趣，能有效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率；其次，它们的内容较准确

，比如英语的发音可能比许多家长都要标

准，可以避免错误教学；再次，它也解放

了不少家长，一些工作忙碌的家长因没时

间陪伴孩子学习，这些APP就能替代。

“使用APP学习软件将会是一种趋势，

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需要家长进行合理

的引导。”林炎琴说，亲子教育和交流互动

非常重要，家长不能因为有了APP，就放手

不管了，“比如，我们可以规定学习时间和

学习目标，让孩子学会自我控制。”

美國父母是怎樣教育
孩子獨立的?

我们常说美国青少年如何独立

生活，如何独立思考，其实这些都

是父母教育出来的，不是说美国人

天生跟我们不一样。观念改过来了

，我相信我们一样能培养出独立自

主、独当一面的孩子来。

美国人向来以独立著称，其实

他们的独立意识也是从小在家庭教

育中培养出来的，即使是有钱人家

的小孩也要自己打工挣学费。中国

的父母累，子女也累，大家都活在

沉重之中。“啃老族”的出现并不

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问题，

正是因为父母的不肯放手，才导致

了孩子缺乏独立闯荡的能力。

我向来认为，成功靠自己，

成人看父母。我们常说美国青少

年如何独立生活，如何独立思考，

其实这些都是父母教育出来的，

不是说美国人天生跟我们不一样。

观念改过来了，我相信我们一样

能培养出独立自主、独当一面的

孩子来。

不久前，我有一个美国朋友德

蕾莎跟我说到了她带孩子的一些观

察。德蕾莎是单身，从中国领养了

一个小孩，自己住在中国。其实单

亲父母有时候往往能成为最好的父

母，为什么呢?好多时候，父母双方

不一条心，意见不一，方法不一，

一个建构一个解构，一个搭台一个

拆台，会在儿童的价值观形成上造

成混淆，最后他们谁也不听，听同

学的听同伴的听偶像的。单亲父母

就没有这个问题，她说什么就是什

么。

问题是德蕾莎老师有一保姆，

保姆是中国人，就和她在带孩子问

题上意见有些分歧，我发现这些分

歧颇能反映出两国文化思维的差异。

比如孩子在家，将玩具鞋子乱

放，保姆就责骂。德蕾莎问我怎么

办，我说我不怕他们乱放，最后给

收拾好就行了。

从德蕾莎的反馈上说，我比那

保姆只进步了一点点。德蕾莎的做

法是让孩子乱玩，乱放，have fun,

然后她让孩子自己来收拾。她说她

感到吃惊，这么小小的孩子，居然

把鞋子一排排收拾得干干净净。我

从她这里学到的功课是，孩子该玩

的时候让他们玩，该负责的时候让

他们负责。我们中国家长往往家里

东西摆得整整齐齐，这个不让动那

个不让动，孩子无法玩得尽兴。事

情搞糟了，家长来收拾，这样孩子

过不好，也长不大。

德蕾莎是少数几个我敬佩的管

理顾问之一，她把带孩子的心得也

放到管理上去了。她做领导力的培

养时，认为好领导不会时时缺乏安

全感，担心局面会失控，更关键是

要讲明规矩，澄清责任，培育能力

，多作鼓励。作为一个家长，我相

信这样的顾问才明白事理，能帮助

一个企业解决根本问题。

美国大部分家庭，提倡孩子独

立自主地去迎接生活的挑战和机

遇。人活着在世界上就这么一回，

你一切包办，孩子始终无法成人，

成了你意愿和财富的傀儡，又有什

么意思?

人都是懒惰的，如果有人给，

自己当然欣然受之。连动物都有把

小崽子小老鹰赶出去、让它们单独

狩猎单独飞翔的时候，人类有时候

反而不会。为什么呢?因为父母怕这

怕那，不肯放手。那么以独立著称

的美国人，从小是怎样接受独立教

育的呢?

上周末，我们有两个同事来吃

饭，一个同事的丈夫是律师，照说

很有钱，可是他们的孩子去参加短

期留学项目的时候，这孩子是自己

去筹款的。当然方法之一是打工，

打工了钱还不够，便去筹款找赞助

人(sponsors)。

家长的工作，是教育小孩如何

找赞助人，比如如何写信，如何跟

人家陈述，如何写感谢这些。这个

女儿于是在父母的指导下，开始写

赞助申请信。写完信之后，有个老

太太回信了，提了三页纸的问题，

问她学什么，怎么学，出国学习有

什么好处等等。同事的女儿就跟考

大学申请入学一样，一丝不苟地一

一回复。不久，这老太太寄来了

1200块钱。

这 一切都很费事，最简单的办

法是直接给钱，不过这叫“授人以

鱼”，看似捷径，少走的路日后要

用生活的弯路来还。我们中国文化

里，做父母的给子女这么筹划，那

么筹划，儿子买房子结婚生子一一

都给照顾过来，到头来发现造就了

一个牢骚满腹、泱泱不快的“啃老

族”。这是孩子的问题吗?当然不是

，这是父母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

把孩子最需要的东西给他们，比如

独立开展一个项目的能力，比如如

何去说感谢。

那天吃饭的时候，另外一个同

事讲他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我们请

她们一起来，她们没来。我问为什

么，同事说她们是素食主义者。我

问为什么是素食主义者，他说女儿

看了什么动物虐待的一些教育片，

对肉类产生了巨大的厌恶感，所以

决定吃素，已经坚持了一年了。

“这一年很难啊”，同事的太太感

叹。因为每次做饭，都得考虑给她

们另外准备。她们甚至试图让父母

也一起变成素食主义者，说这样更

健康。

“既然这么难，有没有打消她

们这个念头呢?”我问。我同事说他

不想这样，“我教育她们为自己独

立 思 考 的 (I brought up them to

think for themselves.iEssay100.com)”。

还有，这同事是一保守派基督徒，

两个女儿却喜欢瑞典这种比较社会

主义的制度，喜欢奥巴马，可是一

家人和和气气，不让这些生活的、

观念的差异来破坏团结，真所谓“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这样的独立思维，对父母往往

是最难的，什么事情都由父母代劳

最容易。作为父母，你敢不敢这么

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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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姐是负责临河长廊的环卫工人，

2016年秋，我辞职在家，常会来这里走

一走。最初，我们只是礼节性地打个招

呼，慢慢地，同是“女儿她妈”的身份

让我们有了共同话题。

余姐幼年家贫，前夫嗜赌、喝酒还

家暴，好不容易离了婚，组了新家，第

二任丈夫却在女儿杨洁7岁那年意外离

世。

“那个时候我想得很简单，自己出

去打工，把娃娃一个人留在农村太造孽

了。我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城里条件好

，她能多读点书，以后坐办公室，再咋

个都比卖苦力强。于是到处借钱买了套

小房子，把她一起带了过来。哎哟，幸

亏当时买了哦，要不然现在这个房价，

咋个买得起哦！”说起房子，她一脸庆

幸，最后一个“哦”字拖得老长。

为了养家，余姐跑到建筑工地打工

，直到3年前，不幸伤了腿，不敢再做重

体力活，这才转了行。在比较了服务员

、收银员、营业员等工作后，她托关系

去了环卫所——只有环卫所给买保险。

余姐负责的路段分早晚班，如果只

上一个班次，每月工资到手还不到1100

元。为了多挣点，她申请早晚班连上，

从早上6点半一直上到晚上8点左右，

全年无休。

对与这份工作，她最大的遗憾就是

“陪女儿的时间实在太少”，每天几乎

只有晚上下班后，才能好好地看看女儿

，说说话。但就这么点时间她都不敢耽

搁太长，因为杨洁有很多作业，而且第

二天还要早起上学。

“还是你命好，不用上班，天天都

有大把的时间陪娃娃，不像我。”

我有些尴尬，赶紧把话题往杨洁身

上带，这一招百试不爽。每次提到女儿

，她整个人一下就“活”了起来，眼角

眉梢都是压不住的笑意。

在她的描述中，杨洁乖巧懂事，每

天放学都准时回家，很小就开始帮着做

饭、洗衣服；知道母亲挣钱不容易，为

了节约住宿费，宁愿天天走读；而且学

习自觉，假期都很少出门玩，常常熬夜

用功……

只有在说到成绩时，她才会陷入短暂

的忧虑，“以前还可以，从初二下期开始

就跟不上了，但她真的很认真咧，常常学

到半夜。不过话说回来，人家屋里条件好

的，父母能帮忙指导哈，我是一点忙都帮

不上，全靠她自己。她都那么努力了，我

又何必逼她呢？你说是不？”

“是的是的”，我赶忙点头，她咧

开嘴，笑得很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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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绵绵阴雨一下就是好几天，

我不再去长廊。直到月底，难得碰上一

个好天气，我才又散步过去。

余姐正蹲在地上用小铲子清理黏在

地上的口香糖，身边的铁皮簸箕里装满

了落叶。“嘿。”我忽然弯腰打招呼，

想吓她。

她一抬头，反倒吓了我一跳——圆

润的脸盘瘦了一大圈，面色蜡黄，双眼

红肿，嘴唇干裂。完全站起身后，我才

发现她瘦的不只是脸，以前紧绷在身上

的工作服也变得松松垮垮，整个人都憔

悴不堪。

她坐在长椅上，脱下手上四处起球

的毛线手套，抹了抹眼睛，才给我讲起

来。

月初，余姐的表妹带儿子到城里参

加比赛，她便找同事顶了下午的班，请

他们到家里吃晚饭。两个大人在厨房里

忙活，孩子则去玩电脑，不想却在无意

间发现了杨洁的秘密。

小外甥在电脑里一个以“已看”命

名的文件夹里，看到了上千篇小说，这

些小说被分门别类为：古风、都市、高

干、总裁、王爷、将军、杀手、庶女、

黑帮、虐恋、穿越、重生、玄幻青楼宫

廷等，另一个被命名为“还未看”的文

件夹里，也是各种网络小说。还有一个

“投稿”文件夹。

熊孩子风一般地冲进厨房，咋咋呼

呼地把这个“马蜂窝”捅开了。

“黄色小说”四个字如同晴天霹雳

，瞬间就击倒了余姐。她当晚就爆发了

，抓着杨洁又吼又哭、又打又骂，“下

流、下贱、不要脸……”杨洁也吓傻了

，不停地讨饶认错，保证自己痛改前非

，再也不看了，一定好好学习。

然而不信任的种子一旦播下，很快

就生根发芽，余姐变得敏感多疑起来。

杨洁上厕所的时间稍长一点，她就

会满屋子找手机，若发现手机不在，便

冲到厕所外，一边“啪啪啪”拍门，一

边高声质问杨洁是不是躲在里面看小说

；她勒令杨洁晚上睡觉不能关房门，在

熄灯后偷偷爬起来，蹑手蹑脚地摸到杨

洁房间外，贴着墙，竖起耳朵，一旦发

觉不对，马上冲进去掀开被子；周末杨

洁在家，她会在上班中途出突然杀回去

，调出电脑里的历史记录……

余姐觉得，自己是在帮助杨洁尽快

“改邪归正”，也确实成功抓包过几次

，可杨洁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会在

严厉的管教中尽戒掉小说，反而对余姐

的责骂由最初的愧疚不安，变得越来越

来沉默，有时候还会甩脸色、顶几句。

母女的关系越来越僵。

3

“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痛得两

腿打闪闪（发抖）都舍不得请假上医院

。她骗我说需要查资料，让我给她买手

机买电脑，我以为她天天熬夜学习，还

心疼她苦她累，结果她竟然一直在看小

说，还尽看些不要脸的小说。”

余姐一边哭一边激动地掏出手机，

来来回回划了好几次才划开，抖着手给

我翻里面的照片。手机像素不高，但上

面密密麻麻的文件夹和排得整整齐齐的

文档，很是壮观。上千篇小说，就算一

天一篇，也得看3年。

最后几张照片是杨洁自己写的一篇

豪门虐恋文，放大后勉强能看清，内容

火辣露骨，尺度远超我的想象。

“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她发誓

以后再也不看了，结果还是死不悔改。

我实在没办法，就去找了老师，请老师

好好收拾哈（下）她。”

我心中一悸，“你不会把手机里的

那些照片也拿给老师看了吧？”

她两手捂着脸，用力点了点头，手

背上的几处冻疮裂开了口子，压抑的声

音从指缝间断断续续地传出来：“老师

就在班上批评了她，哪晓得她觉得丢人

，受不了了，看我的眼神像看仇人样的

，咋个骂、咋个劝、咋个打，都不去读

书了。她说她就喜欢那些小说，以后要

靠写小说赚钱……”

余姐去找老师的当天下午，杨洁就惨

白着脸从学校回家了，她拿着刀对着自己

的脖子，瞪着余姐吼道：“你再敢喊我去

学校，再敢查我电脑，我就死！”

女儿眼中的决绝镇住了余姐，她开

始转变策略，反复说这些年的不容易，

苦苦哀求，杨洁却始终不为所动。

末了，她用力抓住我的手，“妹子

，你帮我劝劝她嘛，你有文化，会说话

，说不定她就听进去了，我实在是没得

办法了！”

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地觉得杨洁可

能并不会乐意和我谈论这个话题，可是

余姐那种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

眼神，又刺得我心里不是滋味，拒绝的

话卡在喉咙里，怎么都说不出。

纠结良久，我说：“要不元旦过后

吧，我先回去想想该怎么说，不过不敢

保证效果怎样。你可以给她说，我也是

写稿子挣钱的，说不定她会感兴趣。”

她使劲点头，千恩万谢，手上用力

过猛，勒得我生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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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我开始恶补网络小说的相

关资料和热推文。

文笔优美、情节精彩、人物感情刻

画细腻的确实有，但一些明显套路、粗

制滥造的小说竟也动辄几十万点击量的

现象让我很是震惊，部分热文中对性生

活的描写，也夸张到不可思议。

再搜索“哪类网络小说最受初中生

欢迎”之类的问题，我才发现，原来很

多初中生不止会看，还会写，甚至有人

表示自己看霸道总裁、冷酷王爷之类网

络小说可追溯到小学。

想到自己正在读小学的女儿，可能有

一天也会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地躲在被窝

里，捧着手机，点开此类小说，看得如痴

如醉，我心中就如同压了块石头。

赴约那天，我到长廊时，杨洁正坐

在长椅中间，整个人缩在一件带帽子的

加长版羽绒服中，埋着头，看不清脸。

余姐站在旁边，背对我，半弯着腰问她

冷不冷。

我干咳了一声，她转过头，欢喜地

冲我打招呼，同时手忙脚乱地把杨洁从

椅子上拽起来。在余姐半命令半哀求的

催促中，杨洁微微抬了下眼皮，很僵硬

地说了声，“嬢嬢（阿姨）好”，便埋

下脑袋不再吭声。

“洁洁，你和嬢嬢好好聊哈，我先去

做事了。”收到我的暗示，余姐抓起扫帚

和铁皮簸箕离开了，走前不断朝我使眼色

，满含期待的神情让我倍感压力。

河边风不大，但裹挟而来的冷空气

却足够寒冷。我试着打破僵局，邀请杨

洁去附近的茶楼。她狠狠地盯了我一眼

，径直走到长椅的最左端坐下，继续缩

成一团。

我硬着头皮在她边上坐下，好在之

前的恶补派上了用场。在确定我真的也

有看网络小说，而且还在写稿子挣钱后

，她慢慢打开了话匣子。

她最感兴趣的是我的投稿渠道和收

入。我反复强调了“多次修稿、多次退

稿”的过程，又把收入说低了一些。

她皱起眉头，惊讶中有几分失望，

“不会吧？你写了这么多年才这么点啊

。人家好的网络写手年薪能过百万，像

唐家三少、天蚕土豆、天下霸唱这样的

大神，每年光版权就能卖上千万。”

我赶紧搬出这些天搜集到的资料，

提起网络作家辛酸的一面，比如每天坚

持更新上万字，身体都拖垮了，月收入

却只有几百元，有的甚至赚不到一分钱

。“每个行业都是个金字塔，你说的那

些大神只是站在塔尖上的少数人，就像

买彩票，能中500万的有，但更多的人

买了一辈子也中不了一次。”

“买了不一定会中，但不买肯定不

会有机会中！”她直起腰，瞪大眼，迅

速反驳我。

接着，杨洁谨慎地转头看了眼在远

处扫地的余姐，再回头时，她的眼神有

些犹疑，来回抿了好一会儿嘴唇，才像

是下定决心一般，稍微往我这边靠了靠

，压低声音，眉宇间掩饰不住的得意，

“其实写网文也不像你以为的那么难，

现在收文的网站多得很，只要签约了，

还有很多福利呢。实话给你说吧，我有

两篇小说已经卖出去了，一篇18万字，

一篇20万字。”

我掩饰住内心的诧异，一边恭喜她

，一边打探卖文行情。

“嗯，这个，稿费倒是不高。”犹

豫了好一阵儿，她才扭扭捏捏地回答：

“编辑说是冲量文，18万那篇千字6元

，20万那篇千字5元。”

“啊？”

许是被我的神情伤到了，她的脸瞬

间涨得通红，昂起头急切地强调：“虽

然只赚了2000多块，但是一个好的开始

啊。反正我现在还年轻，先多练笔，积

累经验，时间长了自然就会写得越来越

好。”

在她不断地解释中，我才知道，她

很早就加入了一个网文写作群，里面有

不少初高中学生，文章根据质量由低到

高，大致分为冲量文、枪手文、买断文

、分成文4种。

冲量文一般要求作品达到16到20

万字，几乎没有文笔剧情要求，只要不

是太过明显的抄袭，读起来通畅，一般

都能过，价格多为千字3到8元；枪手

文则是帮人续写代写，通常千字8到15

元；到了买断文，预示着小说质量上了

个台阶，能从千字15元左右起谈了；分

成文则是根据读者的订阅量与网站分成

，订阅量高的，月入上万甚至几十万都

有可能。

她给我算了笔账：“假如过两年可

以签约，就按千字20元买断，每天更新

8000字，加上全勤奖，一个月也有5000

多元，比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工资还高

，而且时间又自由……”杨洁沉浸在对

未来的勾勒中，连比带划，很是激动。

我小心翼翼地措词，企图把她往

“重返校园”这件事上引，“要想多挣

钱还是得写好文，但好文离不开阅历、

文字功底，其实你可以边读书边写稿，

以后大学读个中文系……”

她瞬间就变脸了，恶狠狠地打断我

，“我就晓得你是我妈喊来的说客，喊

我回去读书，不可能！这都是她逼我的

，我都给她说了我要改，可她根本就不

相信，天天把我当贼样的，不停地查，

不停地骂。我都看那么多年了，哪能说

戒马上就戒掉？”

“再说了，她打我骂我都可以，为

啥子要去找老师？学校很多人都偷偷看

小说，哪个父母去告老师了？你晓不晓

得老师在班上说得好难听？连其他班的

学生都笑话我写黄色小说……”说着说

着，她哭了，反复念叨着“她为啥子要

去找老师”。

前功尽弃，难有转机。

我挫败地抬起头，掠过杨洁，无奈

地看向余姐。她缩在街对面的一棵桂花

树下，搓着手跺着脚，不停地朝这边张

望。

对于母女俩而言，这个冬天注定会

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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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女儿学校期末考试、过春

节，一连串的事，我变得很忙碌。

2017年2月中旬，新学期开学，送

完女儿，我特意又去了那段长廊，却没

看见余姐。一个大姐说，现在她负责这

个路段，几百号环卫工人，她也不知道

谁是余姐。

没想到，再次见到余姐是在医院，

已是2017年秋末，我去看望一个朋友，

同一间病房里，居然看见了杨洁。她瘦

了很多，裹在蓝白相间的被子里，躺在

床上，盯着天花板，神情麻木。

我喊了两声，她才迟缓地转过头来

。四目相对的那一刹那，惊愣、难堪、

慌乱一股脑地出现在她脸上。她嘴唇动

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侧过身去，面

向墙壁。

在病房外，我等到了余姐，不过大

半年的时间，她的头发已然半白，脸上

尽是疲惫，一开口眼圈就红了。

杨洁最终还是没再回学校，坚持看

文写文，当上了“网络作家”。有了之

前的以死相逼，余姐不敢再过于强势，

生怕她做出什么极端举动，只在杨洁心

情好时才会多说几句。只要不提小说，

杨洁倒也不会排斥，母女的关系逐步回

暖。

起初，杨洁是天天窝在家里写，后

来是白天打工晚上写，可始终不顺利。

许是为了收集故事，她交了一群混社会

的朋友，染了头发，纹了纹身，学会了

抽烟喝酒，频繁出入酒吧、KTV。

在很多网络小说里，女主角会在一

开篇因为各种原因和男主角发生一夜情

，而后阴差阳错地知道男主角身份神秘

、富可敌国，接着经过各种情感纠葛后

，男主角发现自己竟然深爱着女主角，

于是疯狂反追，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不知道杨洁是不是受了这类小说

的蛊惑，才会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去

酒店开房。

还是第二天早晨，男人离开时慌张

的神色引起了前台的注意，客房人员进

房间查看时，才发现杨洁被捆了手脚堵

了嘴，正浑身赤裸地蜷缩在地上呻吟，

床上、地上、身上有很多血迹，伤痕累

累，尤其是下身，惨不忍睹。

杨洁坚持拒绝报警，只是在酒店的

强制要求下通知了余姐。

酒店客房部的一名员工和余姐正好

住在同一个小区，很快，关于杨洁的种

种谣言就成了小区里茶余饭后最火热的

谈资。

“都怪我，要是我不去找老师，现

在她都读高三了，咋会遇到这些事？房

子是没法住了，也没脸住了，那些人的

唾沫能淹死人……我真怕她会想不开，

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咋个办

。我再也不逼她了，不逼了，大不了养

她一辈子……”余姐把所有的责任都揽

到自己身上，坐在住院部楼前的小花台

上，几度哭到喘不上气。

为了帮女儿阻挡流言蜚语，她决定

卖房，辞去工作，带着杨洁投奔在苏州

打工的表姐。

离开医院时，我心里很难受。一个无

一技之长还带着一身病痛的中年妇女，耗

尽前半生的力气，好不容易安稳下来，却

要因为一场变故，重新开始漂泊。

我开始想象，如果杨洁能自制一

些，余姐能理智一些，老师批评时

能温情一些，我当初的劝说能给力

一些，杨洁是不是还能一边上学一

边保持看网文写网文的爱好，考一

个也许不算太好的大学，找份工作

，谈场恋爱，过着不那么惊心动魄

的小日子。

可惜，世上没有如果。

毁于网文幻想中的高中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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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喜欢音乐，四岁时自告奋

勇的要学钢琴，本科在南京师范大学

读的还是钢琴，后来我在纽约大学读

研究生念的是钢琴方向的音乐教育。

由于机缘巧合，我在18岁时候幸运的

接触到了古琴，并瞬间对古琴从热爱

到痴迷，从而开始系统专业的古琴学

习。后来，幸运又再次降临到我身上

，我开始学习并演奏筑——一件在战

国和秦朝很风靡，而后在世间消失，

直到2009年才得以复原再现人世间的

乐器。我对古琴的音色很着迷，如果

说钢琴是一种大众演奏性乐器，那么

和钢琴相比，古琴则更为私密；古时

文人雅士，邀三俩挚友，于林间溪上

，饮酒赋诗，兴致时抚琴而歌，分享

各自最本真的内心情感，寻求最深层

次的精神交流；当然，抚琴更是与自

我对话的过程。古语有云，琴者，情

也。情以达意，借情以言性，可以观

教化，摄心魄，辨喜怒，悦情思，静

神虑，壮胆勇，绝尘俗，格鬼神。抹

、挑、勾、剔、滚、拂、吟、猱间，

弹的是曲，抚的是心，得到的是平静

和力量。我可能是一个内心有叛逆因

子的人吧，钢琴是我父母要求我坚持

，但古琴是我自己着迷其中。

恋上古琴，世界巡演传播中国
传统音乐

带着对古琴的热爱，于2014年从

纽约大学毕业之际，我在卡耐基音乐

厅举办了一场个人古琴独奏音乐会，

音乐会后，我陆续收到了欧洲多国的

邀请，进行了一系列的个人独奏巡回

音乐会。那两年的时间里，我的角色

是职业音乐会演奏家。几十场音乐会

中，我尽情的享受着把古琴的奇妙音

色和珍贵的音乐意义在有限的时间内

传递给世界各地的观众，很多人也因

此认识了我，我常常感激自己的幸运

，让我在这样的年龄有如此一段难忘

的人生旅程。2015年春天，我刚结束

伦敦的一场音乐会回到北京，突然收

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的一封邮件，他们

表示想邀请两位中国音乐家拍摄一组

展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宣传片，经

过再三斟酌，选择了古琴和琵琶。受

邀录制琵琶宣传片的是世界著名的琵

琶演奏家吴蛮老师，而我被邀请弹奏

古琴。当时真的觉得天上掉下了一块

巨大的馅饼，结结实实的把我给砸懵

啦，吴蛮老师代表着我们业界的顶峰

，她五次获得美国格莱美唱片“最佳

演奏”和“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提

名，还是享誉国际的大提琴家马友友

《丝路音乐计划》中重要的创始成员

，她在东西方音乐合作中“寻找音乐

的共同根源，开创新的音乐语言”。

我感受到无上的荣幸，当时拍摄的宣

传片现在还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官网上

。

在两年的世界巡演过程中，我一

次次的感受到了将古琴音乐传递给他

人的快乐，感动和震撼。古琴，是中

国的拨弦乐器，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

，拥有着崇高文化地位，常被文人吟

唱时用作伴奏乐器，2003年11月7日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古琴

被列为第二批世界级“人类口述和非

物质遗产”，世人对古琴充满了好奇

。巡演过程中，我慢慢感受到，在大

舞台上演奏固然好，但如果有一种更

持久和稳定的形式将古琴、筑这些传

统音乐教授给更多人，特别年轻人，

那么几十年后，我们的后代将会有更

多的机会接触这样的艺术精髓。

2016年四月，在结束一段世界巡

回音乐会的旅程回到纽约后，我在帮

助一个学校介绍书法艺术的活动上，

偶遇一名在曼哈顿上东区双语学校In-

ternational Academy of New York(纽约

国际学校)的中文老师，她问我是否有

兴趣做一名双语音乐老师，就是这样

，好像命运早有安排一样，我从一名

职业音乐会演奏家成为了一名音乐老

师。

转换身份，卸下光环用中文教
音乐

我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用中

文教音乐，在我看来，要学好一门语

言，不应该只是单纯学认字，背词语

，读句子，应该把语言的学习融入到

生活大环境中。中华上下五千年，文

化艺术源远流长，从夏商周到春秋战

国，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后

来的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有自己蓬

勃灿烂的音乐舞蹈形式和代表乐器。

而当代中国56个民族，各民族的民族

音乐舞蹈和民族乐器更是丰富多彩。

每学期，我们都会选择不同的朝代，

民族，和主题，从而系统地探索，了

解和学习相应的音乐，舞蹈和乐器。

2017至2018学年，我有三十多名

学生，从小班到二年级，孩子们每天

有30分钟的中文音乐课，课程内容包

括唱中文歌，跳中国传统舞蹈、认识

并演奏中国传统乐器、学习简单的中

西方音乐史和乐理等。这学期我们涉

及的乐器有古琴、筑和葫芦丝。古琴

是汉民族最古老的乐器之一，筑背后

有著名的荆轲刺秦王和汉高祖刘邦击

筑唱大风歌，葫芦丝属于大众喜闻乐

见的民间乐器，同时又是云南少数民

族乐器，在学习时可以结合很多少数

民族风土人情和趣味故事。

因为目前孩子们年龄偏小，我们

会学一些耳熟能详的美国儿歌，但歌

词是中文。他们熟悉旋律，就会更容

易接受。当然，我们也会学例如《春

天在哪里》，《我是一个粉刷匠》，

《恭喜恭喜》，《找朋友》等脍炙人

口的中国儿歌。音乐史和音乐理论方

面，我们和其他学校一样会学习西方

音乐史和一般的乐理和五线谱，但是

我们也会学习中国的五声音阶，燕乐

，清乐和雅乐等。

在舞蹈方面，去年中国新年音乐

会，孩子们表演了新疆舞和傣族舞，

今年，我们会表演传统古典长袖舞。

中国古代的舞蹈中有很多长袖飘飘的

元素，而《韩非子· 五蠹》中，更有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文字记

载。我的家乡江苏省徐州市是两汉文

化的发源地，在徐州市的博物馆和汉

画像石馆里，常年陈列展着一些陶俑

，玉舞人和汉画像石，可以清晰的分

辨出他们在跳长袖舞，这种舞蹈起源

于先秦，盛行于楚，成熟蓬勃于汉。

从小这些窈窕娇柔，云袖长襟的舞蹈

动作就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在

教孩子传统舞时，都会普及与舞蹈对

应的朝代的历史故事或民族风俗，虽

然这些故事都来自中国，但孩子接受

起来却很快，舞蹈动作的学习速度也

很快，我希望他们在跳舞时会想象故

事的情节、人物和话语，有了这些理

解后，他们会更容易在舞蹈中表达出

故事性，使得表演更引人入胜。刚开

始，其实多多少少还是让我有一丝惊

讶的。后来，我发现孩子们是最不设

防的，他们没有先入为主的观点，他

们永远抱着开放的学习心态，对各种

族和国家音乐和文化都有无限的包容

和热爱。

在纽约，双语学校还没有成为主流

，但我们学校希望通过学习语言来了解

不同的文化内涵。我们学校的孩子对于

所学的语言充满自豪感。有时带着他们

去音乐厅或者博物馆演出或去中央公园

，但凡他们看到亚裔脸孔的人都会特别

积极地开口和别人说中文，这就说明学

生有把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出去。作为音

乐老师，我一直想方设法带他们去参加

各种中国文化活动。前段时间，我们去

了皇后区博物馆(Queens Museum)的庆

祝中国农历新年的活动，孩子们表演了

吹葫芦丝，还唱了中文歌。之前我们也

有参加纽约大学的青年艺术家音乐会，

以及书法展。孩子们看到自己写的毛笔

字和画的水墨画熊猫跟很多著名书法家

的作品一起展出，感到非常的骄傲。我

们纽约国际学校坚信，通过语言的桥梁

，接触到各种形式的中华艺术文化，通

过学习各种传统的中华艺术文化，激发

孩子们更大的兴趣，使他们从而自发地

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和探索。

使用“音乐”促进中文学习

我在纽约大学学的是音乐教育，

这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教音乐，另一

层意思则是以“音乐”作为一个工具

促进孩子们的学习包括语言学习。我

觉得大部分孩子都是喜欢音乐的，音

乐给人一种可以参与互动的感觉，可

以以趣味性的方式把比较枯燥的东西

掌握。举个例子，我要教孩子认识脸

上的不同器官，比较机械的方式是直

接告诉孩子某一个部位属于什么器官

，但比较灵活的方式是把器官串成一

首旋律，比如“眼睛鼻子耳朵”，一

边唱一边手指这些部位，孩子们就特

别容易接受这种方式，他们在无形的

朗朗上口中自然学会了这些器官部位

，没有额外花时间刻意记忆和背诵。

我在做音乐教学时，特别注重用

简单、家喻户晓和这些孩子们从小熟

悉的旋律教他们歌唱。我还经常用充

满趣味的方式教学，现在有两个小姑

娘对绕口令特别感兴趣，她们正在学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等绕口令，觉

得特别酷，我还教她们女子组合SHE

的《中国话》，在如此欢快的旋律中

，孩子们十分享受学习中文的乐趣。

通过音乐舞蹈和器乐的方式，使得学

习方式更加多元化，学习过程更有趣

味性，孩子更能体会到互动和参与。

同时也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多展示自我

的机会，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对多元

文化的尊重，热爱和包容。

弹古琴助特殊儿童减缓身体痛
苦

我一直相信音乐有治愈性，而且

对音乐治疗这个专业有很大兴趣，我

在读研究生时作了一个“古琴对特殊

儿童的影响”的课题研究，期间发生

了很多故事让我为之动容，但有一个

故事坚定了会一直服务于特殊儿童的

想法。当时在我的调查研究对象中，

有一对六个月大的龙凤胎，在出生时

有药物问题导致身体各项技能发育迟

缓且有不同程度的障碍，而且其中弟

弟更为严重。他每天要带一个类似于

头盔的帽子保护头部，脚上有一个24

小时监控仪器，监控他的身体运行。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特别可

怜，每隔大概5分钟，他就会因为身

体带来的不适感而哭。我当时的一位

导师一直尝试用吉他来对他进行音乐

治疗，希望减少他的痛苦，然而成果

却不尽人意。我坚信古琴会有效果，

于是开始每周二次，每次1小时的实

验，刚开始孩子并没有给出很明显的

反应，大概三周后，孩子每次哭的间

隔开始慢慢变长，这给我很大的信心

，大概两个月后的一天，孩子先是盯

着古琴看了一会儿，然后有意识的伸

出他胖乎乎的小手，想要触摸古琴，

而那一天，我刚好弹得是《普庵咒》

，一首宗教祭祀音乐，很多琴家相信

这首曲子有消灾驱邪祈求平安的功效

。而我确信，他感知到了古琴的声音

，古琴的音色给了他平静和力量。我

也看到，那一刻，其他的几位老师都

留下了眼泪。

我并非出身于艺术世家，我的父

亲是名法官，母亲做财务工作，但他

们都非常的热爱音乐，热爱生活。在

我从小学习音乐的过程中，父母对我

要求很严格，绝不允许我三天打渔两

天晒网，他们希望我通过学习乐器明

白，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轻轻松松学

会的，一定要学会付出和坚持。而同

时，学习和演奏乐器可以培养一个人

的严谨和认真的习惯，音符，节拍，

强弱变化，表情术语等等，需要肢体

，眼睛和大脑的高度协调，这中间一

定会有畏惧，有枯燥，有妥协，有瓶

颈期，而每一次的反复练习，抵制浮

躁，克服疲惫，懂得妥协，耐住寂寞

，都是对个人品质和性格的磨炼和成

长。

艺术教学两并进，推动中国传
统乐器在海外

这是我在国外的第五年，我慢

慢的感觉到了一种使命感，我希望

通过演奏和教学这两种相辅相成的

方式，让更多的人切实的学习中文

，学习古琴，学习中国文化。我会

继续我的音乐会生涯，也会更努力

的学习做一名好老师。当然，一定

也不会放弃为任何一个机会为特殊

儿童教育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作为

职业音乐会演奏家，是美好的。在

音乐会的2个小时中，仿佛世界都停

止运作了，只有我，只有听众，只

有古琴，不同颜色的皮肤头发，说

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背景的人们

聚集在一起，不需要太多的交流，

只需要一件乐器，就可以把我们紧

密的联系在一起。我们随琴音有着

相同的呼吸节奏，而这琴音似乎可

以穿梭在我们身体骨骼筋络的每一

处，让我们变通透，变平和，变质

朴，变明亮。每天有无数双闪烁着

光芒和希望的纯真眼睛看着你，那

是信任和未来。那是你用自己的一

点微薄的能量去影响着，改变着这

些年轻孩子。今天，我的希望是让

他们有机会学习中文，古琴和一切

他们在外面很难有机会接触到的中

国传统文化元素，而明天，和未知的

以后，我寄希望于他们把这些传播和

发扬给更多的群体和族裔。我想，这

应该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为之努

力奋斗，最质朴但却又最有意义，最

让我们为之动容的地方吧。

吕皎月 用音乐打开孩子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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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不好做，动起歪脑筋。11日，

高邮警方通报，高邮市公安局经侦大队

破获江苏皇缘商贸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涉案

金额4亿余元，涉及江苏省内7个地级

市20余个县区3000多名投资人。

东窗事发
卖酒生意难做，搞非法集资“美
梦”破碎

2017年6月，高邮警方获得线索：

该市一酒行以“皇缘酒”商品订单投资

模式向群众吸收资金，最近酒行负责人

王某失联，引发群众讨要投资款。

经查，从2009年开始，王某在高邮

市开店销售安徽亳州某酒厂生产的皇缘

白酒，生意一直不算好。2014年底，王

某了解到市场上以商品订单模式营销白

酒的方式赚钱快。2015年1月23日，王

某注册成立江苏皇缘商贸有限公司。该

公司的集资模式为：“投一分钱拿三分

货模式”。即客户与公司签订《商品订

单协议书》，约定首单投资1.5万元，

次单复投每单均为1.2万元。客户可以

直接提走价值4.5万元的皇缘酒，或者

客户先提走价值1.5万元的皇缘酒，剩

下 3万元的酒由公司代销，公司收取

20%的管理费6000元，余下2.4万元分

64周返还，每周返还客户375元。

警方通报，该公司市场部人员宣称

，公司运用“神奇ABC黄金法则”来拓

展皇缘酒销售业务，通过吸收客户资金

，资金循环运转，扩大皇缘酒的知名度

和市场占有率，最后再把卖酒挣来的钱

回报给客户。公司给市场部的业务提成

为10%，基数1.5万元，每单提成1500

元。办案民警发现，很多业务员都有日

常工作笔记，一名叫小刘的业务员在笔

记本上记载：客户杨某有一定经济实力

，有意向投资，但犹豫不定，下一步请

吃饭继续沟通，争取拿下。

因无法向客户及时兑付返利，犯罪

嫌疑人王某选择了“跑路”，后在高邮

警方的侦查攻势下，王某于2017年6月

19日向高邮警方投案自首，并对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王某说：“刚开始我确实

想在本地打造皇缘酒的品牌，梦想走上

一条成功之路，但这种代购代销模式注

定我的梦想不会成功，资金链一定会崩

盘……”

内幕起底
号称价值4.5万元的酒市场价才
5000元

办案民警叶辉灵介绍：“几乎没有

客户会选择第一种投资方式，都是幻想

拿到高额返利，而去选择第二种投资方

式。该公司为了吸引客户复投多单，规

定如果客户一次性投资10单，在不拿酒

的条件下，公司会加送一单，即‘投十

送一’。有一名客户，一次性就投资了

160万元。”

那么，价值4.5万元皇缘酒的真实

价格是多少呢？办案民警吴晓明向记者

介绍：“犯罪嫌疑人对外吹嘘价值4.5

万元皇缘酒，市场价格大概是5000元。

据悉，该公司组织架构严密、人员

分工明确，法人代表、董事长王某，负

责公司全面事务；总经理陈某标，负责

日常公司管理；另外还有魏某等6名副

总经理，负责公司市场运营。公司在连

云港、泰州兴化、淮安、无锡、镇江扬

中、南通及扬州各区县等多地开设分公

司和销售门店。公司成立后，通过互联

网宣传、召开推介酒会等方式，向社会

公众吸收资金。仅2016年，就先后在扬

州高邮、连云港等地举办8次推介酒会

，并在高邮修建了宴会厅，专门用于举

办酒会。

这个案子有两点警示

警方提示，投资人要提高识别能力

， 不要被高息诱惑蒙蔽。首先，任何

一家企业都不能保证经营运转能始终保

持盈利状态，高投资往往伴随着高风险

；其次，要看投资公司主体资格是否合

法，从事的集资活动是否获得相关部门

批准，如果不具备出售金融产品以及开

展存贷款业务的主体资格，就涉嫌非法

集资。

4亿元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案

有人一次投160万 最高法已于2017年3月23日

核准“渔2682号渔船惨案”被告

人刘贵夺、姜晓龙、刘成建、黄

金波、李承权死刑。

这起令人震惊的血案也被称为

“太平洋大逃杀案”。经法院审理

查明，被告人刘贵夺组织、指挥姜

晓龙等人先后杀害16名船员，并

致6人失踪。

搜索发现，中国裁判文书网

已公布该案4名失踪人员经法院

宣告死亡的判决书。法院认为，

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法院按法定程序发出寻人公告，

该4人经法定公告期满三个月仍

然下落不明，符合宣告死亡的法

定条件。

据公开报道，2010年12月27

日，按海上习俗放了一挂鞭炮祈求满

载而归后，鲁荣渔2682号渔船载着33

名船员，从山东荣成石岛港出海，驶

往东南太平洋公海(秘鲁外海)进行捕

鱿作业。2011年8月12日，原本作业

期为2年的鲁荣渔2682号被渔政拖回

石岛港。此时， 这艘渔船不但船舱

受损，动力丧失，令人惊讶的是，原

本一起出海的33人只剩下11人。

后经警方调查及法院审理，这起

震惊全国的案件面目渐次清晰：威海

中院一审查明，2011年6月17日至7

月25日，鲁荣渔2682号渔船在智利

附近海域作业期间，以刘贵夺为首的

部分船员因不满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

，经事先预谋，由刘贵夺指挥，其他

人分工配合，劫船返航回国。途中，

因内部争斗等原因，刘贵夺组织、指

挥姜晓龙等人先后杀害16名船员，

并致6人失踪。

2月8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

该案死刑复核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

法院于2017年3月23日核准该案被告

人刘贵夺、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

、李承权死刑。

这起血案中的6名失踪者是否已经

找到？中国裁判文书网已公布该案4名

失踪船员经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书。

2014年2月27日，青岛海事法院

作出两份判决，宣告马玉超、邱荣华

死亡。法院确认，2011年7月中旬，

鲁荣渔2682号渔船被劫持航行至夏威

夷以西海域，船员马玉超落水失踪，

搜救未果，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已

无生还可能；2011年7月24日，鲁荣

渔2682号渔船被劫持航行至日本以东

1000余海里的西北太平洋海域，船员

邱荣华落水失踪，搜救未果，经有关

机关证明该公民已无生还可能。

2014年8月7日，青岛海事法院

再作出两份判决，宣告单国喜、丁玉

民死亡。法院确认，荣成市公安局出

具证明，2011年7月24日、25日，鲁

荣渔2682号渔船被劫持至日本以东

1000余海里的西北太平洋海域，单国

喜、丁玉民落海失踪，经搜救无果，

认定两人已无生还可能。

上述判决书显示，根据《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法院按法定程序发出寻人公告，经

法定公告期满三个月，仍然下落不明

，符合宣告死亡的法定条件。

新华社曾报道称，2013年7月19

日，山东威海中院对该案11名被告

人作出一审宣判。考虑到刘贵夺等11

名被告人无赔偿能力、部分失踪人员

死亡后果不确定等实际情况，经威海

中院及当地党委、政府积极协调，渔

船所属公司与绝大部分被害人亲属达

成和解，并已垫付赔偿款共计530万

余元。对其他被害人亲属的经济损失

按照正常法律程序予以解决。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两份辽宁

高院的民事裁定书显示，渔船所属的

荣成市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曾被该

案中两名遇害者的家属告上法庭。

家属们诉称，两遇害者与鑫发水

产公司之间系劳务合同关系，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

一条的规定，“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

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

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

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

荣成市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应承担

雇主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荣成市人保

局做出的工伤认定，两遇害者所受伤

害系因工死亡，应认定双方当事人之

间系船员劳动合同关系。我国《工伤

保险条例》相关规定，职工因工死亡

的，其近亲属应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

应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工伤职工或

者其近亲属对经办机构核定的工伤保

险待遇有异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予以解决。

法院称，遇害者家属如对荣成市

人保局工伤认定不服，应提起行政复

议程序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予

以解决；如对此无异议应向工伤保险

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工伤保险待遇，在

未经上述程序处理之前，本案尚不具

备进入民事诉讼的条件。

据此，法院驳回了遇害者家属们

的起诉。

“太平洋大逃杀案”追踪：
6失踪者至少4人已宣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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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0-02/23:  8 AM/上午-4:30 PM/下午 

           02/24: 7 AM/上午-7:00 PM/下午 

           02/25: 1 PM/下午-6:00 PM/下午 

02/26-03/02:  7 AM/上午-7:00 PM/下午 

歡迎到 www.judgechang.com 網站閱讀張法官競選訊息幫忙助選 

請將神聖的一票投給張法官. 預祝Theresa Chang 連任哈里斯第二號庭縣法庭法官! 

Pol. Ad. Pd. For by the Theresa Chang  Campaign 

共和黨初選 
02/20/18-03/02/18 (提前投票日)  

03/06/18 (週二) (最後投票日) 

 

 
請將選票翻到 

“共和黨-法官,第2號庭縣民事法庭”
那頁，即可投給  

Theresa Chang （張文華） 

(請參考選票樣本如右） 
 

 

張法官的服務成績 
 

保护宪法和公民权利. 

公平高效断案. 

自上任后减少法庭积压案件 

45%. 

上诉率小于1%. 

休斯顿律师协会投票哈里斯
郡民庭法官第一名. 

每一張神聖的一票都可決定勝負 
 

 

請細聽張法官自述2012年初選的險勝經驗 ...  
 

在2012年的黨內初選,總共有十二多萬選民投票,我只贏了

265張票.若非愛戴我的選民對我的支持,瞭解每人選票的重
要性,我就無法獲得過去六年這難能可貴的服務經驗. 
 

2012年初選結果:我得62103票;我的對手得61838票. 
 

請務必把神聖的一票投給我,讓我繼續為您服務! 

 

 

Early Voting Hours of Operation  

提前投票日及時間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3599 Westcenter Drive, Houston, 77042 
 

Alief  ISD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4250 Cook Road, Houston, 77072 

Early Voting Locations  

提前投票地點 

星期一 2018年2月26日 Monday, February 2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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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到籃裏的都是菜 ：《汪曾祺自選集》
承漓江出版社的

好意，约我出一个自
选集。我略加考虑，
欣然同意了。因为，
一则我出过的书市面
上已经售缺，好些读
者来信问哪里可以买
到，有一个新的选集，
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
二则，把不同体裁的
作品集中在一起，对
想要较全面地了解我
的读者和研究者方便
一些，省得到处去搜
罗。

我年轻时写过诗，
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写。
我对于诗只有一点很
简单的想法。一个是
希望能吸收中国传统
诗歌的影响（新诗本
是外来形式，自然要
吸收外国的，——西
方的影响）。一个是
最好要讲一点韵律。
诗的语言总要有一点
音乐性，这样才便于
记诵，不能和散文完
全一样。

我的散文大都是
记叙文。间发议论，
也是夹叙夹议。我写
不了像伏尔泰、叔本
华那样闪烁着智慧的
论著，也写不了蒙田
那样渊博而优美的谈
论人生哲理的长篇散

文。我也很少写纯粹
的抒情散文。我觉得
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
制。感情过于洋溢，
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
样，自己有点不好意
思。我读了一些散文，
觉得有点感伤主义。
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
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
散文的传统。有些篇
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
庵的痕迹。

我只写短篇小说，
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
说。或者说，我只熟
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
思维方式。我没有写
过长篇，因为我不知
道长篇小说为何物。
长篇小说当然不是篇
幅很长的小说，也不
是说它有繁复的人和
事，有纵深感，是一
个具有历史性的长
卷……这些等等。我
的小说最长的一篇大
约是一万七千字。有人
说，我的某些小说，
比如《大淖记事》，
稍为抻一抻就是一个
中篇。我很奇怪：为
什么要抻一抻呢？抻
一抻，就会失去原来
的完整，原来的匀称，
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
了。我以为一篇小说

未产生前，即已有此
小说的天生的形式在
，好像宋儒所说的未
有此事物，先有此事
物的“天理”。我以
为一篇小说是不能随
便抻长或缩短的。就
像一个苹果，既不能
把它压小一点，也不
能把它泡得更大一点
。压小了，泡大了，
都不成其为一个苹果
。宋玉说东邻之处子
，增之一分则太长，
减之一分则太短，施
朱则太赤，敷粉则太
白，说的虽然绝对了一
些，但是每个作者都
应当希望自己的作品
修短相宜，浓淡适度。

我的小说的背景
是：我的家乡高邮，
昆明、上海、北京、
张家口。因为我在这
几个地方住过。我在
家乡生活到十九岁，
在昆明住了七年，上
海住了一年多，以后
一直住在北京，——
当中到张家口沙岭子
劳动了四个年头。我
们以这些不同地方为
背景的小说，大都受
了一些这些地方的影
响，风土人情、语
言——包括叙述语言，
都有一点这些地方的

特点。但我不专用这
一地方的语言写这一
地方的人事。我不太
同意“乡土文学”的
提法。我不认为我写
的是乡土文学。有些
同志所主张的乡土文
学，他们心目中的对
立面实际上是现代主
义，我不排斥现代主义。

我写的人物大都
有原型。移花接木，
把一个人的特点安在
另一个人的身上，这
种情况是有的。也偶
尔“杂取种种人”，
把几个人的特点集中
到一个人的身上。但
多以一个人为主。当
然不是照搬原型。把
生活里的某个人原封
不动地写到纸上，这
种情况是很少的。

重看我的作品
时，我有一点奇怪的
感觉：一个人为什么
要成为一个作家呢？
这多半是偶然的，不
是自己选择的。不像
是木匠或医生，一个
人拜师学木匠手艺，
后来就当木匠；读了
医科大学，毕业了就
当医生。木匠打家
具，盖房子；医生给
人看病。这都是实实
在在的事。作家算干

什么的呢？我干了这
一行，最初只是对文
学有一点爱好，爱读
读文学作品，——这
种人多了去了！后来
学着写了一点作品，
发表了，但是我很长
时期并不意识到我是
一个“作家”。

重看旧作，常
常会觉得：我怎么
会写出这样一篇作
品来的？——现在
叫我来写，写不出
来了。我的女儿曾
经问我：“你还能
写出一篇《受戒》
吗？”我说：“写
不出来了。”一个
人写出某一篇作品
，是外在的、内在
的各种原因造成的
。我是相信创作是
有内部规律的。有
人把政治的、社会
的因素都看成是内
部规律，那么，还
有什么是外部规律
呢？这实际上是抹
煞内部规律。一个
人写成一篇作品，
是有一定的机缘的
。过了这个村，没
有这个店。为了让
人看出我的创作的
思想脉络，各辑的
作品的编排，大体

仍以写作（发表）
的时间先后为序。

严格地说，这
个 集 子 很 难 说 是
“自选集”。“自
选集”应该是从大
量的作品里选出自
己认为比较满意的
。我不能做到这一
点。一则是我的作
品数量本来就少，
挑得严了，就更会
所剩无几；二则，
我对自己的作品无
偏爱。有一位外国
的汉学家发给我一
张调查表，其中一
栏是：“你认为自
己最具有代表性的
作品是哪几篇”，
我实在不知道如何
填。我的自选集不
是选出了多少篇，
而是从我的作品里
剔除了一些篇。这
不像农民田间选种
，倒有点像老太太
择菜。老太太择菜
是很宽容的，往往
把择掉的黄叶、枯
梗拿起来再看看，
觉得凑合着还能吃
，于是又搁回到好
菜的一堆里。常言
说：拣到篮里的都
是菜，我的自选集
就有一点是这样。

H-1B簽證是允許美國雇主聘用外籍專業技
術人員的簽證項目。 H-1B申請人為外籍專業
技術人員的雇主，外籍員工則是申請的受益人
。若要申請2019財年的H-1B簽證，雇主需提
前準備申請材料並在2018年4月2日至4月6日
期間確保移民局及時收到申請材料。

2017年移民局收到了199,000份H-1B申

請 ， 雖 然 少 於
2016 年的申請人
數，但仍然遠遠超
過法定的 85,000(
其中 65,000 常規
名額，20,000 碩
士以上學位）配額
。 2018年預計申
請H-1B人數還會
大大超過法定名額
。由於H-1B工作
簽證與美國現任總
統特朗普的移民政
策息息相關，所以
我就此闡述如下：

美國總統特朗
普上台後，為了實
現其競選許諾-將
工作機會優先留給
美國人，在移民政
策上用行政手段大
大提高了外籍人員
獲得工作簽證的門
坎。從去年移民局
對H-1B發出前所
未有的大批補件通
知和拒絕通知可看
出以下幾點：

1. 對是否專業
職位的疑點， 比
如如果在工作職責
敘述上有某些職責
在專業範圍以外，
似乎並不需要本科
以上教育水平；

2. 對工資初級
水平的疑點，如果
工作職責描述比較

複雜，移民局認為該職位的工資應該高於初級
水平。總之，雇主付高工資（年薪$90,000以
上)才是移民局優先批准的申請。

針對第1點，對雇主的規模，業務性質和
模式的詳細描述和說明很重要。

針對第2點，對於依靠找全職工作來申請
H1－B有困難的人來講，兼職（part-time job

）也不失為一個較好的選擇。兼職工作的好處
有以下幾點：1.較易滿足流行薪水（prevailing
wage）的要求。因為兼職是按小時計費，隻要
滿足流行薪水的時薪就足夠了；2.可以身兼數
職；3.可與與全職的轉換：如果僱主沒有足夠
的能力來發全職的薪水，全職的H－1B可以要
求減少工作時間，來避免被裁的阨運。僱主可
以向移民局遞交修正文件，把全職的H－1B轉
換成兼職的H－1B；當公司的經營形勢好轉後
，又可以改為全職的H－1B。

對於今年頭一次申請H-1B的讀者，我在這裡
進一步詳細介紹如下：
H－1B的受益人必須具備什麼條件呢？

1. 申請H－1B簽證的人必須在美國找到僱
主，並有僱主方提出申請方可。此美國僱主可
以是個人，公司，事務所，合同人和其他任何
組織或經濟實體。此僱主必須具有聯邦報稅號
。此工作全職或兼職皆可。

2. 美國僱主所提供的職位必須是法律上認
可的特殊專業性工作（Special Occupation）。
此特殊專業性工作的含義，是指一項工作需要
使用獲得的特殊專業知識和具有大學學士以上
的學位。如果某行業要求有開業執照，則申請
人須持有此執照。特殊專業一般包括工程師、
會計師、律師或外國法律顧問、科學傢、圖書
館學傢、心理學傢、財經顧問、繫統分析師、
工程師、建築師、教授、教師、記者、編輯、
專業文獻作傢、管理顧問和市場調研師等。

3. 所僱的外籍人士，即受益人，必須要證
明其具備擔當這個特殊專業性工作的水準與揹
景。一般而言，此受益人必須具有此專業或相
關專業的大學學士以上的學位。此外，每三年
工作經驗可視為一年大學本科教育，故有十二
年的工作經驗也可以認為是具備大學學士同等
學歷。

4. 僱主，即申請人必須證明他提供給受益
人的工資，絕不低於美國同行業的普遍工資標
準。
那麼，申請H－1B的具體程序又是什麼呢？

美國雇主在向移民局提出申請之前，必須
首先向勞工部申報“勞工情況申請表”
(ETA-9035表Labor Condition Application)，簡
稱 LCA。此申請錶主要證明僱主付給受益人的
薪資不低於同一地區，同一行業，同類工作的
平均工資。勞工部批準備案後，美國雇主才具

備了僱用資格，才能向移民局提出僱用外國員
工的申請。

勞工條件申請批准後，雇主在此基礎上向
移民局提出H-1B專業人員簽證申請。一經批
准，移民局將簽發I-797批准通知書給雇主。
美國雇主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提供的材料是：

1. 非移民僱員申請表I-129和I-129H；
2. 公司簡介：美國雇主所從事的行業、公司

成立日期、員工人數、聯邦報稅號碼、最近一
年的生意總額等；

3. 僱傭合約：雇主與申請人之間的僱傭合約
，包括工作性質、工作職責、工作時間、工資
、福利及合約的有效期等；

4. 專業性工作證明：證明雇主所提供的工作
是屬於專業性工作，該工作必須由具有專業水
平的人士來擔任；
5.支付工資能力證明：證明雇主有支付工資的
能力，例如：報稅單、銀行月結單、財務會計
報表等；

6. 移民局的有關申請費。這些費用移民局
都有明確要求，不可一點馬虎。

2019年度的H-1B申請馬上就要開始了。
移民局從4月2日開始接受申請，至4月6日截
止。為了及時有效地遞交申請， 現在就應該著
手準備文件和材料， 包括向勞工部申請LCA，
外國學歷學位認證等。

徐建勳國際律師事務所為休斯頓及週邊地
區的民眾提供法律服務已有20餘年，在代理
H-1B簽證等諸多申請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在接到客戶的委託後，我們會和客戶本人，客
戶的雇主密切溝通，無論您是剛畢業不久尚在
OPT階段的職場新人，還是富有經驗的專業人
士，我們都會為您為精心製定一個申請方案，
用我們的專業能力，全力為您爭取申請的成功
。如您有其他移民問題，包括申請移民加拿大
，或者有關商業訴訟，家庭法等方面的問題，
也歡迎您同我們聯繫。

注意：本文僅為本所法律知識的一般介紹
，並不搆成法律意見。具體問題應向專業律師
諮訊。

徐建勳國際律師事務所地址：11110 Bel-
laire Blvd #231，Houston, Texas, 77072
電話: (713)772-2400 傳真: (800)887-7059 電
郵Email: jshu@shuandassociat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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