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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杀人罪 28 年后终获无罪 共失去人身自由 9218 天 系被关押最久的蒙冤者

刘忠林申请 1667 万余元国家赔偿

蒙冤 28 年获无罪的刘忠林于 5 月 23
日下午向吉林省高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
请书，索赔总额达 1667 万余元，并要求
赔偿义务机关辽源中院在媒体公开赔礼
道歉。据律师计算，刘忠林失去人身自
由 9218 天，据此要求支付侵犯人身自由

近日，山西“扫黑第一案”、闻喜
侯氏“盗墓黑帮”案相关被告人陆续被
审判，其中已有 1 人一审被判处死缓，8
人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据了解，侯氏“盗墓黑帮”的头目
原为上世纪 90 年代的文物案逃犯，躲过
风头之后“招兵买马”，盗贩文物，坐
大成为当地的黑恶势力集团。闻喜县一
些专门保护文物的民警，在巨额经济利
益驱动下，沦落成犯罪分子的“保护伞
”。
自 1993 年起，侯金发与侯金海等人
通过收编、豢养“盗墓高手”，抢占
“墓葬地盘”，“流水线作业”，形成
了盗贩文物的罪恶链条。
据一些“盗墓高手”供述，除了自
己“寻墓点穴”，他们还紧盯市场，一
旦市场上出了“新货”，就千方百计打
听到出货地点，然后暴力“抢占地盘”
，安排“盗墓高手”去盗挖。比如，侯
氏“盗墓黑帮”抢夺了中条山下酒务头
村的疑似商代墓群后，就将此地霸占，
如“做工程一样”吃干榨净。

制措施，1994 年 8 月 4 日被辽源中院以故
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2016 年 1 月 22 日，刘忠
林刑满释放，2018 年 4 月 20 日被吉林省
高院改判无罪。本案中，吉林省高院于
2012 年 3 月决定再审刘忠林案，到 2018
年 4 月作出改判，因再审历经 6 年之久，
该案又被称为“马拉松式再审案件”。
根据无罪判决，刘忠林依法提出国
家赔偿申请。代理本案的北京律师李会
清、屈振红介绍，刘忠林的赔偿诉求包
括 5 项，分别为：支付侵犯人身自由赔
偿 金 7874199.96 元 ； 在 中 央 电 视 台 、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浪
网和新华网、《吉林日报》、《辽源日
报》等国家和省市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为赔偿请求人恢复名誉，以消除错误
国家赔偿金 787 万余元及精神损害抚慰 判决造成的负面影响；赔偿精神损害抚
慰金 800 万元；赔偿申冤费用支出 50 万
金 800 万元。
元(包括赔偿请求人及家属数次到长春、
申请国家赔偿 1667 万余元
北京等地申诉、控告的交通费、住宿费
、资料费、律师费、误工费等)；赔偿后
刘忠林现年 50 岁。因涉嫌故意杀人
罪，刘忠林于 1990 年 10 月 28 日被采取强 期治疗费 30 万元。上述各项索赔共计人

民币 16674199.96 元。

申请金额中包括精神损害
李会清和屈振红介绍，经计算，
刘忠林被关押 25 余年，失去人身自由
9218 天，是目前国内失去自由时间最
长的蒙冤者，“我们认为，失去人身
自由是 24 小时全天候的，应按国家公
布 日 赔 偿 金 最 新 标 准 284.74 元 的 三 倍
，支付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金
7874199.96 元。”
此外，刘忠林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
金索赔额为 800 万元，后期治疗费 30 万
元。对此，刘忠林在申请中详述其索赔
理由。
刘忠林控诉其遭遇严重的刑讯逼
供，不但被细绳勒肉、棍棒抽打，
由于“供认”的情节与警方掌握的
线索不能吻合，办案人员用竹签插
进其十根手指的指甲缝，并用一米
多长、二三厘米粗的铁棍砸伤其右
脚大拇指，最终造成其被迫截肢，
落下终身残疾。

山西闻喜有个“盗墓黑帮”
保护文物的民警成“保护伞”
他们在盗墓手法方面不断“升级”
，从原来的洛阳大铲、小铲盗挖，发展
成现在的火药炸墓。“高手”依靠一根
探杆带出来的土样和手感，就知道底下
有没有墓、墓的具体位置。将墓葬找出
后，在墓体一侧探杆扎出的小洞中倒满
火药，爆炸之后，土向周边涌去，中间
出现直径约半米的洞。“清货”人员下
去，围着墓葬四边绕一周，清出“货物
”，而墓中间的土不动，防止坍塌。
“高手”能够做到将墓穴的墙体炸开但
不伤墓体。
清出货后，他们一般会在接近洞口
的地方做个隔挡，上部用土将盗洞回填
，这些分布在村庄、田地下面的墓葬被
盗后不易被发现。

据了解，这些盗挖人员多数家庭不
富裕，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淡薄。
他们只是底层苦力，“老板”才是幕后
操控者和获益者。“‘清货’时一般下
去两个人，一个是‘老板’安排的监工
，防止挖墓者私藏货物。清出货后，
‘老板’以很低的价格将东西收走，再
高价贩卖。”据犯罪嫌疑人供述。
据调查，“盗墓黑帮”的崛起背后
都有“保护伞”的踪影。为了保护众多
的国家宝藏，闻喜县警方专门成立了文
物犯罪侦查大队，但在巨额经济利益驱
动下，一些保护文物的民警竟沦落成保
护犯罪的“工具”。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显示
，时任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的景益民安

排公安局文物犯罪侦查大队民警李安吉
、李晓东在值班巡逻时，有意绕开盗墓
地点。两人为他人实施盗掘提供保护，
其中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
古墓葬 14 次 16 处，其他古墓葬 1 次 2 处
。
在充当“保护伞”的同时，他们还
“监守自盗”，亲自组织盗墓。景益民
网罗了“南征”逃犯、“盗墓专家”李
福学团伙将国保单位、东周时期的上郭
古城和邱家庄墓群当成“自家后院”，
组织盗挖古墓 11 次 13 处，将所盗文物贩
卖。闻喜县公安局民警张选忠自 2005 年
以来，组织参与盗墓团伙多次盗掘国家
、省、县级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造成
国家文物大量流失。

赔偿义务机关为辽源中院
刘忠林称，他一生中最美好的 25 年
都在看守所和监狱里度过，因而错失结
婚生子、成家立业的机会，出狱后，他
没有任何谋生技能，只能靠当保安、打
零工维持生计。“如今孑身一人，‘房
无一间、地无一垄’，如果不蒙冤，现
在的赔偿请求人早该是儿孙满堂、尽享
天伦之乐的时候了。”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刘忠林的国家
赔偿申请书中，赔偿义务机关为辽源中
院。据《国家赔偿法》规定，刑事案件
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
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赔偿义务机关
是人民法院的，赔偿请求人可以依照本
规定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
请作出赔偿决定。
李会清和屈振红解释，本案中，刘
忠林的上诉权被剥夺，没有经过二审，
即由吉林省高院作出核准死缓的裁定，
因此，本案中的赔偿义务机关是辽源中
院。

记者看到，侯氏专案中警方追缴回
来的文物仿若一个“小型博物馆”。数
次前往闻喜的考古学家李伯谦看过被盗
文物后痛心疾首：“有的一个墓的价值
就等同于一个国保区啊！”
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侯氏“盗墓黑帮”案成为山西“扫黑第
一案”。今年 2 月，山西省运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侯金发、侯金海、侯金亮等
9 名被告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盗掘古墓葬罪等 16 项罪名
案件依法进行了公开宣判。他们共同或
分别实施犯罪 74 起，违法行为 14 起。其
中 1 人被判处死缓，侯金发、侯金海等4
人被判处无期徒刑。3 月，景益民、李
福学、李安吉等 4 人一审被判处无期徒
刑。4 月，张选忠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
山西省公安厅和省文物局近日公开
发布，将联合开展为期三年的全省打击
文物犯罪专项行动，按照追逃犯、追文
物、追资产、深挖案件和“保护伞”的
工作要求，实施全链条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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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的十個最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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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学生低分高
能，中国的学生高分低能。因而世界
500 强 企 业 ， 一 般 不 愿 意 接 收 中 国 学
生，在他们看来，中国教育是培养知
识的奴仆，而不是在“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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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制度不同
成绩在美国属于“隐私”。老师给
五、考试制度：
家长看成绩单，他只给你看自己小孩的
美国的考试经常是开卷，孩子们一 成绩，不会公布全班的成绩。在中国，
周内交卷即可，而中国的考试则如临大 行政部门会想方设法的公布学校成绩。
敌，单人单桌，主监副监严防紧守。在 教师的考核也要看学生的升学率、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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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课堂讲纪律，美国的课
堂讲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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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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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所有的活动都是为
了赚钱，也有很多是打义工的。美国让
小孩接触社会环境的方式非常多，他们
认为教育即生活。

真正的美國教育是什么樣？
美国教育一直被国际视为标杆和“神话”，然而
真正的美国教育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
中学特级教师肖远骑继推出《告诉你，我知道的
美国教育》之后，又于近日撰写了后续篇——
《美国教育的秘密》，继续对美国基础教育进行
客观解读。
画完画，中国孩子问“像不像”，美国孩子
问“好不好”
数年前曾读过一则短文，说中国孩子画完
画 ， 经常问老师“像不像”，而美国孩子则问
“好不好”。别小瞧了这点发问的差别。“像不
像”是从模仿别人的角度出发，“好不好”是从
自己创造的角度出发，从这个细微的差别中似乎
就能“注定”他们的人生走向，甚至可以说“两
国孩子将来人生的不同走向，或许已隐约体现在
这不一样的‘问’中了”。
“教”美国孩子学画画，老师往往不设样
本，而且不规定模式，让孩子自由“构图”，这样，
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范本”，孩子画的画也完
全是一种“创作”。正因如此，美国孩子自然也
就不问“像不像”了。而如此培养出的孩子，思
维充满创造性和活力，日后才可能是开放性和创
造性人才。
又例如，美国五年级学生从写作文开始，就
与中国同龄孩子不同。中国是一个班级几十人做
同一个话题或同一个题目，而美国则是每个孩子
自己找题目，他们称之为找课题（project）。在
中国，“找课题”往往只有对在读研究生及以上
的人才有要求。自我写作、自我创作、我写我
思，这才是真正的作文教学。因此，在美国小学
教室里，你会看到学生带来的各种小“玩意儿”，
有的提着一个有小白兔的笼子，而有的拿着小鱼
缸。不用奇怪，因为也许他们正在做与之相关的
课题。
由此说来，创新教育从娃娃抓起，这是很值
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美国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孩子的短处，并竭
力弥补
中国教师常常会说，“没有教不会的学生，
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而在美国，教师经常说的
也有一句话：“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
育。”在美国人的教育观里，哪怕是被现行教育
标准公认为是智力水平最低的孩子，实际上也有
特殊才能。
美国教师认为，教育如果专门注视孩子的短
处，那激发的是孩子的自卑。在这样的观念之

下 ， 孩 子 们 不 仅 在 教 育 中 被 放 在 了 被 动 的位
置，而且往往被挫伤学习兴趣，甚至会产生不可
改变的对教育的抵触心理。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孩
子能力的开发与培养。
为此，美国教育的任务是发现孩子的短处，
并想方设法弥补孩子的短处。美国的小学虽然没
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
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
无际的知识海洋；他们没有让孩子们死记硬背大
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
们怎样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
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
等，而是竭尽全力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并努力赞
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保护和激励孩子
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美国教师认为，每一
个孩子都是富有创造力的生命，关键在于我们能
否发现他们的天赋。
“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教育
不仅深刻地作用于人的一生，而且深刻地影响着
一个民族的命运。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
竞争，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就是教育。为此，我们
应该有这样的教育观。

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敬畏
，每一个灵魂都有质感，教师与学生共时、和谐成
长。立足差异，努力寻找成就感和幸福体验，守
护人性的尊严。我们坚信每一个人都具有独一无
二不可替代的价值，人生真正的幸福在于在各自
的生命道路上寻找自我，进而超越自我。

历史科最难，鼓励孩子的挑战精神
美国教育鼓励孩子们的挑战精神。孩子进入
中学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甚至会问孩子托马
斯· 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有哪些局限。那
么，托马斯· 杰斐逊是什么人呢？他是美国立国
的伟人之一，而且是美国精神的代表。他起草的
《独立宣言》不仅被视为美国的立国之基，而且
是资本主义最经典的法律文本之一。然而，老师
的这一声询问，起码让孩子们去做几件事情：好
好阅读甚至要研究一下杰斐逊和他起草的立国宣
言；认真研究一下各种学派对杰斐逊的评价；调
动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老师
传递给孩子们一种理念：你们可以对世间的一切
进行质疑，进行思考，包括对“神圣”和“权威”
进行自己的思考。我在想，鼓励孩子们在思考中
质疑权威，可能不仅是在教授一种奇绝的学习方
人的根本素质不是分数能考量的
式，而且是在培养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品质。
美国教育界普遍认同的另一个教育观就是
我曾经问过到美国就读的中国孩子，你在美
尊重差异，不仅尊重一般性差异，而且尊重特
殊性差异。在他们看来，人的千差万别恰恰构
成了人丰富多彩的创造力基础，而教育的任务
恰恰应该是把人的各种各样的能量发掘出来，
而不能像可口可乐的生产线，把产品造成一个
模样。让每个孩子知道自己的潜能，让每个孩
子建立起自信，让每个孩子从事属于自己也属
于这个社会的富有个性的创造，这是美国教育
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他们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孜孜以求。教育孩子关注每个生命，开掘每个
生命的能量。这是美国在中小学教育目标上的
国家意志，起码是落在文字上的国家法律。美
国教育管理者都认为，教育是与制造业完全不
同的产业。制造业需要的是标准化，只有标准
化，才能有大工业，而教育恰恰需要的是个性
化，因为每个人是千差万别的，开发千差万别
的个性潜能，才是产生创造力的基础。只有千
差万别的创造力汇集起来，才能成为推动社会
前进的巨大能量。
美 国 纽 约 史 蒂 文 斯 中 学 张 校 长 说： “ 我 相
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人的根本素质
不是分数能考量的。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学
生点亮他们的梦想，让他们勇敢地走向未来之路

国最怕的学科是哪一门？他们回答，不是数理
化，不是英语，而是美国历史。我很好奇，美国
的历史只有二三百年，怎么会比中国历史还难学？
学生说学美国历史，不仅是 了 解 美 国 历 史 ， 而
是 理 解 美 国 历 史 。 例 如 ， 老师的作业“公民权
利”研究论文要求写到 3 至 5 页，打印出来，要
双空行，至少用3种资料来源（如网上、书籍等），
至少有 5 句引文。同时，对比以下四人关于黑色
美国（BLACK－AMERICA）的观点：布克· 华盛
顿、杜伯依斯、马丁· 路德· 金和马尔科姆。在论
文里，需要把每个人介绍一点，还必须纳入贴切
的材料。然后，讨论他们关于黑色美国的观点，
要把想法写进去，还要把引文或材料来源列出来，
比如某某网页、某某书。面对这样的作业，孩子
能说不难吗？
谁要是认为美国开放自由的教育模式，是放
纵学生，是让学生有机会偷懒耍滑和投机取巧，
那就错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在教育中体现
得十分充分，他们同样要求孩子们吃苦耐劳和刻
苦奋斗。美国学校对孩子们高强度思维的训练，
对孩子们高强度吃苦精神的训练也是美国教育中
的重要内容。当然，这种训练更多地体现在孩子
进入中学以后。可能美国人认为，孩子 进 入 中
学 后 ， 身 体 已 经 发 育 得 更 加 强 健 ， 已经有了吃
苦耐劳的“本钱”。

人在中國
人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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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在，我考上了长春医科大。
我家里世代行医，算祖传，算熏陶，我
从小竟也迷恋上了治病救人的成就感，
或者说，我更求媚于病人的感恩戴德换
来的虚荣心。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告诉我
“劝人学医，天打雷劈”，这种对虚荣
的追求让我迷失，以至于我根本不知道
学医本硕连读要 8 年。
医学生的日子很苦，要准备很多考
试，要买很多资料，要背很多东西，总
之我和我的同学们在实习以前过得很
“高三”。8 年来花钱多挣钱少，处处
当孙子处处要谨慎，经历的世态炎凉都
是人生路的铺垫。
时间飞快，我在长春的一个医院开
始了实习生涯，跟着导师来回跑。在众
多实习学生里，算是有“背景”有“后
台”的，我的导师也是我父亲的朋友，
各个方面来说，我没有受到多余的苛责
。
实习期间自然要和导师一起进出手
术室，一边递手术刀，一边听着教诲。
导师近乎是一个全科医生，除了神经科
和放射科，样样精通。很多时候，手术
过程漫长但并不枯燥，导师会结合案例
给我讲课。作为一名医生，时间久了样
貌上也似乎慈眉善目温雅可亲起来。在
我看来，我的导师就是这样的老大夫，
行医问世，救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福报
，耳垂就厚了一些，眼眉也长了一些。
实习一年多以后，导师第一次把我
带进了问询室。
病人在手术前，病人家属都会被叫
到这里，医生在这个时候会拿着医疗报
告和会诊结果，告诉家属：这次手术会
有什么样的风险、大概会出现什么样的
事故、手术过程中突发事件怎么处理、
大概的结果。有的时候，手术进行好几
个小时了，也会突然把家属叫进来，每
次都会让家属签字——毕竟人命关天是
大事，风险责任是要分清楚的，所以问
询的医生一般会把结果说到最严重，让
病人家属做最坏的打算，哪怕是几乎没
风险的手术，也要吓唬吓唬人——当人
有了最坏的打算以后，无论再迎接什么
结果也都算是好消息了。
病人家属一般把问询室理解为医院
推卸责任的地方，这样的叫法让我们很
尴尬——有些病人，病到一定的严重程
度，医院是不建议手术的，因为对于病
入膏肓的人，再好的医生也回天乏术，
世上真的有九转还魂丹不成？
问询室一般是不许实习医生进来的
，手术室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救人，每一
句每一字都要有用，没经验的肯定会乱
了手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般这个
地方，也是病人家属给医生们送红包的
地方。
能进问询室，也说明我得到了导师
的“特别信任”，我知道自己不可能被
安排和病人家属描述手术过程，我的任
务只可能是收红包。有的时候，我会适
时向病人家属撇下一句：“诶呀，您家
这个手术方案，我们可是好几个专家忙
了几个大夜才商量出来的最佳结果……
”这样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因为为一个生命重获健康，医生再怎么
费心思是值得的，但这话一说出来，就
难听了，是明摆着要钱了。具体收多少
、怎么收，仿佛一切都约定俗成，没有
一丝羞怯和尴尬。
病人家属一听也就明白了，治病和
给儿子买房结婚一样，是不能在乎钱的
，这时候钱不是钱，是爬出地狱的梯子
。红包里，一万往上的有，五百、一千
的也有，来长春治病的大都是附近小城
市的居民，跨山隔海来省会治病，一路
上人吃马喂，旅途周转，再搭上人情钱
，多殷实的家底也会被掏一个大窟窿。
当然，富的还是会舍得多给些，图
个心安，贫一点的家庭，则很复杂了，
很多老百姓，小病小灾是不去医院的，
感冒坚持到肺炎，再不好就吃药，靠着
消炎药终于熬到了肺结核，才舍得来医
院看病。所以家境不好的病人，往往会
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
可这类病人及家属又普遍要求最多
，总在向医生寻求“最优解”，跟他们
讲病情和治疗方案，“看不懂，听不清
，又不明白”，医生们无奈，护士们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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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帮导师收病人红包
。可是当你看见这些穷苦的一家子挤在
一个五十块一宿的宾馆小屋里，你又能
怪罪什么？
红包大小没有上限下限一说，但是
分配上就有讲究了。若是病人直接找到
单个医师商议病情，那这钱就不会摆在
明面上，别人也就没有眼馋的资格了。
而多数通过问询室来的大红包，则是依
次由主刀开始到麻醉师，大概齐分成三
两份，小红包就是见者有份了，再小的
，就大家一起下了班吃个饭算了——反
正是天上掉下来的浮财，大头给了“长
辈”，剩下的根据“辈分”分割，只要
不差太多斤两，大家都过得去，谁也不
会计较的。
可实际上，从专业上来说，医生收
不收红包，几乎不影响手术质量——谁
也不会因为多拿几百块钱就给病人多缝
几针——开刀做手术，该怎么样就怎么
样，病人家属总觉得不给红包不踏实，
一厢情愿的做法成了风俗，其可怪也欤
？
2
踏进问询室，我就这样开始了吸血
鬼一样的生活。
一开始我是不忍的，虽然我从小也
见过父亲收红包，也见过病人家属的谄
媚表情，但是多数时候我反感的。每一
个医学生都是用希波克拉底誓言发过誓
的，救死扶伤，本分而已，要钱就坏了
本质了。
但是导师是你进入这个行当的第一
个灯塔，你把灯塔砸了，以后的路怕是
也没办法走了。我只有默默地受着，也
并不需要过多的灵魂谴责——收来的钱
，也不是给我的。
第一个月收到的第一笔账，来自一
个 67 岁的肝癌老人。负责这个老人的
看护和查房的一直是我的导师，我也就
天天和他见面。
那是一个虽然癌症缠身但是精神矍
铄的老人，每天早上起来吃过饭就去楼
下公园散步，一两个小时才回来。后来
病情加重，用药剂量加大，老人不再出
去，开始每天听戏，一顿能喝一大碗粥
（这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其实很不容易了
）。每次子女来看他，他总是说要回家
，自己没什么事了。
老人的子女一直没有告诉父亲得的
是肝癌，根据老人的病情，医院不建议
化疗，可老人的精神状态保持得很好，
子女都怕他知道真相，没了心气会过早
地被病魔打败，所以选择手术。
手术安排在老人入院后一个月，那
一天专家会诊就比一般的时候长很多，
有专家一直怀疑老人的癌细胞扩散了
——如果扩散了也就没有手术的必要了
，可是如果癌细胞扩散了，老人的精神
状态怎么会这么好？这又是不符合常理
的，主观意识上，谁都觉得扩散的可能
性微乎其微。所以，手术还是值得试一
下的。
下午 1 点左右，老人被推进手术室
。到了门口，老人站起来摆了摆手，要
自己走进去，老人坚实的右臂戴着医院
的手环，左手留着软注射器，以方便每
天的多次用药。他进手术室的每一步都
很不稳，又透露着坚毅，就好像孙悟空
将要顶破五指山一样。
手术预备阶段，照例要去问询室通
知病人家属，老一套，有模板的：年迈

的人心脏肯定不好，血压也不稳，这样
的老年病谁都会有，重点提一下就好，
最后引出导师的不容易，其他的就看家
属的悟性了。
一切都很顺利，谈话结束时，老人
的儿子拿出了一沓包好的钱，我在边上
站着还没有发声，麻醉师李姐就推了回
去，说：“如果您这样，就没有意义了
。”
我并不明白她说的“没有意义”是
什么意思，她可能并不知道这钱是给我
的导师的，也可能是慌乱之间说出来的
，来回推了两次，连说了两次“没意义
”。
李姐是很正义的人，说完这些话，
就拿着厚厚的病例，进了手术室。我站
在一边很不自然地、像小偷一样拿了这
钱——我想，在病人家属看，我们医生
应该是一个体系，如果不要那就是不要
，可是开始说了不要了，又收了钱，这
虚伪很令人发指。
我收下了钱，没有说过多的话，老
人的儿子也没有要把钱拿回去的意思，
大家在很懵的状态下结束了谈话。我走
进了手术室，像完成任务一般嘘了一口
气，导师递给我一个眼神，我回了一个
眼神，就这样完成了一次对话。
手术如期开始，麻醉剂起效以后，
一切都进入了正轨，心率血压一切正常
，该补液的补液，该注射的注射，一切
都像方案规划的一样。但是检查到肺部
，问题就来了，大家都不愿看到的情况
出现了，癌细胞扩散了，而且肺部已经
感染——必须得赶紧去问询室通知病人
家属这个情况。
本来应该是我去通知，但是我实在
没有脸面去，但是没想到的是，李姐急
匆匆跑去了——天，还不如让我去！
我在脑海里闪现了无数种可能性：
老人的儿子可能喋喋不休，可能破口大
骂，可能质问为什么收了钱还治不好
……亲爹要死了，病人家属是不讲什么
道理逻辑的，什么都可能发生，而李姐
还不知道我收了钱，可能会和他辩驳，
可能……
5 分钟以后，李姐回来了，和她一
起去的 3 个助手，一脸慌乱。
李姐说了一声“家属同意了”，意
思就是，放弃手术，缝合切口，维持治
疗。缝合就不用导师亲自动手了，是助
手们练手的时候了。可是我的心又开始
忐忑起来：这钱怎么办？对于医院来说
，癌细胞扩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本来
就是两手准备，所以手术不算失败；但
是对于家属，这就是失败的手术，开膛
破肚的，却什么都做不了，红包送出去
了，命却回不来了，这个时候肯定还有
对于医院的愤恨，对于导师的愤恨，对
于最后拿走红包的我的愤恨。
3
我很想去和导师说，既然手术没有
达到预期，就把红包还给人家，但导师
已经换下了无菌衣，换上白大褂，走向
了自己的办公室，仿佛什么事都和自己
无关，毫无愧疚。
对于导师这把岁数的医生来说，经
历的生死多了，对于病人的情感就有些
无所谓了，类似于屠夫切下牛羊身上的
腐肉一样，手起刀落而已。人们常说医
者精诚，其实也不是很绝对，非让每一
个医生都有大爱之心，就太难为医生了

，不过，如果说传术者多、传道者少，
还是很确切的。
“钱终究不是自己的，这件事不该
归我管。”我这样安慰自己。
老人缝合以后，被推进了 ICU，正
常的流程也该是这样，第二天差不多
的时候，老人就会回到原来的病房，
恢复差不多也就可以回家了——那么
我只要刻意回避一下，就不用和老人
和他的家属打照面了——不为别的，
我只是觉得每一次见面都会是僵硬的
，每一次都仿佛在照镜子，而镜子里
是丑恶的魔鬼，魔鬼的眼睛是钢镚，
开口说话露出金牙，吐出的浊气是我
的尊严，脚下踩着的是作为一个医生
的本分。
不能见面啊！绝对不能再见面了！
老人术后恢复得不太好，大伤元气
，不像以前那么矍铄了，开始浑身变黄
，一天比一天黄，一天黄过一天。肝癌
病人身体开始发黄，也就是劫数快到了
。
一天凌晨我查房到老人的病房，迟
迟不敢进入，但是为了完成工作，我硬
着头皮踏了进去。
老人靠在靠垫上，坐着睡着了，鼻
子插着鼻饲管，只能用嘴呼吸一呼一吸
，张着的嘴唇干干的，尿袋半满。老人
的女儿趴在老人腿上睡着了，老人的右
胳膊搭在女儿的背上，仿佛还是父亲保
护女儿、想让自己的女儿在自己的羽翼
下成长一样。
我把老人的尿袋放干净，就急忙忙
出来了。
抱歉，抱歉，实在抱歉！
又过了 5 天，老人出院了。隔天老
人的儿子来医院办理医保报销，找我的
导师聊了很久，说老人回到家的那一晚
便走了，他后悔给老人治病，后悔手术
……我确信，他也一定聊过红包的事，
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他除了从我导师那
里听到了很多宽慰话和人生哲理以外，
什么也没拿走。
老人的儿子出门的时候，偶然看见
了我，从看见我，到和我擦肩而过，一
直在死死的盯着我，仿佛是要用眼神杀
了我，就算扑上来打我一顿，我也不觉
得意外。
这样直愣愣的寒光眼神，让我记了
很久，冷了很久。
不到一个月后，李姐被安排去了病
房做主任，没有再怎么进过手术室，具
体原因不详。
这只是我第一次收红包而已，手忙
脚乱，没有经验也罢，羞怯也罢，更多
的，是感叹：都说医生难做，就这个样
子，医患关系怎么可能好啊？去小城市
！回小城市！小城市的医疗水平低，在
那里治病救人才是真正的治病救人！我
要回去，学成以后回去！做医生，不是
想黄金万两，是真真切切地想治病救人
。
这样的想法始终在我的脑海里萦绕
。
4
在我实习期将满的时候，接诊到一
个出租车司机，姓刘。油腻的脸，稀碎
的胡茬，长时间的日晒让他的脖子和外
露的胸脯明显俩颜色，腋下总是被汗浸
透，很典型的靠身体换生活的人。
刘大哥在年前检查身体，发现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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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息肉，大大小小，有十余个，一直
没当回事。到了夏天了，听人说息肉弄
不好就是癌，才特地跑了一趟大医院来
治病。可是检查结果说，如果手术，肛
门可能保不住。
这一句话就把刘大哥难住了：“肛
门保不住啥意思？缝上了？以后拉屎咋
拉啊？还是再开一个洞啊？这可咋整？
以后吊个粪袋子，我咋出去跑出租啊？
”
我一边宽慰他，一边对于他的幽默
感忍俊不禁。我告诉刘大哥，正常的息
肉手术，在十几年前算是难题，大致要
从肛门或腹腔开刀，纯靠医生的肉眼和
造影一个一个扒开切除，对医生的技术
和耐心是极大的考验，对于病人的伤害
就更大。可即便如此，也常常不能彻底
根治，如果息肉过多，开刀不慎重，就
要截去一段直肠，让粪便导出体外，也
就是吊一个“粪袋子”，但是近些年来
，纯靠激光微创手术，就可以达到最佳
效果，手术程度类似做一个肠镜那么简
单。
在我很费力的解释以后，刘大哥放
心了，让我帮忙安排，我就只能用正常
医院的流程，让刘大哥一步一步走。
在手术的那一天，刘大哥掏出一个
黄色信封在我手边晃了晃，用下巴指了
指我——这样的微创手术医院一年上千
台，几乎是没有风险的，不用我导师出
马。但是市侩的刘大哥，硬是觉得，这
几天他各种检查，我帮了他不少忙——
如果以前收钱，是替人受过，那这次就
完全是给我的钱了，收一个大老板的钱
，不怎么心疼，可是这一脚油门一脚离
合踩出来的钱，我怎么好意思收……可
是推推搡搡间，这钱还是在我的怀里留
下了。
刘大哥一脸轻松地去准备做微创手
术了，我把信封悄悄装回了刘大哥的包
里。
可能是觉得手术没什么风险，刘大
哥连一个家属也没来，事实上，这么几
天的交往，我也没有见过刘大哥的什么
家人。
术后刘大哥趴着在病房里叽叽歪歪
地骂街：“大爷的！真他妈疼啊！”
“这病啊！这个遭罪啊！”骂到了晚上
，也就不骂了。
第二天早上，刘大哥颤颤巍巍站了
起来，肚子已经瘪下去一半了。他扶着
墙出医院时，正赶上我来上班，我去扶
他，他便和我拉话，一口一个小兄弟，
甚是亲热。
到了医院门口，他突然跟我说：
“什么他妈白衣天使，都玷污了，我给
你钱，我也知道规矩，我更知道我这点
钱不可能都在你手里，你们这些人肯定
得分，一分就没多少了，小兄弟啊，要
做白衣天使，可不要做黑天鹅啊！”
说罢他拍了拍我的后背，一步一斜
地走了。
我咧咧嘴笑：你这个比喻不恰当，
什么白衣天使、黑天鹅？你给我的钱我
可给你还回去了！再者说，你不给钱就
不治你的病了？有钱没处花吃饱了撑的
！活该你得息肉！
回了医院，挨个病房地查，挨个病
人地问。快了！就快了！实习期一过，
我就离去小城市更近一步了！
累了一天，晚上回到办公室，靠在
椅子上回想白天的事情，心中仿佛又浮
现起了小时候对于医生的热爱。要吃一
碗桶面，犒劳一下自己，自己很累了，
不能累坏了，小城市的劳苦大众等着我
呢。
拉开我的柜门，看见紫色的泡面桶
上赫然放着一个黄色信封，厚厚的，上
面有指印，出汗太多印上去的。是刘大
哥！傻透腔的傻子，难道不给钱我们就
不治病么？！
我抱着泡面和信封，抬着头闭着眼
，冥想着，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对面
墙壁上挂着锦旗，是“拾金不昧”，而
不是“悬壶济世”。
干嘛啊这是，不给钱？不治病么？
不要你的钱，不要你的钱！我慢慢地哭
了出来。
外面走廊里还有一个男人在恸哭，
他的声音比我大很多，听起来，他是健
康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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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萍 我到富豪家中做私房菜
周文萍是一位在曼哈顿上班的白领，籍贯上海，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继续攻读工程专业，在日本工作一段时间后，又来美留学。工作之余，她喜欢
跑步、热爱烹调。一个偶然机会，她到一个美国人家中做私房菜，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第一次当厨师便闯入了亿万富豪家中，那是一次略带紧张但收获颇丰
的人生体验，请听她娓娓道来：

热爱烹调梦想当厨师

又回到它的主页，认真地读了厨师必读
篇，才知他们要先看你的照片、你的经
历，选了你以后，还要尝试几个菜以后
才决定。所以我也没再把这放在心上，
等等吧！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收到了网站的
一个电子邮件，让我 1 月 13 日中午带两
个菜去他们公司的厨房让他们品尝。邮
件上还说我照片上的菜看上去都很好吃
，而且很有特色。受宠若惊了几天，接
着就开始盘算着该做的两个菜了。最后
决定做我的拿手好菜：上海烤麸和在朋
友那里学的辣白菜，再包一些上海大馄
饨。
准日准点，我的好友兼长年支持者
唐载我来到了他们的公司，几个年轻的
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
那天他们共邀请了 5 个厨师。两个
年轻的美国男厨师，一个从埃塞俄比亚
来的女青年，另一个是意大利的女孩，
还有上海来的我。
大长桌上放着的大大小小空盘子是
给我们展示菜品用的。我们 5 个围着炉
头忙了一个多小时后，长桌上的空盘子
已放满了丰盛的菜肴。等那几个扛着专
业摄影机的给每个菜照了相以后，我们
就入席，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国际餐。
令我吃惊的是，在吃的过程中，几
乎每个人都来到我身边，对我说： 你
的菜真太好吃了，我想可能是他们从没
有吃过上海菜吧。结局让我受宠若惊，
喜气扬扬回家了。

人生会有很多的经历，第一次开始
爬山，第一次开始跑步，或者第一次开
始攀崖等等。不管此后你是否喜欢，是
否继续，没有第一次的尝试，你永远不
会知道。
很久了，我一直想写下这一段人生
经历，不同于我所有的户外活动，而这
次却是第一次做了厨师。
我从小一直喜欢做菜，并且烹饪技
术在朋友之间的反响一直不错，可作为
一名厨师到一位陌生人的家庭去做一顿
晚餐赚钱，真是连做梦也没想到过。更
不用说一撞就撞进了一家全美首富之一
的亿万富翁之家。
在 2012 年的年底，我最初来美的英
文老师兼长年的朋友朱丽转送了我一篇
摘自纽约时报的文章，并写道：“你应
试试” 。这篇文章是关于一个刚建立
不久的一个 start-up 网站。这个网站登录
了在纽约、来自各国的厨师，大多是专
业的，也有一些是业余热爱做菜的。任
何一个个人或单位可以去网站搜索厨师
，请他们到自家的厨房或去单位办公室
做一顿非同寻常的饭菜。你可以找到任
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品味的饭菜，只
要彼此认同菜单和价位。尽管以前也有
很多类似的 catering 的网站，可只都是
一些个人，或某公司的，范围可能较狭
窄。这个网站综合了世界各地的厨师，
对客人来说，选择性很大。
由于我向来喜欢做菜，也曾经梦想
美国人吃中餐学文化
过搞一个自己的网站，业余做些外卖什
么的，但梦想也只是想想而已，从没有
第二天，我的用户页就公开了。开
付诸于实际行动。可每次做了一个好菜 心之余，开始担心要真有客人要我去烧
，我总喜欢收集一张照片。几年来，我 饭怎么办呀！自己想象着去一个根本不
也收集了几十张作品了。
认识的人家里去为他们准备一桌菜，将
会是多么大的挑战啊。
注册厨师 start-up 网站
没过多久，一个叫爱伦的客人来了
我读到这篇文章后，连夜在这个网 一张单子，要搞一个 16 至 18 人的 Party
上注了册，上载了一些好的照片，简要 ，说是要学做包子，出的价钱也很不错
地写了自己的介绍。强调了我是上海土 。我一看这是纯中国化的，想想在这里
生土长的，擅长做上海菜的。写完以后 只有 2 位中国厨师，觉得我有职责回复
一查，网站并没有把我的用户页公开。 这位客人。

我先问了一些问题，诸如什么样的
包子她想学，也确认了她定的日子是一
个星期五等等。她马上回邮件告诉我，
她们一行去年年底去了上海，爱死(fell
in love) 上海的菜肴了。
她回国以后，看到华尔街报上有一
篇教人做小笼包子的文章，就召集了一
帮朋友在家 party，准备做小笼包子。后
来仔细一读，根本不是她的能力所及。
所以，想请上一位象我们这样的厨师，
不知能否教他们学包小笼包子。
我心底纳闷，包饺子、馄饨我很拿
手，可即便是纯正的上海人，我们也从
不在家包小笼包子的呀。我就如实告知
，建议是否能改包饺子、馄饨，因为饺
子、馄饨是我们的主食，而小笼包子只
是小吃而已，有些油腻。
第二天收到邮件，爱伦问了我的背
景和经验。我就坦诚地写了一大篇自传
，告诉她我从未进过烹饪学校，烧菜纯
属爱好，以及在上海大学毕业后留学日
本，继续攻读工程方面的专业，后留日
本工作，然后又来美留学等等。我有把
握地告诉她，由于经常为山川会朋友烧
菜，20 人以下的 party 我应该没问题。并
自告奋勇地宣称我可以做几个菜让她免
费品尝。
她回信肯定了我不凡的人生阅历，
可因有些客人是第一次来她家，她也不
是很熟，因此有些担心我不是专业做这
个的。她说，她还在与另外几位厨师谈
，过几天给我回音。
我的心已冷了大半截，我怎么可能
拼得过另一位中国厨师呢？我又回复说
，我尊重她的选择云云。
没想到第二天爱伦又来邮件说让我
周末去她家做一顿 6 人的晚餐试试。我
一阵欣喜，迅速做了一个菜单给她：上
海烤麸、辣白菜、上海馄饨汤，爱伦又
加了一个炖羊肉， 蔬菜等。

来来去去了几十封，不光是定菜单(前菜
、主菜、点心)，爱伦也对每道菜的背景
来源等中国文化背景也特别感兴趣。我
如碰到不知道的，就去网上先学习，再
告诉她。诸如麻婆豆腐是什么意思及来
源，什么是烤麸等等。
大派对的那天，我要购买和准备所
有的东西，所以只睡了没几个小时的觉
，便按规定时间来到爱伦的家。刚下电
梯，见到两位又高又帅、穿着黑色西装
的小伙子。“你是今晩的厨师吗？”
其 中 一 个 问 我 。 我 说 我 叫 文 萍 ， “I
am a cook, not a chef though! ”他们说
他们是今晚的服务员，后来得知他俩原
来是一对同性恋、百老汇的演员，第二
职业就是 Catering，而且马克认识爱伦已
经十几年了。
派对第一个内容是教客人包馄饨、
饺子。我要从原材料开始讲解，最后让
客人动手包。客人中有一位是 Bloomingdales (美国大百货公司)的美食采购总管
，曾经出过很多有关厨房手艺的书。
3、40 分钟以后，客人们包累了，
渐渐开始退出，爱伦和马克开始把他们
引进正餐厅。我开始准备一道正宗的中
式大餐了，其中有蒸全鱼、麻婆豆腐、
炒芥兰、蛋炒饭等等。爱伦的餐具都是
金边的，我的菜装上盆，觉得特别漂亮
。我自觉是在一个大舞台上表演一出戏
一般，不能允许有丝毫的差错。马克和
大卫则穿梭餐厅与厨房之间，让我知道
下面几分钟后可以上什么菜了。
最后一道点心是我亲手做的意大利
的提拉米苏。客人们开始离席来到厨房
，边品尝着甜点，边向我道谢，说菜肴
真是太好吃了。我笑着说：谢谢你们！
夜晚，客人都相继离开了。我和爱
伦 拥 抱 着 道 了 再 见 。 她 说 ： “Thank
you so much,，Wenping，you did it！”
(文萍，你成功了！)
回家的路上，坐在出租车里，我如
为富豪做一顿家庭晚餐
爬了一座大山一般，所有的疲劳全部渗
教美国人包混沌饺子
透到了我的每个细胞，但我心里觉得由
第一次作为一名业余厨师出征，心
通过这顿试餐，爱伦放心地把她 4 衷的高兴！ 真是一个不同的人生经历
里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 七上八下。下
午 5 点半左右，我来到了爱伦家，她住 月份 18 人的大派对交给了我。我们邮件 啊！
在富人区下城 TriBeCa ，从外面看大楼
是一个貌不惊人的仓库楼。
一下电梯，我吓了一跳。这是一间
宽畅明亮的 penhouse，天花板足有二层
楼高，大厅里挂着大幅名画，房间似乎
占据整条街道。
和爱伦通了这么多邮件，这次终于
见到了她本人。她个子不高，白种人，
高鼻子大眼睛，一看便觉得她是一个能
干又和善的人。她引我去了厨房。厨房
就有 4、50 平方米，装璜大气但不奢华
，设备应有尽有。厨房里有她的母亲，
还有一位她的好朋友。爱伦逐一向我介
绍后，说如果需要什么尽管说，然后她
们就去了隔壁房间聊天去了。
我一个人开始了我的准备工作。由
于冷菜基本在家里已经准备好，所以我
做了馄饨和锅贴的馅料，当场现包现煮
即可。对于我来说大派对也做了不少，
因此 6 人餐就不在话下。不一会儿，爱
伦的先生进来，自我介绍说叫山姆，我
和他打了招呼，就继续准备我的。6 点
10 分左右，又来了一位老太，那是山姆
的母亲。约 6 点半左右，我准备工作结
束，准备开饭。上了冷菜后，接着把馄
饨汤和锅贴作为点心。由于是小范围家
庭式的晚餐，所以氛围较轻松。桌上坐
了爱伦和山姆夫妇，两位母亲，还有爱
伦的儿子和爱伦的小姐妹等 6 人。吃完
了点心，又上了慢煮羊肉、清炒绿芥菜
、麻婆豆腐和玄米饭。
开吃以后，个个都说美味好吃，我
也乐呵呵地忙进忙出张罗。一个小时左
右，晚餐圆满结束。爱伦和母亲、小姐
妹一边帮着收拾洗刷盆子，一边和我聊
着天。第一次出征算是开心圆满结束。
由于好奇，我回家查了他家的姓，不查
则罢，一查又吓了一跳，天知道原来我
闯进的是一家号称美国传媒帝国的家族
，拥有几十家美国的报纸、杂志、出版
社、有线电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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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访华：在学炒宫保鸡丁中理解中国
默克尔又来中国了！
自出任德国总理这 13 年来，
默克尔访华 11 次。除了最初两年
因其在对华关系上持强硬态度导
致中德关系陷入僵局之外，访问
中国几乎是默克尔一年一次的例
行工作。去不同的城市，买豆瓣
酱、学炒宫保鸡丁……很多中国
民众都对这些记忆深刻，甚至有
些淡忘了她这么多年来其实也是
经常“敲打”中国的西方领导人
。
从 5 月 24 日开始的两天行程里
，默克尔此番访华将深圳作为又
一个新的访问目的地。她自己在
访问前说，深圳是“一座充满动
力的城市”，开启了中国经济开
放的进程。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之际，默克尔这样的行程安
排很难说没有特别的用意。
默克尔并不是一开始就找到
了合适有效地面对和理解中国的
方式。2005 年，在出任总理之初
，她一度尝试用“价值观”主导
对华交往。其结果可想而知，中
德关系遭遇一段“冷却时间”。
但默克尔之所以驰骋德国和
欧洲政坛这些年，很大程度上正
得益于她身上有着传统的德国基
因，或者说她找到了与德国政治
基因保持契合的方式。她很快将
这种务实、有韧劲并有弹性的德

国传统基因嫁接到处理对华关系
上，改用通过接触寻求改变。
二战后，曾经因为大国野心
而让整个欧洲付出过惨痛代价的
德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一直保
持着务实、低调的风格，着力通
过经济和贸易行为来推动合作与
发展，而没有以“救世主”的姿
态去过多干预外部政治。这让德
国背负了“贸易国家”的争议声
名，但包括默克尔在内的德国领
导人没有过多怀疑他们确立的外
交风格。
在默克尔处理对华关系的方
式回归这种基调后，中德关系尤
其是中德经济合作，成为欧债危
机笼罩中的世界的亮色。根据德
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16 年中
德贸易总额约为 1700 亿欧元，再
创新高，中国也超过美国和法国
首次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全球
第六大贸易伙伴。
但中德间的“默契性”并没
有仅限于两国的经济合作层面，
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朝
鲜核问题、全球气候变化等等两
国甚至是中欧都非常关切的全球
议题上，中德之间也经常能够进
行协调和相互呼应。
默克尔一贯认为，强大的德
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欧洲。政治

经验成熟起来后，她也渐渐被看
成是欧洲代言人。在她执掌德国
并扩大在欧洲影响力的这些年，
中欧关系的发展总体上与中德关
系同步。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
上，中德关系对于中欧关系起到
了引领作用，而默克尔对于中国
的认识和理解扮演着不可忽视的
角色。
“每年来中国一次很好，而
且很对，因为这里的变化很快。
”2015 年，默克尔在第八次访华
结束时曾这样总结道。中国的变
化很快，理解中国也要跟得上这
种变化。与此同时，世界的变化
也很快，在全球不确定性增加的
今天，中德之间、中欧之间乃至
所有存在认识分歧和文化差异的
国家之间，增进交流和理解、加
强协调和呼应就显得分外重要。
国际形势越复杂、不确定性越多
，越需要负责任的国家尤其是政
府领导人发出更多确定的合作信
号。
此次访华前，一向低调的默
克尔一反常态，亲自拍摄视频介
绍整个访问的行程。视频的主题
是用大号字体出现在屏幕上的七
个字：与中国紧密合作。这意味
着，刚刚开始第四个任期的默克
尔今后还会是中国的常客。而我
们也不妨说一声：欢迎常来！

她上任 13 年 11 次访华
为何这么爱来中国“串门”？
5 月 24 日-25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将
来华进行正式访问，这也是她第 11 次到
访中国。临行前，默克尔发布视频讲话
，介绍了访问行程，强调推行多边主义
的重要性。
在西方领导人中，恐怕没有谁能超
越默克尔的访华纪录。从 2005 年至今，
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 13 年，期间到访过
中国 10 次。从西南到东北，从沿海到内
陆，从城市到农村……每次来，默克尔
几乎都会去一个新地方。而近些年来，
习近平主席也曾两次出访德国。对中德
两国而言，高层交往更像老友串门，早
就习以为常。
“德国人说，‘山和山不相遇，人
和人要相逢’。”2014 年 3 月，首次以
国家主席身份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
近平，在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以
一句德国名言重温了两国人民的交往历
史和深厚友谊。这次访问，双方宣布建
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2017 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德国
，与总统总理进行会谈、出席熊猫馆开
馆仪式、观看青少年足球比赛……习近
平表示，2017 年是中德建交 45 周年，两
国关系又站在了一个新起点上，“中方
欢迎德国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希望德方能够发挥中德关系在
中欧关系中的‘领头羊’和‘稳定器’
作用，推动中欧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
此外，习近平主席和默克尔总理还
多次通电话，就推动两国各领域互利合
作、欧洲一体化进程等问题进行磋商。
近年来，中德关系发展良好，务实
合作成效显著。2016 年，中德贸易额达
1512.9 亿美元，中国首次成为德国最大
贸易伙伴，而德国则是中国在欧洲最大
投资国和技术引进国。2017 年，中德贸
易总额继续攀升，达到 1866 亿欧元。

在一些国际热点问题上寻求共识

然而进入 2018 年，地区和国际问题
集中爆发，中德面临共同挑战。在这样
的背景下，默克尔开启中国之行，释放
出哪些信号？

推动新形势下的中德合作
自今年 3 月再次就任总理以来，默
克尔就在短时间内密集造访美、俄、中
，明显加大了与主要大国的协调。可以
说，她此次来华，除了有意与中国加强
包括经贸领域在内的双边关系，更希冀
就国际热点问题进行磋商，并一定程度
取得共识。换言之，中德正面临着新的
合作机遇。

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德国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

之一。当前，世界经济仍面临诸多不确
定性，发展仍然是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
问题。虽然中德在诸如投资准入等问题
上仍有些不同看法，但默克尔深知中德
合作乃是主流，并将中国看做是拉动自
身增长的重要动力。特别是 2017 年 9 月
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后时隔 6 个月才艰难
组阁，尽管默克尔得以再次连任，但大
联合政府的稳定性堪忧，更亟需拿出实
实在在的成绩，来稳固自身弱化的地位
。因此，双边经贸合作仍是默克尔此次
访华最重要的内容。

进一步推动中欧合作
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出口市场，中国
亦是欧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双边经贸
关系十分紧密，而且中国一贯支持欧洲

在一体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并曾在欧
债危机中力挺欧元。
德国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之
一，债务危机后已事实上成为欧盟的
“领导者”。面对这场危机所暴露出
的欧盟诸多的制度性缺陷，以及东西
欧、南北欧之间的裂痕，特别是英国
公投脱欧刺激民粹主义愈发兴盛，作
为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可以说感受到了
巨大的压力。要继续推动欧一体化前
行，不仅需要在内部弥合分歧、凝聚
共识，也需要通过与外部积极的合作
给欧洲带来更多发展的机遇，同时扩
大欧盟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无疑
是欧洲这方面最合适的伙伴之一，默
克尔也希望通过访问能够进一步推动
中欧实实在在的合作。

特朗普上台后，明显拉大了与欧
洲传统盟友的距离，更强调“美国第
一”，在当前处理经贸摩擦以及伊朗
核协议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德国
是世界最大的贸易盈余国，也是欧盟
中对美出口最多的成员国，显然是急
欲搞利益平衡的特朗普的“眼中钉”
。
德国不满美国无视 WTO 规则，不
但不给欧洲盟友钢、铝关税豁免，甚
至还威胁要对进口德国汽车增加高关
税，但又不愿与美直接对抗打贸易战
。在伊朗核协议上也是如此，德国不
愿看到协定被美国废弃而导致中东乱
局，因为这无疑将增加其应对难民危
机以及恐怖威胁的难度。但同时，德
国也感到自己并没有能力改变美国的
决定，只能更多通过妥协来换取美国
的部分让步。
事实上，德国深知自己在许多问题
上虽然是利益攸关方，但却无法成为主
导者，只能更多扮演中间调停者的角色
，更多需要与大国的协调来促成问题的
解决。中国一贯主张坚持 WTO 原则和自
由贸易，更支持伊朗核问题以和平方式
协商，这与德国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相
契合。尤其在当前美国单边主义色彩日
益浓厚的情况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
发挥的作用对德国和欧洲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
总体看，默克尔此次来华访问并非
简单地照例行事，而是在其国内外形势
快速变化的情况下，有着明确的目的和
使命而来。中国人自古就讲“合而不同
”，中德关系本就有着良好的基础，我
们有理由相信，默克尔此访将有助于双
方进一步加强了解和信任，共同应对后
危机时代的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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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致信金正恩取消会晤
美媒是这样分析原因的！
5 月 24 日朝鲜半岛经历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天。
当天早些时候，在来自中、俄、美、英、韩等五
国 20 多名记者的见证下，朝鲜炸毁了丰溪里核试
验场的坑道，并拆除相关设施。丰溪里核试验场
是朝鲜唯一的核试验场，朝鲜 6 次核试验均在此进
行。伴随着巨大的爆破声和飘散的尘埃，这座多
次成为世界舆论焦点的核试验场终于被废弃。正
当人们聚焦“朝鲜迈出无核化第一步”之际，大
洋彼岸却传来惊人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给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公开信，宣布取消原计划 6 月
12 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领导人会晤。
特朗普在致金正恩的公开信中写道：敬爱的
委员长，我们对你最近在一场双方都期待已久的
、原计划 6 月 12 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的谈判和
讨论中所付出的时间、耐心以及努力表示万分感
谢。我们被告知，这场会晤是由朝鲜方面提出的
，但它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非常期待在那里
见到你。遗憾的是，基于你最近发表的声明中所
展现出的极度愤怒以及公开的敌意，我感到在这
个时候举行这场期待已久的会晤是不合适的。因
此，请让这封信代我传达：新加坡会晤将不会举
行，这对我们双方都好，但对这个世界则不是这
样。
美国 CNBC 网站称，特朗普给金正恩的信中大
部分看起来是友好的口气，包括称赞朝鲜日前释
放 3 名美国人质。不过，特朗普在信中称：“你谈
及你们的核能力，但我们的核武器是如此之多、
之强，以致于我向上帝祷告，它们将永远不会被
使用。”这似乎与特朗普去年对金正恩的威胁言
论十分类似。特朗普在信中还称，说到底，只有

对话才是重要的。也许有一天，我将非常期待见
到你。“如果你改变想法，觉得有必要进行这场
极为重要的峰会，别犹豫，给我打电话或写信吧
。整个世界，尤其是朝鲜，失去了一个保持和平
、繁荣与富有的重大机会。这个逝去的机会是历
史上真正悲伤的一刻”。
美国“Axios”网站的分析文章说，“特金会

”一度被宣传为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峰会，是美国
长期以来寻求与朝鲜关系实现突破过程中的一次
机会。此前金正恩威胁要取消峰会，现在特朗普
抢在前面这么做了。他对未来同金正恩会面表示
“开放”，但仅是在他提出的条件下。抛开非常
严肃的地缘政治风险，这一举动完全是“特朗普
式”的。从潜在的“交易”变成戏剧性的取消，

该举动是在告诉美国人：他压榨了对手，而对手
什么都没得到。“他感谢朝鲜方面释放美国人质
，也让人联想起过去在交易中骗到对手后，他私
下里向生意伙伴所展示的那种一贯的洋洋得意”
。
美国媒体普遍将特朗普取消会晤与朝鲜外
务省副相崔善姬的谈话联系起来。24 日一早，
崔善姬发表谈话，抨击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反朝
恐吓。崔善姬称，彭斯 21 日接受福克斯新闻记
者采访时，不自量力地胡扯“朝鲜可能重蹈利
比亚的覆辙”“反朝军事选项从未被排除过”
“美国所希望的就是彻底的、可验证的、不可
逆转的无核化”等。“我作为负责处理对美事
务的官员，就美国副总统那张臭嘴里吐出如此
不谙世事的谰言禁不住惊讶”。“仅从他敢拿
核强国——朝鲜与最多不过安装并摆弄几套设
备的利比亚相比，就不难看出他是政治常识彻
底缺乏的傻瓜蛋”。
崔善姬还在谈话中说，朝鲜从未向美国请求
对话，若美国不愿同朝鲜进行对话，就不会挽留
美国。要么美国在会谈场合上同朝鲜见面，要么
在核对核的决战场上见面，这完全取决于美国的
决心和做法。“若美国胆敢继续亵渎朝鲜的善意
，盲目耍赖，我不得不把重新考虑朝美峰会问题
提交给最高领导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
这是近期朝鲜对美国发出的最刺耳的言论。多名
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之所以取消峰会，原因是
他和助手们愤怒于朝鲜的上述言辞，希望强力给
予回应，对彭斯个人的具体攻击让美国官员大怒
。

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美朝会晤，为什么？
双方在无核化目标上存在分歧
观察近段时间美朝之间的互动会发现
，不管是美方还是朝方，都对美朝首脑会
晤能否实现，表示怀疑。特朗普突然叫停
，首先反映出双方在无核化目标上确实存
在巨大分歧，而且这个分歧目前是难以调
和的。美方强调的是要在近期内实现无核
化，并且是“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
无核化目标。此外，美国还一再强调，在
朝鲜实现无核化目标之前，不会给朝方任
何回报。而朝方提出的方案，具有明显不

朝鲜刚刚宣布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当地时间
24 日上午、北京时间昨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
布，因为近期朝鲜表示出的“公开敌意”，他决定
取消原定于 6 月 12 日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
加坡的会晤。
当天，先是白宫发布了一封特朗普致金正恩的
公开信。特朗普在信中说，他十分期待与金正恩的

会面，但朝方在近日展现出了“极
大的怒气与公开的敌意”，他认为
当前已不适合举行这次计划已久的
会晤。
特朗普说，他认为朝方此次
“错失良机”，但仍期待未来能与
金正恩会面——“如果金正恩对于
会晤改变主意的话，可以写信或打
电话给他”。他在信中还说，他感
到自己与金正恩已经建立起了良好
的对话，而且保持对话比会面本身
更重要。他还感谢朝方此前释放了
三名被羁押的美国人。
在公布致金正恩的信函后，特朗普还在白宫发
表了简短声明。
美国总统特朗普：美朝的对话过去一段时间一
直不错，直到最近才变糟，我想我知道其中的原因。
记者：什么原因？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以后我
会告诉你，到时你可以写本书。我真的认为美朝有

同。朝鲜提出的是“分阶段、同步”的方
案。分阶段意味没有一个紧迫的时间表，
同时要求美国对朝鲜无核化行动做出对等
回应。
5 月 22 日，特朗普和到访的韩国总统
文在寅共同会见记者。在回答问题时，
特朗普强调美方这种一揽子无核化的目
标是没有改变的。5 月 24 日，朝鲜外务省
副相在朝中社也发表了谈话，严肃回绝
了美方全面、可验证、不可逆的无核化

一个绝好的机会，看看朝鲜方面能否把握住这个机
会吧。如果能，对朝鲜是好事，对世界也是好事。
如果不能，也没关系，谢谢。
今晨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说，朝鲜副外相发表
谈话表示，朝美领导人亟需会晤。为了与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会晤能成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付出
了最大努力，但美国依然宣布取消会晤，这与全世
界的意愿背道而驰。不过，对话的大门依然敞开，
朝方愿随时与美方对话解决问题。
此前，朝鲜外务省副相崔善姬曾表示，如果美
国继续亵渎朝鲜的善意，将向朝鲜最高领导层提议
重新考虑朝美领导人会晤。

目标，态度是比较强硬的。特朗普在宣
布取消会晤的信中也提及了朝方的表态
，这就说明当前双方确实难以实现妥协
。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美国认为如果此
时举行领导人的会晤，恐怕象征意义大
于实际意义，难以实现自身目标。而在
无法实现美方无核化目标的情况下，这
种会晤的举行恐怕会让朝方获得更多的
利益，还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弹
，包括对特朗普本人的质疑。

能推迟的历史性课题”——为此，他呼吁领导人之间
通过更直接、紧密的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普京表示遗憾称朝方兑现承诺显诚意
当地时间 24 日晚，在圣彼得堡与到访的法国
总统马克龙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对“美朝领导人会晤取消”表示遗憾。
普京说，他认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为能
实现这次会晤已经兑现了此前的所有承诺。对话是
解决朝核问题的必由之路，俄罗斯希望美朝领导人
会晤最终能够实现。

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对话不能停”
文在寅紧急召开会议称半岛和平不能弃、
24 日，正在日内瓦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不能拖
说，他对“美朝领导人会晤取消”深表关切，他敦
特朗普宣布取消与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晤后，
北京时间昨天深夜，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青瓦台官邸
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常任委员举行紧急会议。
文在寅对会晤取消表示“十分遗憾”，强调“朝
鲜半岛无核化和实现半岛永久和平是不能放弃、也不

促半岛局势有关各方“对话不能停”。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我对美国总统和朝鲜
最高领导人新加坡会晤取消一事深表关切。我在此
敦促有关各方继续对话，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和可
证的无核化寻找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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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如勛詩稿
編輯黃梅子：
今天刊發旅美作者張如勛老
人的一組詩詞，張老先生熱
愛文學，筆耕不輟，來到美
國後有感而發，作品飽含深
情，記錄了張老先生的心路
歷程，處處能感受到老先生
的拳拳愛國之心。
【五言絕句】初入公寓
雲鄉居
棕櫚窗外護，葉大擋風雲。
要問人何處？堂階拍照勤！
2017 年 11 月 28 日
【浪淘沙令】國家公祭日
雲鄉居
公祭義旗援。八十年前。
金陵遭戮震人寰。三十萬無
辜屈鬼，昭雪鳴冤。
日寇惡兇殘。毀我家園。
三千飛鴿奮青天。前事之師
今不忘，眾誌如山！
2017 年 12 月 13 日
【七言絕句】異鄉夕陽(修改
稿)
雲鄉居
一雙白發使城飄，火樹銀花
迎客搖。
鼓瑟和鳴窗內外，夕陽異國
也妖嬈！
〖註〗 洛杉磯也稱“天使之

城"！
2017 年 12 月 16 日
【七言律詩】天使之城會鄉
誼
雲鄉居
披衣夜半心難靜，回味家筵
濃厚醇。
淝水八公懷舊故，江淮遊子
戀親人。
海涯天角平生歷，桑梓鉛華
垂暮珍。
庭院和諧圍膝繞，仰望中夏
享秋春！
2018 年 01 月 02 日
【鷓鴣天】輪椅寄情緣
雲鄉居
踏上輪椅心滾翻，正襟危
坐意難安。當年孺子嬰車臥
，今日椿萱枝葉殘。
天宇轉！夕陽懸。星辰易
職變新顏。桑田滄海依然在
，萬丈高桅壯客船！
2017 年 12 月 28 日
【七言絕句】洛杉磯過臘八
雲鄉居
今天臘八夜漫長，不見雪飛
無葉黃。
熱粥香飄溢窗外，洋童樓院
覓芬芳。
2018 年 01 月 23 日

【七言絕句】洛杉磯過臘八
之二
雲鄉居
今天臘八夜漫長，樓院紅花
引蝶忙，
大葉芭蕉探綠水，泳池靜靜
蕩波光。
〖註〗 樓下泳池內水已放滿
，有待泳客光臨之勢！
2018 年 01 月 23 日
【浣溪沙】春晚桃花香——
賞男高音歌唱家劉洪聲表演
雲鄉居
節慶華人聚友邦。
同臺春晚閃紋章。
河清海晏頌家鄉。
遊子五音傳世遠，
洛城一曲動天長。
余音繚繞醉唐裝。
〖註〗 ①中國男高音歌唱家
劉洪聲的表演藝術征服了美
國南加州觀眾，故被譽稱為
劉大為(表演藝術可與蔣大為
媲美)！
②2018.2.10 寫於洛杉磯《美
國華人 2018 年(第 14 屆)春節
文藝晚會》現場。
③洛城即洛杉磯市簡稱。
【七言絕句】體驗洛杉磯
雲鄉居

夕陽漫灑鶴望蘭，海岸芭蕉
搖葉歡。
警機高空逐飛鳥，笛聲夜半
慰心寬！
〖註〗 ①空中警機地上護救
車輛轟嗚聲，習慣了的洛杉
磯市民，如果聽不到了倒覺
不安了！
②鶴望蘭花(也叫天堂鳥)是洛
杉磯市花。
2018 年 04 月 16 日
【如夢令】初見不識張曉龍
雲鄉居
聚宴同桌相會。
邀菜敬茶微醉。
清幹又文儒，
拍照後知方悔！
欣佩。
欣佩。
演藝執教精粹。
〖註〗 張曉龍，1975.12.9 出
生遼源市。禮儀指導，民族
民間舞學士，中國古代舞碩
士，中國戲劇學院副教授，
碩士生導師，演員活動導演
，《甄嬛傳》扮演溫太醫而
名揚影視界！
2018 年 03 月 26 日於洛杉磯

雲鄉居
曦日公園布郁蔥。炊煙徐
緩碧林融，魷魚烘烤哈哧笑
，小夥交流浩瀚通。
餐野味，看飛鴻。休閑歡
快得輕松。他鄉果熟應時落
，相伴余霞起陣風！
2018.3.25 寫於洛杉磯臨郊公
園
【七言律詩】入廠日六十周
年
紀
(1958.5.28——
2018.5.27)
雲鄉居
展翅翻飛銜結草，踐行夢想
獻華年。
灌澆鐵水型腔實，操控機床
零件全。
作古師兄遺舊業，當今徒弟
拓新篇。
人生無不經風雨，夕照尤能
染麗天。
2018 年 04 月 19 日成稿於洛
杉磯
參與運作的有：散淡愚
者、行到石花、煙霞狀元、
楓葉飄零、江南秋、山人石
峻、長生和眾多詩友親朋的
支持表示感謝！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
張如勛，筆名動火
張如勛，
筆名動火，
，堂號雲鄉居
堂號雲鄉居。
。
1939 年出生於中國安徽省壽縣
年出生於中國安徽省壽縣。
。
1952 年離鄉求學
年離鄉求學，
，1958 年入河北
石家莊水泵廠工作至 1998 年退休
年退休。
。

【鷓鴣天】郊遊野炊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底盤

汽車底盤作用是支承、安裝汽車發動機及其各
部件、總成，形成汽車的整體造型，並接受發動機
的動力，使汽車保證正常行駛。但是車主們對其的
關愛卻並不多。汽車底盤在保養的過程中，總是會
被忽視。這里為您講解底盤的保養之道！
汽車底盤需要“勤”檢查
坐在舒適的駕駛室內駕駛愛車，車主朋友們更
多的去關注愛車的內飾是否清潔、美觀，卻往往忽
視了汽車底盤一直處於極差的工作環境中為我們默
默的付出。汽車底盤的養護，首先就要求車主朋友
們能夠經常性的對汽車底盤進行檢查：
第一、檢查汽車底盤是否出現鏽蝕現象。底盤
由於長期處於一種非常惡劣的工作環境下，其受到

的危害以及侵蝕也是最大的。雨天駕駛，底盤直接
與雨水接觸；雪天駕駛；底盤又直接與冰冷的積雪
接觸；而山路崎嶇，底盤又不得不承受碎石等惡劣
環境的折磨。這些特殊的路況，對於底盤的傷害都
非常大。
第二、底盤的設備裝置的檢查。底盤裝載了很
多重要的車身零部件。排氣總成就是底盤檢查的重
要項目之一，汽車排氣管的檢查主要是判斷其是否
有漏氣現象。
第三. 汽車底盤由於需要裝載發動機和變速器
及方向助力等等系統，如果一旦某個系統有漏油就
會破壞底盤的橡膠墊造成汽車底盤的鬆動，導致汽
車底盤有時會發出噪音，方向盤顫抖或者汽車方向

盤控制不好。應該盡快解決漏油帶來的問題並清理
乾淨。
第四. 汽車底盤如果經常在路面狀況不好的地
方行駛，再加上車主不注意減速，造成汽車底槃經
常受到衝擊，導致底盤變形。
汽車底盤的檢查重在“勤”，精明車主必然是
一個勤快的車主，底盤的作用不容忽視，經常檢查
其工作狀態也是行車安全的必要保障。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休城畫頁

2018台灣夜市台灣頌
2018
台灣夜市台灣頌 Yes Market Taiwan

打水球，
打水球
，撈金魚等臺灣特色的小遊戲

今年的活動人氣依然不減，美食當前
今年的活動人氣依然不減，
美食當前，
，許多攤位前都
排起了長長的隊伍

現場除了販賣每年都有的烤香腸、車輪餅
現場除了販賣每年都有的烤香腸、
車輪餅、
、滷肉飯以
外，還特地引進香噴噴的雞蛋糕
還特地引進香噴噴的雞蛋糕、
、夜市之王大腸包小
腸、飽滿又不膩的刈包
飽滿又不膩的刈包、
、麻辣臺式滷味
麻辣臺式滷味、
、夜思夢想的
蚵仔煎

日前由休士頓臺
灣同鄉會舉辦的一年
一度的臺灣夜市在臺
灣人活動中心完美落
幕，吸引各界遊客前
來，2018 年 「臺灣夜
市臺灣頌」 （Taiwan
Yes Taiwan Song）
園遊會，讓大家有機
會趕來品嘗道地的各
類小吃臺灣美食，應
有盡有。大家也欣賞
到布袋戲等傳統文化
表演加上本地歌手及
樂團等的上臺表演，

主辦方表示臺灣夜市一向以〝臺灣 yes 臺灣味〞作為主題
，搭配一些文化的表演例如布袋戲表演等
搭配一些文化的表演例如布袋戲表演等，
，希望遊客們在
沈溺於鄉土遊戲的同時同時也能對臺灣的人文藝術有所更
加了解

手工藝品教學制作

現場還有折紙和捏面
人教學，書法、電音
三太子等活動體驗。
今年已是第 5 年舉辦
該活動。希望能藉由
這些活動幫助旅美華
僑等再次找到隸屬感
。除了各種道地的臺
灣小吃遊客們穿梭在
遊戲及精彩表演中，
仿佛真的置身於臺灣
的夜市間

當然還有最具家鄉味的愛玉冰等等，
當然還有最具家鄉味的愛玉冰等等
，一解思鄉之苦

書法教學及展覽

太鼓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