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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江“遊客被打”事件調查
店家都很好。其实此类纠
纷在很多地方也有，俗话
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不应该刻意放大。”
作为一名去过云南
昆明、大理、丽江、西
双版纳旅游的游客，张
诗祎认为，出去旅游享
受一方风土人情、玩得
开心才是重点，游客有
时也需要学会入乡随俗
。一方面，当地应该提
高旅游接待水平，以热
情好客的姿态去迎接游
客；另一方面，热门旅
游区游客多，服务质量
有时跟不上，游客也需
要理解和包容。
针对网上质疑云南旅
游安全的一些声音，云南
人张极坦言，有关部门必
须采取积极措施整治旅游
乱象。

专家：理性看待事件
近日，网络曝出云南丽江连续发生“游客被
打”事件，引发社会公众对丽江旅游安全秩序的
担忧。“游客被打”事件为何会接连发生？是什
么原因造成“游客被打”？当地旅游监管部门针
对问题采取了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记者对此进
行了调查。

打人方：认错并公开道歉
“不想再理会这件事情了。”这次丽江“游
客被打事件”中的被打游客赵某，7 日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希望相关部门强化监管，呼吁游客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同时他建议不要因此误读丽
江。
2 月 4 日，赵某发微博称，自己一家 8 人到云
南丽江古城一家饭店吃饭，因催着上菜被辱骂，
双方发生争执，后被饭店人员追打、尾随。丽江
古城警方 5 日通报证实此事，并对打人者文某等 5
人处以行政拘留和罚款。
6 日，饭店店主曾女士在网络公开发文致歉，
讲述事件经过。她称“事出有因”：被打游客赵
某谩骂老人并摔碗在先，态度蛮横且拒绝道歉。
事发当天的监控视频随即传出。从视频中可以看
到，一男子随手摔了服务员刚端上桌的一碗豆浆
。曾女士指出，摔碗者就是赵某。
曾女士发文称，当天上午 10 时左右，游客赵
某一行八人，第三次来到饭庄就餐。因一碗豆浆
上迟了，冲着曾女士的母亲大吼，老人解释之后

，赵某依然大喊大叫。待豆浆上桌之后，赵某一
手将碗摔在地上。曾女士上前与之理论，赵某依
然骂骂咧咧。
随后，曾女士联系男子文某前来协助处理，
文某到来之后双方僵持不下。赵某报警，经警方
协调后，赵某一行人离开饭店。行至一巷子口时
，文某伙同若干人对赵某实施殴打。随即，警察
返回现场，将动手的人一一抓捕。经丽江市古城
区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赵某为轻微伤。
丽江市古城区警方 7 日证实，网上所传视频属
实。曾女士告诉记者，网络公开文章确实为自己
所写，己方打了人，为此深感抱歉，甘愿受罚。
“希望各界人士理性对待此事，不要放大偶然事
件，少一点网络暴力，多一点理解与尊重。”曾
女士说。

网友：必须加强监管
近期，丽江接连曝出两起游客被打事件。记
者梳理发现，不少网友因此质疑丽江旅游安全，
也表达了担忧。网友“大福”表示：“想去又却
步，愿云南山水常青。”网友“沧桑的世界点着
灯”则说：“对监管不力的要撤职，对野蛮无理
的要严惩，不要让一些人的不文明行为糟蹋了天
然的美景。”
随着事件调查结果的公布，更多网友的观点
更趋理性客观。网友“云霏烟雨”表示：“去过
云南三次，春节刚去过，感觉民风不错，遇到的

针对丽江连续曝出
“游客被打”事件，丽江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丽江旅游环境整体上是安全的，发
生游客被打事件属偶发，希望广大网友不要偏听
偏信，理性客观看待事件本身。
该负责人表示，针对丽江旅游发展薄弱环节
以及不规范问题，丽江市已经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部署，出台了《丽江市深入开展旅游行业整治规
范旅游市场秩序工作方案》，集中整顿包括不合
理低价游、欺客宰客等不规范现象，集中查处一
批典型案件，深化行业协会改革，加强行业自律
，深化执法体制改革，加强综合监管。
而对于“丽江接连曝出旅游乱象”的问题，
不少专家建议，规范丽江旅游秩序刻不容缓，需
要出实招。云 南 纳 西 学 研 究 会 会 长 杨 福 泉 认 为
，连续发生在丽江的两次游客被打事件，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丽江旅游秩序急需进一步规范
，旅游监管等相关部门需要完善应对机制，及
时公布事件真相，回应社会公众关切。
杨福泉建议，相关部门应该深刻反思，吸取
教训，集中整治，加强监管，规范旅游秩序，保
障游客人身安全，加强游客安全教育，预防类似
事件再次发生，一定要为广大游客提供安全、文
明、舒心的旅游环境。
同时，杨福泉也表示：“广大游客也需要提
高安全防范意识，更要提高自身文明素养，遵守
旅游法规，对自身言行负责，做文明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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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冒充飞行员
诈骗多名女孩
男子李某通过某婚恋网站认识多名女
孩，然后冒充飞行员与这些女孩谈恋爱，
后 以 结 婚 为 名 诈 骗 这 些 女 孩 70 余 万 元 。 近
日，因为涉嫌诈骗罪，李某被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检察院批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2016 年，李某在某知名婚恋网站登记填
写为北京人、未婚、单身、有房有车，职
业为飞行员，月工资 2 万元以上，并以此身
份通过该网站先后认识数名女孩。李某经
常向女孩发送机场、塔台、与机组人员聊
天及预飞航班等信息，营造假象。
在女孩相信后，他便约见女孩，见面
时 驾 驶 一 辆 奥 迪 A6 汽 车 接 送 女 孩 ， 包 装 成
“高富帅”的形象。后李某通过带女孩见
朋友以及承诺近期要与女孩结婚等手段，
使女孩误以为找到了真爱。
在完全取得了被害人的信任后，李某
就开始以还朋友钱、还高利贷借款、酒驾
出交通事故、母亲出车祸等各种理由向女
孩借钱，每次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甚至
指使女孩使用网络借款平台借钱给他。案
发 前 ， 李 某 累 计 骗 取 多 名 女 孩 钱 款 70 余 万
。
但事实上，李某不仅不是飞行员，且
连工作都没有，还有两次犯罪前科，曾入
狱服刑 8 个月。另外，李某 2017 年才与妻子
离婚，有一个 6 岁的孩子，并从 2016 年开始
就有一个固定女友。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
段，李某既有妻子，又有固定女友，又通
过婚恋网站向其他多名女孩承诺结婚。
被抓获归案后，李某供述称，他虚构
飞行员身份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女孩的信
任，方便骗取钱财，骗来的钱财都用来偿
还个人信用卡及个人花销挥霍。
犯罪嫌疑人李某虚构其飞行员的身份
，骗取被害人信任，不仅造成被害人财产
损失，更给被害人带来难以预估的心灵创
伤。犯罪嫌疑人李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
构成诈骗罪，情节恶劣，诈骗数额特别巨
大。
海淀检察院检察官表示，嫌疑人之所
以能成功诈骗多名女孩，一方面是因为嫌
疑人刻意伪装，另一方面与婚恋网站信息
审核不严以及个别女孩防范意识不高有一
定关系。检察官提醒，在类似婚恋网站交
友时，不要轻信表面信息，要核实对方身
份及家庭情况。当对方以各种理由借钱时
，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心理，更不要使用
各种贷款平台贷款，以免使自己陷入人财
两失，被迫还贷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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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歲後去留學追求夢想的能力與年齡無關

中美教育改革都在路上

在海外留学的大军中，有这样的一
群“小众”。他们年龄大多在 30 岁以上
，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但是在 30 岁后
又选择重返象牙塔，到异国求学。他们
就是外界所说的“大龄留学生”。那么
，他们为什么在 30 岁后才出国留学？他
们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求学故事？
看清自我 实现留学梦
对于许多人来说，范海涛这个名字
并不陌生。2009 年，身为《北京青年报
》财经记者的她与谷歌全球副总裁李开
复博士合作撰写了《世界因你不同· 李
开复自传》，并获得了蓝狮子中国本土
最佳商业作者奖，一举成为国内知名的
财经作家。在很多人看来，这正是范海
涛事业辉煌之时。
然而两年后，年过 30 的她渐渐淡出
了公众视线。范海涛辞去了国内的工作
，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口述历
史学专业，最终成为美国第一个获得口
述历史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
其实从大学毕业后，范海涛一直就
有着出国留学的梦想。但出于各种原因
，一直到 30 岁之后她才将其实现。大学
毕业后，范海涛进入《北京青年报》，

当一名财经记者。这份工作稳定，发展
前景较好，再加上当时母亲生病需要照
顾，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出国留学一
直未能成行。2009 年，范海涛与李开复
合作撰写传记，这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她结识了一群充满活力、视野开阔
的年轻人，这个新的朋友圈子对她的触
动非常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留
学美国的经历，经常聚在一起谈论留学
期间美好的校园生活。当时我非常羡慕
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埋藏在心底的留
学梦再一次被唤醒。那个时候，我母亲
的病情也稳定下来，而且《北京青年报
》对我来说不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我更加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于是就
勇敢地做出了出国留学的决定。”
然而赴美留学的路途并非一帆风顺
，而是充满了艰辛与坎坷。去美国之前
，范海涛以为一切都会像美剧《老友记
》里的场面一般温馨。然而等到了纽约
，她才发现事实大不相同。“那是我生
平住过的最小房子”，已经在北京工作
了 9 年的她面对这一切时，产生了很大
的心理落差，“在这里，生活上的一切
都需要自己操持。每天除了繁重的学业

每一个国家的教育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都有值得别国学
习借鉴的地方。中美基础教育的比较依然要遵循这个基本前提，
要理性分析教育差异背后的根源，否则就会是盲人摸象、一叶障
目。
比如，关于学生学习压力的问题，为什么表面看起来美国学
生的学习快乐，而中国学生的学习艰苦呢？那是因为我们把中国
好的学校和美国一般的学校相比较。在美国一般的公立学校，的
确学生不做作业、课业负担很轻。但在美国好的私立学校，学生
学习的艰苦程度一点不比中国的学生轻，学校里的竞争也一样很
激烈。中国的学生书包很重、理科教材程度很深，而美国学生的
课本也并不薄，特别是文学、历史课本都很厚很难，为的是给学
生打下非常坚实的人文基础。
再比如，关于大学录取标准的问题，为什么表面看起来美国
的大学录取不重视成绩，而中国学生的高考分数却是命根子？那
是因为我们简单地把美国的 SAT 或 ACT 成绩和中国的高考成绩相
比。美国大学招生是不以 SAT 或 ACT 的成绩为唯一标准，他们重
视的是申请者在中学的成绩平均绩点以及 AP 课程的成绩。不是
美国不重视成绩，本质上的不同是美国没有全国性的考试，大学
招生实行的是申请制；而中国实行的是全国高考下的统一录取制
度，高考成绩才会成为大学招生的唯一录取标准。
还比如，关于学校教育公平的问题，为什么表面看起来美国
好的私立大学特别强调生源多样性，而中国学生特别是偏远农村
学生上一流大学难于上青天？美国私立大学鼓励不同背景的学生
之间相互学习，但根本上还是为富裕阶层提供教育服务；而公立
大学则解决的是教育公平问题，教育质量可退而其次。中国教育
面临最棘手的问题是有着非常庞大的教育群体基数，负担沉重，
且中国人自古以来寄希望于教育改变命运，在强调公平的基础上
更强调教育质量的差异和竞争。与中国教育以显性的应试来划分
学生群体不同，美国教育实际上通过一个宽松的过程，悄然完成
了社会分层。
从最根本的原因分析看，受社会制度、历史传统、文化背景
甚至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各国教育必然在理念、途径和方法
上存在差异。中国和美国在教育理念上各有差别，有时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标准去
评判哪个更好。教育改革，大家都在路上！
如果从更鼓励孩子的动手能力、收集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培养孩子的
探索性和创造性角度来讲，美国教育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我们向美国教育
学习的同时，美国教育界也在认真研究借鉴中国基础教育的某些成功经验。许多
美国一流的教育学家都认为中国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是难以置信和无法想象的，他
们认真分析中国教育的数据，并且和全球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认为这也许是美国
未来所面临的最强有力的挑战。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一流大学的招生要求对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作用都是非
常明显的。那些最顶尖的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所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一样多
的，甚至美国学生可能更多，因为他们所接触的范围更宽更广。在美国，一个不
去辅导班补课、不花大价钱去学习才艺和参加社会活动去丰富自己履历的孩子，
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名牌大学。美国大学的招生录取制度也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纯粹和完美，它也同样需要在实施的过程中克服各种各样的外部干扰因素。
那些认为只要把美国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直接移植到中国，就可以一劳永逸地
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即使全盘移植了，那些曾经出现过的问题
也一样会再次出现。反之，那些认为中美社会制度不同,因而完全不能借鉴美国招
生考试制度的某些成功经验的观点也是武断和不尊重实际的。
所以，我们要理性地比较中美教育的差异，才不至于陷入一会儿骄傲自大一
会儿又妄自菲薄的摇摆之中，也不会受到民粹主义和简单民族主义思潮的摆布。
推崇应当建立在真实了解的基础上，借鉴必须依赖于本国国情。否则，单纯盲目
的移植必然会导致南桔北枳。当前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戒除浮躁和盲从，在
真正了解自己和美国的基础上，正视我们的差距和不足，按照教育规律，根据我
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现状逐渐加以改进和完善，让改革的具体措施落地、落实。

，还要料理生活琐事。又因为已经很久
没有在学校上过课了，在语言上遇到的
困难让我感到非常吃力。而且身处哥伦
比亚大学这样的名校，学习压力巨大，
我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
自我充电 突破职业瓶颈
在出国留学前，张京（化名）已在
会计行业工作了 10 年之久。为了度过职
业瓶颈期，在工作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他经常有意识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
不断给自己充电。1998 年底，刚考完注
册会计师不久，他选择暂时放下手中的
工作，去英国利物浦大学读 MBA。
由于离开校园多年，语言基础薄弱
，张京表示，刚到英国读书时，一堂课
中有 70％到 80％的内容都听不懂，心情
十分焦虑。利物浦大学的期末考试分为
两部分，除了正常的问答题外，每个学
生还需要完成相应的论文。张京对当时
熬夜写论文的经历记忆犹新，他说：
“每次要交论文的前夜，我就得通宵准
备。这是上班很多年都没有过的经历。
更有意思的是，每次我在自习室里熬夜
写论文的时候，总能看见一群亚洲面孔
。大家自顾自地写着论文，有时还会相

视一笑，想来估计也都是语言水平不好
的学生吧。”
“那时候自费留学的学费很高，所
以平时除了和同学一起学习外，大家还
会去同一个大楼的办公室里打工，工作
任务就是把办公室打扫干净。下班后，
大家会一起出去吃饭、喝酒、谈天说地
，感受到了学生时代独有的幸福。”张
京说。独自在英国，还迫使不会做家务
活的他学会做饭。在异国他乡，他第一
次做成了红烧排骨，还在电话里和两岁
的女儿炫耀。
回国后，凭借着出色的专业技能，
张京成功地从原来工作的三线城市跳槽
到一家上海企业。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
帮他突破了事业瓶颈期，还为他带来了
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正因为此，他特
别支持女儿长大后出去留学。
留学是选择 年龄不是障碍
相对于那些在学生阶段就前往国外
读书的年轻人而言，这些年龄在 30 岁以
上的留学生往往有着更加清晰的职业规
划和目标。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能更
有效地帮助他们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
合。同时他们对知识的追求更加纯粹，

也更珍惜宝贵的学习时间。
李影现就读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赫尔
岑国立师范大学。她向笔者介绍，在 31
周岁时，她才选择出国学艺术。虽然这
个选择造成了家庭变动，对生活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但她依然无悔当初的选择
。“作为大龄留学生，我确实会有一种
人生重新展开一遍的感觉。在校园里，
我每天都和年轻人一起画画、看展览，
过着‘乌托邦’式的生活。不同的是，
我不再把校园当作逃避现实的庇护所。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更能看清现
实的模样。大龄留学所带给我的是：在
困境中依然要保持诗意的理想。”
范海涛就“大龄留学”给出了自己
的建议：“是否去留学，应该根据每个
人的客观条件来具体判断，需要慎重考
虑。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大龄留学的。更
重要的是，不要为了出国而出国，要想
明白自己出国留学是为了什么。留学不
是把自己困住，而是试图在现实中找到
一条可以绚丽突围的道路。”
大龄留学是一种选择，追求梦想的
能力与年龄无关。

美國留學最實用的 8 條建議
下面是有过留学经历的人的经验
之谈，对于前往美国留学的学生，如
何轻装上阵，留学生活顺顺当当，很
有用处，现在整理共 8 条建议，不妨
看看：
首先准备好备用眼镜
在美国眼镜价格差不多，主要是
万一你丢了，还需要先去验光，验完
光才能配眼镜，等待时间长，且非常
的麻烦。
其次是吃的，家乡的特产
特别喜欢吃的且能长期存放的，
可以带一些，其他的就尽量少带，海
关会有问题，同时在美国的中国城大
部分吃的东西你也都能买的到。
第三带好常用药品

因为在美国很多药品买卖是受管
制的。举个例子，眼药水就不能随便
买，需要医生开处方。
第四所需教科书
在美国买教科书非常贵，尽量在
中国就先买好。
第五现金方面
带上一两千美金就够了，主要解
决头一两个星期的生活。到美国办好
银行卡以后，大笔的钱电汇就可以了
。钱带太多也不安全。
第六衣服方面
衣服只带自己喜欢的就行，美国
这边要买也不贵。一般的大超市，
Macy，Walmart，Target 都有卖。
第七相关文件

与身份相关的证件：学位证、
毕业证、成绩单、录取信、一寸两
寸照片等等都准备齐，统一放在一
个文件夹里。同时尽量多打印一些
复印件以备不时之需。千万不要忘
了打印或者写下你刚来时的入住地
址和联系方式。
第八零散小东西
转换插头一定要带，要不然电脑
就用不了了。笔记本里提前都装好所
有学习时候需要用的软件;指甲剪套装
一定要带上，毕竟这个经常用;洗漱用
品的话准备一套便携装就可以了。
最后提醒一点，托运行李每个箱子
重量不能超过23kg，订票的时候问清楚
航空公司能免费托运几个行李箱。

中國留學生年齡為何越來越小？
近日，英国著名九大公学的“对
口小学”首次联袂来华面试直招。据
介绍，这些学校皆在英国极具知名度
。前来参加此次论坛的孩子最小年龄
只有 6 岁，参加面试的最小年龄学生
仅 9 岁。
近些年，中国学生的留学形态发
生了巨大变化，从最早出国读硕士和
博士，到后来出国读本科和高中，再
到近期兴起的出国读初中和小学。这
条在年龄上自上而下的纵贯线，清晰
地呈现出中国留学生及其家长越来越
早的选择，这些选择的背后既有社会
结构、经济实力的要素，也有全球化
、价值取向的要素，但最重要的是对
国内教育方式“用脚投票”。
这不是说国内教育有多么糟糕，
而是理念、方法与手段没有与时俱进
，没能跟上家长的思想，以及社会已
经变化的形势。比如，国内最为诟病
的应试教育理念，至今积重难返。
事实上，这种应试教育及其匹配
的严厉约束，已经得不到很多家长的
认可了，特别是对大中城市普遍存在
的中产及其以上阶层。因为，这些家
长没想孩子必须出类拔萃，更想孩子
能够快乐成长；没想孩子在学校要被
严格管理，更想孩子在学校不被压制
兴趣个性成长……正在上学的这批孩
子，已经不像他们父母当年时那样物

质匮乏，必须
头悬梁锥刺股
般奋斗，这些
家长也不再像
当初被自己家
长期待那样期
待自己的孩子
。换言之，代
际期待已经发
生了巨大变化
，但教育模式
却没有发生改
变，这让家长
不得不另辟他
径，送孩子出
国。
其实，这不仅能够解释中国留学
生为何出现低龄化趋势，也能够解释
为什么有那么多工薪阶层把孩子送出
了国。因为，原来附着在应试教育身
上的社会阶层上升需求、光宗耀祖需
求等，在经过这么多年发展之后已经
逐渐褪化，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尤其如
此。既然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变化了，
那么对学校的要求也就变化了，学校
和老师对孩子的严厉不再被视为关爱
，孩子被学校培养得乖乖听话，也不
再被视为有规矩，甚至培养众多学霸
的学校也不再被视为教学有方，这些
均被视为压制了孩子天性、个性的畸

形发展……时代变了，如果我们的学
校还是固守成规，可能被越来越多的
家长与孩子所抛弃。
当然，家长也有无奈甚至可怜之
处，没有多少人能够在孩子留学之时
完全陪伴在其身边，很多都是寄宿制
。因此，天伦之乐会有部分遗憾，别
离之痛会有切身感受，甚至要承受不
可知的风险。但是，从现实来看，众
多家长的选择，还是离开，这种境况
但愿能够倒逼国内学校加速改革，开
展更为个性、自由、舒展的教育，能
够适应家长与孩子的需求。套句时髦
的话，在宏观上讲，这应该可以算作
是教育供给侧改革。

人在中國
人在中國

星期一

2018 年 6 月 18 日

Monday, June 18, 2018

B4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北京呢

今年五一假期前夕，大学同学微信
群里有人提议：“大家多年只聊不聚，
干脆趁着这个小长假在北京郊外找个度
假村聚一聚。”此言一出，众人立刻响
应。最后除了一位在美国的同学确定不
能来外，只有安然没说话。
安然永远是同学群里那个潜水的人
。我一个电话打过去，她在电话那边犹
豫了半天说：“到时候看吧。”——同
学四载，合住六年，我太了解她，呛她
说：“大过节的又没什么事，何必扫大
家的兴？”她这才答应到时候过去。
聚会那天，过了约定的时间，安然
还没到，打她手机，一直没人接。大家
围在各自的私家车旁，在公路边着急了
半天，安然才很局促地赶来，满脸歉意
解释说，等公交车好久不来误了事。
原本大家准备在度假村好好玩三天
的，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安然说不放心
家里的儿子，怕她不在孩子会通宵玩游
戏伤身体，想先回去，说说笑笑的席间
，一下子变得有点冷场。
我送她下楼，电梯还未到一楼，她
心不在焉地挤到门口，问前面的人“您
下车吗？”引出一阵笑声。有人跟着出
电梯，戏笑着说：“走吧，我们也下车
吧。”安然的脸顿时显得很窘迫。
安然走后，我返回餐桌，大家都慨
叹她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清华的本科
、北师大的硕士，说起来起点高得让人
仰视；人也长得不差，有着南方女人特
有的灵秀，理应是爱情、事业双丰收的
。可自从 25 岁分居、30 岁离婚，十几年
过去，她至今仍是单身，事业更是无从
谈起，多年来一直在北京的生活里煎熬
。
之前我们同住的几年，她的状态就
像一根紧绷的弦，焦虑、茫然、拼命地
挣钱，不敢懈怠。很多时候，我都怕她
脑子里的那根弦要断，怕她崩溃掉，劝
她放松下来。但她说她不能，她一放松
就觉得空虚、恐慌和愧疚，就觉得对不
起自己，也对不起别人。
安然说，这一生她最对不起的是儿
子，其次是父母，一直想接他们来北京
团聚，一直未能做到，年复一年，随着
弥补和报答的无望，愧疚之心日积月累
，这一辈子估计都没法还了。
安然的儿子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孩子
，可惜因为安然的婚姻变得十分叛逆，
常常公然与安然对抗，让她心痛又绝望
。而安然的父母，十几年来，对女儿的
整个状况也是十分地揪心和失望。
我常常觉得，安然这一切困境的源
头，都来自于她的婚姻。
我在本科时就跟安然一个宿舍。
安然是在 19 岁一次校内的舞会上，
结识了自称是“清华校友”的吴明。舞
会后，吴明不时约安然出去玩。吴明虽
只大她 3 岁，但由于早已工作，要显得
成熟得多，出手又大方，她便有些心动
。
农村出来的安然，虽说上了清华，
但那时终究没见过多大世面。几番交往
后，她便被吴明给迷住，等知道他当年
在清华不过是“进修”、只因混迹社会
多年而有了些“成熟”的外表时，已经
陷入感情不能自拔。舍友知道吴明的情
况后，都戏称他是“打工仔”，劝她离
开另找，安然总是不语。
我跟安然关系不错，有次吴明邀请
我俩一起去康西草原玩，当晚我在蒙古

包外散步，听到他俩的蒙古包里传来吵
架声。吴明的声音很是刺耳：“说大娥
是打工妹，你以为你们多高级啊，老子
就是打工仔怎么了？”安然很委屈的声
音：“我就是开个玩笑，谁让你俩暧昧
的？”
大概是听到了外面的动静，里面很
快没声音了。第二天，我担心安然，背
着吴明问她怎么回事，她迟疑了好久，
才说她怀疑吴明和他门店的雇员大娥关
系不那么简单，故意刺激他，才那么说
的。
后来我渐渐看出吴明的江湖习气，
也劝安然离开她，她叹口气说时间长了
习惯他了，也有些舍不得了。就这样，
他们小吵小闹，分分合合，大学一毕业
，安然就嫁给了吴明，跟着这个男人离
开北京，回到了他在江苏农村的老家。
舍友们觉得突然，又为安然担心惋惜，
大半年后，我们才知道她是奉子成婚。
可惜她的婚姻只维持了一年。真正
生活在一起后，各种矛盾暴露出来，即
便安然怀着孩子，两个人也是争吵不休
。有次两人因小事吵完架后，吴明问安
然交电费了没有，安然还没消气，赌气
说不知道，吴明就一把掌扇到她脸上。
安然极度震惊，可远离娘家，她没地儿
可去，只能挺着怀孕 8 个月的大肚子跑
到火车站。3 个小时后，吴明才找过来
。
比起身体的受苦，精神的绝望更是
深入骨髓，吴明学历低安然不少，羞辱
谩骂起安然来，就像个未开化的野蛮人
，话语粗俗，不堪入耳。绝望时，安然
曾经想，孩子一生下来就送人吧，感情
都没有了，何必留下孩子困住彼此？后
来跟吴明商量，吴明也同意了。
可儿子航航生下来，安然看他第一
眼就知道，她不可能送人了——她爱儿
子爱得愿意为他放弃一切，包括她当时
正在备考的研究生考试，包括忍受痛苦
不堪的婚姻。
日子麻木地过着。航航三个月大时
，安然抱着他坐在吴明老家的楼上乘凉
，告诉吴明，以后她要送儿子去国外留
学，然后让他留在国外，再把她也接出
去。吴明讥笑着问她怎么送儿子出去？
安然很不屑地说：“不就是 50 万吗？
”——那时候，很多机构宣称 50 万可以
移民或送孩子去国外上学，安然觉得，
这笔钱没那么难挣。
后来那段时间，安然经常给我打电
话，说她很想飞，一个有着清华纯正血
统的本科生，她的宿命不该是江苏农村
。果然，航航满了周岁后，她跟吴明的
婚姻生活终究没维持下去。安然抱着儿
子跑回自己的老家，她的父母无条件地
接纳了她们母子，没有多说一句话。这
在世纪之交、重男轻女的偏僻农村，在
安然还有弟弟的家庭环境里，是外人难
以想象的。安然跟我说，她永远记得她
父亲那一瞬坚毅温暖的眼神。

然就像崩溃了一样，趴在桌子上无助地
哭起来。我走过去拍拍她的肩：“哭什
么？咱不靠他，只当没他这个人的。”
她肩膀抽动得厉害，没说话。
某个工作日，我在窗边的电脑前写
文案，她再次给吴明的单位打电话，电
话那边的回声很大，有个女的告诉她，
吴明已经辞职自己开公司去了，不过他
的女朋友还留在单位，并给了安然电话
。我很意外，看到安然怔了一会儿，然
后很坚决地拨号打过去。对方问她，你
哪位？安然迟疑了一下：“我是他老乡
，联系不上他了，想了解下他的情况，
听说你是他女朋友？”那个女人很骄横
很戒备的声音：“是啊，你谁啊？”我
听到安然平静地说：“我是他儿子的妈
，你说我是谁啊？”
这事后，吴明很快提出离婚。我劝
安然，现在这样，不如离了算了。安然
苦笑了下，沉默了一会说，其实从她抱
儿子离开那一刻就死心了，只是怕对父
母没法交代，再说儿子还小。
她觉得自己还没想好，也出于恨意
想拖着那对男女，之后一直不肯离，一
拖就是两年，这期间她一边上班，一边
再次准备考研的事。
夏天的夜晚，北京的风凉幽幽的，
很舒服，安然望着窗外的夜色，踌躇满
志：“在儿子上小学前，我一定要把他
接过来，我要接他来北京上小学。”
最终，航航没被接过来上小学，安
然自己却考上了北师大的研究生。读研
前，她跟吴明回老家办了离婚手续，回
京后，她自嘲地跟我说，去民政局的路
上，吴明有点犹豫，不想离。我问她后
悔离婚吗？她说从来没后悔过，就他俩
的差距，就算当时不离，以后也会离，
况且他那会那样对她，她简直恨透了他
，只想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她只是觉得
有点对不起儿子，对不起两边的父母，
还有，有点茫然。
不久，紧张忙碌的研究生生活开始
了，安然住进了宿舍，但周末时常回来
跟我小住，说跟那帮 80 后小孩有隔阂，
说不到一块儿。有时候，我在一边工作
，她就在旁边给儿子打电话，每次航航
在电话那头都哭得撕心裂肺，她安慰着
、安慰着，也跟着哭。
有一次，航航在电话里很担心地问
她：“我们家就你有北京户口，我没有
，你会不会不要我了？”
安然在电话这边笑着笑着，就忍不
住哭了。我知道她一直没能忘记接儿子
来北京的愿望，安慰她等以后毕业了工
作了再说。
她叹了一口气，说她认识的一个博
士，毕业后硬是在北京找了 7 个月的工
作，才在一所大学安定下来，现在就业
形势就这样，“3 年后我硕士毕业后，
又能怎样？能有什么好出路呢？又怎么
能接儿子过来？”
我随口安慰她：“干嘛一定要在北
京啊？”
她懵了半晌后，愣愣地看着我反问：
航航两岁半时，安然将他留给父母
，只身回到北京。我那时跟朋友合伙开 “那你呢？又为什么一定要留在这儿？”
我也一时语塞。
公司，房子是商住两用的，知道她的情
况后，我让她从旅馆里搬出来，跟我住
安然开始独自带着儿子在北京北漂
到了一起。
那时，吴明已先她一年返回了北京 ——研究生毕业那年，她本可以去外地
。她有时为了儿子要跟前夫联系，却时 大学任教的，但因为有李雷，也习惯了
常联系不上。有一次周末，她给吴明打 北京，她留了下来。
电话，对方不接，她像中了邪似地一直
虽说是“漂”，但也还好，单位是
打，打了十几次，对方一直挂断。她突 画院，导师费了很大力气托人送她进去

的，稳定的事业单位，只是不给她解决
编制和户口，工资也低，2010 年才 2500
元——那里正式有编制的博士生那时每
个月也不过 3500 元。
安然在那里熬了 3 年，做美术类书
稿的文字编辑。一天，她去接航航放学
，几个家长围在一起说话，互相打听对
方的孩子上的什么课外班，很多孩子英
语、舞蹈、奥数、美术等等兴趣班都报
了。一个家长说孩子们上那么多课外班
太累了，旁边的家长立刻附和说各种课
外班把孩子上得都没童年了。安然在一
边默默地听着，难受又愧疚，很想哭
——儿子航航一个辅导班也没上，一个
兴趣班也没上，因为她没有那份余钱。
另一次开家长会，航航的班主任告
诉安然，这次学校的摸底考试，航航的
数学没及格。安然极为震惊——儿子以
前可是被称作数学天才的，所有的数学
老师都夸过他。她跟老师交流，又跟儿
子航航谈话，得知班上绝大多数孩子都
在课外上了奥数班，而学校的试题中不
时会有奥数方面的内容，航航因为没上
奥数班，渐渐有些跟不上。
那晚，安然给我打电话说，她的心
再也安静不下来了，她想挣钱，想得都
要疯了，她不想上班了。我怕她想法太
偏激做出什么错误的决定，第二天趁她
中午休息，便去找她，在她单位附近，
我们找了个咖啡厅坐了会儿。
她说她也不是一时兴起，这段时间
她想了很多，她想在孩子上初中前解决
经济问题，在北京有属于自己和孩子的
房子，她想辞职创业去。
我有点意外：“画院这么好的单位
你要放弃？国家殿堂级的单位啊？”她
苦笑，表示画院于她，这时就像鸡肋，
既解不了她的精神之渴，更无法满足她
最基本的物欲需求，她只能曲线救自己
和孩子，先物欲后精神。
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龙阳，增高鞋
做得已小有规模，各大电商平台上都开
了品牌代理店。他之前一直鼓动安然跟
他一起干，但我觉得我和安然对电商这
行都不是很懂，劝安然慎重。安然说，
大不了一输，总比坐以待毙强，我知道
劝不住她，只是隐隐有些担忧。
没多久，安然便从她姑父那儿借了
10 万块钱，加盟了龙阳的网店，开始了
她的第一次创业。那段时间，每次打电
话问她情况，她都说很忙，简单聊几句
便会匆匆挂断。我以为她终于交了好运
，事业进了正轨，慢慢便放下心来。没
想到半年后，龙阳给我打电话说，联系
不上安然了。
原来，随着生意的忙碌，龙阳的脾
气是越来越大，经常不留情面、不顾场
合地爆发，员工走了一拨又一拨，安然
也被责难了几次。前两天下班时，来取
件的快递员带回来了一个退货包裹，当
时龙阳不在，安然带着两个员工在忙着
打包准备发货，没来得及打开包裹检查
便签收了。结果等发完货，安然再检查
时，才发现退货的包裹里根本就是大盒
子套小盒子，根本没有退回来的鞋子，
那个客户就是来讹诈的。
安然知道龙阳的脾气，当时没敢告
诉他，结果等过了两天跟他说起这事、
并说自己承担损失时，龙阳还是没忍住
，当着别的员工的面爆发了。安然后来
在 QQ 上告诉龙阳，没法合作了，便关
了电话。
生意散伙后，安然怕儿子担心，瞒

了他几天。一天，航航放学回来，她实
在太累没来得及躲出去，航航就问她怎
么没去上班。安然忍不住就抱着儿子哭
起来，无助地念叨着：“怎么办啊？儿
子……”航航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很困
惑地问她：“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
北京呢？我们和姥姥姥爷舅舅在一起，
我们一家人守在一起，不好吗？”
安然无法回答——是啊，为什么一
定要在北京呢？这里除了是她上大学、
上研究生的地方，还有别的原因吗？还
是如大多数人所想，北京代表着梦想和
希望？她究竟有多爱这座城市？
我俩在茶馆小坐。安然说事到如今
，纵然她想回去也回不去了，首先小城
市就业机会少，几乎不可能有适合她的
职业，另外，她自嘲地继续说：“这好
像是一条不归路，一旦踏上，就很难回
头。高不成低不就，如果回去，别人的
目光硬生生地杵在那里，在背后点着你
说：‘还在北京上研究生了呢，看，最
后还不是混不下去回来了？’我不能回
去，也回不去了。”
我无法辩驳。
她茫然移开视线，神色邈远地看窗
外，沉默了好一会才又说，这次创业失
败，她有了从未有过的濒临绝境的恐慌
，生存是如此迫切地被提上了日程——
画院是没法回去了，重新找工作吗？做
什么才能兼顾房租和母子二人其他的庞
大开销呢？如果做编辑的老本行，她还
有精力随时应对不定时的加班、采访、
赶稿子的任务吗？这个年纪的人了，又
带着个孩子，她已经有些怯怯的了，缺
乏在职场上重新杀出一条路的信心和勇
气了，“真难啊！”
她说她光是想想，就觉得害怕。
安然第二次创业是跟朋友在河北开
小厂子做日用品，钱是她从父母及朋友
那儿借来的。一年后，由于跟朋友意见
有分歧，厂子经营不善，不仅没赚到钱
，还欠下 7、8 万的债。
为了省房租，她再次跟我住到一块
。有时她自嘲说，历史有时真是惊人地
相似，多年前她来北京找吴明，走投无
路时，最终是我收留了她，如今十几年
过去，当她再次失败归来，没想到最终
接纳她的还是我。
只是，她时常忧郁的脸告诉我，她
一直没忘那个想接儿子和父母来北京团
聚生活的愿望。
因为欠着父母的钱，不想让他们看
到自己过得不好，怕他们唠叨，安然已
经两年没回家了。她父母快 70 岁了，身
体也不好，她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等到
她报恩的那一天。
航航没有人管，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
，来到北京打工，在一家餐厅做服务员。
为了照顾儿子，弥补对他的愧疚，安然从
我们同住的地方搬了出去，在儿子餐厅附
近租了房子住下来。航航觉得母亲上了研
究生也不过如此，又经常跟她要钱乱花。
安然已经管不住他，却又觉得是自己毁了
他，愧疚之余便更纵容他。
安然的心被各种无力填满，她觉得
世界虚无得厉害，只有拼命工作，拼命
挣钱，白天上班，晚上写稿，不敢玩，
不敢谈恋爱，才能将涨满心间的恐慌一
点点挤压掉。否则，稍有懈怠，她便觉
得对不起儿子，对不起父母。
很多时候，她还是会很迷茫，很困惑
地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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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阿麗讓美國圖書館唱響中國歌
我的名字叫黄阿丽，
从北京来美国快三十年了
，现在在布碌仑公立图书
馆的 Dyker Height(戴克高
地)分馆工作。1982 年左右
，我学习英语毕业后进入
Radio Beijing 的 首 都 报 道
组做记者，一干就是几年
。那时正值邓小平改革开
放的时代浪潮，我每天到
处 跑 ， 专 门 采 访 “China
in Construction” ( 中 国 建
设)，报道大陆开放的新气
象。我还记得当时北京第
一家新式私营发廊开业，
国外的风格、装潢非常好
…还有烫发！都和传统老
发廊不一样，我就去采访
，还获了奖。

追随留学潮 远赴新天地
我为什么会出国呢？是因为当初
八几年的时候正好有一股出国潮，大
家都想出国留学，我们那个单位因为
写英语新闻，大家都很希望到美国来
进修，每个人都在努力。那时我已经
三十多岁，在大陆算年纪很大了，出
国确实需要勇气，不过当时的我觉得
精力特别充沛，能闯能折腾，而且改
革开放嘛，能出国是一件很让人羡慕
的事，家里也都很支持。后来我就跟
大家一样也考了托福，顺利获得了得
州大学阿灵顿分校录取，拿了奖学金
，还得到了公派机会，于是就来美国
读新闻啦。
到得州时是 1988 年的秋季，我还
记得那天天气特别好，得州大学中国
同学会里一个很帅的小伙子来接我，
后来才知道那时候都把单身的男孩子
派出来接新来的人，想一想说不定是
为了以后能约会啊什么的！但是接我
的这个却没戏，因为来美国时我已经
结婚了。那时候的我，看起来很显小
很 pure，谁也想不到我已经结婚了。
自从知道我已婚后，那个很帅的男孩
子就再也没来帮忙了。
初来得州的我对美国的第一印象
就是——美国真好啊！住的比我们又
旧又暗的筒子楼好，没有风沙，地方
还宽大得不得了，到处没人，干干净
净的。去商店一看，琳琅满目，当时
我就想“Oh my God，真是资本主义
啊！”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冲击感觉
特别明显。
特别是得州买枪非常随便，到处
有枪展，第一次近距离看见这么多真
枪，我惊讶得一塌糊涂，小枪大枪一
大堆还有猎枪，吓死了，我们就拿起
来看，也弄不清楚，就是觉得特别震
动，“哎呀，在美国枪可以这么随便
买！”那时也不知道得州和其他州政
策不一样。斗牛，玩蛇、枪，农场，
卷舌口音，当地人红红的脸，得州的
狂野牛仔文化对我来说真是一个不同
的世界。
当时在得州大学求学的中国学生
大部分都是读理工科，只有我一个是
学新闻的。那时候很多东西听不懂，
像美国的故事啊，人物啊，哪发生什
么事儿啊，你都不知道。刚开始时我
一个人去上课，美国学生人家都觉得
很奇怪：哎，怎么一个中国学生来了
？那时候得州的中国人很少，老外都
特别想了解中国，让我介绍大陆的情

况。我还记得当时自己亲手学做幻灯
片，用胶片打出来(投影)，介绍中国
留学生在美国的故事。
那时的中国学生基本上都有奖学
金，但业余时间还是会出去打工补贴
一下。我记得当时我奖学金每月生活
费有 400 元，足够花了，但周末的时
候还是会去中餐馆打工做收银员。半
年后，我先生到了美国也在工厂打工
，两个人慢慢地就攒了一些钱。
来美第一年还是第二年，我们终
于买了一辆黄色的日本二手厢型车，
挺便宜的，两、三千块钱。后来我和
我先生还开着这辆车，从得州一直开
到加州再回来，沿途旅行，游览洛杉
矶、拉斯维加斯、胡佛水坝什么的，
当时还想会不会这辆车半途就出问题
，结果竟然就这么过来了，颠颠簸簸
的一直见证着我们到美国最初的生活
。

歪打正着 体育馆偶遇小布什
1990 年我在得州 Fort Worth 广播
实习了一个学期。那时我和搭档一起
到处跑新闻，采访过生活待遇不好的
二战老兵什么的，一个人，家里乱七
八糟的，很可怜。
有一次报道阿灵顿体育馆完工开
放，看到下面大操场上走过来四、五
个人，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美国同事就
指给我介绍，哎，是得州州长小布什
。
当时，我对这些政要什么的还不
了解，也没当一回事，还跟小布什
“哈啰”了一下，他还跟我握个手呢
。我还记得他当时穿黑色呢子大衣，
那时候的印象就是这个人挺和蔼可亲
的，后来老布什当了总统，最后他儿
子又当了总统，我就觉得好有意思呀
，这段经历我怎么没把它录下来呢。
也是从电台实习开始，我意识到
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不太容易。那时
候傻乎乎地跟着跑，发现自己的语言
啊、口音啊、文化背景啊各方面还是
不太行，感觉可能做不了，就萌生了
赶紧选一个其他专业的想法，要不然
找不到工作。
刚好那时候有朋友在阿灵顿大学
图书馆工作，我跟着看看，觉得这个
工作不错。后来知道想做图书馆员，
不管公立私立，必须要有对口的硕士
学位，我就计划转行，重新申请到宾
州的一所大学。从得州到宾州，我和
我先生一人开一辆旧车，千里迢迢搬
家，其中那辆最早陪伴我们游历美国

的二手车也终于在抵达宾州不久后完 然后——“今年新年我们就表演《茉
蛋，功成身退了。
莉花》吧！”
教歌的时候，一开始我是先唱一
转行图书馆 目睹布碌仑变迁 遍，然后他们学，有的人会觉得很困
1993 年春天，我从宾州图书馆系 难，就改成先跟着我一句一句地念。
毕业。那时候纽约布碌仑公立图书馆 后来有人就觉得谱子上有些歌词(汉
刚好得到一笔经费，要招一大批图书 语拼音)不太好念，我们馆长就把它
馆员，正好被我赶上，再加上我的一 编成美式发音的拼音，比如“MOW
些同学已经在布碌仑工作，介绍我过 ”就是“茉”，比较好理解。发音有
来这里，最后我很顺利就找到了工作 时候很难的，但是每个人都很热情高
，第一个图书馆是 Flatlands 的 Paerde- 昂，努力学下来了，合唱团里还有热
心的中国人喜欢唱歌，和我一起教歌
gat 分馆。
接下来几年，我先后在布碌仑的 ，排练了一个多月，新年活动的时候
Borough Park( 区 公 园) 和 Kings High- 就在图书馆演出。大家都觉得很不错
way(国王高速路)分馆工作过，新世纪 ！观众反响很好，他们自己也觉得很
之初还在 Kings Highway 图书馆举办 骄傲：什么中文也不会，居然也把中
了首次中国新年庆祝会，邀请当地华 文歌学下来了，而且唱得人能听懂！
首次演出大获成功，大家都说明
人教会的教友们来唱中文歌，表演二
胡、扬琴、笛子什么的，观众们反响 年继续学啊。到了第二年，我选了
很好。2002 年秋天，我来到戴克高地 《康定情歌》，突然觉得这可以作为
分馆担任副馆长和信息主管，十几年 我们图书馆的传统了，一年一首，教
美国人唱中国歌，庆祝中国新年。今
下来一直工作至今。
作为 20 多年的老布碌仑，我在各 年我们正在学第三首歌《达坂城的姑
地图书馆亲历了华人由少到多的巨大 娘》。我给他们翻译歌词，讲到这歌
变化。最早在 Paerdegat 就没有几个华 是一个男的唱的，“你要是嫁人，不
人，见到我还会很兴奋说“哎唷，终 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而且
于 有 中 国 馆 员 啦 ！ ” 现 在 在 Dyker “还要带着你的妹妹来”，大家听了
Height，中国人是数一数二的移民群 就都笑起来，觉得这歌很有意思。
我们这个合唱团的组织形式在布
体，像附近的 201 中学基本上都是中
国孩子。如今戴克图书馆借出去的书 碌仑真的算是成功的，本来只是一群
，最多的是儿童书，其次就是中文书 人在一块免费唱歌，后来变成需要经
，而且儿童书里也有很多是中国人借 营的项目，因为要付钱聘用老师，图
走的。图书馆还增加了中文连续剧的 书馆也鼓励自行募款，我们就成立了
Friends Group，每年办一些 Bingo 啊募
碟片出借，现在数这个最火。
款活动，很多人也会自发捐款，供图
迎春灵光闪 教外国人唱中国歌 书馆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能有这样
我们图书馆的“Dyker Singers”( 的机会唱歌，老人们都很开心，特别
戴克歌者)合唱团演唱中国歌项目，其 是去年获奖，就更开心了。
去年，戴克高地图书馆首次获得
实是来自我当年的心血来潮。四年前
，我们获得了一笔老人活动经费，喜 纽约市社区图书馆奖(NYC Neighbor欢音乐的前馆长 Eileen Kassab 就提出 hood Library Awards)，成为全市公立
请个老师来教老人们唱歌吧！后来找 图书馆上百所分馆的十佳之一，获得
到了很好的老师，慢慢有人报名，就 万元奖金，我们的合唱团表演功不可
组织起来了。现在团员 25 到 30 人左右 没。
一年一首，教美国人唱中国歌，
，基本都是退休的美国本地老人。
两年前，有一次庆祝中国新年时 推广中国文化，让我觉得很骄傲，相
，我突然心血来潮，跟馆长说“既然 信这对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和传统
我们有一个合唱团，为什么不教他们 很有益处。这些戴克高地的美国老人
中文歌曲呢？问问他们愿不愿意中国 们，开始学说中文和中国邻居打招呼
新年学些中文歌啊？”喜欢多民族文 ，学唱中文歌庆祝农历新年，他们对
化的馆长连连称好，合唱团员们也都 中国是友好的，渴望了解的。希望我
说很有兴趣，我就选了《茉莉花》这 们的活动能作为图书馆传统，一年又
首世界出名的歌，从网上把谱子弄下 一年、一首又一首延续下去，让音乐
来，还给他们看 Youtube 上席琳迪翁 承载中美人民友好交流的心声，传唱
、多明戈啊这些特别有名的人演唱， 不息。

助中國大熊貓入紐約
紐約各界出席公益籌款晚宴
2017 农历新年伊始，为推动“中国大
熊猫入住纽约项目”(The Pandas Are Coming to NYC)，迎接两只中国国宝入住纽约
中央公园，来自纽约各界的数百位嘉宾于 8
日晚汇聚华尔道夫酒店，出席“黑白熊猫
舞会”大型公益筹款活动。
中国大熊猫入住纽约项目是由史带基
金会(Starr Foundation)主席 —— 全球保险
金融业传奇人士莫里斯· 格林伯格(Maurice
R. Greenberg)、红苹果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暨前纽约市长竞选人约翰· 凯斯(John
A. Catsimatidis)、著名媒体人和慈善家靳羽
西，以及纽约州资深国会议员卡罗琳· 马洛
尼(Carolyn Maloney)于 2016 年共同发起，并
得到了包括中国政府、纽约州长和纽约市
长等各级政府机构和个人的支持。
当晚，上述几位发起人和中国驻纽约
总领事章启月大使、著名化妆品世家 Leonard and Judy Lauder 夫妇、莱利和温迪· 洛
克菲勒夫妇(Larry and Wendy Rockefeller)、
著名百老汇剧院连锁业者倪德伦夫妇(Margo and James L. Nederlander)、 Jonathan
and Sommer Farkas 夫 妇 、 纽 约 名 媛 Jean
Shafiroff 以及中华文化基金会创始人王滨女
士等纽约各界知名人士担任当晚晚宴组委
会成员。荣誉委员会则由曼哈顿区长高步
尔(Gale Brewer)、前纽约市市长丁勤时(David Dinkins)、鲁丁管理公司董事长威廉· 鲁
丁(William C. Rudin)以及美国联邦众议员约
瑟夫· 克劳利(Joseph Crowley)等数十位国会
议员及市议员组成。
当晚晚宴嘉宾们身着黑白礼服，不仅
重现了文学家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经典
黑白舞会场景，更是借黑白两色巧妙融入
了中国元素，重新赋予了经典黑白舞会
“大熊猫”的概念。
晚宴伊始，嘉宾们欣赏了精彩的儿童
乐队表演和大熊猫宣传视频。担任宴会主
持的凯斯首先向来宾们介绍了“中国大熊
猫入住纽约项目”对于纽约市发展的重要
意义。他表示，大熊猫不但可以给纽约带
来全新的活力，创造餐饮业、酒店业和旅
游业领域的众多就业机会，并会拉近纽约
和中国的距离。他并介绍前总统尼克松的
女婿、纽约州共和党委员会主席爱德华· 考
克斯(Ed Cox)上台致辞。考克斯当年陪同尼
克松进行了前往中国的破冰之旅，他回忆
了当初中美两国恢复交往的过程以及文化
交流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而大熊猫
无疑是最好的来自中国的友谊的象征。
史带基金会主席格林伯格表示：“我
们准备在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点为
中国的大熊猫在纽约修建一个家，希望大
家为中国大熊猫入住纽约贡献一份力量。
“ 靳羽西女士也强调：“熊猫是中美两国
友谊的象征。”
纽约市长白思豪在给活动发来的贺
函中说：“中国大熊猫入住纽约项目是一
个脚踏实地的、多元化的项目。这个项目
也让我们看到了卡罗琳· 马洛尼议员以及所
有项目成员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纽约所作出
的巨大贡献”。纽约州长葛谟也在贺信中
表示：“这两只可爱的大熊猫将促进中美
两国的友谊，加强中美双方的合作，他们
远道而来，承载着对中美两国最美好的祝
愿。”
此外，当晚到场嘉宾还包括纽约犹
太裔社区领袖施奈尔(Rabbi Arthur Schneier) 夫 妇 、 美 中 关 系 全 国 委 员 会 会 长 欧 伦
斯 (Stephen Orlins)、 中 国 驻 纽 约 总 领 馆 李
立言和周志勇参赞、香港驻纽约经贸处
处 长 柏 嘉 礼 (Steve Barclay)、 纽 约 州 长 亚
裔事务主任孙雯，以及多家中资赞助企
业 的 代 表 —— 他 们 包 括 中 建 美 国 公 司
主席袁宁、招商银行纽约分行行长焦程
跃、中信银行美国地区总经理文兵、中
国 驻 纽 约 旅 游 办 事 处 主 任 王 艳 杰 等 400
多位中美政要、商业领袖、社区和文化
界代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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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博或面临 45 年监禁！
为何韩国的前总统无一善终？
已经有网友表示，要研究如何镇住
青瓦台的风水了。
韩国法院对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签发
逮捕令。据检方向法院提交的逮捕令申
请，李明博共涉嫌 12 项罪名，包括收受
贿赂、挪用公款、滥用职权、非法篡改
总统文件等。
当地电视台对李明博从首尔家中被
押送入狱的过程还进行了现场直播。
李明博被指在作为总统候选人期间
及上任以后，通过多种渠道收取了超过
1000 万美元的贿赂。
检方称，李明博借亲戚之名实际控
制了一家利润颇丰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企
业，并挪用了 3200 万美元的公司资金。
李明博还被指在汽车零部件公司以虚假
的名义持有大约 80％股权的多数股权，
这是非法的。
有分析称，如果被定罪，他可能面
临长达 45 年的监禁。
据报道，李明博将在短期内接受健
康检查，然后换上带有囚犯号码的监狱
服装，他的牢房面积是 13.07 平方米的单
人房，足以容纳六至七名正规囚犯，有
浴室、电视、水槽、桌子和镜子等基本
家具。
他的饭菜与其他囚犯一样，早餐时
有面包、果酱、豆浆和卷心菜沙拉。
至此，韩国所有前总统全军覆没，
死的死，抓的抓，无一善终。
已经有网友表示要研究如何镇住青
瓦台的风水了，青瓦台听著就有一种
“渡劫”的感觉……

历任总统结局
据悉，自 1948 年建国以来，韩国历
经 19 届共 12 位总统，除了现任总统文在
寅之外，都没有好结局。
第一任总统李承晚被迫流亡国外，
最终客死他乡；尹潽善、崔圭夏两人遭
遇政变下台；朴正熙被暗杀；卢武铉跳

政治报复

崖自杀；金泳三、金大中被儿子坑了；
全斗焕、卢泰愚、朴槿惠、李明博四人
已被或将被判刑。
真是铁打的青瓦台，流水的总统。
在韩国，前总统的生活这么“艰难
”吗？这么多前任都因贪污受贿、滥用
职权出事，为什么每次新任总统都不吸
取教训，还会重蹈覆辙呢？
有分析指出，根源在于韩国的政治
体制和经济结构。韩国是由财阀控制经
济，他们能随时左右政局，伺候不好他
们，也难有善终。再加上韩国的政治体
制，不收钱实在难当上总统。
财阀和总统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财阀
谁是国家的股东，谁就是国家的实
际主人。财阀资本势力大的国家，公权
力就弱。
据悉，韩国超过 50%的 GDP 和 90%
的银行贷款都属于 10 大财团。
韩国的财阀势力之大有其历史原因
，据纽约时报报道，上个世纪 50 年代战
争结束后，官员们将救援资金和低息贷
款交给那些承诺重建国家的商人。政府
还保护本土企业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
帮助他们发展。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有效的，在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财阀在韩国掘起为
工业巨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财阀迅速掘起，有民众抱怨贫富不
均，可是没用。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在上世
纪 90 年代末，财阀在韩国制造业占据了
近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
随著韩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过渡到一
个民主国家时，财阀已经在经济上变得
非常强大，以至于他们拥有相当大的政
治影响力。政客们开始依靠公司的财政
支持来赢得选举。
财阀和政客之间互利互惠，有解不
开的关系，比如三星和朴槿惠。

此外，韩国前总统被指控和调查通
常发生在政治对手上台后。
据报道，李明博和朴槿惠属于同一
阵营，都属于自由韩国党，与文在寅不
属于同一阵营。朴槿惠在位时，李明博
安然无恙，但好日子在 2017 年文在寅当
选总统后到头了。
文在寅当选时就承诺将铲除困扰韩
国数十年的政商腐败关系。
此前李明博也曾发表声明称，检方对
李明博政府时期青瓦台等公职人员进行调查
的目的很明显，目标一开始就锁定在自己身
上，“韩国的根基正因近期的为历史翻盘和
政治报复而动摇，对此深感失望”。
文在寅与李明博之间的过节还有一
个关键人物是卢武铉。
文在寅与卢武铉两人志同道合。
2001 年卢武铉参加总统选举，文在寅是
卢武铉的竞选总管。当选后，文在寅又
成为卢武铉的秘书室室长，相当于青瓦
台幕僚长。2009 年 5 月 23 日，卢武铉因
涉嫌与家人有关的腐败而被调查，当时
正值李明博执政期间。卢武铉后从农村
的养老院后面的悬崖跳下身亡。
卢武铉的支持者指责李明博在调查
中羞辱了他，导致他自杀。在卢武铉自
杀的时候，其家人正在接受腐败调查。
在他死后，对他们的指控就被撤销了。
李明博上台后，除了卢武铉，还推
翻了另一位不同阵营的前总统金大中
（1998 年上台）。
2012年，李明博的同僚朴槿惠接替李
明博担任总统，已于去年 3 月被捕，再加
上刚被捕的李明博，韩国也在时隔23年后
再度重现两名前总统同时锒铛入狱的窘境
（1995年逮捕全斗焕、卢泰愚两名前总统
）。韩国媒体正在为他们国家的总统受到
诅咒而苦恼。“这不是诅咒，”一位韩国
官员表示，“这是一场悲剧。”

李明博 从普通职员到“总统神话”再到嫌犯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批准逮捕前总统
李明博，韩国检方前往李明博私邸实施
逮捕。继全斗焕、卢泰愚、朴槿惠之后
，李明博成为第四位因刑事罪名被逮捕
的韩国卸任总统。从普通公司职员到企
业家、再到总统，李明博的奋斗史曾被
不少韩国国民津津乐道；也正是因担任
企业领导人及总统期间的违法行为，导
致李明博在卸任 5 年后沦为阶下囚。

贫穷家庭中诞生“工薪族神话”
1941 年，李明博出生于日本大阪。
1945 年日本投降，李明博随父母回到韩
国。李明博家境贫寒，用他自己的话说
，“住在周边的邻居全是乞丐家族”。
高中求学阶段，李明博靠检垃圾所
挣的钱勉强交上学费，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夜校，连续三年成绩排在第一名并
取得高中毕业证，最终考上了高丽大学
商学院。
大学三年级时，李明博因发起学生
运动反对“韩日友好协定”，被当局逮
捕，在首尔监狱服刑六个月。
1965 年 大 学 毕 业 后 ， 李 明 博 因 有
“前科”而被许多企业置之门外。历经
周折之后，他进入韩国现代旗下的“现
代建设”就职。1970 年，李明博与毕业
于梨花女子大学的金润玉结婚，两人婚
后育有一男三女。
1977 年，年仅 36 岁的李明博成为该
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社长。此后 20 余

年间他一路向上，担任过现代集团 10 家
下属企业的领导人。辉煌的经历使李明
博成为韩国企业界的传奇，被誉为“工
薪族的神话”。

初踏政坛成绩斐然
1992 年，李明博踏入政坛，当年被
选为国会议员。2002 年 7 月，经过激烈
角逐，李明博当选首尔市市长。在 4 年
市长任期内，李明博力主实施的“清溪
川复原工程”、规划实施公交体系改造
项目广受好评。
清溪川是首尔汉江以北流经市中心
的一条人工河道，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遭严重污染。李明博主持的改造工
程完成后，清澈的河流穿城而过，成为
旅游景点之一，韩国人称赞李明博创造
了“清溪川”神话，李明博本人也被美
国《时代》周刊封为“环保英雄”。
2007 年 8 月，李明博击败前总统朴
正熙的长女朴槿惠，成为在野党――大
国家党当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
在激烈的竞选中，李明博在创造出
“工薪族深化”和“清溪川”两大神话
的基础上，亮出的王牌是“经济总统”
。他明确表示，将把韩国当成一个大企
业来经营，“我将重振经济。”

质疑声中成功当选总统
2007 年 12 月，李明博在总统选举投
票中以 49%的得票率，以压倒性优势当

选韩国新一任总统。他的竞选之路并非
一帆风顺。事实上，此次韩国检方调查
的案件之一 “BBK 股价操纵案”，正
是当年其总统竞选时期的陈年旧案。
“BBK 案”是 2001 年轰动韩国的一
起股价操纵大案。2000 年商人金景俊将
自己成立的 BBK 公司包装成一家金融投
资咨询公司，散布虚假并购消息操纵股
票价格，造成投资者 6000 亿韩元重大损
失。
此前，李明博一直被质疑是此案背
后实际操纵者。在竞选总统阶段，李明
博多年前亲口承认成立 BBK 公司的视频
突然被曝光，引发舆论哗然。此外，李
明博也被认为是汽车座椅制造商 DAS 公
司的实际所有人，并涉嫌将数十万亿韩
元的国家财政预算中饱私囊。
麻烦缠身，迫使李明博在2008年就任

不到100天时出面向国民道歉。不过，虽然
国内事务接连发生问题，但李明博还是通过
成功举办G20会议、成功申办平昌冬奥会等
外交领域的出色表现维持了一定的支持率。

旧案难“翻篇” 卸任5年后终被捕
2013 年，李明博结束 5 年总统任期
。卸任至今，韩国舆论针对李明博的质
疑和韩国检方的调查始终没有停止。
从去年起，韩国检方加大对李明博
执政时期多名高级官员的调查力度，怀
疑他们以非法手段干预韩国政局，包括
干涉 2012 年总统选举。李明博本人也遭
到指控，成为多起案件的被告。
2017年 9月，首尔市长朴元淳状告李
明博、前国家情报院院长元世勋以及另外
8 人，怀疑他们犯下诽谤、非法干预政局
、滥用职权等罪行，要求检方展开调查。

此后数日，包括老牌影星文成根、
喜剧演员金美花在内的 5 名影视明星递
交起诉书，就“文化界黑名单”一事，
要求对李明博、元世勋、朴槿惠及其政
府情报高官金琪春等 8 人展开调查。
此外，针对李明博涉嫌滥用职权帮
助哥哥追回投资资金一事，检方去年 10
月启动调查。面对外界猜测和指责，李
明博去年 11 月公开发声，称上述罪名是
政治对手对他展开的“报复行动”。
2018 年 3 月 19 日，韩国检方在讯问
李明博后，向法院申请逮捕李明博。22
日，韩法院批准逮捕前总统李明博，李
明博成为继全斗焕、卢泰愚、朴槿惠之
后，第四位因刑事罪名被逮捕的韩国卸
任总统。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看，李
明博涉案之多、范围之广，可能超过了
朴槿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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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或对美 28 亿欧元产品征税
墨西哥考虑追加反制
欧盟消息人士称，14 日，欧盟成员
国一致同意一项对 28 亿欧元(约合 33 亿
美元)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的计划，对美国
向欧盟钢铝产品加征关税行动做出反击
。同时，墨西哥官员称，若美国开征新
关税造成贸易争端升级，墨西哥或对每
年进口达 40 亿美元的美玉米和大豆“开
铡”。
据报道，欧盟执委会提出对橙汁、
波本酒、牛仔裤、摩托车等美国商品征
收 25%的关税，作为对美国征税措施的
回应。欧盟认为美国的举措非法，将影
响欧盟 64 亿欧元的出口。这些举措仍需
获得欧盟执委会的批准，执委会将在 6
月 20 日举行下一次会议。这些举措应该
在 6 月底或 7 月初就位。
欧盟执委会还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对美国的关税措施提出法律挑战
，并且随着非欧盟出口商将原定输往美
国的产品转向，欧盟正在评估是否有必
要采取措施避免进入欧洲的钢铝产品激
增。据悉，临时“保护”措施可能于 7
月份公布。
同时，墨西哥官员称，如果美国开
征新关税造成贸易争端升级，墨西哥可
能对每年进口达 40 亿美元的美国玉米和
大豆加征关税，目前墨西哥正在研究如

何降低这类举措的相关冲击。此前，
墨西哥宣布对自美国进口的钢铁、猪
肉和波本酒等商品加征关税，以报复
美国决定向其进口钢铝加征关税的举
措。
但报道称，墨西哥对最有利可
图的美国农产品谷物 ，尤其是用来
饲养墨国牛猪鸡的饲料玉米和大豆
，则并未采取行动 。据报道 ，对这
类产品开征关税 ，将是打击美国玉
米农户最大出口市场的最后手段 ，
而这样的举措也会伤及墨西哥自身
的行业。但墨西哥已经一直在增加
进口自巴西和阿根廷等供应国的谷
物，这可望减轻这类举措所带来的
冲击。
墨西哥全国农业联合会领袖人物
Bosco de la Vega 称，任何对谷物采
取的措施，将剑指美国玉米生产带，
比如密苏里州、堪萨斯州、爱荷华州
和内布拉斯加州，这些州都是特朗普
2016 年总统选举时的票仓。墨西哥农
业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官员 Raul Urteaga
称，墨西哥现在不会针对美谷物，但不
排除未来有此类行动，并称墨西哥在寻
找替代的供应来源。
据报道，特朗普决定对汽车进口关

税启动国家安全调查，这是最让墨西哥
担忧的事情，此举可能令墨西哥规模达
670 亿美元的汽车行业受到冲击。de la
Vega 说，“这就是我们为何正在做准备
。”

研究称近 16 年
南极洲 3 兆吨冰消融

据“中央社”报道，根据 13 日发
表的研究，自 1992 年来，南极洲已有
近 3 兆吨的冰消融，它们使海平面上升
约 8 毫米。假如全球暖化持续不受控制
，这个冰封大陆恐将重绘地球海岸线。
84 名 科 学 家 组 成 的 国 际 团 队 在
《自然》(Nature)期刊中说，其中 2/5 的
冰是在过去 5 年消失，冰层消融速度增
快 3 倍。
研究执笔人说，这项发现应能消除
任何人对南极洲冰层正在缩减的质疑。
这项研究也凸显出居住在低洼沿海城市
和聚落的数亿人口所面临的生存威胁。
研究共同执笔人、美国国家航空暨

太空总署(NASA)喷射推进实验室科学家
瑞格纳(Eric Rignot)说：“我们如今对南
极洲正在发生的情况有了明确的概念。
”瑞格纳追踪地球冰层长达20年。
“我们将这些结果视为必须采取
行动，减缓地球暖化的另一记警钟。
”
研究指出，自 1992 年来，南极洲
已有 2.7 兆吨的冰消失，这些融冰使海
平面上升约 8 毫米。目前，海平面在
以每年 3.4 毫米的速度上升。自 1993 年
来，全球海洋水位已上升 84.8 毫米。
到本世纪末，海平面将比工业化前
的基准高出数十公分到一公尺，甚至更

多，其中有一部分将取决于抑制温室气
体排放的成效。
科学家说，无论如何，海平面在未
来几世纪将持续上升。
根据研究，在 2012 年之前的 20 年
，南极洲每年失去大约 760 亿吨的冰，
自 2012 年开始，冰层消融速度加快，
每年融冰平均达 2190 亿吨。
英国利兹大学教授谢波德(Andrew
Shepherd)说：“过去 10 年间，南极洲
冰层加速消融。”
“南极洲冰层消融导致当今海平面
上升的速度，超过过去 25 年的任何时
候。”

6 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对欧盟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加征
25%和 10%的关税，结束了 3 月以来的豁
免安排。加拿大宣布从 7 月 1 日起，对
价值 166 亿加元(129 亿美元)的美国出口

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据报道，部分被加征关税的产品意
在针对美国共和党高级官员所在的州。
共和党寻求在 11 月份竞争激烈的中期选
举中维持对参众两院的掌控。

法意因难民问题起风波
马克龙和孔特会面恐告吹

意大利新政府本月初就任，总理
孔特反难民态度强硬。意大利日前更
是拒绝让一艘载有 600 多名难民的救
援船进入该国港口。法国总统马克龙
谴责意大利不负责任及罔顾人道，意
大利则反击法国伪善，并召见法驻意
大使，要求解释及道歉。15 日的两国
领导人会面恐告吹。
报道称，本月 10 日，载有 629 名
难民，包括 11 名孩童和七名孕妇的法
国民间救援船水瓶座号，遭意大利和
马耳他政府“拒之门外”，被迫在地
中海上漂泊。救援船是在利比亚附近
海域救起这些难民。
尽管最后西班牙同意开放港口让
水瓶座号停靠，但欧洲多国仍在为
“谁应该接受难民船”各执一词。马
克龙随即谴责意大利不负责任，并称
按照国际法，意大利有义务收容这些
难民。
法国总统马克龙批评意大利的行
径冷漠自私、不负责任，表示不想开

启先例，容许别国违反国际法，并期
望依赖其他成员国负起接收全部难民
的责任。
意大利对此表示“不可接受”，
副总理萨尔维尼更尖锐反击，指出法
国在 2015 年曾承诺接收 9816 名难民
，但至今仅接收了 640 人。
他说：“我请马克龙总统，从
明早起就欢迎那批难民入境，以真
诚显示你的慷慨态度而并非纸上空
谈。”他还要求法国正式道歉，否
则将会取消孔特与马克龙原定于 15
日的会面。
之后，法国态度放软，法国外交
部发言人 13 日表示，法国从未怀疑过
意大利在难民危机上所面对的负担和
付出，希望与对方在难民问题上保持
紧密联系。
不过 13 日晚些时候，意大利财政
部长特里奥却在推特宣布，取消与法
国经济部长勒迈尔的会晤，法国对此
表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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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城家樂超市的家樂小廚換新口味了！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直很受歡迎，驢打滾、粘豆包、玉米面餅子也是休斯頓獨一
份，不可錯過。紅燒牛肉面更是值得一試，手搟的寬面勁道
又有嚼勁，大塊的紅燒牛肉入口即化，獨家調制的湯底帶點
微辣，不過這個微辣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的辣度，哪怕平時
不吃辣的朋友也會喜歡這種口感，吃過一次就會上癮。
家樂小廚的燒臘檔每天供應烤鴨、燒肉、燒鵝等廣式燒臘
。現在的“家樂小廚”不光有熱菜和涼菜、面點和燒臘，還
有手工包的各種餡兒的水餃、餛飩和鍋貼，當天包當天賣，
絕對是 home made 的味道。小李老板說，今後家樂小廚還將
推出點菜，讓您享受堂食的味道，超市的價格！
糖城的朋友們，還等什麼？家樂超市的家樂小廚見！
家樂超市 Welfresh Market
地址：4635 TX-6, Sugar Land, TX 77478
(281) 313-8838

家樂超市總經理 Kevin 徐（右）正在跟老李老板
正在跟老李老板（
（左）學做面點

（本報記者黃梅子）如果你住在糖城，那麼你有福了！不
用天天跑 Chinatown， 在家門口就有糖城家樂超市。走進家樂
超市，您會倍感震撼！高大的建築、寬敞的店堂、一排排整齊
的貨架，明亮的燈光下，貨品既新鮮又便宜，給糖城的父老鄉
親帶來了不少方便。
尤其是家樂小廚，一直是糖城華人尤其是雙職工家庭的最
愛。從上周起，家樂小廚由原中國城“小沈陽”飯店的小李老
板團隊接手，小李老板是東北人，擅長東北菜，他的父親老李
老板做得一手好北方面點，上陣還需父子兵，自從六月接手家
樂小廚以後，李老板父子拿出全身解數，打出了東北特色，讓
糖城的鄉親們嘗到了新口味，贏得了一個漂亮的開門紅。

熱炒

家樂超市總經理 kevin 徐

家樂小廚目前每天供應盒飯、面點、燒臘三大類熟食。盒
飯每天有 30 多種熱菜，以東北菜為主，也有川菜和湖南菜等
口味菜，最受歡迎的菜色有溜肉段、蒸魚、燒排骨等經典菜。
而老李老板親手做的北方面點就更誘人了，最值得推薦的就是
東北大麻花，外酥內軟，咬一口就再也不能忘記，東北大麻花
是軟麻花，與通常的硬麻花口感不同，東北大麻花最神奇的地
方在於不管是剛出鍋的時候還是涼了以後一直都是軟的，不會
變硬，綿軟甘香的口感始終如一，老李師傅的雙手就像魔術師
一樣，面粉在他手裏一搓一揉，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樣，很快就
變成了粘豆包、糖三角、手抓餅、香酥餅、韭菜餡餅，老李師
傅有多年餐飲經驗，從洛杉磯做到休斯頓，他做的韭菜餡餅一

糖三角

东北大麻花

驢打滾

廣式燒臘

休城畫頁

北美青少年國樂團第二屆
《傳承
傳承》
》音樂會集錦回顧

組建北美青少年國樂團的目標以教育推廣音樂為理念，弘揚
組建北美青少年國樂團的目標以教育推廣音樂為理念，
中國傳統音樂，
中國傳統音樂
，培養高水準的樂手
培養高水準的樂手。
。樂團會有定期的音樂會
，音樂沙龍
音樂沙龍，
，中國音樂普及以及中美文化交流活動等等
中國音樂普及以及中美文化交流活動等等。
。

《喜悅
喜悅》
》 樂曲以流傳在中國江南地區的曲藝品種
樂曲以流傳在中國江南地區的曲藝品種—
——蘇
州評彈的音樂為素材，
州評彈的音樂為素材
，充分運用中國彈撥樂器的各種技
巧，表現了中國農民獲得豐收後的喜悅之情
表現了中國農民獲得豐收後的喜悅之情，
，音樂充滿
了幽默、
了幽默
、風趣的情緒

北美青少年國樂團第二屆《傳承
》專場音樂會於 2018 年 5 月 27 日在
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 音樂廳舉
行。由著名琵琶演奏家吳長璐老師編
曲的眾多音樂經典，音樂會也將特邀
曾獲“上海之春”全國二胡比賽第一
名的著名二胡演奏家、教育家、碩士
生導師、上海音樂學院王莉莉教授聯
袂出演，內容豐富，精彩紛呈。《琵
琶經典》是由吳長璐老師精心編排的
壹組具代表性的琵琶經典樂曲。或舒
緩委婉或緊張激烈，體會花好月圓的
靜美及鐵馬金戈的宏大悲壯。北美青
少 年 國 樂 團 （North America Youth
Chinese Orchestra，簡稱 NAYCO）
，一個非贏利樂團組織，一個青少年
國樂愛好者們專屬的音樂交流平臺。
目前主要由出生在美國，年齡在 8
歲-17 歲，熱衷於中國傳統音樂的孩

子們組成，他們當中的一些孩子已有
良好的西方樂器基礎。國樂團表演主
要采用琵琶、古箏、阮、揚琴、柳琴
等樂器，以獨奏、重奏、合奏方式，
把博大精深的中國音樂通過豐富的形
式，展示給海外的觀眾。國樂團也常
采用中國傳統樂器或是與西洋樂器結
合演奏，將許多經典的英美歌曲展現
出不一樣的一面，既給觀眾帶來共鳴
，又有無窮變化和驚喜。自 2012 年
成立以來，NAYCO 的成績顯著，勢
如破竹，已連續 6 年在休斯頓青年藝
術家（Houston Young Artists）比賽
中脫穎而出，多次受邀休斯敦交響樂
團在瓊斯音樂廳（JonesHall）表演
。2015 年 5 月 12 號受邀於休斯敦朗
朗鋼琴音樂會，在大廳向觀眾展現了
國樂的魅力。

吳長璐老師的編排使旋律更加熱情奔放，
吳長璐老師的編排使旋律更加熱情奔放
，親切動人

曾獲“上海之春
曾獲“
上海之春”
”全國二胡比賽第一名的著名二胡演奏家
全國二胡比賽第一名的著名二胡演奏家、
、
教育家、
教育家
、碩士生導師
碩士生導師、
、上海音樂學院王莉莉教授演奏二胡

《樂之夢
樂之夢》
》是由吳長璐老師精心編排的一組大家喜愛的
樂曲,, 團員們用古箏
樂曲
團員們用古箏,, 琵琶和阮演奏不同風格樂曲
琵琶和阮演奏不同風格樂曲,, 給觀
眾們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

創始人吳長璐老師頒發榮譽獎項給當天表演傑出的學生們

創始人吳長璐老師（圖左四
創始人吳長璐老師（
圖左四）
）與樂團全體成員一起及孩
子和老師的堅持不懈與無私付出，
子和老師的堅持不懈與無私付出
，引起社會各界的關註
。共同詮釋了
共同詮釋了“
“傳承
傳承”
”的文化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