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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微信已成为人们沟通、联络的重要社交工具，而其

中的“群聊”功能由于其互动的便捷性更是广受欢迎。可是，

有些不法分子为牟取不义之财，竟打起歪主意，他们利用微信

群聊贩卖传播淫秽视频。近日，经江苏省如皋市检察院提起公

诉，戴天亦因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1.2 万元；其他 11名管理员和 3名普

通代理，也因犯此罪分别被判处九个月至一年零九个月不等的

刑罚。

现年20岁的戴天亦家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父亲从事

房地产生意，家境比较殷实，父母离异后，他一直跟随母亲生活

。或许由于父母疏于管教，戴天亦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初中毕

业后就放弃了学业，整日在社会上游荡。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戴

天亦偏爱时尚、新潮的玩意，喜欢寻求刺激的他在2016年2月缴纳

了200多元会费，加入了一个名叫“开心群”的微信群。

所谓的“开心群”，其实就是通过微信群聊功能向会员售卖

淫秽视频，群内那些露骨的画面和视频以及网友之间的频繁互动

，让内心空虚的戴天亦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激动，渐渐地，他群

聊上瘾了……

从小备受长辈宠爱的戴天亦性格张扬，一次，他在“开心群

”里和另一位网友因琐事发生口角，便愤然离开了“开心群”。

要强好胜的戴天亦离群后，不甘于寂寞，立刻组建了自己的微信

群，并当起了群主。随后，他又通过一位叫巧儿(化名)的网友，

购买了一个网盘，网盘里都是各类售价不等的淫秽视频。戴天亦

编号整理后，便把这些淫秽视频上传到云资源群，为微信群里的

代理们提供资源下载。

虽然每部片子的价格不贵，有的甚至只有一两元钱，但家境

殷实的戴天亦看中的不仅是钱，他还很享受群友们喊他“老大”

时“众星捧月”的感觉。来钱快，感觉好，一时间，这个富二代

感到自己从未如此充实，并沾沾自喜。

要应对每天繁忙的“生意”，并不容易。自诩精明能干的戴

天亦当起群主后，就请来几个得力帮手，他们都是追随戴天亦从

之前群里退出来的网友。这几个网友成了戴天亦微信群里的一级

代理，并兼任各个群的管理员。由于每个群都有二三百名网友，

为方便管理，戴天亦制定了严格的群规，每一层级的新代理进群

都要上交代理费，还要将缴费的截图发到群里，由管理员审核同

意后，新代理才能正式进群。

就这样，戴天亦通过这种方式，迅速发展了多个层级的下线

。各代理可通过管理员在云资源群内直接获取经常更新的黄色视

频用于贩卖。此外，戴天亦还以10元、30元、80元不等的价格向

代理提供含有淫秽视频的不更新、一个月更新、半年更新、永久

更新的网盘账号和密码，代理可通过微信红包进行购买。

戴天亦满以为自己苦心经营的淫秽微信群很隐蔽，结果还是

被发现了。2016年5月10日，如皋市公安部门在一次日常工作巡

查中发现，一位名叫“安琪”的网友在微信朋友圈中出售淫秽视

频。发现线索后，如皋公安迅速展开侦查，很快就抓获了近20名

管理员和代理，并顺藤摸瓜抓到了深藏幕后的犯罪嫌疑人戴天亦

。面对公安机关的审讯，戴天亦低垂着头，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

己的罪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依靠微信售黄贩黄非法获利1

万多元。

微信群变淫秽群
富二代群主获刑

据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31 日披露，

2018 年 8月 16 日，该院提起公诉的吴祝

游等 20 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公

开宣判，对该案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其中该案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被告人吴

祝游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团伙成

员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不等的刑

罚。

据介绍，自 2004 年开始，被告人吴

祝游为在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白坭村发

展和壮大势力，纠集同案人采取暴力、

威胁或其他手段，在白坭村地区实施开

设赌场、垄断鱼塘，以此作为其组织非

法经济来源。逐渐发展成为以被告人吴

峻岭、邱文锋、龚少权等人为积极参加

者，被告人邱锦辉等为其他参加者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分工明确，部分

成员充当打手或者负责管理赌场和放贷

。

2005年10月4日晚，该组织成员、被

告人李志华驾驶摩托车搭载被告人吴祝游

至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白坭村新兴路一店

铺，被告人吴祝游持枪对店铺内被害人朱

某某进行射击，导致被害人朱某某经抢救

无效死亡。2013年9月13日晚，被告人吴

祝游伙同被告人邱文峰、邱锦辉等多名成

员，将被害人吕某某劫持到一辆小汽车上

，后非法拘禁于赤坭镇白坭村一花场，在

发现被害人吕某某已无知觉后，被告人吴

祝游独自一人将吕某某掩埋至赤坭镇山前

大道一农场的废弃水井里，后公安机关发

现时，被害人吕某某已死亡。

在被告人吴祝游的领导、组织下或利

用吴祝游的影响力，通过人多势众的势力

，该组织相关被告人在广州市花都区赤坭

镇白坭村一带有组织地实施故意杀人、故

意伤害、开设赌场、非法持有枪支、非法

拘禁、故意毁坏财物、敲诈勒索、寻衅滋

事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歹，欺压、残

害民众，严重破坏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

秩序。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裁定对广州市人

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量刑情

节、定性、适用法律、以及组织成员的认

定等均全部采纳。

广州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二审
维持“黑老大”死刑判决

30 日上午，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石光等 27 人恶势力犯罪集团

案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石光犯爆炸

罪、抢劫罪、开设赌场罪、故意伤害

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容留

他人吸毒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

民币 17 万元，其余 26 人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 9年 9个月至 1年不等刑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 2011 年以来，

石光通过提供吸毒场所和毒品等方式

，网罗刑满释放和社会闲散人员，逐

步形成了以其为首要分子和纠集者、

多人参与的犯罪集团。该团伙在鞍山

市内多次共同实施犯罪活动，为非作

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

秩序。

2011 年 10 月至 2015 年 7 月，石光

单独或纠集同案人以索要债务等为由

，将多名被害人强行带至租住处，进

行 非 法 拘 禁 并 殴 打 。 2014 年 8 月 至

2016 年 7 月，该犯罪集团先后三次以

讨要债务为由，对多名被害人实施故

意伤害，致轻伤后果。

2016 年 8 月以来，石光为抗拒抓

捕，安排同案人购置煤气罐、柴油等

易燃易爆物品。同年 12 月 30 日，公

安人员根据居民举报，赶到石光藏匿

处楼下，石光扬言炸楼与公安人员同

归于尽。一名与其同室的人员见状从

楼上向下攀爬时坠楼身亡。石光又向

楼下投掷装有柴油的塑料桶、煤气罐

和引燃的棉被等物品，并持消防枪向

楼下公安人员开枪，后被公安人员劝

降。

法院认为，以被告人石光为首的

犯罪集团的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

开设赌场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

罪、爆炸罪等多个罪名。其中，石光

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

所犯的全部犯罪和其所参与的犯罪处

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辽宁涉27人恶势力
犯罪案宣判

首犯被判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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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顶尖名校“从严”录取亚裔

生的话题喧腾已久，很多人认为相较

于其他族群，亚裔生更难进入顶尖大

学。一些亚裔父母或升学顾问告诉孩

子，申请表上最好不要填写亚裔背景

，理由是亚裔优秀学生太多，容易被

“平衡”掉。

2017 年 9 月举行的全美大学升学

辅 导 员 协 会 年 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 上 ，

讨论了“我是否要隐去亚裔背景”

(Should I Try to Be Less Asian)这项议

题。一派认为亚裔身份可能降低顶尖

名校录取机会，另一派却认为这项对

于名校的指控缺乏证据。

升学辅导顾问：诚实为上

加州 Castilleja 学院升学辅导主任

Alyson Tom提出，她经常听到申请人

咨询，“我该隐去亚裔背景吗？”、

“亚裔会降低我的录取机会吗？”，

这些问题反映了亚裔学生和父母们对

申请大学过程的担忧，而且这种观念

普遍存在。

她认为，作为升学辅导员，绝对

不应该鼓励任何人隐藏自己的族裔背

景。“我认为，建议学生隐藏身份或

者编造什么，都是不道德的。”

校方考虑整体 不只成绩

科罗拉多州大教育学院华裔助理

教授潘爱欣(OiYan Poon)指出，美东

地区的精英私立名校，亚裔录取册率

普遍在 15至 20%，高于其他族裔二至

三倍。加州公立大学则招收了更多的

亚裔生。

她表示，许多人只凭平均考试成

绩，就判断亚裔学生遭不公平对待，

然而并没有证据指出歧视确实存在。

潘爱欣认为媒体报道以偏概全，应该

要了解精英大学的录取标准着重整体

考虑，而不是只看考试分数。

旧金山大学高中学生顾问瑞德

(Jon Reider)表示，亚裔占名校录取人

数的四分之一，他没有看到对亚裔有

偏见的证据。不过，他也建议亚裔生

申请亚裔少的学校，避免内斗的可能

。

亚裔成绩好 为何不让进

常春藤学校会刻意压低亚裔学生

录 取 人 数 吗 ？ “ 精 英 准 备 学 院 ”

(Elite Prep)旧金山分校执行长阿圭列

斯(Randolf Arguelles)指出，加州大学

招生禁止考虑种族，知名校园(伯克

利大学、洛杉矶加大)的亚裔大学部

学生超过 40%，其他禁止考虑种族的

私立名校也有一半是亚裔；但是相较

而言，常春藤校园的亚裔生比例偏低

(15 至 20%)，与完全依据考试成绩录

取学生的精英高中相比，常春藤的招

生方针似乎可疑。

他指出，纽约市史岱文森高中

(Stuyvesant High School)以科学及数学

见长，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及各领域知

名人士曾在该校就读，目前 74%是亚

裔学生。

2007 年，《纽约时报》观察到伯

克利大学的新生中，亚裔比率达 46%

，于是派记者到伯克利校园访查，后

来发表一篇长文“山坡上的小亚洲”

(Little Asia on the Hill)。文章说，校

园之内到处是亚裔面孔，到处都可听

到中文。

当时，《纽约时报》记者问伯克

利校长，亚裔那么多，会不会设法限

制？当时的校长表示，就算亚裔增至

70%，也不会设限。

十年过去了，伯克利的亚裔学生

比率维持在 40%左右；有些人认为这

意味着伯克利恢复将“族裔”考虑作

为录取因素之一，否则亚裔学生录取

比率应该会持续增长才是。

亚裔教育组织 状告哈佛

位于弗吉尼亚州的非营利组织

“公平入学学生协会”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状告哈佛大学歧视

亚裔，并要求公开该校招生记录数据

。他们认为，从这些记录中，可以发

现过去数十年来哈佛对于亚裔的歧视

情况。

该协会认为，这些数据展现出白

人、非裔和西裔在申请哈佛时获得优

待，他们因为种族身份，比更符合招

生条件的亚裔，具有更多的入学优势

。

该协会向法院发信表示，这些文

件非常有说服力，已经无需再进行庭

审，要求法院根据这些文件进行简易

判决(summary judgment)，判原告胜利

。该团体还表示，美国人民每年提供

超过 5亿美元联邦资金给哈佛，因而

公众有权利看到这些证据。

但哈佛大学反驳说，这些文件相

当于商业机密，其中包含学生的个人

隐私以及学校招生过程的机密资讯。

哈佛也认为，即使法官决定进行简易

判决，也只需要用到一部分文件。

哈 佛 大 学 校 长 德 鲁 • 佛 斯 特

(Drew Faust)则发公开信给该校师生，

指“公平入学学生协会”对哈佛招生

的指控并不正确。她说，该组织使用

选择性数据，造成对事实的误导，并

可能增加分化。

哈佛大学按要求向法院上交了六

年的招生记录，其中包括上万高中生

的数据，每年申请哈佛学生数约为 4

万人。

以多样化之名 落实歧视？

这项诉讼再使亚裔成为平权法案

争论的焦点。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些

大学有没有以增加学生多样化为名，

行歧视亚裔之实。

《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

指出，司法部调查的重点是大专院校

的入学程序，是否刻意根据种族而进

行歧视行为。

公平入学学生协会表示，哈佛年

复一年录取相同比率的非裔、西语裔

、白人、亚裔学生，无视这些族群申

请率与合格率颇有差异的事实。这种

作法违反最基本的民权原则，也就是

一个人的种族与族裔出身，不应该成

为伤害他或协助他的工具。

根据 1964 年民权法第六章规定，

接受联邦经费的大学系所不得进行种

族歧视，否则联邦有权停拨联邦补助

。

据普林斯顿大学学者埃斯彭席德

(Thomas J. Espenshade) 和雷德福 (Alex-

andria Walton Radford)在 2009 年进行的

一项研究，亚裔学生的SAT成绩必须

比白人学生高出 140 分，才会获得同

样进入私立大专名校的机会。有人将

这个差异戏称为“亚裔税”，这也是

近十年来，最常被引用作为抨击名校

录取政策的研究。

然而，埃斯彭席德早已澄清，他

们的研究并不能用来作为名校歧视亚

裔的证据，并表示外界误解且扭曲了

他们的研究成果。他说：“我不会说

亚裔学生在学校录取过程遭到歧视，

没有充足的实证证据支持这个说法。

”

耶鲁毕业华生 现身说法

一名耶鲁大学华裔毕业生麦亚伦

(译音，Aaron Mak)，在“Slate”网站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录取的

代价”(The Price of Admission)，讲述

自己在申请大学时，如何想尽办法在

申请资料中，不让人查觉他是亚裔。

他提到，许多华裔学生，都会担

心大学的录取政策倾向惠及其他少数

民族，排挤掉他们的机会。

根据调查，52%的亚裔认为扶持

少数民族录取政策，是一项“好事”

，但是持反对立场的人也很多。

麦亚伦说，他相信平权法案存在

的必要性，并认为其能帮助学生拥有

一个多元化的学习环境。然而，亲身

的经历让他思考，美国大学的录取政

策，究竟为亚裔学生的大学申请带来

何种影响？

麦亚伦表示，在他刚开始准备申

请大学时，就听说了很多关于“惩罚

亚裔”(Asian Penalty)的说法。他的对

策是尽量隐藏自己的亚裔身份，让自

己的申请文件，看起来像是出自一名

白人学生之手，至少不要让人家一眼

就认出是亚裔。

他没有勾选申请表格里的“种族

”选项。他的姓氏是“麦”，用广东

话发音的拼法是“Mak”；这个姓氏

在美国并不为人所熟悉，他为此感到

很幸运，因为他认为，如果录取官没

有仔细深究，可能会误以为这是苏格

兰的姓氏“Mack”。

麦亚伦说，他的父亲经常用自己

的姓氏与“Mack”只有一字之差来

开玩笑，但他不敢对父亲说的是：他

心里其实很希望自己的姓氏被搞错。

他填写的申请专业是哲学，因为

他认为大部分的亚裔父母，不会同意

自己的小孩去念这种“没有用”的科

系，所以录取官可能会下意识认为他

不是亚裔。

然而，他其实并不想念哲学，这

么做只是为了增加被录取的机会。

麦亚伦也没有填写表格中关于毕

业以后的职业计划和更高学位一栏。

他表示，他想进入法学院，希望将来

能当律师，可是他觉得这样写，会让

他显得非常“亚裔”，因为社会上的

刻板印象，就是亚裔特别想从事律师

、医生这类的职业。

在他申请常青藤大学的文章里，

他很小心地没有提及自己的家庭传统

。只有在申请加州大学的文章中，他

描述了祖父移民到美国的故事，这是

因为他知道加州大学系统规定不能把

种族因素列入录取考虑，所以他相信

这不会对他造成负面影响。

亚裔花大钱 求助升学机构

麦亚伦最后如愿进入耶鲁大学，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在申请过程做的这

些事，是否成为他获录取的原因。

他也自问，自己虽然号称支持平

权法案的政策，另一面却想尽办法在

申请资料中隐匿自己的亚裔身份，是

不是太假惺惺了？

在 2015 年，一项关于家庭教育和

隐私的法案，使学生可以向学校要求

查看自己的申请材料，但是耶鲁大学

在这个法案的规定公布后，消除了录

取委员会在学生申请材料上的所有批

注。

麦亚伦在毕业前一年，查看了自

己的申请材料，但是没有得到任何资

讯，得以解答他的疑惑。

他联系上纽约一家昂贵的升学教

育机构，想从他们那里推敲出答案。

这家机构号称保证能协助学生进入他

们的前三志愿，而他们标榜的专业之

一，就是帮助亚裔学生对付大学申请

中的种族刻板印象。

这家机构的收费非常昂贵，CN-

BC 电视台曾报道过他们的收费是 10

万美元，但他们的升学顾问泰勒(Bri-

an Taylor)对麦亚伦表示，他们经手过

最贵的个案，收费是报道中的两倍以

上。

泰勒指出，亚裔很难出众，因为

他们花费大把时间学习类似的活动，

例如小提琴、数学、电脑、西洋棋。

亚裔在面试的时候也会比较吃亏

，因为他们的身体语言，往往让人觉

得他们很被动。

麦亚伦表示，他的确认识许多华

裔学生，爱好都是数学或钢琴。讽刺

的是，这些学生的父母鼓励他们学这

些技能，大多是以为这样申请名校的

胜算较大。

不过麦亚伦也质疑，这是否也反映

了主流社会对少数族群的认识过于刻板

化？他说，如果是两名打曲棍球的白人

学生，他们需要担心彼此太相似吗？

亚裔比率提高 亦有隐忧

麦亚伦提到他认识的一名华裔大

学生王麦可 (译音，Michael Wang)。

他说，他感觉自己跟王麦可在长相、

说话方式、穿衣品味等方面都很相似

，但两人不同的是，王麦可在申请大

学时，没有掩饰自己的亚裔身份。

王麦可申请了七所常青藤大学，

只获得宾州大学的录取信。

王麦可说，他知道自己十分符合

典型的亚裔学生印象；在大学申请文

件中，他表示想要攻读政治，并说启

发他的原因是回中国旅行时，认识了

日军在二次大战的罪行。

王麦可是状告哈佛大学录取政策

的其中一员，他目前就读于麻州威廉

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 in Massachu-

setts)。

麦亚伦说，自己当初申请学校时

的选择是对还错，其实他仍然没有答

案。常春藤名校的毕业证书对他的未

来大有帮助，但他也感觉背弃了自己

的身份，而这种罪恶感，可能永远都

很难抹去。

事实上，很多哈佛亚裔学生表示

，他们很喜爱哈佛多元化的学习环境

，并认为这是哈佛最优良的价值之一

。《纽约时报》指出，许多人认为，

亚裔学生本身也从校园的多元文化氛

围中获益良多。

相对地，有些学校超过半数都是

亚裔学生，像是伯克利大学、洛杉矶

加大等；伯克利大学毕业生胡强纳森

(Jonathan Hu，音译)接受《纽约时报

》采访时就说，学生之间会出现一种

自我选择性的“种族隔离”，亦即

很多人偏向跟同种族的人在一起。

这其实不利于亚裔有效地学习

融入社会、冲破企业和政界的“竹

子天花板”。亚裔学生与家长可能

要考虑，如果失却了这种价值，那

常春藤还会是亚裔学生梦寐以求的

学校吗？

为上美国常春藤名校
亚裔应该隐瞒身份背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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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说过，人总是要死的，有

的人死了，重于泰山，有的人死了，

轻于鸿毛。

但社会龙哥的死，还是太戏剧性

了。成了这两天网络的一个热点。

当然，有人说他是“史上最悲催

的恶霸男”。因为很多人关心的，不

是他的死，而是砍死他的骑车男，到

底他属于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或

者，还是为民除害。

死者为大，就不多说了。更何况

，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

但这个普通案件，能够引发这么

大的反响，也不是社会缺热点（感觉

最近热点多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而

是还折射出很多的有意思的社会现象

。

简单列举三个吧：

第一，人口流动性隐忧。

事发地是昆山，全国最厉害的县

级市，隶属于吴侬软语的苏州。

老上海有句俗话：“宁可与苏州

人吵架，不与宁波人讲话”。苏州人

昆山人的性格，大家也都是可以理解

的，所以这里的治安，以前也一直是

全国最好的。

这两个人都不是当地人，花臂社

会哥是甘肃的，骑车男是陕西人。但

他们现在都来到了这座江南小城，最

终8月27日，搞出了一个全国大新闻

，花臂社会哥成了悲剧主角。

这也说明了中国社会“孔雀东南

飞”的流动性。坦率地说，昆山离我

家乡不远，吴语地区因为相对发达，

以前多少有些地域歧视性的。但现在

，越来越多外地人来到这里打拼、安

家、置业，这里也成为全国最开放包

容的地方。

驱使人口流动的，是机会。

仅以昆山一个县级市为例，2017

年GDP是3520亿人民币。

这是什么概念？要知道，去年宁

夏的GDP是3454亿，青海是2643亿，

西藏是1311亿。昆山一个县级市，超

过了西部的一个省。

在昆山，大概户籍人口80亿，外

来人口比当地人还要多。苏南其他地

方大致类似，以前在老家讲方言就可

以了，但现在大量的外来人口，老太

太们都会以吴侬软语腔调地讲着蹩脚

普通话了。

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确实也让江南

地区的治安带来了很大的考验。总体

来讲，这个地方仍是全国最平安的地

方，但跟家乡朋友谈，感觉命案发生

率也在上升，也时常可见黑社会的各

种报道。当然，本地的地头蛇可能也

不少。

如何确保一方平安，也考验着当

地的治理水平。当然，现代化过程中

的治理问题，也不存在于江南一个地

方。

文化的差异、语言的隔膜，以及

不同地域性格的不同，也确实衍生了

不少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来这里闯社

会的，也难免花臂男这样的看似狠角

色。或许，他们也是看中这里的软环

境啊。

以至于这次砍人事件，网上人曾

这样推断：

听说在东北，有一种属于恐吓，

就是拿刀背砍你，然后砍你两刀，故

意把刀甩飞（意思就是快点滚，老子

也不想犯事），面子也有了，也不闹

出事……

这肯定是段子，毕竟花臂社会哥

也不是东北人，东北人更多还是活雷

锋。

而且，按照最新的报道，他也不

是用刀背比划比划吓唬人，因为骑车

男脖子等多处被刀砍伤，只是没有生

命危险罢了。

说这些，不是地域炮。

人口，应该更多视作财富而不是

负担。没有大量外来人口，就没有昆

山苏州的今天。让这些外来人成为新

苏州人，当地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人口流出的地方，更要反思当地

的营商环境。

第二，黑色社会的翻新花样。

中国不允许有黑社会，所以，今

年1月，中央还专门下了一个文，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还专

门开列了 20 多项的黑社会认定标

准，第一项就是：佩戴夸张金银

饰品炫耀的人员和以凶兽文身等

彪悍、跋扈人员从事违法活动的

。

花臂社会哥的装束，当晚行

事的霸道蛮横，人们很容易就将

他认定为黑社会。尽管他似乎也

获得过见义勇为奖励，但很多人

还翻出了他多次被判刑的不光彩

经历。

出道以来，一半时间都在监狱呆

着的社会哥，居然在昆山吆五喝六，

开上了宝马、开起了当铺，也说明了

什么？真的是洗心革面诚信经营吗？

当地也真要好好查查、好好反思

。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很快，网上还

抖出花臂社会哥后面的宇宙第一黑社团

——天安社。视频很震撼，都是五大三

粗纹身不爱穿上上衣的中青年油腻男，

感觉比当年义和团要强壮多了。

当然，也看到有朋友这样说：

尽管他们纹了一背的花鸟鱼虫和

廉价海鲜，尽管他们出门在外墨镜是

标配、大金链子是宝贝，但他们真的

都是好人！

他们的紧身大裤衩实在藏不下四

十米长的大砍刀！

即使在路过时多看他们两眼，他

们也不会凶凶脸问“你瞅啥”，因为

他们时刻在忙着直播吹牛逼和粉丝互

动……

也许真是事实，但“大金链子小

手表，一天三顿小烧烤，刺青套装纹

上身，掌声送给社会人”，这种亚文

化，显然不会是一个正常社会所鼓励

的。

所以，很悲催的一点，一个花臂

社会男之死，也让他的兄弟们求仁得

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其中如

果有不法者，小心吧，现在正扫黑除

恶呢。

最后，也要说一下，纹身的不一

定都是坏人；但纹成那个样子，还是

太对不起父母了。

第三，对邪不压正的渴望和焦虑

。

花臂社会男被杀了，人们不关心

；人们关心的，是骑车男的命运。

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

或者换句话说，要判刑几年，还

是无罪释放（或者缓刑）。

有一点大家也是确信的，这肯定

不是谋杀，肯定也不会重判。

很多人还举美国的例子，言下之

意，在美国，你敢这么干，一枪崩了

你。

我相信很多人也不是专家，之所

以关心，还是有很大的代入感，正如

一位朋友所言：看多了黑恶势力横行

霸道，欺压砍杀无辜群众的报道，这

一出反杀事件如同清流。

所以，网上才有了这样的段子：

昨天部队打靶回来，军车没油了

就征用了一辆民用面包车。我们一个

班的战士都坐在面包车里，司机师傅

大概是太紧张了途中不小心蹭到一辆

思域轿车随即车上下来3、4个人手拿

钢管的壮汉气势汹汹地走过来。一开

门看到我们6个人手拿95式步枪战士

。为首的光头说道：“同志，要不要

看钢管舞……”

这100%是段子，但看得让人解气

，更让人看到的是人心所向。从这个

角度，更可明白中央“扫黑除恶”的

正确性。

按照最新的报道，骑车男夺刀后

连砍7刀，他随后一直握着刀，直到

警察来了才松手。但看了当晚的视频

，估计谁都为他捏了把汗，也要理解

他当时的恐惧，当时的愤怒，当时的

慌不择手。

那个夜晚回家无缘无故惹上麻烦

的人，假如就是你我呢？

这几天网络空间对正当防卫空前

的讨论，正显现出人们心头的焦虑。

为什么会这样？也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

事后来看，花臂社会男，或许也

只是在朋友面前想耍一耍威风，但万

万没想到，最后一切都没有按照剧本

发展，他的恐吓架势居然不起作用，

他的刀还脱手了。

还是那句俗话说得好：善恶终有

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

饶过谁。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个世界

，莫要欺负老实人。

现在，人们关心最后的裁决，关

心骑车男的命运，其实，担心的是这

个社会的风气，更期盼的还是那四个

字：邪不压正！

昆山反杀事件背后
这三个社会新现象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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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名家学古代歌曲

文革结束后，中国艺术家正面

临着往哪里走的问题，我在中华全

国总工会歌舞团当专业歌唱演员，

当时在声乐界有三种艺术风格：以

西洋为标准的学院派；民族民间派

，如郭兰英；还有邓丽君风格的流

行歌曲。

在这个时期我接触了关德权老

师，他是研究古代音乐的专家，也

是昆曲学者，他听我用钢琴自弹自

唱意大利歌剧《卡门》片段，我是

女中音，他听了后说，你有这么好

的声音，应该唱中国古代歌曲。

我听了觉得很好奇，中国还有古

代歌曲啊？关老师把我引见给北京中

国音乐研究所所长杨荫浏，杨老师是

《二泉映月》的记谱人。他听说我想

学古代歌曲很高兴，给我看他与人合

著的《宋姜白石歌曲研究》，我翻了

翻，很振奋，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宋

代歌曲研究，我如获至宝。

那本书前言有一句话，大概意

思是要想让中国的古代歌曲发扬光

大，就要让它成为人民大众喜爱的

东西，那是成功的象征。这句话启

发了我，我愿意做这项工作。

那是 1981 年，我在关德权老师

引导下，一起做古代歌曲演唱的探

索工作。这在当时算是艺术创新，

因为中国音乐学院没有这个学科，

它有民族唱法，但真正的古代歌曲

没有被重视。

我从古琴曲、琴歌开始学，也

走访了很多专家。那时候文革刚结

束，很多这样的老知识分子靠边站

，他们把老一辈口传心授的故事讲

给我听。我一首一首地唱，加上胡

笳十八拍，及我和关老师收集的资

料，有50首曲子我能按谱唱出来。

这些曲子唱出来后，怎么变成大

众的东西，这是新课题。 我接触了

很多文化巨匠，周有光，沈从文，姜

椿芳，他们都支持我，我最受启发的

一句话是，越有民族性的，越是世界

性的。这句话像一盏灯指引着我。

学了这些歌曲后，我想去录音

，想去演出。姜椿芳是全国政协文

化组组长，他说我欢迎你给全国政

协老先生演出。我觉得要名正言顺

，要有字号，他们于是介绍我给赵

朴初先生，赵先生特别热情，我把

自己录的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

箫》给他听，他很喜欢，给我题字

：古曲新生。他说，我希望你把这

些古代歌曲焕发出声音。

我们在政协演出，这是我有生

以来第一场独唱音乐会。我很紧张

，不敢上台去，关老师说，你就上

去，这个舞台就是你的。我上台后

反而镇静了，还赢得观众掌声。我

觉得气场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我们

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气场，把大家

凝聚到一起，给了我力量和希望。

接着我们到北京大学为学生演

出，台下有 2000 个大学生和学者，

从头到尾没人走。我们还到北京大

饭店、燕京饭店为外宾演出。有一

个日本观众找到我，他说我追了你

三场演出。

出访欧美传播中国古曲

1985 年，我接到通知，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在找我，说芬

中友好协会邀请我去芬兰访问表演

。原来，芬中友好协会的人在蒙古

一个杂货店买到我的一个录音磁带

，拿到他们国家播放，很多观众感

兴趣。

当时芬兰与中国建交 16周年，

我和另外两人代表中国去访问芬兰

，那时也正好是奥地利与中国建交

35周年，我们一行就去了两个国家

。

我没想到，第一场演出是为奥

地利总统表演，我用古琴自弹自唱

了王维的诗《渭城曲》，并介绍了

曲子的内容。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古代音乐至

少与欧洲的传统音乐有同等的社会

价值。在当时的历史时期(1986年)，

我觉得古曲新生已形成了中国的音

乐品牌。

1988 年我以艺术家身份来美国

考察。我感到美国是个很新颖的国

家，这块土地吸引了我。我听说可

以申请杰出人才，因为没钱请律师

，就自己把材料寄去移民局，没想

到3个月后就批了杰出人才签证给我

，随后办了绿卡。我觉得自己是傻

人有傻福。

我唱古曲时，只顾耕耘不问收

获，相信将来自然会水到渠成。 但

是要树立古曲新生这个品牌，走向

世界，谈何容易。在纽约这个平等

竞争的大舞台，不靠主子，没有捷

径，都是靠自己探索。

我在这里认识了我先生。他很

支持我做的事情，给我很大自由，

他对我说，“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不需要看他的脸色，只做自己喜

欢的事情。

在纽约自由的大舞台上，古曲新

生何处去？是迎合西方人，还是走中

国民族主义？摆在面前的是东西文化

冲突，以及古代和现代的冲突。

我接受一种提法，叫包容。古

代加上现代，东方加上西方，把冲

突融合到一起，这是成功的可行之

路。尤其在电子时代，如果我们的

古曲只强调中国传统，在世界这个

舞台上只能孤芳自赏。我必须要融

合西方的音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

生活在当代，我要用我的爱心，唱

给当代的人听，用观众喜欢的方式

来唱古代歌曲，才能让古曲焕发出

新的生命。

2014年，我碰到一个波多黎各音

乐家，叫尼尔森(Nelson)。我问他：你

愿意与我一起表演中国古代歌曲吗？

我把宋词《暗香》的录音带放给他听

。他说太喜欢了，他说我从小做梦就

迷上中国，现在能唱中国古曲太高兴

了。他表演的是爵士乐，我表演的是

中国古老传统音乐。

爵士乐是劳动人民的即兴表演

，像中国的曲艺，它有套路，但每

个人唱都不一样，我唱完后，用英

文向尼尔森解释，他马上用英文编

了一套词：梅花，梅花，月亮，月

亮。

我们在切尔西进行了第一场演

出，听众都是地方的老百姓，我用

太极、瑜伽的方法唱，观众跟着做

动作，现场气氛很好，这说明音乐

是无国界的，超越时代的。我觉得

我的价值，不在于技术好坏，而在

于东方加西方，现代加古代。中国

古曲是有大众市场的，不是权威给

我奖状，听众就是我们的评委，就

是古曲新生发展的动力。我和尼尔

森的技艺都没那么高超，但艺术融

合的前景是无限宽广的。

在国际舞台弘扬古曲

2014 年我认识艺术家林兵。他

谈到中国视觉艺术进步很快，给了

我很多启发，鼓励我继续做中国古

代歌曲探索，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我透过视觉艺术做跨界，在切尔西

举办艺术展览，在格林威治村图书

馆举行个人展览。

2015年我在网上得到一个消息，

美国太空总署NASA艺廊，在为发射

新的小卫星征集艺术作品。我马上就

想到，40年前NASA发射太空飞船，

把我们老古琴家演奏的《流水》带上

太空。我投放了我唱的李清照宋词

《凤凰台上忆吹箫》。我把这首歌曲

和纽约地铁上的声音混在一起，为什

么要融入地铁声音，因为纽约地铁是

这个时代的概念，我把东方和西方兼

容到一起，起名“美丽的噪音”，投

给了太空总署。

2016 年我带着好奇心参加了香

港举办的巴塞尔博览会，我看到声

音艺术(Audio Art)的字样，戴上耳机

听，感到声音艺术比音乐更广泛，

是一个新概念。我不知听了多长时

间，有个工作人员觉得好奇，就叫

他德国老板出来。我把我的图像和

音乐给他看，他看了后问我：你愿

意与我们签约吗？让我们为你推广

。我说我太愿意了。

这家公司叫Sennheiser ，接待我

的人叫Pierre Eloy。我回到纽约，在

网上一看才知道这个公司是德国著

名的音响器材公司，有悠久的历史

。我想，如果我们宋代的优秀音乐

，与世界优秀的企业结合的话，它

必然走向成功。我感到与之结合是

个缘份。

我把王昭君的古琴曲子，与西方

大音乐家的“沙漠的母亲”现代音乐

，结合起来做一个声音作品。他写的

是难民潮，与昭君怨结合，我们会对

和平事业增添一份和平色彩。

我还探索用抽象派手法做一个

声音组合，叫“鸟语论坛”。我是

在伊朗受到启发，伊朗街头贴着阵

亡战士头像，原来我以为那里只有

战争，没想到鸟的声音这么好听。

我把大自然的昆虫鸟语，加上

音谱图像，配上一句宋词，“金陵

路莺歌燕舞”。宋词也可以这样表

现，根据当代的需要，用爱的心来

实现和平。

我探索的是声音的组合，把宋

词与现代声音组合。我没有失掉东

方传统，而是让西方人更能接受，

让东方古代音乐更有活力。

宋代歌曲的特点是美，超越国

界和时空，它确实是好东西，且宋

代文化是中国文化顶峰阶段，它的

极简美学，从家具到宋词都表现出

来，它的美学是世界承认的。

我个人的技艺并不高超，我只

是文化探索者。我把文献变成声音

，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正如姜椿

芳所说，把古代文字立成声音，让

它响亮起来，这是了不起的工作。

徐孜：古曲新生探索者
徐孜在天津出生，北京长大，因为拥有一个美丽的女中音嗓子，她受音乐界前辈鼓舞于80年代跟随名家

研究中国古代歌曲，把枯燥的文献变成动人的声音。1988年来美国后，在纽约大舞台上继续探索，把古曲与

现代声音艺术、视觉艺术进行跨界“混搭”，寻求用现代表达手法让中国古曲在国际舞台上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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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迈克尔· 杰克逊还活着，8月29

日是他60岁的生日。

九年前，当全世界都在等待他的伦

敦谢幕演出时，人类最后一个流行之王

却轰然倒下。杰克逊的私人医生康拉

德· 莫里为他注射了过量强效麻醉剂，

后被判过失杀人罪。

在杰克逊以前，从来没有哪一个明

星受到过如此多的爱意与恶意。他的歌

声与舞步让不同种族、肤色的观众疯狂

，他的“怪异”引来人类历史上对巨星

最疯狂的“绞杀”。今天，让我们在他

的经典金曲和生前影像中，还原杰克逊

爱与痛苦交织的一生。

Childhood Michael Jackson - HISto-

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ook I

在你对我作出判断前

请试着喜欢我

审视你的内心问自己

你是否见过我的童年

有人说我表现古怪

因为我爱恋简单自然

那是补偿我从未有过的童年

是我注定的命运……

——《Childhood》（童年）

1958年 8月 29日，迈克尔· 杰克逊

诞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城。他

的家庭情况并不富裕，父母在他之前已

生了6个孩子。

杰克逊的父母都很喜欢音乐，父亲

有时到乐队演出赚钱补贴家用。1963年

，5岁的杰克逊开始显露其在歌唱及舞

蹈方面的才华，杰克逊的父亲把目光瞄

向了这些孩子——他让杰克逊和四个哥

哥成立杰克逊五兄弟组合，这个组合以

迈克尔· 杰克逊为主唱。

杰克逊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童年。从

小开始马戏团般的“巡游”生活，旅行

、排练、表演，再赶赴下一个演出地点

……他回忆说，每天都在录音棚里排练

，一直练到睡觉前。父亲常常坐在一把

椅子上，手里拿着皮带。越是周末，杰

克逊五兄弟越是需要登台为大人们提供

娱乐，过了午夜后才疲惫不堪而归。

“我没有一个正常的童年，没有圣

诞节，没有生日，也没有童年应有的快

乐。取而代之的是辛勤的工作，奋斗和

痛苦。这最终换取了物质和事业上的成

功，但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不可能

重塑这段人生。”在1993年的格莱美颁

奖礼致辞里，杰克逊这么说。

杰克逊一生都不喜欢父亲，不仅是

因为他剥夺了童年，更因为他对孩子总

是苛责耻笑。父亲嘲笑他的鼻子“丑陋

”，令他长大后对自己的鼻子深深自卑

，醉心于“彼得· 潘的鼻子”。纵然后

来他在舞台上万众敬仰，生活中的他仍

是敏感害羞。

如果时光可以倒转，我想回到你的童

年时代，抱一抱在墙角孤独抽泣的你。

在最辉煌的时候，杰克逊买下了

“梦幻庄园”，英文名“Neverland”是

童话里小飞侠彼得· 潘所在的地方。从

小没有被当过小孩子，他渴望弥补这份

缺失，这也是他喜欢和小动物、小孩子

相处的原因。可叹的是，他眼中不会像

成年人那样工于心计的孩子，后来成了

刺中他最深的一刀。

当他还是个8岁的小孩时，他的歌

声已经让人感觉像个饱经沧桑的成人在

述说他的故事，也因此扣人心弦，他舞

动的方式，带着弗雷德· 阿斯泰尔的高

雅，充满着拳王阿里的力量，他的音乐

附着有一层无法解释魔力……他在世界

各地的体育场里表演，他卖出了上亿张

唱片，他和总理首相总统共进晚餐。女

孩爱上他，男孩爱上他，所有人都想像

他一样舞蹈，他看上去就像来自另外一

个世界，但他依然是一个普通人。他害

羞，苦恼着没有安全感。——麦当娜

1972年，13岁的迈克尔推出了他的

首张个人单曲唱片《必定成功》，这首

歌展示了迈克尔在抒情歌曲演唱上的天

赋，一跃成为排行榜上的热门歌曲，它

成为迈克尔单飞生涯的起点。1979年，

专辑《Off The Wall》横扫Billboard排行

榜，并为他赢来格莱美奖“最佳蓝调男

歌手奖”。

世界属于迈克尔· 杰克逊的时代来

了。

1982年《Thriller》是Michael音乐生

涯最具代表性的专辑，亦是他的巅峰之

作，此专辑在美国专辑榜上蝉连了37周

冠军、在世界各国皆成为冠军专辑、拥

有七首TOP10单曲、获得12项格莱美奖

提名及七项奖座，正版销量截止2009年

已达1.11亿张，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大全。从《Beat it》《Thriller》到《Bil-

lie Jean》，首首都是重磅炸弹。人们说

，“他的音乐是时代之音。”在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大街 小巷的人们

也掀起了霹雳舞风潮。

1983年，迈克尔· 杰克逊首度展示

了“月球漫步/太空步”（Moonwalk），

仿佛挣脱了物理法则，后来这也成为了

他标志性的舞蹈动作之一。

杰克逊对于MTV的创作充满奇思妙

想，在他之前，歌手只是对着镜头唱歌

，他是第一个将舞蹈融入音乐录影带中

并加入故事情节拍成微型电影的音乐人

。1996年，在当时最长的MTV《Ghosts

》中，他一人分饰五角，其中就有一位

不被世人理解的迈斯卓，剧情引人入胜

，舞蹈歌曲与剧情紧密结合，表达了迈

克尔· 杰克逊内心的孤独。 《Ghosts》

据统计，迈克尔· 杰克逊曾创下七

宗“最”—

全世界支持慈善机构最多的艺术家

——39个

史上最长的音乐录影——《Ghosts

》39分钟

史 上 最 昂 贵 的 音 乐 录 影 ——

《Scream》制作费700万美金

全世界唱片销量最高的独唱艺术家

——据世界唱片工业联合会官方统计，

他的8张专辑的销量已达到惊人的8.75

亿张，位居全球第一。

最快速度创造了历史上演唱会票房

新记——2009年3月13日，“流行音乐

之王”演唱会在18小时内卖出36万张票

。

第一个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卖出一亿

张专辑的艺术家

历史上第一位在一年内赚进上亿美

金的艺术家

谣言塑造出怪物

Black Or White Michael Jackson -

Dangerous

是黑是白都没有关系

我厌倦了这样的谬误

我厌倦了这样的素材

我厌倦了这些事情

直到亡羊才去补牢

我不怕你的哥们

我不怕小报绯闻

我不怕任何人

——《Black or White》（黑与白）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Michael Jack-

son - HISt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ook I

告诉我什么是我的权利

你对我视而不见我就不存在了吗？

你曾向我承诺自由

我已厌倦成为阴谋的受害者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他们不关心我们）

有时候，艺绽君回想，是不是杰克

逊的离去也是一种释然，因为他终于不

用再受到无休止的谣言折磨。在他90年

代以后的许多歌曲里，都是他的痛苦和

厌倦。

迈克尔· 杰克逊的一生就像一面镜子，

照出人性的阴暗面。在他成就的巅峰背

后，阴谋如影随形，嫉妒他的人，乃至

他所信赖的身边人，都因能从他身上获

取利益而虎视眈眈。

拥有了梦幻庄园后，迈克尔· 杰克

逊经常邀请孩子们来做客，尤其是家境

贫困或有疾病的孩子，与孩子们一起感

受无忧无虑的童年。然而，1993年一则

消息宛如深水炸弹，曾到访梦幻庄园的

13岁男孩乔迪· 钱德勒控告杰克逊猥亵

。

在后来被公布的受审录像中，杰克

逊痛斥指控他娈童的人在撒谎，也否认

他是同性恋。他的表情极度扭曲痛苦。

许多曾来到梦幻庄园的孩子也声援他。

检方要求对杰克逊的私密身体部位进行

全方位的拍照，这令他深受屈辱。

另一方面，时值“危险之旅”巡演

之际，迈克尔· 杰克逊若与之进行漫长

的打官司，将为公司带来比和解金更巨

额的损失。最终，杰克逊支付了两千多

万美元和解。

在迈克尔· 杰克逊去世后，乔迪· 钱

德勒的父亲饮弹自杀，当事男童吐露父

亲是为了榨取钱财策划了这起事件。

无独有偶，2003年又有一个男孩声

称被杰克逊猥亵，这一次他选择无论如

何也要讨回清白。同样直至他去世后，

FBI官网才公布完整调查结果，证实杰

克逊无罪。然而漫长的诉讼不仅摧毁了

杰克逊的事业，也摧毁了他对人性的信

任。他再也没有邀请过儿童来自己的庄

园。

媒体杜撰出关于杰克逊的谣言，多

到数不胜数——

高压氧气舱 杰克逊由于拍广告时

被镁光弹烧伤，收到百事可乐150万美

金的赔款,，杰克逊将这150万美金用于

建立一个为贫穷者提供医疗的迈克尔杰

克 逊 烧 伤 中 心 (Michael Jackson Burn

Center)。建成后MJ前往验收成果，对高

压氧舱颇感好奇，进去试用了一下，当

时的图片便被美国八卦杂志宣传为: 迈

克尔杰克逊为了青春永驻住进高压氧舱

。

漂白皮肤 由于杰克逊的皮肤越来

越白，人们说他漂白皮肤想摆脱黑人身

份，实际上世界上并没有这项技术。迈

克尔杰克逊患有重度白癜风和家族遗传

红斑狼疮。他全身大多数皮肤失去黑色

素，必须在化妆的时候用大量粉底。他

的很多照片都可以为此作证，去世后的

医学鉴定也可以作证。

后来我们发现，迈克尔不是怪人，

怪的是这个荒诞的世界。

环保与人道主义的赤子

流血的地球呢

我们难道不能感受到它的伤痕

宝贵的自然呢

那是我们地球的孕育地

动物呢

我们把他们的王国化为灰烬

——《Earth Song》（地球之歌）

在《地球之歌》的MTV中，真实取

景的亚马逊森林不断被砍伐，克罗地亚

正战火纷飞。在迈克尔· 杰克逊近乎绝

望的嘶喊中，死者复活，万物重生……

音乐录影以倒放镜头的拍摄制作手法，

在荧屏上完成了一个现实中永远不可能

实现的梦境。

杰克逊的歌中，呼唤着对地球的保

护，对战争铸剑为犁，拯救挣扎在死亡

线上的儿童，与非洲灾民一同渡过难关

。

1985 年 1月杰克逊创作和演绎了《We

Are The World》，《We Are The World

》旨在声援向非洲饥民捐款的大型慈善

活动“美国援非”，由迈克尔领衔的45

位歌手共同演唱。这张单曲为灾民带去

了约6000万美金的支援。他一人支持了

39个慈善救助基金会，是全世界以个人

名义捐助慈善事业最多的人。

Heal The World Michael Jackson -

Dangerous

不断有人死去

如果你真心关怀生命

就为你 为我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

世界

拯救这世界 让它变得美好

——《Heal the World》（治愈世界

）

他想要治愈世界，世界却曾以恶意

揣测伤害他。如今他已走远，让我们在

歌声中追忆这个伟大的灵魂。

You Are Not Alone Michael Jack-

son - HISt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ook I

你并不孤单

因为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不管你在多么遥远的地方

我也会始终守候

迈克尔· 杰克逊60岁生日
捧出一颗赤子心，治愈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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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日本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现

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争取历史性的第

3次连任。目前民调显示，一向怀揣修宪

“梦想”的安倍连任可能性极大。于是，

安倍政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动修宪进程。

反复炒作周边威胁，为强军修宪铺路，安

倍政府带领着一个“绝不道歉的日本”一

路狂奔。

借口，都是借口

日本又在炒作周边威胁。近日，日本

政府批准2018年版《防卫白皮书》，继

续渲染日本周边安保环境日趋严峻。报道

称，日本政府将以引进陆上部署型导弹拦

截系统“陆基宙斯盾系统”为中心，力争

2018年年末推进新防卫力建设指针《防

卫计划大纲》的制定工作。

朝鲜与中国再次成为日本主要针对的

“靶子”。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

究所研究员石田隆至表示，2018年《防

卫白皮书》大肆渲染“朝鲜与中国的威胁

”，这构成了整个白皮书的基调。第一部

分第二章介绍各国防卫政策共118页，其

中朝鲜22页，中国35页，共占了将近一

半篇幅。

除了借海洋问题渲染所谓的“中国威

胁”，朝鲜也受到了“重点关照”。针对

已趋缓和的朝鲜半岛局势，《防卫白皮书

》虽肯定了朝方在美朝峰会中“以文书形

式明确表达实现无核化意愿”的意义，但

仍不忘继续鼓吹朝鲜对日本是“史无前例

且迫在眉睫的威胁”，强调日本对朝鲜的

核及导弹威胁的认识并未改变。

在渲染周边威胁的同时，安倍政府的

修宪步子也越来越实。最近，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正式宣布将参加9月的自民党总裁

选举，争取历史性的第3次连任。《东京

新闻》报道称，令人担忧的是，已经确保

七成议员票、再次连任几乎没有悬念的安

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变得积极起来。安倍

表示，他计划在2018年秋季的临时国会

上提交修正案。

野心，还是野心

加强军备，为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大

国铺路；修改宪法，为成为所谓的正常国

家努力。日本安倍政府一意孤行的背后是

昭然若揭的野心。

日本此轮炒作周边威胁，日本媒体都

看不下去了。《东京新闻》指出，白皮书

之所以煽动朝鲜威胁，这是为了从美国高

额购买并部署陆基宙斯盾反导装备。《日

本经济新闻》称，如果改变朝鲜对日本造

成威胁的论述，安倍政府一直以来以应对

朝鲜威胁为由增强防卫能力的做法将失去

依据。日本防卫费自2015年以来连续4年

创新高，防卫省计划在2019财年支出再

创新高的5.3万亿日元。

此次提高调门炒作“朝鲜威胁”还有

另一个重要因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报道，日前，朝鲜媒体指责日本“不惜一

切代价”破坏朝鲜半岛的和平努力。日本

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浩一一针见血地

指出：“安倍生怕自己在朝鲜半岛问题上

被边缘化，为此他真的非常努力。他担心

，在半岛问题上他没有任何决定权，却要

承担后果。”

除了针对朝鲜，日本《防卫白皮书》

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常规

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妄加

评论，恶意炒作军事透明度等问题，肆意

歪曲中国海警船巡航钓鱼岛海域等正当行

为，称中国“单方面升级”在日本周边的

军事活动。

分析普遍指出，日本渲染周边威胁，

其实是为了自身强军修宪制造借口。

反对，很多反对

日裔美国国家发展学家、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弗朗

西斯· 福山曾这样评价安倍与前任的区别

：“如果说他们（安倍晋三与小泉纯一郎

）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安倍这次复

出是更有决心要建立一个固执己见并且绝

不道歉的日本。”

这正是令周边国家乃至世界警惕的地

方。

日本市民团体“继承与发展村山谈话

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防卫白皮

书》颠倒事实、继续炒作‘中国威胁论’

，这必将遭到两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石田隆至表示，不管从事实数据来看

，还是从道理道义来看，“中国威胁论”

纯属无稽之谈。白皮书把中国军费增长看

作是中国军力扩张，这并不符合事实。

安倍政府的修宪蓝图也未能获得多数

民众的理解。《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

本经济新闻社和东京电视台近日实施的舆

论调查显示，关于是否应当在2018年秋

季的临时国会上提交宪法修正案的问题，

回答“不应急于提交”的人占70%以上。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日本在军事

安全方面的动向令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

度警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日本

发表2018年《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表示

，白皮书对中国正常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

进行指责，对中方正常海洋活动说三道四

，毫无根据，也极不负责任。希望日方不

要为自己扩充军备寻找各种借口，而应从

地区和平稳定及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多做

一些有助于增进两国互信与安全、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

警惕日本借“威胁”之名威胁世界

8月6日，日本广岛市在和平纪念公园举行原子弹轰炸73周年纪念活动。与此同时，数百名民众聚集在活动现场附

近，抗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加纪念仪式，并表示坚决阻止安倍内阁的修宪企图。图为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旁，

市民举行抗议活动。

据界面新闻8月30日消息，面对民众

抗议和支持率的显著下滑，俄罗斯总统普

京8月29日罕见做出政策让步，对提高俄

罗斯人退休年龄的养老金改革计划作出了

小幅修改。

2018年7月28日，莫斯科，俄罗斯共

产党的支持者和左翼运动的积极分子参加

集会活动，抗议俄罗斯政府计划延长退休

年龄。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当天中午的全国电视讲话中，普京

表示，提高退休年龄这个想法整体上是对

的，从现在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和人口老龄

化趋势来看，退休改革不能一推再推了。

普京说，如果不改革，俄罗斯的养老

金体系“将出现裂缝，并最终崩溃”，

“我请求你们理解这一点”。

根据总理梅德韦杰夫最初制定的草案

，俄罗斯将从2019年开始逐步推进退休

年龄的提高计划：在2028年前将男性退

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在2034年前

把女性退休年龄从55岁提高到63岁。

作为让步，普京提议将女性退休年龄

从目前的55岁最终提高到60岁，而不是

之前拟定的63岁，但男性退休年龄仍将

从目前的60岁提高到65岁。普京说，之

所以这样修改，是因为女性在俄罗斯社会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普京指出，“女性不仅工作，而且通

常她们还是整个家庭的支柱，承担着关心

家庭、教育子女，照顾孙辈的任务，”对

她们退休年龄的提高额不应超过男性，

“在我们国家，我们以一种特殊的、照顾

的方式对待女性。”

由于过去几年油价大跌、以及来自西

方国家的制裁，俄罗斯经济近些年一直不

景气。再加上苏联解体后人口出生率急剧

下降，俄罗斯料将在未来几年面临人口危

机。另外，卢布贬值也大大降低了俄罗斯

普通民众的购买力。所有这些因素都给该

国的养老金体系造成了压力。

俄罗斯政府选择在6月14日最初公布

了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当时正是俄罗斯

世界杯开幕式，国内大部分民众的注意力

都在足球赛事上。

自那以后，俄罗斯多地爆发了不少反

对改革的抗议示威。普京最大的反对者纳

瓦利内(Alexei Navalny)还呼吁在9月9日

举行全国范围的示威活动。本月27日，

纳瓦利内因七个月前一次未经批准的抗议

活动被捕入狱，刑期30天。

关于养老金改革的提议已经影响到了

普京的支持率。虽然普京此前曾表示不喜

欢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也一直试图将自

己与这项不受欢迎的议案隔离开来，暗示

总理梅德韦杰夫在起草议案中扮演的角色

，但俄罗斯人明白，任何政策上的变化没

有普京的首肯是不可能发生的。

莫斯科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

(Levada-Center)的调查显示，普京总统的

支持率从2015年6月时89%的高点跌落至

7月时的67%，创下克里米亚事件以来的

最低水平。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7月公布的另

一份民调显示，普京的支持率从 5 月

中旬的 80.3%降至 63.4%。根据该机构

7 月底公布的另一份民调，在俄罗斯

多个党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

党 的 支 持 率 降 至 37.1% ， 而 这 还 是

2011 年底以来首次低于 40%。今年 1

月，该党支持率在总统大选前还高达

53%。

老一辈俄罗斯人多是普京的坚定支持

者，他们经历了普京治下养老金逐步增加

的历程，并享受了他们眼中普京给经济带

来的稳定。但许多反对提高退休年龄的人

称，他们怀疑自己是否能活到退休领取养

老金的那一天。在俄罗斯，男性平均寿命

为67岁，女性为78岁。

俄罗斯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议会下

议院）上个月已经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养

老金改革议案的一读（共三读）。在总统

签署成为法律之前，该议案还需通过上议

院的批准。

这是俄罗斯自1930年代初期以来首

次上调退休年龄。“结论很明显，”普京

在演讲中说，“有效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正在不断下降，一同下降的还有我们支付

和依据通胀水平调整养老金的能力。因此

，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普京还补充道，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

，或是选择表面上改一改，“那将是对这

个国家以及我们的孩子不负责任，也不公

平”。普京的提议将以修正案的形式尽快

提交给国家杜马。

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的研究显示，现

在，俄罗斯每一个养老金领取者背后只有

2.3个劳动年龄人口支持。在1959年，每

一份养老金都有5个劳动年龄人口支持。

这一数字在2007年降至3个，预计到2023

年将进一步降至2个。

“我在这里非常准确、也绝对真诚地

向你们详细汇报现在的情况，以及有关我

们国家养老金体系可持续发展的提议，

”,普京说，“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个困难

但是必须的决定。”

无奈向民众压力弯腰
普京宣布修改退休改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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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自診系統
自 從

上 個 世 紀
80 年 代 起
，美、日、
歐等各大汽
車製造企業
就已經開始
在其生產的
電噴汽車上
配備了發動
機自診斷系
統 ， 簡 稱
OBD。可以
說，OBD給
維修人員的
診斷檢修工

作帶來了空前的便利。現在更為先進的OBDⅢ
已經誕生了，它不但可以具有OBDⅡ對汽車排
放的監測，還可以強行對違規的汽車進行干涉
。

那麼這套發動機自診斷系統到底是怎樣工
作的呢？這個問題主要要歸宿的汽車發動機的
燃油供給系統。由於現在的汽車已經全面發展
為電噴發動機，它具備了化油器發動機所無法
比及一些優點。同時也由於電噴發動機的燃油
噴射系統是電子控制的，不同於化油器的純機

械式，所以在這個系統裡面就被設置了很多電
子的傳感器來採集燃油供給所需要的信息，然
後傳給ECU（車載電腦），以便精準的控制燃
油的供給。那麼都有哪些信息是ECU所需要採
集的呢？由於整個控制系統是一個閉環的控制
，所以首當其衝的是進氣量和排氣是兩個重要
的採集信息，其他的信息還包括了：節氣閥的
位置、進氣的溫度、曲軸的轉速、曲軸的相位
、進氣氣壓以及水溫。其中進氣量是由空氣流
量傳感器來檢測的，排氣是由氧傳感器來檢測
的，其他的一些信息也都是有相應的傳感器來
檢測，他們主要是通過一些簡單的設施產生相
應的模擬信號，然後在通過把模擬信號轉化成
ECU可以識別的數字信號來進行檢測。

下面我們將詳細介紹幾個傳感器出現問題後
的OBD的工作情況：

首先是對發動機運轉最為重要的空氣流量
計，空氣流量計分為量板式、熱線式和超聲波
式三種。前兩種都是由電阻控制，後一種則根
據超聲波控制。如果此時空氣流量計出現了故
障，例如始終是檢測出一種較高的進氣量，那
麼當此時的進氣量很小的時候，其他的傳感器
都檢測出了正常的信息，而空氣流量計卻始終
檢測出較高的進氣量，這時ECU就會認為空氣
流量計出現了故障，並啟動了已經預存的一個
正常的信息值，而這個空氣流量計的故障代碼

就會存在ECU的內存裡面。與之同時在儀錶盤
上的故障燈就會亮起，以警示駕駛者，有時甚
至不能正常駕駛。 OBD為維修人員的診斷檢修
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所以這時就需要駕駛
者把車開到正規的維修站就可以了。維修人員
首先要把解碼器接到汽車的ECU上進行讀碼，
就是把代表故障碼的數字信息轉化成代表出現
故障傳感器的代碼。然後在清除故障碼，只有
清除了故障碼儀錶盤的故障燈才會滅掉。否則
雖然排除了故障，但是OBD裡依然存儲著故障
信息，同樣會認為有故障。如果解碼器沒有帶
有自動清除功能的話，也只需把電瓶線拔下來
斷電後就清除了。通過解碼維修人員就可以知
道了是那一個傳感器出現了問題，這裡我們假
設的是空氣流量計出現了故障，那麼讀出來的
故障碼就是代表空氣流量計的代碼。然後維修
人員就可以對症下藥，進行維修或更換。這樣
汽車就可以繼續正常行駛了。

同樣氧傳感器出現故障以後同空氣流量計
一樣，儀錶盤的故障燈也亮起。由於排氣的檢
測是對整個燃油供給的系統正常工作的一個信
息回饋，所以對於該系統的正常工作有著至關
重要的作用。然而當它出現故障後，ECU雖然
可以臨時調用一個備用的數據信息，但是同樣
會很嚴重的影響到發動機的正常工作，甚至影
響尾氣排放而低於OBD規定的排放標準，這是

OBD還會進行報警，已警示駕駛員。但是對於
故障的處理同樣是解碼、讀碼、清除故障碼、
維修。

相對於空氣流量計和氧傳感器而言，其他
的傳感器在出現故障時在ECU裡備用的其對應
正確信息會起到很大作用。由於在進氣量和排
氣方面都可以時時檢測到正確的信息，所以就
不至於嚴重影響到發動機的工作，但是OBD同
樣會工作，儀錶盤的故障燈也會亮起，以警示
駕駛員出現了故障。而處理方式同樣是通過解
碼和讀碼查到是哪個傳感器出現了故障，然後
清除故障碼，進行維修。

通過以上的闡述是不是感覺OBD是一個很
簡單又很實用的一個系統？其實它就像是我們
中國博大精深的中醫學一樣，可以根據“望聞
問切”來斷定疾病的源頭。這裡就是故障等亮
起警示駕駛者就類似與中醫門診中的“望”和
“聞”，而解碼讀碼的過程就更像是中醫的號
脈了。然後“對症下藥，藥到病除”。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本報記者黃梅子）德州文藝复興節是休
斯頓最久負盛名的節日，今年是第43界。

2018年德州文藝復興節將于9月29日和
30日開幕，跨越兩個月，每個週末開放，共8
個週末17天，每週都有不同的主題。文藝復興
節在美國其它各州也有，不過德州文藝復興節
算是規模最大了，整個公園被改建裝飾成一五
三六年情景，今年的主題是英國國王-亨利八
世準備迎娶新太太。在這個莊園內可以看到許
多打扮成貴族階級的人士和平民百姓們大家聚
在一起喝酒跳舞慶祝。在文藝復興莊園裡走走
停停，從各個景觀之間的門一穿過去就到了另
一個國家，風格完全不一樣，連人的口音都不
一樣了。剛從德國村莊喝完啤酒，再走幾步就
是法國或西班牙，讓人不由得產生出恍如隔世
的感覺。

文藝復興節有點像中國的廟會，但時間更

長、規模更大、更國際化。 500多名特色藝術
家在這裡盡情施展他們的才華和絕藝，400多
家店鋪展示的是世界各國的特色手工藝品，有
黃金白銀寶石首飾、也有陶瓷、皮飾、木雕等
，生意最好的是出售文藝復興時代服飾
的商店。好吃的就更多了，墨西哥、法
國、意大利的美食應有盡有，您可以一
天吃遍世界風味。在連續8週的節日里
，時光倒流、歷史重現，讓我們呼吸到
了那個鼎盛時期的氣味。

德克薩斯狂野的牛仔、意大利風雅
的文藝復興，兩個壓根就風馬牛不相及
的東西，就這麼完美地被結合在了一起
。德州文藝復興節年年都辦，今年已經
是第43屆了，毫無疑問，德州文藝復興
節已經成了休斯頓的一個文化標誌。

中國城的王朝旅游代理文藝复興節

的門票，目前有少量開幕式門票特价供應，請
去王朝旅游購買，周日或晚上也可打手机
713-927-9688聯繫送票事宜。

王朝旅游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 981-8868；713-927-9688

BB88

休城畫頁

休城工商

Freestyle KTVFreestyle KTV音樂餐廳音樂餐廳20182018
七夕情人節聯誼晚會圓滿落幕七夕情人節聯誼晚會圓滿落幕

位於中國城年輕朋友們耳
熟能詳的Freestyle KTV音樂
餐廳於上周五八月十七日七夕
情人節當天和三媽嗅嗅鍋及休
斯頓中國聯合校友會共同舉辦
情人節單身聯誼晚會¬盛大舉
行。美南國際電視大抽獎環節
也參與當天活動為來賓們帶來

豐富的抽獎環節和節目表演等
項目。各嘉賓們紛紛盛裝出席
，希望透過浪漫晚餐，遊戲節
目與互動期望中心目中的他/她
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晚有僑界
知名專業樂隊前來為活動做熱
身表演還有專業舞者們一同飆
舞。一系列的團體遊戲，速配

活動環節及接力大賽，抽獎等
各節目精彩紛呈，熱力無限。
聯誼會餐飲聯誼備有紅酒、調
酒、精美個人火鍋，巧克力以
及簡單冷餐與水果。現場氣氛
熱烈，溫馨，讓嘉賓們都能夠
溫馨浪漫的享受甜蜜時刻的娛
樂節目。

贊助廠商宣布大獎贊助廠商宣布大獎

來賓們在速配活動環節中互相任認識來賓們在速配活動環節中互相任認識，，介紹自己介紹自己 本次活動節目豐富多彩猜謎搶答大放送本次活動節目豐富多彩猜謎搶答大放送，，及數字遊戲及數字遊戲
等相當生動等相當生動

FreestyleFreestyle負責人之一的劉嘉海等工作人員介紹當晚設有負責人之一的劉嘉海等工作人員介紹當晚設有
的大獎項的大獎項

美南國際電視大抽獎環節由美南電視主持人吳凱俊主持並由美南國際電視大抽獎環節由美南電視主持人吳凱俊主持並由
freestylefreestyle負責人劉嘉海和聯合校友會前榮譽會長謝忠抽出獎項負責人劉嘉海和聯合校友會前榮譽會長謝忠抽出獎項來賓們介紹及默契考驗來賓們介紹及默契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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