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19年6月17日 星期一
Monday, June 17, 2019

10333 Harwin Drive Suite 120E
Houston, TX 77036
Jasmin.tseng@yahoo.com

I01-JASMIN TSENG 曾玉菲_567C_4

保險經紀人

長期照顧、年金、長者保險、
健康醫療，人壽、教育儲蓄

 專線：713-371-2491 
             現在就來電預約和咨詢
    ●代理多家A級知名保險公司

曾玉菲
多一份準備多一份安心，我的專業和用心讓你放心

Jasmin Tseng

( 菲菲 )

Edward WangEdward Wang 王先生王先生
買買//賣賣//租租//投資投資//商業或住宅商業或住宅
KatyKaty凱蒂凱蒂 / Richmond / Fulshear/ Richmond / Fulshear福喜福喜 / West Houston/ West Houston
Cell:Cell: 832832--453453--88688868
Email: realtoredwardwang@gmail.comEmail: realtoredwardwang@gmail.com
Address:Address: 28402840 Commercial Center Blvd #Commercial Center Blvd #104104, Katy, TX, Katy, TX 7749477494

地 產 人 物



BB22法治天地
星期一 2019年6月17日 Monday, June 17, 2019

知名R&B歌手凯利（R. Kelly）周四对另外11

项与性有关的指控不认罪，其中包括4项最高可判

30年监禁的罪名。

据美联社报道，在库克县法院的简短听证会上

，检察官没有要求法官为凯利提高保释金的数额。

在11项新指控中，有4项是严重的性侵犯犯罪

，最高可判30年监禁。这是凯利最初在2月份的10

项指控中每项指控的最长刑期的4倍多。

凯利的辩护律师史蒂夫· 格林伯格(Steve Green-

berg)在听证会结束后表示，他无法猜测检方为何提

起这些新指控。今年2月，凯利被控数年前性侵四

名女子，其中三名在被控性侵时还未成年。

当被问及凯利是如何应对的，格林伯格说，

“这是艰难的。一切都对他不利。”

凯利的发言人约翰逊对记者说，凯利“很乐观

”。

根据新的起诉书，前八项指控据称发生在2010

年1月1日至1月31日之间。另外三起事件与2009年

5月1日至2010年1月31日之间的冲突有关。

检察官指控凯利使用武力或威胁这样做，迫使

原告进行性行为或对他进行口交。他们写道，由于

她当时还未成年，提起诉讼的时效从她18岁生日起

延长到了20年。

一名女子公开表示，11项新的重罪指控源于她

对这位R&B歌手的指控。

杰朗达· 佩斯(Jerhonda Pace)在她的脸书上写道

，她是原告，预料到凯莉的粉丝们会有愤怒的反应

，她写道:“不管你认为我有多错，法律都站在我这

边，当时我还未成年。”佩斯是凯莉被控性侵的四

名女性之一。

新增11项性侵指控
歌手凯利出庭不认罪

暑期将至，一些放假较迟的高中也到了高年级

学生的盛大毕业生之夜了，这个被称为Grad Nite或

Grad Bash的日子，是毕业生们准备告别中学时代步

入大学的最后“狂欢日”，一般学校会将活动安排

至凌晨，让孩子们玩个够。不过，有些学生们会

“玩过头”，碰一些药物，使得一些游乐场所不敢

随意对毕业生打开大门。

在加州，迪士尼乐园和环球影城通常会为毕业

生提供“狂欢夜”场地，迪士尼称之为“Grad Nite

”，环球影城称则是“Grad Bash”，并早在前一年

已经开始大打广告，欢迎学生们去。常规的安排是

校方会联系这些场所，把学生们送过去，一直可以

玩到凌晨。

“这是学校为我们组织的活动，大约玩到凌晨2

点多结束，学校大巴会把我们送回来。”一些华裔

孩子会早早地告诉家长，这是“官方疯玩”，以消

除家人的担心。

虽然如此，家长也最好不要掉以轻心，校方提

醒别“玩过头”。“我们都知道，虽然校方明令禁

止，还是会有学生悄悄地接触一些药物。不说别的

，还会影响学校声誉。”对于类似的“乱来”，即

使商业场所，也是绝不欢迎。“去年，我们学校应

该有高年级同学犯规，本来今年我们应该继续是去

迪士尼乐园玩的，却被拒绝了，只好改去环球影城

。”有高中学生爆料说。

每年的高中高年级学生在递交大学申请、等待

毕业的这一学期内，会有几大缺一不可的“消费型

”庆祝仪式，拍单人毕业照、购买昂贵毕业纪念册

、集体逃学1天、舞会前的盛装拍照、舞会、Grad

Nite或Grad Bash，还有就是最后的毕业典礼。Grad

Nite或Grad Bash可能是和高中同学们最后的一次大

聚会疯玩夜，也是学生们最期待的一晚，一般每年

的这个活动，集中在5月至6月，最迟不会超过6月

中旬。

高中毕业生将进入最后
“狂欢” 校方提醒别“玩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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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美国藤校录取率再创新低。今

年美国顶尖名校入学门槛不断提高。很

多同学们都担心申请美国顶尖名校会越

来越难，威久留学专家就和大家介绍下

目前的情况，希望能帮助大家做好申请

准备。

哈佛的录取率从去年的4.59%跌倒

今年的4.5%。耶鲁大学的录取率今年也

又一次创新低。今年耶鲁大学收到共计

36843份申请，录取了2178名2023级申

请人，总体录取率仅为5.9%。而耶鲁去

年的录取率是6.3%。

哥大今年共计收到42569份申请，

比上一年增加了6%，目前给出的录取

率是5.1%。去年哥大的录取率在5.5%，

今年也是创下新低。

芝加哥大学2023届的录取率创下了

5.9%的历史新低。2022 届的录取率为

7.2%，

今年，纽约大学收到了将近85000

份申请，同比去年增长了12%，而录取

率下降到16%，只有6年前学校录取率

的一半，而今年的SAT中位数达到了

1480分。

在竞争日益加剧的申请季，一些

SAT1500+，托福100+的美国留学生们被

美国大学拒之门外，这到底是为何呢?

有人说，之所以会出现“牛娃”学

生被拒、顶尖名校录取率不断下降的主

要原因，是美国大学的招生偏好发生变

化.....但有关专家表示，其实，这主要还

是对名校真正想要招收什么样的学生理

解不到位，从而导致没有针对性的进行

规划和准备。

可以先看看今年早申数据：

今年，早申请录取的学生中，13%

是国际生，来自48个不同的国家，而去

年有54个国家。在今年宾大早申录取的

学生中，11%的被录取的学生是第一代

大学生;而 23%的学生家属是宾大校友

——有父母或祖父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上学。

早申请中，普林斯顿大学今年向

743名学生发送了Offer，一共有5335名

申请者，录取率是13.9%。而去年的录

取率为14.7%，2011年为21.1%。15%是

普林斯顿校友的孩子。

而在早申请中，达特茅斯校友的孩

子占录取人数的15%……

每年招生人数常青藤名校除康奈尔

及宾大外，其余6所都在2000左右，申

请人数则普遍超过30000，而且这些申

请者都是各个学校的佼佼者，竞争激烈

程度可想而知。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这2000名额中

可能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名额已经定了，

比如刚才快报君提到的校友家庭。

达特茅斯前招生官Michele Hernan-

dez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顶级名校40%

的新生名额早就预定好了，这部分学生

包括20%左右的体育特长生、校友子女

、大额捐款人子女、政要名人子女、以

及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中受益

的非洲等族裔学生。

除了这40%的名额外，在各个领域

中崭露头角的申请者，则至少占到20%

甚至30%的名额，我们具体包括：

学术类：国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信息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奖牌获得者及入

围国家队选手;英特尔科学天才奖及决赛

入围者;丘成桐中学数学奖;TASP、MIT

、RSI等顶级项目入选者等。

文艺类：音乐、舞蹈、美术、摄影

、表演、棋牌等方面入围国际比赛决赛

的学生等。

素质类：模拟联合国(Model United

Nations)、模拟法庭大赛(Mock Trial)、

辩论大赛、演讲大赛、发明大赛、机器

人大赛(Robotics Competition)、商业大赛

等。

学生团体类：是公益、经济/商业类

社团及其它获得全国范围影响力的学生

团体的发起人、创始人或重要领导人。

科研类：在生物医药、环境、再生

能源、新材料、化工、农业、石油、机

械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一级英文刊

物，和相关大学教授保持良好的沟通等

。

所有上述具有独特优势的申请者统

称为超常申请人，扣除这些具有超常竞

争力的学生外，顶级名校的招生名额只

剩下30-40%，而竞争者是来自全世界的

优秀高中生。

这部分学生通常都是学习成绩优秀

而且多才多艺比如：

GPA3.9以上，SAT超过1540，SAT2

三门800分，AP8门5分，竞赛州(省)获

名次

体育某校队成员，单项在市级拿过

名次

高中乐团优秀成员、钢琴10级

高中社团积极分子、义工200小时

以上等。

其实录取或拒绝都是有原因的，一

般说来，顶级大学录取你一定是看中你

身上的一个“亮点”。

在了解美国顶级大学的录取生构成

后，我们就可以来具体分析能够吸引顶

级名校招生官的这些“亮点”到底是什

么。

提到美国大学录取标准，最容易想

到的是NACAC关于大学录取的18项标

准，每所大学将19项分为四个级别，最

重要、重要、考虑、不考虑，反映学校

招生中的不同侧重点。

为什么中国留学生申请美国顶尖名

校越来越难?

重要因素自上至下排列是：

1. 英语水平考试成绩(English profi-

ciency exam scores)

2. 你所有课程的成绩(Grades in

All Courses)

3. 你大学预科课程的成绩(Grades

in College Prep Courses)

4. 课程设置强度(Strength of Curric-

ulum)

5. 标化考试成绩 (Admission Test

Scores )

6. 毕 业 证 (National school-leaving

certificate)

7. 文书或者小论文(Essay or Writ-

ing Sample)

8. 学校顾问的推荐信 (Counselor

Recommendation)

9. 你的兴趣(Student’s Demonstrat-

ed Interest)

10. 老师的推荐信(Teacher Recom-

mendation)

11. 班级排名(Class Rank)

12. 课外活动(Extracurricular Activi-

ties)

13. 科 目 考 试 分 数 (Subject Test

Scores)：AP，IB

14. 作品集(Portfolio)

15. 面试(Interview)

16. 工作实习经历(Work)

17. SAT2分数(SAT II Scores)

18. 州毕业考 State Graduation Ex-

am Scores：美国各州有自己“州考”要

求

对于名校来说，优秀的申请者很多

，绝大部分申请者都满足以上的标准。

所以，除去 legacy admission、 affirma-

tive action这两条外，想办法在不同领域

内取得世界级的成绩是进入顶级名校可

能性最大的途径。

但是世界级成绩很难，除此之外你

能展现出的就是：你能为学校社区贡献

什么?

普林斯顿招生网站明确说明，“…

consider how each candidate might con-

tribute to the community we will bring

together for that year’s class.”;宾大的

招生网站更是三次提到“what you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Penn community.

”;“你能为学校社区贡献什么?”也是

最常见的面试题目之一。

这都说明，在成绩之外能为大学社

区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是几乎所有大学都

非常看重的“亮点”，也是可以有效提

高申请成功率的最切实可行的途径，和

这个亮点相关元素包括学生的文体素质

和社团活动。

所以说，除了标准化成绩，托福、

SAT、AP等等考试以外，学生要把更多

的时间花在课外活动上。这样才能从众

多普通的好学生中脱颖而出，拿到名校

的Offer。同样，有些时候就算标化成绩

不理想，学生做过的活动也可以弥补一

部分的弱势，通过文书来展示自己做过

的活动，向校方展示你与众不同的特点

。

为什么中国留学生
申请美国顶尖名校越来越难?

中国的教育方式是单向的，老师在

课堂上向学生宣布知识的权威性，孩子

只有听与接受的份，不接受学生的质疑

与互动。回家后有大量的练习要做。每

个幼小的生命从早上开始，每天有三、

四个老师轮番来用知识填塞。老师讲课

就如蜻蜓点水，他匆匆洒下了大量的种

子，学生回家后才要将它们一一孵化；

洒种子容易孵化难，这最重要的、最艰

难的功课都是要由学生回家以后自己完

成的。也就是说，老师已经把知识给你

了，至于你掌握没有就与老师无关了。

学习好坏的责任全在孩子身上了。成绩

好是应该的，是老师教的好；成绩不好

是因为学生不用功。学生承载着最艰巨

的任务，一直处于过度疲劳状态，即使

最用功的学生也得不到表扬与认可。付

出却得不到回报，就失去了学习动力，

怎不厌学？

美国的教育方法是：课堂上老师用

儿童能接受的语言，引导孩子跟上老师

的思路，让孩子通过玩的方式记住今天

学的内容。学习的进度比国内慢，这一

星期就学这么多内容，不多学。从星期

二开始，课堂内做的大量游戏与练习，

形式不重复，内容都一样。不在于学得

多，而要全掌握 。

比如：这一周只学乘法口诀的1x1

到4x9.数学课上老师拿着卡片让大家比

赛，看谁先说出答案，两秒钟之内没说

出答案的就被淘汰了。我儿子与他的小

朋友回家后就开始热烈地说起比赛的事

，那个孩子还说今晚他要做好准备，因

为明天还要比赛呢。

又如：让学生做单词填空练习时，

并不是考孩子会不会填这个词，而是把

这些要填的单词都列在旁边，让学生自

己选择去填。每次选的过程中都看了一

遍这些单词，就是又过了一遍目。这些

填空做完时，已经将所有单词看了不下

十遍。能记不住吗？做题的过程不是难

为学生的过程，而是以友好的方式提供

资源，考的只是用哪个词更准确。让学

生觉得像玩一样地快乐，又学会了知识

。每次做题都这样轻松愉快，学习就是

一种乐趣了。

又如：把单词的字母顺序打乱，让

学生重新组织起来。或把单词的拼法故

意写错，让学生来纠正。还有就是把学

过的单词变成填字母的迷宫游戏，让学

生完成游戏。如果不知道单词是怎么拼

的，就玩不了

这个游戏， 所

以学生要想办

法记住每个单

词由哪几个字

母组成。玩游

戏的过程就是

记单词的过程

。

通 过 孩 子

喜欢的方式让

孩子在不知不

觉中已经熟悉、牢记了这些知识。课堂

就是消化知识的过程，而不是回家后才

开始学。

老师的任务是带动学生一起学，老

师陪同孩子掌握知识的全过程，老师帮

助孩子来记忆。让孩子学会知识是老师

的责任。即使有的孩子会做错题或颜色

涂的不够精美，老师都用赞赏的口气来

鼓励孩子， 让孩子觉得自己在学校的

付出总是能得到老师的认可。所以孩子

们爱上学。

中美教育的方式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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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早春，每天傍晚和妻子出去散

步，我都能看到楼前的木凳上坐着一个

吸烟的老人。老人约莫70岁，双手粗

糙、骨节宽大、青筋如藤，深红色的面

庞上沟壑纵横。若是有人路过无意间多

看了他几眼，便立刻垂下头去。背地里

，院里的人都叫他“怪老头”。怪老头

在大院里只有老彭一个朋友，住在他女

儿家对门，这对头发花白的老哥俩常在

楼下促膝谈心。等到了9月，怪老头突

然就不见了。有好奇者向老彭询问，老

彭直叹气：“哎！老潘得了抑郁症，带

不了外孙子，回老家了。”之后，老彭

便向大家讲述了怪老头老潘这半年来的

生活，着实令人唏嘘。

老潘面相显老，其实今年也才63

岁。

老潘一直在家乡务农，婚后育有一

子一女。大女儿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城

里，在一家国企工作，女婿供职于一家

早九晚五的事业单位，做技术工作。两

人有一个15岁的可爱女儿。

自从前年国家二胎政策出台后，70

多岁的公公婆婆便常常背着大包小包的

补品来到儿子家，催促他们再要个孩子

，嘴上说着什么男孩女孩都好，不给他

们压力。

老潘女儿已40岁了，本不想成为

高龄产妇，但架不住婆婆“无微不至”

的关怀和无时无刻的絮叨，再加上单位

里一个已经45岁的女同事，都不声不

响地怀了孕，便也决定再试一试。

不到一年，就添了一个儿子。公公

婆婆欣喜若狂，小宝出生当天就奔回了

老家，在祖坟前祷告了许久。后来，等

老潘女儿产假结束后，婆婆还自告奋勇

地要过来带孙子。

可孩子刚带了3个多月，独自在家

的公公竟生了病，婆婆不得不赶回去照

顾老伴。临行前说最多半年，只要老头

子身体有所好转，她就第一时间赶回来

。

就是这半年的“空窗期”，愁坏了

老潘女儿一家。起初，周围邻居都劝他

们暂时找个保姆。但全家一分析，认为

此举绝不可行。一来，安全就很成问题

，如今电视网络上各种保姆欺凌幼儿的

报道铺天盖地，谁愿意让自己的心头肉

成为别人的出气筒呢？二来也是经济方

面的考虑，小宝以后的教育支出、乃至

继踵而至的换房，都将是一个想起来就

头痛的数字。从现在开始，任何一项消

费都得精打细算。

思来想去，老潘女儿的目光还是落

在了自己父母身上。但此时的老潘老伴

已不能再像15年前外孙女刚出生时那

样，女儿一个电话，就背着自家产的几

十斤小米和鸡蛋，千里迢迢赶过来了。

尽管心里也想来照顾外孙子，但实在分

身乏术——儿子儿媳两人都在外地打工

，两个在村小上学的孙子孙女还需要有

人照顾。

可听到已人到中年的女儿一声深深

的叹息后，护女心切的老潘——一个60

多岁的老头子——竟然义无反顾地坐了

20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女儿家。这

也是这位种了一辈子地的老人，第一次

住到了城里。

可刚到了女儿家，老潘就出事了。

据老彭讲，那天中午，他正准备午

休，突然有人哐哐敲他家门。猫眼里一

看，是隔壁的小潘。他忙开了门，小潘

正抱着小宝，一脸焦急。老彭忙问她怎

么了？小潘说要借一把螺丝刀撬门用。

老彭看着隔壁大敞着的防盗门，一脸狐

疑。小潘好几次欲言又止，最后才说：

“彭叔，我爸今天上午刚到我家，准备

帮我带小宝。可刚才他去了卫生间后，

不知怎么弄的，就是打不开门了。我估

计是从里面锁死了。您要不来帮我看看

？”老彭听了，忙跟了过去。

因为之前也碰到过相同的情况，所

以老彭甫一进门，就嘱咐困在里面的老

潘莫要着急，也莫要再用蛮力了。接下

来听他的指令操作。里应外合，鼓捣了

好一会，还是没能把门打开，最后，只

得无奈地让小潘找开锁公司。

付了50元服务费后，老潘这才终

于从卫生间里出来了。老人满脸通红，

紧紧低着头道：“丢人啊丢人！俺在里

面都听到了，那50块钱，俺来付。”

这是老潘和老彭第一次见面。

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时间也不早

了，老彭家门外又传来剧烈的敲门声。

此时的老彭正在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

听到敲门声，仍一如既往地陷在沙发里

，甚至都没打算挪一下身。

作为一个独居老人，老彭有个基本

原则，即便是在晚上，如果没有电话提

前联系好，他是绝不会开门的。

老彭夫妇只有一个独生女，在重庆

大学毕业后就留在那里工作成了家。前

些年老伴过世后，他去了女儿家，仅住

了一个月就匆匆回来了。不是女儿女婿

对他不好，而是那里闷热的天气和无辣

不欢的饮食，让老彭实在是无法消受。

另外，女儿女婿两口子信奉丁克主义，

一直没有孩子。老彭去了也是无事可做

。

独居后的老彭，每天晚上看完《新

闻联播》后，就会迅速将防盗门反锁。

最近一段时间，小区里的治安也不是很

好，楼道里的灯总是修好了又坏。上个

月，楼上又换了新租客。七八个小伙子

晚上常喝醉酒，“咚咚咚”地误敲老彭

家的门，让老彭不胜其烦。

但今天和以往不同，敲门声锲而不

舍地持续了很久。有好几次，老彭都想

起身去看看，问一句“来者何事”，但

又怕对方听出他苍老的声音。思前想后

，最终还是没从沙发上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老彭一如既往地穿

上功夫服，准备乘第一班公交车去公园

舞剑。待要锁门时，却发现家门钥匙怎

么都找不到了，他当即就慌了。也就是

在同时，隔壁的老潘急匆匆地推开门，

手里举着一串钥匙，高声问：“你们家

门钥匙昨天晚上挂在锁上了。我敲了那

么长时间门，你咋就不出来呢？”

老彭这才想起，昨天下午，他和几

个久未见面的战友聚会，大家都很激动

。于是就多喝了几杯酒。回家的路上，

觉得腹内翻江倒海，及至挪到家门口，

开了门，就径直去了卫生间，钥匙便忘

在了锁上。

老彭接过钥匙后，什么也没说，只

是重重地和老潘握了几下手。

到了5月上旬的一天中午，老彭正

在家里看《今日说法》，又有人敲门，

透过猫眼看了半天，才看清是老潘抱着

小宝站在外面。

门一开，老潘就通红着脸，不由分

说便将正哇哇叫唤的小宝塞到了老彭怀

里，然后径直跑回家里。20多斤的小宝

有些怕生，在老彭怀里竭力挣扎，还伸

出小手奋力去抠“敌方”的眼睛。老彭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心里想道“老潘这

又是唱的哪一出啊”，一边也跟了进去

。

只见老潘弓着腰，闪进了卫生间。

五六分钟后，水声大起，才满脸尴尬地

走了出来。老彭立在一边，一时竟不知

说些什么好。

老潘给老彭说，小宝已经快11个

月大了，活泼得很。若把他放在地上，

他会对每个电源插座、每盆花花草草都

充满好奇；若是把他单独放在床上，他

就会兴奋地爬到床边，然后再以自由落

体形式，重重摔下去；即便是有小小栅

栏的婴儿床，也奈何不住他了。所以这

段时期，老潘绝大多数时间，都只能把

20多斤的小宝抱在怀里。

累点也无妨，只是前几日，他总闹

肚子。因为担心小宝的安全，最后无奈

，只得将活蹦乱跳的小家伙夹在腋下，

去了卫生间。至于后来所发生的种种尴

尬事，老潘实在不好意思说。经此一大

劫，他这几天饭量骤减，水也不敢多喝

。但即便这样，今天中午，还是遇到了

万不得已之际，只得暂时把小宝放到了

老彭怀里。

老彭听了很是同情，告诉老潘，以

后没事就常过来串串门。别看他一个人

每天风风火火的，又是舞剑，又是打拳

，其实心里也挺寂寞。另外他也建议老

潘，以后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小广场上

也有很多带孩子的老人，可以过去多聊

聊天。“人啊，不能没有组织啊！”

过了些日子，老潘真去找组织了，

可“组织”里绝大多数都是带孩子的女

人，聊的那些话题老潘既听不懂，也不

想听懂。广场上倒也有一个带孩子的老

头，年纪和老潘相仿。但说起话来很是

噎人。

比如两人第一次见面，老潘说自己

姓潘。对方怔了怔，问道：“是不是说

书里，潘仁美的那个潘啊？”老潘听了

，很生气。他在老家，闲暇时分就爱听

个戏啊评书的。那个杀害杨七郎的大奸

臣，谁不知道呢？后来，老头又问：

“你这怀里抱着的是小孙子么？”老潘

听了，略略低了低头，轻声说是外孙子

。老头便使劲摇着头道：“外孙是条狗

，白养啊！”老潘听了，掉头就走了。

后来，索性也就很少去小广场了。

老潘还总给老彭感慨，在女儿家的

这两个月里，他发现每个人都很忙。

女儿每天早早便要起床，做完全家

人的早饭，还要给小宝熬肉粥，再小心

翼翼地倒进保温桶里。那是小宝的午餐

。晚上下了班后，匆匆忙忙地亲上小宝

两口，便要系上围裙做晚饭了。炒的菜

量都很大，因为第二天老潘和女儿两人

的午餐也全靠它了。

女婿原本工作很清闲。有了二胎小

宝后，为了早日换上一个三居室的房子

，也为了多预存一些姐弟俩的教育费用

，平日下班后，还要做上一段时间的专

车司机。周六日也不得闲。

相比较而言，正在上初三的15岁

外孙女，更是全家最忙的一个人。每天

晚上7点多到家。饭后，就得争分夺秒

地写作业。通常写到夜里11点多钟才

上床休息。待到凌晨4点，即便没有闹

钟，外孙女也必定会准时起床，继续复

习功课。周六日，还要马不停蹄地奔波

在各个辅导班之间——忙得就如一个陀

螺，看着就让人心疼。“一个小姑娘，

比老家那些秋收的人都忙。”

而老潘每天带孩子也不轻松，毕竟

也是60多岁的人了。但在家里，他从

来不多言语。老潘最自由的时间，是在

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全家人吃过晚饭后

，能在楼门口的木椅上抽上两根烟，想

想自己的事。

日子就在这样匆匆忙忙中过去了，

转眼到了7月中旬，一天老彭正在家中

睡午觉。突然被隔壁小宝的哭声惊醒了

。和以往不同，这一次小宝的哭声就像

打开了水龙头的自来水，怎么也停不下

来。老彭听了一会儿，起身去了老潘家

。

老潘正手忙脚乱地哄小宝，一脸焦

急，见了老彭，忙说：“今天真是奇了

怪了。小家伙也不饿也不渴，又没磕着

碰着，怎么就哭个没完呢？”

“是不是孩子得病了？”

老潘忙用手摸了摸小宝的额头，试

了好几次，才说：“也不热啊，真是奇

怪！”

此时的小宝，就像一只小猫，恹恹

地躺在姥爷怀里，脸色潮红。老彭见状

，情不自禁地走上前，也用手摸了摸小

宝的额头。手一搭，就吓了一大跳：

“老潘，小宝发烧了！”

“不可能啊，我怎么就感觉不出来

呢？”

老彭忙将手又搭在了老潘的额头上

，竟然一样滚烫：“老潘，你也发烧了

！”

老彭陪着老潘和小宝到了医院，老

潘却坚决不肯输液，只说自己身体好，

吃几颗药就可以了。老彭怎么劝都不听

。女儿也请假赶来了，知道父亲的心思

，他是怕多花钱，于是只能在医院里给

父亲算账，说如果输液的话，三天就差

不多好了。但要是吃药，怎么也得十天

八天的。“我现在是请假来照顾小宝的

。每天扣的工资，可远比那几瓶液贵多

了……”老潘听罢，方才同意输液。

等两人基本病愈后，女儿又急匆匆

去上班了。老潘则按照医嘱，每天仍定

时给小宝喂药。

一天午后，老潘突然接了个电话，

是老家的老伴打来的。接完后，就耷拉

着头，在楼前的草地上一边缓缓推着小

车，一边忍不住点了根烟。

正若有所思间，女婿竟走了过来，

他那天提前下了班，见到老潘就问：

“爸，小宝的药，您给他吃了么？”老

潘听了，心头猛是一惊，忙掐灭了烟，

一边红着脸说：“忘了忘了……”一边

忙着回家取药。

那天晚上，老潘从外面抽完烟准备

开门回家时，突然听到了女儿女婿在客

厅里的高声对话。女婿似乎很不开心：

“要不是今天我提醒，你爸差点忘了给

儿子喂药！”

“不就这一回么？再说了，我爸每

天带儿子，多累呀。他都60多岁了！

”

“那他怎么就没忘抽烟呢？”

“你说什么？！”女儿的声音，陡

然高了八度。

女婿的话，就像麦芒一样，深深地

扎在了老潘的心里。

那个带孩子的老人，抑郁了

后来，当老潘和老彭聊天时，老彭

劝慰他，那天小宝爸爸说的只是话赶话

，别太往心里去。“这个女婿，平时对

你还是不错的，爸爸长、爸爸短的……

”

老潘这才低着头说：“这段时间，

我老是睡不着觉，倒不全是因为女婿那

句话，而是担心的事情太多了。我担心

老家那80多岁的老娘，这几个月没看

见他小儿，是不是又一个人偷偷掉眼泪

。我担心60多岁的老伴，又要照顾老

娘，又要照顾孙子孙女，还要盯着地里

的庄稼，身体上能吃得消么？我担心替

我打理农活的老哥哥们，现在他们也快

70岁了，别把他们累坏了……我担心这

两年经济不景气，儿子儿媳是否因为挣

不到钱，又开始吵架？我担心刚刚10

多岁就戴上近视眼镜的小孙子，是不是

因为少了爷爷的管教，又开始白天黑夜

地玩手机了？地里的庄稼，圈里的猪，

院上的鸡……我也都担心啊！”

说到此，老潘又点了根烟：“不过

，再有一个多月，最多两个月。我那亲

家就能过来带小宝了。那时，我就能回

老家了！”老潘脸色竟略略有了些喜色

：“以后，我要是想小宝了，就让他在

手机上和我说说话，也不花钱。”

7月下旬的一个周末，老潘带着小

宝在楼前的绿地上玩。此时的小家伙，

已经能摇摇晃晃地走上一段路了。老潘

在他旁边，伸直了双臂，像一只大鸟一

样，护着小小的人。

没一会儿，女儿从家里走了出来，

面色有些凝重，她让父亲坐到木凳上，

像是有话要说。老潘忙把小宝抱在怀里

，走了过去，看着女儿吞吞吐吐欲言又

止的样子，老潘有些急了，忙问她到底

有什么事，是不是老家那边来电话了？

女儿赶紧摇了摇头，酝酿了好一会

，方才笑着说道：“爸，您明年过年，

能和小宝一起放炮、看花灯了啊！”老

潘听了，一时竟摸不着头脑。女儿接着

说：“前几日，婆婆给我们打电话，说

我公公的病，一时半会还离不了人照顾

，最快也得明年过完年以后才能过来带

小宝。我们商量着，看您能不能再多呆

半年？”

老潘听了，嗫嚅着，半晌说不出话

来，手竟无意识地松开了。也就是在那

一瞬间，怀里的小宝一下掉了下来，小

家伙前额着地，大哭一声后，眼一翻，

竟昏厥了过去。老潘和女儿惊得目瞪口

呆。随即，女儿一把抱起了小宝，疯了

一般地奔向了医院。老潘怔在原地，浑

身哆嗦个不停，好一会儿，才趔趔趄趄

地赶了过去，脸上已是老泪纵横。

小宝昏迷了有10多分钟，送到医

院后就紧急做了脑部CT。女婿也从单

位急急地赶了过来，眼圈红红的，也不

多言，只是一声接一声地叹息。老潘则

像个罪人一样，抱着头，痛苦地蹲在地

上。

诊断结果终于出来了，小宝并无大

碍，只是前额擦破了一小块皮，大家悬

着的心这才落了下来。

在之后的几天里，平素活泼的小宝

变得安静了许多，也胆小了很多，甚至

不敢走路了，每天只是紧紧地抱住妈妈

。有好几次，老潘向外孙伸出手，想抱

抱他，可小家伙总是毫不犹豫地转过身

。女儿无奈，只得又请了几天假。

那几天，老潘常常一个人垂着头，

坐在木凳上，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嘴

里还喃喃地说着：“是我的错！是我的

错啊！”老彭见状，就一直跟在他身边

劝，但收效甚微。

又过了好几天，小宝终于开始抓老

潘的胡子了，如同往常一样，边扯边喜

笑颜开。女儿见状，认为一切又恢复了

正常，便回单位上班了。

可那天还没到中午，小潘就接到了

老彭的电话。老彭急匆匆地说：“你快

回来吧。你爸好像有点不对啊！”

据老彭讲，那天他舞剑归来，刚走

进院子，就看见小宝一个人蹲在草地上

，老潘坐在木凳上。再走近一些，竟发

现小宝正从地上抓起一只蚂蚁，乐呵呵

地往嘴里送，老潘则一脸茫然地看着外

孙子，丝毫没打算干预。

老彭见状，忙一把拽过小宝，让他

赶紧吐出含在嘴里的蚂蚁，他大声吼着

老潘，可老潘仿佛中了邪一般，还是无

动于衷地盯着他和小宝。老彭见状大骇

，忙给老潘女儿打了电话。

老潘被送到了医院，随即被诊断为

抑郁症。好在发现及时，又经过了一段

时间的治疗，病情才基本得到了控制。

又过了10多天，在征得了父亲的同意

后，女儿将老潘亲自送回了老家。

老潘走的当天，小宝的奶奶就满脸

愁容地走进了儿子家，至于孩子的爷爷

由谁照料，众人都没有问，老太太也没

有说。

那个带孩子的老人，抑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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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一生》披露一段峥嵘岁月

《见证一生》是一本2018年即已付

梓的回忆录。书中，国民党军统（保密

局，情报局）特工杨鹏回顾了他大半生

历程，从少年时随父参与地下抗日组织

——忠义救国军南京别动队开始，一直

到解放后服务于“反攻大陆”的“潜伏

”计划……后因罹患老年痴呆症，未完

成全部叙述。书的后半部分，由亲人及

子女撰文、补录，完成杨鹏后期经历，

包括在美国旧金山继续服务情报局、因

江南案受影响，特工生涯戛然而止；出

生入死效力一生，却不被承认身份，最

后终老于老人院。

杨鹏长子杨雨亭在撰文中第一段写

到：“父亲，作为国民党的情报人员，

并非他选择的一个工作、一个职业、一

种生活方式，可能地、也是必然地，父

亲走上了一条神秘的，悲剧性的、不快

乐的一个人的命运，而这也影响了我们

杨家人，台湾和大陆的，命运。”似乎

是为父亲书里书外的一生见证，留下子

女们深切地爱且疼惜的注脚。

杨鹏和夫人寒梅共育有7个孩子。

其中3个儿子在解放前夕匆忙奔赴台湾

时留在大陆，至今生死不明。后来的四

个子女，如今有的生活在美国，有的在

台湾，更多的亲属则在中国大陆。洛杉

矶元绍律师事务所的杨羚律师，是杨鹏

最小的女儿，父亲的回忆录《见证一生

》就陈列在她办公室里，因多种原因，

并没有推广。一次采访时偶然翻开，没

想到不仅翻开了杨家的家族故事，也由

此翻开一段大背景下的峥嵘岁月。

洛杉矶元绍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羚的

案头放着她的父亲——一位国民党军统

特工的回忆录：《见证一生》。侨报记

者章宁摄

舍命抗日 不知戴笠是老板

“事实上，我很希望父亲没有做这

份工作，这不是他的选择，他一路被暗

中推进，连东南西北都不知道。爸爸是

超级厚道的人，我像爸爸。爸爸曾说我

不适合做律师，‘水至清则无鱼，像你

这种人挣不到律师的钱的’。”作为律

师的杨羚确实一直以“清”为原则，规

避开各种“商机更大”的做法，也由此

赢得客户信赖。而杨鹏的子女也都认为

父亲心太软，根本不应该做这个。不过

在那个年月，能好好活着都难，又能有

多少可选择的机会。

杨羚说“对父亲的感觉都在书里面

。他2012年7月6日过世，很感伤，也

不敢相信已过去七年。一般说，父母亲

过世，儿女第一手感觉会有很深的自责

，觉得没有好好地照顾父母亲。我也是

，觉得自己没有做得更好。而且，爸爸

的故事、他所吃的苦，都是我在后来才

知道的。因为年轻的时候，通常注意力

都在自己身上，父亲有时候跟我讲起他

年轻时的故事，一是注意力都在自己身

上：我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呢；然后就是

不太有兴趣去听。”

杨羚其实很幸运，她的父亲很年轻

时，就失去双亲，再没有机会听父母讲

故事、听父母分享人生经验。杨鹏“一

直被命运推着向前走”，经历九死一生

，直到若干年后正式加入军统，才明白

原来自己一直都在为军统工作，而大老

板就是戴笠。

南京六合，是杨鹏的老家。在战争

年代，六合曾是个值得关注的战略要地

。1937年国民党在淞沪战场遭日军重创

后，成立了抗日游击地下组织。1938年

5月戴笠呈请蒋介石将组织定名为“苏

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戴

笠兼任。在南京，有支“忠义救国军南

京别动队”，活动范围在南京周边地区

的江宁、栖霞、丹阳、江浦、浦口、六

合、和县、滁县及全椒等地区，总队长

叫管容德（化名徐禧）。就是这个徐禧

，去六合找到杨鹏的父亲——颇有声望

的地方乡绅，一起发展壮大组织。南京

沦陷并惨遭屠城后，杨鹏提到周边地区

人人都想抗日，在徐禧的领导下，杨鹏

的父亲积极出钱出力，共同组建了当地

抗日地下游击队。杨鹏自然是跟着父亲

一起。

之后，发生诸多变故，杨父惨遭暗

杀，杨鹏去南京读书，期间协助救国军

时期熟识的人，做情报工作，把汪精卫

政府的一些内部文件偷偷送出去。

“那段时期特别惊险，父亲认定真

实身份是为‘抗日大部队’服务的情报

人员，不理会当时势单力薄的共产党组

织，曾被执行‘枪决’，居然大难不死

！浑身是血地爬回家求救……”杨羚每

提及此，都觉得父亲如此命大，堪称奇

迹。

一次采访时偶然翻开的一本国民党

军统特工的回忆录：《见证一生》（杨

鹏），不仅翻开了洛杉矶华裔律师杨羚

的家族故事，也由此翻开一段大背景下

的峥嵘岁月。

加入“潜伏”计划 “一夜”白头

“25岁的时候，我移民来美国。记

得当时哥哥对爸爸讲了很不礼貌的话，

让爸爸很伤心。他说‘爸爸，你知不知

道你做这么一份，见不得光的工作，让

我觉得很丢人。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

当年，杨羚虽然知道“情报员”三

个字，但是并不知道那里面有什么东西

。直到哥哥讲“见不得光”、“每天都

是躲躲藏藏的”……“后来我想，爸爸

是很多地方都不出去啊。我觉得爸爸很

可惜，又帅又有才，从个人修养到人格

，都很完善，他是被推进去的。”杨羚

也很心疼父亲，觉得父亲很可怜，苦了

一辈子……

国民党政府曾一直心存反攻大陆梦

想，杨鹏在书中提到不少他们这些外省

人根本没打算置业安家，以为很快能打

回老家去。曾部署多种计划，意图把特

工人员安插进大陆，都没有成功。杨鹏

曾强烈反对“空投计划”，认为是把人

拿去送死，一度被怀疑是共产党。而他

参与的驻站香港，把特工由香港输入大

陆。不仅没有成功，还暴露身份，被抓

捕。

“爸爸对我是完全不愿意说，对我

弟弟讲，还好，英国人没有那么狠。但

是，和爸爸一起被

关的属下则不这么

说，说他们吃了很

多苦头。可能有伤

到爸爸尊严的体罚

这些。他后来被遣

送回台湾的时候。

那一段我弟弟（杨

龙）写出来了，我

看着都一直哭。因

为那段时间都不太

敢去想，因为我们

女孩子胆小，躲在

妈妈哥哥弟弟的后

来。记得爸爸从车

里跳出来，满头白

发，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没认出我爸

爸。爸爸本来都是

黑头发，很帅。好

像一夜白发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一两

个月吃了多少苦头

。然后，我妈认出

来就和他抱头痛哭。”

大洋两岸，悲欢离合

从杨羚简略口述以及书中详实记录

可知，自从香港遣返台湾之后，杨鹏主

要做新人培训工作。到后期，杨鹏以少

将办理了退休手续，去到旧金山，继续

秘密为国民党情报局工作。直到江南事

件中受到牵连，特工生涯彻底结束。

谈及杨鹏一生对家庭的影响，难以

尽述，只能从书中细节以及杨羚提到的

悲喜剧中，略知一二。“我们之前在旧

金山的房子，院子很大，有前后屋。江

南事件发生后，我们都住在前屋，爸爸

独自一人住在院子后面的一个小木屋里

。我白天去帮他换床单时，发现枕头下

面藏着刀。因为之前曾发生枪走火，差

点伤到妈妈，从此我们家里永不放枪。

爸爸用刀防身。是怕国民党灭口，因为

当时他手上有江南案的证据，台湾曾多

次叫他回去，他也不敢。之后，爸爸被

解雇，没有了退休收入，晚年在养老院

度过。”

亲人间的生离死别，是乱世中难逃

的命运。“我们曾有3个哥哥，估计都

死了，我依然希望是没有找到，他们都

还活着。妈妈为此事特别痛心，爸爸带

着全家外派至日本时，某天夜里妈妈哭

得惊天动地，停不下来，我们几个小孩

子都吓坏了，因为爸爸告诉妈妈，在大

陆的一个儿子可能是死了。从此，爸爸

再不敢告诉妈妈坏消息。估计妈妈有所

觉察，后来不再催爸爸去大陆找儿子，

却曾经深夜看到妈妈抱着哥哥的照片哭

。”

听了很久沉重的故事后，杨羚突然

讲起也有很好玩的事情。“我女儿常

常笑我，说妈妈这个脸长得比例不对

，宽脸尖鼻子。常常还和同学说。我

妈宽脸尖鼻子。记得我40多岁时，第

一次回大陆老家南京六合，和亲戚们

见面。到了老家之后，非常地惊骇。

坐在我对面的是表哥，堂哥，和我哥

哥长得一个样儿。坐我这边的是我的

姑妈，我和姑妈长得一个样儿，然后

呢，我女儿回美国之后，和她的同学

说，哇，我和你们讲哈，我在美国还

经常笑我妈妈那个脸啊，‘宽脸尖鼻

子’，结果我到了她的老家去，走进

一个屋子里，发现一屋子都是‘宽脸

尖鼻子’！”

几乎一口气读完杨鹏的《见证一生

》，还书回到元绍律师事务所时，又听

杨羚律师讲起不少书中尚未提及的细节

、故事……有时，你合上的是一本书，

打开的却可能是一个你不曾了解的世界

。

子女忆军统特工老爸

荣辱情怀难尽述

“对父亲的感觉都在书里。事实上，很希
望父亲没有做这份工作。哥哥曾经当着我的面
对爸爸说，‘爸爸，你知不知道你做这么一份
见不得光的工作，让我觉得很丢人’。爸爸听
到后，非常难过。”洛杉矶华裔律师杨羚说。
她的案头放着父亲——一位国民党军统特工的
回忆录：《见证一生》。

洛杉矶元绍律师事务所的杨羚律师（左起3）的是杨鹏（国民党军统特工，著有回忆录《见证一生

》）的小女儿，如今杨家人生活在两岸多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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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界“华人之光”贝聿铭先生

逝世，享年102岁。

从出身名门的“富15代”，到成

为“现代主义建筑最后的大师”，贝

聿铭始终保持着他贵族般的儒雅和谦

逊。他传奇的一生，也和他的传世作

品——法国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

、美国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馆、日本

万国博览会中华民国馆、苏州博物馆

新馆一样，越是经历时间的洗礼，越

发熠熠生辉。

有个性的“富15代”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贝聿铭

却是个名副其实的“富15代”。

早在乾隆年间，贝氏家族就成了

苏州四富之一，鼎鼎大名的苏州园林

“狮子林”就是贝家的祖宅，贝聿铭

也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

也许正因为是名门望族之后，贝

聿铭每次在面临人生的岔路口时，总

是更有底气做出令人意外的选择。

当年，他的祖父主理苏州的税收

行政，参与创办了上海银行，他的父

亲也子承父业，在民国时期出任中国

银行副总经理及中央银行总裁，因此

，整个家族都希望贝聿铭能够继续在

金融领域里发光发热。贝聿铭的童年

朋友则觉得，这么个能言善辩的人，

搞什么金融啊，应该当律师！

结果，谁也没想到，贝聿铭选择

了建筑行业……

传奇建筑大师贝聿铭去世，这个

深藏不露的“富15代”，才是真正的

贵族！

其实，贝聿铭的建筑梦还要追溯到他

10岁那年。当时，贝聿铭随父亲工作

调动搬到上海，见证了上海国际饭店

拔地而起，他深深为这座“远东第一

楼”着迷，甚至回到家还像模像样地

画了一份建筑图纸。

贝聿铭日后坦言：“我被它（上

海国际饭店）的高度深深地吸引了，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做建筑师。”

1935 年，18岁的贝聿铭远赴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攻读建筑学，和另

一位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成了校友。

结果，因为讨厌画图和枯燥的古

典建筑理论，仅仅两个礼拜后，贝聿

铭就“落荒而逃”，跑到了麻省理工

。

在麻省理工，贝聿铭终于找到了

学习建筑的乐趣，并且凭借谦和的性

格和优秀的社交技能，结识了不少建

筑大师，毕业后又到哈佛深造。

贝聿铭从哈佛毕业时，恰逢国内

战乱，所以不得不推迟回国的时间。

而在美国工作的这段时间，他的职业

选择依旧相当有个性。

毕业后，贝聿铭先是留校当了助

理教授，但他觉得纸上谈兵很不过瘾

，只干了3年就“下海”，加入了地产

巨商柴根道夫的建筑公司，也破了美

国建筑界没有中国人做建筑师的历史

。

以当时的价值观来说，一个建筑

学科班毕业的高材生投身房地产，会

被看作是对学术的背叛。但贝聿铭压

根不管别人怎么想，还是坚持自己的

选择。之后，他设计了一系列美观又

实用的大众化公寓，开始在建筑领域

有了一些名气。

1955年，贝聿铭自立门户创立了自

己的建筑师事务所，并将设计逐步拓

展到巨型公共建筑领域。

传奇建筑大师贝聿铭去世，这个

深藏不露的“富15代”，才是真正的

贵族！

有想法才能获得机会

贝聿铭从建筑界新星成为世界级

大师，还要感谢杰奎琳· 肯尼迪。

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想要

建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却

在参观了选址基地一个月后便遇刺身

亡。他的遗孀杰奎琳· 肯尼迪想完成亡

夫遗愿，在葬礼后不久便开始了图书

馆的筹备工作。

当时，设计师候选名单中不乏大

师级的明星建筑师，比如路易斯· 康和

密斯· 凡· 德罗，相较之下，贝聿铭算

是其中最名不见经传的那一个。

不过，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且有

独特想法的人。

为了在杰奎琳拜访事务所的过程

中留下好印象，贝聿铭做足了功课，

不仅特意将事务所粉刷一新，还事先

了解杰奎琳的喜好，在不大的接待处

摆放了一束她最喜欢的花。

杰奎琳拜访时果真注意到了这一

点，她问贝聿铭：“你们常放置这么

美的花吗？”贝聿铭老老实实“交代

”，那是专门为她买的。这种细心让

杰奎琳大为赞赏。

更重要的是，贝聿铭的设计理念

是“场地、环境应是建筑先决条件”

，因此在初选入围的其他建筑师都阐

释了自己的设计想法后，贝聿铭却说

，在没有勘察地点以前，自己没法给

出任何概念或意见。有人猜测，或许

正是贝聿铭的这种设计理念和热情坦

诚的态度，打动了肯尼迪夫人。

1979年，在经历了15年漫长的变

更选址和修改后，肯尼迪图书馆终于

落成。造型大胆的设计让外界好评如

潮，甚至有人说这个作品“充分体现

了肯尼迪家族的意志”。

肯尼迪图书馆也被认为是美国建

筑史上最佳杰作之一，美国建筑界还

因此宣布1979年是“贝聿铭年”，并

授予他该年度的美国建筑学院金质奖

章。

这15年中，贝聿铭还几乎同步进

行着另一项伟大工程——华盛顿国家

艺术馆东馆。

在这座国家艺术馆东馆的开幕仪

式上，时任美国总统卡特自豪地说：

“它不但是华盛顿市和谐而周全的一

部分，而且是公众生活与艺术情趣日

益增强联系的象征。”

一战成名

如果说肯尼迪图书馆让贝聿铭闻

名全美，那么卢浮宫则让他闻名全球

。

始建于 1204年的卢浮宫，是法国

人心中深具纪念性的建筑。

1981年，法国新任职的总统密特朗

出台了卢浮宫的重建计划，并邀请了

全球15位知名的博物馆馆长参与讨论

，结果有13位不约而同地推荐了贝聿

铭。两年后，密特朗将选定贝聿铭的

消息正式对外发布，这也是法国唯一

一项没有通过竞标就直接指定建筑师

来设计的国家工程。

由一位来自美国的中国设计师，

重新设计代表着法国文化与文明最高

荣耀的卢浮宫，法国人过不了民族情

感关，大嚷着“贝聿铭会毁了巴黎”

。

面对铺天盖地的反对声，贝聿铭

没有妥协。他不止一次地保证说，自

己来自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一定会

尊重法国的传统，并自信地公布了自

己以玻璃金字塔入口为代表的改建工

程设计图。殊不知，迎接他的反对声

浪更高了。

在当时的沟通会上，法国文化部

长甚至公开批评这座金字塔是“一颗

寒碜的钻石”，并认为这“比拿破仑

滑铁卢战败后，英国人企图从卢浮宫

抢走艺术品的暴行更令法国愤怒”。

愤怒的话语把贝聿铭的翻译给说哭了

，但贝聿铭依旧不肯改变自己的想法

。“旁人接受不接受对我并不是最重

要的，我自己接受不接受比较重要一

点。”他说。

在他看来，在广场上修建一座玻

璃金字塔，不仅在视线上尽可能不影

响主体建筑，不会显得突兀，反而可

以衬托卢浮宫的庄重与威严，并跟凯

旋门与协和广场的方尖碑连成一体，

为巴黎的中轴线锦上添花。

随后，贝聿铭开始了反攻。

他公开游说称，“巴黎应该是充

满生机、不断发展的有机体”，主动

与密特朗的主要政敌——当时的巴黎

市长希拉克探讨，“开放卢浮宫就意

味着开放巴黎”，并争取到一个难得

的机会——在卢浮宫竖起同比实体模

型，接受公众的检验。

最后，大约有6万民众参观了这一

实体模型，并像总统选举一样进行了

全民公决。好在，模型最终征服了希

拉克，也征服了法国人。

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为了让人们从金字塔内部向外望

时景色不会变形，所用的必须是通透

纯净的白玻璃，但供应商不愿投入研

发精力，只回复说“这不可能”。几

天后，贝聿铭不动声色地拿出一块德

国制造的、几近透明并不含绿色素的

飞机舱白玻璃，供应商哑口无言，只

能完成玻璃的制作。

1989年，以玻璃为主体的金字塔在

卢浮宫落成。到了1993年，大卢浮宫

计划也基本完成了。参观的人绕着拿

破仑庭院整整盘了两圈，原先反对贝

聿铭的人啪啪打脸，纷纷改口称赞：

“这个金字塔是卢浮宫里，飞来的一

颗巨大宝石。”就这样，曾经被反对

的玻璃金字塔成了法国人的新骄傲。

1998年，密特朗在金字塔里授予贝聿

铭法国最高荣誉奖章。

在后来回卢浮宫进行的一场讲座

中，贝聿铭说：“建筑师要坚持自己

，如果成功了，很好，如果不成功，

就再试一次。”说完从容地笑了，眼

睛在圆圆的镜片后面眯成一条缝。

经此一役，贝聿铭集齐了一个建

筑师能够获得的所有奖项。但在这位

老人的心里，回国一直是他不能忘记

的使命。

无法割断的中国情

贝聿铭投身建筑事业几十年，美

国是他的事业起点，所设计的项目遍

布全球各地，可中国是他永远无法割

舍的。“对我来说，中国印记从未完

全消失。现在我在美国住了七八十年

，仍然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不是很怪

吗？我给了自己新的外表，但内心的

一切早就存在了。”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受邀访华。

贝聿铭听闻消息后，激动地在工作室

里走来走去，他敏锐地感觉到，再过

两三年，自己就可以回中国了。

果然，三年后，他受邀访问中国

。此时，距离他阔别家乡已有39年。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贝聿铭更被视

作中美“文化破冰”的重要桥梁，屡

屡被邀重返中国设计标志性建筑。

当时，有人邀请他为北京设计一

座高层建筑，地点是长安街沿线，

“在中国留点纪念”，但贝聿铭拒绝

了。他说：“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

做——从紫禁城墙上往上看，你看到

的是屋顶金色的琉璃瓦，再往上就是

蓝色的天空，中间一览无余，那就是

使紫禁城别具一格的环境。假如你破

坏了那种独树一帜、自成一体的感觉

，你就摧毁了这件艺术品。我无法想

象有一幢高层建筑像希尔顿饭店俯瞰

白金汉宫那样居高临下俯视600年的故

宫。”

也是从那时起，北京市才出台限

高令，禁止故宫周围修建高层建筑。

后来，贝聿铭在参观居民建筑时

发现，中国建筑已彻底走进死胡同。

中国当时经济太弱，无法建造辉煌的

庙宇和宫殿，而西方思想的“入侵”

，让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建筑，造

出的中国建筑却变得不伦不类。

他下定决心，要尽力找到一种新

方式，形成一种崭新的中国本土建筑

风格，开启中国建筑的复兴。

最后，贝聿铭选择了北京西北郊

的香山。那里给人一种宽广的森林野

趣之感，是远离闹市喧嚣的另一个世

界。在他眼中，这个皇家园林遗址上

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雪，凉亭、宝塔

分布得错落有致，俨然一副古代画卷

。他不再犹豫：“我们就在这儿建吧

。”

当年，年事已高的贝聿铭对大部

分项目都是出个想法，然后让助手们

去执行。香山饭店却不同，他常常手

握铅笔在设计桌上冥思苦想，在这个

项目上下的功夫是以往国外项目的10

倍。

为了能在现代化的建筑物上体现

出中国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他走访

了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承德等

地寻找灵感、搜集素材。“中国园林

就像是一个迷宫，”贝聿铭解释说，

“置身其中，你很难一眼望尽，永远

不能领悟全局……它关乎尺度、关乎

散点透视，也关乎偶然那种出乎意料

的欣喜。”

最终，贝聿铭用简洁朴素的江南

民居为外部造型，把西方现代建筑风

格巧妙融合进来，让香山饭店成为了

中国传统建筑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典

范，更为当时刚刚走向世界的中国建

筑设计师群体指路了方向。

香山饭店是贝聿铭在中国的第一

个项目，项目完成后不久，他就获得

了具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

利兹克奖。此后，他又设计了香港的

地标建筑——中银大厦，北京的中银

大厦，以及被他称作“小女儿”的苏

州博物馆新馆。

苏州是贝聿铭的故乡，他从苏州

贝氏家族走出，博物馆周边的忠王府

、拙政园、狮子林，触动了他与过去

的关系，他的祖先、他的故乡……尽

管此后浪迹天涯，但贝聿铭对故乡的

眷恋，始终萦绕心头。所以，即便是

在自己宣布退休之后，他也要接手苏

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那一年，他85

岁。

在新馆设计之初，贝聿铭仔细翻

阅了苏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分类资料

，因为他希望为每一件展品的陈列量

体裁衣，做出真正符合苏州、符合苏

州博物馆的设计。

在新馆的设计中，位于中央大厅

北部的主庭院让贝聿铭最费心思。他

以“宋四家”之一的一幅山水作品为

蓝本，“借以粉墙为纸，以石为绘也

”，将岩石劈切成片，通过燃烧制造

出阴影，做出立体的效果，进而调整

每一块石头的位置，使石片颜色由深

入浅、高低错落地排砌于墙前，形成

了一幅别具一格的山水画。在朦胧的

江南烟雨笼罩中，因这些岩石的层叠

布置，在白色的后壁上形成一组微妙

的影子和轮廓，营造出水墨山水画的

意境。

2006年，新馆竣工。开馆仪式上，

贝聿铭激动地说：“我73年前离开中

国，但根在中国、在苏州。这个博物

馆新馆，就是我对家乡的一点小小贡

献，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为故乡留

下一个纪念，我倍感感恩荣幸。”

他说，这座建筑是他的“小女儿

”，也是他的一部“中国自传”。年

逾九十的贝聿铭，一直有着难以割舍

的根，而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建造过程

正是这位老人一条虔诚的归乡路。

贝聿铭102岁的人生，哪是轻易能

概括的。对我们来说，他所留下的，

远不止上面提到的那些建筑。正如他

生前所说：“也许你会忘记你种下的

某种东西，一种经历、观念，与某人

的关系或一种哲学、一项传统。然后

，突然间它开花了，这样的花能穿破

墙壁，甚至突破整个时代。”他设计

的建筑也正如那些花一样，种在了四

大洲、十多个国家，也把东西方文化

交融的文化种子留在了全世界人的心

里。

贝聿铭，深藏不露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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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把美中俄英法德6

国与伊朗数年谈判后签署全面核协议称

为“史上最糟糕的协议”，不顾国际社

会强烈反对宣布退出，进而对伊朗实施

“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不仅使中东局

势陷入剧烈动荡，也与英法德三大盟国

的关系增添又一层阴影。

2018年以来，美国对伊压力持续升

级，近来又先后采取多项举措强化对伊

经济制裁和军事施压。宣布伊朗共和国

卫队为恐怖组织，向波斯湾派驻航母战

斗群和战略轰炸机编队，高调宣布不许

伊朗出口一滴石油，国务卿蓬佩奥和安

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强力推动对伊军事与

经济战争叫嚣。特别是美从伊拉克撤离

外交人员以“避免伊朗的安全威胁”之

后，国际上普遍认为美对伊朗军事打击

大有迫在眉睫之势。但从最新事态发展

分析，特朗普对伊朗政策显示出回调迹

象。一是在访日期间对博尔顿的激进言

论提出公开批评，指称美国无意“更迭

伊朗政权”，美国不希望与伊朗开战。

二是网传特朗普已把中东事务将由代理

国防部长沙纳汉处理，特朗普对博尔顿

已生厌倦。5月31日《纽约时报》刊登

消息称，特朗普调侃“若由博尔顿决定

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目前已陷入4场

战争”。三是提议与伊朗“无条件谈判

”。

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使欧盟

对这一重大的多边外交成果逊色大半。

马克龙接过特朗普的口号，坚称必须使

“地球重新伟大”并高举“气候外交”

旗帜。特朗普退出中导条约，使欧盟对

美俄重启军备竞赛，从而使欧洲再度成

为牺牲品和陷入安全困境深感忧虑。美

国退出伊朗全面核协议会使中东出现核

军备竞赛，中东生乱欧洲安全首当其冲

，难民危机不堪忍受。欧洲已深受美国

搞乱中东之苦。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拥

核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若伊朗和沙特

等国拥核，欧洲将会寝食难安。这是欧

洲大国反对美退出中导条约和伊朗全面

核协议的要害所在。

2001 年“9· 11”事件后，小布什

“新保守主义”政府以联合国名义，率

领北约盟军入侵阿富汗，以反恐为名进

行“北约全球化”试验。2003年又抛开

联合国，以销毁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为名入侵伊拉克，推行“大中东民主计

划”。两场战争造成越南战争后最大伤

亡和数十万亿美元直接或间接巨额损失

。巨量战略透支使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

迅速从顶点滑落。奥巴马执政后虽提出

从中东撤军倡议，并因此极具讽刺性的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却先后发动利比亚

和叙利亚两场战争。中东永无宁日，美

国的战略包袱越背越重。特朗普提议剿

灭“伊斯兰国”组织后从叙利亚撤军，

在深感在中东力不从心情况下实施战略

收缩，法德英则从欧洲安全考虑予以反

对。叙利亚同时成为美俄战略和战术直

接对抗的主战场之一。特朗普把恐怖主

义由最大威胁后移至中俄和朝鲜与伊朗

之后的第三位，提出从阿富汗撤军计划

并与往日宿敌塔利班直接谈判，实际上

是承认反恐战争失败。塔从“实力地位

”出发向美提出撤军等诸多条件。美国

反恐留下个“半拉子工程”。

特朗普退出伊朗全面核协议和对伊

极限施压，一是拉住沙特、以色列等国

，建立中东版北约，维护以色列安全并

推动所谓解决巴以冲突的“世纪交易”

。巴勒斯坦问题解决无望，但以色列更

加肆无忌惮，安全处境却大为改善。犹

太集团是特朗普争取连任的最大王牌。

二是讨好军工集团。美国对中东盟国军

火出口额连创新高，军火出口会拉高华

尔街股市。军工和股市是特朗普争取

2020年连任的另外两大王牌。三是对伊

朗以压促变，从内部实现符合美国要求

的变革，甚至改变伊朗政权性质。在伊

朗建立亲美政权是美国历届政府梦寐以

求的愿望。小布什“新保守主义”政府

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最终打算，便是

占领或控制伊朗。驯服了伊朗，中东便

是囊中之物。“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初

衷由此而来。

当前形势下，美国与世界各大国和

国际机构关系全面趋紧，亚洲有“印太

战略”，欧洲与俄全面对抗，贸易战四

处狼烟，传统盟国逆反心理居高不下。

以特朗普精于算计的商人本性，当然知

道若与伊朗发生战争，美国付出的代价

绝不会小于阿富汗和伊拉克。

欧洲舆论认为，特朗普决策无疑受

到新保守主义的强烈影响，但特朗普本

人并非新保守主义者，亦非疯狂的干涉

主义者。特朗普吸收蓬佩奥和博尔顿这

样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入阁，主要是为了

扩大回旋余地而非受其左右。特朗普的

基本战略是，允许两人四处点火甚至发

出战争威胁，他在后面指导，为的是让

对手产生惊惧，以便达到最佳效果，与

美国签署“最佳协议”或“合同”。虽

然近来有关特朗普智力和能力的争论甚

嚣尘上，但此人绝非只会满嘴脏话的傻

瓜。问题是这种恫吓策略对伊朗是否有

效令人生疑。从40年来美伊关系的脉络

分析，美国不是不想攻打伊朗，而是打

不了，更难收拾残局。自上世纪80年代

以来到艾哈迈迪-内贾德出任总统，美

国对伊朗的战争威胁从未中断。伊朗宗

教政权的抗压能力美国早已领教到了。

伊朗的策略基本上是以自己的“虚张声

势”应对美国的“虚张声势”。

6月2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瑞

士发表声明，称美国准备与伊朗进行

“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可以看作是

美国的最新立场。与蓬佩奥以前提出的

10多个与伊谈判条件相比，美国的立场

已有了明显变化。伊朗总统鲁哈尼在日

本NYT电视台讲话中回称，“如果美国

真心回到谈判桌前，伊朗将会与之谈判

”。

国际社会认为美伊关系可能出现

转机之时，形势又出现新的变化。6

月 7日，美财政部宣布对伊朗最大石

化工业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境外销售实

施制裁，是美国全面限制伊朗石油出

口之后的又一重大对伊经济打压措施

。美国财政部称对波斯湾石油化工工

业公司及其39家子公司实施制裁，是

由于该企业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金

融支持。美国已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

为恐怖组织，制裁伊石化公司是为了

断绝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经济来源。伊

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 8日表示，美

国此举显示声称要与伊朗进行谈判的

“空洞虚伪性质”，美国的“经济恐

怖主义”违背了国际法。

美国的做法符合特朗普的一贯作风

，即通过极限施压逼迫对手让步，迫使

伊朗与美谈判。特朗普声称不会寻求对

伊朗“政权更迭”，只能理解为美国不

会通过军事入侵推翻伊朗政权，但通过

全面施压促使伊朗内部生变的做法不会

改变。

美伊关系剑拔弩张轮番升级的态势

还将继续，擦枪走火的危险随时都会发

生，但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基

本可以排除。美伊领导人都在全力避免

这种局面，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世界各

国都不愿看到中东再生乱子。美国在委

内瑞拉问题上拉上主要欧洲盟国都没能

如愿，军事干涉有心无力更遭到盟国在

内的世界各国坚决反对，要想绞杀伊朗

绝非易事，中俄法德英都不会同意。

英法德明确反对美国退出伊朗全面

核协议，坚决反对美对伊开战，表示不

会参与战争，日本首相安倍抵达访问伊

朗，都是向特朗普发出的信号。如果美

国再次被拖进中东战争泥潭，其他力量

乘势而起并非没有可能，如伊拉克和叙

利亚战争催生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

美国是需要敌人的，美国是需要制

造紧张的，以此来提振国家意识和让盟

友知道美国是多么重要与不可替代。从

这个意义上讲，美伊关系趋紧是美国的

需要，至少在2020年美国大选前不会松

动，只是军事入侵或全面热战的可能性

基本可以排除。

5月20日，特朗普发推文称，若伊

朗发动对美战争，将是伊朗的正式终结

，将永远别想会威胁美国。欧洲舆论指

出，特朗普此话实际上说给自己听的。

美国若与伊朗开战，不只是中东陷入全

面战争，世界将难以承受如此后果，而

且美国的世界霸权将会由此终结。

美对伊朗开战将导致其世界霸权终结

长期以来，美国的“霸主”地位

从未被动摇过，呈现美国一家独大的

局面，不管在经济、军事、人口、文

化、科技、资源储量、影响力等方面

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美国还一直以

“世界警察”身份自居，“维持”着

世界秩序。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各

国飞速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

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经济“皮软”

，增长速度放缓。时至今日，美国依

然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但

是在未来的日子里，估计美国的日子

也不会太好过，应该处处面临“挑战

”，估计其“霸主地位”不保。

那么，未来20年哪些国家的综合

国力有希望超过美国呢？小编从经济

、军事、人口、文化、科技等方面解

析一下。 第一、经济方面 目前世界

经济超过“万亿”的国家，在20年内

均有机会超过美国，而且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

经济增长速度。除美国外，其它十四

“破万亿”的国家分别是：中国、日

本、德国、英国、印度、法国、意大

利、巴西、加拿大、韩国、西班牙、

澳大利亚、俄罗斯、墨西哥。其中我

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7%左右

。印度的增长速度也在7%以上，也是

一个“潜力股”。

第二、军事方面 2018年，世界上

军事力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美

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法国、英

国、韩国、日本、土耳其、德国。排

名其实无所谓，主要是你有真正的实

力就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大家就不远喷了。除美国外，其它九

个国家，在未来20年在军事方面都有

可能超过美国。

第三、科技方面 随着，当今社会

日新月异的发展，知识创新、科学技

术先进，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强国

的体现。世界科技先进发达的国家排

名靠前的有：美国、日本、英国、德

国、以色列、瑞典、法国、意大利、

芬兰、加拿大、中国等等。我国有这

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但是在现代

信息化的时代，我国有点跟不上时代的

步伐，技术稍显逊色。但是近些年我国

通过“埋头苦干，自主创新，脚踏实地

”的辛勤付出，已经追赶上了世界科技

发达国家的“步点”，甚至某些领域已

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综上，除美国，

其它10个国家，在未来20年在科技发

展方面都有可能超过美国。

第四、人口方面 不用多说，中国

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人口14亿左右

，而美国人口3.24亿，其它世界人口

过亿的国家还有：印度、印度尼西亚

、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

拉国、俄罗斯、墨西哥、日本、埃塞

俄比亚、菲律宾。当然其中大部分都

是发展中国家，而且还有几个是比较

落后的国家。人口只是衡量一个国家

综合实力的标准之一，人口多并不一

定是强国，但一定是一个人口大国。

综上所述，在经济、军事、科技

、人口等方面交集最多的国家，就是

在未来20年有可能超过美国综合国力

的国家。答案就是：中国、日本、印

度、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等。

未来20年哪些国家
综合国力有希望超过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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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在美國，，每每
個人都要開車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
？？一般來講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
行一系列檢查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比如腦部CTCT、、胸腔胸腔CTCT
、、腹腔腹腔CTCT等等。。如果需要手術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你就不
要猶豫了要猶豫了，，馬上進行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如果內部器官
完好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只是肌肉或
軟組織受傷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
健治療健治療。。這時候這時候，，找李醫生找李醫生，，他可以他可以
幫你免費治療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
，，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只
要汽車買了保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你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包您
一次就減輕疼痛一次就減輕疼痛8080%%！！大多數治療腰大多數治療腰
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
，，配合藥物或針灸配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有一定療效，，但但
都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都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病人AA先生先生，，4545歲歲，，由於是由於是
一直從事體力勞動一直從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腰痛病已經好幾
年了年了，，起先感覺腰部酸痛起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由於工作
忙忙，，沒有引起重視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去年開始，，病情病情
加重加重，，腰椎間盤突出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腰部疼痛難忍
，，並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並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走路困
難甚至站立都難以維持難甚至站立都難以維持。。經幾家醫院經幾家醫院
治療無好轉治療無好轉，，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
化費了上萬治療費化費了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病情不見好轉，，

走路需要人扶走路需要人扶，，並且一側臀部肌肉開並且一側臀部肌肉開
始萎縮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
療療，，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一一
個療程下來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自己可
以走路了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
一個人一個人。。再治療一個療程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癥狀基本
消失消失，，身體恢復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病人BB先生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
感覺感覺，，33----4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
背痛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才想起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幸虧找到李
醫生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不光治
好了病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而且
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
，，省心省心！！

病人病人CC女士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
李醫生李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
就三天打魚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等到身體出
了大毛病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幸
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
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否則不但自
己要出冤枉錢己要出冤枉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不去看醫生不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
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白白錯過
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遺憾的是，，55年年
、、1010 年年，，甚至甚至 2020 年之後年之後，，大多數人大多數人
（（尤其是老年時期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就開始出現了病
癥癥。。一般是頭部一般是頭部、、視力視力、、手腕手腕、、肩部肩部

、、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總是感
覺哪兒不對勁兒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找不到原因。。其實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車禍後遺癥有
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
痛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休息時減輕，，
勞累就加重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久坐
後疼痛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頭痛
等癥狀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甚至引發鼻炎、、耳耳
炎炎，，也伴有手麻也伴有手麻、、手酸手酸。。

Texas Spinal CareTexas Spinal Care 的 李的 李
醫生治車禍後遺癥和療椎間醫生治車禍後遺癥和療椎間
盤突出有盤突出有2020多年的經驗多年的經驗，，李李
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
分校分校，，行醫多年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信譽卓著
。。他採用非手術治療他採用非手術治療，，獨家獨家
采用牽引療法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推拿並配合推拿
、、註射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器材和營養相搭配
的方法的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治療車禍後遺癥和
腰椎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
效效，，病人無痛苦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不用專門
請假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可以邊工作邊治療，，
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
治療時的治療時的copaycopay還低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
健健，，車禍後車禍後PIPI與與PIPPIP都收都收。。請請
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
中文請與中文請與queenqueen 陳陳 聯繫聯繫。。

Texas Spinal careTexas Spinal care
電話電話：：713713--278278--22252225

網址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109610 westheimer road,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Houston, Texas7706377063
診療時間診療時間：：每周一每周一、、三三、、五全天五全天，，二二

、、四四、、六上午六上午。。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汽車維脩大汽車維脩大全全（（十十一一））
3434，，轉向時沉重費力轉向時沉重費力。。
故障判定故障判定：：真故障真故障。。
原因分析原因分析：：原因有轉向系各部位原因有轉向系各部位

的滾動軸承及滑動軸承過緊的滾動軸承及滑動軸承過緊，，軸承軸承
潤滑不良潤滑不良；；轉向縱拉桿轉向縱拉桿、、橫拉桿的橫拉桿的
球頭銷調得過緊或者缺油球頭銷調得過緊或者缺油；；轉向軸轉向軸
及套管彎曲及套管彎曲，，造成卡滯造成卡滯；；前輪前束前輪前束
調整不當調整不當；；前橋車或車架彎曲前橋車或車架彎曲、、變變
形形。。另外轉向輪輪胎虧氣另外轉向輪輪胎虧氣、、四輪定四輪定
位數據不准也會造成轉向沉重位數據不准也會造成轉向沉重。。
3535，，行駛時車輛的轉向盤難於操行駛時車輛的轉向盤難於操

縱縱。。
故障判定故障判定：：真故障真故障。。
原因分析原因分析：：可能是兩側的前輪規可能是兩側的前輪規

格或氣壓不一致格或氣壓不一致；；兩側的前輪主銷兩側的前輪主銷
後傾角或車輪外傾角不相等後傾角或車輪外傾角不相等；；兩側兩側
的前輪轂軸承間隙不一致的前輪轂軸承間隙不一致；；兩側的兩側的
鋼板彈簧拱度或彈力不一致鋼板彈簧拱度或彈力不一致；；左右左右
兩側軸距相差過大兩側軸距相差過大；；車輪制動器間車輪制動器間

隙過小或製動鼓失圓隙過小或製動鼓失圓，，造成一側制動造成一側制動
器發卡器發卡，，使製動器拖滯使製動器拖滯；；車輛裝載不車輛裝載不
均勻等均勻等。。

3636，，行駛時車輛轉向行駛時車輛轉向““發飄發飄”。”。
故障判定故障判定：：真故障真故障。。
原因分析原因分析：：往往是由行駛中前輪往往是由行駛中前輪

““擺頭擺頭””引起的引起的，，原因有原因有：：墊補輪胎墊補輪胎
或車輛修補造成前輪總成功平衡被破或車輛修補造成前輪總成功平衡被破
壞壞；；傳動軸總成有零件鬆動傳動軸總成有零件鬆動；；傳動軸傳動軸
總成動平衡被破壞總成動平衡被破壞；；減振器失效減振器失效；；鋼鋼
板彈簧剛度不一致板彈簧剛度不一致；；轉向系機件磨損轉向系機件磨損
鬆馳鬆馳；；前輪校準不當前輪校準不當。。

3737、、平常能正常行駛平常能正常行駛，，但有時在但有時在
緩慢停車時緩慢停車時，，有緊急制動的感覺有緊急制動的感覺，，起起
步時有拖滯感步時有拖滯感；；高速時油耗較大高速時油耗較大，，車車
速受限速受限。。

故障判定故障判定：：真故障真故障。。
原因分析原因分析：：故障可能出在製動總故障可能出在製動總

泵上泵上。。實際案例實際案例：：有一輛車再現上述有一輛車再現上述

現象現象，，將汽車支起將汽車支起，，拆拆
檢各制動器檢各制動器、、制動分泵制動分泵
、、卡鉗導軌以及手製動卡鉗導軌以及手製動
拉線等拉線等，，未發現異常未發現異常。。
進行路試也未發現異常進行路試也未發現異常
。。過了一段時間過了一段時間，，上述上述
故障再次出現故障再次出現，，並在無並在無
制動情況下推不動制動情況下推不動。。用用
手觸摸兩輪輪轂手觸摸兩輪輪轂，，明顯明顯
過熱過熱。。將總泵與真空助將總泵與真空助
力器的連接螺栓鬆開後力器的連接螺栓鬆開後
，，制動解除制動解除，，車能被推車能被推
動動。。將總泵拆下將總泵拆下，，用工用工
具測量助力器頂桿長度具測量助力器頂桿長度
及總泵活塞深度及總泵活塞深度，，發現兩者間沒有間發現兩者間沒有間
隙隙。。這使得總泵回油不徹底這使得總泵回油不徹底，，產生製產生製
動拖滯動拖滯。。在總泵與助力器之間加墊並在總泵與助力器之間加墊並
調整好間隙之後調整好間隙之後，，裝複試車裝複試車，，故障排故障排
除除。。 （（未完待續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電話:: 281281--564564--65416541

地址地址:: 4605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Cook Road, Houston, TX
7707277072

就在學期結束前休斯頓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 （UHCSSA)
舉辦了年度以歌唱，舞蹈，脫口秀為表演項目的休斯頓新歌聲歌唱
比賽。在休士頓大學學生中心禮堂舉行。演出進行的如火如悐，各
界選手們屢獲佳績，再融入新潮舞蹈元素，並結合多樣化的造型及
歌唱曲風，使團體能保有傳統精神、更創造出全新的感官饗宴。新
生代的專業特技團體。將舞蹈、平衡舞蹈結合藝術性音樂與奇幻造
型和樂器等呈現出現代精致的表演藝術。隨著角力選手們激昂的歌
聲。三輪的回合中決定了名次。第一名桂冠由朱地瓜獲得，第二名
由陳嘉銘獲得，安東和Alex 分列三和四名。還有由UHCSSA 舞蹈
社 A-TeenDance Crew 帶來德精彩表演等。本屆選拔賽給參賽選手
們提供了絕佳平臺以藉此互相學習，鍛煉歌唱水準的好機會機會，
年輕朋友們也能展示青春才藝的重要舞臺。

休斯頓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休斯頓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
““休斯頓新歌聲休斯頓新歌聲””圓滿落幕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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