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BB11

2017年2月6日 星期一
Monday, February 6, 2017

蕭翠薇蕭翠薇 女士女士
迦南地產迦南地產
電話電話﹕﹕281281--798798--08680868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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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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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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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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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法治天地

1992年，海南省海口市上坡下村109号房

屋内发生一起命案，随后陈满被海口市中院以

故意杀人罪、放火罪判处死缓。后经陈满和家

人、律师长达23年的申诉坚持，这件经最高

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由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浙

江省高院再审的故意杀人、放火申诉案，终于

在2016年2月1日，被撤销原审裁判，宣告陈

满无罪释放。

一年来，陈满在享受着此前23年冤狱时

间里无法想象的奢侈——自由。但已经53岁

的自由人陈满，距离真的自由，或许还有一段

距离。

陈满说，有一件事真的很奇怪——去年正

式出狱前，时常会在梦境中感觉自己已经出狱

，可睁眼时看到的却还是冰冷、封闭的监室；

如今，梦境和现况恰恰相反：会偶尔感觉自己

仍在狱中，直到惊醒之后才意识到是在温暖、

宽敞的家里。

在同龄人筹划着如何安度退休生活时，他

想的则是如何创业。于是，在这个朋友圈里，

他多少变得有些格格不入。

記者：你现在还像以前那样爱看书吗？

陈满：现在实际上不像以前喜欢看书了。

更愿意走到社会上去，但也有范围和区域。现

在人人都设防。

記者：现在和朋友们交流时，有互相不能

理解的地方吗？

陈满：有时会有不理解。到这个年纪了，

他们考虑的都是如何照顾好后代以及过好余生

，但我想的还是创业。彼此看法不同就会有距

离，但都比较平和，并非隔阂。他们普遍主观

上觉得我不了解现在这个社会，不太主张我去

创业，当然也有认同我的观点和看法的，但无

论怎样，我一样理解他们，毕竟我们的人生经

历和轨迹完全不同。但人还是要谦虚，只要人

家说的对，还是要接受。

記者：国家赔偿对你而言究竟代表或意味

着什么？

陈满：对我而言只能说是最低赔偿，其实

都不应该去想钱的事。我只能好好用这笔钱去

安排未来的事业和生活。

哥哥陈忆和家人们一起，紧紧盯着陈满。

同时陈忆也知道，陈满有时对此会倍感压力。

記者：去年8月你父亲去世了，此前你也

说，这对你而言是一种无可挽回的遗憾。

陈满：是的。老人走得很安详，交代我们

好好照顾家里，回报社会。别人说不管怎样，

至少老人看见我平反回家了也是安慰，我也只

能这么想。生死，我早在监狱里就看透了。

記者：这一年来，你觉得你真正获得自由

了吗？

陈满：自由？当然。但从某种意义上说，

人是没有自由的。做任何事情首先家里人会担

心，会不停地给你讲，亲友也会提醒你。有时

会感觉没有完全自由，还是会有顾忌。

記者：家人希望你能稳定一些，哪怕走得

慢一点，劝告会给你带来压力吗？

陈满：任何人被管得太多，都会有压力。

家人的想法我能理解，他们觉得我冤狱那么多

年，拿了一笔国家赔偿。为了这事，家里遭这

么多罪，我再出问题的话接受不了。家人也跟

我说，如果我再出问题，就再也没力气救我了

。但压力反过来也是动力，是对我行为的督促

和提示。我也不可能停下来，机会肯定有。目

前我给自己设的年龄底限是70岁，想趁这十

几年好好做，每个时代都有很多新的赢利点。

彻底忘却那段经历，对陈满而言是绝不可

能的，顶多只能淡化。他说自己有时候很简单

，“放下”了，也就前进了。

記者：判决书等材料还会经常拿出来看吗

？

陈满：现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去翻那些判

决书什么的，不愿也不想。虽然23

年的坚持确实很不容易，我给自己

的定义还是一个普通人。

記者：但你的经历已经给你贴

上了不少标签。

陈满：我从来不想给自己贴个

标签，但也要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

做事原则。

記者：现在还会回忆起过去那

段时光吗？

陈满：偶尔回忆起，还是有伤

痛，尽量不去想。但抹是抹不掉的

，只能淡化，一生都会有这个阴影

。

陈满很自信，说没准儿五年后，能通过自己的

努力见到马云。

記者：你希望被外界关注吗？

陈满：现在起码是希望平静的生活，因为

想要做事就不能有太多干扰。当时代变化时，

对固有的观念、思维和看法可能要“归零”，

但对我来说，重新学习和创业的念想不能灭。

記者：从去年开始你就一直提及想做文化

产业。

陈满：是的，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社会上

道德和诚信的缺失很明显。我希望通过文化传

播，加深诚信和道德力量，现在也叫正能量是

吧。人总还是向善的，有需求就可以做。把中

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把外来好的文化传播

进来。这是个大目标。机会只被有准备的人抓

住。或许五年后，我也能凭借自己的成绩见到

马云。

記者：现在主要都在哪些地方考察？未来

想从哪里起步？

陈满：在成都考察多一些。条件允许的话

有可能还是想从成都起步。大城市有很多新兴

行业、外来的东西，做任何事情都有风险，但

我可以去了解和判断，有时还是要回到最根本

的：研究人。

記者：你去考察学习时，别人怎么看待你

？

陈满：我是一个透明的人，我的经历人家

都知道。所以很多人首先对我会有种主观上的

偏差，认为我不了解这个社会。

記者：如果最后的结果和你预想的不一样

呢？你会遗憾吗？

陈满：只要向着目标前进就没什么好遗憾

的，做事在人成事在天，金钱、名誉、地位其

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尽力了就可以，不要去想

太多成败，只要自己觉得有意义。

23年冤獄平反後一年的陳滿
偶爾夢到自己仍在獄中

長沙非法拆除房屋
致人死亡案宣判：8人獲刑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对观沙岭街道非法拆除房屋

致人死亡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对观沙岭街道原工委书记、办

事处主任等8人分别以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和重大责任事

故罪判处有期徒刑。

其中，原观沙岭街道城管爱卫办副主任兼拆违办主任朱

建群被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原观沙岭街道工委

书记厉军、街道办事处主任陈建新、原茶子山村支部书记万

智、茶子山村主任段庆，被以滥用职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宣告缓刑一年，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有期

徒刑十个月、宣告缓刑一年，有期徒刑十个月、宣告缓刑一

年；原观沙岭街道工委副书记任亿文、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潘

多，被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

，有期徒刑十个月、宣告缓刑一年；现场工作人员樊梓祥被

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宣告缓刑一年。

经法院审理查明，观沙岭街道办事处为在所辖茶子山村

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村民安置房，在多次协商未果后，于

2016年6月16日，非法对该集体土地上的杨君、杨全户的房

屋进行拆除。在对房屋进行人员和物品清场过程中，未对房

屋进行认真清查，最终导致留在屋内的被害人龚某某死亡。

案发后，上述8名被告人主动配合到案并接受办案机关调查，

被害人龚某某的近亲属出具了书面谅解意见。法院经公开审

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8名被告人的罪名成立，根据8名被告

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其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湖北孝感偵破特大網絡詐騙案
涉案金額2.6億多元

湖北省公安廳今天通報，孝感市雲夢縣公安局近日偵破

一起“天然氣現貨交易”特大電信網絡詐騙案。此案涉及全

國近2000名受害人，涉案金額2.6億多元，其中，被騙百萬元

以上的達32人。

2016年6月2日，雲夢縣公安局接到居民李某某報警，稱

被人誘騙炒“天然氣”期貨，損失140余萬元。警方經過初步

偵查後判斷，此案屬于新型網絡投資詐騙，涉案數額巨大。

經過5個月偵查，警方鎖定了以謝某某爲首的詐騙團夥的身份

及活動情況。

經偵查，謝某某等人依托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在廣州

市白雲區、天河區租賃辦公地點並招聘員工，以另一家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的名義代理青島某“天然氣現貨交易”，采取

QQ微信好友聊天、直播間講課等方式，誘導、欺騙客戶在青

島某平台進行所謂的“天然氣現貨交易”，並與客戶進行天

然氣行情對賭，即客戶盈利是公司虧損、客戶虧損是公司盈

利。謝某某等人利用信息不對稱、客戶“不懂行”和交易規

則等優勢，造成客戶巨額虧損，使公司巨額盈利。

2016年11月11日，孝感市公安局、雲夢縣公安局聯合出動

警力100多人趕至廣州，成功搗毀以犯罪嫌疑人謝某某爲首的詐

騙團夥，共抓獲犯罪嫌疑人76人，收繳扣押作案電腦200余台及

公司賬目等物品。12月16日，雲夢縣人民檢察院對56名犯罪嫌

疑人作出了批准逮捕決定。目前，案件在進一步偵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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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33傳奇人物

著名笑星陳佩斯
闊別熒屏這20年
他都經曆了何事

说起陈佩斯这个名字，您绝对不会感觉陌生。他那光脑壳、小

眼睛的狡黠样儿至今想起来就觉得可乐。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人观

众喜闻乐见的笑星，却在演艺事业的巅峰时期惨遭封杀，最后弹尽

粮绝穷困潦倒，最后不得不靠承包荒山种植经济林木度日，最后终

于东山再起，活跃在话剧舞台。

1984年，陈佩斯凭借小品《吃面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与他

搭档的是另一位笑星朱时茂，两人一庄一谐，合作默契，给亿万观

众带来笑声无限。此后，他俩又相继在央视春晚上合作了《警察与

小偷》、《主角与配角》等几部今天看来仍然笑声不断、堪称经典

的小品，奠定了其最火笑星的地位。

应该说，是陈佩斯朱时茂前无古人地创新了“小品”这种艺术

形式。他们对于小品艺术的首创和独创的贡献，是任何人无法抹杀

的。每年春晚，人们最为期待的也许便是陈佩斯的出现了，那时还

基本上没有本山大叔什么事。

然而到了1998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在《王爷与邮差》后从此销

声匿迹，再也难再电视荧屏上觅得踪影。陈佩斯遭封杀，起因是

“合约风波”——在当时，央视春节晚会剧组通常在直播前夕，跟

演员或版权人签订版权合约，规定春晚播出后，无论这个节目被央

视播出多少次、挣多少钱，都跟演出方无关了，一般情况下演出方

会得到2000元左右的稿酬，将这个作品今后的使用权买断。

很多演员为了上春晚，都不重视这个事，或者说掂量来掂量去

，选择了忍气吞声。而陈佩斯和朱时茂却上了轴劲儿，非要讨个

“说法”。出头的椽子先烂，尽管后来两人赢了官司，但心难平气

难顺的央视就封杀了陈佩斯。就这样，陈佩斯几乎在一夜之间，再

也接不到任何与广电系统有关的商业演出邀请。

没有了演出就意味着被人切断了“粮道”，陈佩斯一下子陷入

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有一年夏末，正念小学一年级的女儿要交下学

期学费280块钱，但陈佩斯掏遍口袋，身上只有147块钱，只能灰

溜溜地背着女儿回家去找妻子拿钱。妇孺皆知的著名笑星陈佩斯内

心的苦楚难以名状。

好在陈佩斯娶了个贤惠的妻子王燕玲。有先见之明的王燕玲在

几年前偷偷用多年积攒的70余万私房钱承包了1万亩荒山，这便成

了陈佩斯的“救命稻草”。山穷水尽之际，陈佩斯两口子就把女儿

交给爷爷奶奶照顾，走进荒山成了一对“农民夫妻”，他们开始了

开荒种地的生活，在荒山上种起了速成的经济型树种。

两年时间，陈佩斯和王燕玲肤质像山上的石头一样粗糙，那些

长满尖刺的荆棘，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一把抓起来，手掌和手指有

了一层厚厚的老茧。陈佩斯招牌式的光头也不复存在了，长出了寸

许的头发，乍看上去，就是一个标准的农民。

两年的艰辛也为陈佩斯夫妇换来了30万元的回报。陈佩斯心

中始终有个演员梦。妻子自然明白他的心思，就把35万存款交给

了陈佩斯，鼓励他重头开始。千般滋味涌上心头，陈佩斯擦了一把

泪走出了荒山，开始了他的话剧之路。2001年他推出了话剧《托儿

》，大获成功。陈佩斯开始在话剧舞台上风生水起，也让他的35

万奇迹般的变成了2000万！

如今，陈佩斯虽然再也无缘春晚舞台，但陈佩斯还是活出了真

我风采。据说，如今陈佩斯最大的乐趣仍是上山种树，这是他的乐

趣，但其中的酸甜苦辣几人又能品味得出？！

提出同國民黨軍決戰

1948年 11月8日早晨，粟裕给毛泽东

主席发电报，提出以徐州为中心和国民党

军决战的建议。9日毛主席复电同意和国民

党军决战。粟裕说：电报虽短，真是句句

千钧。于是他就横下一条心，投入全身精

力，使出浑身解数，来进行这场史无前例

的大决战。

粟裕敢于提出和国民党军决战，基于

如下考虑：一是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淮海战役时，解放军已上升到300多万

，而国民党军下降到290多万，解放军在数

量、质量、战术、技术上都超过国民党军

；二是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能够实现

战役协同；三是辽沈战役的胜利；四是张

克侠、何基沣两将军率领2万多人在战场起

义，让出了防区，使我军顺利通过，切断

了黄百韬的退路；五是就决战的地形条件

来说，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江北决战，比在

江南决战好，因为背靠解放区，有人力、

物力、财力的支援。

歼灭黄百韬五个军

1948年9月24日晨7时，济南战役还没

有完全结朿，巷战还在进行，粟裕就将提

议举行淮海战役的电报稿从衣服口袋内掏

出来，交给我送机要科发给毛主席。第二

天下午毛主席就回电：同意举行淮海战役

，认为甚为必要。但毛泽东要求粟裕不要

先打两淮（淮阴、淮安），要求他以歼灭

黄百韬兵团于新安镇、运河地区为主要目

标。

粟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先打黄百韬

。这一着真灵，黄百韬兵团五个军一被包

围，蒋介石就慌了，为了对付解放军的进

攻，调动千军万马，向徐州方向蜂拥而来

。不过，无论是从徐州出发的邱清泉兵团

、李弥兵团，还是从徐州西南方向来的黄

维兵团，或是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都

被解放军阻击而无法增援。粟裕说，一下

子打五个军，还从来没有打过，肯定是一

个大仗、硬仗，必须认真对待，谨慎从事

，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战斗从 1948 年 11 月 6 日开始，本想

在野战运动中以突然动作一举消灭这 5

个军，但黄百韬以碾庄为中心，占据周

围十几个村庄，构筑工事坚守，每个村

庄都有二三尺高的土围子，土围子周围

为洼地、水塘；每个村庄可以独立防守

，之间又可以相互火力支援，因此，开

始 3天解放军进展不快。粟裕于 14 日晚

召集担任主攻的六个纵队首长会议，调

整部署，明确作战方式由野战攻击转为

近迫作业，利用暗夜把交通壕挖到敌占

村庄附近，距敌前沿阵地50米到 30米处

，逐个争夺敌人的火力点及所占村庄。

他要求在逐点争夺中，集中炮火；在选

择攻击村落时，要先打弱敌，后打强敌

，攻其首脑，乱其部署。解放军采用这

种新的战术很奏效，仅用 8 天时间，就

将黄百韬的 5个军 12 万人，全部干净、

彻底地消灭了，为夺取淮海战役第一阶

段的胜利打下很好的基础。

七天七夜廢寢忘食

黄百韬兵团被消灭后，淮海战役进入

第二阶段，粟裕最关心的是歼灭黄维兵团

的问题。因为消灭黄百韬兵团，只是淮海

战役胜利的基础，从淮海战役的全过程来

看，究竟鹿死谁手还是一个未知数，只有

将黄维兵团消灭了，胜负才能见分晓，一

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粟裕讲解放战争中他有三次紧张。淮

海战役的第二阶段，消灭黄维兵团是他三

次紧张当中最紧张的一次。为了保证歼灭

黄维兵团，除了看住李延年兵团、刘汝明

兵团，夹住杜聿明集团外，他将全部精力

和心血放到消灭黄维兵团方面来。粟裕考

虑，打黄维兵团和打黄百韬兵团的情况差

不多。他连续七天七夜，忘记喝水，忘记

吃饭、忘记睡觉，躺在帆布行军床上，日

夜守候在电话机旁，拿住电话机指挥战斗

，关注着战场情况的发展，直到12月15日

黄维兵团完全被消灭，才放下一颗心，松

了一口气。由于长时间高度紧张，粟裕得

了高血压、美尼尔斯综合征，天昏地转，

头脚倒置，头上像针扎一样疼，碰都不能

碰。

毛主席讲过，淮海战役是一锅夹生饭，

硬是一口一口地被吃下去了。毛主席的话一

方面是说淮海战役这个仗难打，因为事先没

有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作战方案是根据瞬

息万变的战场情况，边打、边调整、边完善

，解放军在数量上又不占优势，增加了前方

指挥员困难；另一方面毛主席又是在表扬：

这个空前难打的战役，难啃的骨头，终于打

赢了，打得漂亮，打得好。

國共內戰哪次戰役令粟裕最緊張

7天7夜忘吃飯
粟裕講解放戰爭中他有三次緊張。淮海戰役的第二階段，消滅黃維兵團是他三次緊張

當中最緊張的一次。為了保證殲滅黃維兵團，除了看住李延年兵團、劉汝明兵團，夾住杜
聿明集團外，他將全部精力和心血放到消滅黃維兵團方面來。粟裕考慮，打黃維兵團和打
黃百韬兵團的情況差不多。他連續七天七夜，忘記喝水，忘記吃飯、忘記睡覺，躺在帆布
行軍床上，日夜守候在電話機旁，拿住電話機指揮戰鬥，關注著戰場情況的發展，直到12
月15日黃維兵團完全被消滅，才放下一顆心，松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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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聚会，大人们围在一起高兴地

聊天，孩子们开心地在一旁游戏。

因为孩子们实在太吵了，有位妈妈

走过去对孩子们说：“我们来表演吧，

看看你们都会什么。

几个小朋友争先恐后地表演，有的

唱起歌来，有的表演了一段刚学会的舞

蹈，还有一个刚刚2岁的宝贝稚嫩的声

音为大家朗诵了一首唐诗。

小朋友们精彩的表演也吸引了正

在聊天的大人们，大家围坐在一起

，欣赏起小朋友的表演来。那些没

表演的小朋友则在父母的要求下走

到中间，依照大人的意愿表演起来

，轻松的聚会不知不觉变成了小朋

友的才艺大赛。

有个孩子不肯表演，他的妈妈当时

就说说：“你前几天学的那首歌挺好听

的，上台唱一个吧。孩子摇摇头。

“去啊，你快去啊！“孩子看也不

看妈妈。

“这样吧，只要你今天表演了，妈

妈就给你买你最喜欢的积木。

孩子心动地看了看妈妈，再看看舞

台上正在表演的孩子，默默地低下了头

。

终于，那个孩子妈妈的耐心用光了

，脸一沉，生气地说：“你这个胆小鬼

，半点用都没有，每次都这样，上不得

台面。

看着妈妈生气了，孩子倔强地把头

扭到一边。

孩子的态度更加激怒了妈妈，那孩

子的妈妈狠狠地说：“你这个孩子就是

这样，每次都这样，一点礼貌都不懂，

前面叫你打招呼你不肯，现在让你表演

你又是这样，我怎么生了你这么没用的

孬种，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其他的家长都开始劝慰她，让她不

要跟孩子计较。碍于面子，这位妈妈只

好放弃。回到家，一进家门，妈妈就不

由分说地狠狠抽了孩子一顿，孩子伤心

地大哭起来。

自此以后，孩子更讨厌表演了，他

原本很喜欢唱歌，老师特别选他参加合

唱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即将

表演之前，孩子都会莫名其妙出一些状

况，无法参加表演。最后他真的变成了

父母口中的“上不了台面出不了场的孩

子。

这是我一个朋友幼年时的真实成长

经历。

春节我们带着小朋友聚在一起，当

小朋友们因为玩手机太久而被大人们拉

着表演时，有孩子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时

。朋友无奈地摇摇头，说出了他自己的

这个经历，并且让我一定要把他的经历

写出来。

表演原本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对

孩子更是如此，如果只是把表演当成生

活的一部分，去经历、去体会、去享受

这份艺术，不去计较结果的好坏，孩子

会沉浸在其中，感受到艺术之美。

但是很多父母却会把孩子的才艺等

同于自己的面子。

孩子表演得好，觉得自己有面子。

孩子不肯表演或者表演中出现了失误，

父母就会生气，他们生气的最大原因是

觉得孩子让自己没面子，认为孩子让自

己丢脸了。

他们只顾及到自己的感受，却完全

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完整的人去尊重。

孩子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与名包、名表

一样，装饰的意义更大于物体本身。

这样一味追求结果的方式就是对孩

子带来巨大的伤害。

曾有一个五岁的孩子因为在上海非

常著名的一所幼儿园就读，而且长得也

特别帅气，常有被幼儿园安排表演。但

有一次他却跟我说他其实很讨厌上台表

演，即使表演很成功，孩子也觉得所有

的掌声都不是给他的，他觉得自己无关

紧要。

孩子的话让我觉得很诧异，与孩

子妈妈聊过后，我才知道，原来孩

子一直不喜欢在人前表演，但经常

被父母胁迫，有一次父母甚至把他

丢下，任由他一个人哭了好久，自

此以后，孩子对表演就留下了深深

的阴影。

我有一个朋友现在贵为四大会计师

事务所的高层领导，国内顶尖大学毕业

，幼年时很早就考过了专业钢琴十级。

但是他现在成年后却很讨厌在人前做钢

琴表演，他说小时候每次家里有客人来

，父母都让他表演，他觉得自己像一只

猴子一样被参观，这个感觉让他很不舒

服。长大以后，他终于可以反抗父母了

，他再也没在人前表演过。

有些孩子爱表演，愿意展示自己的

能力，家长当然应该为他们感到开心。

有些孩子不喜欢表演，家长也不用在意

。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

多数家长跨不过去的，只是自己的

面子！

家长的心情当然可以理解，毕竟每

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优秀，但是

孩子的歌声是否动听，舞姿是否优美本

身，就不能代表孩子是否优秀，优秀这

个概念本身就很宽泛，才艺只是孩子的

一部分。

而且请一定要知道，孩子的优秀与

孩子能否给家长面子更完全是两回事！

如果父母眼里的优秀标准，就是孩

子能够在每一次父母自己需要面子的时

候为自己挣到面子，这个孩子的人生就

太悲哀了。他不是完整的人，而是父母

的作品。

当孩子变成父母的作品后，父母就

迫不及待地想要公之于众，恨不得所有

的镁光灯都聚过来，所有的赞美如潮水

涌来，而我们站在台中央，心满意足地

填充着自己的虚荣心和面子。这样的孩

子很悲哀，这样的父母也很悲哀。

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成

就谁，更不是为谁争光。他们要做的是

成为他自己。

父母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参与孩子

生命的成长！

各位家长，当你遇到孩子不愿意干

某件事，而你却有种抹不开面子，无处

展示作品的感觉时，请回想下我下面的

这句话。

“孩子你不用求完美，不用替我争

脸面，不用为我传宗接代，更不用帮我

养老。我只要你健康的成长，在这个美

丽的世界走一走，让我有机会和你同行

一段！

別用孩子成全你的面子
讓孩子成為ta自己

有些宝贝不喜欢跟同龄孩子一起玩

，尝试了许多方法，可人越多，宝贝就

越黏妈妈。这让妈妈十分担忧，怕宝贝

不跟别人玩会形成孤僻的性格，以后再

调整起来就麻烦了，于是总想把孩子往

小朋友多的地方带。

有一个合群的孩子，对每一个家庭而

言，都很容易满意。尤其在中国，文化中

讲究和气与集体，有些孩子天生就愿意和

小朋友一起玩，年纪很小就可以和其他小

伙伴玩在一起。因此对于家长而言，一个

合群的孩子就是符合常规的。

然而，也有不少家长发现，自家的

宝贝并不喜欢跟别人玩。这是由以下原

因造成的：

孩子行为习惯受先天后天两因素影响

1、孩子天生喜欢独处

天生喜欢独处的孩子里，生命品质

里有更多的安静和空间，自我探索内在

的动力更强。包括马斯洛在内的很多杰

出人士都保留了小孩子时期“惯性独处

”的品质，使得他们对社交的依赖性并

不强，可以有更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对世

界进行独立思考。

2、后天环境造成

后天环境里的独处是由孩子出生后

遭遇的事件形成的潜意识观点造成的，

如果孩子遭到过小朋友特别的侵犯，或

者在与小朋友玩耍的时候经历了很不愉

快的记忆——有些家长喜欢在孩子共同

玩耍时强迫孩子分享玩具——孩子会因

此形成独处模式。但同样，这仍然未必

是件一定要调整的坏事。可以选择引导

和平衡。

同伴社交由孩子的年龄特点决定

从统计的角度，社交敏感期之前的

孩子都不是真正社交，虽然在一个空间

里共处，但并不共同做一件事情来达到

社交需求的满足。

举个例子，两个在一张地毯上坐着

的1岁儿童，很有可能一个玩车，一个玩

积木，但和平共处，互不影响。称之为

“平行游戏”。社交的萌芽需要到2岁之

后，一般在4岁左右出现第一次爆发。

而家长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等待孩

子合群，所以，当孩子只从亲子关系中

获得满足，而不尽快建立伙伴社交时，

大人们就着急了。

能够欣赏孩子独处的家长，是能够

理解孩子“独处”时的美好的，大多是

自己也体会过独处时的专注快乐的家长

。而迫切需要孩子合群的家长，有可能

是承担着一定的价值观压力：你的孩子

不合群，所以你的教育能力差。那么，

如果价值观发生调整：你的孩子很会独

处，你真会教孩子。家长们，感觉怎么

样呢？

如何引导孩子和同伴一起玩？

选择和小朋友一起玩的题材的故事

和游戏，用来吸引孩子加入大家的活动

，让孩子感觉和大家在一起玩也蛮有意

思。但切忌不要勉强孩子。而做到不勉

强孩子“优秀”的前提是，家长不勉强

自己“优秀”。

孩子不合群是有社交障礙？
可能只是享受獨處

大伯，
你能幫我留住這年嗎？

大伯，求您一件事，你能帮我留住这‘年’吗？我想

天天过。

早上，我刚刷完牙梳洗完毕，披上衣准备出去走走。

小侄子杉杉不知什么时候跑过来，拉着我的衣角，对我说

，“大伯，求您一件事，你能帮我留住这‘年’吗？我想

天天过。”

我一下子愣住了。

杉杉六岁多，刚刚念幼儿园，再下学期就上一年级了

。他是弟弟的儿子。弟弟与我年龄隔了两三年，小时候觉

得很大，长大了发现两三年其实差不太多。因为这些年我

一直读书，耽误了一些时间。恋爱正式结婚比弟弟还晚些

。杉杉就成了爸妈的第一个孙儿女。

这些年，外出打工成为山里孩子越来越普遍的选择，

其实对于在当地没有门路，贫寒的孩子，长大了，出去看

看世面也是极好的。原本坚决反对年轻人外出打工，认为

去到那不三不四的地方会学坏了的老村长，现在也放开多

了，跟我们聊天，已经很支持青年人外出了。

弟弟弟媳也是这样，一年到尾都在外头。杉杉，于

是从小就是爷爷奶奶带着。从牙牙学语到蹒跚走路；从

第一声爷爷奶奶到叔叔阿姨叫唤，从学会攀爬，到扭扭

捏捏地自己走路，从整天黏在爷爷奶奶身后到被送进村

里的幼儿园，爸爸妈妈出现的概率是极少的，以至于杉

杉很长时间才学会说爸爸妈妈，刚开始学了就忘了。尤

其是早几年，因为弟弟工厂繁忙，弟弟和弟媳为了多挣

点加班费，过年也没有回家。杉杉就更是一年到头见不

着爸爸妈妈了。

最没有想到的是，即使多花了些钱读书我最终也没有

例外。末了，我和妻子还是跟弟、弟媳一样，都在外打工

，只不过我们一南一北，漂泊着。就像浮萍一样，随水漂

泊，或者柳絮，在空中不着边际的飘荡。

最近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体悟就更深，他的一叫一

唤都让人觉得疼，只是我实在不忍心再送回家里。老爸不

久前又过世了，老妈身边已经常年带着一个小孩，我不希

望老妈年岁这么大了，还带这么多小孩，带小孩这繁琐从

头再来遭受一遍。何况我们离家实在太远，万一有个什么

事儿，路途遥远，根本赶不上。思前想后，再苦，甚至留

一个人在家里，也就带在自己身边了。

实际上，我的发小恒春、林伢子、亮亮、志华他们，

他们也都是在外地打工，他们好多还都是一男一女，儿女

成双的，而且他们的孩子都已经更大了。他们跟我直接说

，“以前还分读书和没读书了，现在谁家里儿童不是留守

。都是这样的，整个村里都这样。我们都已经熬过了，再

等两三年，只要两三年了，我的孩子豆豆、小凤他们初中

毕业后，我就可以带他们出去了。”

豆豆、小凤是林伢子的儿女，已经十五六，很快中学

就毕业了。只是，他们小时候，是不是曾经也像极了杉杉

，希望留住这“年”呢？而这希望是不是有一天终于也会

轮到我的儿子？我不得而知，一阵寒颤上来。

“杉杉，好了。”我鼻子一酸，赶紧抱紧了杉杉，走

到院子一角，摆出各种姿态，然后掏出手机，咔嚓咔嚓。

杉杉被逗笑了。

几十年间，人究竟

会变成什么？

春节回家，谈起网

上名人陆步轩，他说过

，十二年过去，卖猪肉

10年赚了 200万，当公

务员12年分文不剩。终

于在“知天命”之年痛

下决心，要说以前是为

了混生活，不得已才为

之，现在则把它作为事

业看待，这是一次主动

选择。他将走上心无旁

骛地继续卖肉创业之路

。

还有隐居深山二十

七年之久的北大教师夫

妇，从自己的桃花源生

活走出。因为儿子要回

归社会，需要绿色通道

。大山深处的桃花源仍

然受现实的经济制约。

他们现在希望把自己苦

心耕耘的无污染农产品

推销出去……

小时候，你有哪些

梦想，你希望成为什么

样的人？

还记得么？

你还在为此奋斗不息吗？

或许，直到有一天自己终于也熬成了父亲

，看着自己的黄毛小孩一步步长大。尤其是牵

着他回趟老家，走亲访友，印象中儿时的伙伴

几乎全部牵儿携女的，才真正有所领悟。或许

在偶尔寂寞的时刻，你还会想起自己的梦想么

。不管是心花路放还是在有点酸楚失落的时候

。

见到小林子的时候，他的小孩已经上高一

了。他是我的发小，这次我们聊到这个议题，

他很感兴趣，哗哗就谈开了。

“细细回味，就我个人而言，成长在大山

深处，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对未来充满了憧

憬，总是相信一切皆有可能。面临未知的将来

，总是心情澎湃、热血沸腾。

不过，当时只有读书走出大山一条路。读

书是所有梦想中最直接现实的那个梦想。

印象中，第一次触及梦想，是在小学二年

级的课堂上，老师给大家讲了几个科学家的故

事之后，就让大家每个人说说自己将来希望成

为什么。我当时是希望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

。

第一次，自觉谈梦想，是小学毕业后，考

取了重点中学，去学校报道，朋友送我到一个

十字路口，祝福我说，‘十年后你一定会与众

不同。’

第一次梦想进入自己的梦境，是初中，那

时候真正渴望成为一个宇航员。

第一次认真考虑自己的梦想，是考研的时

候。中学时期家里发生变故，一系列的事情导致

那段时间之后最终只能成为一名教育系的学生。

所以那时候梦想似乎直接被现实湮灭了，没有心

劲也不敢太奢望未来。考研的时候，已经工作了

两三年心里有所准备了。最初选填自愿的时候，

没想到连续看了几所大学的考研手册，从头翻到

尾，心凉了半截。原本希望从此找一个真正喜欢

，一辈子从事的方向。却发现，根据里边的描述

，真的没有一个自己内心喜欢的专业。以前只要

考虑财力、爱好，现在还要担心基础。郁闷了几

天之后，似乎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或许就

是那一天，从此就开始将就。

后来跑去一所大学咨询的时候，引起了一

个碰巧路过的老教授注意，他问，‘你最感兴

趣的是什么？’我回答：‘我最感兴趣宇宙星

空未知的地方？’他笑了笑，‘你报读西方哲

学吧。’

那时候24岁。大约12年后。我才明白，

从前的梦想已经遥遥不可及了。今生，我最现

实的梦想，自己内在的抱负或许就只剩下一个

了，照顾好妻儿子女之后，竭尽全力用文字来

祈求实现吧。”

小林子的心路历程几乎与我的大部分重合

或者相影印，听得我我热泪盈眶。

几十年间，人究竟会变成什么？

人要有梦想，马云说，万一实现了呢。真

的令人感动，可是梦想很多人真的已经实现不

了了。不是梦想太远，是早已经走向了一条截

然不同的路。

而想我这样一条路，一开始走的太生猛，

以至于在无数磕磕撞撞中迷失了自我，却又无

法回头。其实，这时候才明白，这不可逆的时

光，早就预示了人生已经不可再来。

我想起一个朋友的衷言，三十岁之前，梦

想占百分之七十；三十岁之后，梦想最多留百

分之三十。现实一点，才是人生制胜的关键诀

窍。四十岁之后，就别与人谈梦想了，最好就

留在自己的记忆中慢慢消化了。

哎，很多时候，几十年前的那一群少年，

彷如梦幻，仍在眼前，在几十年的弹指一挥间

，这时光，却又早把我们变得面目全非。

朋友，你呢，你的梦想呢？你还记得吗？

！

小時候的夢想，你還記得嗎

紀實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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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下令暂停收容难民并禁止7个穆

斯林国家公民入境之后，川普下一个行

政命令可能针对H-1B签证，高科技行业

每年招聘大批外国高科技人才的工作签

证计划。一旦该命令成为现实，将会给

想要在美国发展的留学生和硅谷带来重

大冲击。

川普下令暂停收容难民并禁止7个

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的举动，在全美多

地引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移民比

重较高的硅谷高科技领域同样也举行类

似的示威活动，科技巨头们如谷歌，

Facebook，微软等也强烈反对。 而川普

的下一步政策更是直接影响到每年雇佣

大量外来员工的科技公司。

据彭博报道，川普政府已经起草一

份行政命令，对H-1B签证计划进行大幅

修改，旨在确保美国人优先获得工作机

会，这也符合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根

据这项行政命令草案，各企业在招聘时

须优先雇用美国劳工，假如不得不雇用

外国劳工，也须优先给予本国劳工最高

薪酬。

一旦该命令通过并执行，意味硅谷

各大高科技公司，如谷歌、苹果、微软

、亚马逊等，在招聘员工是将面临重大

挑战和变革。硅谷领导集团(Silicon Val-

ley Leadership Group )首席执行官瓜尔

迪诺(Carl Guardino)指出，包括创新经济

在内的美国经济，是靠移民、难民的勤

劳、勇敢、智慧打下的基础。 他说：

“事实上，美国财富500强公司中40%

是由移民或移后代创办的。硅谷的命脉

在于高科技工程师，而我们的工程师中

有53%来自其他国家。”

美国每年向技术人员发放6万5000

份H-1B签证，另外还有2万份发放给美

国毕业的外国留学生。根据布鲁金斯学

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数据，2013年

约有2万7000份签证发放给湾区的高科

技工作者。而科技公司表示，他们需要

这些人员来从市高科技工作。

该草案针对的对象还包括参加暑期

工作的大学留学生签证，临时农业工人

签证和其他工作签证。草案指出，这些

工作计划应以保护美国工人和现有合法

居民的公民权利为准则，“应优先保护

美国工人 - 那些被遗忘的工作人员 -

以及他们的工作。”

该草案要求相关政府机构分析签证

计划对美国工作市场的影响，并制定新

法规以保护美国工人。白宫新闻发言人

斯 派 塞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Sean Spicer )在星 30 日回答记者关于

H-1B签证的提问时，没有明确表明将会

出台这一行政命令。

不过有不少人表示，H-1B计划被一

些公司滥用，让大批美国人失去工作。

例如，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 San

Francisco)，由于技术外包导致几十名科

技人员失业，学校因此被指控滥用H-1B

计划。

霍华德大学( Howard University )公

共政策教授希拉(Ronil Hira)认为，根本

的问题在于，企业可以支付给H-1B签证

持有人比美国工人更少的工资，所以企

业更倾向于雇佣H-1B签证持有者。而针

对此问题，加州众议员伊萨(Darrell Issa)

曾有提案要求将H-1B签证持有者的最低

薪资由6万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试图

以此遏制企业滥用H-1B签证计划。上周

众议员洛夫格伦(Zoe Lofgren)提出一个类

似提案，她表示，希望立法将H-1B计划

重新聚焦其初衷，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

人才，来填补美国人才市场的空缺，为

美国创造就业，而不是取代美国工人。

但瓜尔迪诺认为，美国没有足够的

人才来满足其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而且

对签证的限制可能会让硅谷高科技公司

因此丧失顶尖人才。他指出，打击H-1B

签证的后果，可能是让更多的公司为追

求高端人才而转移到海外，“反而给美

国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带来极大不利”。

川普或向留学生开刀 留学路和留

美路都不好走

根据侨报昨日报道，美媒Vox公布

的一份行政令草稿内容(此份行政令草稿

只是网传，内容真假仍需核实)表示川普

要改良现行CPT、OPT制度，取消H1B

抽签制度，以确保美国本国学生不会在

职场处于不利地位，避免移民抢本国人

的工作。对于奥巴马执政时期将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 专业的

学生 OPT时间由12个月延期到36个月

，川普会提议撤销此政策。

如果OPT签证真的取消，意味着留

学生的学生签证过期后要立即回国。这

对很多还在读书、希冀留在美国工作生

活的外国学生来说，如同一道惊雷。而

OPT被取消也势必会影响接下来到美国

留学的人数。

据最新统计，在美国大学的外国学

生中，中国留学生占全部国际学生

31.5%，2015-2016 学年比上一年增长

8.1%。另据所读学位统计学生人数，外

国学生攻读大学和研究生学位分别增长

7.1%和6%。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选择

性实习培训”(OPT)，在2015-2016学年

，OPT国际学生增加了22.6%。特别是

STEM专业的学生OPT延长至36个月更

是扩大了实习的人数。

但是，川普当选后，新政府可能对

国际留学生采取紧缩政策，特别是大选

期间，川普发表一系列针对特定外国人

和宗教的言论引起广泛讨论。2015年12

月，川普呼吁“暂时禁止”所有穆斯林

教徒(Muslims)进入美国，川普竞选运动

全国协调人Sam Clovis告诉媒体，打算

针对穆斯林国际学生颁布禁令。

今年8月，川普又建议对入境的外

国人进行意识形态测试，暂时停止给

“输出恐怖主义”的地区发放签证。当

时他说，美国只能接纳“那些分享我们

的价值观并尊重我们人民”的入境者，

“除了筛选出所有同情恐怖团体的成员

外，我们还必须封堵任何对我们国家或

原则持敌对态度，以及相信伊斯兰教法

应取代美国法律的人。那些不相信我们

宪法或支持偏见和仇恨的人，不会被移

民进入我们国家。只有那些被认为能在

美国蓬勃发展并拥抱宽容的美国社会的

人，才可以获得签证。”

川普的言论在美国大学校园引发了

一系列冲突和辩论，许多依赖国际学生

的大学校长们担忧，这位总统候选人可

能会吓跑外国学生，以及未来可能紧缩

国际学生签证政策。来美国留学的人也

十分担忧，虽然中国不是穆斯林国家，

却也是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

。如果川普上台后扩大紧缩留学签证范

围，中国学生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容易拿

到签证。

对于美媒公布的针对留学生的新政传

闻，专访了曾威达(Franklin Tzeng)移民律

师，提供给大家曾律师的看法和建议。

曾律师认为美媒Vox公布的行政令草

稿可靠性很高，但内容最后会不会被修改

仍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行政令

是真的，那对留学生的影响如下：

1. OPT时间会被缩短很多，特别是

学习STEM的学生。

2. 之前H-1B的配偶可以合法拿到

工卡并工作。但这个行政令会把这个取

消掉。

3. 国家国土安全局(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会开始调查留学生工

作环境。

4. 加大对外国学生的监控，对于

OPT进行改革，以防止美国学生在劳动

力中处境不利。

对于留学生的建议，曾律师认为，

大部分留学生在美国都已经有本科学位

，或者是从国内大学毕业到美国读硕士

或者博士。根据政策，持有本科学位是

可以申请H-1B的。努力找公司，找工作

，争取到留下来的工作签证身份是学生

的第一个考虑。

同时，曾律师推荐学生在选择专业

方面往STEM领域考虑，因为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在美国属于高薪职

位，目前也很需要这些领域的人才。而

且，这些专业毕业的学生在任何一个国

家包括美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如会计，

医生，律师，电脑，工程师等职业也是

相对安全的，因为无论川普如何改变移

民法律，这些工作领域的技术人员都是

美国最希望保留的。

另一方面，曾律师认为学习如市场

营销、文科类专业的学生较难找到工作

机会，因为薪水不会很高，被取代性也

很高，所以H-1B会相对难批。将会给想

要在美国发展的留学生和硅谷带来重大

冲击。

川普或調整H-1B簽證
矽谷和留學生要炸！

今年适逢美国本科申请两大改革：

一是SAT在今年3月份启动了新的考试

；二是发布了新的申请系统（CAAS）

。这些改革对美本申请造成了哪些影响

？随着2017年本科秋季入学（美国称为

2021届）的逐步放榜，启德教育美国产

品中心对几所顶尖院校的提前录取数据

进行了分析：

哈佛大学13日公布了2017年秋季

本科入学提前录取（REA）数据。不出

所料，今年哈佛提前录取申请人数延续

了增长趋势，比去年增长了5%，共有

6473名学生申请，录取了938名，录取

率14.5%。这也是自2011年哈佛开始恢

复提前录取以来，录取率最低的一次。

去年同期有6173人申请哈佛提前录取，

最终录取了918人，录取率14.9%。

哈佛大学同时公布了此次录取的学

生族裔构成：938名学生中，非裔美国

人占比12.6%，比去年增加了3个百分

点。亚裔美国人21.7%，比去年同比下

降了2.4个百分点。拉丁裔美国人占比

8.8%，比去年同比下降了1个百分点。

原住民占比1.1%。白人及国际学生比例

暂未公布。

2017年秋季入学目前新SAT的在申

请中的影响还不明朗，但新的申请系统

（CAAS)，根据哈佛的统计，此次只有

39个学生用到这个系统，绝大部分学生

用的是“通用申请”系统（common ap-

plication）

宾西法利亚大学提前录取（ED）有

6147名学生申请，录取了1354名学生，

此次提前录取申请学生比去年同期增长

了7%，比四年前增长了28%，为历年提

前录取申请人数最多的一次。

宾大也公布了提前录取学生的构成

：申请人来自美国46个州，以及华盛顿

、波多黎各和44个国家；13%的国际学

生；52%女生 （今年宾大工程学院提前

录取的学生中，女生达到了50%）

哥伦比亚大学今年有4086名学生申

请提前录取（ED），申请人数比去年同

期增长了16%；但哥大未公布今年具体

录取数据。去年哥大提前录取有3520人

申请，621人被录取。

今年康奈尔大学提前录取（ED）有

5384人申请，申请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

了10.3%，十年内提前录取申请人数增

长了78%。今年康奈尔提前录取了1378

人，录取率为 25.6%，略低于去年的

27.4%。国际学生占比14.4%。44%的学

生提交的是新SAT，35%学生提交了旧

SAT，53%的学生提交了ACT，其中有

不少学生提交了两种考试成绩其中提交

ACT的学生占比有显著提高。

通过这些录取数据，可以看出以下

三个特点：

1、新的申请系统CAAS 在今年申

请中占比非常小。

新的系统今年刚刚启用，预计会在

3-5 年后达到或者超过通用申请系统

（common application），对于明年要申

请的学生，预计影响不大，对于两年后

申请的学生需要非常重视，因为CAAS

更重视平时的记录，而不是像通用申请

系统那样在申请时才开账号填写申请信

息。

2、新的SAT启用后，提交ACT成

绩的学生占比会增加。

从康奈尔大学的数据可以看出，今

年申请的学生很多提供了新旧SAT成绩

，同时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提供了ACT成

绩。一般来说，东部的大学提供ACT成

绩的比例不高，预计是因为新SAT考试

3月份启用，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很多

学生为了避免失误，采取了考ACT的策

略。对于还未决定是考SAT还是ACT的

考生来说，提前做一些了解，看自己更

适合哪个考试。

3、提前申请学生越来越多，如何

应对？

从以上几所大学公布的数据看，提

前申请的学生逐年上升，提前录取率逐

年下降。那对于将来要申请的学生来说

，是否一定要提前申请呢？

在今年的提前招生中，哈佛大学录

取与奖学金办公室主任 William R.

Fitzsimmons对提前录取表达了担忧。哈

佛在提前录取中发放了50%左右的offer

（去年哈佛一共录取了2037人，其中提

前录取918人），即提前录取基本锁定

了一半的学生，而且这个比例也在逐步

增加。作为哈佛大学来说，并不希望过

多的学生把重点都放在申请提前录取，

主要原因是学校希望学生对学校选择能

有长远考虑，常规申请会有更充裕的时

间，也能在申请中体现更多的课外活动

。

哥大的回应是，虽然提前申请录取

率高，只是因为提前申请是一批自身条

件较好的学生集中在一起，导致录取率

高，哥大不会因为提前申请而降低录取

标准，哥大强烈建议是只有哥大是你的

第一选择时才考虑申请哥大的ED。

结合这些数据，启德教育美国留

学专家认为：提前申请是美国大学竞

争的一种策略，目的在提前锁定人才

。短期看，这种竞争策略不会改变，

即提前申请的政策各个大学近期不会

取消。 需要注意的是，提前申请并不

是降低标准。如果你在11月 1日之前

准备好了，那可以尝试提前申请；如

果你在 11 月 1 日之前还没有准备好

（如托福或者 SAT 未达理想分数，

11-12月有重大奖项、论文发表等），

则建议常规申请。如果未准备好而强

行申请，很可能导致拒录，则该校常

规申请机会就丧失了。

分清楚常规申请中 ED, EA, REA

等的异同。简单来说ED是录取后必须

要就读的学校，选择一定要慎重。EA/

REA虽然不强制要求入读，但如何优

化选择，同样需要深思熟虑和专业的

指导。

美國本科留學早申錄取
“通用申請”CA系統仍占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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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王晓鹏，很难把他跟技术专家

和高科技企业创始人联系起来：1981年

出生的他，有着185厘米身高和儒雅的

气质。被媒体称为“刷眼一哥”的他，

是国内虹膜识别技术领域的开拓者，最

先推动了该技术在民生领域的应用。

虹膜是位于人眼中黑色瞳孔和白色

巩膜之间的圆环状部分，包含有很多相

互交错的斑点、细丝、冠状、条纹、隐

窝等细节特征。婴儿出生18个月后，虹

膜定型终生不变。相比其他识别方式，

虹膜是一个活体器官，可用作生存认证

，适用于高安全级别的强身份认证。从

具体操作上，虹膜识别不需要人体直接

接触、精度更高，且几乎不能被复制。

当前，虹膜识别作为生物识别领域

中安全级别最高的技术手段之一，已经

在市场日益发展的过程中被广泛重视起

来。“人的眼球后面神经肌肉有几万个

肌肉组织，很难模仿。在需要强身份认

证的应用场景，比如开银行账户、领取

社保基金、移动终端加强身份认证等，

虹膜识别都更为可靠。”王晓鹏说。

北京释码大华科技有限公司在国内

虹膜识别领域处于龙头地位，拥有国内

外专利60余项。经历近6年的发展，释

码大华的业务形态包括虹膜识别算法研

发、系统集成、软件开发、超大规模虹

膜数据库管理系统等，公司也研发了一

系列世界领先的产品。比如，虹膜采集

镜头可以根据用户身高自动实行角度旋

转，最远精确虹膜成像距离达到16米。

形象地说，被采集者只需对准镜头瞟一

眼，就可以完成整个采集过程。

2015年，释码大华联合英特尔、联

想和民生银行推出了虹膜支付。“这个

全新应用得到了银行的深度认可，解决

了银行风险管控的痛点，有助确保账户

安全。”王晓鹏介绍，中国农业银行、

北京银行、民生银行都已成为释码大华

的线上金融交易的合作伙伴。

2016年，王晓鹏带领研发团队，创

造出具有突破意义的虹膜识别二合一专

利技术，将原有的专用虹膜摄像头和手

机自拍摄像头合二为一，实现了虹膜功

能的硬件零成本，这一颠覆性的创新获

得了多项专利。同年，释码大华在与全

球八家虹膜技术供应商的竞争中脱颖而

出，成功拿到印度政府的国家牌照，正

在参与印度12亿人虹膜数据库身份证系

统的身份认证工作。

除了经济效益，虹膜识别技术的

应用还具有社会效益。在与公安部合

作中，王晓鹏聚焦儿童被拐卖这个公

众广泛关注的问题。释码大华与三甲

医院合作建立儿童大数据库，如果有

儿童走失，找到孩子通过扫描虹膜便

可以调出父母的相关信息。他希望能

在国内建立“中国儿童虹膜数据库”

，以帮助实现打拐。“如果儿童出生

后留下虹膜数据，即使日后走失，也

能找回来。”王晓鹏说。

这一两年来，体验虹膜技术在公

安、反恐、社保、金融等领域应用越

来越多。在公司一进门的墙上，挂满

了各种各样的证书和奖状。“国家火

炬计划”“专利试点单位”“双软高

新企业”“金种子企业”“最具投资

价值企业”……一个个荣誉彰显着虹

膜识别在国内广阔的发展前景，也见

证着王晓鹏和他的团队成员们的不懈

努力与孜孜追求。

其实，王晓鹏本来的职业发展路径

，是做一个纯技术领域的专家。2003年

，王晓鹏从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毕业后，留学英国巴斯大学，进入

信号与图像处理核心实验室，仅用3年

时间就获得了图像与信号处理专业的博

士学位，当时的他还不满25岁。

毕业后，他留在英国工作，在欧盟

第六框架智能机器人重点实验室担任研

究员，从事机器人视觉和模式识别研究

工作。此后，他就职于世界知名半导体

公司ARM英国剑桥总部，从事嵌入式

芯片开发工作；后又进入英国皇家壳牌

石油公司，作为一名地球物理学家，从

图像分析的角度从事地球勘探。

“我2007年在英国的年薪大概一年

有六七万英镑，约合人民币几十万元，

但实际上每天都过着类似快要退休的日

子，下午五点能准时下班，打打球、钓

钓鱼，生活得很轻松。”王晓鹏说。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王晓鹏

受邀担任图像处理专家顾问，参与奥运

会的高清转播工作。这次回国改变了他

的人生轨迹。北京的变化令王晓鹏吃惊

不已，他深刻感受到国内信息技术的发

展。这使他深受触动，在英国安逸生活

过久了，也想作出改变。这时，国家推

出“千人计划”，大规模吸引海外高层

次人才回国创业，这让他看到了机会。

他决定，辞去在英国高薪的工作回国创

业。

彼时，虹膜识别技术在国外早已被

广泛运用于机场安检通道、银行的身份

认证系统、国家机要机关、军队的保密

系统中，技术的运用已趋于成熟，但国

内这一领域的市场应用几乎为零，王晓

鹏希望能将这项技术在国内实现推广应

用，敲定将虹膜识别作为自己的创业方

向。

现任公司首席财务官的徐鹤菲毕

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她愿意和王

晓鹏一起回国创业，两人一拍即合，

他们用一个周末的时间撰写了一份商

业计划书。

2009年底，王晓鹏创办了北京释码

大华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名海归创业

者，王晓鹏时常感叹自己很幸运，赶上

了大好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政策。

在拓展业务的过程中，释码大华在

不断探索、不断转型。最初，公司的技

术和产品进入到银行、机场等国家重要

单位系统，但传统事业单位系统的业务

市场有限，他希望拓展新的市场。2012

年，一位合作伙伴问王晓鹏：“为何不

考虑将虹膜技术应用至移动终端？”这

让处于苦恼状态的他豁然开朗，公司随

即将一部分业务切入到移动终端，向移

动支付、互联网安全等领域扩展。

虹膜数据采集是虹膜识别技术的基

础。在欧洲等国家采集虹膜数据时，因

部分外国人的眼睛较大，采集的虹膜信

息量非常完整丰富，回到国内则容易出

现信息采集不完整的问题。为此，王晓

鹏带领团队对系统实行优化，针对亚洲

人部分眼睛小的特性，特别是对中国中

老年人虹膜识别不断优化，目前针对眼

睛小的人群只要采集面积达到50%，就

可以做到精准识别。

在创业市场上，小企业能存活下来

的不足5%，王晓鹏和伙伴们全力以赴

，就是为了成为创业市场上的极少数。

公司先后完成了3轮融资，引入了行业

内的顶尖产业投资和知名投资人，为虹

膜技术和产品在产业链和市场中的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王晓鹏集多重身份于一身，

在他身上，既有着技术专家的严谨，又

有着企业家的健谈；既有创业者的进取

心，又有科学家的专注。

在徐鹤菲看来，王晓鹏是一个特别

“有精气神”的人。他可以在台上滔滔

不绝，面对媒体侃侃而谈，而需要申请

专利的时候，他又可以闭关一周，集中

精力专注思考将复杂的专利报告写好。

套用一句互联网语言，王晓鹏是“上得

了路演舞台，下得了一线研发实验室；

写得了专利报告，谈得来项目合作；开

发得了产品，管理得了团队”。

“去美国谈项目，他可以几天不睡

觉。在他身上，好像从来没有懈怠的时

候。”徐鹤菲说。要保持这种一直运转

的状态，心态是重要的支撑，运动也是

王晓鹏排解压力、调整状态的重要方式

。他喜爱各种球类运动，游泳，甚至酷

爱野外生存的挑战。王晓鹏坦言，自己

常常游几千米回来，然后继续工作。

初期需要技术沉淀的几年，释码

大华以研发为导向，目前随着技术产

品的成熟而转向以市场为导向。“这

是一个自然的选择过程。”王晓鹏说

。实战是最好的学校，没学过一天管

理的他，在摸爬滚打中形成了一套自己

的管理方法。

王晓鹏深知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并且在公司发展过程中逐步建造着技

术壁垒，形成专利群。“未来两三年，

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移动终端上

的虹膜识别技术运用，可在金融、教育

、公安、社保、医疗、扶贫、监狱等行

业领域，形成全行业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体系。”王晓鹏对此颇为乐观。

海歸推動國內虹膜識別技術
被稱“刷眼一哥”

王晓鹏，北京释码大华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CEO，先后被评为“国家千人计

划国家特聘专家”“北京市科技新星”等

，2003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

程系，毕业后留学英国，2006年获数字图

像处理专业博士学位。2010年，王晓鹏回

国创办北京释码大华科技有限公司，攻破

了传统虹膜识别技术和设备难题，公司拥

有虹膜识别核心技术及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提供专业化虹膜识别产品和应用解决方

案。

每个使用智能手机的人，都听说或者

体验过指纹开锁这项功能，指纹支付也逐

渐普及。如今，以指纹识别、人脸识别、

语音识别等为代表的生物识别技术已广泛

应用于各种智能终端，目前个人及公用信

息安全保障正在从密码向生物识别转换。

那么，你听说过虹膜识别吗？

海歸歎家鄉變化
在北京我成了“土老帽”
年初匆匆回了一趟北京，10天其实什么都没干，故宫、颐和园、圆明

园、长城、新光天地、三里屯大悦城，一律没去。每天就是吃喝，连玩乐

都没怎么玩乐。出门就直奔餐馆，在朋友家里就一直坐在餐桌上。可是这

是多么愉快的经历啊！

刚到北京，稍事休息后第一顿去的是眉州小吃。吃了担担面红油抄手

醪糟汤圆，还有其他，于是第一顿就吃撑了。平常在新西兰我不会吃这么

饱。可是面对这些小吃我真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心想，回去就吃不到了

，继续吃。其实也不是吃不到，只是味道不太一样。尤其红油抄手，除了

成都和北京，我在哪里都不再点了，根本不是那回事。眉州的红油抄手其

实几乎就是云吞皮加点红油，可吃着就是觉得对。又不是广东的鲜虾水饺

，吃这个根本不是为了皮子里面包了什么。

朋友请去某家餐厅，我埋头找从前很喜欢的一个菜。煮熟的鸡蛋去了

蛋黄，加工后再重新填入，再以菜叶和其他材料铺在小圆碟上，以鸡蛋为

鸟身，摆成一只小鸟的形状，记得价钱是28元。这么花功夫的一道菜，这

个价钱是超值了。这次回来，没有了，找不到。倒是多了各种鲍燕翅和海

参。可是谁在乎鲍燕翅和海参啊？鲍燕翅和海参全世界的中餐馆都能吃好

不好！朋友慷慨，一直说点，不用为我省钱，可是真不感兴趣。我肚里可

不能撑船，容量有限，必须慎选。

这次也见识了现在物流时代的生活方式。每次出入我朋友家大堂都例

必有快递小哥在整理货单和货物。每天家里门铃叮当响，一会送咖啡一会

送茶。这都是我想着买回去的。本来以为必须去那个商场转一天才买得齐

，谁知道安坐家中就办齐了。最开眼的是那些不可能在商场里看到的商品

，现在网上都办了。朋友送来广东客家米酒，小产区小酒庄的，但包装高

大上。面对商场高昂的进场费，这些根本进不了场。开了一瓶，喝得我浑

身发热，感叹人间美好。

还有那个闪递。我之前不知道是什么，原来是限时快递。闪递送来的

是鲜奶油蛋糕。奶油蛋糕要冷藏，可能在闪递出现之前根本不可能快递。

老实说，对北京的西式蛋糕不抱什么期望，不过这次是惊喜了。真的是从

牛身上出来的鲜奶油，这就很难得。奶油入口浓稠，可能是加了奶酪打的

。饼身是绿茶口味，类似布朗尼(Brownie)的厚实蛋糕，不是一般的海绵蛋

糕。奶油里还加了大量草莓。我吃得很满意。据说店主是一个法国回来的

小伙子，网上蛋糕店办得很红火。

都说现在的“海归”透着傻气土气。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连支付宝都

没有。

旅美碩士江西鄱陽當農民
打造千畝中藥基地

在鄱阳县谢家滩镇，有这么一位“怪人”，他拥有美国密歇根大学计

算机专业硕士学历，也曾定居香港成为一名IT精英，却在四年前放弃优渥

生活，只身一人来到鄱阳县谢家滩镇开荒种地当“农民”。

美国和香港的发展条件那么优越，他为何放弃？为何要选择在鄱阳县

打造“梦想之地”？从IT业跨行到中药行业，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带

着种种疑问，笔者来到了江西省元宝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谢家滩基地，

见到了这位传奇人物——海归创业者佘贻谋。

说起当农民的原因，佘贻谋解释道：“药是治病救人的必需品，用良

心种好药，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比做IT有意义。”2012年，和朋友在鄱

阳县考察时，鄱阳无污染的优良生态环境和充足的土地资源十分吸引佘贻

谋，加上鄱阳并没有大型的药材基地，他觉得鄱阳就是他规模化建设中药

材种植基地的不二之选。可家人却不赞成他从大城市回到农村种地。

执拗的佘贻谋不顾家人反对，在2012年坚持来鄱阳创办元宝山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虽然鄱阳的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可要建设中药材种植基地，

一切得从零开始：开荒自己来，没有合适的机械就只能自己找渠道购买或

自己设计；没有路、没有办公室，就自己修、自己盖；没有种植技术就自

己边学边摸索……创业初期时，四个生意合伙人在面对意想不到的困难时

一个个地撤资离开，一年不到，就只剩佘贻谋一个人在坚持。

佘贻谋选种的品种都是别人从来没种过的，根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参

考。由于缺乏经验，佘贻谋没少花钱买教训。第一批种的药材种苗在第三

年结果时该开绿花却开了红花，大家这才发现上当受骗了。虽说品种不正

，但也能凑合卖，就是会影响药的纯正性，可佘贻谋坚持将它们全部连根

清除，重新种上正宗品种，坚决抵制在药材上滥竽充数、以次充好。当初

栽种的140万株白芍因缺乏专业管理，三年来就只剩下9000株；套种的400

亩小麦，最后产量连做一顿面条都不够；种植的枳壳也经常发生冻死等损

失……为契合中草药种植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佘贻谋租地合同一签就是

三十年或者五十年，租金一次性付清。当大家担心回本问题时，佘贻谋信

心满满地说：“我们种植的中药材是能生长几十年的江西地道药材，生产

较慢，但生命期长，这种木本药材价格稳定，市场需求也大，就算近期效

益不好，只要坚持把药材管理好，把质量做放心，早晚会有回报的。”

办法总比问题多，佘贻谋带领工人们一起劳作，创新种植方法和技术，

一起挖树根、清杂灌、扒树枝、打树坑、下肥、栽苗、复土……不仅用三年

时间完成了基地的开荒，还设计制造出药材园专用的超声波自动感应电磁液

压有机肥下肥机、自动栽树苗机、双向自动有机肥下肥机等机械，大大提高

基地机械化效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基地的吴茱萸越长越喜人，连老产

地的行家都啧啧称赞；枳壳苗树冠散开，丰收在望；渐渐掌握了皇菊、贡菊

、决明子等品种的种养技术，实现大面积种植。此外，基地产的西瓜、皇菊

、鸡蛋等产品都因纯天然、有机、放心而备受消费者青睐。

如今，佘贻谋创立的江西省元宝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基地已从当初

的一个发展到了四个，完成种植面积数千亩，种植了枳壳、吴茱萸、黄栀

子、贡菊、决明子等中药材，并在林下散养蛋鸡，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立

体种植养殖模式，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江西省省级林业

龙头企业、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BB66人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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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人在美國

在纽约法院奋斗了30年，纽约州首位亚

裔女法官陈翠芳于2016年12月31日从纽约

州最高法院退休。

陈翠芳开创了很多法律界的先河、并为

华裔社区做出诸多贡献，但低调的她数年来

却并不太为民众所熟知。

据陈翠芳回忆，她在布鲁克林法学院

读书时，教授经常会在课堂上进行突击性

提问，争强好胜的她每日在图书馆苦读，

记下大量的法律常识和案件，终于在一次

教授提问、且没有其他人知道问题答案的

时候，陈翠芳勇敢地将手举起，“我把那

个特别复杂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回答，使

得教授对我刮目相看。”随后该教授成为

其学业和职业上的导师，还推荐她到哈佛

大学法律研究所攻读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国际地位愈发

重要，导师建议我去做相关方面的研究，学

习中国法律和其他亚洲国家法。”从哈佛毕

业后，她成功留校担任法学院的助理教授，

“当时的哈佛一点都不多元化，法学院50多

名教授和职工里，只有我一人是亚裔。”

留任哈佛期间，陈翠芳对未来职业规画

并不确定，于是前往华盛顿与陈纳德将军遗

孀陈香梅见面寻求指导，陈香梅建议她多多

为华裔社区服务，于是不久后陈翠芳离开校

园，投身律所，并为如美华协会、华人选民

协会、华员会等华裔组织担任志工，最终成

功竞选法官。

陈翠芳竞选法官时，纽约还没有华裔民

选官员，陈翠芳在当时开创了华裔参政的先

河，“虽然我不讲中文，但我真的非常感谢

当时为数不多的华埠华裔选民，他们的支持

让我如虎添翼。”

在担任法官的30年，陈翠芳坦言作为少

数族裔女性面对着很多质疑，“你既不能太

过强势，更也不能太过温和反而被他人操纵

，我选择在理解大家的同时，给予每一个最

公正的审判。”

退休后，陈翠芳会继续为 Regulatory

Compliance Association组织担任教务长，继

续在法律界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紐約州首位亞裔女法官退休
仍發揮“余熱”

近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了投资移民

签证EB-5规定修改建议稿，其中将目标就业

地区最低投资额从50万美元猛涨至135万美

元，非目标就业地区最低投资额从100万美

元涨到180万美元。外媒援引业内人士分析

指出，如果该草案获得批准，将挡住一大批

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者。

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1月 31日报道，

EB-5俗称“投资签证”，全称“第五类优先

就业型移民签证”，被认为是美国所有移民

签证中，申请时间最短、限制条件最少的类

别。该签证类别设立于1990年。按现行规定

，申请移民的最低投资金额为50万美元(适

用于目标就业地区)。

报道称，尽管业界对移民美国的最低

投资额上涨一直有预期，但一般都没有想

到涨幅会如此之大。在美国多地提供移民

咨询服务的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外联负责

人表示，提高投资额度肯定会对有投资移

民意向的人产生影响。“门槛提高了。原

来投资50万就可以被接受到项目里，现在

一下提高到 130多万，有一些人就被筛选

掉了。”

报道称，如果该草案获得批准，将挡住

一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者。不过，也有

分析认为，由于中国国内位于金字塔顶端、

具有这种经济实力

的人基数更大了，

对那些真正想移民

的人，实际影响仍

然有限。

特朗普上台后

颁布的旨在收紧移

民政策的行政命令

引起强烈反弹，给

有意移民的人也造

成心理影响。业内

人士分析指出，目

前持观望态度的人

比较多。而在中国

人中，受影响比较

大的是高学历、计

划职业移民的这部

分人。

目前，涉及职业移民的H-1B签证也在酝

酿改革。特朗普去年12月就曾提出一项以工

资作为分配员额依据，不再采用电脑抽签的

改革方案。据报道，美国每年的H-1B非移民

工作签证配额目前为6.5万个本科(学士)学历

常规名额，以及2万个拥有美国研究生(硕士)

以上学历的特殊名额。尚不清楚的是，改革

后是否将减少签证配额或者增加申请难度。

据专家估计，按照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理

念，吸引外来技术人才的H-1B签证计划难免

受到限制。

报道称，普遍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

申请美国签证肯定更为耗时。

那么，向中国公民发放10年有效商务签证或

旅游签证的规定是否会发生变化呢？德国之声电台

网站援引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随着大气候的改变，

今后审批签证的过程和标准都会比过去严格。

美國投資移民門檻或提高
將波及中國申請者

美国个人征信
体系如何运作？

美国是世界上信贷消费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发达的个

人信贷是建立在成熟的个人信用制度基础上的。美国建立了

市场主导模式的个人征信体系。

美国个人消费往往采用电子结算，个人相关的财产信息

、信用状况等都能通过互联网检索查询出来。其征信产业链

已经相当完善，主要包括数据收集、数据处理、形成产品和

产品应用4个环节。其中，数据来源主要有4个方面：金融和

零售等机构免费提供；公共部门的数据交由第三方数据处理

公司简单处理后，收取一定费用；征信公司之间进行信息共

享，并收取费用；主动到相关企业或个人工作地调查收集，

自身承担相应费用。

美国征信业以商业征信公司为主体，负责消费者个人信

用记录的收集、整合和处理。各类信用报告机构通过商业化

运作形成个人征信体系，依靠行业的自我管理形成具体的运

作细则，经过较长时间的市场竞争，形成了以大公司为主体

的征信咨询管理系统，向社会提供全方位的商业征信服务。

征信公司有偿向银行、保险公司、房地产商、甚至用人

单位等提供个人信用报告。消费者每年也有一次免费向信用

评级机构查询自己信用分数的机会。美国信用记录非常重要

，许多人会关注自己的个人信用分数，并会有意识地积累信

用分数。

美国征信业经过多年的市场竞争，有3家主要信用报告

机构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全联公司(Trans Union)、艾贵发公司

(Equifax)和益百利公司(Experian)。三大征信公司收集美国超过

2亿成年人的信用资料，每月数据处理量高达20多亿份次，

年销售个人信用报告6亿多份次，年营业额超过百亿美元，

市场份额占95%。

征信公司在收集美国消费者的信用资料后，会采用信用评分

模型对消费者信用进行评分，一般从300到850分不等，分数越高

代表消费者信用程度越高。目前这三家公司均使用个人消费信用

评估公司费尔艾萨克公司推出的信用评分模型——FICO。

在FICO评分中，一般300至579分代表有风险借款者；

580至669分代表消费者在信用评分的均值以下，但仍有银行

会考虑其借款申请；670至739分代表消费者信用良好；740

至799分代表消费者信用非常可信；800分以上代表消费者信

用绝佳。

据了解，FICO在计算个人信用分数时考量的5大因素以

及占比为：付款历史35%，欠款数额30%，信贷历史长度15%

，新信用账户情况10%，在用的信贷类型10%。信用评级机

构有时也会根据个人情况做出轻微调整，但对个人信仰、肤

色、种族、婚姻状况、居住地点、年龄、工作单位、工作时

间、职级以及工资情况等因素不予考虑。

自个人征信业起步以来，各州的立法机构相继出台一系

列法案，规范个人征信行为。

美国专门制定了个人征信的法律，保障信息自由流通，

保护消费者利益。1970年通过的《公平信用报告法》是规范

美国个人征信活动和核心法规，其规定了征信机构可以合法

获取信息，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隐私权。

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建立起一个涵盖信用产品

加工、生产、销售、使用和披露全过程的信用管理框架，以

规范信用服务机构操作，保护消费者利益。

洛杉磯華人密集學區
鮮有支持庇護無證客
据统计，全国有超过1100万无证客，其中约有10%左右居

住在洛杉矶地区，日前洛杉矶联合学区、洛市以及移民密集的

圣塔安纳市已经率先公开表态，将拒绝配合联邦政府驱逐无证

学生，但华人密集的学区和城市则普遍表示没有意向公开支持

无证客。

近期华人学生较多的哈岗学区因是否宣布成为庇护区的问

题产生分歧，学区教委会主席张金生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特

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虽然尚不明朗，但明显不欢迎非法移民，

并且特朗普已经放话，如果宣布成为庇护城市，将减少甚至切

断联邦资金，这将对学区财政带来影响，同时他认为学区为学

生提供安全的学习环境是责任，他也支持不主动向移民部门提

供无证学生的资料，但如果公开对抗政府，有可能违法且将学

区作为政治武器的危险。

华人学生超过半数的核桃谷、钻石吧学区教委佟仪表示，

日前看到其他社区出现类似的呼声，他已经向学区总监汇报过

此事，他认为根据加州法律规定，学生申请入学时学区不询问

学生的身份问题。

他认为事实上移民局也不大可能在学校里实施相应的程序

，即使真的要驱逐无证学生也应该考虑到让他们和父母一起回

去，而不是在学校里面单独对学生动手，这样不仅对无证学生

本人造成影响，也会影响到其他学生和学校的正常秩序。

圣玛利诺学区教委张志坚表示该学区的情况比较特殊，不

存在无证学生的问题，但他认为虽然每个人都有发声、表达意

见的权利，但应该遵守法律规定。孩子进学校读书前应该办理

好相关的手续，以合法的身份在美求学。

华裔居民过半的阿罕布拉市市议员沈时康也表示，该市目

前没有计划宣布成为庇护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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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老鄉們：
大家新年好！
為了促進老鄉之間的相互了解，增進大家的友誼，德州安徽

同鄉會定於2017年2月25日晚5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130室舉
行“2017雞年春季大聯歡”。

這次聯歡活動和往年一樣，請老鄉們施展各自廚藝，帶上自
家拿手好菜，與大家分享不同的美味佳肴，同鄉會也將適當訂購
一些主食。節目表演也將以我們老鄉為主，歡迎老鄉、家屬和子
女們毛遂自薦才藝表演，請與文娛理事陳韜聯系（Chen-
tao98@hotmail.com）。

所有參加聯歡會的小朋友都有會紅包哦！另外還有互動游戲
和豐富的抽獎獎品。大家不要錯過哦！

時間：2017年2月25日（星期六）5–8pm
地點：中國人活動中心（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77036）
餐費：會員及家屬免費
各位老鄉請點擊：https://goo.gl/forms/KxCw1wLKANW-

pnYAR2，輕松報名！
期待您的光臨，祝雞年大吉！
安徽同鄉會理事會
http://www.ahatexas.org/
友情提醒：上面是德州安徽同鄉會2017年春季大聯歡的通知

，我們已經通過郵件和微信的方式發出，請沒有收到郵件的老鄉
朋友，直接登錄：安徽同鄉會網站：www.ahatexas.org，下載會
員表格，填寫後發送到anhui12012012@gmail.com，我們會將你
的信息添加到同鄉會的郵件group裡面，以確保每次活動都能夠及
時收到我們的活動通知。謝謝！

德州安徽同鄉會“2017雞年春季大聯歡”
將於2月25日晚5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130室舉行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The Ministry of Culture of the P.R.
China)、德克薩斯美中文化基金會(Texas American–Chinese
Cultural Foundation)主辦，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Inner Mongolia
Ethnic Art Theatre)主演的《歡樂春節》 文藝晚會將於2017年2月
15日在休斯敦斯塔夫劇場盛大獻演。直接來自萬裡之外的內蒙古
草原的長調、蒙古族歌舞、雜技、呼麥、馬頭琴等等，將在中國
農歷春節期間在德州休斯敦、奧斯汀、聖安東尼奧，奧克拉哈馬
市和小岩城連演五場。視聽盛宴，名家薈萃，2017休斯敦 《歡樂
春節》 特色文藝春節晚會將給你帶來不一樣的歡樂.；

《歡樂春節》 文藝晚會特別支持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
總領事館(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lic of China
in Houston)，休斯敦承辦是內蒙古同鄉會–Inner Mongolia As-
sociation，共同承辦為國際華裔女企業家及專家協會(Chinese Int
’l Women Enterpreneur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和周潔曉慧
舞蹈學校(J & H Dance School),協辦是大休斯頓地區各社團組織和
工商企業(Organizations & Businesses of Greater Houston Area)

內蒙古藝術團簡介
內蒙古民族歌舞劇院是鑲嵌在塞外草原上的一顆璀璨明珠，

是內蒙古自治區最大的藝術表演團體。下設歌舞團、蒙古劇團、
交響樂團、蒙古民族樂團、蒙古族青年合唱團、野馬馬頭琴樂團
、藝術創作中心等職能機構。 現有國家一級演員33人，二級演員
109人，集中了蒙古、漢、達翰爾、鄂溫克、鄂倫春、滿、回、朝
鮮等10多個民族的400多名演職員。主要從事民族歌舞和蒙古劇
的創作、演出，同時促進中西方文化的全面發展。

內蒙古民族歌舞劇院在國內外久負盛名，足跡遍布全國各地
，出訪過亞、歐、非、北美、大洋洲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多次
榮獲國家、國際大獎，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此次出訪美國南部地區的歌、舞、曲、雜演員，是在眾多的精兵
強將中挑選的佼佼者，他們將把精美絕倫的演技獻給大洋彼岸的
美國朋友。

演出時間：2017年2月15日 7:00PM
演出地點：Stafford Centre,10505 Cash Rd., Stafford, TX

77477
票價：$15, $25, $30, $50, $100
購票地點：惠康超市, 中國城郵局, 華夏中文學校, 長城書店,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世界名人網

視聽盛宴視聽盛宴 名家薈萃名家薈萃————20172017休斯敦休斯敦 《《歡樂春節歡樂春節》》 文藝晚會文藝晚會
將於將於22月月1515日在休斯敦斯塔夫劇場盛大獻演日在休斯敦斯塔夫劇場盛大獻演

光鹽社將於2017/2/11起
舉辦免費食品與營養教育課程

(本報訊)光鹽社將於2017/2/11起，每星期六上午10:
00-12:00，在光鹽社辦公室舉辦免費食品與營養教育課程
，本課程共有十堂課，由執照營養師及相關專業人員主講
，課程內容包含營養基礎知識、飲食規劃、食品安全、食
材選購與料理、癌症預防等等。每堂課包含課程講授、討
論、以及團體活動。本課程不論年齡性別，歡迎所有人踴
躍參與，共同學習如何透過飲食與營養促進全家人健康！
本課程須事先報名，請所有有意願的民眾在2/9前致電光鹽
社(713-988-4724)報名，以便我們準備教材講義

(高思/編譯報導)作為全美第四大城市，
今年又正好是超級碗(Super Bowl)的舉辦地
，休斯頓為當地居民和遊客提供了很多遊玩
的好去處，且大部分都是免費的。這篇文章
為“休斯頓免費好去處”系列文章中的公園
篇。
1. 發現綠地公園（Discovery Green）

發現綠地公園位於休斯頓市中心，占地
12英畝。公園內部風景秀麗，擁有眾多遊樂
場所，有專門的湖區可供劃船，有休斯頓最
大的室外滑冰場，園內還經常舉辦各類活動
。詳情可關注他們的官網。

2. 布法羅河口公園（Buffalo Bayou）
Buffalo Bayou公園位於休斯頓的城市中

心地帶，占地160英畝。園內有眾多trails可
供徒步旅行、慢跑、遛狗。可乘船或騎山地
自行車沿途觀賞休斯頓的美麗水路，在特定
季節還可看到蝙蝠齊飛！Buffalo Bayour
Partnership也時常舉辦各類戶外運動。

3. 休斯頓植物園和自然中心（Houston
Arboretum and Nature Center）

如果你看夠了城市的擁擠和喧囂，不如
來休斯頓植物園和自然中心靜靜心。這個非

盈利的自然園區會讓你領略到大自然的美好
和別樣樂趣。園內也有數條trails可供免費行
走。

4. Tranquility公園（Tranquility Park）
Tranquility公園位於休斯頓downtown,

最早是為紀念1969年7月阿波羅號載人航天
飛船成功登月而建立。園區內風景宜人，有
很多水路和噴泉。

5. Market Square Park
Market Square Park位於休斯頓down-

town，面積雖不大，卻有著濃厚的歷史氣息
。這裏可以跑步、遛狗、賞花，還經常舉辦
各種現場音樂會、露天電影和對公眾開放的
藝術展。此外，這裏還有一個靜謐美麗的小
花園（Lauren's Garden）專門紀念當年911
的遇難者。

6. Eleanor Tinsley Park
如果你還沒去過Elenanor Tinsley Park

就太遺憾啦！它是休斯頓很多主流活動和節
日慶典的舉行地。它屬於Buffalo Bayou的一
部分，名字的意義是為了紀念休斯頓曾經的
市議長和活動家 Eleanor Tinsley。躺在這裏
的草坪上，休斯頓的天際線盡收眼底。

7. 赫曼公園（Hermann Park）
赫曼公園在休斯頓的有名程度就不用小

編多做贅述了。這座位於休斯頓市中心的城
市公園占地面積廣闊，風景優美秀麗。園中
可徒步旅行，可劃船，園內有小火車。公園
還連著一個賦有特色的日本茶園，園區周圍
還有眾多休斯頓有名的博物館。

8. Brazos Bend 州 立 公 園 （Brazos
Bend State Park）

Brazos Bend州立公園是休斯頓有名的
野生鱷魚公園，據統計，園內大概有250條
短吻鱷。尤其在春季和秋季，人們可能會在
公園內的任何地方看到它們。它們有的在湖
中休息，有的在路邊曬太陽。除此之外，園
內還有專門供徒步旅行、騎車和騎馬的trial.

9. 格倫伍德公墓（Glenwood Cemetery
）

說到墓地，很多人都懷著悲憫和沈重的
心情。然而格倫伍德公墓卻完全不一樣。像
公園一樣的設置，成片的樹，具有象徵意義
的雕塑，每一寸土地都記載著休斯頓的歷史
。園內有專門供徒步旅行的小道，回顧歷史
，瞻仰英雄。

休斯頓免費好去處——公園篇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因應數位時代來臨，順應時代
潮流，美南新聞為讀者和觀眾打造最強大實用的資訊平台，新
型態美南資訊網站 「今日美國」 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國生活，

提供全面即時
的第一手新聞
和生活訊息，
2017年全新上
線，帶領休士
頓華人媒體發
展進入新紀元
。

「今日美國
」 網站(www.
today-ameri-
ca.com) 升 級
原有美南新聞
網站，以 「展
現最真實全面
的美國生活，

提供最強大的實用的資訊平台」 為宗旨，把美南報業電視傳媒
集團擴大成為全方位的媒體傳播平台，除有全面即時新聞外，
也包含美國教育文化旅遊、商業等多方面的在地快捷資訊，帶
給讀者最在地的北美生活資料庫。

新上線的 「今日美國」 網站， 「讓今日與眾不同」 (Make
today different)為響亮口號，美南擁有最強大的記者團隊，用
最堅實的新聞資訊傳播，幫讀者拼湊出北美生活畫面。網站包
含今日要聞、各地僑社、北美熱點和工商版塊、美南電視
STV15.3、ITC、美南印刷、各地中文報紙等八大熱門分類，
另外，美南麥當勞教育展、春節園遊會、商家黃頁、分類廣告
與專欄文章也是關注焦點，提供多方面滾動資訊，網站便利讀
者閱讀，豐富華人掌握生活大小訊息。

其中，美南電視15.3頻道每周七天，持續每天24小時播
出即時新聞、娛樂綜藝、強檔戲劇、教育文化、時事座談、理
財投資等多元且豐富的節目內容。網站上也有美南自製休士頓
當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豐富且多樣化，未來
，不只鎖定電視頻道，觀眾也可透過網站欣賞節目。

其他包括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美南麥當勞教育展和春
節園遊會都是美南營運以久的老字號品牌，網站上也可搜尋到

相關資訊，持續為讀者天天更新動態。
讀者只要搜尋 「 今日美國 」 ，或輸入 「www.to-

day-america.com」 網址，即可輕鬆找到美南資訊平台；或者
掃描微信公眾號 「今日美南」 二維碼(QR Code)。民眾有任何
疑問可電洽 281-498-4310 或直接至本報社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詢問。

今日美國今日美國20172017全新上線全新上線 讓今日與眾不同讓今日與眾不同

今日美國網站今日美國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