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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宠物狗被小区业主

轧死，赔偿发生纠纷，安徽

省芜湖市光华星城小区保安

周少华携带“野猪矛”，跑

到小区业主家中，将业主周

某夫妇杀害，周某年仅11岁

的女儿受惊坠楼身亡。近日

，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

案公开宣判，法院以故意杀

人罪判处周少华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周少华赔偿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

济损失12.8万余元。周少华当

庭表示不上诉。

2016年 5月 17日 20时左

右，芜湖市光华星城小区发

生一起灭门惨案，后经调查

惨案的起因是因为一条宠物

狗被轧死。案发前一天上午

11点左右，光华星城小区保

安周少华的女友在小区遛狗

，小区业主周某在驾车时不

慎将狗轧死。

周少华遂以福田物业工

作人员的身份赶至现场调处

，因周某急于上班，便在纸

片上留下了联系方式交给周

少华后离开。后双方就赔偿

数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次

日下午5时许，周少华接到周

某电话，告知只能赔偿1500

元，周少华对此赔偿数目表

示不满，于是产生想让周某

后悔的念头。

案发当天晚上7点，周少

华携带事先准备的“野猪矛

”，赶到周某家中，再次提

出赔偿要求。根据周少华在

法庭上的供述，“野猪矛”

是他巡逻时捡来的，他来到

周某家中后，提出5000元的

赔偿金，但遭到对方的拒绝

。由于当时受到周某丈夫蔡

某在言语上的刺激，他于是

掏出“野猪矛”，将夫妻两

人刺倒。受害人倒地后，受

害人11岁的女儿从房间出来

，看到倒地的父母后大叫一

声，随后躲回了房间内，反

锁了房门。

据了解，在作案后，周

少华在门外拨打了110报警电

话称“自己杀了人”。接警

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在

楼道内将周少华控制。

在得知受害人女儿可能

还在屋内后，民警在门外多

次喊话，表明身份，并回拨

室内电话，但始终无人应答

。在专业人员打开门后，民

警与120急救人员迅速进入室

内，在医护人员查看受害人

伤势的同时，民警在室内寻

找被害人的女儿蔡某某，但

没有找到，后在一楼草坪处

发现受伤的女孩，120随即将

其送至医院救治。

在医院昏迷了9天8小时后

， 坠楼的11岁小女孩被医院

宣布不治身亡。

芜湖中院经审理认为，

周少华为琐事泄私愤，持矛

多次捅刺被害人蔡某、周某

的胸、腹、背部等要害部位

致两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

故意杀人罪，周少华的行为

导致被害人的女儿爬至窗外

坠楼身亡。其犯罪手段特别

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

危害后果特别严重，具有极

大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

性，属罪行极其严重。

虽然周少华案发后主动投

案，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系自首，但是鉴于本案

情节，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周少华的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人造成经济损失，依法应

予赔偿。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

罪判处周少华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周少华赔偿附带民

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

12.8万余元。周少华当庭表示

不上诉。

因寵物狗被
業主軋死

保安持矛滅門獲死刑

4日晚，一段拍摄于北京地铁十号线车

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一年轻男

子不断辱骂两名女子，并抢夺手机。昨日

，北京市公安局通过官方微博回应此事称

，涉事男子已被警方查获，目前案件正在

审理中。

网传视频时长2分21秒，拍摄于北京地

铁十号线车厢内。画面中，身穿黑色长裤

、灰色羽绒服的年轻男子，与一名年轻女

子发生口角。该男子反复对其进行辱骂。

女子的一名同伴上前理论，同样遭到辱骂

。

随后，其中一名女子拿出手机准备报

警，被男子发现，一把将手机夺过。男子

到站准备下车时，两名女子上前索要手机

，男子称“你下车我就给你”，并要求二

人下车。眼见车门即将关闭，男子突然一

把将两名女子推出门外。

视频背景音显示，事发十号线健德门

站区间。当时未有其他乘客上前劝阻。

视频在网络引发热议，也有网友质疑

借摆拍炒作。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视频首发于名为

@Narcisca网友的微博，并被大量转载。记

者联系上该名网友，其表示，自己系现场

一名乘客，双方发生争执后，用手机进行

“偷拍”。她表示，未上前制止是因为自

己是女生，“不敢挺身而出”。

这名自称拍摄者的网友否认“炒作”

，并坚称自己只是普通乘客。她说，事件

发生于4日上午11时。两名女子为地铁“扫

码创业”者，自称做营养早餐，事发前正

在车厢内推广微信号。当推广至该男子时

，其因玩游戏被打扰，故“出口成脏”。

两名女子下车后，男子从自己所在车厢离

开。

昨日上午，自称涉事男子的网友通过

微博回应此事称，事发前自己站着，“俩

女的过来要扫码，摆了几次手意思拒绝，

然后还一直让扫。”随后出现视频中的场

景，最后关门时手机扔出去后把人推出去

了，没拿手机。该信息下，网友评论超过

20万。但目前无法证实其是否为当事人。

事发后，多名网友对视频中男子身份

进行搜索。除微博外，疑似该男子的微信

账号、工作单位等信息也被“扒”出。网

友称其在北京一家商贸有限公司工作。该

公司一名负责人回复新京报记者称，“公

司并无此人，网传说法为谣言。”

对于此事，北京警方通过其官方微博

，在8个小时内连续发出三条消息。

4日晚10时49分，警方在某微博大号

评论区回应称，已关注此事，正在核实相

关情况。

5日凌晨2时25分，警方再次发布消息

，公安机关已就此事开展调查，对违法行

为会依法予以坚决打击。

5日上午6时42分，警方发布通报称，

经连夜工作，现已将嫌疑人张某(男，17

岁)查获。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律师说法 公然辱骂他人并抢夺手机可行政

处罚

若为未成年人初犯可不执行拘留；律

师建议运营单位加强“地铁扫码”管理

地铁车厢作为公共场所，视频中男子

辱骂他人，并有抢夺手机行为，是否应当

承担法律责任？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公然侮辱他人，最高可处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第二十六条

规定，追逐、拦截他人的；强拿硬要或者

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以及有其他

寻衅滋事行为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

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北京泽永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常清分析

，视频中男子公然辱骂他人，并且有抢夺

他人财物的行为，涉嫌寻衅滋事及扰乱公

共交通工具秩序，警方可依法对其进行行

政处罚。

由于涉事男子17岁属未成年人，按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已

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

理，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

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如果能够证明男

子系“初犯”，公安机关可依法对其处以

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但不实际执行。此

外，公安机关可对其处以包括罚款在内的

行政处罚。

“若视频中男性确因扫码反应强烈

，可以理解，不过方式方法欠妥。”北

京京润律师事务所韩骁律师说，近些年

，信息诈骗、信息泄露事件屡见不鲜，

公民防骗意识提高，不愿扫码也在情理

之中。此外，在地铁上实施商业行为，

与散发广告无异，应受到相关管理，并

追究法律责任。相关运营单位应加强管

理，对这类影响乘车秩序的行为进行约

束和处理。

7歲男子地鐵辱罵兩女性
疑因“掃碼”打擾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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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长会认为宝宝是需要很多

水分的，所以每天存着心思想要给宝

宝喂水，或者宝宝便秘了、上火了、

尿黄了……就是缺水了，要喂水!殊

不知这些都是些认识误区来的!

其实不论是母乳还是配方奶，

它都含有丰富的水分!母乳和配方奶

里含的水分有87%，也就是绝大部分

成分都是水，足够满足孩子生长发

育所需。

所以对于六个月以下的孩子并

不需要额外的喂水。但你想给他喂

水的时候，其实你就在你想给他补

充水分的时候，你就只需要给他喂

奶就足够了。

多喝水不好吗?为什么都建议6

个月以内的宝宝不需要额外喂水呢?

因为对宝宝来说，多喝水可不是

多撒几泡尿的事儿。母乳喂养学会提

出，如果给 6 个月以下的宝宝胡乱

补水，则宝宝可能面临这些风险：

1.干扰哺乳的正常频率

使得妈妈每次喂奶的间隔时间

延长，并且延缓或妨碍妈妈生成最

好的母乳;

2.影响宝宝吃奶

宝宝的胃就那么点，喝水都喝

饱了哪里还有空间吃母乳，自然就

会减少母乳的摄入，长时间会导致

营养不良的。

3.更严重的问题

如果是葡萄糖水，则宝宝将会面

临胆红素增加、过度体重减轻、延长

住院时间以及潜在的水中毒风险;

如果是淡盐水、糖盐水、汤(汤

汁、米汤、面汤等)或口服补液盐溶

液等，配置不当的话会增加发生高

钠血症等各种风险。

给不同年龄段宝宝喂水的建议

不建议喂水，并不是绝对的，

别那么死脑筋，特别是对于6个月以

上的宝宝来说。为了方便宝妈宝爸

们操作，特别罗列清楚不同年龄段

补水的建议，希望能有所帮助：

宝宝<6 个月：不论是母乳，还是

混合，乃至配方粉喂养，都无须额

外喂水(白开水)和果汁(除非有医学

指征)。

宝宝>6 个月：还是以母乳、奶粉

优先，可以适当喂一些白开水，但

量一定要少，一般每 24 小时不得

超过 50 mL，且不要强迫宝宝喝。

如果宝宝拒绝喝水也不用担心

，因为宝宝可能更喜欢通过频繁地

喝奶(母乳或配方奶)来摄取他所需要

的水分。

已添加辅食的宝宝：对水分的

需求相对会增加，爸妈应该主动发

现宝宝口渴的迹象，比如嘴唇干、

尿色偏黄、哭泣时眼泪少甚至没有

眼泪等。

生病的宝宝：如果宝宝出现发

烧，或者呕吐、腹泻，由于此时宝

宝丢失的水分多，所以对水分的需

求量也更大。具体请咨询医生。

【宝宝喝水的信号】

24h内，小宝宝尿湿尿不湿少于

6块，或者6h内尿不湿上无尿。

尿色黄，尿味重。

头部囟门下陷。

小宝宝嘴唇干燥，大宝宝诉说

口渴。

皮肤弹性差，你用拇指与食指

捏起宝宝手背皮肤，突然放开，可

以看见皮肤恢复变平的过程。

大便变得干燥，硬结。

其实，6个月内的宝宝尿黄、便

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奶量不足，

想法让宝宝多喝奶才是正经，或者

是配方奶冲配比例过稀过浓了。

发烧、腹泻确实需要补充水分

，但不是通过喂水的方式，可以在

医生的要求下喂“补液盐”，这样

才是正解。

即便是炎热夏季，高温高热，

容易出汗脱水，喂水也不是第一选

择，母乳才是。

最后，还要弄清楚，补“水”

就是白开水，不是能用米汤、果汁

等来替代。有些妈妈总是不放心，

总觉得白开水没有营养，请抛弃这

个想法。

媽媽我不缺水 別再給我餵水了

纸尿裤可以用到几岁呢?

很多家长为了图方便图省事，会一

直让孩子穿着纸尿裤到3、4岁;有的家

长则心急在孩子1、2岁时候就开始把便

把尿……

哪种做法是正确的呢?

1.给孩子穿纸尿裤，并不是为了让大人

省事

纸尿裤确实可减轻养育的负担，同

时又能减少对婴儿的打扰，我们推崇顺

其自然戒掉。

但随着孩子的长大，纸尿裤对孩子

的必要性会逐渐降低，会逐渐展露出缺

点来。

如果你只是为了图省事图方便，就

会让孩子过度依赖纸尿裤。若宝宝已经

较大了，还是全天候纸尿裤伺候的话，

有可能比不穿纸尿裤的宝宝晚些学会憋

尿，以至于容易尿床。

小区里有个宝宝，快6岁了还在尿

床。只因家长觉得晚上起床麻烦，一直

睡觉时给孩子穿尿不湿，这样可确保孩

子一夜不醒。糟糕的是，长期下来，孩

子长大后夜晚小便，不能建立起很好的

神经反射，也就醒不来，所以尿床就容

易理解了。

所以，如果你发现，宝宝在5岁之

后还经常尿床，那么你就要想想，之前

使用纸尿裤时间是否太长了?宝宝养成

了习惯，想尿就尿，膀胱没有锻炼的机

会，所以就无法控制大小便。

2.千万别让把尿这事儿，害了孩子!

“把尿把便”，似乎成了养育孩子

中必做的事情。家长们像商量好似的一

到宝宝能坐能站就开始尝试给宝宝把尿

，甚至互相交流经验。

但其实，“把尿把便”本身是违背

、剥夺了婴儿自主控制能力的，过早把

尿把便对孩子一点好处都没有!(推荐阅

读>>千万别让把尿这事儿，害了孩子!)

“训练”孩子自行排尿、便，不如

等待孩子感受排尿、便后不舒服。家长

想让孩子尽早学会自行排尿、便，往往

努力工作，达不到预计效果。

孩子一般在2、2.5岁就会感受到排

尿、便在纸尿裤中不舒服，就会在排便

前给家长准确信号，家长这时只要因势

利导带孩子坐到坐便器上，使孩子形成

排便与坐便器的关系，很快就会建立正

常排便习惯。过早强调，很容易造成孩

子内心抗拒，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3.宝宝最好几岁停用纸尿裤?

美国儿科学会研究表明：孩子的排

泄控制肌肉一般在12-24月间达到成熟

，平均年龄在18个月。

白天夜间大小便控制功能的成熟顺

序是：夜间控便功能 >> 白天控便功

能 >> 白天控尿功能 >> 晚上控尿功能

。

所以，家长们就可以这样做：

1岁半之前 尽量使用纸尿裤，让宝

宝能随心所欲的大小便，不造成心理负

担，也能好好睡觉。

1岁半以后或从2岁开始 白天可以

尝试去掉纸尿裤，训练孩子小便到便盆

或者马桶里;夜间仍需要使用纸尿裤，随

着 孩 子 控

制 尿 的 能

力 增 强 ，

再 逐 渐 去

掉 夜 间 纸

尿裤。

3岁前

虽然不能

完 全 学 会

自 主 排 尿

排 便 ， 但

可 以 培 养

排 尿 排 便

的好习惯，最好3岁后停用纸尿裤。

但每个宝宝“戒”纸尿裤的时机都

不一样，这与宝宝的生理发展状况、父

母有没有提前教育、生活中是否有好的

榜样等有关系。

总的来说，孩子生理够成熟，就是

“戒”纸尿裤的好时机。如已经能稳当

地坐在马桶上、可以表达自己的生理需

求、知道要脱掉裤子大小便等。

当婴儿还不能自主排尿前，最好还

是穿纸尿裤，这样不仅方便，关键是比

较干净。如果担心纸尿裤会捂着孩子，

可以排尿、便后及时更换。

另外，只要不给孩子用纸尿裤了，

就应穿内裤了，不论男婴还是女童，穿

纸尿裤还是布内裤，都可起到很好的保

护作用。注意：千万不要给孩子穿开裆

裤。

紙尿褲用到幾歲 別過這個年齡

張大夫打老婆
张大夫是我们村里唯一一位大夫，专治烧伤。从我有记忆起，他们家

就是朱门大户，高墙环绕。大门上有通常写有几个粉笔大字：专治烧伤，

联系张邵光。

那时候乡村卫生院能够治疗烧伤的医生少之又少，无非是开几副中西

药，还不能保证祛疤。张大夫不一样，张大夫四处夸口：保证能诊好，保

证不留疤。在这个小乡村，他们家是灾难时期逃脱到此的流民，依靠一手

祖传绝活，独家秘方，十里八方来求医的人不在少数，家境相对较富裕。

张大夫跟随他父母迁居到这来的时候，正当年，未婚，小伙子长得腿

粗肚圆，黝黑粗鲁，但一脸凌厉，小孩只要见到他就会哇哇大哭，十里八

村找不到一户人跟他们家人挂像的，因他父亲性格不好，家里又穷，又是

外来户，本地大姑娘没人愿意跟他处对象。偶有一天，陪同嫂子来治烧伤

的李四有被张大夫调戏了几句，从此暗种情愫，相貌平平的李四有非张大

夫不嫁，就喜他个头结实，能行医，能认字。李四有家人几经劝说无用，

眼睁睁看着李四有嫁给了张大夫，从此狼入虎口。

头几年，大家崇拜张大夫家的秘方，各地患者送上门求诊，高墙院子

里，隔三差五有个烧伤的患者在治疗。烧伤真的是所有病痛中之至不幸，

不仅皮肤、面容全毁，而且痛彻心扉。经常有小孩在高墙里撕心裂肺哭叫

，或者大人哀嚎呻吟，把我们墙外这些小孩吓得不轻，见到烧伤患者或者

张大夫就避之不及。

随着各处患者慕名而来治烧伤，张大夫家境逆转，穷小伙成了富大汉

，李四有在家地位日日跌落，张大夫则在外寻花觅草。八十年代，正是流

氓罪盛行的时候，张大夫和邻近一个少妇打得火热，导致该少妇和她丈夫

在床中间隔水而睡，丈夫气不过，喝农药而死，少妇也被法院判处死刑，

据传，少妇被枪毙前，监狱睡觉的床凹出她的身形，还留有她的长长辫子

印。这事儿过后没多久，张大夫就恢复了过来，继续腆着大肚子，调戏着

家门口过往的农妇，无论老少。刚开始大家还吵架闹架，再后来大家都知

道他嘴贱，也就习以为常。最苦的是李四有，除了照顾一双儿女，还得忍

受张大夫喜怒无常的脾气，李四有管得过多了点，张大夫对她就是一顿恶

骂暴打。

十多年过后，生长在这儿的老人小孩们纷纷觉得奇怪，这么多年，从

没有见过张大夫家晒药材，也不知他拿出的那些秘传没药粉是打哪来，人

们纷纷传言，他们家药材其实就是从药店买来的，买的？那还叫什么祖传

秘方。坊间开始流传张大夫用假药讹钱的故事，他让接受诊疗的患者，伤

口不断反复，化脓、结痂，再化脓，结痂，这样他就有理由不断加药，不

断加钱，不能痛快出钱的，则让他不能痊愈或者留有伤疤。又有本地首富

母亲被烧伤，也送他这医治，张大夫遇到大主，讹钱手段变本加厉，这导

致了他口碑的彻底垮塌，但他也从中讹得了十几万，这辈子用钱不愁。

近几年，来张大夫这求医的患者越来越少，张大夫每天种种菜，打打

牌，这些年的积累他都用心收着，分文不外流。

李四有五十多岁的时候，牙齿就已全部掉光了，看上去像极了她八九

十岁的爹爹。可惜她不曾向外人透露任何原因，邻里之间也都觉得惊诧，

仿佛一夜之间她的牙齿就掉光了，即使是问他家里人，也都答不知道，大

家纷纷猜测是被张大夫打掉的。

再过个月后，就听到李四有进了医院，事情起因是，前天晚上，张大

夫因为钱不见了，把李四有好生折磨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儿媳妇就看到

李四有直挺挺躺在床上，已经没了反应，送到医院，医生也没查出病因。

第三天，李四有醒转过来，已经失去了所有记忆，只知道做了一个长长的

梦，梦里一个喝农药死去了的女人叫她过去相陪，她说她还有孙儿要带，

现在不能跟她去，只能陪着那个女人睡了一晚。所有她的记忆全变成了这

个梦。

张大夫看到李四有“病”成这样，送上救护车的时候，他也拼命挤出

了几滴眼泪，遗憾的是，大家都知道他是猫哭耗子。果然，近来张大夫又

到处放话了，要是李四有死了才好呢，死了我就再找一个！

李老汉这日子过得那可真叫安逸。

这不，你看他才刚吃完午饭就左手端着

个紫砂壶，右手拎着台收音机往村口的

大榕树下一坐，聚精会神地听起了京戏

。还时不时地摇头晃脑的跟着哼上几句

，呵，好不自在。

其实呀，一年多前他可没这般逍遥

自在，日子反而过得很糟糕。那为什么

现在李老汉的生活会有这么大变化呢？

这事儿呀，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

李老汉已是年近耄耋的老人了，年轻

时参加抗美援朝落下了腿疾。他有两个儿

子，大壮和二壮。大壮二壮的娘走得早，

俩孩子全靠李老汉又当爹又当妈的一手拉

扯大，现在俩孩子都成家立业了。

老大做的是建材生意，一年就能挣

好几十万，在村里盖起了一栋三层的复

式小别墅。老二家两口子都是县里的中

学教师，每月也有好几千的工资。兄弟

俩在村里的条件那可是顶呱呱。

按说李老汉这俩儿子这么出息，他

腿脚又不利索，只消在家颐养天年，好

好享受这过一天就少一天的天伦之乐。

可实际上李老汉现在还是一个人在老房

子里靠着政府的抚恤金艰难度日。

原来啊这个大壮是村里出了名的

“妻管严”，老婆呢，又对这个腿脚不

便的公公不待见，大壮即便心有不满也

不敢吱声儿。老二他夫妻俩都在城里教

书，在城里住宿舍，平时也难得回来一

趟，又哪有时间来照顾李老汉。所以老

伴死后李老汉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

在这个破败的屋子里。

这天大壮的老婆雪梅从婆家探亲回

来就遇到了同村李四的媳妇，李四媳妇

是村里的“大喇叭”，什么事儿被她听

了去，不消片刻肯定弄得人尽皆知。李

四媳妇远远看见雪梅，就冲她嚷道：

“雪梅妹子，听人说你公公得了个宝贝

，你叫他拿给我们开开眼呗。”雪梅听

了不禁奇怪，往着她道：“嫂子，你可

别瞎说，我公公能有啥宝贝？你莫不是

想拿我寻开心哟。”“雪梅妹子，看你

说的，嫂子是那种人吗？我家那口子说

的，说你公公这次看望战友带回来件宝

贝。这事儿好多人都晓得，你看我能瞎

说吗？”

雪梅好说歹说的给李四媳妇解释了

好半天，自己对这事儿是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李四媳妇这才悻悻地离开

了，不过还能听见她的嘟囔：“哼，什

么不晓得，我看你是舍不得，叫我说这

宝贝也不定是你两口子的，李老汉准把

宝贝传给老二家……”

雪梅仔细一琢磨，心想这事儿也许

是真的，她公公的战友大多都是孤寡老

人，没准儿是谁把自家的宝贝给了他。

想到这里雪梅一拍脑门儿，飞也似的跑

回了家。

天擦黑了大壮才从店里回来，屁股还

没沾着板凳呢就被雪梅拉进了卧室。雪梅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加上自己的分析一股脑

儿的全告诉了大壮，催促大壮去打听打听

李老汉是不是真有宝贝。大壮思索良久这

才提着瓶老白干儿去了老屋。 大壮刚进

门就看到李老汉的腰上挂着个香瓜大小的

土罐子，罐口用红布塞着。这罐子估摸着

有些年头了，看上去有些残破，罐子上还

有些样式古旧的纹案。他两眼放光，心道

爹果然真有宝贝。大壮当即道：“爹，咱

爷儿俩好久都没唠了，今儿我拿酒来找爹

叙叙。”李老汉见大壮这副模样哪里不知

道他打的是什么鬼主意？他只是笑笑也不

多说。半瓶老酒下肚大壮脸有些红了，借

着酒兴他看着李老汉道：“爹，咱村的人

都知道您有宝贝，为啥你还瞒着儿啊？”

李老汉慢悠悠的呷了口酒才道：“大壮，

爹之所以不说是怕你和老二知道后都来找

我要，我不知道该给谁啊。给你吧，老二

准会觉得我偏心眼儿，肯定会想他两口子

没时间照顾我才让你钻了这个空子。 给

老二吧，你又会说我对你不公平，老二家

很少回家，都是你和雪梅照顾我，我还把

宝贝给了老二，这不是对不起你吗？所以

爹想先瞒着你兄弟俩，等我观察一阵子再

决定这宝贝该给谁。”

大壮回家后把李老汉的话一五一十

地告诉了雪梅，两口子坐在床上商量了

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李老汉还没起床

呢雪梅就来了。她一口一个爹的叫着，

把李老汉的屋子收拾得亮堂堂的。衣服

被褥也洗的洗、缝的缝。真是一个孝顺

懂事的儿媳妇。中午大壮回来两口子连

推带拉把李老汉接回了家，每天好酒好

菜的伺候着，生怕怠慢了李老汉。

老二家呢，原本一个月也难得回几

次家，现在回来得可勤了，隔三差五就

来，每次都带了很多好东西。儿媳妇告

诉李老汉想吃什么想要什么就给她说，

她从城里带回来。 李老汉对这罐子也

宝贝得紧，从不离身，连睡觉都用手抱

着，生怕被谁给抢了去。

就这样过了一年，这一年里李老汉

过得那叫一个滋润啊，想吃啥有啥，想

要啥有啥。先前日子还跟着旅游团去北

京旅游了一趟。羡慕死了村里的同龄人

，他们都恨自己没有个什么宝贝儿，不

然也能像李老汉这样过过滋润日子。

这天，李老汉在家里看电视，突然感觉

眼前一黑，人就朝着地上栽了下去。老

大老二把人送到医院一查，乖乖，急性

脑溢血！救不了了，只能是过一天算一

天了。

李老汉被接回了家，俩儿媳妇日夜

轮流伺候。可李老汉的精神还是越来越

差，眼看快不行了。李老汉就把老大老

二叫到床前，又叫了村里几个有声望的

亲戚。大伙儿明白，他这是要交待后事

了。

李老汉对众人说了很多话，可就是

只口不提宝贝的事，老大实在等不了了

，问道：“爹，您那宝贝是不是该宣布

给谁了？”老二也眼巴巴的看着他，他

也等不及了。

李老汉看到兄弟俩这个样子，泪水

一下子就涌出了眼眶。他哭着道：“儿

啊，爹哪来的宝贝呀，那是爹唬你们的

。”大伙儿都瞪大了眼睛，谁也不相信

李老汉的话。宝贝就在罐子里，骗得了

谁。

李老汉见众人不信，便叫老大摔碎

了罐子，众人一窝蜂地凑近一看，里面

是一张黑白照片，李老汉和俩孩子的娘

一个抱着大壮，一个抱着二壮，站在老

房子的院子里，一家人眉开眼笑的，看

起来真是幸福温馨。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全都直愣愣

的盯着照片。李老汉虚弱的声音在众

人的身后响起：“我已经快八十了，

你俩的娘走得早，我好不容易把你兄

弟俩拉扯大，你们有出息了，我却像

个孤寡老人一样生活，别人会笑你们

的。我哄你们说我有宝贝是想让你们

对我好点儿，保住你们的名声，也是

想让我安享几天晚年。爹最珍贵的宝

贝就是你们两个啊。”说完李老汉呜

咽两声就断了气。

老大老二听到李老汉的话早已泪流

满面，兄弟俩“噗通”一声跪在老人床

前：“爹啊，儿不孝……”

李老漢的“寶貝”

紀實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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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接到一个妹妹的电话，她刚查

到了高考成绩，问我明天填志愿该填什

么专业，她爸爸说金融工程好，以后去

银行就业，收入稳定，要不要报金融工

程？

我要怎么告诉她呢？我自己为了选

择我的专业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思考，到

现在还没有给我自己的职业生涯下一个

定论，我怎么样告诉她在一个晚上的时

间里快速地判断学什么专业好呢？

中国的教育就是这样，中学时代的

孩子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各个专业到底

是什么意思、社会上各种职业到底意味

着怎样的工作状态、他们到底擅长什么

、对什么感兴趣、终生的追求是什么，

统统不知道… 于是就在高考分数出来

之后的某一晚在饭桌上和家长合计了一

下，就胡乱报个金融、报个计算机、报

个会计… 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

可以在饭桌上花一两个小时决定呢？

我决定整理一下电话里的内容，这

些是我在美国四年对大学教育的很多思

考，这一阵子一个接一个的社团听到我

的讲座邀请我去讲梦想-讲经历、讲选

择-受之有愧，因为我毕竟没有那么多超

出同龄人的见解可讲，但我又时分迫切

地希望更多处在迷茫中的学弟学妹们得

到一些正能量，面对压力和挑战更加坚

定信心，去做最好的选择。

那么，我干脆写成一篇文章吧。也

许在填报志愿这些日子不经意间转发到

某位大学新生的手里了还可以给人一些

启迪。当然啦，我不是教育学专家，一

家之言，有些偏颇的观点还望指正。

一、成功的人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首先问她：你想做一个成功的人

吗？她迫不及待地说：想！我说：那我

告诉你，所有成功的人，无一例外，都

在做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如果你不喜欢

金融，但是觉得金融好就业就填报金融

，那大学四年会非常的难过，工作之后

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生活质量也不高

…

但如果你认为你真心的热爱画画、

你可以不知疲倦地研究地图、谈到各种

美食的烹饪方法就会眉飞色舞，那很有

可能你就应该去学美术、地理或者烹饪

，并且很可能会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哈

佛大学的校长Faust曾在毕业典礼上说：

你可以选择你的退路，但人生很长，先

去做你最热爱的事情，不要一开始就选

择退路。

对！人生还很长，即使你现在已经

中年了，只要目标坚定，都是可以重头

开始的！美国人一般会转行很多次，这

也是他们反复探索自己兴趣的一个过程

，但是一般对于东亚人来说，重头开始

总被认为是特别困难而且丢人的。大家

知道折纸原理吗？

50年可以奋斗的人生如果是50张纸

叠在一起，就只有几厘米厚，但是目标

坚定的人，50年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在生

活，那么50年之后的成就就像一张无限

大的纸折叠了50次一样厚！一张纸折叠

50次之后一定会很厚吧？但你绝对无法

想象，它的厚度竟然可以从地球伸到太

阳！

那我们现在来想象，为什么有人一

辈子对人类的贡献微不足道，有的人却

可以改写人类的历史呢？这就是梦想的

力量！

当然了，这个不适用于没有成功野

心的人，很多人就是喜欢安逸的小日子

，那随波逐流地选专业、进体制，也未

尝不可。但是我想说，社会永远都只有

绝对的上游和绝对的下游，和一个正在

缩小的的中游，中国的经济脉搏一刻不

停，而社会阶层在固化，不进则退的河

流里，是容不下一条小船舒适地游弋的

。

说到选专业这个事情，我认为就先

不要考虑好不好找工作了，反正不好找

！今年大学生只有30%不到能找到工作

，再说，找工作跟专业不相关也是再正

常不过的事情。肯定会有人说，那找不

到好工作怎么办呢？挣不够钱买不起房

丈母娘看不上娶不到老婆怎么办呢…

其实这些不是本文想要讨论的范围，但

如果允许我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的话，

我觉得找不到工作的意思是说找不到好

工作，但是即使是工地里的工作都可以

至少让自己有饭吃啊，如果梦想够坚定

，就能体会到一边流浪一边作画的乐趣

，就不会把当下吃的苦看得那么重了

… 我相信好姑娘会欣赏有梦想有志气

的男生的，喜欢这篇文章的人很多都是

有能力有野心的人，我相信你们不会连

自己都养不活的。

我高中是理科，我一直有种从政报

国的念头，于是看着很多领导人的简历

，感觉应该去学理科，于是大学也继续

学习电子工程（真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

，好在现在的领导人都开始变成文科出

身了）。我修了很多的数理化，结果发

现那些课学起来过于简单（可能是国内

高中基础打得好），慢慢地越来越迷茫-

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付这么多的学费

，到底要来美国学什么？我不想就这么

稀里糊涂地念完大学的四年，最后像大

多数华盛顿大学工程系的学生一样去微

软、英特尔找个舒适的工作-我接触过这

些公司里的一部分工科男，社交圈子非

常的窄，每天和程序打交道，以至于英

文都说不流利了（当然啦，真心喜欢这

个行业的肯定也不少的）… 我跟学校

提出要休学，于是我去了中国的西部各

省，开始穷游欧洲，后来决定要学社会

科学-经济学和国际研究学。

可是在国内可等不得！读了一年多

发现不喜欢了再转肯定是很困难的！我

们还是先问问自己，本科学习到底意义

是什么？英文里，之所以有 undergradu-

ate和 graduate的区别，是因为西方人觉

得研究生才算是真正的大功告成，本科

只是打个基础而已。美国上层家庭的子

女爱去文理学院，就是因为那里的基础

打得好，什么基础呢？人文基础！

美国富人总觉得金融、计算机、工

程、医学这种技术性很强的学科是中低

阶层的孩子还有很多亚洲人爱学的，他

们的孩子以后要做高管，要去政府，就

必须学英文文学、历史、哲学、经济、

政治、法律这一类的富人才敢学的专业

，因为本科毕业不用急着养家糊口，还

可以体验几年社会，再继续深造，接着

进入商界和政坛。（这里是我与很多美

国人交流之后的一个不具权威性的总结

，并不代表对任何专业的否定，还是那

句话，不管是数学、医学、工程… 都

是有价值的专业，你必须去学你热爱的

东西）中国的富人们也开始慢慢转变思

维了，开始避免让孩子选择会计、工程

等类似技校也可以学到的专业，而让孩

子接受更好的人文教育。

二、千万不要继承父母不成功的思维模

式

前些天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银行

的人力资源经理写的面试大学实习生的

感悟，说进银行的三类大学生特征明显

：机关子弟、商人子弟、知识分子子弟

和农民子弟。父母是公务员或者国企职

工的，一般会搞关系，做事儿的时候爱

耍小聪明；生意人的孩子显得自信而且

做事认真；父母是知识分子的总显得有

点傲气，不合群；农民的孩子不太爱说

话，情商不高，但是做事勤快。

接着作者说，最受欢迎的商人子弟

一般都能留下，机关子弟有关系，也可

以，知识分子子弟和农民子弟一般都很

难留在银行…

每个人的父母都会不知不觉地把他

们认为最正确的一套是非观和为人处事

的办法教给孩子-如果他们认为不正确他

们也不会那么干-结果就是孩子们完完整

整地接受了父母的思维方式，造成了很

多人一辈子辛勤工作却仍然无法成功的

最主要原因。

我认识的大多数同龄人，都处在父

母粗暴的人生规划之下，从小学这学那

是父母决定的，选什么专业上什么大学

是父母决定的，大学毕业马上读研究生

或者考公务员是父母决定的，跟哪个女

生在一起也是父母决定的… 那人生到

底还有多少是自己的？大多数的美国学

生都不会在本科毕业之后立即读研究生

（少数数学、物理等理论科学除外），

而是进入社会体验个几年或者十几年，

甚至有人在没进入本科或者刚读了一两

年之后中断好多年去做任何自己感兴趣

的事情，他们总是认为带着经验阅历进

入研究生院才能学到更多，在职业生涯

里遇到一个学位造成的瓶颈了再去取得

那个学位更有目的性。这样一来，他们

可以尝试很多领域，真正知道自习喜欢

什么之后，再带着自己工作中的实战经

验去听课，真是把读研究生的时间和钱

花在了刀刃上，再看看我们中国一窝蜂

地读研大军，非常的盲目，大多数人都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学到这样的学位

如果以后再找一份跟专业不对口的工作

，将会是怎样一番感受呢？

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可以去做做

职业性格测试，或者多接触各个领域的

成功人士（比如参加各种论坛和聚会）

，听听他们的成长轨迹，也可以禅修、

去休学、去打工、去旅游，让自己的内

心走出喧嚣的环境，自习地听清楚内心

的呼声到底是什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了，再去读书，再去花时间培养自己那

一方面所需要的所有素养，而不是相反

。

好在，还是有人敢于去冒险，敢于

挑战常规，去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去为了教育的理想建学堂，还有人

耶鲁毕业去当村官… 这些都是了不起

的尝试，虽然在美国人看来可能都是身

边随处可见的例子，但至少中国的90后

们开始了对常规的挑战，这就是一个好

的开始！对于父母的建议，很多当然都

是宝贵的人生经验，但不要在自己独立

思考判断之前就全盘照收，除非你不想

发展得更好，只想复制你父辈的人生轨

迹。父母永远都是为你好，没错！但是

父母永远都不知道什么选择对你最好！

做为司机的你，做为棋手的你，必须经

过自己的思考，自己手握方向盘、自己

谋划大的棋局，而不是和父母一起握着

方向盘、在争吵声中落棋…

三、大学，不仅仅只是学好专业那么简

单

在美国的大学毕业要求里，每个学

生通常都必须修满定量的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和艺术课程，这三个领域也是构

成一个人知识系统的基本分类，如果任

何一个人，没有在这些领域都有过较好

的教育，都很难称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

。所以，不管你学的专业是什么，都去

关心政治、历史、经济、法律、哲学、

地理、天文、生物、数学、美术、音乐

这些学科吧，为什么犹太商人是世界上

最成功的商人？因为它们对待各种学科

的知识贪得无厌！据说犹太商人聚会的

时候不怎么爱谈生意，话题通常会非常

的广阔。一个人的视野决定了他的高度

，决定了他可以成为一个多好的领导，

其实你永远都不知道哪一天某一门知识

就会在一个重要的时刻派上大的用场！

乔布斯不就是从他感兴趣的大学书法课

中获得苹果独创字体的灵感的吗？

很多人都在花很大的气力提高自己

的GPA，这样固然是好的，但是大学还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从一个懵懂的高

中生，到进入职场，我们需要在大学里

学到的东西还有好多-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艺术、领导能力（包括演讲能力、

写作能力和沟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

力（你是否敢于挑战权威，永远保持冷

静客观？尤其是在国内上学的学生们，

更应该特别小心地呵护自己地批判性思

考能力遭到扼杀，否则将造成非常大的

遗憾）、写作能力、社会责任意识、职

业素养… 其中的每一项都非常的重要

，而且是很多大学生在毕业的时候还严

重欠缺的。

既然如此，那就好好地利用大学四

年的时间吧！给自己一个阅读和锻炼的

计划；去勇敢地开口和陌生人交谈，去

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了解他们的故事；

去积极地参与几个有意义的社团，或者

组建一个自己的社团；去旁听各类入门

的课程，打开自己的知识面；去逼自己

跳出舒适圈，不要交那么多的酒肉朋友

，独立地应对挑战，并且和优秀的、志

同道合的人交朋友吧；去打工、实习、

省下零花钱，去旅游和探险吧！

前些天我参加了一个活动的面试，

被问到在美国的大学四年，最大的收获

是什么？我想了一会儿，觉得是包容二

字。我尽量避免过多和中国学生“扎堆

”，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理解华大里的

国际学生们背后的文化，去感受基督教

、天主、摩门教徒们的信仰，利用交流

访问、会议、采访、背包旅行各种机会

，去到20多个国家，认识当地的人，感

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我认

为避免“文明的冲突”需要包容的公民

和包容的国家，增加对整个社会和世界

格局的认识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顺

便说一句，去很多国家不需要很有钱才

可以做到的，很多人可以一分钱不带，

靠coachsurfing和打零工环游世界。你可

以有一百个理由不去做，但如果要去做

，那只需要一个理由，就是你真的想！

去年在东京UNIQLO实习的时候，

亲自面试每一位实习生的总裁柳井正曾

一度是日本首富，他年轻的时候在早稻

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也正是因为这

样的专业背景，他具有非常独特的视角

和眼界。他不喜欢看人的简历，常常会

问：你是哪里人？父母是做什么的？你

曾经在哪里生活过？你童年的时候做过

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他试图去从文化和

价值观的角度去理解一个人，因而会比

别人看到的更深刻。也许，这就是为什

么我认为大家需要多接触人、多关心时

事、多认识世界-有容乃大，包容让人成

为更出色的领导者。

四、做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自己没好

处

现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流行说“感谢

室友四年的不杀之恩”了，其原因就是

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机制让我们一直参

与非常盲目狭隘而且没有意义的分数攀

比，导致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出现了严重

的扭曲。生理上的教训就是现在学生的

体质的严重下滑和近视的大规模发生。

心理上，学生开始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

益不择手段，甚至杀害自己的同窗好友

，还有更多的人为了一些情感上的问题

选择自杀！什么样的问题值得我们牺牲

生命的代价呢！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说：我们的大

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

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

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

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

更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大批

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

已经进入到大学的各位，肯能深有

体会，身边很多人是这样的吧！他们真

的很聪明，有手腕，为了自己的保研、

留学、奖学金、竞选真的可以不择手段

。我在美国的体会是怎样的呢？我的国

际研究课上有不少同学，他们在朝鲜进

行过食品援助，他们积极地为无家可归

者筹集物资善款，他们去非洲帮助难民

解决用水问题… 这些伟大的国际主义

精神真的让我倍受感动，尽管很多人是

出于自己的信仰去实现他们的善举，但

不管信仰如何，这样的力量指引着人们

做真、善、美的事情，我们的社会就还

有希望。我在云南看到干海子村的小孩

儿们一年只能洗一次澡，几乎完全过着

原始人的生活的时候，深深地不明白为

什么同一个国家的教育可以差得那么远

… 我们这边有很多人为自己没考上一

本苦恼，那边的孩子上不上得了高中都

是个大问题。

我总是在想，我去做公益，你们真

的就觉得我不懂为自己捞利益那么傻吗

？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快乐，我们的

任何一个举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让自

己快乐，要么直接取悦自己（比如游戏

、吃喝），要么避免让自己陷于不快

（比如赔偿、减肥）… 但是你们想过

人的终极幸福来自于哪里吗？人的终极

幸福感来自于感觉到被爱和感觉到自己

的重要性。如果不去亲自参与公益，不

去亲自帮助那么一两个人，我想这样的

给予所带来的幸福感，是没有办法体会

的。正是因为这种对于最伟大的幸福的

追求，才会有屈原、鲁迅、南丁格尔、

甘地这样的人像灯塔一样照亮人类文明

的前进方向。这样的幸福，可不是豪华

的汽车别墅和万贯财富可以比拟的。

我一直很厌恶各种在网络上炫富的

行为，一方面，这样的人没有思想，只

有继承的一些财富和挥霍的暴发户习气

，另一方面，我们的国家这么的积贫积

弱，人均收入在非洲都只能算中等啊！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生活

，没有饥饿、战争，拥有住所、洁净的

饮用水、充足的粮食，是多少人做梦都

在渴望的生活啊！如果你知道这个世界

上，某个角落，也许就在印度活着非洲

，每四秒钟就有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因

为贫困而死，你还会忍性浪费粮食吗？

你还好意思去炫耀自己的包包和汽车吗

？收入分配还这么的不公平，这样的人

有什么资格炫耀自己的很可能是不法所

得的财富？施比受更有福，去关心一些

更大的事情，去帮助别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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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最新的全国人才流动大数据显

示，2016年杭州人才净流入量在全国排

名第一，甩开其他城市一大截。

不难看出，对于刚刚举办过G20的

杭州和海外华人精英来说，这都是一个

“窗口期”，一个彼此成就的黄金时代

已经到来。

猎头公司有简历库，我们有采访数

据库。

不过，这一次输入的筛选条件实在

有些严苛：

1.不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

2.不是踌躇满志的应届生，一般情

况下，海外履历越丰富，海归成本越高

，考量时会加入对教育、医疗等福利因

素的权衡，也更注重整体环境。

3.来杭工作时间超过两年。

4.供职于需求占比遥遥领先的IT行

业。

输入回车键，屏幕上跳出了我们今天

故事的主人公：中国“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阿里云云计算安全事业部高级数据安

全专家文镇。1998年获清华大学学士学位

，2004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

曾担任Google 的资深数据科学家，和

IBM T. J. Watson研究院的研究员。

用一个字概括：“牛”。

用两个字概括：“学霸”。

冷，是文镇对杭州的第一印象：“老

家昆明四季如春，在北京和美国时都有暖

气，杭州的冬天让我措手不及。”

同样地，离开家人、朋友和熟悉的

工作环境，一个人在杭州工作。文镇却

几乎没有时间感到孤独：“相比硅谷的

‘朝九晚五’甚至弹性工作制，国内互

联网行业节奏更快、更忙、更累，团队

和同事间面对面的交流也更多。”

这并不难解释。技术层面的改变，

中国速度早已受到全世界的瞩目，硅谷

也在学习来自中国的创新。

要不要回去？——海外精英们的心

里其实各有一杆秤。选择题，是作为学

霸的他们再擅长不过的了。文镇的一位

海归同事画过一个非常详细的决策树，

把回国接受offer和继续留美的分数进行

了对比，结果发现两边同分，后来又调

整了一些项目的权重，最后才做出来阿

里工作的决定。

文镇的选择也绝非一时心血来潮。

阿里的基础是电商平台，进而将触角延

伸至物流、娱乐、数据等领域，由此构

成的丰富和多元的数据生态，对于从事

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的工程师而言，有

着无可比拟的吸引力。

“此外，阿里的气质非常独特，它

更像是一个由很多创业团队的集合体，

有激情，有冲劲，拥抱变化，想到就去

做。”文镇说，即便是硅谷精英，也会

面临不小的挑战。

而作为一枚超级学霸，也一定是迎

难而上的。

更何况，扑面而来的工作强度，团

队作战的反应速度，带来的是实际可见

的产品迭代和世界级技术命题的突破，

以及，更大的成就感。

“在硅谷，我的定位是一个科学家

，在阿里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和积累，运

营能力、跨团队协同能力等方面也有了

不少提高。”文镇说，从科技导向转到

业务导向，目标更明确，“出拳”更精

准，不知不觉中做成了许多职业生涯中

“没想过的事”。

文镇在阿里云负责的是数据安全的

相关工作。目前中国有超过37%的网站

部署在阿里云上。客户将其数据和业务

放在云计算的平台上，阿里云就像一家

托管银行，体量庞大，责任重大。

阿里海归圈中广为流传一句话：

“回国是为了想

成就自己人生新

的高度，这样的

可能性，已经不

是在硅谷，不是

在华尔街，不是

在伦敦金融中心

，而是在中国的

杭州。”

现在，当硅

谷的朋友向他这

个“亲历者”打

听阿里和杭州 IT

产业的发展情况

时，他会在“有

意思”、“有挑

战”、“有意义

”之外，加一个

“ 有 期 待 ” ：

“公司周围总有

建造中的大楼，一开始我会抱怨噪音大

、空气差，但想到这片热火朝天的工地

可能会是海外精英的下一个聚集地，也

就释然了。杭州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重

镇，如果能在产业集聚性、人才密集度

上更进一步，不就能产生更多碰撞和机

会，不就更像硅谷了吗？”

文镇没有英文名。从2004年到2014

年，他用自己的名字“Zhen”，在硅谷

这座世界科技之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在阿里，他依然没有选择花名，而是坚

持用自己的本名。简单，而隽永，跟那

个0和1的世界，很搭。

阿裏雲海歸技術專家文鎮:
迎難而上的超級“學霸”

为了帮助孩子们

海归选择投身公益事业的原因有很

多，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有这样一批海归，他们用

实际行动去帮助孩子们快乐成长。

张静远曾在俄罗斯留学，学习电影

专业。她现在是澳大利亚ABC纸业集团

义工。她说：“我以前攀岩的时候不小

心摔下来，耳朵受了伤。所以我一直在

关注听力障碍者，并且帮他们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后来，我看了一篇报道

——澳大利亚ABC纸业集团的魏基成先

生在做慈善事业，向国内听力障碍者捐

赠大量的助听器。我就给他们写邮件，

申请加入他们的团队。因为国内的慈善

圈是相通的，后来我就接触到了关爱留

守儿童项目。”

祝翎芳在美国留学时经常参加各类

校园公益组织活动，回国之后选择加入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她想从

更专业的角度去解决社会问题，她说：

“我一直觉得，趁着年轻，与一群志同

道合的人一起干一番事业是一件很美好

的事情，特别是在公益领域。国内还有

很多孩子需要我们的帮助。”

戴令飞加入公益事业是受到哥哥的

触动。“我哥哥曾在美国留学，即将毕

业的时候，他加入了‘美丽中国’支教

项目，在云南保山支教了两年。和哥哥

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精神状态有

了很大的变化。他告诉我，‘在选择工

作时，想想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所以我回国后选择从事公益的相关工作

。”戴令飞说。

戴令飞在介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

助基金会的项目，创立到现在一直走接

地气路线。

工作多样而具体

“公益之事不分大小，关键是自己

有这份心。我想做点实事帮孩子们。”

张静远这样说，声音不大，却坚定有力

。

“我是学电影的，所以我根据河南

登封希望文武学校的真人真事拍了一部

电影《功夫爹》。这里的孩子是留守儿

童和孤儿，他们在学校上课，既有文化

课也有武术课。我是河南洛阳人，有空

的时候我会去学校做义工，比如给孩子

们讲一些课外知识，协助他们举办晚会

。上次我们的慈善团队给学校捐赠了电

脑教室和一批冬衣。有个孩子毕业之后

告诉我，电脑教室帮助他们学到了很多

知识。”张静远说，“做的事情能帮助

孩子们快乐成长，我很开心。”

祝翎芳在2016年度中国反拐公益联

盟宝贝回家活动中给志愿者做培训。

祝翎芳在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

金会负责编辑发行工作以及微博、微信

、官网的运营。“我的工作是让捐赠人

和社会公众去了解我们在做什么，保证

信息的公开透明。我是慈善公益事业的

工作者，我非常清楚自己肩负的社会责

任。”祝翎芳说。

戴令飞表示，“中华少年儿童慈善

救助基金会有一个9958儿童紧急救助项

目。它是24小时全国范围内的救助热线

。特别是针对受到紧急或意外伤害的孩

子，这个项目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拨

款。虽然钱不是特别多，但是可以用最

快的时间进行全面的帮助。我当时去看

望一个完成阶段性治疗的孩子。他年龄

不大，家境不是很好。因为家是外地的

，家人在北京也没有工作。家里的钱都

给孩子治病了。为了省钱，大人饿了就

去医院食堂吃剩饭。我去的时候，只有

小孩的妈妈在房间陪着小孩。孩子的妈

妈非常感谢9958项目给她的家庭带来的

帮助，说到最后她的情绪特别激动。我

很受触动，虽然钱数有限，但是能帮多

少是多少。”

想让更多人参与

儿童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留守

儿童和患病儿童，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关

注和照顾。现在，很多海归公益人士发挥

自己的力量，不仅帮助孩子们走出困境，

同时号召更多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

“文武学校，就是希望孩子们不仅

能学习文化知识，还能强身健体，保护

自己。同时，这里的武术精神也会让他

们更加坚强勇敢。这样他们长大了，会

觉得自己是有知识、有力量、对社会有

用的人，进而能帮助别人。而且现在长

大的孩子有自己创业的

，也有做武术教练的。

不仅能养活自己，而且

会去帮助别人，这让我

很感动。”张静远说，

“我拍这部电影的目的

主要是想告诉大家这样

一个真实的情况。以后

如果有机会，我想把孩

子们的故事拍成系列电

影，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来关注、关心他们。我

建议附近的大学生暑期

可以去支教，除了教授

文化知识，也可以教他们一些特长，比

如画画、舞蹈等。以一帮一的形式来帮

助当地留守儿童，给他们持续的关爱。

”

戴令飞说：“现在自媒体快速发展

，无线端用户增加，网民数量增加，宏

观条件变好，这种情况下做公益项目有

别于以前默默地做好事。比如像腾讯公

益这种平台，更多的是小额多笔的捐赠

。一方面筹集善款；另一方面在项目落

地后，通过定期推送文章，把有代表性

的社会热点话题呈现给社会公众。做公

益的同时，把这个过程阶段性地反馈给

公众，让公众看到虽然自己捐的钱不太

多，但是我捐的钱确实帮到了需要帮助

的孩子。而且因为之前一些不良事件的

影响，公众对做公益的人和公益行业有

些误解，缺乏信任。所以我们需要这种

反馈机制和信息公开透明，让公众放心

。但是这一观念的树立和培养需要很长

的时间，不过我有信心。”

如今，国内的公益事业迎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海归投身国内公

益事业，成为国内公益力量当中一股重要力量。为了帮助需要帮助的

儿童，他们无私奉献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海歸樂於做兒童公益海歸樂於做兒童公益
幫助孩子們快樂成長幫助孩子們快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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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来美 进衣厂学徒

我来自于广州市，毕业于当地知名历史老

校--广州培正中学。后来听周围的人讲在美国

好找工作，遂经过香港，于1980年来到美国，

那年我才20岁。刚来时我就进了一家专门负责

剪裁衣服的工厂(裁厂)做学徒，慢慢地学技术

，每天在拉布、剪裁布料中度过，同时也做杂

工。你问我学徒时苦不苦？肯定苦。但来美前

我已有了心理准备，也就不觉得这么辛苦了！

美国的制衣业分工详细且专业，刚来时我

进的是制衣业的裁厂，裁厂的下游厂家是负责

缝纫的衣厂。我在裁厂学徒3年，学会了技术

后，又离开工厂去做进出口贸易，一晃又是3

年。时间转到1986年时，以前的一个同事叫我

一起去开裁厂，那时我一边做进出口贸易，一

边经营裁厂。大约在1990年，我将贸易公司关

掉后，就专心做裁厂，这一干就是33年。

生意外移海外 本土厂萎缩

那时纽约的制衣业大多集中在曼哈顿中城

附近，位于百老汇大道至第九大道的34街至40

街之间，该区域也是世界著名的曼哈顿时装区

(Garment District)，集中了从设计、制版、染色

、裁剪、装饰到销售的整条服装产业链。

我负责的裁厂在47街，那时的地理位置算

是偏的。随着发展，曼哈顿的房租越来越贵，

由于时装区地处曼哈顿黄金地带，政府也不断

游说制衣厂搬迁。后来在租赁合同到期后，厂

子就搬到了布碌仑日落公园地区的一大道交58

街，和合作伙伴合办的另一家厂搬到了一大道

交33街，从那以后工厂就扎根在了布碌仑。

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

，美国很多制衣厂的订单往中国和东南亚外移

，生意流失得很厉害，而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也

越来越激烈，导致美国本土衣厂的利润大幅降

低。

之前纽约市制衣厂多得数不过来，光曼哈

顿唐人街就有几百家，后来倒闭的、关门的、

被淘汰的，存活下来的衣厂越来越少，由此也

让裁厂的整体规模不断萎缩。目前纽约市的裁

厂超不过百家，在布碌仑有一定规模的不足10

家。

靠管理要效益 保持竞争力

尽管如此，我依靠自己对裁厂的熟悉和几

十年的经验，再就是靠管理，来保持自己工厂

的竞争力。在管理上，我首先做的是人性化管

理，即和工人们打成一片，让自己和大家像一

般同事们相处。其实将心比心，自己也是打工

出身，所以理解工人们的心态。因此，这些年

在工人们碰到难题或事情时，能帮他们就尽量

帮他们。

另外，就是想方设法不让工人们停工。裁

厂的工人是按小时计酬，遇到生意不好时，有

的订单即使是没得赚，但只要能打平手，我都

接回来，为的是让工人们有活干，否则一停工

，工人们就没收入了。如此，大家相处时多为

对方着想，自然就会不一样。

而在硬件的管理上，我将每个部门分得很

细，每个人都负责到位，套用中国话说就是实

行“岗位责任制”，如此让工厂出差错的机会

减少，也让质量得以保障。另外就是按时交货

。如此工厂的信用做出来了，客人们有信心，

大家就能长期合作，也用不着满世界地跑找生

意了。

经过一番努力，尽管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但我的工厂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和水平。一

年间工厂有10个月在忙碌，淡季很少。所以目

前的我们不用担心客户，倒是客户担心我不干

了。

组建民安队 担纲总督察

2014年1月29日，布碌仑亚裔民安队正式

成立。那时，迁入八大道华社的华裔新移民高

达数万人，但治安却每况愈下，罪案多发不说

，还有一些西裔和非裔歹徒专门跑来八大道作

案，而且还大模大样地为非作歹，令华人成为

罪案的目标。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自己的

生活已经稳定下来，就想为社区做些事情，而

社区也正需要自己尽一份力。于是，柳宝枝、

我和黄伟昌等五个人一起商量要成立个民安队

来维护社区治安。

当时，队长柳宝枝提醒我们说做民安队很

辛苦，要付出很多，不要半途而废，否则就不

好了。而三年下来，民安队不仅做得越来越好

，并不断改进，制度、管理等各方面也越来越

规范。

在民安队刚成立时只有20多人，因为人手

少，我每周巡逻四次。 因第二天要忙工厂的缘

故，我就选择在晚间10点至12点于街头巡逻，

做餐馆的队友们因为下班晚，则在深夜12点至

凌晨2点值班巡逻。那时真是太忙了，忙得自

己连剪头发的时间都没有。民安队后来不断发

展壮大，目前已有四、五十名队员，我才改成

每周巡逻两次。

抓歹徒也紧张 不断立新功

每当夜幕降临，民安队队员驾车开始了一

次又一次的夜间巡逻时，一旦碰到抢劫等罪案

时，做为民间治安队，队里要求队员们不能下

车，在监视歹徒的同时要尽快报警。但我会下

车，尽管自己的内心也很紧张，因为你不知道

对方怎么样，也不知歹徒是否有武器，也不知

道会发生什么。但无论如何，我都要确保队员

们的安全。

2015年8月25日凌晨12时30分，我们协助

警方抓获了一名在八大道街头抢劫一名华裔青

年的西裔歹徒。当时受害的华青正沿着七至八

大道的48街独自步行回家，突然窜出4名十多

岁的西裔恶少将他围住，4人不但对华青拳打脚

踢，还抢走他身上手机和钱包等。

就在几人得逞后企图逃跑时，恰好我和队

友驾驶着民安队巡逻车闪着警灯经过这里。看

到我们的巡逻车后，那几人立刻四散而逃。我

和队友马上下车追赶，当场抓获了1名抢匪并

将其制伏，但另外3人却趁乱逃走了。随后我

们通过对讲机报了警，72分局的警员迅速到场

，将被我们制伏的抢匪逮捕，同时又传呼其他

警车去追捕另几个逃犯。

去年的6月6日晚间约11时，我带领着队

员们正在八至九大道的44街上巡逻，一名华妇

拦住了我们的车。经询问得知这名夜归的华妇

被抢了。当时华妇将车停泊在44街上，准备步

行走回位于附近的家中时，有一名西裔男子乘

其下车之际，冲向前抢走了她的背包，然后沿

44街步行逃往五大道方向。

得知案情后，我带着4名队员立即展开跟

踪。当时我们一边驾车缓慢地跟踪着抢匪，一

边致电辖管的72分局，并不断向警方报告抢匪

逃跑的方向。当抢匪逃到五大道交44街时，三

辆警车冲来将抢匪团团围住，劫匪只能束手就

擒。

回顾过去的3年，民安队协助警方抓获了

不少歹徒，不断立新功。而这和全体队员们的

共同努力、辛劳付出和默默地奉献是分不开的

。在经历过无数次风雨后，这支队伍也变得更

加成熟、坚强和勇敢！

家人全力支持 队友很团结

3年间民安队坚持不懈巡逻，每天送走不眠

之夜，已让八大道华社的治安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点从民众的反馈就能感知到。每次去警局

开会时看到那些变化的数字，和八大道一个日

渐平和的治安环境，我和队员们都颇感欣慰。

其实自己当初也没想到干民安队会这么辛

苦，以为只是巡逻而已。但民安队发展到今天

，不仅要为社区的平安保驾护航，还要和社区

互动，参与社区事务。队长柳宝枝不断地提醒

我们，要和社区相互支持。既然说得有道理，

那就要听。

而我呢，在保证工厂运转的同时，只要有

需要都尽量出来，与大家共同分担。但个人的

爱好就牺牲掉了，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也变少

了。像我之前喜欢钓鱼，尽管钓得不好，但有

时间会邀上朋友们一起出海。以前还爱和公司

的同事们打打小麻将，但现在这些都是过去式

了。

而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太太。太太是上海

人，但见过她的人都说她不是上海人的上海人

。我和太太结婚27载，多年来我一直很忙，成

立民安队后更忙，根本顾不了家。家里的事情

和抚养孩子都是太太一手承担，那时孩子小，

照顾两个孩子很辛苦的。而太太也从不要求我

去赚多少钱，只说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所

以我能有今天，一双儿女也长大成才，这么多

年都是太太的功劳。

3年下来，民安队也越来越规范，这些和队

长柳宝枝做事严谨分不开。而我们三个发起人

之间，除了有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看法外，在

日常工作中依靠合作和理解，由此让民安队做

的越来越好，也把家园守望得更加完美！

做公益收获大 人生有意义

从几年前开始，衣厂当年流失到中国和东

南亚的一些订单又陆续回到美国本土，原因是

中国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因此纽约的衣厂逐

渐复苏。但好景不长，政府又开始不断调高时

薪，去年是9元，今年11元，明年13年，后年

要涨到15元，让回流的一些利润空间又被挤压

，也让小企业的负担又增加很多。

但是做民安队却对我的工人们带来正面影

响，工人们知道我很忙，经常要出来开会，大

家都会很自觉地去做工。这让我很感慨，尽管

付出很多，但这些公益行为却让自己有了意想

不到的收获。

同时，我和队员们日夜在街头巡逻也对我

的孩子们带来正面影响。之前孩子们只知道

Dad忙，现在孩子们知道了Dad在忙啥，因此女

儿和儿子都支持我去做。小儿子前2年帮我们

做义工，现在18岁的他希望加入到巡逻队伍中

。但我说，你现在还小，过两年才可以，到时

爸爸不会反对。

我认为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尽管辛苦，但

让人生变得有意义了，也令自己的思想境界变

得不一样了。这是金钱难买的收获！究竟我还

能做多久？只要身体能撑得住，我还会继续干

下去！

陳慎佳 老板級的治安義工
陈慎佳，出生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来美

已经37年，数十年间他一直经营着衣厂，是一

名稳健而成功的老板。3年前，纽约市历史上首

支由亚裔组成的民间治安队--布碌仑亚裔民安队

成立，他担任了该支队伍的总督察。3年来的风

风雨雨，他白天忙工厂，夜晚驾车巡逻布碌仑

华人社区，每天在老板和治安义工的角色中转

换着并乐此不疲。

他说，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尽管辛苦，但

让人生变得更加有意义

在美被搜查
手機合法嗎？
当前美国海关和边境巡逻人员在美国机场的边境

检查站正搜查国际旅客的电话和其他数字设备，而这

一行为也引发了人们对数字隐私权的关注。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许多人对于官方要求旅

客提供他们智能手机或笔记本电脑等电子设备密码，

并检查其内容的行为存有不满，到底发生了什么？这

是合法的吗？

美国NASA科学家Sidd Bikkannavar因不愿解锁

手机在休斯敦边检被拘数日的事件使这一问题成为社

会焦点。据报道，出生在美国的Bikkannavar在休斯

敦入境时被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扣留，被施压要求交出

手机及其密码，而他的手机是NASA JPL 发的，技

术上说手机是 NASA 的财产，可能包含不能分享的

敏感材料。但特工坚持称他们有权搜查手机，在交出

密码前他不被允许离开，Bikkannavar 最终同意交出

了手机及密码，特工拿去检查30分钟后归还。

如果你面对同样的情况，你应让你的电子设备接

受搜查吗？而答案可能取决于你对这一行为的容忍度

，和你对隐私的敏感性，以及你是否认同搜查的原因

。不管怎样，首先你要确认这一行为的合法性，美国

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任何人的人身、住宅、文件

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查封，没有合理事实依据，不

得签发搜查令和逮捕令，搜查令必须具体描述清楚要

搜查的地点、需要搜查和查封的具体文件和物品，逮

捕令必须具体描述清楚要逮捕的人。”

执法部门是否可以未经法院许可而直接查看手机

中的短信或通讯记录？在2014年宣判的一起案件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这

一判决，对于保障公民的隐私和自由，以及犯罪嫌疑

人的权利，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官方是

否有权搜索其他类型的电子设备，如笔记本电脑和平

板电脑也许给予了否定，但只能说也许！

因为《美国法典》第19条第507款规定，如果有

必要的话，所有海关官员都有权要求任何人协助任何

由海关官员执行或管理的法律授权逮捕、搜查或扣押

，如果某人在没有合理理由情况下，忽略或拒绝协助

海关官员的适当需求，将被处以轻罪，或接受不超过

1000美元的罚款。

如果你被官方要求交出你的电话，你会怎么做？

对此，就像许多与旅行相关的事情一样，你只能做最

坏的打算，期望最好的结果。民主与技术中心的自由

表达项目主任Emma Llansó认为，在这一情况下，每

个人都应该提前想好，什么样的决定对自己是最有利

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Nathan Wessler指出，

对此人们总希望找到既合理又合法的回答，但有时候

合理与合法并不是一致的。

以下是一些你可能需要考虑的问题：

隐私对你很重要吗？首席大法官 John Roberts

在 2014 年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指出，现代手机不仅

仅是一种技术设备，也包含了美国人通常认为的隐

私生活，而这就是为什么也需要国内执法部门出示

搜查令进行搜查，而这一隐私保护问题同样也适用

于边境，这里就有一个思考点：你可能没有什么可

隐瞒的吧！也许你手机里的朋友和家人信息没有什

么可隐瞒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也许会很快交出手

机。但如果你的数字生活被人窥探让你感受到一种

与遭到家庭入室盗窃一样令人不安的感觉，甚至自

己的内内裤也被一览无遗，那也许你的感觉会很难

受。

你有多少时间应付这一麻烦？如果你是美国公民

，边境官员不能强迫你解锁你的手机，但如果你拒绝

，他们可以在有限时间内扣留你，但不能无限期拘留

或驱逐你。拘留的时间视情况而定，从几小时到几天

。关键是，接下来你是直接回家，还是需要搭乘联运

航班。

你可以短期没有你的电子设备吗？如果交出设备

接受检查，将意味着你的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可能

会被没收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这里只需要注意的是

，你的重要文件是否备份在云处理器上或保存在家里

的硬盘驱动器上，或是还有老式的记事本保存所有的

电话号码。

专家建议，为了减少因此带来的不便，旅行者因

尽量减少设备中的个人信息内容，将这些个人设备留

在家里也许是最安全的。为了避免麻烦，商务人士最

好单独使用一部无商业重要信息的电话，或在当地专

门买一个SIM卡用于上午联系，回美国前将其从手机

中取出。

你能忍受多少麻烦将取决于你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程度。总之，为了避免在旅行中遇到这些麻烦，最好

提前做好上述的一些预防工作。但无论你因此是错过

航空公司航班还是失去了你的电子设备，都要保持冷

静再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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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for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China to attract 
talent from their competitors in Silicon Valley.
Meanwhile, the anti-immigrant policy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not showing any signs of easing 
up. Recently, mayors of local governments expressed 
frustration over Trump's policies.

change.
The diplomatic and other 

efforts of the past 20 years                                                                                      
to bring North Korea to a point of 

denuclearisation have failed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e are exploring a new range of diplomatic, security, 
economic measures.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Tillerson told reporters at a joint press conference 
with his South Korean counterpart Yun Byung-Se. 
“Certainly we do not want to, for things to get to 
military conflict,” he said. “If they elevate the threat 
of their weapons program to a level that we believe 
require action, then, that option’s on the table.” 
Tillerson’s remarks came a day after he said in Tokyo 
that 20 years of efforts to denuclearise the North had 
“failed” and promised a new approach, without giving 
specifics.
The United Nations has imposed multiple sets of 
sanctions on the North over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mes, but Pyongyang’s main diplomatic 
protector and trade partner China is accused of not 
fully enforcing them.

China will be implementing new visa rules to foreign 
talent in the country by extending work permits to 
five years. This will change the old rule on one-year 
validity.
The new China visa rules will apply to workers who 
have been in China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and 
are employed on multi-year contracts. The policy is 
welcomed by Baidu chief Robin Li.
There will be "demonstration sites for innovative 
reform" in a total of nine cities and provinces. These 
sites will include Beijing, Wuhan and Hebei, and 11 
free trade zones in Tianjin, Chongqing and Henan 
Province.
Li believes that Beijing should relax rules on foreign 
talent to attract more to come in. This way, a top 
international talent that is ostracized by Trump's 
immigration policy will be more inclined to work in 
China.
The Baidu big boss also said that the opportunity is 

“North Korea is behaving very badly, 
they have been “playing” the United 
States for years. China has done little 
to help!” he said on his official Twitter 
account.
Just earlier in Seoul, Tillerson declared 
an end of US “strategic patience” with 
North Korea and warned military action 
would be an option if security threats by 
Pyongyang escalated.
“Certainly, we do not want things to get 
to a military conflict ... but obviously if 
North Korea takes actions that threaten 
the South Korean forces or our own 
forces, then that would be met with an 
appropriate response,” Tillerson told 
reporters.

Speaking to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rivately, 
Chinese diplomats said they had long been cautious 
about Trump and how much Tillerson’s visit could 
help with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East Asia.
“We are still scratching our heads to work out how 
to deal with Trump in the wake of the roller-coaster 
ride of China-US relations since he got elected,” one 
diplomat said earlier.
Instead of creating “a friendly environment” prior to 
his landmark visit to China on Saturday as was hoped, 
Tillerson had criticised China for exerting economic 
pressure on South Korea over the installation of a US 
missile defence shield known as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ce system (THAAD).
“While we acknowledge China’s opposition, 
its economic retaliation against South Korea is 
inappropriate and troubling,” Tillerson said. “We 
ask China to refrain from such actions. Instead we 
urge China to address the threat that makes THAAD 
necessary – that being the escalating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Xinhua, in response, issued a statement by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aying Beijing’s opposition to the 
missile shield was justified. (Courtesy www.scmp.
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weeted criticism of North 
Korea last week, saying the nation was “behaving 
badly” and blamed China for doing little to help, just 
a day before US State Secretary Rex Tillerson arrived 
in Beijing.
-----------------------------------------------------------------
Follow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North Korea is behaving very badly. They have been 
"playing" the United States for years. China has done 
little to help!
8:07 AM - 17 Mar 2017
5,8995,899 Retweets
21,38721,387 likes
-----------------------------------------------------------------

Related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ays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North Korea an ‘option 
on the table’
Military ac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nuclear-
armed North Korea is an “option on the table” if the 
threat from the rogue regime escalates, Washington’s 
top diplomat Rex Tillerson said Friday.
The strong comments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in 
Asia for his first foray into crisis management, appear 
to signal a sea change in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the 
isolated country.
Tillerson’s tour comes after a missile launch last week 
that Pyongyang described as a drill for an attack on US 
bases in Japan.

The US has 28,000 troops stationed in South Korea 
to defend it from the North, but the capital Seoul is 
within range of Pyongyang’s artillery and analysts 
believe any conflict could risk rapid escalation and 
heavy casualties
Even so, Tillerson announced the end of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atience” – the stance of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under Barack Obama.
Under that previous policy, the US ruled out diplomatic 
engagement with the North until it made a tangible 
commitment to denuclearisation, hoping that internal 
stresses in the isolated country would bring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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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rump rally in Seattle, Washington.

Baidu's CEO Robin Li says China should attract foreign 
talent that Trump does not want in the U.S. (Photo/Getty 
Images)

President Trump has publicly expressed his displeasure with North Korea.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ith General Vincent 
Brooks and deputy Commander of the Combined Force 
Command General Leem Ho-young. (Photo/AP)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peaks as 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er Yun Byung-Se looks on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in Seoul last Friday. 

Trump Tweets: 
“North Korea Behaving Badly, China Not Helping.” 

Trump Bans Immigrants – China Takes Advantage
By Extending Visa Rules To Five Year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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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a Fe Mayor Javier Gonzales said, "We know 
that having welcoming, inclusive societies in our 
communities is the key formula for having a higher 
quality of life and more productivity when it comes to 
the economy."
The mayor spoke about the U.S. President'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immigrants in Santa Fe. 
President Trump wants mayors to help the police in 
arresting illegal aliens.
Philadelphia Mayor James Kenney said, "If you 
participate in enabling the bully and give them support 
to be a bigger bully than they already are, then you are 
a bully, too."
He added, "I'm not going to throw any of our 
immigrant community under the bus because we have 
a president who is a demagogue." (Courtesy n.yibada.
com/articles/)



休城社區 BB88

休城工商

的路面上行駛所消耗的油量要多；車在沙、

土質路面比在水泥、柏油質路面上行駛耗油

要多；車在鬧市區行駛比在郊區行駛耗油要

多。鬧市區路況復雜，車又經常遭遇交通堵

塞，車速較低，而郊區相對路況較好，車能

保持經濟速度行駛。其次，應經常檢查氣缸

壓力變化情況、火花塞工作情況及燃油系統

工作狀態，發動機是否選擇了理想的混合氣

濃度和得當的點火提前角，這些都是決定汽

車油耗多少的關鍵。 

43、前風窗玻璃冬季起霧。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在冬天駕駛車輛，特別是幾

個人剛上車時，前風窗玻璃內側容易起霧而

影響視線，即使不斷地擦，還是不斷地有

霧，特別影響行車安全。下面簡單介紹快速

除霧和防霧的方法：快速除霧時可打開空調

開關，將出風口選擇旋鈕到吹前風窗玻璃的

機遇只屬於有準備的人，其實十萬年薪不是夢！

（本報記者黃梅子） 昨天剛好看了馬雲在
達沃斯的演講，馬雲提到他喜歡阿甘，喜歡他
的永不言敗、純粹、永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很多人也欣賞阿甘的這種品質精神，但是又有
幾個人做到了呢？不同的是馬雲做到了。馬雲
說他喜歡裏面的一句話：人生就像巧克力，你
永遠不知道下一塊是什麼味道。很多人都知道
這句話，但是又有幾個人真正的領悟這句話而
付諸了行動？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隨隨便便成
功的，成功總是留給足夠努力、勇於挑戰自我

41、車輪圈發黑。 

故 障 判 定： 假 故

障。 

原因分析：車輪圈發黑的原因是製動器

在製動時，制動卡鉗與車輪盤相互摩擦磨下

一些炭粉，這些炭粉如不及時清除，因為車

輪的鋁合金輪圈也會發熱，這些熱量致使炭

粉在鋁合金輪圈表面結焦，就變成了一層深

咖啡色的堅硬表層，用水無法總掉。因為前

輪制動時，車輛重心前移，所有的重量都往

車頭集中，造成前製動負擔較重，這就是前

輪制動器所磨下來的炭粉比後輪多很多的緣

故，要避免這樣的現象，就要勤沖洗輪圈。 

42、駕駛同一品牌的車，為何別人的車

燒油少，而自己的車卻燒油多。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首先，車在凹凸不平的、坡

陡彎多的路面上比在平直坦蕩光滑摩擦力小

汽車維修大全（十三）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位置，關閉或減小三個以上出風口，將風量

調整旋鈕轉到合適的位置。如果外界空氣乾

燥、空氣良好，應選擇從車外進氣，反之可

以選擇車內空氣循環。將溫度調節旋鈕轉到

合適的位置，使車內溫度感到舒適。玻璃防

霧使用專用的玻璃防霧劑，超市或汽車用品

商店有售，價格也不貴，效果很好。如果沒

有專用的玻璃防霧劑，也可以使用家用的玻

璃洗劑或洗潔劑來代替，將它潤濕乾淨的擦

布，擦拭風窗玻璃的內表面，再將玻璃擦拭

乾淨後也可以起到防霧的作用。 （未完待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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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也許有人會說，我太老了。還有人會說，

我沒讀過大學。可能還有人說，我的專業很冷
門，找不到工作。現在，就有這樣一個機遇，
只要你夠努力，其他都不是問題！只要學習
3-6 個月，就能成為 Cisco 網絡工程師，年薪
達到 10 萬美金！

Lanecert.com 是一家總部位於達拉斯的電
腦工程師培訓學校，目前剛剛進駐休斯敦。如
果你曾經選錯了專業，或者讀書時 GPA 不夠
理想，一直沒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又或者屢
次被各公司以沒有工作經驗拒絕。在了解了
LaneCert.com 的 Cisco 網絡工程師培訓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一切都不會再是問題！

據 LaneCert 的劉校長介紹，LaneCert 培訓
機構是一個網絡工程師的專業培訓機構，其導
師都有十至十五年的工作及教學經驗，培養出
大量計算機類精英人才。眾所周知，電子高新
技術區域一直人才短缺，技術人員供不應求。
而在其中 CCIE 這種職業人員更為突出。全美
統計，Cisco 互聯網專家 CCIE 只有 1 萬人，
而這種高新技術人員正為各大公司所急需。
Lanecert 培訓機構作為一個專業 CCIE 培訓機
構，可以指導你進行 Cisco 專家培訓，在短時
間內突破技術障礙，考過專業證書，十萬年薪
不再是夢！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多人可能要打退
堂鼓了，認為這是高科技，很難學。其實，事

實完全相反！這也正是 LaneCert 最大的優勢！
零基礎，任何人都可以

學，而且包學會！其一，Cisco 互聯網程
序相對獨立，對於知識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
要求，任何人只要想要改變便都能達成目的！
其二便是速成但是保質，幫助你在 3 到 6 個月
的時間內完成現在到 Cisco 專家的轉變，並且
保證了你的知識框架技能完全勝任這個工作！
其三，LaneCert 的導師曾在中國任教，比之外
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學習思維方法更為了解，也
研究出了有一套獨有的教學方法，教學效率極
高！其四，教學時采用小班教學的方法，保證
每一個學員都有被充分的關註，及時解決學習
上的困惑，教學質量得到保障！其五，如果實
在擔心自己考試發揮失常，LaneCert 承諾免費
重修課程直到考到執照為止！而且 LaneCert 承
諾幫助找到年薪十萬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工
作，LaneCert 雇傭你！

很多人想要過好日子，但是卻妥協於懶
惰、安於現狀，不想努力。失敗了就抱怨自己
命不好，其實，不是你命不好，是你不夠努
力，不夠勇於挑戰自我。打敗我們的不是事物
本身，而是我們自己。同樣的，成就我們的，
也是我們自己！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發奮努力，永不嫌
遲！所以，趕快行動吧，朋友們！

也許這就是上帝送給你的改變命運的機
會，你，能抓住嗎？ Cisco 互聯網專家培訓

CCIE，隨到隨學，試聽免費。
LaneCert 是經美國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

校，失業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休斯敦分校
即將開學，如果你沒有工作、留學生要找到
工作辦身份、或者對現有工作不滿意，請來
LaneCert，給世界一個證明自己能力和價值的
機會，世界將回報給你十萬以上年薪！

LaneCert 休斯敦分校
地 址：12989 Bellaire Blvd #4, Houston, 

TX77072
電話：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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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國華人石油
協會(CAPA)誠摯地邀請所有會
員、朋友和贊助商以及你們的
家人到 「熊溪先鋒公園(Bear
Creek Pioneers Park)」 參與
我們舉辦的春天野餐，一起享
受美味燒烤和戶外活動。

野餐時我們准備了燒烤
（BBQ購自Goode 專門服務
店）、色拉、水果、零食和飲
料。將為成年人舉辦高爾夫和
排球比賽，同時也為孩子們准
備了呼啦圈，飛盤和跳繩等游
戲。
時間: 2017年4月9日（星
期日）上午11點至下午3點
地點: 熊溪先鋒公園6號亭
；熊溪路邊Bear Creek Pio-
neers Park, Pavilion 6 (by
Bear Creek Drive)；風雨無阻
(Rain or Shine)

公園地圖: 見附圖。活動
當天，進入公園後會有指示牌張貼
在馬路邊。
活動安排:
• 早上11時至中午12時：登記參
加活動和領取午餐券 （同時在現場
我們也接受新會員的入會注冊）
• 中午12時至下午1時：午餐時
間。憑餐券領取購自Goode 專門服
務店的午餐。因為野餐時間有限，
請務必准時到達。
• 下午1時至3時：自由活動
- 成年朋友可以參加排球或高爾
夫球比賽活動。

- 兒童們的游戲包括有跳繩，飛
盤和呼啦圈等。
網上報名和費用:
• 2017年4月2日之前在網上注冊
報名：成人午餐券：會員每人$10；
非會員每人$15，兒童午餐券每人$5
。
• 2017年4月2日之後在網上注冊
報名：成人午餐券：會員每人$15；
非會員每人$20，兒童午餐券每人$5
（價格不變）。
• 網上報名截止日期︰2017年 4
月7日，星期五，下午10時

注意事項:
• 請在美國華人石油協會官方網
站http://www.capaus.org 上報名和
支付款項
• 請各位家長在活動期間照顧好
你的孩子，並注意安全。
• 如果您只想來和親朋好友見面
，享受一段輕松的時光，不需用餐
，歡迎您來參加我們的活動，不需
要繳任何費用。
如有問題請聯絡：

向靜jing.xiang6@gmail.com
戴柏青dibal@sbcglobal.net

休斯頓第二屆中美投資對接大會於休斯頓第二屆中美投資對接大會於55月月1616--1717日舉行日舉行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美國華人石油協會20172017年野餐會通知年野餐會通知

（本報訊）由美中創新聯盟（UCIA），中國科學技術交流
中心(CSTEC)主辦。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中華人民共和
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德克薩斯州政府、休斯頓市政府，是休斯頓
支持單位。美中創新聯盟、北京五洲融合創新產業戰略研究院承
辦單位。大休斯頓合作委員會、休斯頓技術中心、德州旅游與經
濟發展局、德州醫學中心、美國國家可持續發展中心、中國國際
科學技術合作協會、中國旅美科技協會、中國旅美專家協會、
1898俱樂部、萊斯恩創新生物醫藥投資咨詢有限公司、奧斯丁
亞裔商會、大奧斯丁商會，共同聯合協辦。

為進一步推動、深化中美創新合作，在科技部國際合作司的

大力支持下，現擬於2017 年1 月-11 月，在美國及中國舉辦一
系列活動，持續推進中美之間的創新合作。其中5 月16 日-17
日，將在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敦市舉辦第二屆中美創新與投資對
接大會。在5月15日舉辦“創之星”（InnoSTARS）中美創新
創業大賽初賽。“創之星” 中美創新創業大賽休斯頓初賽作為
大會的重要內容。擬邀請5個領域150個項目參加初賽，並與中
國投資者對接，最終每個領域選擇10家，共50家企業進入分領
域決賽。主辦方將資助進入分領域決賽的美國企業到 中國參賽
，並為參賽企業免費提供中國三個城市專業的一對一商務洽談服
務，對接洽談的中國潛在合作伙伴不少於20家。對接領域:醫療

健康和生物技術、先進制造和新材料、可再生能源和環保科技、
信息和通信技術、農業技術和食品安全。會議規模:大會擬邀請
中方約150家相關領域實業公司（主要是醫療器械、數字醫療、
生命健康、生物醫療、IT、互聯網、環保、新材料領域和，有投
資收購國外高技術公司意向的龍頭企業）、投資公司和創新載體
的約200名參會代表赴美，美方高技術企業和機構150家左右，
參會代表總人數在500以上。

大會網址:cn.uschinainnovation.org

2017 Spring Chinese Folk Concert
Houston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Group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Belin Chapel 
Address: 7502 Fondren, Houston, TX 77074  May 6 Sat 7:00pm

琵琶大型协奏曲“花木兰”
经典京剧曲牌“夜深沉”

金嗓子虞晓梅与小提琴大师邂逅
中西乐器展现东方优美旋律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陳家杰會長美國華人石油協會陳家杰會長((右二右二))、、張世曉副會長張世曉副會長((右一右一))、、金虹財務長金虹財務長((左一左一))誠誠
摯地邀請所有會員摯地邀請所有會員、、朋友和贊助商以及你們的家人朋友和贊助商以及你們的家人44月月99日上午日上午1111時到時到[[熊溪先鋒熊溪先鋒
公園公園]]參與我們舉辦的春天野餐參與我們舉辦的春天野餐。。((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