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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法治天地

28日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森林公安

局新闻办获悉，该局勐腊森林派出所近

日查获一起非法狩猎案，在抓捕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竟把民警当猎物打。

3月27日凌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

森林公安局勐腊派出所的民警接到群众

匿名电话报案称：“在勐腊县南贡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人在打猎”。接到

报案后，勐腊派出所立即组织民警前往

案发地点调查。凌晨1时，民警刚到山

脚，就听到了山上的保护区内传来枪响

。随即，民警在进出保护区的出入口秘

密布控，等待狩猎者归来。随着时间一

分一秒的流逝，在出入口蹲守了近一个

小时后，民警仍然没有发现狩猎人员踪

迹，甚至连枪声都没有再响过。为了防

止狩猎人员从其它出口逃离，民警决定

兵分两路，一组人继续在出口蹲守，另

一组人进入保护区搜查狩猎者踪迹。因

担心狩猎者看到亮光躲藏起来，进入保

护区的搜查组民警关闭手电，摸黑进山

搜查。

凌晨的保护区内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但靠着对保护区地形的熟悉，民警们顺

利进入保护区展开搜查。半小时后，在行

进到一个斜坡坡底时，民警们突然看到斜

坡上有一束亮光。民警初步判断该亮光就

是狩猎者所带头灯发射出的光线。由于民

警正处于斜坡坡底位置，对抓捕十分不利

，民警决定暗中靠近狩猎者后再实施抓捕

。正当民警向狩猎者靠近时，突然一束亮

光向民警扫来。说时迟那时快，为防止暴

露位置，身手敏捷的民警们随即寻找有利

位置隐蔽卧倒。可正当民警卧倒的同时，

一声枪响响彻了保护区，子弹正中一位民

警上方的树枝。

民警听枪声判断，狩猎者所持枪支

是每次上膛填药只能击发一次的射钉枪

。民警立即亮明身份，打开手电追击狩

猎者。在听到是警察后，狩猎男子掉头

朝着出口方向逃跑。与此同时，正在出

口蹲守的民警听到了枪声和呐喊声后也

展开对狩猎者的围捕。经过搜查组和蹲

守组的前后夹击，二十分钟后，这名狩

猎者在保护区出口200米处被擒获。民

警当场在其身上查获射钉枪1支、子弹

26枚及被猎杀的半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动物毛耳飞鼠死体。

经警方侦查查明，3月26日下午，

家住勐腊县龙林村委会的李某因闲来无

事，便携带从老挝购买的射钉枪进入当

地人称“南贡山”的保护区狩猎。当晚

22时，李某在保护区内成功猎杀到一只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毛耳飞鼠。在将

毛耳飞鼠拔毛烤着吃完一部分后，李某

继续在保护区内狩猎。3月27日凌晨2

时，李某行进在一个半坡上时，隐约看

到几个黑影。由于天太黑，加之李某在

烤吃毛耳飞鼠时喝了一点酒，误把正在

潜伏的森林警察当做猎物，开枪射击。

所幸民警及时发现李某踪迹卧倒，加之

李某也没来得及瞄准就射击，所以并未

击中民警。

目前，李某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雲南男子保護區內持槍狩獵

竟把民警當獵物射擊

公司开垮了，欠账596万元的“老

赖”换个马甲又当上“董事长”，还西

装革履又堂而皇之开起了新公司，还高

朋满座举行了个说明会，不想，这个董

事长原来是个“老赖”。3月29日上午

，昆明市官渡区法院执行局法官接到线

索，准备在新公司活动上对该名“老赖

”强制执行时，得到内部人员通风报信

的“老赖”翻越两米多高的铁丝网围墙

匆匆逃脱。

当天下午14时30分，逃脱的“老赖

”没露面，其代理人出现了，他找到执

行局法官，当场履行了其中30件涉及劳

动争议的案件，标的为36万余元。

法官强制执行遭阻拦

3月29日上午，云南网记者和官渡区

法院执行局法官法警一起来到昆明市滇

池旅游度假区某酒店活动现场，法官将

对“老赖”李光灿执行强制执行。记者

看到入口处有6名保安站成两排维护秩序

，所有嘉宾需凭请柬和嘉宾证入场。

9时15分，法官亮明身份准备入场，

欲对李光灿进行拘传，却被一名自称是会

议负责人的男子挡在门外，该男子称这样

进去会影响会议进行。法官说：“我们是

来执行案子不是针对会议的，法院确认要

强制执行的人员李光灿就在会场里面，他

作为董事长要进行现场致辞。”

男子说不认识李光灿这个人。“会

议邀请函上有这个人的名字，职务是公

司董事长。”法官说。男子在看了李光

灿照片后只好说：“这是我们临时聘用

的。”“董事长也有临时聘用的？”法

官说。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不知道他

为什么来开会，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

致辞。”男子说。

9时35分，经一番交涉，官渡法院

执行局一名法官先进去与李光灿交涉。

为避免打草惊蛇，执行局法警守在门外

。9时45分，法官出来说会场内已经找

不到李光灿本人。

据法官介绍，被执行人李光灿在会

议举行前还坐在第一排，有几名申请人

进去的时候可能被发现了，得到内部人

员通风报信的李光灿迅速“消失”，会

议的“董事长发言”环节变临时成了

“监事长发言”。

明明确认李光灿就在会场，难道他

还会飞？法官随即调取了酒店的监控。

监控显示，9点19分，一名男子从会议

的后门处溜走，攀爬后门旁一道近2米

高的铁丝网栅栏，迅速逃离现场。经过

辨认，此人正是李光灿。

“这个‘董事长’也是蛮拼的。”

法官说。

记者看到，后门铁丝网栅栏上竖着

尖锐的铁蒺藜和尖刺，外侧离地足足有

两米高，从这里逃走还是需要极大的勇

气和技巧的。

欠账596万元“消失”又成立新公司

原来，张某等31人诉昆明某农业公

司案件31件，其法人为李光灿，总涉案

标的人民币596万余元。其中30起为劳

动争议标的，合计36万元，另外一起为

欠债500多万。

“该公司长期躲避债务，公司及法

定代表人李光灿逃避执行情节恶劣。”

官渡法院执行局副局长邹序金介绍，此

前执行干警已去过李光灿的公司，现场

已“人去楼空”。

3月28日晚上，申请人向法院提供

线索，该公司已没有实际经营，其法定

代表人又重新设立一家公司，并且在3

月29日上午将在昆明某五星级酒店举行

大型代理商会议。随后，官渡区法院执

行局准备29日一早到会场，对李光灿进

行拘传。

9时50分，从会场“溜走”的董事

长李光灿接到法官的电话时回复说，自

己有事要去临沧，已在去机场的路上。

“如果你现在去临沧的话我们会请

民航公安在机场等你。你有案子要执行

，不能坐飞机。”法官称，并要求其立

即到法院去对账履行义务。

9时55分，李光灿再次回复法官电

话称自己这几天都没空。

“今天你不能来？那你到底要哪一

天来履行法院判决？”法官问。李光灿

先是称自己4月5日上午才有空，随后约

定当天下午14时许到法院处理此事。

截至记者发稿时，李光灿的身影仍

未出现在法院。

云南网记者官渡区法院了解到，下

午14时30分，李光灿委托了代理人到法

院对看看果业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进行

了统计，当场履行了其中30件涉及劳动

争议的案件，标的为36万余元，并表示

其余涉及民间借贷的案件，将在4月初

与申请人联系达成协议并及时履行。

云南网记者将继续跟踪此事进展。

“董事長”欠債596萬
新公司大會上爬鐵絲網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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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33親子教育

乳头肿大?千万不能挤!

曾看到过一则新闻：一个女宝

宝因被家人“挤乳头”导致乳腺重

度感染，乳芽腐烂，有可能一侧乳

房缺失不发育!你说这是何必呢!想想

都心痛!

老一辈人经常说：女宝宝出生

后，要尽快给她挤乳头，否则会导

致乳头凹陷，影响成年以后的哺乳

啥的。拿这事儿问老妈，老妈说当

初她不忍心，让我姥姥给我挤的

……

正确做法：事实上，无论男宝

宝还是女宝宝，在出生 3～5 天后

，都可能会出现乳腺肿大甚至少量

泌乳的现象，这都是正常的。

这是由于宝宝出生后，来自母

体的雌激素和孕激素骤然下降所引

起的，一般 2～3 周就可以自然消

退，根本不需要给宝宝挤乳头。

白色分泌物?莫过度清洗!

后台很多宝妈会问这个问题：

宝宝下面有白色分泌物怎么回事?需

要经常擦洗吗?

宝宝的外阴部有时会有一些白

色的分泌物，这也是正常的生理现

象，并不是「脏」。

有研究表明：女婴阴道的这些

分泌物中含有能杀菌、抑菌的物质

，不仅无害，还能保护宝宝的阴部

免受细菌的侵扰。

所以，这不是什么坏现象，也

不必大惊小怪，如果你过分擦洗它

，反而会增加局部感染的风险，还

可能因为清理过度造成局部黏膜的

损伤。

正确做法：在对宝宝外阴进行

护理时，可以用流水清洗、用干净

柔软的毛巾轻轻擦拭，或者用清洁

棉签蘸温水轻轻擦拭，不容易洗净

的地方不要急于擦净，可以每天用

温水清洗，逐渐软化，慢慢洗掉。

阴道出血?别乱用药!

女宝宝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天，

爸妈们可能会发现宝宝的纸尿裤上

有血，好像月经一样。这种情况叫

做「假月经」，属于正常的生理现

象。

宝宝在妈妈肚子里时，体内的

激素水平会受妈妈的影响，出生后

宝宝的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子宫

黏膜就会发生脱落出血。

这种阴道出血一般量比较少，

持续时间很短，一般 4～5 天就会

自然消失。

正确做法：遇到这种情况，爸

妈们先不要惊慌，用清水正常清洗

就可以，不要用药物，也不要用什

么洗液给宝宝清洗。

如果出血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或是出血量比较多，那就需要找医

生检查看有没有别的问题。

阴唇粘连?别急着分离!

听到自家宝宝阴唇粘连，大部

分父母都会感到恐慌，以为得了什

么怪病，希望尽早处理。

以至于小小年纪就给孩子做手

术、打麻醉甚至吃很多对身体不利

的激素类药物，折腾身体。

但其实，3—6岁的女童中，至

少有 12% 存在阴唇粘连的现象。这

是由雌激素水平引起常见生理现象

。

所以，何必着急的分离阴唇呢

。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只有当宝

宝感到不舒服或出现症状，又或频

繁出现泌尿系感染，那么才需要分

离阴唇。

正确做法：1.稍微等一等，就会

不药而愈。大多数阴唇粘连的现象，

会在宝宝 6～18 个月的时候消失，

虽然少数可能到六、七岁还没分开，

但基本上到了青春期前后，雌激素水

平上升，粘连就自然分开了。

2.等到宝宝长大，用得着阴道的

时候再分离，区别并不大，宝宝承

受的恐惧和痛苦还会小得多。

生個女寶寶 請不要對她做這些
我们身体的任何部位都被大自然精心设计，细心雕琢，会随着

年龄和需求逐渐变化。所以，我们对新生宝宝的一些身体异常的担

心，往往是多余的。

如果胡乱听信谣言，强行干预，稍有不慎就会起到反作用。尤

其是宝宝私密处，更要注意用科学的方法护理，尽量避免给宝宝造

成不必要的伤害。

今儿我们先来说说女宝宝。

对每一个父母来讲，早上时间

紧，叫孩子起床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然而，小编发现，大多数父母早

上叫孩子起床是那么的“简单粗暴

”，时常带有冲动易怒的情绪，采

用惊醒的方式喊孩子起床。这种粗

暴的方式往往带给孩子带来极糟的

影响。

冲进房间，大喝一声“七点了

，还不快起!”这种指责性的叫醒行

为、语言，很容易把孩子的睡眠安

全感夺走，加上大噪音的惊醒，足

以摧毁孩子幸福的早晨。

一把拉开孩子的被子。这种方式

不仅破坏他睡眠的安全环境，而且

温度的变化，会突然袭击神经系统

，还有身体。

温柔大法
唤醒不愿起床的孩子

轻抚叫醒 小懒虫睡眠真好，睡

得深、不易叫醒。我们可以轻轻抚

摸TA的小手，或者轻轻吻TA的小

脸颊，动作一定要温柔、轻缓，以

刺激孩子的神经系统。如果孩子睡

眼朦胧还不愿意醒来，我们还可以

给TA挠痒痒。当孩子缓缓蠕动并睁

眼时，微笑注视他，说声“起床喽!

”即大功告成!

轻唤叫醒 用童趣的语言叫醒孩

子。例如叫孩子起床时可以说：宝

贝，你看太阳公公起床了，小鸡、

小鸟要做早操了。然后就学公鸡、

学小鸟叫等。如：听大公鸡在打鸣

，它在喔、喔、喔的叫你快起床，

小鸟在树上叽叽喳喳的唱歌，它唱

早上空气真好。这时孩子多半会愉

快地起床，急着穿衣服，穿鞋子，

要上幼儿园。

又或者小声唤孩子的名字，然

后说：“现在想起床吗?”征求孩子

的意见，会让睡眠中的孩子感觉到

安全和体贴。当孩子微睁双眼点头

时，给他一个微笑，然后静静走开

，让孩子无干扰的完成启动。

使用光线叫醒 这是一种最经典

的做法。如果你有可调光的台灯，

可以逐渐调亮台灯，然后开着它,悄

悄走开即可。光线会替你叫醒他的

，因为人类从远古时代，就是被光

线叫醒的，光线会唤醒视觉系统，

由它传递信号给潜意识，并叫醒脑

部，启动四肢，这是最自然的一种

醒来方式。即安全又有效，完全不

需要你费力。如果家里没有这样的

台灯，缓缓地安静地拉开窗帘，也

一样有效。

使用音乐叫醒 机械的闹钟铃声

容易让美好的早晨变得烦躁。所以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舒缓的乐曲，

并用小一些的音量，通过听觉系统

传达信号给脑部，使孩子醒来如果

有一些特殊环境音，比如清脆的几

声鸟叫，小溪潺潺等也不错哦!

使用早饭香气叫醒 用饭香刺激

宝贝嗅觉。妈妈们还可以把香喷喷

的早饭悄悄放在床头柜上，香味会

通过孩子的嗅觉系统，给大脑温柔

的传递“该起来吃饭”的信号。当

然，用香气怡人的鲜花也可以达到

此效果。

给孩子起床缓冲时间 不要要求

孩子在你下达指令的那一刻就弹起

来。切换与启动的时间因人而异，

有人需要五分钟，有人需要十分钟

，有人需要二十分钟……请根据这

个时间，决定你去叫孩子的时间点

，给孩子充分的起床时间。保健专

家建议，人起床时最好先睁眼躺十

分钟左右，再坐起来，有助于身体

健康。

宝贝不起床 这样温柔叫醒最棒

一

李明在酒店的大厅坐着，昂贵的

黑色修身西装已经被他的啤酒肚撑得

像一个气球，看着倒不如几十块的地

摊货。虽然才三十出头，可是他的头

部中间的头发由于由于长期加班已经

日渐稀疏，大厅中央的水晶吊灯璀璨

耀眼，他的心情忐忑而激动。

同学会刚散场不久，他遇见了大

学时代自己的女神何莹，他们自从毕

业后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而在在上大

学时交流也并不多，何莹的姿色虽然

算不得数一数二，但李明味她的身材

和气质所折服。

何莹麻烦他在这里稍等片刻，她

告诉他，想要和他多聊一聊。现在的

她多了一丝成熟女人的魅力，举止投

足间，李明似乎又看到了当年那个青

涩、活泼、可爱的美丽姑娘，此刻他

开始有了一丝丝妙不可言的幻想。

二

“不好意思，刚和室友说完话，

让你久等啦。”何莹从门外走了进来

，一袭红色风衣衬托着她的身姿分外

曼妙。

“没事，等待女神这是我的荣幸

！”李明说。

“呵呵，几年不见，说话越来越

甜了。”何莹向他伸出手。

“几年不见，你也越来越漂亮了

！”李明假装淡定的轻轻握着何莹的

手，洁白如玉，酥软滑嫩，他的心快

要醉了。 何莹一边笑着一边抽出手

来，二人向酒店外走去。

从何莹的着装打扮完全看得出来

，她当下的生活条件非常不错，只是

尚未听说她结婚的消息，她的家境也

算不上富裕，如何在这几年时间里做

到如此成功，李明的心头充满了疑惑

，但他并没有问何莹这个问题。

自惭形愧放在此时的李明身上再

合适不过，美丽大方的高挑女子身边

的他，大腹便便、头发稀疏，脸上也

有了明显的肥肉，走起来路来那些身

上的肥肉如海边的海浪，被风吹得一

层层跳着叠起来。

二人在酒店外的街道上散了会步

，聊了聊大学时代的趣事和近些年的

生活情况，都默契的未曾谈及各自的

伴侣。

三

李明自从上次同学会回家后，总

是会想起何莹那张动人的娇颜，心里

像是被猫爪子挠个不停，他不知道何

莹为何会约他一起散步，难道只是因

为老同学的关系？或是自己现在有了

男人成熟的魅力？上次二人只留了各

自的号码，并没有互相加上微信，他

现在后悔不已，找不到任何理由去联

系何莹，总不能给对方发个短信：今

天天气真不错，哈哈哈！ 尤其每当

李明自己的结婚七年多的妻子时，他

更觉得生活太过无聊乏味，这七年多

以来，妻子对他和家庭都可谓尽职尽

责，在照顾他们的孩子上更是细心周

到，但她毕竟慢慢老了，再过些年就

要真正变成一个黄脸婆啦，李明越想

越感到沮丧。

三十多岁的男人出轨就如小猫偷

腥一般，实在太正常不过，何况自己

只是有这样的想法而已，他开始和妻

子发起无缘无故的小脾气，妻子只当

他是工作上不太顺心，也没在意，还

反过来安慰他。

李明焦躁不安的等了三天后，就

在他准备主动联系对方时，何莹打来

了电话，约他出去见个面。

四

“老同学！见到你很高兴！”何

莹今天画着淡妆，唇上的淡橘色口红

温暖可爱，落地窗外的午后阳光洒了

进来，照在何莹椭圆形的水晶耳坠上

，散发着夺目的光芒。

李明感觉自己快要醉了，这几天

来望眼欲穿的思念终于得到了排解，

他整个人瞬间焕发了青春的光彩。

为了让自己显得年轻些，他今天

穿了一身妻子给买的名牌深蓝色运动

服，他扭着屁股跑了过去，拉开纯白

色的木凳坐了上去。

“你今天显得很年轻！”何莹指

着他的衣服。

“我喜欢跑步，所以平常经常穿

着运动服。”李明笑着说。

“我也是，多运动对健康会有好

处嘛。”何莹说。

“嗯嗯，那下次有机会一起约跑

吧？”李明说。

“当然可以，你如果瘦一些一定

会帅很多。”何莹说。

李明一阵窃喜，何莹在夸他帅。

“那我肯定要努力的！”李明说。

“阿明，你还这么年轻，掉发就

这么严重了嘛？”何莹关心的问。

李明有些尴尬，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

久。

“唉，这个年龄总要为事业打拼

，总是加班。”李明说。

“我有个朋友以前也是这种情况

，给生活和工作都带去很多烦恼，我

能理解你！”何莹说。

李明感动的看向何莹。

“我这边有一种洗发水，我的朋

友用过效果非常好。”何莹说

“是什么洗发水？”李明立刻问

道。

何莹弯腰从桌下提起一个包装非

常精美的纸盒，放到桌子上推到李明

面前。

“我建议你可以试一试，价格也

不算贵，效果真的很好。”何莹肯定

的说。

五

李明花了九百二十八元买了一套

何莹推荐的洗发水套装，这是老同学

的优惠价，何莹告诉他，如果效果不

错，下次一定要继续联系她购买。

李明提着袋子回到了家中，泰山

压顶似的躺到了沙发上，他点开何莹

的朋友圈，一排下去开头全是类似的

文字：诚信海外代购。

妻子正在阳台上晾晒衣服。

“媳妇，我给你卖了一套洗发水

，你试试好用不？”李明说。

同學
近日，我又在网上看到一事件，

陕西榆林横山区，白界镇，白界村有

一位官职人员竟伸出一只咸猪手在一

女性的前胸里，被人拍了个正着，在

网络上曝光。

现代的咸猪手一次次频繁的出现在

城里、车里、甚至在街上，说不准就从

哪个地方就冒出来，不顾廉耻和道德，

就像一些老鼠、苍蝇等，真令女性们厌

恶。

说到咸猪手，这让我想起在我年轻

时，曾发生在我身边的两件真实的故事

。

我们那个年代还没咸猪手的网络词

，只称那种人是色狼爪。

回想那时，大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

，在一次学校放假期间，我与另外两个

女孩一起结伴去十多里地的深山里砍柴

，去那儿砍柴的人有时很多，男、女、

老、少。偶然人也会不多，各有各伴，

也有例外的会孤身一人。

话说我们三个伙伴砍了几天柴火后

，我和其中一个女孩都感觉累了，就提

出停下休息几天。可其中一个叫孝敏的

女孩，她好像还劲道十足的浸在砍柴的

兴趣中，她依然还想去。

孝敏的性格一向胆大泼辣，做事风

风火火，她不顾我们的劝阻，决定独自

继续前往。

都是从小就在山里长大的孩子，独

自行动也算正常。

就这样，我们俩休息了几天，那天

我听到一个消息，村头老李头在砍柴回

来的途中，被人咬掉了食指，现在成了

四指，怎么回事？，知情者却像故意卖

关子，新闻报道到此为止。这让我的好

奇更加一层。 老李头儿女六个，老

伴勤劳善良，是为什么事？什么人会如

此对他呢？两天后，我果然见到老李头

的一只手被绷带包着，也有像我一样好

奇的人问他“你的手咋得啦？”老李头

低下头装没听见地想避开，可是有些好

事者却拽着他刨根问底。

老李头的脸顿时被问的极奇难看，

就像刚从猪腹里掏出的猪肝似的。他支

吾半天才说道“砍柴时不小心切掉了手

指。”

原来如此，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什么咬掉，那叫切去或说砍掉了。

这一天，我们三个伙伴又聚集在一

起，计划着下次砍柴的事。 我突然

想到了老李头，于是说道“以后，我们

砍柴时要尽量小心点，别像老李头那样

不小心切了手指”

孝敏一听，面带嘲笑转而气愤地说

道“什么切了手！我看他是没脸说的出

口。那是我给这老不正经的一个教训，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对女孩伸

出色狼爪”。

于是孝敏便向我们说了

事情的经过。

原来那天，孝敏独自去

砍柴，挑着柴火回来的路上

，为了轻装又凉快，孝敏脱

去外衣，只穿了件衬衫，出

了汗太热了，所以她把衣服

最上面的一粒扣子也解开了

。

回来的途中，孝敏停下

脚，双手扶着扁担歇息。这

时发现后面老李头挑着柴火

追上了她，而且紧挨着她停

下。孝敏前几程在休息时早注意老李头

了，这老李头总是色迷迷地盯着她的胸

部看。为了甩开他那讨厌的目光就加快

了步伐，谁知还是被他追上。

那天刚好左右无人，孝敏虽然心里

有些怕，想到老李头毕竟是本村的，应

该不敢对她怎样，谁知道他色胆包天，

竟敢腾出一只手来，并伸到她胸前……

。但让老李头没想到的事，今天他遇到

的不是个软柿子，活该他遇上孝敏。

在我们那个年代 面对咸猪手很多

女性一般是采取息事宁人的占多数，她

们顾及自己的颜面，所以有的咸猪手还

会得寸进尺，一次又一次，有的甚至造

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就别说向孝敏学习

，只要面对咸猪手，女性们大胆勇敢的

说声‘住手’！相信那些咸猪手就不敢

胡作非为了。 故事二，村里有一

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姓程，他也有老婆

，还有三个儿子，当时他的大儿子娶了

媳妇，两小儿还在读中学。

夏天的时候，一女子蹲在河边洗衣

服，姓程的不知从何时偷偷的来到女孩

身后，并伸出了色狼爪……女孩又羞又

恨，随即告诉了她母亲，母亲闹到姓程

的家里，姓程的老婆苦苦哀求女孩母亲

，也许是顾及双方名声，后来，事情就

小事化了了。

可是，姓程的却没有因此收手。也

许是那次的不了了之，他不但没有改过

还助长了他的欲望。后来他竟把目光盯

上他儿媳妇，违背道德丧失理性地把色

狼爪伸向儿媳。

儿媳和儿子狠下心与父亲断绝了关

系，婆婆觉得真是无脸见人了，一气之

下选择了自尽。

两小儿子从此也不再理会父亲，最

终姓程的是孤终而亡。

两个故事希望能给咸猪手的人一次

严厉的警告，想想这两个咸猪手吧，如

果不住手，说不定落得如此下场的人，

下一个就是你！

鹹
豬
手
的
代
價

紀實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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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中美教育

此前几十年的应试教育体制内，学校

是绝对主导，对处理学生有极大威权，过

度压榨学生自由时间、甚至体罚学生。

有鉴于此，近年已经开始有很多人

提倡“快乐教育”，要保护孩子，还孩

子以幼小的尊严、自由学习的快乐。

家长出于爱犊之情，也偏向于宠爱

孩子，甚至达到溺爱的程度。孩子不仅

在家里是“小皇帝”，到了学校也受不

了老师的指指点点，一不小心，玻璃心

碎一地，寻死觅活并不罕见。

总之，一切以孩子为先，更确切地

说，以孩子感到快乐为先。

但是，著名学者钱文忠早就发出呼

吁：教育里面有痛苦的成分，不要给孩

子让步！

他提起英国的一条法规，大意是

“允许教师在历经劝告无效的情况下，

采取包括身体接触在内的必要手段，迫

使不遵守纪律的学生遵守纪律”，也就

是劝说无效，可以直接动手。

我们只看到西方教育中人性化的一

面，羡慕他们的孩子下午两三点放学，

作业超少，而最重要的作业就是让家长

陪自己玩耍、嬉戏，感受生活；我们只

看到西方教育中的鼓励教育，无论孩子

考试多少分，家长和老师给的都是一个

鲜红的苹果，以示奖励。

于是，我们学会了人家的形式，却

抛弃了教育的精神。我们强调的快乐教

育，往往矫枉过正，变成了只要快乐，

而不要教育。

田田是留美高中生，来美国之前，

她就已经听过美国学校的自由：早上八

点钟上学，下午三点钟就可以放学了。

可是当她进入美国的学校之后，她

有点吃惊了：她听到的传闻是真的，不

过是对于小学生而已。

美国的中学，疯狂程度一点都不比

中国的中学弱。

在一本叫《梦想的学校》的书里，

记录过美国高中的典型生活：4个小时

睡眠，4杯拿铁，4.0。

学生疯狂学习，为了拿到最高绩点

4.0，甚至有每天只睡4个小时、喝4杯

拿铁咖啡的。

而田田的中学生活是这样熬过来的

：

下午三点虽然放学了，但是作业量

巨大，有一次为了研究美国奴隶制的问

题，她完成了一篇17页纸的小论文；

考试的时候有七八十道选择题，老

师虽然说过不需要死记硬背，但面对长

得那么像的各项答案，不下死功夫记忆

怎么顶得住；

美国中学的自由在于你可以自由选

课，但是大学招生的时候，如果面试官

见你选的都是容易学的课程，觉得你并

没有挑战自我，常春藤名校估计也与你

无缘；

美国中学生也要参加大量培训班，

目的是挖掘特长，在大学面试时增加谈

资；

……

“为了孩子的前途，美国家庭拼教

育的劲头丝毫不输给中国家庭。”

斯宾塞在《快乐教育》中写道：

“教育是使人获得有目的的快乐。”

真正好的教育，也许不必过分依赖

考试成绩证明自己的优秀。你可以很快

乐的学习，但你的快乐必须是有结果的

。

比如，你快乐地享受音乐训练，你

长成了音乐家；

你快乐地探讨辩论技巧，你长成了

演说家；

你快乐地进行私人写作，你长成了

小说家；

……

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但你必须得成

人。

我们引入“快乐教育”这些概念，

纠正应试教育对考试成绩的过分偏重，

十分有必要。但不要忘记教育的本质：

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否定自己的无知和

幼稚，长成身心健康、思想独立的人。

而这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

孩子没有自制能力，放任自流只会

让他们沉溺于“无目的的快乐”。因此

必须有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外在作用，

引导他走上学习的道路。

一旦孩子已经养成了良好习惯，懂

得了自我成长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

自己的生活过得有价值，从而能够在学

习中得到真正的快乐，这时候，家长和

老师们，才可以真正退居幕后，不必操

心。

因此，在让孩子自由飞翔之前，先

要帮他们把翅膀长硬，才算对得起他们

的青春。

中美教育的真正差距
可惜很多父母都不知道

我们要给孩子们减负，却一不小心，把孩子必须得受的教育也减掉了。

去年年底的某个下午，信阳某高中内，语文课上一阵手机铃声突然响起。老师说：“谁有手机，

自觉出去。不要影响其他同学上课。”

没人回答。

过了一会手机又响了。

手机主人黄同学再也憋不住了，自动走出教室。

课后，语文老师把黄同学带到办公室批评了一番，又叫他给父亲打电话。结果，黄父亲来到学校

之后，带着一身酒气和满嘴脏话，竟然将语文老师痛打了一顿。

类似的事件，最近发生了不少：湖北赤壁某初中老师，批评了逃课去网吧的同学，结果学生索性

离家出走六天，老师苦寻之下才找回来；安徽亳州某初中课堂上，老师令学生交试卷，学生不交，最

后几个学生还纠合成一团动手打老师；

……

难怪连《人民日报》都发表评论说：“这年头，老师都不敢批评学生了！”

以上这些，当然都是极端的个案。但却引出了现今如何教育子女的反思。

美国高中如何因材施教

记者：你在国内读的大学，之后去美

国留学，又掌舵美国著名的精英高中，可

以说对中美的教育都有深入理解，对比两

种教育体制，你有怎样的感触？

张洁：我念中学时是“文革”时期，

我没有亲历国内现在的高中阶段教育，但

我在美国工作时，国内有不少教育工作者

到我们学校参观交流。

就我的感觉而言，中美双方高中教育

的一个不同点，在于升学机制。中国学生

和教育者需要面对高考这个“最终产品”

，高考直接决定学生能考取哪所大学。可

以说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多是围绕高考来展

开。而这就导致了许多中小学的教育工作

者，觉得教学意义和目的就是给孩子准备

高考。

之所以这么觉得，是因为很多到美国

来参观的校长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的升学

率如何？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评估学校的标准

。不过现在国内也已经在发生变革了。

而美国的高中教育更主张学生的个性

化发展。对课程的设置和实施方式都没有

固定模式，学生没有“班级”的概念。在

“学分制”课程体制下，学生要自主选择

课程，只要修满学分即可。至于学的东西

，就可以有很大的跨度和弹性。这就给了

学校一个因材施教的机会。

实行“走班制”是西方的传统，从教

育孩子的角度讲，确实有它的优势。好处

就在于毕业的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

色，但走班的话，一定需要更多的资源，

用在每个学生的资源相比传统的班级授课

会更多，这里边排课就是一大挑战。

美国的教育主管部门对高中的评估

指数，主要是依据高中学分制下的“毕业

率”，而不是“升学率”。此外，学生家

长参与学校工作和管理的程度非常高。

记者：除了学生的升学机制，中美在

教育资源分配方面似乎理念的差异也不小。

张洁：是的。拿史岱文森高中来说，

虽然名气大，但它和其他高中所拥有的资

源完全一样。我们甚至连一个像样子的宣

传册都印不起。因为教育局给的经费，不

可能用在这些方面的，我们的经费是根据

学生人头来计算的，80%的教育经费要用

在教师薪酬方面。

另外我们有一笔支出是用在特殊学生

身上的，这也是理念上的差别。

史岱文森高中大概有百分之一的特殊

儿童，其中大多是多动症儿童。学校专门

用于这些学生的监考的费用，每年就有一

两万元。

特殊孩子的上学权利受到政策保护。

举个例子，有一位从国内来的家长，从其

他地区搬到了我们学校附近，他的孩子的

腿有点问题，不知道学校收不收他的孩子

。我跟他说，学校不但必须得收，而且他

的孩子还享有电梯优先使用权，在申请大

学的时候还具有特殊的优势。

记者：在教育信息化方面，美国高中

学校的投入如何？近几年，信息技术在教

育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引人关注。MOOC

、翻转课堂等等被很多学校尝试，你能否

谈谈美国学校在这些方面的尝试？

张洁：教育信息化在美国来说是一个

挑战，是教学界不断的研讨的课题。但大

家也在风风火火地实践，学校的经费也花

费了很大一部分在上面。

像翻转课堂，文科一些老师应用得比

较多，因为文科更强调个人观念，用翻转课

堂可以引发学生更多的回应。而理科课程的

教学内容是比较固定的，还是以老师的讲授

为主，但课堂上鼓励学生讨论交流。

从整体来看，比较年轻的老师更喜欢

用有互动性的现代化教学工具。

在史岱文森高中，是传统和现代化的

教学方法兼而有之的。毕竟学校拥有一批

30多年的教龄的老师，他们的教学风格比

较老式，但又有其独特的优点。

忠告：送孩子到美国读中学要慎重

记者：你从史岱文森高中离职，进入

纽约军校，在教方面学规划有什么新打算

，你准备如何管理一所军校？

张洁：我的教学经验应该是我被聘用

的主要原因，大家对军校可能有一些误区

，觉得军校就是用来培养军人的。事实上

，想去读军事学院的学生，到我们这来确

实会有优势，但军校更多的是用军事化的

管理培养人才。

纽约军校的教学理念分为好几块：第

一块就是学术，和一般学校一样。

在纽约，除了教育厅规定的学习科目

以外，学校可以自己定制一些选修课，这

也有利于学校打造自己的特色，我们的特

色选修课就是军事化课程。

军事化的课程贯彻在两个方面，一个

是领导才能，怎么样带动一个团队？怎么样

做一个领导人？学生表现好有嘉奖，表现不

好有惩罚；第二方面就是一个人的个性和诚

信，表现在行为、对其他人的尊敬上。比如

荣誉准则、不能作弊、不能撒谎等。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体能，比方说有冬

天六点半起来跑步的决心，早晨起来吃饭

排队的习惯等。

我们希望用军事化的管理，让学生在

自律方面、在时间掌控方面、在行为上能

够变得优秀，变得更会学习。最关键是培

养出一个能学习能吃苦，能够在大学和以

后工作都获得成功的学生。

我们现在就立志于在科学、研究、艺

术方面，引入一些新的课程。我们的宗旨

是培养上大学的人才，其实在我加入之前

，纽约军校的口号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培

养好的公民，培养一个会学习的人，让学

生贡献社会、发展学术。

记者：如果你的一位朋友的孩子正面

临继续在国内读书还是去美国留学的选择

，征求你的意见，你会怎么建议？

张洁：我有几点建议。如果父母对自

己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比较有自信，那最好

还是让孩子在父母所在地上学。如果父母

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也可以考虑送孩子出

国到私立学校。

考虑出国留学，也要看孩子有没有独

立生活、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安全的情况

下，是否有吃苦、能接受失败的能力。

此外，从申请大学的角度来看，包装

申请大学的经历，是从高一开始，如果你

想要一份完整的美国中学的成绩单，从7

、8年级入学美国学校比较合适，不用计

入成绩。但如果9年级必须上成交单，65

和85分对上大学区别就比较大。

紐約軍校校長張潔：

從切身經歷 看中美教育異同
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的母校，“纽约军校”，前不久迎来其校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校长：张洁。

张洁生于北京，长于上海。后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应用数学系攻读硕士学位，1988年毕业开始了自己在纽约公

立学校系统的执教生涯。她曾先后就任皇后区森林小丘高中数学副校长、纽约市第三学区专员、约克学院皇后区科学高

中校长、教育局儿童第一网络 （Network）201负责人。

2012年8月，张洁出任史岱文森高中校长，成为这所纽约顶尖公立高中建校以来的首任亚裔校长。当时消息轰动，

《纽约时报》对此进行了大幅报道。

2016年10月底，辞去史岱文森高中校长职务的张洁，代表纽约军校回国招生。作为一名拥有28年经验的教育从业者

，张洁如何看待中美教育之间的异同，她又将如何掌舵拥有百年历史的纽约军校？

星期一 2017年4月3日 Monday, April 3, 2017



留日12年 东北海归硕士我市投资创业

“哇，这菜好稀奇，近1米长的白

须根，叶子也干干净净，没一点灰尘。

”昨日下午，在位于柳陂镇的十堰市蔬

菜科技园内的湖北龙雨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龙雨)温室里，慕

名而来的市民边采摘着无土栽培的青菜

，边顺势将菜叶喂进嘴中尝起来。“好

甜，水分也多。”“大家可以放心地吃

，这些蔬菜都没有施过化肥，也没打过

农药，更没有和土壤接触。”操着一口

东北腔的小伙儿郭雨明耐心地给大家讲

解。

湖北龙雨创始人、总经理郭雨明今

年36岁，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曾在日本

留学工作12年时间，并获得硕士学位。

其间，曾在航空公司、金融投资、软件

开发等领域工作过，最终他来到我市选

择了现代农业中最先端的无土气雾栽培

蔬菜产业。

2016年初，在十堰的一位老朋友邀

请郭雨明到武当山游玩，其间得知他有

无土气雾栽培蔬菜的想法，便主动向相

关部门引荐。“我一来十堰，就爱上了

这里，环境很好，适合居住和生活。”

郭雨明说，2016年6月，在市发改委推

荐下，他最终下定决心，落户十堰市蔬

菜科技园，建设高标准智能温室，做无

土气雾蔬菜栽培。

采用气雾栽培 蔬菜无需土壤便可生长

昨日，在干净整洁的面积达2100平

方米的温室内，记者看到，一颗颗绿油

油的蔬菜生长在整齐的立体栽培架上。

走在温室的水泥地面上，就像走在工厂

的生产车间里。据了解，气雾栽培技术

让蔬菜无需土壤，通过营养液的喷淋和

环境控制，达到最佳的生长状态，不仅

长得快而且还避免了土地轮作障碍，是

目前最先进的种植技术。

郭雨明告诉记者，这么大的一座温

室只需要2名员工即可完成从播种到收

获的全部工作。

郭雨明表示，蔬菜幼苗移植到栽培

架后就全部交给计算机管理，不需要人

工干预，工人的田间劳动量大大减轻了

。他们根据蔬菜生长周期和销售计划安

排种植，保证一年四季每天都有新鲜蔬

菜上市。

从种植到采摘 平均周期只有一个月

“虽然在日本期间曾关注过当地的无

土栽培蔬菜，但并未实践过。”郭雨明说

，要真正掌握这项技术，还必须得实地学

习，于是他主动前往浙江考察取经。“其

实任何技术都不能照搬，无土栽培也不例

外。”郭雨明说，通过实地考察，结合网

络信息，以及自己之前了解的技术，他来

到柳陂后，研究改进了设施建造设计和方

案，通过近半年的时间完成了温室和内部

立体气雾栽培设施的建设。

硬件设施齐全，栽培技术还是个难

题。郭雨明说，首先要播种、压孔，就

是通过机器在海绵板上均匀种下种子，

随后，工人们将这些播种了的海绵板放

进室内，进行催芽、育苗。约一周后，

再将一棵棵菜苗连同海绵块一起，栽种

在铺设在钢架上的挤塑板的小洞里。一

般一茬蔬菜从种植到采摘，平均周期在

1个月，而传统种植技术周期是气雾栽

培的2—3倍。“接下来，就是通过计算

机传感器探测环境状况喷射营养液，来

给这些菜苗提供养分。”郭雨明介绍，

喷射的气雾就是营养液，直接喷射到菜

苗根部，为菜苗补给更多的营养。多余

的营养液通过回流系统回收，杀菌后循

环使用，与一般种植技术相比节水率到

达90%。同时，气雾系统全部由电脑控

制，只需设定好电脑程序即可完成所有

工序，非常节约人工成本。“为了保证

蔬菜不被病虫侵害，我们还引进了物理

方式杀虫。”郭雨明指着蔬菜架上的一

块块黄色板子告诉记者，有了这些灭虫

设备，蔬菜根本不需要喷洒农药。“蔬

菜工厂前期投入还是蛮大的，目前已经

投资了100多万。”郭雨明说。

营养丰富口感好 保鲜可达10天

郭雨明告诉记者，通过前期一系列

精心准备，今年2月末，上海青、生菜

等第一批无土栽培蔬菜已经上市。“无

土栽培蔬菜营养丰富、口感爽脆，深受

消费者喜欢，采摘每斤卖到10元。”郭

雨明说，这些菜非常干净，可以直接从

架子上采摘下来食用。出售时，为了方

便储存，一般都是连根一起，如果吃不

完，市民可放在水盆中，保鲜可达10天

。“目前每月能产3—4万斤气雾栽培蔬

菜，主要销售到城区饭店和超市。”郭

雨明说，目前他正在积极联系十堰各大

商超，并将扩大种植量，通过公司销售

部门，将这些蔬菜运送到菜市场销售，

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和食用。争取在今年

年底实现年产90万斤的目标。

郭雨明说，柳陂是蔬菜产业大镇，

他打算通过示范和知识普及让当地更多

的村民加入其中，争取在未来三至五年

，带动当地一半以上村民种植无土栽培

蔬菜，积极推进当地的蔬菜产业现代化

升级。“目前除了种植小白菜、生菜等

蔬菜，后期还将种植菠菜、冰菜、黄瓜

、茄子、鱼腥草等，将达到20多个品种

。”郭雨明说，他有信心将十堰打造成

第二个山东寿光，成为全国无土栽培的

高品质蔬菜产出地。

東北“海歸”碩士赴湖北十堰當“菜農”
东北小伙儿郭雨明高中毕业后，便去日本留学工作12年时间，并获得硕士学位。其间，曾在日

本航空公司、金融投资以及软件开发等多个领域工作过，但他最终放弃丰厚的待遇，来到郧阳区柳

陂镇投资100余万元，建成我市（十堰市）目前最大的无土气雾栽培蔬菜工厂。

打开中国高校招聘网，在许多

高校的招聘信息栏上，我们看到这

样一条备注：有海外学习经历者优

先，甚至有些高校将海外学习经历

列为必备条件。海归正在成为我国

高等教育的主要力量。

缘何回国做教师 传承所学是动力

海归回国后在各个领域发光发

热，其中有一大部分海归选择成为

高校老师。那么他们为什么做出这

样的选择呢？

肖勇目前就职于中央美术学院

，是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奖

牌主创设计师。1991年，肖勇来到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就读于赫尔辛

基艺术设计大学(现阿尔托大学)，是

第一个在北欧学设计的中国学生。

“从1991年到1995年，我在芬

兰、德国和丹麦学习。留学期间，

我利用假期游览欧洲各国。这使我

了解并学习了欧洲的设计理念。巨

大的文化差异和行业落差促使我产

生回国发展教育的想法。”肖勇说

，“199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

到访中央美术学院时，他们正在筹

建设计系。我非常荣幸地被邀请加

入这个新团队，成为最初的7名教师

之一。教师队伍中几乎都是海归，

我们对未来的设计系无限憧憬。大

家集思广益，充分研究了国内外设

计教育的现状并确立了发展目标和

规划。”

赵小华是国家一级演员，1998

年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获

得最高演唱文凭。目前任教于中国

民族大学。当谈及她为何回国任教

，她这样说道：“我在国外学习多

年，知道了美声唱法该怎样唱，用

美声唱法怎样唱中国的传统歌曲。

我希望年轻人唱得更好，在他们跟

我一样徘徊时，能够回国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让所有学声乐的人得

到帮助。”

引入教学新模式 理论实践相结合

海归从国外带来不同的教学模式

，与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相结合。在

传统授课模式上融入实践，这种新模

式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授课内容，增加

多种互动，课堂更为活跃。

肖勇说：“我们倡导互动性的

教学，将专业能力与社会实践相结

合。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

能力，针对学生学习的不同阶段进

行课程设置。特别是对传统文化有

一定的了解和认知的中国学生，更

加注重教学相长、学贯东西。同时

，我们也开展了广泛的国际交流与

合作，包括师生交换国际游学、实

习与工作坊等多样的学习方式，给

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学习途径。”

赵小华介绍，“国内外的授课

方式有差异。在中国，艺术教学是

言传身教。老师特别有信心、耐心

，特别细致地教学生基础知识。而

在国外，学生学习相对比较自由。

上课时，老师首先会让学生唱一首

歌，老师指点出哪里是对的，哪里

需要改进；然后告诉你今天需要解

决什么问题，给学生做示范。之后

的几节课老师会检测学生是否有进

步。如果有进步，老师会继续认真

地教学生，反之，也不会逼着学生

去练习。”赵小华接着说，“我会

给学生足够自由发挥的空间，也会

耐心地教给他们一些知识，辅导他

们，为他们在歌唱事业上有更好的

发展出一份力。”

教书育人收获多 学生感恩记心上

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师生情是永恒不变被歌颂的的

主题，老师将自己的毕生所学毫无

保留地教给自己的学生，而学生也

是怀有一颗感恩的心交给老师一份

满意的答卷。

侯锐淼就任于北京工业大学耿丹

学院。有一年，他带的大一新生班级在

军训结束汇报演练时，在侯锐淼不知情

的情况下，学生们走到领导台前集体高

喊：“侯锐淼，我爱你！”侯锐淼说：

“当时感觉还是挺尴尬的，但是十分感

动，感觉当老师很有成就感。但是我最

希望的是自己的学生学有所成。海归做

教师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喜欢这份职业。

当老师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因为

老师不是上完课就可以走了，很多时候

还需要辅导学生。另一方面就是将自己

的专业与任教的课程相结合，把它当作

一个事业来做，这样才不会使生活特别

单一。”

“现在我的毕业生遍布世界各

地，他们在设计领域卓有成就。这

也是当老师最值得欣慰和有成就感

的。2004年我带着学生回到芬兰参

加展览，参观母校，就像带着长大

的孩子回老家一样开心。我曾经的

学生毕业后也当了大学老师，用第

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礼物感谢师

恩，令我十分感动，这是当老师最

大的财富。”肖勇说。

海歸成中國高校師資主力：

傳承所學是動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身

体健康，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养生、保健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大健康”产业越来越火爆。据悉，马云

花10亿元收购中信21世纪公司，改名

“阿里健康”以凸显进军健康产业的决心

。马云说：“下一个超越我的人，一定在

健康产业。”如此一个大商机，海归当然

不会错过。

为何瞄准健康产业？

海归回国创业，有的人回归传统，进

入“接地气”的行业；有的人钟情高科技

项目，将目光盯在“高大上”的产业。而

如今，越来越多的海归瞄准健康领域，希

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国民健康做出贡

献。

朱海鹏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医院学习

，做全科医生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回国

后加入了首都医疗优合诊所。他的办公室

温馨明亮，令人十分放松。“在我10岁

的时候，我的母亲长了乳腺纤维瘤。我的

父亲拿着纤维瘤的样本时，双手是颤抖的

。那个时候我便决定朝医学方面努力。学

成后我回到祖国，因为是祖国培养了我。

我希望在学成之后，通过自己的学识和能

力为祖国和人民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所

以在最佳的年龄回来报效祖国。”

范子田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做了

几年医生后存在一些困惑，于是奔赴美国

的哈佛大学就读医院管理专业。现就任首

都医疗集团总监，爱育华医院董事长。范

子田说：“当时放弃医生的铁饭碗去美国

深造还是十分犹豫的，当时我丈夫说了一

句话‘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妇产科医生，你

留下来只能是其中一个。但是中国不缺少

优秀的妇产科医生，缺少的是一个可以搭

建一个更好，更大平台的医院管理者。’

于是我选择去美国。当我学成之后我的丈

夫又对我说：‘国内等着你的机会会更多

。”于是我选择回到中国，看看我能为祖

国做些什么。”

岳红文，1997年获得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医学博

士学位，2000年获得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

医学院医学博士后，于2012年，回国创

立了烟台上医互康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岳

红文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

发展，但国人的健康状况并不十分乐观。

大健康产业属于朝阳产业，现在我把自己

所学的知识与经验变成一个健康产业的品

牌。希望将自己的多年所学和研究成果应

用于国内医学健康领域，特别是让像我的

父母一样的中国中老年人享受到真正健康

科学的养老服务和家庭医生服务。”

陈曦曾就读于英国的西敏寺大学，回

国后创办了25+健康定制公司。从建立伊

始，凭借自主研发的“三大体系、十大系

统”的亚健康管理体系，解决了社区居民

的日常亚健康管理问题。当被问及为何选

择健康产业时，陈曦这样说道：“中国正

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这是一个非常好

的时机，所以我选择回国发展。如今，

国家有政策支持。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

2025年)》的通知中，再次明确社区分级

诊疗的工作重要性。医改政策的呼唤，

就需要热衷于健康行业的人积极响应，

大家共同来推动健康产业有序发展。我

们整合优质的境内外医疗资源，提供个

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为客户提供完善

的健康管理解决方案。”

马云说：“健康产业不是建设更多的

药厂，而是我们做的好的话，以后应该是

医生、医院、药厂越来越少。”健康产业

不是传统的就医问药，而是在其基础上继

承发展，提前保健，预防疾病。

陈曦说：“我们是全程健康管理专家

，是居民健康的规划者和管理者。我们为

每位顾客制定健康管理档案，进行健康干

预。通过健康理疗、健康指导、膳食指导

、作息指导的方法指导健康状况。对于出

现疾病的客户，我们会帮助客户对接到境

内外优质的专科医院，开辟绿色就医通道

，让客户就医过程舒适、放心、愉悦。而

不仅仅是生病，看病。”

“我们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整合国

内外一流医疗资源，利用电脑测评，云计

算以及远程医疗等国际先进医疗技术手段

，提供国际水准的一站式全方位的家庭医

生服务。”岳红文说。公司每个周五都会

举办社区联欢会，专业的营养师会为社区

老人讲解健康营养知识，告诉老人应当如

何饮食和保健。老人还可以欣赏节目：诗

朗诵、吕剧、京剧、经典老歌等。岳红文

补充道：“许多慢性疾病都是由不良的生

活方式和饮食习惯造成的，而心理健康和

身体健康密切相关，因此让老人保持乐观

积极的态度至关重要。”

不僅是醫生更像是“管家”
海歸瞄準健康產業

BB55人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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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66人在美國

香港移民来美
最难忘的是故乡味

我于1950年生于深圳市大鹏镇，

家中还有两个哥哥。自我年幼时父亲

便为了家庭生计跑船远航，而我的两

个哥哥也离开深圳前往香港发展。6岁

那年，母亲办好了手续随后便带着我

和哥哥们团聚。

初到香港，作为船员的父亲仍在

海上奔波，而哥哥们也为了生活在外

打拼。因此，我被托付给姑母一家，

随他们住在北角的木屋区。那时，我

们居住的贫民区对面便是香港的亿万

豪宅，那里光鲜亮丽的生活与一路相

隔的老旧棚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一家刚刚站稳脚，港岛就在

1960年经历了玛丽飓风(Typhoon Mary)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一家在看了天文

台预告后的惶恐。后来当十级飓风来

袭时，我们一家只能悄悄的躲在豪宅

的楼梯下面遮风避雨。当飓风过后我

们再回到家中，发现房子的屋顶已经

不见踪影了。1958年，父亲为了让我

们过上有屋檐遮风挡雨的日子，只身

一人离开香港来到美国谋生活。几年

后为家里寄来了钱，母亲在九龙买下

了一个堂楼。为了补贴生活，原本不

大的房子被隔成了几间出租。我、母

亲、二哥及外婆四人挤在一个狭小房

间的上下铺过生活。

我的父亲来美后在面行工作，那

时许多华人移民都以“专业人才”申

请身份。但是餐饮业当中，厨师好申

请，而做“白案”的面行申请则难的

多。因此直到1969年，父亲才申请到

绿卡，随后就着手开始办理我的来美

手续。然而从我出生到19岁一直没有

见过父亲，只能靠书信交流。终于在

父亲取得身份回港时，我们一家人得

以团聚。

1973年1月，23岁的我踏上了美国

的土地，那时候我足足带了三大箱的行

李。纽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冷，从小

在亚热带温暖气候中长大的我，第一次

感受到了真正的冬天。父亲和在纽约开

出租车的老乡一起到机场接我回到华埠

基丝汀街上的住所，放下行李后父亲带

我到勿街餐厅吃饭，那里的菜单与香港

没有什么区别。烧腊、碟头饭，样样都

有，我点了一碗云吞面，结果不仅汤头

无味、面软塌塌，硕大的云吞也是有形

无味。在吃上面，我感受到已经远离家

乡的离愁。

作为新移民，20岁可以免费进入

高中读英文，但那时候我已经23岁了

，无奈超龄的我便去了华策会针对新

移民举办的英文班学习。为了贴补家

庭并且融入新生活，我和许多华人新

移民一样，一边学英文一边做餐馆工

。我父亲说我戴着眼镜，不适合做炒

锅，于是我便在皇后区的餐馆做了企

台。之后，我辗转于不同的餐馆做工

，其中包括长岛亲戚的餐馆、布碌仑

的杂碎馆、新泽西的高档夏威夷自助

餐。在杂碎馆工作时我才知道中餐早

已在美国变了许多，从讲究色香味俱

全的严谨，到面和饭加上洋葱、杂菜

炒一炒就马虎出锅，卖相惨淡，味道

就更是令人失望。

圆少年武侠梦
纽约华埠开办武馆

我年少时，香港正值武侠热。金

庸、梁羽生的小说成为年轻人最喜欢

的读物，也给很多人心里种下了武侠

梦。1967年，还在读书的我写信给当

时的《香港商报》武术专栏表示希望

学功夫，让报馆给我介绍好师父。随

后专栏回复了我的问题，并介绍了颇

具实力的龙形派，于是我便开始拜师

林耀桂学习龙形拳。

1974年我已来美，在华策会读书

时认识一个学白眉拳的兄弟、一个学

洪拳的兄弟。当时李姓兄弟的哥哥在

高云尼医院工作，随后介绍习武的我

们去医院活动上舞狮并大受欢迎。当

时有人提出不如一起开个武馆，随后

我们便在中央街，也就是现在美国华

人博物馆的位置开了武馆。三个月的

租期，合伙人因为工作时间冲突而慢

慢退出，最后留下我周一至周五全职

教功夫，周末去餐馆做侍应生，来维

持日常生活与武馆各项开支。

由于华埠武馆威名远播，各族裔想

学功夫的人都到了华埠。加上70年代

李小龙带动的功夫热盛极一时，学武之

风盛行，华埠更是武馆林立，其中包括

虎爪派、竹林螳螂派、洪拳、蔡李佛、

白眉、咏春、红佛以及七星螳螂派等。

我的叶氏龙形拳馆随后搬至坚尼路开馆

，因为名声在外且在大街大巷，因此学

生不断。期间，我的武馆也曾被当时的

帮派找过麻烦，但是每次我们都化险为

夷，这也是难得的幸运。当然。武馆也

曾接到过不少声称要来踢馆的电话，但

最后也没有人上门领教。

当时叶问的徒弟梁昭鸿曾想借着

功夫热，把武术搬上百老汇舞台，将

中国功夫发扬光大。于是，几个武教

头联手在曼哈顿八大道和40街交界处

举办了功夫秀，但两周的演出后由于

反响一般便无疾而终，现在想起来觉

得十分可惜。

后来，这股风靡全世界的中国功

夫热潮在1980年代中期渐退。虽然在

成龙、李连杰的武侠片影响下，曾有

过一段时期的复苏，但都是昙花一现

，华埠武馆逐步萧条。租金高昂、缺

乏场地、学功夫人减少，这些都是武

馆遇到的困难。几十年来，我的武馆

也搬过几次家，地方越搬越小，租金

越来越贵，但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

如今，叶氏龙形拳馆每日仍有习武之

声传出，我们不仅教授龙形拳，还教

广受欢迎的太极拳和舞狮，多年来中

外门徒已数以千计。在最困难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过将武馆关门，因为既然

中国传统功夫随着我们走出了国门，

我就有义务让它在异国传承。

其实，我和妻子的相识和功夫也

有不解之缘，我第一次见到她便是在

师兄弟的聚会上，当时妻子还在读高

中。1976年，我第一次回香港，我们

再次相遇后便开始拍拖。1977年我们

在香港结婚，这是前世修来的姻缘，

日子一过便是40年。

黑帮时代采访
化险为夷有苦有乐

起初，华埠帮派的成立是为了自

我保护，一致对外，后来就逐渐演变

为犯罪团伙，帮派之间为了争夺地方

控制权经常乱斗。在1975年至1995年

的20年里，华埠帮派林立。其中80年

代帮派最为猖獗，包括鬼影、飞龙、

东安在内的三大帮派各霸一方。后来

还有皇后区的青龙、白虎，闽籍的福

清帮，以及越南裔的天煞渐渐崛起。

而就在黑帮乱斗的时代，我于

1977年在香港完婚后返回美国。当时

武馆生意难以负荷一家人的生计，于

是我便开始寻觅一份稳定的工作。当

时华语广播的台长郑心元受人力中心

邀请来教编辑和采访，当时许多华裔

都是在美出生的一代，懂中文的少之

甚少。郑心元便成为了我做新闻的师

父，把我带进了新闻行业。1980年，

郑心元和几位侨领想办一份地方性的

报纸，于是就有了《华语快报》。开

报之后我便加入，每日清晨6点上班，

从打字做起。大概一个月后，因为人

手不足我便开始学做摄影暗房，后来

编辑部需要人，于是我冲洗完照片之

后就去做了编辑。就这样边学边做，

我也越来越全能，到最后采访部需要

记者，我便又开始了记者的采访生涯

。当时的华埠有8份报纸，我曾分别供

职于《中国时报》美洲版、《中报》

，在《侨报》周刊开报后我便加入并

一直工作至今。

我当记者时，正值华埠帮派横行

的时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华埠，

几乎每周都有一两次帮派冲突，还记

得第一次报道华青横尸街头的新闻是

在1981年。凶案发生在夏天，在华埠

的摆也街鬼影帮和白虎帮发生冲突，

随后鬼影帮掏出枪向白虎帮成员头部

开枪，伤者当场倒下，行凶者逃之夭

夭。

当线人告知消息后，我快速赶到

现场，看到死者脑浆和鲜血流了一地

，当时的场面让我心里难受，觉得一

条性命就这样的轻易被夺去。在那之

后，像这样的凶案越见越多，而我能

做的就是用镜头和文字真实的报道。

记得在地威臣街，一名华青被仇家寻

仇而横尸街头，警方给现场尸体盖上

了白布。当时守在一旁的同行苦苦等

待了数小时，没有拍到死者照片，而

我赶到后正碰上警察掀开了白布，我

及时的按下了快门。

多年记者工作生涯里，我并不局

限在凶案与帮派这样的黑色记忆里，

也有许许多多阳光与开心的回忆。记

得1982年环球小姐在纽约举行，我们

纽约记者受邀给香港小姐做专访，场

地在42街的豪华酒店，一进门便有84

个来自各国的佳丽毫不吝啬的在镜头

前展现自己的魅力。随后香港小姐等

人受邀前往华埠就餐，当时我发现队

伍中缺少了新加坡小姐的身影，在得

知她缺席活动是因为扭伤脚，懂跌打

正骨的我便向主办方请缨去治疗。在

组委会同意后，我来到佳丽下榻酒店

为新加坡小姐正骨，随后也将我们聊

天的有趣内容连写了三篇《我为新加

坡小姐按摩记》，很多年过后还有很

多人记得这些文章。

做记者这些年，我采访过许多中美

官员，其中包括1982年作为第一次来

华埠的美国总统卡特。2006年，时任国

家主席的胡锦涛访美到耶鲁大学演讲，

他的专机停在了距大学不远的军用机场

。我和我的狮队受邀前往欢迎，当时胡

锦涛主席下飞机后与每一个人握手，当

时我正忙着给他拍照，他耐心地等我按

完快门后与我握了手。

我做记者已经37年了，期间见证

了华埠的浮浮沉沉与风风雨雨。如今

，我和妻子育有一儿一女，孩子们也

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我很感谢

家人对我的支持，未来在退休以后会

继续在武馆教功夫，同时也希望带着

太太去更远的地方旅行。

華埠開拳館 精誠鑄武魂
70年代从香港移民来美，带着武侠梦在纽约华埠开启当地第一家龙形拳武馆。80年代提笔当记者，用文字与图片记录帮派乱战与社区变迁。叶永

康，在纽约华埠人人都尊称他一声师父。

叶永康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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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relationship we had, it certainly has become 
that," he said.
Blumenthal, treasury secretary during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said that since former U.S.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a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working hard to make that happen, has been a 
"bipartisan matter."

======================================
From President Bill 

Clinton's News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Jiang Zemin of China

October 29, 1997 
Mr. President, China has known more millennia than 
America has known centuries. But for more than 220 
years, we have been conducting our great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We still struggle to make it work every 
day, and we know it requires struggle every day. The 
American people greatly admire China's extraordinary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we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that your own experiences and your 
present challenges lead you to place upon maintaining 
stability. We also appreciate the fact that human rights 
have been advanced in China by greater freedom 
from want, freedom of movement in career choice, 
and widely held local elections. But we also believe 

boiled dumplings.
While her public life has been largely free of scandal, 
she drew criticism from rights activists after images 
appearing to show her serenading army troops shortly 
after the 1989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Tiananmen 
Square surfaced briefly online in 2013 before being 
scrubbed from the internet in China.
There was also a moment of drama in 2014 when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draped a coat around 
Peng's shoulders at an outdoor event on the sidelines 
of an Asia-Pacific summit, images also fast removed 
from the Chinese internet, apparently due to fears it 
showed the two flirting.
At the same summit, a video of Peng appearing to shoot 
Xi a meaningful glance reminding him to join other 
leaders in waving to the crowd sparked speculation 
about her ability to influence her husband,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his public appearance.
Melania Trump, when asked on CBS television 
network's 60 Minutes in November 2016 if her 
husband took her advice, replied: "Sometimes he 
listens, sometimes he doesn't. I think he hears me. But 
he will do what he wants to do in the end." (Courtesy 
s://www.yahoo.com/news/chinas-popular-first-lady-
takes-stage)

Zimbabwe and sat with Costa Rican children on her 
lap.
For the last decade, Peng has advocated for those living 
with AIDS and tuberculosis, and was recognized with 
a UN award in January for her role in combating the 
stigma attached to those with HIV and AIDS.
"Since 2006, I have been to high risk places, villages, 
hospitals, patients' homes, community centers,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Peng said, speaking in slightly 
halting English, a language she has worked hard to 
master since her husband took power. "I have seen pain 
and fear in children's eyes."
STAR POWER
Peng's career as a darling of China's military choir 
made her a household name in China long before her 
husband, with appearances on the state-broadcaster's 
New Year Gala and other popular TV shows propelling 
her to stardom in the 1980s and 1990s.
Peng retains the rank of Major General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is dean of the army's Arts 
Academy.
In the eyes of many Chinese, Peng embodies a broadly-
appealing patriotism blended with China's classical 
virtues, thanks to her army career and her pedigree 
musical training.
Peng has accompanied Xi on a number of diplomatic 
events since last summer, including a tour of Poland, 

BEIJING (Reuters) - Glamorous, popular and 
passionate about fighting AIDS, Chinese first lady 
Peng Liyuan is Beijing's diplomatic not-so-secret 
weapon spreading Chinese soft power around the 
world.
A former singing star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Mother Peng", as she is affectionately known 
in China, will be at President Xi Jinping's side as he 
meet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Florida next 
week.
Details of her program have been largely kept under 
wraps, but she and Xi will dine with Trump and his 
wife Melania next Thursday.
With hot-button issues including North Korea and 
trade in focus and Trump promising a "very difficult" 
meeting, China will be hoping the accomplished Peng 
can help smooth relations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s two biggest economies.
"If the two first ladies meet, and the atmosphere is 
good, then at the very least it will raise the whole 
atmosphere of the leaders meeting," said Shi Yinhong, 
who heads the Centre for American Studies at Beijing's 
Renmin University and has advised the government on 
diplomacy.

China's most powerful first lady since Mao Zedong's 
wife Jiang Qing, Peng has become a regular feature 
of China's global outreach since her husband took the 
reins of state in 2013.
With a smile on her face, dressed in a simple black 
peacoat and carrying an elegant unbranded bag, Peng 
stepp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limelight in Russia in 
March 2013 on Xi's first foreign trip as president, 
becoming an instant internet sensation and style 
trendsetter back home.
Since then, she has named pandas with then-U.S.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made friends with orphans in 

Serbia and Uzbekistan.
Former model Melania Trump, by contrast, has been 
mostly absent since her husband took office on Jan. 20, 
spending much of her time in New York, caring for the 
couple's 11-year-old son.

On past state visits, Peng has played the role of China's 
cultural ambassador, teaching foreigners the art of 
ink-and-brush calligraphy or the finicky wrapp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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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Popular First Lady Takes Center Stage In Xi's U.S. Visit

Former U.S. treasury secretaries Jacob Lew, 
Timothy Geithner, Robert Rubin and W. Michael 
Blumenthal (From R to L) attend the "Leader 
Speak: Treasury Secretaries" event at the China-US 
SkyClub in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on March 
29, 2017.(Photo/Xinhua)

Chinese President Xi and First Lady Peng bid 
farewell as they board their plane to depart from the 
Julius Nyerere International Airport.

Peng Liyuan, the wife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a national icon in China. 

President Donald Trump (left) with wife Melania and 
son Barron at the Trump Invitational Grand Prix in 
Palm Beach, Fla. in January 2017.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I found that we had as deep and broad a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financial authorities as with those of 
Germany, Europe andJapan," h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also worked together 
in addressing maj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issues.
"On transnational issues, the Chinese really started 
maturing in the last four to five years. Climate change 
is a great example," said Lew, treasury secretary from 
2013 to 2017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f the U.S. and China had not moved forward in 
climate change conversations, the Paris Agreement 
would not have happened," Lew said.
On the accusation of China manipulating its currency, 
Rubin said: "I don't know of a mainstream American 
economist who believes that China is manipulating its 
currency."
"Objectively over the last year, China has been doing 
the opposite...to the fact they are intervening at their 
expense to protect their currency," Lew said.
"If China really had an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RMB 
plummeted, it could result in a global currency war," 
Rubin said.
The secretaries agreed that it i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communicate, 
coordinate and cooperate more closely for the sake of 
global stability.
"The best way forward," said Rubin, "is the U.S. and 
China working together to provide leadership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
english) 

that China will enjoy more growth and more stability 
as it embraces more fully the political as well as the 
economic aspirations of all your peopl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true wealth of nations lies in 
people's ability to create, to communicate, to innovate. 
Fully developing these resources requires people who 
feel free to speak, to publish, to associate, to worship 
without fear of reprisal. It is China's extraordinary 
human resources that will lift it to its rightful destiny 
of leadership and widely held prospe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As we look ahead, the United States welcomes China's 
emergence as a full and constructive partner in the 
community of nations, a great nation that joins its 
strength and influence to our own to advance peace 
and prosperity, freedom and security.
======================================
"It doesn't matter there are only four former Democratic 
secretaries here, because if you have had those serving 
under Republicans, they would have agreed with much 
what we have talked about here," said Blumenthal, 
who once lived in Shanghai for almost a decade in his 
early years.
China's official data showed bilateral trade surged 
from 2.5 billion U.S. dollars in 1979 to 519.6 billion 
dollars in 2016, a more than 200-fold increase.
The vibrant, cooperative economic relationship has 
already gone well beyond bilateral territory.
Most recentl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joined hands and worked together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counte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promote a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said Geithner, 
treasury secretary during the first term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ree quarters of the time we spent with the Chinese 
leadership was figuring out ways to cooperate during 
the economic crisis," said Geithner, who once studied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Beijing for six months in the 
early 1980s.

NEW YORK, March 30 (Xinhua) -- “Do not allow 
small frictions and differences in trade to undermine 
the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 which is 
essential to the world economy.”
This is among the remarks made by former U.S. treasury 
secretaries W. Michael Blumenthal, Timothy Geithner, 
Jacob Lew, and Robert Rubin, in a conversation with 
Steve Orlins, head of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
China Relations, in New York on Wednesday evening.
Economic relations would not enjoy sustained, rapid 
growth if they were not based on mutual benefit, they 
said.
"The lesson (from my tenure) is that we each nee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we have with each other, and try to work on them as 
people who engage in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said 
Rubin, who served as treasury secretary during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Bill) Clinton has a conviction which I think is ever 
more the case today that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as going to become the most 

Frictions Should Not Undermine U.S.-China Economic Ties: 
Former Treasury Secre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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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真空制動增壓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發動機工作

時產生的負壓與大氣壓之間的壓力差來迫使增

壓器內橡膠膜片移動，推動制動主缸的活塞，

以此來減輕駕駛者踩制動踏板的力。在不踩制

動踏板時，發動機進氣歧管的負壓被引入膜片

的兩邊空腔，壓力平衡，所以增壓器不工作，

當踩制動踏板時，增壓器橡膠膜片空腔的真空

孔關閉，同時打開空氣孔讓外界空氣進入，由

於腔內的氣壓大於另一腔的氣壓，迫使橡膠膜

片移動並帶動制動主缸活塞移動，從而起到增

壓作用。

50、踩制動踏板時，變速桿處有“咔噠”

的聲音。

故障判定：假故障。

休斯頓瑞雪舞蹈學校屢獲佳績

（本報記者黃梅子）休斯敦瑞雪舞蹈學校

成立時間不長，僅僅兩年的時間他們就在各種

大賽中屢獲佳績，充分展示了實力。

校長兆瑞雪老師出身科班，並且有豐富的

舞臺表演和教學經驗。她 1997 年考入遼寧芭

蕾舞團舞蹈學校。2003 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

京舞蹈學院芭蕾系 。2006 － 2007 年實習於中

國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系統地研究了芭蕾舞

與民族舞的異同之處。2007 年畢業，進入沈

陽音樂學院舞蹈學院本科任教 5 年，帶領學生

們多次獲得國內國際大獎，被評為最佳教師園

丁獎。2010 年取得舞蹈研究生碩士文憑。2012

年在美國奧斯汀學習現代舞並在學校任教。

2014 年定居美國休斯頓創立休斯頓瑞雪舞蹈學

校。

瑞雪老師表示參加舞蹈比賽極大地開拓了

48、制動總泵油杯內

的液面隨著使用不斷降

低。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有些細心的朋友經常的清洗、

檢查車輛。就會發現制動油杯內的製動液液面

不斷變低，這不是故障。這是由於隨著車輛的

使用，制動片逐步磨損變薄，總泵油杯內的製

動液不斷的進入製動分泵，這是正常的，當更

換新制動片後，制動液液面就又能恢復到原有

的高度了。

49、踩制動踏板時有輕微的“漏氣”聲音。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這是真空助力器發出的聲響。

汽車維修大全（十五）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原因分析：自動變速器的車輛一般都有防

止誤操作變速桿的功能，以防止駕駛員或是車

內的乘員因誤操作出現安全事故。所以，在

“P”檔位置時不踩制動踏板變速桿是不能搬

動的。變速桿處有“咔噠”的聲音是電磁閥動

作時發出的聲音，每踩一次製動踏板，電磁閥

都會發出聲響。

51、離合器踏板踩下的量小時，持檔時不

痛快，有時還會出現掛檔時齒輪撞擊的聲音。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有些車的離合器使用的是拉線

式的。當使用一段時間後就會出現離合器踏板

逐漸變低，踩離合器時感覺行程短，掛檔時不

痛快，有時還會出

現掛檔時齒輪撞擊

的聲音。這是因為

拉線調整的固定鎖

止螺母隨著踩離合

器踏板次數的增加，

螺紋自動旋轉造成

的。 這 不 是 故 障，

只要稍微旋轉固定

鎖止螺母就可以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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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們的視野。每次的舞蹈大賽，都是一次互

相學習交流的好機會。第一次參賽的學員都存

在緊張的問題，看到比賽的場面就有點恐懼，

站在評委面前就有點害怕，但經過一次比賽以

後學員就如跨上了一個新臺階，有了主動展示

自我、表現自我的願望！

只要你有挑戰自我的勇氣和決心，瑞雪舞

蹈學校就會提供給你一個輝煌的舞臺！

特別值得推薦的是每周三中午 1 點至 2:30

的成人舞蹈班，圓你一個兒時的夢，瑞雪舞蹈

學校 Rachel Dance Academy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203，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王朝二樓 )

電話：832-691-3615

www.racheldanceacademy.com

Email: Racheldanceacademy@gmail.com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在 2/25/2017 的 starpower 舞蹈比賽中學員表演的中國舞《花木蘭》獲得一等獎、全場最佳表現獎。學員對舞蹈情
感的理解、音樂節奏的把握讓評委們眼前一亮。

在 3/25/2017 I Love Dance 舞蹈比賽中十位學員表演的 《百花圓舞曲》獲得芭蕾組一等獎。孩子們精湛嫻熟的表演
贏得了所有節目中最熱烈的掌聲。

在 3/25/2017 I Love Dance 舞蹈比賽中 僅有 5 歲的小學員表演的《Dong Ba La》在眾多表演者中脫穎而出獲得二等
獎。小學員歡快的舞蹈動作豐富的表情獲得評委們的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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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在3月
10 日—3 月 12 日的全
美 Showstopper 舞 蹈
比賽和3月24日—3月
26 日 的 全 美 Dance
Showcase的舞蹈比賽
中,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的孩子們又一次獲得好
成績,在兩個比賽中分
別獲得獎項各24個,共
計48個獎項!

值得一提的是,3月
的比賽中又多了幾位年
齡才8,9歲的新手,初生
牛犢不怕虎,個個信心
滿滿,沉著穩定!面對成

績不驕傲,面對對手不
氣餒,那一個瀟灑勁兒
讓父母看了直喊感動!
孩子比賽完了以後經常
自己在家裡練基本功,
告訴媽媽自己還要加油
!比賽不光讓孩子們開
了眼界,還增添了一份
勇敢,一點自信,懂得了
天外有天,藝無止盡的
道理!這就是學習舞蹈
給予你的美妙之處,這
才是之一哦!更多的美
妙在前面向你們招手,
勇往直前吧,孩子們!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全美兩大舞蹈賽場
”Showstopper”和”Dance Showcase”再創佳績

（本報訊）美南江蘇總會將於2017年
4月 29日星期六在糖城風景秀麗的公園
Lost Creek Park（3703 Lost Creek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舉辦小龍蝦野餐會
和春游活動。歡迎各位朋友空出那天的時
間，全家老少一齊參加。

各位理事們正在緊張地籌備活動的細
節。參加野餐會的大人每人收費10元，孩
童每人5元， 4歲以下免費。

時間：上午11點登記繳費，12點開始
野餐。

報名截止日期為4月25日。
准備參加龍蝦餐會的江蘇籍朋友，請

向
陳韻梅（832-260-5291）、楊家驊

（713-539-2144）、黃旻(mh08_98@ya-
hoo.com)、張邗（832-526-9025）、喬
鳳 祥 （qiaofx@gmail.com） 、 徐 寧 生
(nxu1231@gmail.com) 或其他熟悉的理事
報名。

報名時請說明成人和孩子的人數，以
便准備食物。有意願參加食品准備的，尤
其是能提供更多烹調龍蝦廚具（如煤氣罐
和用煤氣罐的爐子、能裝10磅以上龍蝦的
大鍋等）和密制配料的，請與季家凰老師
（281-355-7990）聯系。

美南江蘇總會4月29日
舉辦小龍蝦野餐會報名開始

休斯頓華人朋友們：
四月初的休斯頓，春光明媚，氣候溫和，適合扶老攜幼，舉家出
游，貼近大自然，呼吸新鮮空氣。海外中國教育基金會將於4月
8日(星期六)在New Territory的Pecan Park舉辦郊游野餐活動。
基金會將為你準備精美可口的午餐、組織大人小孩喜愛的活動和
游戲、以及免費和獎券抽獎等。公園裡還有游樂場地和設施免費
供孩子們游玩。在野餐會上，我們將向大家彙報基金會的動態。

這是一次享受大自然及與新老朋友歡聚的大好機會。歡迎到
野餐會來與基金會義工們進行交流。歡迎大家攜同家人朋友，踊
躍參加。請你在4月5日（周三）前，打電話或電郵預約，告知
你的參加人數（大人小孩的數目），以便我們更好地准備食物及
其它方面的工作。

這次活動的全部盈余，將作為基金會的善款。
時間：2017年4月8日(星期六)上午11:00－下午2:00
地 點 ： Pecan Park,Pecan Orchard Blvd,Sugar Land,TX

77479
費用：12歲以上：10美元
6到12歲：5美元
6歲以下：免費。
聯系人：請於4月5日（周三）前，告知參加人數（大人小

孩的數目）
宋麗珍713-436-3457 lsong_1999@yahoo.com
陳世儀281-495-1931 patrick.chan@ocef.org
海外中國教育基金會(Overseas China Education Founda-

tion)，1992年成立，是享有美國
聯邦稅務局501(c)(3)免稅帳號的慈
善教育組織。宗旨是募款幫助中國
貧困地區非常貧困的孩子們上學以
及幫助改善貧困農村地區中小學校
的教學條件。不帶任何政治或宗教
色彩。

二十余年來，基金會先後在中
國農村地區資助四萬一千多人次
（即1學期1學童）的小學、初中
生和逾八千六百多人次的高中生上
學讀書，發放大學新生獎學金六百
多份，以及資助和培訓教師一千多
人次；幫助貧困地區學校建立了八
百余間圖書室，累計捐贈圖書五十
余萬冊；在五所學校開展網絡課堂
，累計課時五百余節；並開展了修
建校舍、課桌椅捐贈和冬衣捐贈等
特殊項目，到目前為止，共幫助逾
一百所學校改善校園生活質量，受益學生和學校遍及中國二十三
個省和自治區。

有關基金會的詳情，請參閱基金會網頁:http://www.ocef.
org

如果您願意捐款幫助中國貧困地區的教育事業及學生上學，

捐款支票抬頭請寫：
OCEF， 寄 往:OCEF， P.O.BOX 772436， Houston,TX

77215－2436
如果您有關於基金會的任何問題，請郵寄上述地址，或電郵

ocef@ocef.org

海外中國教育基金會將於4月8日舉行野餐活動
Katie ZhangKatie Zhang 白金獎白金獎,,55th Overallth Overall

Annie Zhu & Shirley ZhuAnnie Zhu & Shirley Zhu
雙白金雙白金,, 44th Overallth Overall

沉甸甸的獎杯是用汗水換來的沉甸甸的獎杯是用汗水換來的,,
更多的收獲是在她們的心裡更多的收獲是在她們的心裡!!

Bridgette LiuBridgette Liu 白金獎白金獎,,舞蹈是一種高尚舞蹈是一種高尚
和美麗的熏陶和美麗的熏陶,,不光入膚不光入膚,,入體入體,,還入心還入心!!


	0403MON_B1_Print
	0403MON_B2_Print
	0403MON_B3_Print
	0403MON_B4_Print
	0403MON_B5_Print
	0403MON_B6_Print
	0403MON_B7_Print
	0403MON_B8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