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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法治天地

昨天上午，北京市迄今为止最大

的一起非法集资案——“华融普银案

”在朝阳法院宣判。被告人蒋权生伙

同董占海等人，先后成立华融银安公

司和华融普银公司，在2012年至2014

年间，借投资项目为由发行理财产品

，承诺投资率 8%至 15%，变相吸收

3000余名投资人资金，共计55亿余元

。蒋权生等八名被告被控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获刑九年十个月至四年六

个月不等的刑罚，同时分别并处50万

元至20万元不等的罚金。

发行理财产品吸收资金

经查，蒋权生伙同被告人董占海

于2012年2月成立华融银安公司，并

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蒋权生伙同被

告人魏薇、董占海于2012年9月成立

华融普银公司，并负责公司的经营管

理。被告人李明自2013年9月，在其

担任副董事长的中房能科公司控股华

融银安公司、华融普银公司后，负责

两公司的经营管理。

蒋权生等人于2012年 2月至2014

年 5月，在华融银安公司、华融普银

公司经营期间，先后单独或共同指

令担任公司市场部门经理的被告人

白岩、卢志银、王盛、邱峻峰等人

，通过组建销售团队，自行宣传或

第三方推介的方式，以投资“河祥

地产”、“京西北物流仓储”、

“岚临高速”、“芽菜基金”等项

目为由，发行理财产品。理财产品

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承诺

以货币方式返本付息且年投资回报

率8%至15%。

2013年 7月后，李明在先后收购

华融普银公司、华融银安公司后，仍

延续两公司先前的业务经营模式，并

新增“成都阜外医院”、“亦庄项目

”、“宏毅四号”等理财项目，继续

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达55亿元

2014年 5月，两公司因无法兑付

到期钱款案发。经审计，2012年 2月

至2014年5月间，两公司共向3000余

名投资人非法吸收55亿余元资金，造

成投资人经济损失34亿余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蒋权生、

魏薇、董占海、李明作为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卢志银、白岩

、王盛、邱峻峰作为单位直接责任人

员，无视国家法律，违反国家规定，

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

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八名被告获刑

昨天上午，朝阳法院对此案进行

宣判。

法院认为，蒋权生等八名被告人

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采取面向社

会公开宣传，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返本

付息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数

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最终，蒋权生等八名被告

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十个月至四年

六个月不等的刑罚，同时分别并处50

万元至20万元不等的罚金。

北京最大非法集資案八被告獲刑

“我只是想找点钱来花，把被骗的钱赚

回来，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我真的

很后悔！”在看守所里，华某泣不成声。

华某是山东省某高校的大四学生，自以为

在网上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在毕业前夕

以创业为名，利用高利贷骗取他人钱财并

挥霍一空。近日，经重庆市永川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华某因犯集资诈骗罪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2015年7月，华某在手机软件上发现了

一种名叫“借条”的网络借贷方式，借款

方在借条上输入利息、还款日期、借款理

由这些条件，然后发送给好友，出借方看

了借条上的条件以后，自己决定是否借这

笔钱，最后借款方收到一张电子借条。

通过“借条”，华某借出了1万元。没

想到因为华某的朋友没守信用，未及时还

款，导致华某亏了近6000元，最终只收回

来三四千元。这次经历让华某非常郁闷，

他想尽快把钱赚回来。

没过几天，华某在QQ群里看到有个网

友发出一条消息，意思是把钱给他，他可

以支付高利息。华某突然“脑洞大开”，

想到毕业前也没事做，刚好可以学着这个

方法来“赚钱”。

随后，华某建立了一个名叫“小贷”

的QQ群，在群中发布消息：你们有钱可以

投给我，我来给大家做投资，把钱放款给

别人，我给你们付利息，一周返还本金及

20%利息。每周20%的高利息回报让不少人

动了心，陆续就有人给华某投钱。

当然，面对如此高利息的诱惑，群里

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为消除大家的戒心，华某购买了去法

国的机票，然后截图发在了QQ群里，但他

没有真的去法国，“显摆”完后他旋即退

了机票。

华某的奢侈生活使群中不少人羡慕，

而此时，前期投资人也纷纷在群里反馈，

表示自己得到了高额“回报”，群中摇摆

的人开始相信华某具有经济实力和投资渠

道，主动向华某投资。

重庆市永川区某大学大三学生小明在

华某处持续投资并准时收到了回报，自以

为赚得了人生中第一桶金的他，将消息又

传给同学小超，小超受到高利息的诱惑也

在华某处开始了投资并将消息告知他人

……正是这种网友之间的来回介绍，华某

的QQ群一度发展到30多人，投资的网友涉

及山东、广东、贵州、重庆等多个省市，

其中一半以上是在校大学生。

实际上，华某在收到网友给他的资金

后，并没有拿去投资，而是通过“拆东墙

补西墙”的方式，用一部分钱来支付产生

的高额利息，另一部分钱用于自己购买机

票、旅游等消费。三四个月里，华某在网

络资金账户上与投资人往复回投产生的资

金流水总账已达千万元。

2015年11月，因一网友不想在华某处

投资撤回了大量资金，直接导致华某的资

金链断裂，他精心策划的高利息投资即

“庞氏骗局”（利用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

腾挪回补）破产了。

2016年2月，久未收到本金和利息的小

超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

迅速展开侦查。

经查，华某在诈骗过程中自己消费6万

余元，其余资金均用于返还投资人本金及

利息。案发前，华某的家人帮助华某向投

资人支付了未还资金35万余元；案发后，

华某仍欠投资人资金13万余元。

同年4月，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后，华某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又因

华某是在校大学生，系初犯，法院遂对其

作出上述判决。

承办检察官提醒，放“高利贷”本

身就是违法行为，在校大学生一定要认

清楚高利贷带来的危害，做到“三不”

：“不能骗”，不能用高利贷的名义进

行诈骗；“不要借”，要控制自己的消

费水平，养成健康的消费习惯，不借高

利贷；“不要投”，提高警惕，不要相

信他人高利息的诱惑而借款投资，最终

造成财物损失。

大學生做起“轉貸賺錢”主意

資金流水達千萬
四川彭州發生校園暴力事件

女生35秒被掌摑14次
近日，一段“彭州隆丰中学校园暴力”的视频在微博流传。4

月3日凌晨，微博#平安彭州＃发布警情通告，称视频中纠纷原因

、双方参与者等基本情况已初步查实，目前相关职能部门正积极

开展调查教育处理中。彭州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网

记者，事发时间约在3月30日前后，当地警方正在调查此事，最

终的结果以警方发布为准。

据网传视频显示，一位黑衣女生在高处让一绿衣女生站好，

在随后的三十五秒内扇绿衣女生耳光共计十四次。随后打人女生

又对身旁另一短发女生进行脚踹、扇耳光等行为。视频中打人女

生不断发出“牛皮呦”、“啥意思”等一些侮辱性语言。

在视频拍摄时，有两位老人从旁经过，拍摄者对路人说：

“婆婆你们走快点，别把你们误伤了，这是学校里混社会的。”

4月3日凌晨，微博#平安彭州＃发布情况通报。

通报称：

对网传近日我市女学生被打视频，彭州警方高度重视及时介

入调查，经初查系我市隆丰中学在校生因纠纷引发校外打架。目

前视频中纠纷原因、双方参与者基本情况等已初步查实。因当事

双方均系未成年人，我局与相关职能部门正积极开展调查教育处

理中。市公安局一直高度关注校园治安安全及周边社会治安环境

，依法严惩一切危害学生安全的行为。再次感谢广大市民的关心

和支持。

4月3日上午，中国青年网记者致电彭州市公安局了解相关情

况。民警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因此事涉及到未成年的学生，此

事的时间、地点等信息不方便向公开透露，详情可以向彭州市教

育局咨询相关情况。

彭州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事发时间约

在3月30日前后，打架的原因尚在了解中，当地警方正在调查此

事，最终的结果以警方发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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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33親子教育

一、不!选择越多，孩子可能越不快乐

在某公园里，一个小男孩正在安静地荡秋千

，这时他看见旁边的滑梯上没人，哒哒哒地跑过

来玩滑梯，再看看对面玩跷跷板的小朋友走开了

，小男孩赶紧又抛弃了滑梯，冲向跷跷板……

（关注微信订阅号：朵妈亲子时光，聊聊亲子育

儿那些事）

这时另一个小女孩过来玩秋千了，小男孩看

到后赶紧从跷跷板上下来，冲向秋千，不让小女

孩玩。小女孩不依，小男孩推了她一把，小男孩

子的妈妈生气极了：“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有你这样贪心的吗?”小男孩哇地一声哭了!

其实小男孩不是贪心，而当选择比较多的时

候，孩子就难以从这些选择中得到100%的快乐。

比如，荡秋千的时候，孩子可能在想“等下

我要去玩滑梯”。玩滑梯的时候看到跷跷板了，

又打起了跷跷板的主意。最后，看到有人来玩秋

千了，孩子突然又想起了秋千的好：“我不玩跷

跷板了，我要荡秋千!”

众多的选择，分散了孩子的注意力，以至于

他的快乐也被打了折扣，幸福感反而被降低了。

假如孩子能选择的东西没有那么多，他只能

玩秋千或者玩滑梯，那么不管是玩什么，他都能

尽情地享受其中的快乐。

二、选择越多，孩子的专注力可能越低

选择更多，还会带来一个坏处，那就是孩子

的专注力会更低。

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

实验：

在研究中，他将孩子随机分成两组画画。第

一组孩子可以从3支画笔中选1支，第二组则可以

从24支中选1支。结果第2组的孩子的作品要比

第一组孩子画的糟糕得多。

随后，研究者们让孩子们从中选一支自己最

喜欢的笔，接着再试着说服孩子们放弃这支笔选

择另一样礼物，结果第二组的孩子更容易放弃他

们所选择的笔。

我们常常以为，给孩子提供越多的物质，孩

子就会越幸福，实际往往相反!太多选择，反而会

让孩子在选择前面乱了方寸，不知道自己最喜欢

什么，得到之后也更不懂得珍惜。

三、避免过度选择，爸妈应该怎么做?

1、玩具不多不少，刚刚好

过多的玩具，不仅容易让孩子分心，而且对

孩子的智力发育也不利。

那么，到底应该给孩子提供多少玩具

呢?

美国弗吉尼亚学者认为应该是5个。

原因是，当玩具少于5个，孩子可能

会出现自卑心理;但如果数量超过5个，孩

子就容易出现分心，而且还会限制他们的

创造力。

玩具不多不少，孩子在可选择的范围

内，专注于自己喜欢的玩具，反复研究、

琢磨、思考，创造出多种新的玩法，这时

玩具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有的妈妈可能要纠结了，到底给孩子

留哪5样玩具好呢?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这几类玩具堪

称经典，对孩子的成长最有意义——

1）、拼装类玩具(积木、雪花片)：

样式简单、玩法多变，小宝宝大宝宝都能

玩;

2）、运动型玩具(小球、推车)：除

了好玩，还能促进孩子动作发育;

3）、涂鸦类玩具(画笔、彩纸)：每

个孩子都是最出色的画家，能发挥孩子无

限的想象力;

4）、毛绒类玩具(布娃娃、玩具熊)

：会被孩子赋予生命，童年最初的玩伴;

5）、音乐玩具：(玩具小鼓、玩具钢

琴)：让孩子细心聆听不一样的声音。

2、衣服也别贪多，少而精才是最佳

选择

假如，你是一枚爱败家的妈妈，看到

好看的童装会完全没有抵抗力，家里的衣服都已

经堆积成山了，还是忍不住给孩子买买买，那么

，当你看到满衣柜、满房间杂乱的衣服时，你是

否会觉得自己太冲动、太缺乏理性了?

日本曾有心理学者建议：

4岁以上的孩子，每个季节的衣服无需超过5

套，甚至更少，完全能满足孩子的需求了;同时，

给孩子提供的鞋子，不需要超过3双(含家居拖鞋)

，帽子别超1顶。

也许有的妈妈会说：“我家孩子还小，5套

完全不够啊!”

那么能少即少，尽量精简，可满足实际需要

即可。

尤其是不能因为贪便宜而给孩子购置过多的

衣服，看着家里一堆廉价、质量差的衣服，你真

的会很抓狂。

一个整洁的房间，能让孩子更专注地投

入到玩耍和探索中来。而生活在一个堆满衣

服、玩具的空间，更容易让人感到烦闷压抑

，情绪也会受到影响，更容易暴躁发怒，缺

少耐性。

孩子的鞋不能超3雙？原因是……

物质丰富的年代，我们能提供给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数不过来的玩具、穿不完的衣服、吃不完

的美食……然而孩子的快乐幸福，会因为选择更多而更快乐吗?

BB玩具清洁
有些事

你需要了解
春季细菌肆虐，为了宝宝

的健康着想，妈妈们总会额外

注意宝宝的饮食卫生。但跟宝

宝频繁接触的玩具是否卫生，

你注意到了吗？玩具清洁，有

些事儿你需要了解！

宝宝的玩具种类很多，不

同材质有不同的清洁方法，最

常见的方法是：

· 塑料玩具：清水中擦洗，

阳光下晾干。若有顽固污渍，

可放入肥皂水中浸泡，用牙刷

刷洗脏污部分，接着以清水冲

洗并晾晒即可。

· 木制玩具：软布擦去污渍

，阳光下晾干。耐湿、耐热、

不褪色的木制玩具，还可以放

入温热的肥皂水中烫洗，再用

清水冲干净后晾晒。

· 毛绒玩具：装入大塑料袋

中，倒入粗盐后封紧袋口，上

下左右来回晃动。小的毛绒玩

具也可以放入洗衣机中柔洗甩

干，悬挂于阴凉处干透，并间

歇轻拍玩具，使其蓬松柔软。

大的毛绒玩具可去除填充物后

，再把表皮放入洗衣机中柔洗

。容易脱落的部位最好事先钉

紧。

2.宝宝的玩具需要经常消毒吗？

在清洁完宝宝的玩具之后

，是否需要对玩具进行消毒呢?

有的妈妈认为，消毒能彻底杀

死病菌，对宝宝的健康更有利

，殊不知，完全无菌的环境反

而会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的正常

发育。

所以，只有当家中出现病

人（尤其是传染病病人）时，

或者有外人来访后，才有必要

进行消毒。而且消毒时尽量使

用物理的方式，如蒸煮、暴晒

等，不要使用刺激性太强的消

毒剂，否则反而可能威胁宝宝

的健康。

“凡是为攻击我而造的武器，都必将被摧毁；凡

是在审判中，欲诋毁我的言论，都必将被定罪。”

当我又一次重复《圣经》上的这句话。才发现，

不知不觉，又一个昼夜过去了，就像以往的每个昼夜

一样。

“莫兰蒂”登陆厦门已经两天了，我到厦门已经

二十三天了。很明显，当我到达厦门时，厦门还是那

个厦门，漂浮着海洋气息。不过，当“莫兰蒂”到达

厦门时，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这城市正在经历一

场来自大自然的浩劫。而我很幸运，在这次浩劫中毫

发无损。应该这么说，我非常幸运，在这两次浩劫中

，都毫发无损，虽然第一次浩劫给我心里留下了不可

磨灭的阴影。

我按了日光灯的开关，回答我的却依旧是一片黑

暗。电力供应还没恢复过来。我又看了看手机，信号

就像我以前在乐队时，鼓手的鼓点，断断续续。不同

的是，鼓点的断续而有节奏感，是音乐。信号的断续

，意味着，与其待在这无聊的屋子里，不如去街上逛

逛。

门外的世界，略显萧条。地上有树有玻璃有水有

行人。树，倒下了；玻璃，碎了；水,脏了；路人,累

了。我漫无目的向前走去，忽然，看见一个女孩，正

抱着两箱矿泉水，显得很吃力。

我急步走过去，帮她抬矿泉水。两箱矿泉水，对

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压力，不过对于一个柔弱的女孩

来说，却是很沉重的存在。就像在读书的时候，学霸

们总能轻松击败考题，拿到高分；而学渣们，则总在

考场中，阵亡。

我和她一起把水上了货车，原来这些水是准备送

给那些救灾解放军的。当我准备离去时，女孩伸出了

手，微笑着对我说:“我叫玛利亚，你呢?”

我迟疑了一会，和她象征性的握了握手，回答道:

“我叫邓少嘉，我还有事，先走了。”

当我转身后，她又追了上来，对我说:“蒋先生，

我还没有谢谢你呢。” 我也对她微微一笑，说道:

“我可没有心情，在一个受灾的城市，在这一片狼藉

的街道，陪一个不认识的人闲聊。”

她听了我的话，迟疑了一会，停了下来。

而我，继续大步向前走。

背后响起了激昂的声音,玛利亚对我的背影喊道:

“邓先生，您看，厦门——这美丽的城市，正在遭受

一场由台风造成的巨大灾难。现在，我们应该肩并肩

，一起为这个城市的新生努力。”

我的回答很干脆，不想多浪费时间，“我也曾经

向你这么心中充满热情，充满爱。不过，现实，更重

要，还是让政府来处理这些事吧。”

而女孩明显没有放弃，继续在劝说我:“邓先生，

做一名志愿者，不好吗?我们，需要彼此的帮助才能

做更多的事。”

然后，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成了一名志愿者，或

者说是搬运工，把物资送到受灾的人手上。玛利亚家

是开超市的，有钱有爱心。

就这样忙了几天，不过，人生如果太平淡的话，

那就不叫人生。总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在等着你。

那天傍晚，当我们去一个镇上送完救灾物资后，

沿着这较为偏僻的公路返程。却在路边看到了一辆车

，停在路边，一个女子站在车边上。玛利亚停下了车

，经过询问，得知这女人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的两

个孩子都高烧不退，正在车里，可车子却抛锚了，情

况紧急。

玛利亚当机立断，把车钥匙给我，对我说:“我这

车只能坐下四个人，你开车开的比我好，赶紧开车带

着他们去医院，我在这等着你。”

我看了她一眼，问她:“天已经黑了，这荒郊野岭

，你一个人不会怕么?” 她很着急的对我说:“救

人要紧，我你就不要担心了，快开车吧。”

我立即开车带着孩子妈妈，还有两个生病的小孩

，前往医院。

当我返回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灾后的电力

供应依旧尚未完全恢复，没有路灯，除了车灯照耀之

外，在这荒僻的公路上，其余空间，好像只剩下黑暗

，还有寂静。

当我开到小孩妈妈停车的地方，下车，发现玛利

亚一个人躲在车里。旁边，一片漆黑，确实吓人。没

办法，女孩纸总是这样，胆子小。

在我们回去的路上，我问玛利亚:“那么黑，你一

个不怕么?要是我不回去接你，把你车开走，当黑车

卖了，或者别的，你岂不是在那恐怖的地方过夜?”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对我说:“我相信你会回来。

”我又问她:“为什么相信我呢?你又不知道我的过去

。”

她望着车窗外，看着星空，回头对我说:“这是人

跟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我相信你是好人。”

当太阳从东方升起，唤醒沉睡大地，我踏上了归

程。厦门，这个美丽的城市，不知道下次我什么时候

还能回来。台风的浩劫，我躲过了；但和junko之间

发生的事，对我来说，也是浩劫，可我却最终没有躲

过去。

我是公司的一名出纳，junko也是一名出纳。在结

算财务的时候，发现少了几张票据，加起来好几百万

，足以让我身陷囹圄。我和junko之间一向不和，我

怀疑是她陷害我，在争执过程中，发生了意外，junko

死了。但我却想办法做了伪证，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但是后来我发现，票据都在我床头柜的夹层中，是自

己忘了，和junko无关。现在，是时候回去，向男人

一样，直面一切，承担自己的过失。

还记得昨晚，当我们开车到楼下的时候，天上下

起了小雨，微凉。我走在前面，玛利亚在后面，彼此

都很沉默，突然，我感觉背后我有体温的感应，还有

香水的味道，我问:“你是冷了，还是害怕什么？”

得到了一个很轻的回答:“我，玛利亚，喜欢你，

邓少嘉。”

廈門故人
冯二狗是个不喜欢踩点的小偷。但“小

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儿”，他自有一套打

探虚实的方法：看中那户人家就敲门，有人

出来就假装打听人；倘若没人理就下手。这

招儿目前还没遇到意外。

不过这天冯二狗遇到了意外：在一户人

家门口敲了半天没人理，就撬开了门，门开

后里面居然有个体态龙钟的老头，看来老头

耳朵背！老头看到这不速之客，气得抡起拐

杖就颤巍巍地追过来：“好你个小偷，光天

化日的……”毕竟强贼怕弱主，冯二狗撒丫

子遛了。 尽管出师不利，但冯二狗相信这

纯属意外，心想下次一定成功。

不久，冯二狗又转到另一个小区的另一户

人家。这次也是敲了半天没人理，冯二狗一边

暗暗祈祷别是聋子，一边满心欢喜地行动了。

可是打开门一看，冯二狗惊呆了：只见一个壮

汉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糟糕，这下完了……

”冯二狗撒腿就跑，只听壮汉在身后“叽里呱

啦”的叫骂着。——原来壮汉是个哑巴。 这

次冯二狗可吃尽了苦头，哑巴不像老头那样老

胳膊老腿儿的，追了冯二狗好久才被甩掉。冯

二狗感觉身后没了动静，边跑边回头看，不成

想前面有个电线杆子，冯二狗“嘭”地撞了上

去……过了好久，等冯二狗从地上爬起来时耳

朵还嗡嗡直响呢。

“意外！意外！”气急败坏的冯二狗暗

暗替自己打气，“今天要搞不到点值钱的东

西，我就不姓冯！”这样想着，冯二狗又选

中了一户人家。

这次和前两次一样，还是没人应声，但

冯二狗不敢大意，心里祈祷着别是聋子，当

然也别是哑巴，小心翼翼地撬开了门，又屏

住呼吸向里一看，果然没有一个人！嘿嘿，

总算可以大干一票啦！

哪知，刚要进屋行动，一只巴掌从后面

拍过来，冯二狗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从

隔壁出来的一个男人。男人铁青着脸喝道：

“说了多少次，我邻居没在家，你咋不听？

好啊，原来是个小偷……” 冯二狗晃晃脑

袋才感觉耳朵不对劲儿。——刚才在电线杆

子上撞得不轻啊。

三個意外

这天下午刘主任出了一个饭局，醉醺醺

地要回家，忽然想起今天是老婆的生日，于

是拐进了一家商城，要为老婆买件衣服。

这是一家租赁摊位的商城，每三四米宽用

布隔起来形成一个小屋，每个小屋一个摊主。

可能是刚才大鱼大肉吃得太多，琼浆玉液饮得

太饱，刘主任正在一个小屋看衣服，忽然感觉

下腹涨涨的，要放屁。怎么办？周围全是看衣

服的人，当众放屁不太雅观呀！可是刘主任实

在忍不住了，便“嘣”地放了出来。

这一声响，整个小屋的顾客全都向他看

过来，大家对此嗤之以鼻，捂着鼻子逃离了

小屋。

一时间小屋内只剩下了刘主任和摊主，

摊主不乐意了：“瞧你这屁放的，把我的顾

客全熏跑了！这屋子本来就小，你就不能忍

忍？”刘主任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说着就要走。

可是摊主却一把拉住了他，委屈地说：

“你怎能一走了之呢？本来这么多人，卖出

一两件不成问题吧？现在倒好，全跑了，你

总该为这个屁负点责任吧？”

刘主任听出了摊主的意思，是让他买件

衣服，弥补一下损失。他觉得这个要求虽然

新鲜，但也比较合理，于是就买了一件。不

过，这个小屋的衣服全部不适合老婆，刘主

任纯属破财免灾。

不久，刘主任在另一个小屋找到了一件

适合老婆的衣服，正要付钱买下，忽然那肚

子又不争气地涨起来，糟了，这坏事的屁又

来了！刘主任想赶紧结束这买卖，可是越着

急越感觉情况紧迫，于是退到一个小伙子的

身旁，在人家的旁边“嘣”地把屁放了出来

。刘主任对自己这招很得意，这就叫“嫁祸

于人”。

这时旁边的人全都笑起来。刘主任也不

着急，他早就想好了，要来个死不承认，于

是他装作一脸无辜的样子，狡辩道：“你们

别看我，是，是他放的……”

可是，不狡辩还好，刘主任这么一狡辩

，其他人笑得更厉害了！

莫名其妙的刘主任扭头一看，那个被冤

枉的小伙子不但不怪他，还笑呵呵地看着他

……——原来那是一个塑料模特！

嫁禍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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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中美教育

每一个国家的教育都有自己的特点

和优势，都有值得别国学习借鉴的地方

。中美基础教育的比较依然要遵循这个

基本前提，要理性分析教育差异背后的

根源，否则就会是盲人摸象、一叶障目

。

比如，关于学生学习压力的问题，

为什么表面看起来美国学生的学习快乐

，而中国学生的学习艰苦呢？那是因为

我们把中国好的学校和美国一般的学校

相比较。在美国一般的公立学校，的确

学生不做作业、课业负担很轻。但在美

国好的私立学校，学生学习的艰苦程度

一点不比中国的学生轻，学校里的竞争

也一样很激烈。中国的学生书包很重、

理科教材程度很深，而美国学生的课本

也并不薄，特别是文学、历史课本都很

厚很难，为的是给学生打下非常坚实的

人文基础。

再比如，关于大学录取标准的问题

，为什么表面看起来美国的大学录取不

重视成绩，而中国学生的高考分数却是

命根子？那是因为我们简单地把美国的

SAT或ACT成绩和中国的高考成绩相比

。美国大学招生是不以SAT或ACT的成

绩为唯一标准，他们重视的是申请者在

中学的成绩平均绩点以及AP课程的成绩

。不是美国不重视成绩，本质上的不同

是美国没有全国性的考试，大学招生实

行的是申请制；而中国实行的是全国高

考下的统一录取制度，高考成绩才会成

为大学招生的唯一录取标准。

还比如，关于学校教育公平的问题

，为什么表面看起来美国好的私立大学

特别强调生源多样性，而中国学生特别

是偏远农村学生上一流大学难于上青天

？美国私立大学鼓励不同背景的学生之

间相互学习，但根本上还是为富裕阶层

提供教育服务；而公立大学则解决的是

教育公平问题，教育质量可退而其次。

中国教育面临最棘手的问题是有着非常

庞大的教育群体基数，负担沉重，且中

国人自古以来寄希望于教育改变命运，

在强调公平的基础上更强调教育质量的

差异和竞争。与中国教育以显性的应试

来划分学生群体不同，美国教育实际上

通过一个宽松的过程，悄然完成了社会

分层。

从最根本的原因分析看，受社会制

度、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甚至地理环境

的制约和影响，各国教育必然在理念、

途径和方法上存在差异。中国和美国在

教育理念上各有差别，有时很难用一个

简单的标准去评判哪个更好。教育改革

，大家都在路上！

如果从更鼓励孩子的动手能力、收集

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培养孩子的探

索性和创造性角度来讲，美国教育无疑是

值得我们借鉴的。在我们向美国教育学习

的同时，美国教育界也在认真研究借鉴中

国基础教育的某些成功经验。许多美国一

流的教育学家都认为中国教育所取得的成

就是难以置信和无法想象的，他们认真分

析中国教育的数据，并且和全球其他国家

进行比较，认为这也许是美国未来所面临

的最强有力的挑战。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一流大学的

招生要求对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作用都是

非常明显的。那些最顶尖的美国学生和

中国学生所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一

样多的，甚至美国学生可能更多，因为

他们所接触的范围更宽更广。在美国，

一个不去辅导班补课、不花大价钱去学

习才艺和参加社会活动去丰富自己履历

的孩子，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名牌大学。

美国大学的招生录取制度也远非人们所

想象的那样纯粹和完美，它也同样需要

在实施的过程中克服各种各样的外部干

扰因素。

那些认为只要把美国大学招生考试

制度直接移植到中国，就可以一劳永逸

地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

。即使全盘移植了，那些曾经出现过的

问题也一样会再次出现。反之，那些认

为中美社会制度不同,因而完全不能借鉴

美国招生考试制度的某些成功经验的观

点也是武断和不尊重实际的。

所以，我们要理性地比较中美教育

的差异，才不至于陷入一会儿骄傲自大

一会儿又妄自菲薄的摇摆之中，也不会

受到民粹主义和简单民族主义思潮的摆

布。推崇应当建立在真实了解的基础上

，借鉴必须依赖于本国国情。否则，单

纯盲目的移植必然会导致南桔北枳。当

前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戒除浮躁和

盲从，在真正了解自己和美国的基础上

，正视我们的差距和不足，按照教育规

律，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现状逐渐

加以改进和完善，让改革的具体措施落

地、落实。

中美教育改革都在路上

张立珩，美籍华人，现居北京，职业投资人

、作家，而她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北京大学工学院

院长张东晓的妻子。

二十多年来，养育了两个孩子的张立珩既是

中国教育的亲历者，也在儿女的成长过程中近距

离观察过美式教育。2011年夏天回国定居后，张

立珩在生活中接触过许多家长，深感当前在中西

方文化差异的冲击下，家长们对子女教育的焦虑

和迷茫。她结合自身经历，对中国和美国教育的

差异进行了多方位的思考、对比和概括。

通过分享这些思考，张立珩希望能够抛砖引

玉，引发更深层的思考和探究。同时，她一再强

调，教育方式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对与错，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因此，对孩子个体最适

合的教育方式才是最好和最有效的。”

趋同性 vs. 趋异性

对于中美教育方式的差异，张立珩的诠释是

美式教育倾向于培养个性化的学生，而中式教育

则恰恰相反：倾向于培养同质化的学生。除此之

外，中式教育的设计基本上是以培养精英为目的

，但往往并不适合大多数学生。

“所谓的趋同，最直观的体现是我们从小到

大的教育都要求有标准答案。比如对于文学作品

的阅读理解，考试要求学生的答案要符合标准才

可以得分。但我们都明白，文学作品的解读应当

有各种各样的角度、方向，否则就是在抹杀孩子

的个性和灵气。”她说。除了考试之外，整齐划

一也一直是中国学校对学生作出的要求，比如统

一的着装、队列等。她认为，这种统一也许便于

管理，但也让孩子们几乎变成了“同一种色彩”

。

相比之下，“趋异性”则是美国教育的一个

鲜明特点，这种对孩子不设限、注重个性的思想

，贯穿于美国孩子从小到大接受的所有教育阶段

。

每天送女儿上学的张立珩对女儿小学的教室

十分熟悉。教室四面的墙壁上贴满了孩子们亲手

制作的海报，充满趣味。“这些都是老师平时要

求孩子们制作的，也是他们平时课程要求的小项

目（project）。只有对内容理解并掌握得非常好，

学生才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要求的难

度实际上很高，而个性化海报的制作，也可以让

孩子们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她说，联想到绝

大多数中国学校的教室里千篇一律的布置——几

乎是相同的名人名言海报装点着白色的墙壁，

“的确索然无味”。

不仅如此，中美教育的“趋同”与“趋异”

的差异还表现在学生的录取方式上。中国的“分

数论”自不必多说，谈到美国大学的录取，令张

立珩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六七年前在耶鲁大学参观

时，遇到的一位男生。

“那时，我们一家人为了帮儿子参考如何选

择大学，一起去耶鲁参观，接待我们的大学生令

我们印象深刻。”好奇的张立珩与这位男生闲聊

，了解他是如何被耶鲁录取的。这位男生告诉她

，自己在其他方面并不突出，主要是在申请时讲

述了在中学阶段成功减重的经历，这段经历打动

了录取委员会的老师们。

“也就是说，美国名校的录取，标准考试的

成绩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学校还会从多方面考察

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更注重学生的特质。除此之

外，学生还要写文章阐述学校为什么要录取你, 你

是怎样在芸芸众生中塑造了一个独特的自己，你

能给学校或社区带来什么等等，”张立珩回忆道

，“减重的经历实际上反映出这位男生的一些宝

贵品质，例如决心、耐力、持久精神等。然而很

遗憾，我国对学生的考察标准中是看不到这些的

。”

举轻若重 vs. 举重若轻

关于中美教育的第二个不同点，张立珩用两

个词来概括：“举轻若重 vs. 举重若轻”。听起

来比较抽象，但她认为，这一点在塑造孩子人格

和价值观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这主要是从家长的角度而言，”她进一步

解释道，“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往往感觉是如

临大敌、小心翼翼。在孩子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

中，家长受到一些陈旧的、不科学的观念的影响

，因此设立了许多的条条框框，有很多的‘不许

、不可以’，例如怕孩子冷，怕孩子热，怕孩子

摔跤等等，所以很多东西都不让孩子去尝试”。

张立珩拿隐形眼镜举例：“很多中国父母认

为，隐形眼镜会伤害眼睛，即便有诸多好处，也

不愿意让孩子去尝试。试想一下，如果人人都有

这种观念，世界上就不可能出现隐形眼镜了。”

在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下，家长不希望出哪怕是

一点点的差错或意外，孩子也会感到很大压力，

久而久之，会变得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不敢

越雷池一步，更不敢挑战权威”。

在张立珩的观察和思考中，关于教育，家长

们的态度与孩子的视角是“一体两面”的，不可

截然划分。也许因为在国内试错的成本太高，中

国家长对孩子的人生往往太过重视、太过操心，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一路扶持下去

。

“当然，我也理解国内的家长们‘为孩子好

’的出发点，但是这种‘举轻若重’的态度会给

孩子压力，也容易让孩子把简单问题给复杂化。

在我看来，还是不应该对孩子过分呵护，不能’

含在嘴里怕化了’，要允许孩子犯点错误、走点

弯路，让孩子去体验挫折。只有这样，才能培养

出孩子乐观豁达的性格，未来遇到人生中的各种

困难和挑战时，才能以良好的心态面对。”张立

珩补充道。

而美国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认为，

“have fun（享受快乐）”是最重要的部分，

“nothing is impossible（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乐

观精神贯穿始终。由于没有很强的得失心，美国

家长更愿意让孩子自己去体验和规划自己的人生

，也更容易接受孩子日后平平凡凡、成为普通劳

动者的现实。

张立珩至今仍记得一位美国教授朋友轻描淡

写地告诉她，他的一对聪明、漂亮的儿女在高中

时就双双退学了，在社会上游荡。他没有忧心忡

忡，更没有痛心疾首，平静得像是在说着别人家

的故事。

“当然，兄妹俩后来发现，江湖不如想象中

那么好混之后，还是一边打工养活自己，一边自

学获得了高中文凭。”她补充道。

实用导向 vs. 兴趣导向

张立珩直言，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可谓“名不

虚传”，“比如，我们看见一种果实或一朵花，

会情不自禁地想它能不能吃、是否有药用价值等

等。”

在她看来，教育的实用性主要体现在中国父

母为孩子选择的领域或方向一定要工作稳定、收

入高，而很少考虑孩子的兴趣。但她强调：“虽

然我们有共识——如果想在某个领域成功，必须

是兴趣的驱使加上持续不断的努力。但是这个世

界上能够纯粹凭兴趣谋生的人应该为数不多，绝

大多数的人，还是需要一份平凡的工作来养家糊

口。所以，通过重复的训练和强化来掌握一项技

能依然很有必要。”

相比之下，美式教育不仅以兴趣为驱动力，

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不可否认的是，

孩子往往会选择比较容易的科目，客观上造成了

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学生严

重不足。如果不是有持续的移民作为补充——尤

其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理科学生源源不断地流入

，美国科技霸主的地位恐怕早已丧失。张立珩谈

到，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不可能人人都去

创新，用创意改变世界的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

人，“乔布斯的创意固然伟大，但也是需要众多

的工作人员去一步步地实现。”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养育孩子的过程是

一个不断降低期望值的过程。孩子很小的时候，

我也以为他们是天才，会成为无所不能的人。但

逐渐地，我会接受孩子平庸的事实。也许某一天

，孩子又会给你一些惊喜，那一定是他们找到了

自己喜欢而又擅长的事情。”张立珩说。

取得成功 vs. 获取幸福

关于中美教育特点的最后一组比较，是张立

珩在儿女年幼时为他们读故事书的过程中体味到

的。

“当时，我母亲从国内来美国陪我，带了许

多国内的故事书来。晚间读故事给孩子们时，我

忽然体会到，在童书中就已经体现了中美教育理

念的截然不同之处。”张立珩回忆道。

“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故事就是《狼来了》，

”张立珩总结道，“狼吃羊”这一类主题的故事

，几乎贯穿于我国几十年的教育传统中。她说：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这样，即便

到了现在，近些年的动画片，比如《喜羊羊与灰

太狼》依然没有摆脱这种‘吃与被吃’的关系，

而在这背后存在的是一种仇恨和不安全感。”

“在衣食无忧的今天，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显

然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没有去注重满足孩子们

的心理需求。”张立珩说。

旅美作家張立珩：中美教育的四點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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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晚上七点，正在家里吃晚饭的陶

原接到一个订货电话，一个渝北客户要一瓶猕

猴桃原酒。放下电话，陶原就从位于茶园的家

出发，赶在八点前将酒送到了客户手中。这是

他回国创业开酒厂以来的工作常态。

用陶原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从一个海归，

转变成一个回国创业者的过程。他要用自己的性

格、信念、信心，打造一个有陶原个性的百年酒

庄——玉马原酒。

回国创业做实业？

最近90后创业消息可谓霸屏，只是创业项

目大都集中在互联网圈子。

不过，陶原这位赶着90年代首班车出生的

重庆小伙却要创个实业——酒庄。在这个实体

经济被“掏空”的年代，90后的创业实体是对

“创业偶像”的崇拜，还是一种90后的又一种

标新立异的特立独行呢？

其实研究生快毕业时，陶原曾受到一个美国

设计师朋友的邀请，希望一起创办一家时尚形象

店，同步在美国和重庆开设双子时尚店。这一想

法也得到了陶原家人的支持。但当最后敲定重庆

店面的那一刻，陶原犹豫了，只是将潮流和时尚

带回重庆吗？到底是做一个时代的复制者，还是

做一个有思想的创业者。

90后创立新酒种

山城孩子的身份给陶原点了一盏指路灯。

一次一个外国朋友问陶原是哪里人，家乡有什

么特产。“在重庆这么多年，每次送人礼物都

要想很久。”于是陶原开始思考，什么东西有

特点又高端，还能代表重庆。思前想后，爱酒

的陶原想到了酒。

那时候，陶原自家也在做一些猕猴桃酒的

酿制工作，只是当时家里产的酒澄清度并不高

，每年所产都留作自己用，或零星送给周围的

朋友。

下定决心创业后，陶原向数家法国酒庄咨

询了每一个酿制的细节工艺，以及改变澄清度

的方法；同时他还向国内酿制白酒的老师傅咨

询传统白酒的工艺，两相结合，在解决了澄清

度问题的同时，还开发出了新的发酵方式——

多维发酵。

在办理许可证书时，陶原被告知新发酵方

式下的原酒属于一种新的酒种，所有的行业规

定都是一片空白。为了提高酒品，陶原将所有

的执行标准都提到了最高。他说，唯有将这种

严格的理念加入到制作工艺里面去，玉马原酒

才能够一直保持高品质。

他要做重庆的百年酒庄

陶原与原酒的开始，来自一次偶然的相遇。

那是2009年的一个假期，与父亲一同登山的他，

遇见了一位背着一箩筐野生猕猴桃的老人家，老

人家要把猕猴桃卖掉，给孙女筹学费。在和父亲

商量后，陶原买下了老人家一百多斤猕猴桃。谁

知野生猕猴桃并没有想象中好吃，如何处理猕猴

桃成为了陶原的心病。“既不浪费，又能将这份

初心长久保存。于是，我与酒的缘分就从那时候

开始了。”

而陶原的这份初心，在赴美国考察之后进

一步得到了坚定。在理顺酒庄所有工作后，陶

原专程到美国纳帕谷走访了三十多家酒庄，进

行了全方位的考察。终于在蒙大维酒庄，陶原

找到了玉马原酒发展的目标。

“蒙大维的每一个项目，都是酿酒工艺的

旅行，将酒庄历史完全地传达出来。”陶原打

趣说，做酒庄就和LOL一样，需要一次次更新

才能把所有英雄都开发完善。现在，他们正在

开发新的原酒类型，希望能用他们的工艺，把

比较高端的有特色的水果都做成酒。“当年遇

见那一对爷孙，是玉马原酒的开端。而我，也

会一步一步，把玉马原酒打造成重庆第一个百

年酒庄。”

90後海歸回國創實業
要做重慶第一個百年酒莊

回丹东照顾家人 打开创业大门

说起创业，王黛璐总觉得有些“冥

冥之中”。2010年从瑞典留学毕业回国

后，王黛璐就进入了亲戚的一家企业，

在长春和深圳辗转工作。在2012年的时

候，为了更好地照顾家人，王黛璐选择

了回到故乡丹东，在家人的建议下，她

参加了省公务员考试，招录2人，她第

三名，与公务员失之交臂。也正是这次

错过让她与创业结下了缘分。

陪在外公外婆身边的王黛璐发现，

爱干净的外婆三天两头就要刷拖鞋，由

于鞋底材质的原因，只能亲手刷，无法

丢进洗衣机。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外公

也会穿着拖鞋屋里屋外地走，传出吧嗒

吧嗒的声音。“当时我就在想，难道没

有一种拖鞋可以跟衣服一样直接丢到洗

衣机去么？难道没有一双拖鞋是走路没

有声音的吗？”王

黛璐说，正是这两

个疑问，开启了她

创业的大门。

瑞典留学经历
让她反思国产

家居市场
由于创业地点

选在了丹东，又是

想做布艺拖鞋，一

开始很多人并不看

好，包括她的家人

。“起初全家除了

妈妈支持我以外，

真的没人看好我的

项目。但我这人做

事有个执著劲，越

是别人不看好的，

越要做出点成绩。

”王黛璐说，创业

的最初两年，她真

的是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连累是什么都

感觉不到，一门心思的忙创业。

2013年，王黛璐开始了市场调研，

从大环境到现有的布艺拖鞋市场，可以

说是事无巨细。“凡事都怕有心人，调

研下来我就发现，在丹东做布艺拖鞋项

目，还是有一定的先天优势的。在上世

纪80年代时，丹东还是一个全国较为重

要的轻纺基地，有着纺织行业的基础。

后期随着纺织业的发展，丹东有不少家

属都是从纺织行业下岗的，如果现在想

要做纺织行业的相关生意，丹东还有着

用工基础，从这一角度看，布艺手工拖

鞋的项目成活率还是挺高的。”发现这

点时，王黛璐有些小兴奋。再加上，她

在瑞典留学时，就感受到了瑞典人生活

中处处都离不开瑞典的本土家居品牌

“宜家家居”，在她的脑海里就总是出

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那么

多看似简单简洁，却饱含时尚理念的品

牌家居日用品呢？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

，王黛璐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不管别

人看好与否，她都决定试一试。

狂购各式拖鞋 拆开研究

都说万事开头难，1987年出生的王

黛璐毕业于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之后到

瑞典耶夫勒大学主修软件工程和计算机

高级可视化专业，与布艺拖鞋毫不沾边

，现在一切从零开始，对她是个不小的

挑战。隔行如隔山，要是想做这行，必

须得对布艺拖鞋特别了解。王黛璐开始

在实体店和网上“狂购”拖鞋，甚至上

翻二三十年以前的布艺拖鞋。回家后仔

细研究，一层层拆开拖鞋手工纳底，一

版又一版的打样，并随时调整。“那时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所有的时间都

用在了研究拖鞋上，我想要做出一双，

穿上跟脚、环保、好清洗的布艺拖鞋。

”王黛璐说，终于在2013年的5月3日

，她亲手制作的一双鞋样出炉了，她马

上就给家人试穿，让他们提意见，为的

是能更精益求进。

这期间，王黛璐从一个穿针引线都不

熟练的小姑娘练成了手工活的“老手”，

针对布艺拖鞋的制作，还研发出了26道

工序。“我试着沿袭并改良了传统的千层

底技术，利用布料本身的纹理，结合多道

车缝技术增强鞋底的摩擦力和牢固性。鞋

子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一层一层的布

料，不含胶水、胶片等化工辅料，因此不

易变形又便于洗涤和收纳。”做废了1000

多双拖鞋后，王黛璐终于开发出十多个样

品。看着做出来的样品，她都忘了自己的

手被针扎过多少次，也忘了裁断机将手指

切开、指甲脱落时钻心的痛。“大家都向

往更美好的生活，不愿将就，我做的鞋子

也是，就算做法再复杂我也不愿放弃一个

步骤，只为做出不将就的产品，否则它就

变味了。”

暴走扫街 终迎来第一单生意

有了产品，下一步就是打开销路寻找

客户。王黛璐采取了最基本却又最耗体力

的做法——暴走扫街。“2013年8月时，

我正带着做好的样鞋四处寻找客户，现在

我还记得自己的第一单较大的生意。当时

我开车去了大连的商业街，针对卖布艺家

居的店主推销产品，在一家绣品店，我刚

拿出拖鞋时，绣品店老板的眼睛就亮了，

当即就提出让我留一些拖鞋代卖。”王黛

璐说，让她没想到的是，她从大连回丹东

的时候，还没到皮口，就接到了大连绣品

店老板的电话，说布艺拖鞋卖得不错，有

几个花色要跟她定100双，并订好了交货

日期。这是她的第一单批量生意，挣下了

第一桶金。

看似100双的订单不多，但对当时王黛

璐只有几个人的小作坊来说，也是时间紧、

任务重。她一边采购材料、安排制作，一边

还要打磨技术、培训下岗女工。“其实技术

都是磨出来的，正是有了这些经历，我才研

究出了如何一秒钟穿针引线，如何省时省力

的缝制鞋底、鞋面。其实传统手工活也是可

以量化、规范化的。”最终，王黛璐完成了

首个大订单，销路也逐渐打开了。可紧接着

，现有的加工环境受限、资金受限等问题又

扑面而来。

扩大厂房自己装修感动邻里亲人

现在算下来王黛璐整个创业的投资

在三万多元，其他的都是每次的利润逐

渐投入，才有了今天的“然艺布艺”。

这一路除了企业越做越大，王黛璐也越

来越多赢得了家人和朋友的理解与支持

。“最初我的创业并不被看好，虽然没

人直接说，但肯定有人在看我笑话，家

里也只有妈妈特别支持我。”现在说起

那段心路历程，她虽是轻描淡写，但仍

能感受到当时憋着一股劲。

大家对王黛璐改变看法最明显的一

次还是在她第一次大规模装修中，当时

正值订单量增加加工场地受限的阶段，

妈妈把闲置的一处房子借给她改成工厂

。“搬进去前需要简单的装修一下，我

就四处去对比钢管的价格，最后选了性

价比最高的一家，可要想把钢管运到家

里运费太高。我就想那我自己扛吧，从

卸货点扛到家里，看似不远的一段路却

要经过一个上坡，六米多长的钢管，我

基本是走几步歇一会。”王黛璐讲到这

里时，言语中透着些激动。“可能我这

股倔强劲，邻居、家人都看在眼里，没

用我招呼，不少人都来帮我了。后来在

聊天中我才知道，大家一开始都认为我

不会吃苦踏踏实实的创业，后来看到我

这么拼，都被我感动了，纷纷帮忙。”

被认可的感觉很好，在这种认可和鼓励

下，王黛璐在创业路上勇往直前。

在红海里做成一片蓝海

2016年，王黛璐全年销售了32万双

手工布艺拖鞋，工厂拥有32人，无围墙

的灵活就业者213人。创业的一路走来，

王黛璐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清晰的规划。

“现在销售的手工布艺拖鞋，无论是线下

的布艺店，还是线上的微信、网店分销，

走的都还不错。对我来说这是创业的第一

步，把单品超红，让它不仅仅是一双拖鞋

，更是迎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对于未来，王黛璐的思路不仅停留

在打造一个热门单品，而是要尝试进入

家居行业。“在瑞典留学时，每次走进

宜家家居我都会感叹它的种类繁多和实

用性，随着国内家居行业的升级后，未

来我也想在这片红海里做出一片蓝海，

拓宽业务面。”王黛璐对自己今后想做

的事情非常清楚和坚定。

遼寧丹東海歸王黛璐:改良布藝拖鞋年銷32萬雙
从瑞典留学归来，回到家乡丹东，从一双手工布艺拖鞋开始敲响创业大门。改良千层底技术，做不将就的产品

，这个85后的丹东女孩用坚持、执著，尝试着从红海里做成一片蓝海。

这就是王黛璐，一年手工布艺拖鞋销量32万双，带动灵活就业人员2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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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66人在美國

玛摩利医院精神心理科首位华人

精神心理科和别的科很不一样，首先

，是要过语言关；第二，你要愿意听人家

倾诉；第三，实际上很多当时的中国人都

觉得看精神心理科有一种耻辱感(stigma)，

一种避嫌、害怕或者说偏见，以为只有精

神分裂或者要进疯人院的才需要看，但其

实在美国有很多的人格病、焦虑病、忧郁

症，精神分裂只是里面的十分之一。

为什么会挑这个科呢？因为我在医

学院读书的时候就对精神心理很有兴趣

，觉得它不仅是医学，还跟人的文化、

经历、性格，还有父母的影响有关。现

代科学把人的心脏都已经研究透了，但

大脑没有，你做一个 MRI，看到的只是

一个脑瘤或者血管的堵塞，但病人脑子

里在想什么——永远像大海那么深奥。

而且，当时很少人读这个科，觉得肯定

有它的难处和妙处吧！

1997年，我很幸运地被布碌仑的玛摩利

医院录取了，当时我是第一个中国人在他们

那里做精神心理科的实习医生。精神心理科

主任对我说他们有过亚裔实习医生，其中有

印度人、菲律宾人，但从来没有过中国人。

当时，主任觉得玛摩利医院的中国病人开始

多了，很有远见地认识到有这个需要，于是

在看到我的简历后就马上见面，我也很开心

在玛摩利开始为期四年的实习。

研究东西方人个体差异获奖

在玛摩利的四年，让我学到了很多很

多东西，逐渐了解了整个美国的医疗系统

，对精神心理科的感悟也越来越深。第四

年时，我做了实习医生主管(Chief Resident)

，还拿到了年度最佳论文奖(Best grand

round)，论文的内容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一

种抗精神分裂症药物Haldol的个体差异，包

括不同的药物副作用和文化比较。

在精神心理科，同一种病症，也会因

不同的文化而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那时

候华人患者不多，整个病区30个人里只有1

、2个，但从第一天实习开始，我就发现了

不一样的东西。几年以后，我发现中西用

药有很大的差异，文化上对某些病的认知

也会不同，认知的不同又会影响到家人怎

么照顾病人，环环相扣。通过整个实习的

积累，我完成了最后的论文并获奖，医院

也对华人医生更有信心。

成立了阳光心理安康中心

实习结束的2001年，我进入了布碌仑

Fort Hamilton 的南湾医院精神心理专科

(South Beach Psychiatric Center)门诊部工作

，一做就是8年。当时整个门诊部为我疯狂

，因为我很卖力嘛！有许多病人都是看了

很多年的老医生，旧的药也不换，后来整

个门诊部就靠我这个主力军，重新诊断，

有需要就调整药物。这个过程中我获得了

很多临床的经验，也明白了怎么样跟心理

辅导员以及社会工作者互动，更加体会到

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随着在八大道工作日久，病人越来越

多，反馈越来越好，大家也慢慢开始熟悉

我。看病的时候，我发现病人一个月来看

一次，后面的日子他们就不知道怎么过了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很多社区中心，家

人由于做工也没法天天陪着病人，他们也

没地方去。而且因为华人对精神心理知识

的缺乏和偏见，很多人拖到最后病入膏肓

了才来看医生。如果及早发现，他们本来

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种种原因让我意识

到社区需要这样一个非盈利机构作为窗口

，通过办讲座和公开课来宣传、普及精神

心理知识，于是2012年我们在八大道成立

了阳光心理安康中心，为需要的人服务。

阳光中心到现在已经初具规模了，我

们有很多介绍心理健康的课，比如亲子教

育、赌博和家庭暴力教育，有一年自杀的

人特别多，还专门办了有关防治自杀的讲

座。我们也经常去学校家长会和老人中心

办讲座，参加社团举办的健康日等活动，

后来又在五大道开了分部。

移民增多 问题也越来越多

这些年来看病的华人明显多了起来，

同时问题也越来越多，我感觉到在美的华

人太需要精神心理科了。你要知道，20年

前来的移民当时20几岁，一个人打拼，简

简单单搞定就好。但现在40几岁了，也有

一家子了，他们跟小孩之间的沟通出现了

问题。随着祖父母移民来美，祖孙三代之

间又出现新的矛盾，更多的问题就这样发

生、累积。

当然新移民也有更多的问题。20年前

来的人只知道打拼，现在来的新移民就不

同了，他们往往觉得“国内多好啊！来到

这里却要这样辛苦打拼”。本以为父母亲

住的是高级大厦，来了才发现是这样一个

陋室，比在国内住的地方还不如。比如说

，有些人一开始为姐妹申请移民，20年以

后终于申请到了，总算把姐妹弄出来，结

果姐妹到美国一看——“什么？怎么过啊

这日子？还不如我在国内呢！”

很多像这样的问题，20年以前不一定

有，现在都出现了，这也成为新移民的一

种很特别的亚文化(subculture)。来到美国20

年的人，往往跟国内的同学也不能沟通了

，因为国内的同学现在更前卫了，涉及用

钱的观念、旅游的观念、生活的质量等各

方面。相比之下，在美国的人会显得老土

，但又不一定看得起国内的那些所谓的

“暴发户”。很多东西加在一起，就形成

了近年新移民社区独有的问题。

更何况这20年中国飞速发展，文化冲

击大，信息传播快，人们往往就会去想啊

，有些人想不通，觉得当初不该来美国，

然后就会把自己所有的期望都加在小孩身

上。可是小孩在美国长大，也不跟父母来

往，就造成很多亲子矛盾。

华人新移民特殊亚文化

入行20年来，我一直在布碌仑工作，

看了数以万计的病人，其中福州移民这个

亚群体(subgroup)的偷渡历史造成了很特殊

的亚文化，也带来了很多很多问题。比如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特别欠缺法制概念，一

来就跟你说“我要回大陆三个月，你给我

开三个月的药”。那怎么可能呢？Medicaid

本身就包一个月，他们就会说某某医生是

这么开的，那我就说，谁敢开你找谁去，

我不敢开。

曾经有一个病人，是个家暴受害者，

想给孩子留点钱，因为老公抛弃了她们。

然后，她一边拿着申请到的残障福利，同

时又买人寿保险当作理财，结果被查出来

要停掉她的Medicaid，她怎么都想不明白为

什么。遇到这样的病人，我们只能反复解

释、教育。

福州移民还有寄养小孩(satellite baby)

带来的亲子问题。大部分福州人小孩生出

来就要送回大陆，自己在这里打拼，三、

五年后再把小孩接来。这样一来，国内爷

爷奶奶因为各方面原因过度溺爱，小孩回

美之后，父母因做工又没法照顾，还要把

他们托给寄养家庭，亲子之间的联系就越

来越薄弱。这样的小孩你想想看，等10岁

、13岁了，肯定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这在

其他的移民群体里就不会出现。

就我对八大道的了解，现在布碌仑华

人社区最典型、最常见的精神心理问题，

还要属生活压力造成的忧郁症。20多岁的

新移民一过来就进入大浪淘沙的过程，有

些比较脆弱的很快就发病了，忧郁、没有

兴趣、情绪低落，对生活失去信心，严重

的就出现精神分裂、幻听、幻觉，甚至自

杀倾向。还有人拼到30、40多岁，又出现

一波症状。但华人总体还是非常坚韧的，

有了病还能坚持出去做工，换其他族裔肯

定早就不做了。

有病人问我，“医生，到底是我自己

引起的病，还是环境？”我说两个因素都

有。比如有些人，来美的时候是偷渡，偷

渡以后还债，还完债后是礼金(要存钱结婚

娶老婆了)，老婆娶回来就生小孩，小孩出

生后要送大陆，三、五年里搞到了身份把

小孩接回来，然后又要跑到外地去做餐馆

了，小孩也跟着他们到处“流浪”，今年

这里，明年那里，等小孩10多岁跟他反叛

，他也老了。这已经算是顺利的了，如果

中间每一个环节都出现问题的话，那就会

非常严重。

忧郁症到了晚期，那就是真的不想活

了，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自杀。很多年前我

看过一个病人，曾经是个老板，跟人合伙

做餐馆，结果生意不好得了忧郁症，他就

回到已经当了老板的朋友那边打工，一直

觉得同样出来的自己不如人家。后来看了

一段时间病，他整个人还是忧郁，无法走

出来。最后，我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他的

名字，他已经跳楼自杀了。

特朗普上台移民社区恐惧增

新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很明显整个

移民社区都很恐慌。我现在有一半病人是

福州移民，其中大部分是自己或者家人没

有身份的，大家对此感到很紧张。很多人

前来倾诉，有些本来已经稳定的病人也会

情绪波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有

些病人说着说着就哭了，说现在老公都不

敢出去做工，因为抓得很厉害，只能她一

个人出去做工，也有很多人担心Medicaid会

不会被砍——影响确实很明显，因为大家

觉得特朗普对穷人的政策会改变。我们没

有办法叫病人不要去想，也没有办法告诉

他不用担心，只能教病人怎么去接受——

如果真的那一天来了，谁也帮不了，过一

天是一天，至少今天你的家人还在，还没

被遣送回去。

目前，我们正在筹备一些创伤后遗症

(PTSD)的辅导，希望能安抚民众的恐慌。

譬如有的病人说她某某朋友的老公被遣送

回去啦，经常控制不住去想朋友跟她描述

的被抓场景，这也在心理创伤的范围内。

精神心理病不可怕

很多时候让病人“想开点”，这个话

是没有多大用的。能够坐到我这里的病人

，已经是想不开的了，病情肯定比他自己

说的更严重。虽然精神病大部分是treatable(

可治疗)，不是 curable(可痊愈)，但如果不

去治疗的话，病会越来越重，给自己、家

人、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想对正经历痛苦煎熬的人们说：精神

心理病不可怕，不要因为怕而延误了治疗，

延误治疗的后果会更可怕。及早发现和治疗

非常重要，同时家庭氛围也很重要，最重要

的还是要活出生活的质量。真正的快乐来自

于内心，内心快乐，整个人就会变得单纯，

否则就永远放不开。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实

有这样一个境界，人可以找到自我，享受生

活，感恩生活，让心灵拥抱温暖的阳光，痛

楚的感觉也会慢慢消失。

為受煎熬的心灑下陽光
我是陈张栩医生，在布碌仑从事精神心理科已有整整20年了。1992年，我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毕

业后就来到纽约，参加了很多的考试，最终取得了实习资格。实习医生要细分科目，于是我就选择了
精神心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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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is never happy to see this yearly show of force 
close to its own coastline, although the US says the 
drills only target North Korea. China always carries 
out close surveillance of the exercises to assess any 
potential threat to its own security.
Tillerson has dismissed suggestions from Beijing that 
the US should drop the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with 
South Korea as a goodwill gesture. Washington did 
“not believe that conditions are right to engage in any 
talks at this time”, Tillerson said.
MAJOR DISAGREEMENT: Missile defense 
shield
A major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Seoul’s 
deployment of a missile defense shield. South Korea 
says the US-developed system is needed to counter the 
threat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but 
China views it as a threat to its security on its own 
doorstep.
North Korea is behaving badly ... and China’s not 
helping, Donald Trump tweets
The US says China’s concerns are unwarranted and the 
missile shield is not aimed at checking the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Tillerson has urged Beijing to drop any retaliatory 
action against South Korea over the deployment of the 
missile shield.
“[China’s] economic retaliation against South Korea is 
inappropriate and troubling,” he said. (Courtesy www.
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 

China doesn’t want to see the collapse of Kim’s 
government on its doorstep, while the US regards the 
fall of his regime as potentially offering a brighter 
future for the peninsul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never split North 
Korean government from the Kim family. Beijing 
believes the collapse of Kim regime’s is almost 
impossible,” said Zhang Tuosheng,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Foreign Policy Studies at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Another Chinese analyst, Cui Zhiying, the director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Research Centre at Tongji 
University, agreed Beijing was not looking to topple 
Kim’s regime.
“North Korea has its own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all countries worldwide need to respect and help its 
government to better jo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ot look down on the Kim regime. Whether the regime 
will last or not, it’s North Korea’s domestic affair,” 
said Cui.
Military Action
While Tillerson has warned of possible military action, 
China is much more conciliatory.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has proposed 
that North Korea suspend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development in exchange for a suspension of large-
scale US-South Korean military drills.
Zhang Liangui,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research at the Communist Party’s Central Party 
School, believes the risk of military conflicts on the 
peninsular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North Korea] has already touched the red line of the 
US and it seems that the US does not have other choices. 
The possibility of military action is increasing.”
US-South Korea Naval Exercises

MANILA, Philippines - After months of making nice 
with China, even praising the country’s leadership and 
receiving reciprocators comments- now Philippines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has flipped sides.
Duterte confirmed on Thursday that he has ordered 
military personnel to occupy all Philippines-claimed 
islands, reefs and shoals in the contested Spratly 
Islands, in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During a visit to a military camp on the Philippines 
island of Palawan, Duterte said, “We tried to be 
friends with everybody but we have to maintain our 
jurisdiction now, at least the areas under our
control. And I have ordered the armed forces to occupy 
all these.”
Duterte's comments came just ahead of a first summit 
meeting betwee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Florida on Thursday 
and Friday. China's pursuit of territor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ill be among the pressing security issues 
on the agenda.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declined comment on 
Duterte's remarks, but has in the past urged rival South 
China Sea claimants to lower tensions and resolve 
difference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head of his visit to Beijing, US State Secretary 
Rex Tillerson has said it is time for a new approach 
to deal with North Korea and warned of pre-emptive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Pyongyang if the military threat 
escalates.
Is there still common groun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over how to deal with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since Tillerson and senior Chinese 
officials have met?
Where The Two Sides’ Views Meet And Where 
They Diverge
COMMON GROUND: Sanctions
Both nations agree there should be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to rein in its nuclear programme, 
but disagree over their extent. China believ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give room for the 

North Korean economy to maintain basic living 
standards for its people.
It also believes excessive economic pressure will 
destabilise the nation. China’s economic support for 
Pyongyang, however, has raised concerns by the US 
that it may bolster Kim Jong-un’s nuclear ambitions 
and also calls into questions whether China is serious 
about enforcing sanctions.
Need For Negotiations
China and the US acknowledge that talks are needed to 
solve the issue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ambitions, but 
have disagreed on the platform.
China wants to revive the international six party talks 
it initiated to tackle the problem, but the US has shown 
little enthusiasm.
The two sides also differ on the ground rules needed 
to begin talks.
China wants the suspension of US-South Korean 
military drills to help resume negotiations while 
Tillerson said during his trip to Asia that negotiations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denuclearising, giving up 
their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Only then will we 
be prepared to engage them in talks”.
Denuclearis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Perhaps the only area where there is tot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on North Korea is the desire 
to see Pyongyang scrap its nuclear capability.
It has always been China’s official stance that it was 
committed to the denuclearis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it has urged all sides to reduce tensions 

through dialogue.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said at his annual press 
conference following the clos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last Wednesday: “It’s common sense that no 
one wants to see constant chaos on their doorstep.”
DISAGREEMENTS: Future Of Kim Jong-un’s 
Regime

in stark contrast to his previous policy.
Duterte said on Thursday, “Even those, those vacant 
(islands) that are considered ours, let's live there. It's 
like we're all competing to take these islands. And 
what's ours now at least, let's take it and make a strong 

point there that this is ours."
He added that the Philippines 
should "fortify" its territory, 
adding, “(We) must build 
bunkers or houses there 
and make provisions for 
habitation."
Even though ties between 
Manila and Beijing have 
drastically improved from 
merely years ago, tensions 
in the resource rich South 
China Sea still remain high.
China meanwhile, that 
lays claim to most of the 
disputed waters, continued 
militarizing and building 
territories in the region that 

it claims to control.
It has reclaimed land to turn sandbars into islands and 
has equipped them with airfields, ports and weapons 
systems.
Duterte’s comments have come two days after Acting 
Foreign Minister Enrique Manalo said the Philippines, 
Chin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were making progress 
on a new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Duterte announced his "separ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October, declaring he had realigned with 
China as the two agreed to resolve their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through talks.
His efforts to engage China, months after a tribunal in 
the Hague ruled Beijing did not have historic right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mselves marked a reversal 
in foreign policy.
The Philippines occupies nine "features", or islands 
and reef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cluding a World 
War II-vintage transport ship which ran aground on 
Second Thomas Shoal in the late 1990s. 
Duterte said he might visit the island of Thitu, 
the largest of the Philippine-controlled islands in 
the Spratly archipelago, and build a barracks for 
servicemen operating in the area.

The Philippines marks its independence day on June 
12. Thitu is close to Subi Reef, one of seven man-
made islands in the Spratlys that China is accused of 
developing as military outposts.
Last month, Defence Minister Delfin Lorenzana said 
the Philippines would strengthen its facilities in the 

Spratlys by building a new port and paving an 
existing rough airstrip.
Duterte said last month it was pointless trying 
to challenge China's fortification of its man-
made islands and ridiculed the media for 
taking his jet-ski comments seriously.
"We cannot stop them because they are 
building it with their mind fixed that they own 
the place. China will go to war," he said.
Duterte added in his statement that he may 
raise the Philippines flag on Pagasa Island, 
also known as Thitu Island, on the country's 
independence day on June 12.
The Thitu Island is located in the Spratly 
island chain, parts of which are claimed by the 
Philippines, China, Taiwan, Malaysia, Brunei 

and Vietnam.
The island chain is close to the seven man-made 
Chinese islands in the area.
“It looks like everybody is making a grab for the islands 
there, so we better live on those that are still vacant. At 
least, let us get what is ours 
now and make a strong point 
there that it is ours,” he added.
Last year, Philippines 
won a landmark case at an 
international tribunal in 
the Hague under Duterte’s 
predecessor, Benigno Aquino.
The ruling stated that China 
had no legal basis for the bulk 
of its claims in the disputed 
waters.
However, since his 
election last year, Duterte’s 
administration has struck 
a surpisingly conciliatory 
tone, cozying up to Beijing, 
in the process,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China’s continued defiance have
been pushed to the background.
In October,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Chinese capital, 
Duterte told th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t 
“America has lost now. I've realigned myself in your 
ideological flow."
Beijing subsequently agreed to allow Philippines 
fishing ships access to China-controlled territory.
However, months later, now, Duterte’s comment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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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dated picture released by North Korea's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earlier this month showing the 
launch of four ballistic missiles by the nation’s military. 
(Photo: AFP)

North Korean dictator Kim Jong-un

Duterte Said He May Raise The Philippines Flag On Pagasa Island, Also Known As Thitu Island

Philippines' Duterte Orders Occupation Of Islands
In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Duterte said Philippines needs to maintain its 
jurisdiction now, orders armed forces to occupy 
areas under its control.

Members of the Philippine delagation at the Peace 
Palace in The Hague, Netherlands, the sit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bitration on the case against 
China.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greet each during a bilateral meeting 
at the sidelines of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Leaders' Summit in Lima, 
Peru on November 19, 2017.

Thaa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U.S.- Japanese Military Drills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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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汽車在使用一段時間後會出現車門

玻璃在升降時，有輕微的“嘎拉”聲。尤其是駕駛

者側的嚴重。這主要是因為北方的風沙較大，經

常會在車門玻璃和密封膠條接觸的地方存留了一

些細小的灰塵和沙礫，造成玻璃升降時出現噪音。

這時要及時清潔車門玻璃的密封膠條和滑道絨槽

內的沙塵，否則會劃傷車門玻璃。

54、安全帶收回時不自如。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有些車輛的自動卷回式安全帶使用

一段時間後會出現當鬆開安全帶後不能及時收回，

一般這都是因為安全帶臟造成的，只要做好清潔

就解決了。

55、轉向燈點亮時，閃爍的頻率比平時快。

52、 加 油 時，

發動機轉速升高可

是車速卻不能提高。

故 障 判 定： 真

故障。

原因分析：車輛行駛中若是發現車輛加速時，

尤其是急加速時車輛不能隨著發動機的轉速升高

而提速，對於手動變速器而言，一般是由於離合

器片損壞造成的。自動變速器的車輛一般是由於

變速器內的摩擦片損壞造成的。此時就不能再加

速行駛了，以避免更大的經濟損失。應尋求救援

或是慢慢將車輛開到維修廠進行修理。

53、車門玻璃在升降時，有輕微的“嘎拉”聲。

故障判定：維護類故障。

汽車維修大全（十六）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當搬動轉向燈的手柄後，儀錶盤上

的轉向顯示燈閃動的頻率比平時快，這是故障。一

般都是由於一側的轉向燈泡壞掉後，由於線路的

電阻發生變化所造成的。當你的車輛出現此現象

時，一定要及時檢查更換，以保障交通安全。（未

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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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人長期腰痛背
痛頸痛，這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椎間
盤突出。椎間盤突出分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
椎間盤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腿痛常見
原因之一，其主要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
椎間盤突出又名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癥或腰
椎間盤髓核突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
脫”或“腰突”。它是指人體隨著年齡的增

長或急性外傷和積累性外傷等原因，使腰椎
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造成
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的坐骨
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的骨科常見病、
多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部疼痛，
下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
感覺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
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
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
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多數患者有
不同程度的外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維環破
裂，髓核向後或後外側突出，壓迫脊神經根
引起腰腿痛，坐骨神經痛是腰間盤突出癥的
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明顯
的頸部外傷史或有長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
史。神經根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上背
部劇烈疼痛，伴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
動和睡眠時，疼痛加重。肌力下降，腱反射
減弱或消失，臂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部分
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
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療椎間盤
突出有 20 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
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
採用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養相
搭配的方法，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

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
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
療時的 copay 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 診斷治
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
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
缺水程度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
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
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 80%。李
醫生還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
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 所 地 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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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炎黃
堂於 2017 年 4 月 1 日下午 6 時在
6925 Turtlewood Dr.Houston,
TX.77072的休士頓黃氏宗親會黃家
麟廳莊嚴舉行[祭拜軒轅黃帝典禮］
，這是休士頓地區炎黃子孫第八次拜
祖活動。休士頓炎黃堂黃孔威主席、
黃玉顏副主席歡迎休士頓炎黃堂發起
人，炎黃堂董事成員，炎黃歌舞團成
員，休士頓黃氏宗親代表及社團朋友
們出席，40多名各姓氏中華民族的
炎黃子孫參加這次祭拜活動。

休士頓炎黃堂黃孔威主席在祭詞
中贊揚了中華人文始祖軒轅黃帝開啟
了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黃帝文化
已經傳揚到海外。海外團體要齊心致
力於中華文明和黃帝文化的宣傳，發
揚，傳播，號召更多的海外華夏子孫
回家拜祖，認祖歸宗，傳承中華文明
。黃孔威主席表示，數千年來，黃帝
文化始終是華夏兒女認同親近的民族
標誌。雖然經歷滄海桑田的變化，中
華兒女祭拜軒轅黃帝的傳統從未中斷
。今天，我們聚會於此，共同祭拜軒
轅黃帝，正是為了強化聯結華夏子孫
的文化紐帶，同時祈福中美兩國人民
友誼長存，祈福全球共建世界和平的
康樂社會。休士頓炎黃堂被美國聯邦
政府批准為501C非營利組織，希望

炎黃堂能成為休士頓的一個傳揚中華
文化的好景點。休士頓炎黃堂從
2007年起在這方面不斷努力工作，
在新鄭市黃帝故里捐了一個大拜祖碑
。曾邀請新鄭市代表團來訪休士頓，
而休士頓炎黃堂每年也派代表去新鄭
市黃帝故里參加祭拜活動。黃孔威主
席呼籲休士頓各社團和炎黃子孫參加
籌建炎黃堂工作。在祭拜典禮上，宗
親們按照中國傳統習俗，金豬貢拜，
行施拜禮，休士頓炎黃堂主席黃孔威
，副主席黃玉顏及名譽董事黃仕遠，
梁楊燕，胡錫霖，朱全勝，張玲，王
冬梅，黃達濤，胡潔鳴面向黃帝像三
鞠躬。休士頓炎黃堂張玲名譽理事宣
讀先袓遺訓並高唱 「黃帝頌」 。

祭拜軒轅黃帝典
禮各項儀式後，休士
頓炎黃堂舉行豐盛晚
宴招待與會佳賓們，
炎黃歌舞團部分演員
胡辛曙、張玲、孫熙
海，休士頓炎黃堂副
主席黃玉顏與佳賓許
泳詞合唱粵曲，馬黛
華、李金等表演了精
彩文藝節目，表達休
士頓華僑華人緬懷祖
德，傳播感恩。

休士頓炎黃堂祭拜軒轅黃帝典禮
於四月一日在休士頓黃氏宗親會黃家麟廳莊嚴舉行

（本報訊）春回大地，天氣宜人，德
州安徽同鄉會誠摯地邀請您參加2017年燒
烤聚餐活動！讓我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放松心情，和眾多老鄉們一起享用由理事
會為您現場制作的美味燒烤，並參加各種
游戲娛樂活動。這更是一個工作生活經驗
交流，認識新老朋友的好機會！

本次活動免費參加！大家可在現場自
願購買同鄉會會服。

時間：2017年4月29日，周六，10：
00AM -3：00PM

地點：BaylandPark –6400 Bisson-
netSt, Houston TX 77074

德州安徽同鄉會2017春季燒烤野餐聚會
將於4月29日舉行

進入 4 月份後，Harris, Fort Bend, Brazoria, Galveston 的
2017年房產評估價格陸續寄到業主手中。伴隨休斯頓房產市場
火熱程度升級，2017年大休斯頓地區的房產評估價也增長顯著
，大家在享受房價升值帶來的開心的同時，也要面對今年更高的
房產稅。

“這幾年房產評估價都是在以10%的速度增長”，住在
Sugar Land的Alice Wang說，“所以我們今年選擇長星物業管
理公司的減稅服務，交給專業人士可以節省我很多時間和精力，
不用自己去參加聽證會，仲裁會。” 房產評估價和房屋市場價
格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每年政府按照房產評估價格來收取房產稅

，所以對於業主來說房產評估價越
低越好，因為評估價格減下來就意
味著我們省下了房產稅”，針對大
家關於減稅服務的疑問，長星物業
管理的Ben說，“而房屋的市場價
格是根據房屋的市場供求情況和房
屋狀況來決定的，我們的減稅服務
不會影響房屋的銷售價格，例如市
場價格400萬的房屋它的評估價格可能只有200多萬。”

長星物業管理公司以專業地產經紀為依托，經驗豐富。為給

大家提供更省心省時的服務，今年的服務再升級：為前100名客
戶提供上門減稅服務！

更多咨詢請致電281-223-2885。

長星物業管理公司減稅業務再升級
前100名提供上門減稅服務

休士頓炎黃堂主席黃孔威休士頓炎黃堂主席黃孔威，，副主席黃玉顏及名譽董事黃仕遠副主席黃玉顏及名譽董事黃仕遠
，，梁楊燕梁楊燕，，胡錫霖胡錫霖，，朱全勝朱全勝，，張玲張玲，，王冬梅王冬梅，，黃達濤黃達濤，，胡潔胡潔
鳴出席祭拜軒轅黃帝典禮鳴出席祭拜軒轅黃帝典禮.(.(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黃孔威主席表示黃孔威主席表示，，數千年來數千年來，，黃帝文化始終黃帝文化始終
是華夏兒女認同親近的民族標誌是華夏兒女認同親近的民族標誌。。雖然經歷雖然經歷
滄海桑田的變化滄海桑田的變化，，中華兒女祭拜軒轅黃帝的中華兒女祭拜軒轅黃帝的
傳統從未中斷傳統從未中斷。。今天今天，，我們聚會於此我們聚會於此，，共同共同
祭拜軒轅黃帝祭拜軒轅黃帝，，正是為了強化聯結華夏子孫正是為了強化聯結華夏子孫
的文化紐帶的文化紐帶..。。((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炎黃堂主席黃孔威休士頓炎黃堂主席黃孔威，，副主席黃玉顏及副主席黃玉顏及
名譽董事黃仕遠名譽董事黃仕遠，，梁楊燕梁楊燕，，胡錫霖胡錫霖，，朱全勝朱全勝
，，張玲張玲，，王冬梅王冬梅，，黃達濤黃達濤，，胡潔鳴面向黃帝胡潔鳴面向黃帝
像三鞠躬行施拜禮像三鞠躬行施拜禮((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炎黃堂主席黃孔威休士頓炎黃堂主席黃孔威，，副主席黃玉顏及副主席黃玉顏及
名譽董事黃仕遠名譽董事黃仕遠，，梁楊燕梁楊燕，，，，朱全勝朱全勝，，張玲張玲
，，王冬梅金豬貢拜王冬梅金豬貢拜。。((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炎黃堂黃孔威主席休士頓炎黃堂黃孔威主席、、黃玉顏副主席歡迎休士頓炎黃堂黃玉顏副主席歡迎休士頓炎黃堂
發起人發起人，，炎黃堂董事成員炎黃堂董事成員，，炎黃歌舞團成員炎黃歌舞團成員，，休士頓黃氏宗休士頓黃氏宗
親代表及社團朋友們出席親代表及社團朋友們出席，，4040多名各姓氏中華民族的炎黃子多名各姓氏中華民族的炎黃子
孫參加這次祭拜軒轅黃帝典禮活動孫參加這次祭拜軒轅黃帝典禮活動。。((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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