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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留学趋势愈演愈烈，去读美

国高中该如何择校？寄宿，走读？学

费差距较大，哪一种更适合中国学生

？为了解决家长们的疑惑，新东方前

途出国助理副总裁，新浪五星金牌顾

问卢巍老师举办了分享讲座，同时该

讲座也在“sina低龄留学2”、“sina

美国本科分享群”、“sina移民投资

群”等群转播。卢巍老师给各位家长

分享了美高寄宿家庭的那些事儿，并

解答了众多家长的问题。下面小编就

来带大家回顾本次讲座精华。

首先，卢老师跟各位家长分享了

美国走读中学和寄宿中学各类指标差

异。在学术上，寄宿中学的学术科目

非常多，SAT平均分、学校指标等要

求比较高，同时升学率很高。

在学校数量上，中国人愿意申请

的或符合中国家长需求的在170所到

180所（共300所）左右，大多历史悠

久，设施健全。而受到中国家长青睐

的走读中学大概在2000—3000所左右

（共2万所），走读中学最大特点是

参差不齐：各种中学人数不一，课程

设置也视不同学校而定，而且没有排

名，家长择校比较困难。

在活动上，由于住宿形式的差异

，活动类型、活动形式和时间安排差

异很大。在寄宿中学，学生以校园活

动为主，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和兴趣爱

好安排活动时间，相对自主和自由。

在走读中学，学生除了参加校园活动

以外，还有机会参加社区家庭活动，

但在参加校园活动时，要根据学校校

车的时间、寄宿家庭的接送时间去安

排自己的活动。

在人数上，寄宿中学师生比例在

1：7左右，平均校园规模在300人左

右。而走读中学一般维持在1：10—1

：22左右。规模也是100人——1000

人，跨度比较大。

在费用上，寄宿学校整体费用稳

定在6万美元—8万美元，走读中学在

3万美元—7万美元。其中的差异主要

来自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学费的差

异，一部分是寄宿家庭费用的差异。

不过走读中学家长的费用可选性大。

进入美国TOP30顶尖中学需要什

么条件？

除此之外，卢巍老师提到：寄宿

中学的申请非常困难，托福至少在80

分以上才有可能申得到比较理想的成

绩。如果申请美国TOP30顶尖中学，

托福至少在100分以上才可能拿得到

面试机会。TOP30中学的录取比例在

10%左右。

至于走读中学，卢老师认为其申

请难度也不小。需要一定的托福成绩

甚至SAT成绩，但是由于走读中学数

量多、范围广，所以也认可 TOEFL

Junior等成绩（满分900分，相当于托

福73分）。虽然SLEP成绩被ETS停掉

了近三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很多走读

中学依然认可。

寄宿中学国际留学生比例更大一

些，TOP30顶尖寄宿中学国际生比例

达到18%到22%左右，而走读中学中

国际学生比例在3%到15%左右之间，

如果孩子想选择中国学生数量较少的

学校，走读中学会成为不错的选择。

中国小留学生如何适应寄宿/走读

中学的生活？

卢老师还和家长们聊了聊走读、

寄宿之间的感受的差异，主要集中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际交往。美国读寄宿中学

主要由老师负责国际学生的日常。基

本上孩子面对的群体就是老师和同学

，人际交往相对简单的。而走读中学

，孩子需要花很多的心思去维护这样

的家庭人际关系。

二、在饮食上，寄宿中学更多的

是自助餐，而走读中学更多是家庭餐

饮，孩子在寄宿中学里，主要遵守美

国的法律、学校的校规。但是在寄宿

家庭中，还要额外遵守家规。但更多

的家规是帮助中国学生训练独立能力

和感知美国文化。

三、在语言提升上，寄宿中学更

多是靠自觉，因为学生在餐厅和学校

宿舍是可以讲母语的。反倒是走读私

立中学，7×24小时的英文环境更利于

孩子的语言提升，因为走读中学国际

生比例很少同时回到家里也必须使用

英文。

美高孩子的监护管理该由谁负责

？

在讲座中，卢老师还谈及监护管

理的责任问题。她认为当孩子入读寄

宿中学时，监护方依然是中国父母，

但监护管理权在寄宿中学的手中。如

果孩子入读走读中学，绝大部分的走

读中学都是跟美方机构合作的。孩子

入境美国以后，负责孩子的管理工作

。但真正的监护权依然是我们中国父

母。

同时美国的监护方学校负责在

校期间和校车上的监护管理。寄

宿家庭负责在寄宿家庭期间和接

送路上的监护管理。而托管方负

责的是安置寄宿家庭、协调学校

与中国家庭、寄宿家庭之间的事

务，包括向中国的家庭汇报孩子

在学校和寄宿家庭的表现和情况

等等相应的事务。

什么品质的孩子适合走读/寄宿？

卢老师谈到寄宿中学时，提出以

下孩子较为适合寄宿中学。

一、学术能力强。很多学校学术

水平要求高，孩子必须要有清晰的目

标来自我安排，属于“学霸”型的。

二、竞争意识强。绝大部分顶尖

寄宿中学竞赛活动非常多，竞争压力

很大。卢老师认为自主沟通、协调和

规划能力强的孩子更适合。

除此之外，卢老师还说明了以下

孩子更适合走读中学。

一、一些性格特别开朗、外向，

善于与陌生人交流，善于理解他人的

孩子。

二、对生活、餐饮及美国文化适

应能力强的孩子。

三、性格比较柔和，对自己未来

规划不那么清晰，目标性不那么强的

孩子。

寄宿家庭中的中美文化差异

首先美国家庭认为国际学生既然

到美国来了，他们就是父母，他们不

希望看到中国孩子总去跟中国朋友和

父母沟通。他们也期待孩子更多地参

与家庭活动。

其次，美国家庭要求中国学生完成

自己的事务，要做家庭劳动，而中国家

长希望孩子不受委屈，得到更好的呵护

，美国的寄宿家庭没有办法做到像中国

家长那样对孩子贴心的呵护。

最后，美国家庭要求孩子独立自

主，而中国家长更倾向于主动关怀、

关注孩子。

走读or寄宿 中国小留学生该如何适应美高生活

国际学校日益发展，去国际学校读书的孩

子要了解国际学校的教学形式和特点，以便尽

快融入学习生活中。美国高中教育强调精英教

育，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注重学生的个人能

力和特长的培养，因此申请难度竞争也越加激

烈。申请美国高中留学，是对学生语言水平、

个人能力和特长，家庭情况的综合考量，不但

需要申请材料内容扎实，也应该把握好申请时

间。

中美教育的差距始于高中

美国高中是学分制的，因此可以开出比中

国的高中多得多的必修课和选修课，而且美国

的高中可以开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或者二年级公

共课程度的科目，美国大学、科研机构、医院

、商业机构有 专门的部门，负责协调高中生的

课外社会实践和科研活动。这点中国大部分高

中都无法相比。

教师水平差距

美国高中教育，因为要开大学的课程，对

教师的要求就要很高。美国的高中教师很多都

有硕士、博士学位。在中国，博士会去中学当

老师是凤毛麟角，因此，在教师水平上，中国

就落后一截了。而且他们中除了“土生土长”

的美国人外，还有来自爱尔兰，法国，德国等

不同国家的“外援”。国际化程度更高。

如今追忆

国内很多高中生，大学生在读书

期间都用大量时间来准备托福，SAT，

GRE等国外考试。老查认为与其如此

，倒不如直接到美国的一所好中学读

高中，不仅能实实在在读完高质量的

课程，还可以更好适应当地的文化和

习俗，更多的时间去接触美国当地的

学生，可以更快适应当地的学习环境

，学会在国际学校环境下的独立生存

能力和多元思维能力，为将来的发展

奠定良好的生活及思维习惯。

更高比例升入美国顶尖名校

众所周知，中国的高中毕业生如

果要直接升入美国的大学本科一年级

，尤其是进入哈佛、耶鲁等名牌大学

非常困难。但是学生选择在美国就读

高中，不仅参加SAT考试非常的方便，而且可

以直接参加AP，IB等众多进入名校必须先修读

的预修课程。可以尽快习惯美国的授课方式，

养成正确的美国学习和思维方式。

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多在国内

无法获得的各种特长条件，在美国高中可以轻

松获取，更容易进入顶尖名校。在过去几年里

，美国的私立中学毕业生成功进入哈佛、耶鲁

、普林斯顿三所常春藤顶尖大学的比例远远高

于来自美国公立中学的学生，有些着名私立中

学的毕业生进入长春藤名校的比例是公立中学

学生的数十倍。

“因材施教”全面素质教育

美国的高中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非常重

视，学校的选修课程丰富，使学生能够得到

全面的发展，美国教育并不注重标准答案，

他们认为这样会桎梏学生的创造性，因此你

会看到学生课间在讲台上演讲自如，你会看

到教师用表扬来引导学生发展兴趣爱好，你

会看到校长跟学生一起午餐。这些在中国看

来稀奇的情景，在美国高中却已经是习以为

常。正是这种教育方式，让学生富有创造力

和自主能力。

为啥这么多人赴美读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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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比较高，同时升学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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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符合中国家长需求的在170所到

180所（共300所）左右，大多历史悠

久，设施健全。而受到中国家长青睐

的走读中学大概在2000—3000所左右

（共2万所），走读中学最大特点是

参差不齐：各种中学人数不一，课程

设置也视不同学校而定，而且没有排

名，家长择校比较困难。

在活动上，由于住宿形式的差异

，活动类型、活动形式和时间安排差

异很大。在寄宿中学，学生以校园活

动为主，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和兴趣爱

好安排活动时间，相对自主和自由。

在走读中学，学生除了参加校园活动

以外，还有机会参加社区家庭活动，

但在参加校园活动时，要根据学校校

车的时间、寄宿家庭的接送时间去安

排自己的活动。

在人数上，寄宿中学师生比例在

1：7左右，平均校园规模在300人左

右。而走读中学一般维持在1：10—1

：22左右。规模也是100人——1000

人，跨度比较大。

在费用上，寄宿学校整体费用稳

定在6万美元—8万美元，走读中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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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上才有可能申得到比较理想的成

绩。如果申请美国TOP30顶尖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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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走读中学，卢老师认为其申

请难度也不小。需要一定的托福成绩

甚至SAT成绩，但是由于走读中学数

量多、范围广，所以也认可 TOEFL

Junior等成绩（满分900分，相当于托

福73分）。虽然SLEP成绩被ETS停掉

了近三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很多走读

中学依然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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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走读中学会成为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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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老师还和家长们聊了聊走读、

寄宿之间的感受的差异，主要集中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际交往。美国读寄宿中学

主要由老师负责国际学生的日常。基

本上孩子面对的群体就是老师和同学

，人际交往相对简单的。而走读中学

，孩子需要花很多的心思去维护这样

的家庭人际关系。

二、在饮食上，寄宿中学更多的

是自助餐，而走读中学更多是家庭餐

饮，孩子在寄宿中学里，主要遵守美

国的法律、学校的校规。但是在寄宿

家庭中，还要额外遵守家规。但更多

的家规是帮助中国学生训练独立能力

和感知美国文化。

三、在语言提升上，寄宿中学更

多是靠自觉，因为学生在餐厅和学校

宿舍是可以讲母语的。反倒是走读私

立中学，7×24小时的英文环境更利于

孩子的语言提升，因为走读中学国际

生比例很少同时回到家里也必须使用

英文。

美高孩子的监护管理该由谁负责

？

在讲座中，卢老师还谈及监护管

理的责任问题。她认为当孩子入读寄

宿中学时，监护方依然是中国父母，

但监护管理权在寄宿中学的手中。如

果孩子入读走读中学，绝大部分的走

读中学都是跟美方机构合作的。孩子

入境美国以后，负责孩子的管理工作

。但真正的监护权依然是我们中国父

母。

同时美国的监护方学校负责在

校期间和校车上的监护管理。寄

宿家庭负责在寄宿家庭期间和接

送路上的监护管理。而托管方负

责的是安置寄宿家庭、协调学校

与中国家庭、寄宿家庭之间的事

务，包括向中国的家庭汇报孩子

在学校和寄宿家庭的表现和情况

等等相应的事务。

什么品质的孩子适合走读/寄宿？

卢老师谈到寄宿中学时，提出以

下孩子较为适合寄宿中学。

一、学术能力强。很多学校学术

水平要求高，孩子必须要有清晰的目

标来自我安排，属于“学霸”型的。

二、竞争意识强。绝大部分顶尖

寄宿中学竞赛活动非常多，竞争压力

很大。卢老师认为自主沟通、协调和

规划能力强的孩子更适合。

除此之外，卢老师还说明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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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与陌生人交流，善于理解他人的

孩子。

二、对生活、餐饮及美国文化适

应能力强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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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不那么清晰，目标性不那么强的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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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看到中国孩子总去跟中国朋友和

父母沟通。他们也期待孩子更多地参

与家庭活动。

其次，美国家庭要求中国学生完成

自己的事务，要做家庭劳动，而中国家

长希望孩子不受委屈，得到更好的呵护

，美国的寄宿家庭没有办法做到像中国

家长那样对孩子贴心的呵护。

最后，美国家庭要求孩子独立自

主，而中国家长更倾向于主动关怀、

关注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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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日益发展，去国际学校读书的孩

子要了解国际学校的教学形式和特点，以便尽

快融入学习生活中。美国高中教育强调精英教

育，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注重学生的个人能

力和特长的培养，因此申请难度竞争也越加激

烈。申请美国高中留学，是对学生语言水平、

个人能力和特长，家庭情况的综合考量，不但

需要申请材料内容扎实，也应该把握好申请时

间。

中美教育的差距始于高中

美国高中是学分制的，因此可以开出比中

国的高中多得多的必修课和选修课，而且美国

的高中可以开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或者二年级公

共课程度的科目，美国大学、科研机构、医院

、商业机构有 专门的部门，负责协调高中生的

课外社会实践和科研活动。这点中国大部分高

中都无法相比。

教师水平差距

美国高中教育，因为要开大学的课程，对

教师的要求就要很高。美国的高中教师很多都

有硕士、博士学位。在中国，博士会去中学当

老师是凤毛麟角，因此，在教师水平上，中国

就落后一截了。而且他们中除了“土生土长”

的美国人外，还有来自爱尔兰，法国，德国等

不同国家的“外援”。国际化程度更高。

如今追忆

国内很多高中生，大学生在读书

期间都用大量时间来准备托福，SAT，

GRE等国外考试。老查认为与其如此

，倒不如直接到美国的一所好中学读

高中，不仅能实实在在读完高质量的

课程，还可以更好适应当地的文化和

习俗，更多的时间去接触美国当地的

学生，可以更快适应当地的学习环境

，学会在国际学校环境下的独立生存

能力和多元思维能力，为将来的发展

奠定良好的生活及思维习惯。

更高比例升入美国顶尖名校

众所周知，中国的高中毕业生如

果要直接升入美国的大学本科一年级

，尤其是进入哈佛、耶鲁等名牌大学

非常困难。但是学生选择在美国就读

高中，不仅参加SAT考试非常的方便，而且可

以直接参加AP，IB等众多进入名校必须先修读

的预修课程。可以尽快习惯美国的授课方式，

养成正确的美国学习和思维方式。

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多在国内

无法获得的各种特长条件，在美国高中可以轻

松获取，更容易进入顶尖名校。在过去几年里

，美国的私立中学毕业生成功进入哈佛、耶鲁

、普林斯顿三所常春藤顶尖大学的比例远远高

于来自美国公立中学的学生，有些着名私立中

学的毕业生进入长春藤名校的比例是公立中学

学生的数十倍。

“因材施教”全面素质教育

美国的高中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非常重

视，学校的选修课程丰富，使学生能够得到

全面的发展，美国教育并不注重标准答案，

他们认为这样会桎梏学生的创造性，因此你

会看到学生课间在讲台上演讲自如，你会看

到教师用表扬来引导学生发展兴趣爱好，你

会看到校长跟学生一起午餐。这些在中国看

来稀奇的情景，在美国高中却已经是习以为

常。正是这种教育方式，让学生富有创造力

和自主能力。

为啥这么多人赴美读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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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郭的父亲坐着轮椅，已经几年

没来公墓了，今年清明，老人家竟又

上来了。

我和父亲去公墓看望母亲，正要

回去时一抬头，看见了大郭和他的父

亲就在远处站着。我们都很惊讶。

大郭父亲十多年前患了风湿，腿

脚就开始有点不利索。五年前，大郭

的母亲去世，因公墓依山而建，前三

年每逢清明、中元和十一，大郭总会

用轮椅推着父亲上山祭奠。这两年，

老人再无精力，都是大郭一个人来看

望母亲。

大郭也看见了我，遥遥向我挥手

。我走过去，给郭姨敬了一炷香。

“一会一起回吧。”我说。“等一

会，我爸还要给我三爷爷敬香烧纸呢。”

这时，我才注意到大郭的父亲已

是老泪纵横，由儿子紧紧搀扶着，一

点一点挪到了一处刻着“龙”的焚炉

前。香烟缭绕间，老人一边喃喃祷告

，一边颤巍着跪下，磕了个头。

上车时，老人握着父亲的手泣不

成声，“今天，我三叔在抚顺老家入

土为安了。可恨我身体不好，赶不过

去啊！”父亲赶忙安慰，“节哀啊，

老年人流泪，就和年轻人流血一样，

伤身体啊。”

回去的路上，老人讲述了他三叔

那令人叹息的一生。

朝鲜战争时，这位名叫郭三柱的青

年冲上了最前线，战争结束，被俘的年

轻战士没能回到家乡，而是被强制送往

台湾，直到他88岁的一生终结。

1951年的春节，与往年都不一样

。还没过二月二，生产队里的大喇叭

就开始播放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舍小家，保大家！”等激扬的

口号。

那时抚顺还是中央直辖市，每个

人的“政治觉悟”都很高。生产队不

少年轻人都报名参了军，郭三柱的心

里也起了波澜。

他们家是典型的三代贫农，根正苗

红，他爹又是生产队队长。三柱兄弟三

人，大哥比他大十多岁，在鞍钢做技术

工人，二哥在煤矿工作，去年腿被砸着

了，至今还一瘸一拐。按说，他应当责

无旁贷，去报名参军，保家卫国。只是

他刚结婚半年，媳妇又刚刚怀了孕，心

里多少还是有些不舍。

三柱爹在家吃饭时依旧不动声色

，反倒是他每天晚上左思右想，睡不

好觉，白天修水渠时呵欠连连。其实

整个生产队社员都知道他有了心事。

农历二月三一大早，隔壁刘家窝

铺生产队的大喇叭就嗡嗡地吼了起来

，锣鼓敲得震天响。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是结婚还不到一个月的王二娃

子也报名参军了，要去前线打美帝国

主义。

三柱听到，心里一惊。

吃晚饭时，一向寡言的爹很严肃

地说了一句，“吃完饭到我屋来，有

事和你说。”三柱听了，心里已经下

了决定，匆匆吃完一碗高粱米水饭。

“我去参军，保家卫国。”三柱对

着爹和娘说，一旁的媳妇小翠听了，不

知该是喜还是忧，一时竟呆住了。

过了半个多月，部队上的整训团

来生产队接收新兵。早上临出门前，

他握着媳妇小翠的手，只说了两个字

：“等我！”说完转头就走了。

打谷场上，十几个壮小伙子一字

排开。三柱爹给大家每人胸前戴上一

朵大红花，还要再说些鼓励的话。大

喇叭里循环高声广播着“舍小家，保

大家，为祖国献身的时候到了！”大

家都热血沸腾。

三柱朝人群中望去，没有看见娘

。娘肯定又在家里偷偷抹眼泪。倒是

小翠站在人群最前面，拼命向他挥着

手。

爹给他戴上大红花后，紧紧地握

住他的手：“郭三柱同志。”然后就

没有再说下去，只是重重点了一下头

，眼中竟有了泪光。这是爹第一次喊

他同志，第一次流眼泪，他一辈子也

没有忘记。

郭三柱在整训团里接受行军、掩

护、防空、防毒、射击等项目训练一

个月后，就被补充到了部队，跨过了

鸭绿江。

彼时的朝鲜，遍地硝烟，满目疮

痍。郭三柱所在的连队头两天一直在

急行军，忽然接到上级命令：夜黑时

迅速占领了一个小山头。战士们开始

争分夺秒地挖战壕，三柱是个有力气

的庄稼人，挖的速度比别人都要快一

些。

正挖着战壕，密集的炮弹便呼啸

着飞了过来，大家赶紧趴在地上。巨

大的爆炸冲击力将山上的土层掀了起

来，厚厚地盖在郭三柱的身上。等他

探出身去，才看到，周围已全是战友

纷乱的残肢和尸体，郭三柱跳出战壕

，准备抢救旁边受伤的战友时，耳边

又传来了呼啸的声音。

他只觉得眼前已全然是一片红色

，从浅红到深红，大地旋转着，压到

了他的身上。等醒来时，他已成了一

名志愿军战俘，在郭三柱心里，这令

人羞耻，好几次，他动了自杀的念头

，但迅即又被压了下去：他想活着，

他想再看一眼爹娘、小翠，还有自己

那未出生的孩子。

在前方战俘临时收容站待了几天

后，他又辗转去了水原，釜山，最后

在11月底，被押送到巨济岛。

那里有四个中国志愿军战俘营，

其余战俘营则全关押着朝鲜人民军战

俘。刚到战俘营时，有饭吃，也没有

虐待，但没有自由。

没过几天，战俘营里竟然还放起

了电影，唱上了京剧，郭三柱自然也

去看。每次电影结束后，总有一些战

俘高声宣讲三民主义，说台湾才是志

愿军战俘的好归宿。后来，又有人强

行把一些三民主义的宣传材料塞到郭

三柱手上，他如同抱了一个定时炸弹

，急匆匆地跑远后，将那些东西扔到

了厕所里。

那时，台湾对于三柱，是一个非

常遥远的所在，在他的印象里，那是

一个还未解放的地方。他只想能早点

被遣返回家乡，回到亲人身边。

有战俘悄悄告诉郭三柱，栓子是

夜里被拖到了厕所，头朝下扔了进去

。有战俘悄悄告诉郭三柱，栓子是夜

里被拖到了厕所，头朝下扔了进去。

再后来，气氛就变了。

战俘营前，有人挂起了国民党旗

，很多大汉开始揪住一些年纪大些的

人，威逼着，让他们签志愿被遣返回

台湾的文书。志愿军们不从，那些人

就开始用力地殴打他们，还要在他们

身上刻“抗俄”等字样。可就算不从

，但也由不得他们，一些大汉会紧紧

箍住他们的手脚，另一些人就直接在

他们的胸上、胳膊上刺字。

郭三柱的前胸后背以及两个胳膊

上就都被刻上了“抗俄”等标语。过

了几天，在他旁边铺位睡的栓子被人

围住，在逼迫下签了一些文书。尽管

身上也被刺了字，栓子仍死命不从，

高声喊着：“俺要回家！俺要回家看

俺爹俺娘！俺不去台湾！”

第二天早上，栓子就消失了。有

战俘悄悄告诉郭三柱，栓子是夜里被

拖到了厕所，头朝下扔了进去。

后来，郭三柱被迫签了志愿去台

湾的文书，因为他想活着，只有活着

，才能有朝一日见到爹娘，小翠，还

有自己的孩子。

1953年 7月，交战双方在朝鲜战

争停战协议签字，确定了战俘按照各

自自愿原则遣返。

8月到9月间，5600多名志愿军战

俘被直接遣送回国。其余多达14000

多名志愿军战俘则分批登上了战舰，

于1954年1月，驶向了遥远的台湾，

里面就有郭三柱。

在抚顺老家，所有亲人都认为他

已经成了烈士，都在祭奠他。

其实，早在1951年的7月份，也

就是在他入朝作战的三个月后，部队

上的人就到了他家，将三柱的烈士证

书正式交给了他爹。他娘和小翠当着

军人的面，嚎啕大哭。

但三柱爹不信，他坚决不承认他

的三柱就这样成了烈士，也坚持不要

烈士家属的各项待遇。

又过了几个月，小翠肚子里的孩

子没能保住，三柱娘当天晚上就哭得

晕了过去，他爹也落了泪。

1953年 9月，隔壁生产队的王二

娃子作为战俘，回到了家，尽管少了

一只胳膊。郭三柱他爹盼到了腊月，

终于认了命。一边将烈士家属的牌子

钉到了大门上，一边老泪纵横。

第二天，三柱娘揽着小翠的肩膀

，说，“苦命的孩子啊，爹娘就不留

你了！”小翠听此话，默不作声，只

是一直低着头流泪。

而那时的郭三柱，正坐着军舰，

行驶在茫茫的大海上。

在途中，他听说，有的战俘跳了

海，他们认为，到了台北是死，刺了

一身字，回到大陆也是死。

但郭三柱决定，自己坚决不自杀

，要活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想再看

爹娘、小翠和孩子一面，而且他还又

多了一种隐秘的想法：他坚信彭总迟

早会率领大军解放台湾，到那时候，

他一定会让亲人们知道，自己不是一

个孬种。

军舰到了码头，所有战俘上岸，

分乘军用大卡车到了台北。一路上，

不断有人燃放鞭炮，一派喜庆气氛。

郭三柱参加了盛大的欢迎集会，在集

会上，他被称为了“义士”。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他又被要

求自我清查，反省，向蒋介石宣誓效

忠，又去各地做了巡回报告。终于到

了1954年4月，台湾当局宣布郭三柱

他们“宣誓加入国军部队”，年轻力

壮的郭三柱被分到了金门岛。

大概在1954年的4、5月，台海之

间频传战事，四下里阴云密布。

到了8月，金门炮战爆发。郭三柱

的内心就像烧开的水，但脸上仍旧是一

如既往地不苟言笑。平静得看不出一丝

紧张，兄弟们看到了都说，郭班长心理

素质好，毕竟是打过大仗的人。

8月底，郭三柱正在值守中，连

长突然亲自过来，向他宣布了调令。

他被调到后勤部门，并收了他的枪。

后来，隐约才得知，几天前，一个志

愿军战俘竟然带着美国造的自动步枪

，趁着夜色，游到了对岸，跑回了大

陆。司令部非常震惊，决定将所有志

愿军战俘全部调离作战岗位。

后来，郭三柱又参加了数日的政

治学习，被强制加入了国民党。

在厨房洗菜不到一个月，郭三柱

又被调离了，这次他的新岗位是猪场

。他也不曾料到，他将会在此处，一

待就是十五年。

那时，金门岛是军事禁区。每天

晚上十点以后，老百姓就不能再点灯

了，四下里一片漆黑。岛上也不准使

用收音机，连鸽子也不能养，郭三柱

白天喂猪，空闲时就写写日记，。晚

上，就静静地躺在黑暗中，对亲人的

思念就像不远处汹涌的海浪，一次次

重重地击打着他的内心。从金门到大

陆，最近的地方也不过2300多米，但

他就是跳不过去。

到了腊月，猪场杀年猪。郭三柱

拿着明晃晃的杀猪刀，竟犹豫起来。

以前生产队都有专门的屠夫，从

小到大，他还没有亲手杀过牲畜。周

围的伙头兵都哈哈大笑起来，说郭三

柱入伍这么多年，人不知杀了多少，

怎么现在倒慈悲起来，连猪都下不去

手了，想是把母猪当老婆了吧！郭三

柱禁不住大喝一声，一刀捅了下去。

从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每年春天养小猪时，他就给它们分

别起了名字，比如“二蛋”、“栓子”

、“狗剩”等等，这些人名都是小时候

在队里玩大的小伙伴。到了年底，小猪

已变得大腹便便，面目狰狞。郭三柱就

把它们想象为过去欺负过他爹的地主、

到处杀人放火的“胡子”（活跃在东北

的土匪）、炸死战友的美国鬼子、战俘

营里在他身上刺字的那些特务，这样，

他就能下得去手了。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22岁参军的

郭三柱，此时已是45岁的中年人了。

1973年，因新来的长官是东北人，听

说郭三柱会做家乡菜，就调他进了厨

房。从平时的地三鲜、锅包肉、小鸡

炖蘑菇，到过年前包酸菜馅饺子、杀

猪菜。

郭三柱就这样，一路颠着大勺，

一直颠倒了1981年，颠到他头发渐渐

白了，气力也变小了。终于，他退役

了，那年他52岁。军衔为中士。

在离开金门岛前，他站在马山观

测站的平台上。那里离大陆最近。看

着眼前浩瀚的大海，想起自己的父母

妻儿，又想到自己这半生经历，泪飞

如雨。

退役后，郭三柱来到了台北桃园

远郊，在那里暂住。高峰时，这里居

住着三千多位退役的志愿军战俘。

他在一处荣军聚居的地区找到一

家东北饭店，成了那里的厨师长。饭

店老板是一个孀居的妇女，丈夫是随

着老蒋入台的军官，十多年前就去世

了。

老板是东北人，叫玉兰，郭三柱

是个老实人，工作是勤勤恳恳，待人

也厚道，厨师们都很佩服他。渐渐地

，玉兰就有点喜欢郭三柱，后来索性

挑明了。

郭三柱只得把家里的事情和盘托

出，尤其说到参军前对小翠“等我”

的承诺，玉兰也默然不语。

在思念的煎熬中又捱过去了六年多

，1987年底，台湾终于开放居民赴大陆

探亲；第二年，又规定韩战期间来台的

“义士”可前往大陆探亲，而且荣军总

医院免费为他们去除身上的刺青；1989

年，大陆也出台相应规定，要求对返家

的志愿军战俘妥善安置。

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所有志愿军

战俘都是欣喜若狂。但大家都老了。

满头白发的郭三柱临走前，面对

着玉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向泼

辣的玉兰哭得稀里哗啦。

1989年，郭三柱终于回到了故乡。

从1951年离开家门，已是38年。

从一头青丝到满头白发，作为台胞，

县里台办的官员簇拥着他，郭三柱内

心突然觉得很羞愧。

到了村口，只有大哥二哥侄子侄

女，还有众多乡亲们都在等着他，看

到此情景，他的心里明白了许多。兄

弟们抱头痛哭。

到了家里，看到了爹娘的遗像，

郭三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下子跪

在地上，晕了过去。

第二天，大哥二哥领他到了爹娘

坟处敬香烧纸，他把自己这几十年写

的日记一页页撕下来，全部烧给了爹

娘。一时间，香烟纸屑纷飞如絮。三

柱跪在坟前，一边磕着响头，一边泪

飞如雨。爹娘在他参军后不到十年，

就都相继去世了。

在家里住了一个月后，郭三柱也

没有见到小翠。

临回台湾前，他说想去小翠改嫁

的人家去看看她，不知道小翠是否同

意。邻居们讲，小翠改嫁的那户人家

就住在村西头，离他家不过300米。

大哥二哥都不回答，只是低着头

，沉默。

他突然觉得心非常痛，支撑他38

年的念想，就是想再看一眼爹娘、小

翠和孩子。结果，真的回到了家里，

却一个人也没有看到了。

在启程回台湾的那天早上，他一

个人走到了村西，默默地，看了又看

。最终还是离开了。

回到台湾后，郭三柱同玉兰领了

结婚证。两个老年人相互搀扶着，在

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2016年，玉兰

因病去世，郭三柱和继子遵照她的遗

愿，将她同国民党军官丈夫合葬在了

一起。

2017年 2月，还没到二月二，88

岁的郭三柱在台湾去世。遵照其生前

遗愿，其继子将他的骨灰带回到了抚

顺老家。

他要永远陪伴在爹娘身边，魂归

故里。

一名朝鲜志愿军战俘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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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赚家用 杂工都做

为了多赚点家用，我连杂工也做

。杂工按天计薪，每周6天，周薪180

元。所谓杂工，就是什么都做，比如

扫地、丢垃圾、煮饭、煲开水，每天

要煮两大锅饭供应60人的午餐，开水

要5大煲。每天衣厂有很多废布和垃

圾要清理。那个时候华埠治安不大好

，时有歹徒闯衣厂打劫，所以厂门紧

锁，全厂只有几把固定的电风扇对着

车位和吸衣位，我的工作范围根本吹

不到。衣厂布料灰尘多，空气流通欠

佳，因此夏天非常闷热，但为了生计

，我硬撑下去。

不久，我怀孕了，老板娘好心，

教我车衣服上的牌子，我就没有做粗

活，一直到我的孩子出生为止。带孩

子的知识全是读育婴书学来的。婆婆

因年纪大，帮不了我照顾孩子。我得

了产后抑郁症，时常对着孩子饮泣，

思念国内的亲友，怀念国内的生活和

工作。出国前我是开平电视台的新闻

记者，在国内是很风光的，尤其是电

视台的记者，何况我是唯一的电视女

记者。想不到来美国后，生活和工作

有了180度的大转变。每当我孤独和

寂寞，就提笔写信，曾经一天写了6

封信。那时舍不得打长途电话，因为

一分钟差不多3元，我怕控制不了自

己，话费会让我破产。

孩子一岁时，我面对不了呆在家

里由人供养的生活，又不想做衣厂终

老一生。后来得到一个机会，进了中

华商台当工商兼社区记者，每周工作

6天，其中3天在电台接听热线电话和

听众点歌及咨询，还要售卖收音机。

当年华人办的电台有4家，都是使用

副波调频，要用特殊技术调理收音之

后收听广播。中华商台听众多，收音

机销路很好，广告不少。在这里我学

会用打字机，学懂了用广东字写广告

词。

中华商台那时在包厘街16号4楼

，没有电梯，每当我外出跑广告和新

闻时，一天要蹬楼上楼下好多次，挺

累的，但比起在衣厂工作，心里愉快

许多。下班后赶回家，接回托人帮我

带的孩子，赶着做饭。这种生活一直

做到我的第二个小朋友出生。

考牌开家庭托儿所

拥有自己的房子后，我考了托儿

执照，在家里开办了家庭托儿所，学

校在我家旁边，我爱干净，托儿所整

洁明亮，玩具不少，招牌挂出，很快

就满额。因为我是个人执照，其中婴

儿和孩童各限2名，课后托儿及其他

总共可照顾8个小朋友。房子颇破旧

，要刷新及修整院子前面一棵大树，

这些活，我自己能够做就尽量去做，

不请散工。后院有好大一片空地，我

就种瓜、种菜，水泥地铺上一层假草

皮，孩子玩耍时跌倒不会受伤。

托儿所曾经一天来了15个孩子，

那是9· 11恐袭当天，很多家长打来电

话，叫我把他们的孩子暂时从学校送

到我家。令我狼狈的是，有位父执辈

的朋友全家三口人从加拿大来美国，

暂住我家，当天外游回来，也叫我到

法拉盛接他们。那时我手忙脚乱，心

里惊慌，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似的，又

找不到可以商量的人。我只好强打精

神，吸一口长气，让自己冷静下来，

把学生接回家，安顿他们吃喝，做作

业，等他们的家长把孩子接回家。这

天总算无惊无险，我心情才平复。

是入籍的时候了。晚上，当孩子

们睡了，我自学英文考入籍。考试那

天，到八大道搭车，全车6人就我一

个不是入籍学校的学员，竟让我考入

了，其他的人据说没过关。

入籍是申请家人来美团聚的其中

一个目的。“亏了我一个，幸福全家

人”是过埠新娘的使命。填表、缴费

、担保书，繁琐的手续办妥后，双亲

顺利赴美，安排食住，他们不愿意为

我带孩子。无奈，只好教他们如何搭

地铁，帮助他们找适合的工作。

我的房子不大，有一层租给两个

留学生，自己住一层。家里4个大人

，两个小孩和托儿所的小朋友，空间

有限，大人常常有矛盾。父母来美差

不多两年了，很不习惯，我叫他们还

是回国颐养天年，好过留在美国。双

亲考虑后决定回去，我也将托儿所停

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放学后请人照顾

。我又回到了离开8年的中华商台工

作。

做到社区联络员

不久，华埠要筹办商业改进区，

前中华公所主席陈玉驹和筹办机构的

主席介绍我到改进区做社区联络员，

直到现在。

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在美国也

有20余年，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不气

恼在美国的衣厂经历，其实在这里我

也学到很多东西。但我自小就很喜欢

文艺体育，但爸爸很反对，不让我学

。他是空军医生，他想我跟他学医。

我们这一代人求学不讲学习，只讲造

反，“造反有理，零分万岁”。

我在小学就是学校的文艺骨干、

乒乓队员、校广播员。中学时每年要

到分校劳动，还要去农村跟农民同吃

同住同劳动，实行“三同”。宣传队

在劳动课或学工、学农、学军的时候

要排练，所以劳动时间不多，但是那

些农活我也会做，还做得很不错的。

恢复高考，高中二年级分理科、

文科参加高考，我是文科重点班，要

住校，那时生活很独立了，没考好，

上不了大学，进了建筑学校，两年毕

业后分配到建筑公司。其后因为喜欢

文艺而考进南宁实验话剧团。在全省

文艺汇演“春好苗壮”中，我获得优

秀演员奖。建筑公司组织歌诵队参加

全市比赛，我获得最佳指挥奖。全公

司有4000多员工，我在乒乓球比赛中

夺得女子单打冠军。全公司歌唱比赛

，我以“凯旋在子夜”获第一名。我

是公司民兵连的高炮射击手、五四手

枪、半自动步枪、高射炮实弹射击成

绩优秀，是民兵排长。由于文体活动

活跃，工作埋头苦干，会贴瓷砖、铺

马赛克、砌砖、批灰等建筑活，又是

三级技术泥水工，被选为培养作党的

接班人，当了专职共青团书记进团校

学习，在党校培训。

但我没能入党，因为在马来西亚

的舅妈送我喇叭裤和连衣花裙子，试

问女孩子哪个不想漂亮？结果被认为

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准入党。我后

来觉得学识不够，就自己掏钱读书，

进了广播电视大学专修电视科，取得

大学文凭后，无意中进了电视台当记

者。因拍摄新闻专题《水口镇技开烟

尘见青天》荣获广东省三等奖，还有

奖金。

我们这一代人是出生在困难时期

，求学在动乱时期，工作在改革时期

，结婚在计划生育时期。小学我念了

3个学校，中学念了2个，父亲在部队

工作，母亲是随军家属，因为常常调

防，部队的孩子转学是常事。小的时

候住过平南、柳州，后来在广西南宁

学习工作，再后来回到家乡广东开平

，所以我会普通话、广府话、四邑话

和桂林话，这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

我仍然是幸运的，同辈人他们只

准有一个孩子，我有两个。孩子年幼

时不上补习课，周末带他们学功夫，

上中文学校，学打乒乓球。儿子在拉

瓜地亚艺术高中毕业后在纽约大学念

书，是排球校队的主力。女儿每年都

参加龙舟比赛。他们是华侨学校鼓乐

队的主要队员，会讲也会写中文。我

的美国梦正在实现着。

开始新旅程 圆儿时梦

我好像刚刚开始了另一个新旅

程，圆我曾经的梦想。2011 年我考

进长江剧团，在外百老汇演了 15场

话剧《灰兰记》，扮演反角女一号

，得到英文剧评家的赞赏。2012 年

随美亚文化交流协会艺术团到北京

演出。2013 年春节期间在林肯中心

表演舞蹈，获得好评。我喜欢读书

，偶尔也写诗歌， 2015 年 5 月受

《侨报》邀请参加“五月如歌”诗

歌朗诵会，朗诵原创作品《深爱》

。得到同好之友认可，最近又学习

中国古诗词，写了一首为华人获诺

贝尔奖而作的古诗：

神奇本草历千年，

不懈呦呦苦练研，

提取青蒿成妙药，

丰功伟绩五洲传。

去年 7 月我多次来往波士顿排

演话剧《海外剩女》，作为艺术

指导之一，看见演出成功，倍感

欣慰，目前该剧在纽约、洛杉矶

紧密排练，今年将在多个大城市

演出，工作之余，我觉得自己的

生活好充实。

我平平实实的美国梦

我名叫关淑媚，广东开平人，是过埠新娘，以未婚妻身份进入美国。在那个年代，广东沿

海一带，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五邑地区，很多女人移民海外都是以过埠新娘身份出国的。上世

纪八十年代，大批海外华侨回到家乡娶妻，由于他们回乡都是大把大把花钱，女孩子嫁出国是

社会一大潮流。婚姻的话事权一边倒在华侨手里。相亲挑选对象，那阵势几乎可以跟旧时皇帝

选妃相比，被挑选到的是幸运儿，立即在当地民政局办理登记结婚，等待移民，全家的经济状

况一下子好起来。

当时形容婚姻走向的民间说法是，第一美女漂洋过海，第二美女做了官太。但我结婚倒不

是被这样挑选的。从相识到结婚，曾经通信了3年，彼此有了认识才结婚。现在超过30岁的女

子还未嫁人被叫作剩女，那个时候，则被称为大龄青年，就是现在的剩女吧。

在美国，我举目无亲，英文一无所知，便报名中华公所英文班，从ABC学起。放

学后，跑到坚尼路一家衣厂做工。衣厂里的工种很多，包括开份、勒骨、车位、打钮

、拉边、吸衣、烫骨、剪线、什工等。我在家乡是从事文职工作的，哪会车衣或勒骨

？最后做了最简单的剪线工作。这种不需要技术的工作都是上了年纪的阿姆做的。我

年轻力壮，将要剪的衣服搭成 20件一叠才开始剪，剪得很快，老板便不要其他人了，

由我一个人包剪，还是很快将该剪的线全部完成，但剪线的钱是最少的，一天干 10个

小时也赚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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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两家公司，指使公司

招聘的业务员冒充正规的金融

公司或银行工作人员，谎称缴

纳金额不等的押金办理POS机

业务就可以办理3万元至20万

元不等的高额度信用卡，骗取

被害人数百万元。近日，浙江

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以涉嫌

诈骗罪对张漾、付如禾、廖锐

等25人批准逮捕。

员工带来“赚钱秘方”

2016年年初，27岁的小伙

张漾在和高中同学付如禾商量

后决定到四川成都干一番事业

，两人选择了POS机销售业务

。刚开始，两人赚取的仅是POS

机的销售差价和POS机激活、

刷流水的返点，一个月下来，

利润一般，在两人看来根本没

多少钱可赚。

此时，正巧新招聘的员工

蒲某、漆某等先后到来，漆某

还带来了赚钱“秘方”。漆某

称自己原来工作的公司会以办

理高额度信用卡为由，骗客户

缴纳POS机押金，而且漆某还

带有原先使用过的话术单，上

面写着如何与客户沟通。商量

之后，付如禾同意按照漆某提

供的话术单试几天，看看有没

有钱好赚。

试了三四天后，张漾、付

如禾感觉效果非常不错，便一

直使用这种营销模式。因业务

持续稳定，为招到更多业务员

，张漾、付如禾成立了公司。

张漾管钱，业务员收取的押金

全转到他的账户，他负责给员

工发工资和公司日常开销。付

如禾负责公司日常管理，还有

客户信息提供、POS机邮寄等。

之后，张漾又与朋友廖锐合开

了另一家公司，并把这种诈骗

模式传授给了廖锐。

选择客户“有门路”

“我是某某金融公司的业

务员，您是否有资金周转的

需求？我们公司正在推广POS

机业务，如果您办理 POS 机

业务就可以免费办理一张额

度 3 万元至 20 万元不等的信

用卡。”2017 年初，刚进入

公司不久的 20 岁小伙吴某，

按照统一分发的话术单给客

户打电话。

每天上班之后，付如禾会

把从POS机厂家或网上买来的

客户信息分发给业务主管，主

管则会把这些信息再分发给业

务员。业务员在接到信息后，

开始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旦客

户对办理高额度信用卡感兴趣

，业务员会要求和对方加微信

，并在微信里以高额度信用卡

吸引对方，慢慢诱导客户缴纳

POS机押金。

他们选择的客户往往都有

资金需求，所以高额度信用卡

非常具有吸引力，当客户询问

如何办理时，吴某就会问对方

需要办理多大额度的？“如果

要办一张3万元至5万元额度的

信用卡，需要订购一台POS机

并交898元押金，如果要办5万

元至8万元额度的，需要订购一

台POS机并交1800元押金，想

要的额度再高，可订 2至 3台

POS机，每台交押金898元。”

吴某等业务员会尽量诱导客户

多缴纳押金。

做足“功课”骗押金

为吸引顾客，业务员一般

会在工作微信朋友圈上发一些

虚假的高额度信用卡信息。有

些客户警惕性高，会要求业务

员发定位或拍张工作证验证真

伪，却不想张漾等人早做足了

“功课”，早已把他们冒充的

具有资质的某家金融公司的地

图定位和销售人员的证件照发

到公司群里，以此增加客户的

信任度。

等客户确认好需要办理

的信用卡额度后，业务员会

让客户把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和手机号码、收货地址发给

自己，同时按照银行办理信

用卡流程，要求客户提供名

下的车辆行驶证、房产证等

情况，并告知客户名下有资

产的话能申请的额度更高，

打消客户疑虑。

两三天后，业务员会发一

个办出信用卡的假视频给客户

，之后便要求客户把相应的POS

机押金转账给自己，并告知大

概7至 15个工作日就可以把信

用卡寄给他，实际上寄给客户

的只是POS机，并没有所谓的

高额度信用卡。

等到客户来询问客服，

客 服 只 会 教 客 户 怎 么 激 活

POS 机和如何使用 POS 机刷

流水，至于办理信用卡的事

，他们只会把申请信用卡的

二维码发给客户，让客户扫

码申请。但是，申请者是办

不出信用卡的，这时客服就

会推说是客户征信问题或刷

卡流水不够。

据了解，张漾等人办理的

POS机进价并不贵，小 POS机

的进价从 35元到 200多元不等

，大POS机从几百元到1200元

不等。但是，张漾等人要求客

户缴纳的押金却要399元、898

元、1800元不等。张某等人承

诺 POS 机押金在刷满 30 万至

100 万元流水后会退还，实际

上，他们赚的便是POS机的押

金钱，根本不会退还押金，除

非客户闹得实在太厉害，他们

害怕对方报警才会偶尔退一两

个。

2017 年 6 月 27 日，余杭

区一名被害人报警。接案后

，警方立即展开侦查，通过

对资金流的查询，发现张漾

有重大作案嫌疑。此后，张

漾、付如禾、廖锐等人陆续

被抓获。

员工带来“赚钱秘方”
骗子公司诈骗数百万元

恋爱同居生子上演“夺娃”大战

2014 年，来苏务工的徐某经朋友介

绍，和秦某恋爱了。二人的关系进展

很快，朋友谈了没多久就决定同居。

不多久，秦某发现自己怀孕了，徐某

很是高兴，他向秦某保证在孩子生下

来之后就马上和秦某结婚。可老徐家

早就在老家给徐某物色好了结婚对象

，就在秦某替徐某生下了一个儿子后

，徐某变卦了。“我先带儿子回老家

上户口……”徐某借口抱走了儿子，却

再没还回来。秦某找到徐某，表示愿

意与徐某签署抚养协议，孩子归自己

，同时将不再纠缠徐某。

协议签署当天，徐某并没有按照约定将

儿子抱来。秦某多次向徐某讨要孩子无果，

只得将其告上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孩子的抚

养权归秦某，并由徐某支付相应的抚养费。

经审理，法院认为原、被告的非婚生子未满

2周岁，对母亲依赖较大，同居关系解除后

，孩子应由母亲秦某抚养，徐某需每月支付

800元的抚养费。

父子“人间蒸发” 母亲申请执行

判决生效后，秦某拿着判决书向徐某

要孩子，谁知徐某已经搬离了原来的住

所，连孩子也不知所踪。“他在苏州也

没什么亲戚，肯定是带着宝宝回老家了

。”秦某托人多方打听，来到了徐某老

家。徐老将秦某拦在门外，一口咬定徐

某不曾回来过，也不知道孩子的事情，

当即下了逐客令。秦某并不死心，通过

询问街坊邻里，才知道徐某为了不承担

抚养费，竟然将亲生儿子送了人！

“一个徐某，再加上一个收养的人家

，我该怎么要回自己的孩子？”心急如焚

的秦某火速赶回苏州，她决定拿起法律武

器夺回自己的孩子，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于是，秦某向苏州市工业园区法院提出

了执行申请。

装傻充愣阻碍执行 孩子父亲被拘

徐某面对执行法官，摆出一副无辜的

样子——明明分手的时候，孩子给了秦某

，现在怎么反而跟他来要孩子？看着徐某

的反应，执行法官认为，孩子作为人身不

能够强制执行，如果直接对徐某采取拘留

罚款等强制手段，只能更加激化双方矛盾

，增加被执行人的抵抗情绪。如此一来，

让徐某自动交出孩子并承担抚养费简直难

如登天！

执行法官打算以徐某父母为突破口

，多次约见两位老人，讲明徐某应尽的

法律义务，从孩子切身利益出发，让他

们了解跟母亲在一起更有利于孩子的成

长。然而两位老人丝毫不配合执行工作

，无奈之下，执行法官只得对徐某采取

了拘留措施。

在拘留所待了5天后，徐某的态度来

了个180度大转变。执行法官来到拘留所

对徐某进行了提审，徐某当场表示愿意将

孩子交还给秦某，并每月支付800元抚养

费直至孩子独立生活为止。至此，这起抚

养权纠纷案件顺利执结，孩子也回到了母

亲秦某的身边。

为拒付抚养费
父亲将儿子送人
因阻碍执行被拘

法官融情理于执行终使事了人和

原本相爱的男女为了孩子抚养费问题，竟然到了对簿公堂、甚至进看守所的

地步……这本是电视剧中才会出现的狗血情节，却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近日，江

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法院审结了一起抚养权纠纷案件，并顺利将孩子送回到母亲

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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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現代汽車十月十日在位於南加州的總部宣布全新一代升
級版的購車保證計畫。

現代購車保證計畫是一個從現代汽車買車的更好選擇，比之
前的任何購車經驗都要更容易、快速，以及透明化。

為消費者提供全美最佳保固計畫的現代汽車十月十日在南加
州噴泉谷的總部正式宣布新一代升級版購車保證計畫，完全顛覆
自有以來汽車業界令人不勝其擾的購車流程與模式。現有的購車
流程已經過時。新科技現能為消費者提供更快以及更透明化的交
易過程。現今，百分之九十的汽車買家對於買車的經驗都飽受挫
折，而且研究清楚指出，消費者渴望全新的汽車購買方式。

現代汽車的品牌承諾是將客戶放在第一位，並挑戰業界常規
，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汽車以及服務。現代汽車與其底下超過八百
間經銷商都明白消費者想要以不同的方式買車。

現代汽車是業界第一間承諾藉由全新的購車保證計畫將買車
流程現代化的汽車公司。這個即將在所有現代經銷商正式啟動的
購車保障是消費者從未經歷過，更簡單、更快速，以及更透明化
的選車與購車方法。

現代購車保證將為消費者提供更多價格選擇、近乎完整的線
上交易流程、更多試駕過程的靈活性，以及為期三天的回購期，
讓客戶能更輕鬆的購買現代汽車，並減少通常由購車所造成的焦
慮。

網路顛覆了現今消費者的購物習慣
因為網路和新科技，消費者的購買模式與流程與以前大不相

同。雖然購買商品的流程大致上維持一致，消費者卻以不同的方
式來購買汽車。由網路所帶來的數據衝擊持續顛覆傳統零售模式
，所有行業的客戶都要求店家提供全方位的零售管道，讓他們能
依照自己的習慣喜好購買商品。現今來說， 汽車買家在買車之
前與汽車公司平均有24個不同的接觸點，其中19個是來自於網
路 (資料來源：Google 2016年一月)。而且在決定購買之前，消
費者平均去不到兩個經銷商。

在有買車經驗的人當中，89%對於購車過程會想要有所改
變，49%不喜歡整個過程 (資料來源：現代購車保障研究調查)。
而且62%的大眾市場買家表示，從他們進入經銷商展示間看車
到確定買車的時間應該減少一半 (資料來源：2015年六月JD
Power消費者調查)。75%的民眾說他們會考慮完全在網路上處
理購車事宜，其中包含融資、協商價格、簽署文件、以及送車到
府 (2015年 Accenture汽車網路問卷調查)。最後，72%的消費
者認為，改進的購車流程會鼓勵他們多去經銷商看車和買車
(2015年EY汽車銷售未來報告)。
代表購車流程進化的四個元素

基於現代人對於購車流程的需求與喜好，現代購車保證計畫
是由讓購車經驗現代化的四種功能所組成：

1. 更透明的定價訊息.
2. 更靈活的試駕流程.
3. 更精簡的購買方式.
4. 三天回購保證.

這一次的全新購車保證計畫會先在四個市場正式啟動：邁阿
密、奧蘭多、達拉斯，以及休斯頓。之後在2018年初則會擴展
到全美國的經銷商。這些市場的經銷商都非常贊同現代購車保固
，所以我們想要繼續利用它們作為首發市場，以幫助住在這些地
區的客戶和經銷商。至於休斯頓和邁阿密市場，現代汽車在與當
地的經銷商密切合作，並且提供支援，以確保被颶風影響的員工
能夠恢復，以及設施能夠重建。
將消費者的喜好放在第一位

自從1999年以來，現代汽車的購車保證一直是以創新的客
戶服務計畫為基礎而建立的，從失業保護、汽油價格保證、舊車
換現金、回購價值保證，到最新的Blue Link安心連結服務，
「保證」 已經成為現代汽車的代名詞。藉由現代保證計畫的兩大
支柱 – 買家 (購車保固) 以及 擁有者 (全美最佳保固、道路救援
、Blue Link 無限數據通訊系統等) – 現代保證計畫將會持續支
持北美現代汽車與其客戶的夥伴關係，以加強客戶對整個汽車購
買與擁有經驗的滿意度。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不要加錯油

現代汽車隆重宣布新一代升級版購車保證計畫現代汽車隆重宣布新一代升級版購車保證計畫

前幾天，有一位新移民打電話給
我們，說剛從加油站加完油出來，開
了400米車就熄火了，請我們去拖車
來修。我們的修理人員一打開油箱，
就聞到了一股濃濃的柴油味。原來，
這位新移民英語不好，不認識英語柴
油和汽油的區別；而且開車也是個新
手，不知道柴油是不可以加給小轎車
的道理。所以胡亂拿起一根油槍就加
油，誤把柴油當成高標號汽油加到了
油箱裡，導致汽車壞掉。我們的維修
人員對誤加了柴油的車進行了修理：
抽出柴油、清洗油路、更換配件。這
位新移民花了不少冤枉錢，這個教訓

買得有點貴。
為什麼小轎車加了柴油後會壞掉

呢？這是因為柴油車和汽油車的工作
原理不一樣，柴油車是壓燃式點火，
而汽油車是火花塞點火。一旦汽油車
裡加了柴油，當噴油嘴裡的殘留汽油
燃燒完後，柴油噴出，但點火條件不
具備，車輛自然會立即熄火，而且柴
油相對汽油來說要黏稠一些，因此油
管很容易就被堵塞了。此外，汽油車
和柴油車的機油添加劑成分也不一樣
，一旦柴油被加進汽油車，汽油車本
來的機油也會受到污染，發動機、軸
瓦等汽車部件的使用壽命便大大縮短

。此時如果再強行點火，
對發動機的影響較大，甚
至可能造成報廢。車主如
果發現加錯了油，一定不
要再點火，而應盡快聯繫
修理廠，請修理人員清理
油箱和油路系統，並對發

動機進行全面檢查。
汽油車加了柴油後，主要表現為

車子打不著火，加油加不上來，車子
跑起來沒勁，屁股冒黑煙。駕駛員一
旦發現這種情況，就要馬上停車，並
聯繫專業維修人員弄清到底是怎麼回
事，再進行清洗和修理。

完 整 修 車 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本報訊）特大好消息！在2017
年10月7日，由德州龍舟協會舉辦的
2017年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GULF
COAST INTERNATIONAL
DRAGON BOAT REGATTA）上，雙
椒/HCA龍舟隊（雙椒冠名贊助）再
次進入決賽，並一舉奪得社區組冠軍
！

德州龍舟協會是美國西南地區最
大的龍舟組織，每年都要舉辦好幾場
龍舟賽。而每年十月的龍舟賽是該組
織舉辦的規模最大，也是最隆重的龍
舟賽。
今年已經是第14屆墨西哥灣國際龍舟
賽，參賽的隊伍都十分強大，其中包
括美國國家龍舟隊選手。這一次龍舟
賽可以說是高手雲集，競爭異常激烈
。

雙椒/HCA龍舟隊幾個月前就摩
拳擦掌，積極備戰。

雖然最近休斯敦遭遇空前的特大

水災，雙椒/HCA龍舟隊的隊員們仍
然銳氣不減，抽出時間認真參加訓練
。艱苦的訓練和團隊的合作精神終於
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在第一輪和第二
輪的預賽中，雙椒/HCA龍舟隊的成
績都非常出色和穩定，使得雙椒/HCA
隊獲得了進入決賽的資格。

在決賽中，雙椒/HCA隊繼續發
揮了頑強拼搏、團結合作的特點，再
接再厲，勇往直前，一舉奪得社區A
組決賽最好成績，榮獲2017年墨西
哥灣國際龍舟賽社區組冠軍！

這是休斯敦華裔聯盟（HCA）在
過去三年裡第二次榮獲墨西哥灣國際
龍舟賽冠軍。 2015年10月，HCA第
一次組隊參加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
當年就奪得了冠軍。

在過去的一個多月裡，HCA積極
參加特大洪水哈維災後的重建工作，
勤勤懇懇地為廣大災民提供救災物資
進行援助。而HCA又發揚光大，再次

為華人社區爭光，為弘
揚中華文化——龍舟這
一古老的體育和文化傳
統做出了貢獻。

在今年的比賽中一
共有三支華人隊伍參加
了比賽。北大校友隊取
得了優異的成績。當北
大校友隊進行社區B組決
賽的時候，雙椒/HCA隊
的全體隊員趕到湖邊為
北大校友隊歡呼跳躍，
喝彩、加油，聲音響徹
雲霄。
北大校友隊得到了B組第
一名的優異成績並獲獎！

頒獎典禮後，雙椒/HCA和北大
校友隊的部分隊友又聯合參加了5000
米比賽。

另外一支表現優秀的華人隊伍就
是“台灣傳奇”隊。這支隊伍的特點

是隊員普遍很年輕，而且訓練有素。
“台灣傳奇”隊最後奪得了社區組決
賽第三名的好成績。

除了亞軍是 UH Downtown之外
，今年龍舟賽的最好成績都被華人隊
伍囊括了。 2017年的龍舟賽讓華人
的精神面貌大放光彩！

實話實說，HCA不愧為休斯敦華
人的傳奇！請加入HCA，和我們一起
為了提昇華人的地位，維護華人的權
益而共同努力！

最後，衷心感謝雙椒餐館對龍舟
隊參加這次比賽的大力支持！

雙椒雙椒/HCA/HCA 龍舟隊奪得第龍舟隊奪得第1414屆墨西哥灣屆墨西哥灣
國際龍舟賽社區組冠軍國際龍舟賽社區組冠軍

繪金秋琴色，吟千古絕唱——德州愛樂民族管弦樂團2017秋季音樂會
【本報訊】秋天的美，美在一份

明澈。那清澈的涼意，那霜染的醉紅
；還有那份不經意的秀逸，如醉的灑
脫和凝結的孤傲。令我想到白鷺沙鷗
，閒雲野鶴，透澈而自在。眼前的秋
是那樣的一塵不染，淒楚之美浸淫著
懾人的艷麗，澹泊與感懷，詩意與眷
顧。在如此情境中，駐足留連，坐看
雲起，聆聽夢幻般的旋律，又怎能不
讓人怦然心動？

由德州愛樂民族管弦樂團推出的秋
季民族音樂會，一曲幽幽梁祝，瀟瀟
水墨絲竹，盡顯琴風晚韻，燈火闌珊
。 11月5日，在大休士頓凱蒂高中，
將為本地樂迷們隆重拉開帷幕。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是很多人耳熟
能詳的中國音樂名作。在美南地區的
音樂舞台上，我們不時會聽到它的低
吟淺唱。但由一個樂團，把這樣一段
哀婉動人的愛情，一曲蕩氣迴腸的音
樂，最終用管弦樂隊完整呈現於舞台

，在美南地區無疑是史無前例的音樂
盛事。從第一個音符開始，縈繞在琴
弦上的蝴蝶，翩翩雙飛，醉入花蔭。
將由休士頓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 An-
drew Meyer 來詮釋。 Andrew Mey-
er 的妻子，來自中國四川畢業於萊斯
大學的鋼琴博士周文理，也將同台助
興，為觀眾演奏中國鋼琴名作《瀏陽
河》。他們將是本屆音樂會的最為期
待的一大亮點。觀看過愛樂樂團以往
演出的觀眾對周老師並不陌生，在紀
念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的專場音樂會
上，周老師以鋼琴協奏曲《黃河》精
湛、完美、輝煌的演奏，為音樂會畫
上了驚豔的句號。這對音樂伉儷的傾
情鉅獻，無疑將再次打造美南音樂舞
台難得一見的輝煌。

德州愛樂民族管弦樂團成立於
2014年，經過改造重組，現由來自台
灣的打擊樂演奏家李採倩擔任樂團團
長，王逸心，賀薇霖任團長助理。吹

奏藝術家酈澤泉、二胡名家許瑞慶擔
任藝術指導，張新任樂團指揮。近年
來，愛樂樂團與休士頓中華民樂團聯
合推出多場大型民族音樂會，在美南
國樂舞台獨領風騷，聲譽日隆。特別
是有幸邀請李採倩加盟後，樂團更似
脫胎換骨，如虎添翼。本屆音樂會的
開場表演，就是由團長李採倩精心指
導排演的打擊樂重奏《老虎磨牙》。
這個節目由清一色美眉出場演奏，從
“老虎睡覺打呼”“老虎下山”“老
虎找食”“老虎磨牙”，巧思描募，
聲似形似加情似。給人以“置身虎穴
”“身臨其境”的感覺，其音樂形象
栩栩如生，打出了中國打擊樂的靈氣
和威風。展現了中華民族幽默樂觀的
精神和雄強的氣魄。
秋季音樂會豐富的節目單，著重展示
中華音樂的博大精深，既有中華音樂
名片之稱的江南名曲《好一朵茉莉花
》（許瑞慶），又有與之呼應的燕趙

之聲《河北花梆子》（張新），還有
西域風格的箏獨奏《伊犁河畔》（王
逸心）。雙胞胎兄弟的揚琴《土耳其
進行曲》（湯宇舜、湯宇堯），也會
給樂迷們耳目一新的欣賞體驗。

音 樂 會 舉 辦 地 Tompkins high
schoo是一所在凱蒂的公立高中。由
該校中文社，Interact社團聯合，首
次在凱蒂地區籌劃具有中國文化特色
的慈善義演會。

Interac是一個由國際扶輪社凱蒂
分社扶植的青年社團，也是一個國際
性的青年組織。社團的宗旨是培養青
年人的領導能力，及服務社會人群的
精神；並做積極的募款活動，來幫助
貧窮國家或地區的兒童完成教育。梁
祝音樂會是首次將慈善籌款任務和藝
術文化做一個連結，將於學校的演奏
廳舉辦凱蒂地區首場由德卅爰樂民族
樂團，專業演奏家和高中優秀樂手們
的聯合慈善音樂會。音樂會的所有慈

善 款 項 收 入 將 全 數 捐 助 "Rotary
Books for the World"計劃。

休士頓最醉人是秋林映著落日。
那酡紅，襯托著天邊加深的暮色。晚
風帶著隨著暮色浸染，那是一種十分
想讓你流淚，卻又被那逐漸淡去的彩
虹所懾住，而情願把奔放的情感寄於
天際間的長歌——十里長亭，草橋送
君，前生來世，自由雙飛。

秋雨飄飄灑灑，繁花落纓，洗盡
鉛華。沐微風細語，觀秋林落日，聆
一曲《梁祝》，掬一把月色，枕一襲
冷香，賞這一曲繁華，與秋月纏綿，
品味一出地老天荒——

音樂會入場券$15, 黃金廣場長城
書店代銷。

演出時間：11月 5日 3:30pm。
地 址 ： 4400 Falcon Landing Blvd,
Katy 7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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