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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8月5

日晚，BBC2播出纪录片《我们的孩子

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第一集，

在中国国内引发热议，中国老师和英国

中学生之间的“较量”似乎火药味儿十

足，的确让这部纪录片夺人眼球。

谈教育不能离开国情。看过这集记

录片的英国网友评论说，中国老师的教

育方式适合中国这样资源有限、机会有

限，但却拥有庞大人口的发展中国家。

除了英国，中美教育又有何差异？

我们听听在美读书的华人学生怎么说。

在高一下学期离开北京，到纽约

读高中的曲漪蓝现在已经是纽约大学

石溪分校大三的学生。她说：“国内

读高中是老师拿鞭子赶着学，有时都

不知道在为谁学习。在美国是放羊，

不学习、不交作业也没人管。学校不

会为你组织高考复习，学习是自己的

事情。”曲漪蓝认为，中国式教育有

利于约束自觉性差的孩子，美国教育

有利于培养精英。“很难说哪一种教

育更好，要看个人吧。”

范思捷与曲漪蓝感觉相似。她来自

南京外国语学校，在美国读了三年高中

。她认为，国内更重视基础教育，每个

学生在初、高中都会接受系统、全面的

基础教育，文、理各科基础功扎实。

“美国教育更注重发挥学生个人特长，

因材施教，给了学生更多适合个人的学

习机会。”

美国大学入学标准多样化。大学录

取学生有较高自主权，不仅看学习成绩

，还看参加社会实践等多方面情况。高

中平时成绩几乎与大学入学标准考试

（SAT）一样重要。

曲漪蓝说，从9年级（相当于初中

三年级）开始，升学成绩就是多项指标

加权，包含考勤（10%）、平时作业

（30%）和各种考试成绩（60%）等等

。老师对每一节课、每一次作业和每一

次考试都有详细记录。

为在大学入学标准考试（SAT）中

拿高分，她暑假上了3个月的辅导班。

“学校辅导员会给我们推荐很多参考书

，自己做各种练习，”她说。此外，她

还在课余时间参加了数学小队、打鼓队

，到养老院和幼儿园做义工等。

曾就读于曼哈顿上东区公立高中、

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硕士的凯迪则认为，美国高中生

看起来很轻松，不像中国学生那么多考

试压力，但实则不然。

“这真的取决于各人，想要进名校

的学生也很累。除了保持学习成绩排名

年级前列、大学入学标准考试（SAT）

拿高分，还得参加各种乐器、体育和艺

术活动，在各种社团中担任领导职位，

平时还要积极参加义工活动，如果能在

各种竞赛上获得好名次，或者有联合国

或高盛（投资银行）这种国际机构的实

习经历，才能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来自纽约一所公立学校的老师米

歇尔· 施奈德认为，堆积如山的作业会

让美国孩子们感觉压抑和沮丧，甚至

厌学。高中是美国学生面临最艰巨挑

战的时期，孩子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学习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大学入学考试

和入学申请。

“我想美国学生如果直接进入中国

学校上课可能会受不了，也许成绩也跟

不上。”

中美教育有何差異？聽學生怎麼說

最近，在美国见到了不少老朋友，

都是这两年陆续搬过来的，目的是为了

孩子上学。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样做

的成本很高。一方面是家庭支出剧增，

另一方面是夫妻处于事实上的两地分居

状态。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值得，原因

是孩子比以前健康开心了。

为什么同样一个孩子，在中国和美

国上学的结果是如此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呢？我试图从美国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

的教育。

从教育者角度来看，美国人教育的

目的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或优

秀的社会公民，是一种公民教育。所有

的公立学校的目标都是为了提高本州人

民的文明素质，而私立学校的目标是培

养未来的领袖，当然更加重视对学生的

公民教育。

首先是非常强调沟通。老师经常鼓

励学生把自己的想法真实准确公开地表

达出来，而不是憋在心里不说。因此，

大多数美国学生比较直接和阳光。另外

，学校会通过各种聚会、活动和组织提

供平台，创造学生和其他人沟通交流的

机会。老师也会通过各种途径训练学生

如何准确地表达自己，同时，如何正确

地理解他人。

其次是允许学生犯错。美国人认为

，任何人都会犯错，即使是圣人也会如

此。在美国人看来，重要的不是不犯错

，而是对待错误的态度，要勇敢地承认

错误，对错误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对

因为自己的错误而受到伤害的人真诚地

道歉—道歉是美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方

面。做到了这些，一个人即使犯了再大

的错误，自己也会坦然面对，至少不会

心里不安—当然，还是要尽可能避免犯

错误。面对人们犯错之后的精神压力，

美国社会提供了两项重要机制予以帮助

：一项是宗教忏悔，另一项机制是心理

治疗。

第三，尽最大可能发现每一个学生

的特点和优势，为他（她）提供针对性

的教育，不断提升他（她）的自信心。

一个朋友的孩子从小不但学习成绩

不好，几乎就没有让人觉得好的地方。

因为体型太胖，他的脾气也变得极为暴

躁，和所有人都无法相处。特别是刚到

美国的时候，因为语言不通，情况更加

严重。就在家长和孩子都快要绝望的时

候，有一天，学校的音乐老师找到孩子

，对他说，我感觉你的音域可能很宽，

你来跟我学歌剧怎么样？慢慢地，孩子

喜欢上了歌剧，因为他发现，在唱歌的

时候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感受世界。

特别是当夜幕降临他站在舞台中心引吭

高歌时，他可以把他所有的情绪都淋漓

尽致地发泄出来。更重要的是，唱歌剧

的过程让他找到了自信。他想，歌剧我

都能唱好，其他的事情为什么就做不好

呢？结果先是英语很快变好，接着其他

文化课的成绩也随之上升了。当他有一

天对爸爸说自己的理想是去纽约的茱莉

亚音乐学院（TheJuilliardSchool）上大学

时，我的朋友简直惊呆了，那是全世界最

顶尖的专业音乐院校啊！他从来没有奢望

过自己的孩子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

其实，像这样一个在国内学校看起

来一无是处到了国外却仿佛变了一个人

的孩子大有人在。实际上，这就是教育

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它使绝望的人变得

拥有希望，使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看，许多美国

人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找到自己喜欢的

事情，发现自我，使自己最终成为应该

成为的那个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

他（她）们非常重视自我的感受，自己

和自己比较，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有了更

多的进步。老师也鼓励学生这样做。

一个朋友的女儿在学校里做的几乎

每一件事，都会受到表扬，以至于孩子

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经常困惑地问爸

爸：“我真的有那么棒吗？”—在国内

，她从来没有受到过老师的表扬，因为

学习成绩不好。但美国人的确是这样认

为的，只要你做的比上一次好，就是

“GoodJob！”（好样的）他们并不虚

伪。在美国学校，特别是在幼儿园和小

学，学校从来不会让学生和家长有任何

机会去做相互间的比较，每一个孩子都

是在个人意义上最棒的一个。这是美国

学生甚至美国人普遍具有强烈的自信心

的重要原因。

美国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人

口又不多，因此在教育问题上就比较从容

。相比之下，中国的资源，特别是各类优

质资源有限，再加上人口数量实在过于庞

大，必然在教育问题上比较紧张，更加强

调竞争性。因此，许多看起来在美国实行

效果良好的教育制度，中国却根本实现不

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差

额太大，我们投入不起。

从这个角度看，仅仅改革高考招生

制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让我们的

教育变得更加多样化，更富有弹性和适

应性，能够尽可能地满足各类不同人群

对于教育的需求—而不是只有成功者—

这样也许我们就可以不用再漂洋过海，

把孩子送到异国他乡接受教育了。

中美教育差異
有的中國孩子到國外變了一個人

一、大家普遍对中美教育印象差异：

一提到中国的大学教育，很多

人也立即会想到应试教育、“填鸭

式”教育等词眼，但是提到美国的

本科教育，大家则会想到通识教育

，素质教育，激发创造性等。

二、中美本科教育差异：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去到

美国的大学深造，我们对美国本科

情况的了解也比以前更加深入和具

体，相信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

受到了现在本科教育上中、美两国

的不同。与中国的大学教育一样，

美国的大学本科教育一般需要四年

时间，也要求学生筛选某一特定的

专业。但除此之外，中美大学教育

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现在我们就

针对中国与美国的大学本科教育来

做一下对比。

1、中美本科教育方式的差异：

在大学本科阶段，

中国属于应试教育和美国是通

识教育。

应试教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字

眼，它不仅存在大学之中，基本上

是贯穿了中国教育的每一个阶段，

每一年都让国人高度关注和紧张的

高考总会让人联想到古代的科举，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应试基本上是

中国教育一直延续的传统；

而作为美国的传统教育——通

识教育，这是所有美国大学在最开

始的时候就确立和坚持的教育方式

，它关注的是如何把一个人教育成

一个能够独立思考、具有价值观念

和道德操守、了解文化差异的健康

个体，培养学生表达能力和分析问

题能力。

通识教育含义：一般来说，学

生需要学习艺术、历史、哲学、人

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内

的课程。在接受了足够广泛的学习

后，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选择 一个

专业方向，进行进一步的深入学习

。这样的教育可以使一个工科的学

生具有和人沟通的技巧，也可以是

一个商科的学生提高自己在逻辑思

维和数理分析上的能力，也就是说

美国的本科教育在帮助学生更好的

接触和融入社会。这一点上我们中

国的大学趋势应该借鉴。

2、中美本科教育申请与毕业的差异：

在考取大学的时候中国和美国

的采取的方式就有很大不同，很多

人都形容中国的大学是严进宽出，

而美国是宽进严出。

中国本科教育的严进宽出，不

仅表现在考试的难度上，还表现在

中国的大学生在入学前，就必须确

定了某一专业。并且，从进入大学

的第一学期，就开始学习专业课程

。并且，中国的大学课程中，专业

课程（包括核心课程和相关 课程）

至少占到总课程数的60%以上。

而美国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时

并无专业之分，而是按照一定的要

求学习一些公共科目。例如： 文学

、艺术、历史、哲学、人文、社会

、数学、科学等几大领域。只有到

了大学三年级，学生才有机会选择

自己所感兴趣的专业，在确定了专

业后，学生开始学习专业课程。但

专业课程 的比例一般不超过所有课

程的1/3。因此，可以想象，美国的

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知识宽

度、平衡性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

他们培养的其实是具有一定素质和

文化修养的公民，这也是美国本科

的教育也常被大家理解为一般教育

的原因。

3、中美本科教育在课上与生活中的

差异：

从细节上来说，中美本科教育

的差异会表现的更明显，比如：

课堂上中国大学以老师教授为

主，学生要记得范围，重点因为关

系到考试内容；而美国大学以学生

为主，大家通过讨论，研究，辩论

的方式探求真理，老师则起到了引

导和指导的作用。

生活上美国的大学校园生活

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各种社团

，组织，各种学术非学术的活动

，相对来说也比中国的大学要更

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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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初，我经历了事业爱情的

双失败，情绪低落，在家无所事事。

发小小春得知我的情况后，打来电话

说他在南宁做工程，让我过去帮忙，

一个月5000。

第二天凌晨5点，我就到了南宁

。小春带我到了青秀区的某个居民小

区。客厅里有很多人，大家都十分热

情，指着茶几上的水果瓜子，叫我随

便吃不要客气。

稍作休息后，我和小春一起去菜

市场买菜。

途中，我问小春：“你不是做工

程的吗？怎么没看到工地？”

“其实我在做生意，一个稳赚不

赔的买卖。今天你先休息，明天我带

你去上课。”小春说得很神秘，我有

点怀疑是传销。

中餐很丰盛，一共有10个菜。

“你知道为什么刚好做10个菜吗？

”小春问。

我摇头。

“10个菜代表十全十美，然后我

还做了一盘红烧鱼，代表年年有余。

”

小春越是这样说，我心里越是七

上八下。

吃完饭，我假装接到一个电话，

然后对小春说：“一个朋友在家里给

我找了份工作，一月8000。今天我就

回去了。”

小春看出了我的顾虑，直截了当

地说：“我知道你是怀疑我在做传销

。既然咱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哥们，要

不你就留下来，帮我看看这到底是不

是传销？”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到彼此的

感情，加上我走南闯北数年，是否是

传销大抵分得清楚，很自信自己绝不

会被洗脑。

第二天早上，小春带我去上课，

是一对一的形式。

给我上课的是位女生，24岁左右

，小孩已经3岁，一家三口都住在这

里。

她给我和小春倒了茶，随后拿出

一支笔和一张纸。她一边画图，一边

给我讲：“这份生意是响应国家西部

大开发而形成的，自愿连锁经营模式

，纯资本运作，五进三阶……”

“现在投资21份，一份的价格

是3300，两到三年后回报1040万。

当然你花了69800以后，我们马上会

退还19800，让你有生活费，可以继

续学习。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必须再

叫3个人过来，让他们成为你的下级

……”

这不就是传销吗？我心想。

女生讲完，应该是等着我提问题

，却没想到我一直缄默不言。

“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别让讲

师等着，等会她还有课呢。”小春在

一旁催。

“蛮好的。”我答道。

小春火了，“什么是蛮好？”

“这是一份不错的生意。”

“那你想不想做？”

“想做，但是我没钱。”这个理

由对于我来说再恰当不过。

“那你还是不相信。若是一个人

都知道两三年后能赚1000多万，那

么他现在就是卖房卖肾都会做。”

中午午休过后，我和小春又去上

课。

走在小区里，小春遇见每个人都

会和对方热情打招呼：“早上好。”

小春解释道：“早上好的意思是

早上总，这是祝福人家。上总了就是

当上老总了，可以住到市区，每月有

十几万的工资。”

“嗯。”原来这些人都和我一样

，是去上课。

第二个讲师是一位40岁的中年

男人。给我们倒茶时，我发现他的左

手没有小拇指，伤口齐整。

他没有继续讲“生意”，而是讲

起了自己的故事。

他是上门女婿，在妻子家里抬不

起头。做了很多次生意，但都以失败

告终。后来在一家水产中心摆摊卖螃

蟹，一年能赚10多万，但他并不满

足。

当得知世界上有一种“生意”只

出69800，两三年后就能赚到1000多

万的时候，他准备出售摊位。妻子不

愿意，无数次争吵后，还是无法让妻

子理解。他愤然到厨房里拿起菜刀，

手起刀落，剁掉了自己的小拇指。

离婚后，他拿着10万块钱，马

不停蹄地来到南宁，开始做起了“生

意”。

他问我：“你说，假如我赚到

1000万后，还会要我的老婆吗？不，

是前妻。”

我说：“会要吧？毕竟你们有个

10多岁的孩子。”

他摇头，“不会，一个跟你没有

共同理想的人，你要她干嘛？”

第3天，小春继续带我上课。

上午是一个女孩，大概25岁的

样子。被男友抛弃后，来到南宁开始

做“生意”。她和男友是大学同学，

毕业后一起在深圳工作。但深圳房价

太高，像他们这样的外地人根本买不

起房，好在他们感情不错。

两年后，男朋友找了一位富婆，

和她分手了。“我找到了有钱的女人

，你再找个有钱的男人，这样咱们就

都不用过穷日子了。”

她心情很差，后来经同学介绍，

来到南宁。

“你也是刚刚失恋吧？心情肯定

不好，但是社会就是这样，男人嫌女

人没钱，女人同样也嫌男人没钱。”

她接着说道，“到时候等我赚了1000

多万，我肯定要开辆宝马从前男友身

边经过，让他后悔一辈子。”

她问：“假如是你，你会这么做

吗？”

我说：“干嘛要这么做？曾经爱

过的人，就算她伤我再深，我都愿意

在最后祝福她。”

她话锋一转，“我跟你说这么多

，其实就是想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需要通过自

己的努力赚钱，赚到钱后爱情就会不

期而遇。”

“现在投资21份，一份的价格

是3300，两到三年后回报1040万。

”“现在投资21份，一份的价格是

3300，两到三年后回报1040万。”

下午，讲师是一位20多岁男生

。他的茶几上放着一本丁远峙的《方

与圆》。

他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农村，父

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年到头只能

挣上几张干巴巴的钞票。所以，他发

誓这辈子一定要赚很多钱，让父母享

福，让后代过好日子。

他说：“每个年轻人都应该有这

样的梦想，这样人生才有意义。”

他又说：“人应该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我不置可否。

晚上吃完饭，我们坐在沙发上聊

天。

“听课听得怎么样？”小春问我

。

“蛮好的。”

“那你想不想做这个生意？”

“当然，不过我确实没有钱，再

说，家里也没存钱。”

“那你还是不认同这个生意。认

同了，就会想办法凑钱。曾经有一个

哥们，看准了这个能赚钱，就坐在十

楼的天台上跟父母打电话，如果不汇

钱过来，他就跳下去。”小春说道。

第4天，不再是讲故事，而是开

始阐述“生意”的合法性。讲师是一

位文质彬彬的眼镜男生，上来就问了

我很多问题。

“钱是由中国四大银行汇入转出

，这么多笔69800，中国网监和银监

能不知道吗？”

“如果说这是传销，那么这么多

人被骗了69800，他们难道不去政府

上访？就算当地政府不管，那就不知

道去北京？”

“在我们这里不到1000米的地

方就有驻军部队，为什么他们没有抓

我们？或者驱逐我们？”

“凡是加入这个生意的，手机都

会有短号，通话一分钟，其实不是60

秒，而是100秒，这说明其实国家是

暗地支持这个‘生意’的。”

听到这里，我实在没忍住，犯一

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开始和他争论

起来，说出了自己的怀疑。

我问：“那为什么没有国家的红

头文件？”

他答道：“其实这是国家在帮助

一些胆大的、有魄力、有助于国家发

展的底层人才，因为这样才能解决贫

富不均。如果有了红头文件，那全中

国的人都来了，赚到1000多万还有

什么意义呢？”

下午讲课的是一位年纪稍大的男

子。

我和小春一落座，他就拿出一份

南宁地方的红头文件。大致内容是鼓

励外地人来广西发展，为西部大开发

添砖加瓦，只字未提“生意”。

而后，他从珠三角讲起，再到长

三角，最后讲到西部大开发对中国的

重要性和战略性。“数年后，南宁就

会像现在的深圳和上海一样。”他斩

钉截铁地说。

晚上，小春带我到小区的广场里

闲逛。

广场上，一群外地人正拖儿带女

地玩耍，操着各自的家乡话。听口音

，大概有四川人、湖北人、湖南人、

河南人、重庆人。

“你说，如果没嫌到钱，他们这

些外地人会一家人都来这边吗？没有

钱他们怎么生活？”小春看着我说道

。

第5天早上，小春说今天不带我

上课了，改去南宁市中心玩一圈。

在南宁市中心五象广场上，小春

指着一侧的台阶，“你看那个台阶，

每阶有5级，一共有3阶，寓意着五

级三阶制。”

接着，小春指着五象广场上的灯

柱，笑着说：“一共是21根，寓意

着21份‘生意’。”

随后小春带我来到南宁国际会展

中心，介绍说：“这里是党和国家领

导人与东盟各国领导人开会的地方。

”

后来我们还到了南宁领事馆区和

南宁规划馆。路上，小春一边介绍西

部大开发的重要性，南宁未来的发展

趋势，一边说着这个“生意”与南宁

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趟下来，我们碰到了很多操

着外地口音，像我一样来了解“生意

”的人。

晚上，我住的房间里来了很多人

，大家围在沙发周围，我坐在沙发中

央，开始了新一轮关于“生意”的争

论。

我还是太高估自己了。

争论了不过短短两个小时，我真

的对这个“生意”的态度就发生了

180度的转变，感觉1000万就像身旁

唾手可得的苹果，只要我一伸手就可

以拿到。

第二天，小春再次带我来到南宁

市中心，跟“老总”——小春的上级

见面。

地点是一家西餐厅的包房，来的

是兄妹三人：已经“上总”的妹妹和

她的两个哥哥。一位是暴发户打扮，

戴着劳力士手表和小拇指粗的金项链

；一位穿着唐装，戴着檀木手串。

妹妹先给我看了一份中国银行汇

款小票，说这是她每月汇款给她妈妈

的记录。基本上每月都有三万左右，

总共10多张。

“我算了一下，从我上总后，我

总共汇给我妈46万。你说我究竟赚

到钱没有？”

接着，暴发户打扮的男士开始讲

自己的故事。他原是东莞一家加工厂

的老板，每年能赚100多万。但是为

做这个“生意”，他关闭了工厂。现

在在南宁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每年

至少能赚千万。

穿着唐装的男士说自己原先是

安利中国公司的副总，后来了解到

这份“生意”，决然辞职。现在开

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每年也能赚

千万。

我听得热血沸腾。虽然很想做

“生意”，但自己手头上确实没钱。

一群人开始给我出主意，叫我打

电话给父亲。当然不能说是做“生意

”，而是编一个合适的理由，先骗他

过来。

小春了解我的父亲，把一切有关

他的信息都吐露了出来，人品、性格

、教育程度、家庭环境、经济基础、

父子关系等等，以求突破父亲的弱点

。

我打电话给父亲，骗他说自己在

南宁找到一位漂亮的女朋友，女方的

家长想见男方家长，讨论一下结婚的

事宜。父亲相信了，答应第二天就来

南宁。

小春为了稳妥，还打电话把自己

的父亲从广州叫了过来，他父亲也在

做“生意”，而且和我父亲是很要好

的朋友。

第二天，小春父亲先到。大家聚

在一起，再次分析了父亲的性格和弱

点。最后得出结论，父亲是一个好面

子的人，只要把他架着，他就不好下

来。

可我父亲来后，并没有按照他

们的预期发展。他即不上课，也不

给任何人面子。在得知我骗他后，

和我争吵起来。

“儿子，都怪爸爸没用，给你

挣不到1000万。但不管你有没有工

作、有没有钱，爸爸也是爱你的。

”说到最后，父亲叹了口气。

看着父亲，我的心一瞬间软了

下来。第二天，便跟着父亲一起离

开了南宁。

傳銷七天，我以為自己不會被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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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通学生到澳门最小服装设计
师

在澳门读完小学，我跟随着父母搬到

广东珠海生活。尽管我喜欢画画，且也画

得不错，但在理科当道的中国，我从来都

不是老师眼里的优秀生，只是一个普普通

通的学生。

在珠海读完初中后，一心想到上海学

习的我，有天趁着爸妈出差了，就跑到他

们的公司，让公司帮我买了张机票，然后

独自一人飞去上海找学校。就这样，我在

上海度过了高中时代。在我18岁那年，

澳门DesignEast设计公司招聘服装设计师

，当时年轻气盛的我以为只要有天分就能

做一个好的时装设计师，遂将自己的作品

寄到了这家公司。没想到的是我很快收到

了面试通知，并经过二轮的淘汰，我进入

了最后的面试。

当时澳门这家公司给了一个主题，让我

在会议室里画了三个小时。当我把画好的图

交给他们时，他们直接对我说：“欢迎加入

DesignEast公司！”于是，18岁的我就成了

Design East设计公司最小的服装设计师。

被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破格录取

那时幼稚的我以为自己就是时装设计

师了。但工作2年后，当发现自己的才华

还不足以支撑起自己的梦想时，我知道自

己必须要虚心学习了。

我决定到美国来读书。但我的托福成

绩不好，因此我决定报考纽约时装学院

(FIT)。那时我有一个补习老师是个美国人

，他鼓励我说：“你要报考FIT，为什么

不送一份作品给Parsons呢？”我虽没有

信心，但还是照着老师的话给Parsons寄

了一份作品。

很快两个学校都来了信。FIT说愿意

延长我的入学申请，只要我能补上一份托

福成绩，而Parsons则直接说我们愿意破

格录取你。接到通知后，我一边读，一边

哭，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又拿着通知跑到

老师家，让他再帮我读了一遍。

到了我要上飞机来美国的前一晚，已

为我交了学费的爸妈却动摇了，担心我这

个小女孩到了外面会学坏，当时爸爸对我

说：“明天你不要上飞机了。钱我们也不

要了。”

我没有听从爸爸的话，因为这是我追

梦的开始。第二天一早，趁着爸爸妈妈还

没睡醒，我拖着行李去了机场，没人送行

。

疯狂的大学生活

2012年，我拖着两个行李箱走出纽约

肯尼迪机场，那时我很迷茫，仅凭着一个

通知就来到了这个时尚之都。在修了两个

学期的语言后，我正式进入Parsons开始

了时装设计的学习。

回想大学的几年，真可称之为疯狂的

生活。为了保证学生的工作品质，Parsons

规定服装专业的学生要大三才能开始实习

，但到了大一的第二学期，纽约知名品

牌 Isaac Mizrahi 时装公司就录取了我，

当时该公司女装部总监还主动联系学校说

愿意要我，学校商量后决定破例让我从大

一开始实习，我也成了全年级唯一得到破

例资格的人。隔一学期，我又转到了3.1

Phillip Lim 板房，对美国时尚品牌的制作

过程做更进一步的了解。

那时我的时间安排是早上9点去实习

，下午4点到晚上10点上课，晚上11点到

凌晨做作业，每天我都是连轴转。来美国

后的前三年里，我从没回过家；暑期里，

大家或放假去玩，或回国与家人团聚，我

却选择留下来自学缝纫和寻找实习机会，

累积在国际服装公司的经验。

就这样我疯狂地过了2年。功夫不负

有心人，我在大二时于学校举行的4个比

赛里有3个服装设计被选进，另外我还进

入 Fusion Fashion Show， SFC/SOF Car-

oleLittle Scholarship 和 CFDA/Teen Vogue

前三强，是当时唯一入选的中国人。从大

二开始，就有人来预购我的作品和板型。

从那时开始，我被同学、老师和时尚

界关注。当时教过我的两任老师认为我很

有潜力，曾推荐我到世界四大时装设计学

院之一的英国圣马丁学院深造。但我觉得

Parsons努力打造商业设计人才的理念和自

己的更接近，因为我不是一位天马行空的

设计师，我更擅长把创作融合到市场实穿

的服装里，每当有人跟我说喜欢我的设计

，并穿上我的设计时，才是对我的最大肯

定，也会让自己觉得一路的坚持很值得。

坚持是比努力更可怕的东西

回顾过去几年，我一直认为坚持是比

努力更可怕的东西。因为坚持一件事情，

尤其当你知道这是你很喜欢的事情，但你

却不知道哪天你才会被人看上，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被人认可时，一味的坚持则变得

很难。

想想在纽约的岁月，有多少个日子我是

披星星戴月亮地回到住处，又有多少个夜晚

我在充当工作室的小客厅里迎来黎明的到来

，又有多少次我在学校熬夜时，站在帝国大

厦下的我质问自己这样的坚持是否值得？

我也气馁过，也低潮过。记得2015年

我做为年级的前三名获得了金剪奖，同学

们向我祝贺时，我却跑回宿舍关起门痛哭

起来。是呀，想想国内的同龄人，他们都

有着安稳的生活，暑期里能回家和爸妈在

一起，而我则一直在奔波，每天一睁眼就

和设计、实践、衣服在一起，还不知道自

己的设计会不会让大家喜欢！

但别管值不值得，现在想想还是满精

彩和开心的。像我创作的“一线剪裁法”

，当时美国时装市场开始提倡环保概念，

一般人的思路是用旧的面料做重新组合，

但我觉得做为时装设计师，可从研发板型

开始注入环保意识，如此把面料省下来，

不要浪费边边角角，但同时又让衣服有多

于一种的穿法。

经过2周的研究后，我终于发明了“一

线剪裁法”，并让自己设计的衣服有了6种

穿法。之后，我还将“一线剪裁法”带到

北京的中国纺织信息中心，也得到极大的

认可，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环保概念。

最新作品《蜕变》世贸大厦做首秀

2017年6月8日，我在世贸大厦做了

时装首秀，带去了最新作品《蜕变》

(Metamorphosis)。一年前我开始筹备这个

作品时，它还仅是一个抽象的想法：蝴蝶

的蜕变过程。

为了把理念变成一个时尚作品，我花

了半年时间来观察蝴蝶从卵、虫、蛹到破

茧成蝶的演变过程，并做了大量笔记。2016

年6月我又特地回到中国筛选面料，最后选

用了上海鼎天时尚Skytex 特选面料。

然后，我利用观察笔记和面料开始不

断的设计，不断的改进。平时对面料和剪

裁十分关注的我，则透过特殊处理过的面

料，真实地把蝴蝶每一时期的蜕变特点融

入到时装中，也真实地呈现了艺术与成衣

相融合的可能性。

这套时装上还装饰了五、六百颗水晶

珠子，这些珠子也都是我自己一针一线缝

上去的，光缝这些珠子就花了我一个月的

时间。

6月8日晚，2017纽约时尚生活庆典

(NYFLF)在世贸大厦63层隆重举行，来自

纽约的时尚达人、设计师、投资者、媒体

等各界人士与会，观摩展览。我的最新作

品《蜕变》在此次盛会上做了首秀，并获

得好评和关注。

当晚，Parsons 高层Marie Genevieve

Cyr和Fiona Dieffenbacher 也亲自到场，支

持我这位中国设计师。现场还有许多业内

重要嘉宾，这包括VideoFashion制片人Emi-

ly Lloyd、《EBONY》杂志总编Tracey M

Ferguson、《Vice》杂志总监Fatima Pootr-

akul、MSG明星总监Lea Juliano等人。

在上海建工作室 带作品集走纽约
时装周

我觉得自己今年特别的幸运，不光有

了首次时装秀，作品还在今年登上了美国

著名时装杂志《Women's Wear Daily》，

并被选入全球最大奢侈品商场之一的

Bergdorf Goodman做橱窗展示。

之前来纽约时，我都会跑去这家奢侈

品商场拍它的橱窗展，想不到的是自己的

作品和名字今年也在里面。这简直是梦，

也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其实《蜕变》也是

我的真实人生写照：我已从之前的一个小

女生蜕变成一个华裔时装设计师！

在纽约的这些年，经历了更大舞台的

我，愈加发现才华只是基础，在这里你要

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有实力的设计师，除

了才华外，你必须要有更多的学习、努力

和坚持。

2016年时我用自己的名字在纽约注册

了时装品牌Gemma Hoi，专注于休闲高定

女装设计。我不想只为付得起数字的人设

计衣服，时尚是属于每个人的。我们热爱

时尚，因为它能帮我们更有意思地记载最

美好的年华。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天赋

和长年在国外时尚圈累积的经验，能为广

大的女性设计服饰，向她们交出更有诚意

的设计。

我这人比较恋旧，在上海度过高中时光

的我，将把工作室建在上海。在当今快时尚

泛滥的状况下，我希望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解决问题。因此我希望自己的品牌应是比快

时尚慢，比高定快的一种节奏的品牌。

未来我还希望能带着作品集走纽约时

装周，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和打磨，我会

更有信心地告诉国际时装市场：我是中国

时装设计师！

从小女生到华裔时装设计师
“人生就是一场蜕变，就看你能不能成功破茧而出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许燕妮(Gem-

ma Hoi)，出生于中国澳门，毕业于享誉世界的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当年只身一人拖着两个行李箱来到世界时尚之都纽约时，她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孩。
经过数年的学习、实践与坚持不懈，她在纽约这个梦想之都却华丽转身，成为颇具潜力的华裔
时装设计师。

我出生于澳门，从小就喜欢美术。记得在我7岁左右时，有一天专做男装设计与生产的爸
爸在工作室内与客人聊天，我则在一旁画画儿，当时我画了一个裸女。当客人与爸爸谈完事，
走过来看到我的画作时，客人对爸爸说：你的女儿以后会成为一名设计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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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逃22年 命案犯落网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参与“羊橙

”行动的追逃民警们愈加繁忙，马不停蹄地奔波

在追逃路上。功夫不负有心人，10月4日中秋节

当天，海珠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追逃民警们终

于锁定并在广东省揭阳市抓获潜逃22年、已更改

名字的重大命案逃犯林某鑫。

落网时反抗非常激烈

时间回到22年前。1995年9月，海珠区某学

校学生范某被人持刀捅死在宿舍内。

公安机关侦查发现，同校学生林某鑫(男，

时年18岁，广东省揭阳市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案发后，林某鑫瞬间消失，多年来一直杳无音讯

，而海珠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专案组一直没有

放弃对该案的侦查和对嫌疑人的追捕。

“羊橙”追逃专项行动开展后，海珠刑警运

用大数据进行综合研判，判断嫌疑人林某鑫已更

改姓名。10月3日，民警利用中秋节的有利时机

赶往揭阳市进行抓捕。

经过连续近30小时的守候，10月4日中秋节

当天11时许，办案民警在嫌疑人母亲住处楼下将

嫌疑人林某鑫(已更改化名为林某)抓获归案。

“林某鑫落网时反抗非常激烈，落网后前4

天一句话没说。”办案民警介绍，“他心里也知

道反抗是徒劳的，就是过不了自己心里这关，心

理关一突破，他就交代了。”

追逃帮其隐藏的家人

据了解，案发时，林某鑫年仅18岁，家境殷

实，但性格顽劣，在学校里横行霸道。案发后，

他马上逃回了揭阳老家，在父母的掩护下隐藏起

来。“案发后，他家把农村老家的祖宅都卖掉了

，也断绝了跟其他亲戚的联系。”办案民警说。

在家人的庇护下，林某鑫深居简出，隐藏得很深

。

1998年，林某鑫的家人帮他办了一个名为

“林某”的假身份、22年间，他靠做外贸生意在

广州、揭阳等地都买了房，住豪宅，开豪车，结

婚生子。但曾经嚣张跋扈的他变得万事忍字当头

，不敢与人发生任何纠纷。

“他老婆完全不知道他的真名，他老婆在场

，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叫他的假名。”办案民警

说，“他老婆曾经怀疑过，问他：‘为什么你名

字中间的字跟同辈人的辈字不一样？’他就说他

是‘被领养的’。”

林某鑫落网后，其70多岁的父母等曾协助他

潜藏22年的家人也都集体“潜水”。按照法律规

定，对嫌疑人提供帮助也将触犯法律，并将被追

究刑事责任。目前，警方对其家人的追逃也正在

进行中。

警方赴宁夏千里追凶

“就是他！”10 月 25 日，潜逃 18 年的

命案逃犯张某荣在宁夏石嘴山市落网。为

了将其抓获，广州警方派出了一个特殊的

追捕小组，其中既有日常在办公室负责文

件草拟工作的专家，又有视频研判专家，

还有 DNA 法证专家。18 年过去，当年的命

案嫌疑人张某荣已经改名换姓，落网后，

DNA 专家马上对其进行 DNA 采集，确定这

名化名为张某海的男子就是当年的命案嫌

疑人张某荣。

等孩子上学才抓捕

1999年5月，天河区广州大道北一房间内发

生一宗命案，嫌疑人张某荣、林某华因口角杀死

被害人谢某，2002年林某华被抓获归案，张某荣

(男，时年27岁，广东省揭阳市人)在逃。

2017年10月23日，“羊橙”追逃行动展开

后，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重新梳理案件，根据

案件信息与警务大数据，发现宁夏石嘴山市大武

口区一名叫张某海的人与目标对象张某荣十分相

似。刑警支队当即组织专家对张某海的身份进行

会商，认为其就是张某荣的可能性达90%，且此

人仍留在石嘴山市的可能性也很大。

追逃民警匆匆收拾几件行李，马上出发宁夏

，三位刑侦专家与抓捕组一起踏上追逃路。

24日晚，追逃组抵达银川，连夜转车100多

公里赶到石嘴山市，当夜与石嘴山刑警支队及大

武口区刑警大队研究抓捕。25日下午15时，在

当地公安机关的大力协助下，专案组在寒风中连

续伏击7个多小时，终于发现并抓获嫌疑人张某

海。

“考虑到他当时已经成家有小孩，为了避免

影响孩子，我们把抓捕时间推后，一直等到孩子

上学后才动手，他十分感动。”刘超介绍。

曾三次想投案自首

落网后，嫌疑人当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供

述了当年的作案事实。案发后，张某荣先是逃回

了老家揭阳，而后辗转去到福建福州、上海等地

，短暂停留后，最后在宁夏落脚下来，一待就是

十几年，此后再也没有跟家里人联系过，改名换

姓、结婚生子，还成了一家公司的销售经理。

审讯中，他告诉追逃民警，18年来，他曾经

3次走到公安机关门口想投案自首，却始终没有

勇气面对法律的惩处而放弃投案。“他想起当时

的案子，心中有愧，想着天天走、天天逃，不如

早日了断。”办案民警说。

致敬民警！一个月抓获14名逃犯

10月2日，广州警方“扑克牌通缉令”中的

“黑桃3”、潜逃19年的命案逃犯许某贤在广东

阳春市被抓获归案，在路口等候伏击8个多小时

，最终将他抓捕并押回广州的，就是广州市海珠

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民警张志刚。

“羊橙”追逃行动开启后，张志刚几乎一直

在路上，从出差河北省抓获“羊橙”追逃对象张

某平(19年前命案嫌疑人)，直至10月24日再在四

川省抓获“羊橙”对象廖某鑫(6年前故意伤害案

嫌疑人)，从湖北到河北、北京、山东青岛、即

墨、四川仁寿、成都……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张

志刚就抓获在逃目标对象14名。

其中，仅涉嫌故意伤害致死的张某平一案，

他就与追逃组在河北、浙江、重庆三地同时追捕

收网，一举抓获该案全部3名潜逃了19年的命案

嫌疑人。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张志刚收到

广州警方“扑克牌通缉令”中的“黑桃3”在阳

春出现的线索。警方研判发现，广东省阳春市一

名男子张某疑似海珠区1998年10月罗某被故意

杀害案的嫌疑人许某贤(即“黑桃3”)。

接到消息，张志刚立即带队赶到阳春，在嫌

疑人经常出现的路口伏击守候8个多小时，于10

月2日18时许将嫌疑人许某贤抓捕归案，3日凌

晨，就连夜将嫌疑人押回广州。

潜逃22年命案犯落网
被捕时反抗非常激烈

改名换姓潜逃22年的命案逃犯林某鑫，逃至宁夏石嘴山十余年、已成为一家公司销售经理的命案逃犯张某荣，广州警方“扑克
牌通缉令”嫌犯“黑桃3”许某贤……9月中旬开始，广州警方组织开展代号为“羊橙”的集中追逃抓捕行动，梳理出220名严重暴力
逃犯，其所在范围覆盖全国12个省区约30个地市。记者14日从广州市公安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已有155名逃犯在行动中落网。

潜逃22年 命案犯落网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参与“羊橙

”行动的追逃民警们愈加繁忙，马不停蹄地奔波

在追逃路上。功夫不负有心人，10月4日中秋节

当天，海珠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追逃民警们终

于锁定并在广东省揭阳市抓获潜逃22年、已更改

名字的重大命案逃犯林某鑫。

落网时反抗非常激烈

时间回到22年前。1995年9月，海珠区某学

校学生范某被人持刀捅死在宿舍内。

公安机关侦查发现，同校学生林某鑫(男，

时年18岁，广东省揭阳市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案发后，林某鑫瞬间消失，多年来一直杳无音讯

，而海珠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专案组一直没有

放弃对该案的侦查和对嫌疑人的追捕。

“羊橙”追逃专项行动开展后，海珠刑警运

用大数据进行综合研判，判断嫌疑人林某鑫已更

改姓名。10月3日，民警利用中秋节的有利时机

赶往揭阳市进行抓捕。

经过连续近30小时的守候，10月4日中秋节

当天11时许，办案民警在嫌疑人母亲住处楼下将

嫌疑人林某鑫(已更改化名为林某)抓获归案。

“林某鑫落网时反抗非常激烈，落网后前4

天一句话没说。”办案民警介绍，“他心里也知

道反抗是徒劳的，就是过不了自己心里这关，心

理关一突破，他就交代了。”

追逃帮其隐藏的家人

据了解，案发时，林某鑫年仅18岁，家境殷

实，但性格顽劣，在学校里横行霸道。案发后，

他马上逃回了揭阳老家，在父母的掩护下隐藏起

来。“案发后，他家把农村老家的祖宅都卖掉了

，也断绝了跟其他亲戚的联系。”办案民警说。

在家人的庇护下，林某鑫深居简出，隐藏得很深

。

1998年，林某鑫的家人帮他办了一个名为

“林某”的假身份、22年间，他靠做外贸生意在

广州、揭阳等地都买了房，住豪宅，开豪车，结

婚生子。但曾经嚣张跋扈的他变得万事忍字当头

，不敢与人发生任何纠纷。

“他老婆完全不知道他的真名，他老婆在场

，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叫他的假名。”办案民警

说，“他老婆曾经怀疑过，问他：‘为什么你名

字中间的字跟同辈人的辈字不一样？’他就说他

是‘被领养的’。”

林某鑫落网后，其70多岁的父母等曾协助他

潜藏22年的家人也都集体“潜水”。按照法律规

定，对嫌疑人提供帮助也将触犯法律，并将被追

究刑事责任。目前，警方对其家人的追逃也正在

进行中。

警方赴宁夏千里追凶

“就是他！”10 月 25 日，潜逃 18 年的

命案逃犯张某荣在宁夏石嘴山市落网。为

了将其抓获，广州警方派出了一个特殊的

追捕小组，其中既有日常在办公室负责文

件草拟工作的专家，又有视频研判专家，

还有 DNA 法证专家。18 年过去，当年的命

案嫌疑人张某荣已经改名换姓，落网后，

DNA 专家马上对其进行 DNA 采集，确定这

名化名为张某海的男子就是当年的命案嫌

疑人张某荣。

等孩子上学才抓捕

1999年5月，天河区广州大道北一房间内发

生一宗命案，嫌疑人张某荣、林某华因口角杀死

被害人谢某，2002年林某华被抓获归案，张某荣

(男，时年27岁，广东省揭阳市人)在逃。

2017年10月23日，“羊橙”追逃行动展开

后，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重新梳理案件，根据

案件信息与警务大数据，发现宁夏石嘴山市大武

口区一名叫张某海的人与目标对象张某荣十分相

似。刑警支队当即组织专家对张某海的身份进行

会商，认为其就是张某荣的可能性达90%，且此

人仍留在石嘴山市的可能性也很大。

追逃民警匆匆收拾几件行李，马上出发宁夏

，三位刑侦专家与抓捕组一起踏上追逃路。

24日晚，追逃组抵达银川，连夜转车100多

公里赶到石嘴山市，当夜与石嘴山刑警支队及大

武口区刑警大队研究抓捕。25日下午15时，在

当地公安机关的大力协助下，专案组在寒风中连

续伏击7个多小时，终于发现并抓获嫌疑人张某

海。

“考虑到他当时已经成家有小孩，为了避免

影响孩子，我们把抓捕时间推后，一直等到孩子

上学后才动手，他十分感动。”刘超介绍。

曾三次想投案自首

落网后，嫌疑人当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供

述了当年的作案事实。案发后，张某荣先是逃回

了老家揭阳，而后辗转去到福建福州、上海等地

，短暂停留后，最后在宁夏落脚下来，一待就是

十几年，此后再也没有跟家里人联系过，改名换

姓、结婚生子，还成了一家公司的销售经理。

审讯中，他告诉追逃民警，18年来，他曾经

3次走到公安机关门口想投案自首，却始终没有

勇气面对法律的惩处而放弃投案。“他想起当时

的案子，心中有愧，想着天天走、天天逃，不如

早日了断。”办案民警说。

致敬民警！一个月抓获14名逃犯

10月2日，广州警方“扑克牌通缉令”中的

“黑桃3”、潜逃19年的命案逃犯许某贤在广东

阳春市被抓获归案，在路口等候伏击8个多小时

，最终将他抓捕并押回广州的，就是广州市海珠

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民警张志刚。

“羊橙”追逃行动开启后，张志刚几乎一直

在路上，从出差河北省抓获“羊橙”追逃对象张

某平(19年前命案嫌疑人)，直至10月24日再在四

川省抓获“羊橙”对象廖某鑫(6年前故意伤害案

嫌疑人)，从湖北到河北、北京、山东青岛、即

墨、四川仁寿、成都……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张

志刚就抓获在逃目标对象14名。

其中，仅涉嫌故意伤害致死的张某平一案，

他就与追逃组在河北、浙江、重庆三地同时追捕

收网，一举抓获该案全部3名潜逃了19年的命案

嫌疑人。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张志刚收到

广州警方“扑克牌通缉令”中的“黑桃3”在阳

春出现的线索。警方研判发现，广东省阳春市一

名男子张某疑似海珠区1998年10月罗某被故意

杀害案的嫌疑人许某贤(即“黑桃3”)。

接到消息，张志刚立即带队赶到阳春，在嫌

疑人经常出现的路口伏击守候8个多小时，于10

月2日18时许将嫌疑人许某贤抓捕归案，3日凌

晨，就连夜将嫌疑人押回广州。

潜逃22年命案犯落网
被捕时反抗非常激烈

改名换姓潜逃22年的命案逃犯林某鑫，逃至宁夏石嘴山十余年、已成为一家公司销售经理的命案逃犯张某荣，广州警方“扑克
牌通缉令”嫌犯“黑桃3”许某贤……9月中旬开始，广州警方组织开展代号为“羊橙”的集中追逃抓捕行动，梳理出220名严重暴力
逃犯，其所在范围覆盖全国12个省区约30个地市。记者14日从广州市公安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已有155名逃犯在行动中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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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由中國人活動中
心主辦的第十六屆大休斯頓地區
中 文 演 講 比 賽 11 月 12 日 在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舉行。

今年8月休斯頓遭遇特大颶風

洪水災害。 9 月，Sharp-
stown國際學校一面修理進
水的校舍，一面答應了為第
十六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
講比賽提供場地，在此表示
衷心感謝！

這次活動報名人參賽數超
過兩百，其中非華裔約有百
分之三十。
參賽者演講的內容有很多與
這次颶風水災相關。他們講
到了洪水中救人和被救的感
動，講了對科學預測和美好
家園的理想，也分享了學習
中文過程中的感受和收穫，
還有一些小朋友用中文講了
自己喜歡的故事。許多老師
和家長表示：通過比賽，他
們展示了學習中文的成果，
提高了使用中文交流溝通的

能力。
頒獎會上， Sharpstown國

際學校副校長丁冰玉致歡迎辭。
大休斯頓中文演講比賽名譽主席
李少林、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
主席靳敏發表講話。評委主任張

憲寬代表評委對本次比賽作了點
評。朱金月家長也談了與孩子一
起成長的感言。

李少林名譽主席、靳敏董事
會主席、丁冰玉副校長、AIG休
斯頓辦事處經理Jimmy Woo、
張憲寬評委主任和部分評委為獲
獎者頒發獎狀。頒獎以後各組一
等獎獲得者表演了獲獎作品，贏
得了與會者的掌聲。

在此衷心感謝中國駐休斯頓
總領館教育組對這項活動一貫地
鼓勵與支持！

感謝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頓
分會、中美文化教育基金、AIG
休斯頓辦事處，獨立學區孔子學
院、Sharpstown國際學校、德
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各參賽學
校及各中文學校對這項比賽的支
持與幫助！

許多評委、義工為每年一次
的中文演講比賽做了許多工作。
無數的老師、家長與參賽者一起
準備演講，每次比賽都是幾百人
共同努力的結果。謝謝大家！

第十六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第十六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
比賽舉行頒獎大會比賽舉行頒獎大會

第十六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獲獎名單
【本報訊】2017年11月12日5-7歲組一等獎: 秦海悅，ALBERT ZHAO，楊潺寧。

5-7歲組二等獎:劉玥兒，陳子荀，黎樂樂，趙依娜，吳凱茜，朱書靈。
5-7歲組三等獎:於添，宗緒，Han Li Wang，潘晨溦，吳若泠，朱明博，王梓睦。
5-7歲組優秀獎:阮易安，趙家泰，孫家文，陳自德，王梓琳，週念婕，周子涵，黃安雅，谷振豪
，梅楚琪，方心怡，葛笑言，徐煊懿，劉華朗，李丹麓，黃超蘭，李清曉，Kevin Zhang，閆英朗
，沈浩磊，滕宗昊，朱書鳴，鄭鎧沅。
8-11歲組一等獎:於洽，郭可欣。
8-11歲組二等獎:翁梓莘，張素翡，王佳蕊，王嘉彤。
8-11歲組三等獎:陳望童，李宛儒，董欣悅，陳悅童，路子衿，王臻真。
8-11歲組優秀獎:趙樂文，徐嘉尚，李昊軒，戴田田，遊世恩，張燦，滕宗傑，王靖詩，吳悠，
桑漢娜，石佳昕，董奇贊，張鹿溪，李雪瑤，Edlin Zhang，徐旻璐，曾欣悅，辛宇恬，毛睿安，
張知遙。
12-18歲組一等獎:丁明璐，趙姍姍。
12-18歲組二等獎:趙玄文，李彬澤，吳悅，樂陶然。
12-18歲組三等獎:劉佳璐，李芝林，劉唯安，Ashlyn Yanxiu Tu 杜妍美 ，林芊，Michelle Pan。
12-18歲組優秀獎:Vivian Wu吳思思，陳依靜，梁佳樂，邱泊舒，康謙和，傅瑞琪，Stephanie
Chu，王犇，林靜茹, 康謙柔，田獲稻，遊璲誠，林婉婷。
高級組一等獎:胡鶴馨。
高級組二等獎:楊舒珺，Jiaxi(Angela)Chen陳佳希。

高級組三等獎:崔藝軒, 陸湘蕾, 萬晴，
高級組優秀獎:張安琪Amelia Zhang， Joe Li李喬，楊雯馨，Jim Ma馬東言，顧茗峰，彭心怡，
蔣慕清。
非華裔一等獎:李和勇，Igor Borracini，Samantha Sarlin 石曼莎, Evan Finley 傅毅凡, Krupali Ku-
mar, Tessa Conrad。
非華裔二等獎:林琦恩Unis Lim，Aidan Embestro，Caleb King, DANTE STRAMBLER李日福, Al-
len Dao 陶男英,Adam Fields, Lucas Allen, Marina Gonzalez 鞏漫麗。
非華裔三等獎:林煒娜Tyona Lim，Myah Kapavik，Rice Areepitak，Megan Dunkin當可麗, 泰拉
Tyra Magnuson, Megan Huang 黃柏芝, George Sastrawan, Yicenia Aviles, Astrid Arizbeth Guer-
vara。
非華裔優秀獎:Pierce Kang，Evan Ung 洪子量，Vegus Lim，Luis Long Bedolla，Alex Tait，Bry-
an Ung 洪子明，Alexauder Rex Williams劉德華，季子遠，簡明喆，Alma Herrera, Louis DUCH-
EMIN, Faiad Alam, Causer, Nolan, 馬安哲/Angel Maita, Alejandra Gerlach愛力, Matthew Mc-
Cullough, Priscella Carreon, DUC LAM, Daniella Jimenez 丹麗, Sophia Gai Pivnik 淑菲, Adriana
Morales 安 娜, Anh Trong, Neelam MONROY,Apolline TAXY, Jeremy Jason 傑 敏, Nathalie
JEANNERET, Juan Venancio, Eduardo DAGNINO, Annie Quan, Valeria Amador, Eric Hall, Aliya
Gosdin 曉鴻, Joshua Blanco, David Escopedo, Carlos Certucha，Tam Tran，Max Castropaedes
，Darin Peacock，Claudia Flores，Raven Lemon，Stephanie Curry，Antonio Casazza，Felipe
Amalfi Marques。

義工陳曉義工陳曉、、第十六屆大休斯頓地區中第十六屆大休斯頓地區中
文演講比賽負責人董思奇老師文演講比賽負責人董思奇老師、、頒獎頒獎
典禮主持人鄧潤京於典禮主持人鄧潤京於 1111月月 1212日在日在
SharpstownSharpstown國際學校貢獻心力國際學校貢獻心力。。((記記
者黃麗珊攝者黃麗珊攝))

頒獎典禮主持人鄧潤京頒獎典禮主持人鄧潤京、、AIGAIG休斯頓辦事處總經理休斯頓辦事處總經理Jimmy WooJimmy Woo、、SharpstownSharpstown國際學校副校國際學校副校
長丁冰玉長丁冰玉、、名譽主席李少林名譽主席李少林、、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評委主任張憲寬評委主任張憲寬、、評委們與評委們與
55--77歲組一等獎歲組一等獎、、二等獎二等獎、、三等獎三等獎、、優秀獎的獲獎小朋友們合影優秀獎的獲獎小朋友們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在這個感恩節 iTalkBB重磅推出Mobile手機計劃
(本報訊) 14年來，iTalkBB蜻蜓作

為一家為海外華人提供國際通話業務和
中文電視產品的電信通訊公司，一直以
打造更多適合海外華人的產品，服務，
和為海外華人打造更精彩的生活為理念
，為全球近120萬用戶提供了電信及影
音娛樂服務。

2017年這個感恩節，iTalkBB蜻蜓
自豪的向北美的海外華人宣布，作為全
球第一大華裔和韓裔電信運營商，iTal-
kBB蜻蜓正式進軍移動通信業務，隆重
推出全新產品：iTalk Mobile手機計劃
。為身處北美的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可靠
，經濟，便捷的移動通信服務。這款全
新推出的iTalk Mobile手機計劃，集結

了iTalkBB人對移民的了解，對海外生
活的領悟，旨在全面滿足移民對中/美
兩國生活品質的需求，讓海外華人在享
受海外生活的同時，也不錯過國內生活
的精彩點滴。

iTalk Mobile蜻蜓移動，向用戶提
供本地無限通話，無限短信，無限流量
的手機計劃。1G和5G的高速流量滿足
用戶的不同需求。您的上網偏好如果是
瀏覽新聞，發送微信，1G高速流量的
經濟套餐，每月只需$30元起；如果您
喜歡用手機看視頻，打遊戲，5G高速
流量也只需$45元。iTalkBB用戶還有
專屬優惠！專屬優惠可不是$1元$2元
的小優惠哦！

新產品必有殺手鐧！iTalk Mobile
蜻蜓移動還貼心的為海外華人獨家定制
了每人專屬的中國卡。有了這張中國卡
，您就擁有了一個永遠屬於您的中國電
話號碼。但您身在美國時，任何親朋好
友撥打這個中國號碼，您的美國手機就
會響起，您可以隨時隨地與身在中國的
親朋好友通話，而他們也僅需支付中國
本地通話費。

除此之外，iTalk Mobile還解決了
海外華人無法接收驗證碼的難題。越來
越多國內的服務需要驗證碼來驗證身份
。當您身在北美卻想在中國股市一展身
手時；當您想體驗華人新生代娛樂網絡
直播時；當您看到國內雙十一網紅熱賣

產品時；當您想為國內的親友送上問候
的鮮花時；驗證碼都是最大的難關。現
在，iTalk Mobile蜻蜓移動讓您身在美
國也可以免費接收發至中國號碼的驗證
碼！

正值感恩節，iTalk Mobile蜻蜓移
動限時免激活費，中/美雙卡卡費，免
費額度每條線高達$45元。這裏還有一
個購買攻略送給您，即時成為 iTalkBB
用戶，每個月還可以節省手機計劃月費
$10！

詳 情 請 咨 詢 中 粵 英 熱 線
1-855-482-5566，或登錄全新升級的
iTalkBB 官方網站 www.iTalkBB.com/
Mobile，領取官網獨家優惠！

（記者楊笑／休斯敦報道）為期54天的第三屆休斯敦冬季
夢幻彩燈節於11月10日至2018年1月2日，在德州拉馬克的海
灣灰狗公園(Gulf Greyhound Park)舉行。作為休斯敦的標誌性節
日活動，彩燈節將涵蓋感恩節、平安夜、耶誕節、新年前夜和元
旦等重大節日，將繼續成為休斯敦最大的一個節日燈會，也是中
國在美國舉辦的最大彩燈節。

休斯敦冬季夢幻彩燈節（Magical Winter Lights, MWL），
簡稱 「彩燈節」 ，由休斯敦公司People Generation, Inc.和（中
國）四川品聚尚領文化貿易（集團）公司聯合打造，已經連續舉
辦三年。2017冬季彩燈節已於11月10日盛大開幕，以全新的面
貌預計迎接20萬遊客。

彩燈節和People Generation, Inc.創始人成於思(Yusi An) 表
示：“每年我們都會花好幾個月的時間來精心策劃，確保遊客有
機會在彩燈節期間獲得前從未有的美妙體驗。”

第三屆“冬季夢幻彩燈節”首次與四川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協
會，成都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協會合作，分為7大主題燈區，100
餘組題材不同，風格各異的大中型燈組，遊客們可以從“夢幻世
界”走進“奇異森林”，在觀賞了代表中國文化的“華夏宮燈”
後去品味美國南部的“德克薩斯風情”，在重返“侏羅紀時代
“領略恐龍的雄姿後跨越到”聖誕狂歡廣場“盡情地撒歡，最後
再去”“環遊世界”飽覽世界各地的風光美景。

今年的彩燈節還將包含節日市場廣場(Holiday Market
Square)，在這個 「廣場」 上，客人們將能有機會探索節日美食
街和購物區，還有機會與《冰雪奇緣》姐妹和聖誕老人合影。夜
間還可以欣賞雜技、變臉等中國傳統技藝表演。

聖誕節兩週假期，還將有來自四川天府之國的幾位非遺傳承
人來到現場，進行為期兩週的現場表演，向遊客展示他們精彩的
祖傳絕技，遊客還可以現場訂購表演展示的非遺產品，領略四川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精髓。

第三屆彩燈節將為休斯敦市民和外來遊客奉上豐富多彩的
“文化盛宴”。讓參觀者們白天能體驗精彩的非遺文化，感受中

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無窮魅力；晚上可以徜徉在如夢如幻的
彩燈海洋中，體驗“光影處處有，人在燈海遊”的絢爛效果。

休斯敦冬季夢幻彩燈節官網：www.magicalwinterlights.
com/houston

地點：海灣灰狗公園Gulf Greyhound Park（1000 FM 2004
，La Marque，TX 77568）

第三屆冬季夢幻彩燈節盛大回歸第三屆冬季夢幻彩燈節盛大回歸
100100組大型燈組點亮休斯敦組大型燈組點亮休斯敦

我愛休士頓的地標性彩燈我愛休士頓的地標性彩燈。。((取自官網取自官網)) 全場七彩繽紛全場七彩繽紛，，令人讚嘆令人讚嘆。。((取自官網取自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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