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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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機票﹐美國境內旅行團﹐遊輪﹐酒店﹐租車
現有暑期回國特價機票﹐$1299起

時間﹕6.1起飛﹔7.30返回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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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飛雪 (Fay Wang) 女士
RE/MAX Realtor 專精住宅﹑商業﹑投資﹑承租﹑新舊房買賣
Call﹕832-858-4838
Email: faywang2008@gmail.com
4500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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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警方
(HPD) 6月10日公布5月全市最容易遭竊十大車
輛排行榜，雪弗蘭卡車(Chevrolet Trucks)與福
特卡車(Ford Trucks)遭竊次數仍舊居高不下，成

為偷車賊最愛下手的車款。警方除了提醒民眾
多加謹慎留意外，也建議民眾防竊要訣，就是
提高偷竊難度，最好在車內多加裝防盜鎖，提
高偷竊難度，降低犯罪率。

休士頓警局表示，近年來，汽車失竊率上
升，而貨卡車及箱型車遭竊數字有升高趨勢。
休士頓警方公布上個月十大偷車排行榜，雪弗
蘭與福特卡車分別以遭竊192與172輛數字總
額，登上竊賊最愛偷竊車款前兩名；接序第三
名為雪弗蘭汽車(Chevrolet Cars)與道奇卡車
(Dodge Trucks)、第四名本田汽車(Honda Cars)
、第五名GMC卡車、第六名日產汽車(Nissan
Cars)與豐田汽車(Toyota Cars)、第七名道奇汽
車、第八名豐田卡車與第九名克萊斯勒汽車
(Chrysler Cars)與吉普卡車(Jeep Trucks)及日產

卡車(Nissan Cars)。據警方提供資料
可見，被竊車輛以貨卡車款占榜上大
多數。

最近才剛買全新福特F150卡車的
華人民眾Larry表示，貨卡車目標大，
全新改裝車款更是容易引人注目。為
防範遭竊賊盯上，目前車子加裝三把
鎖，除一把遙控器鎖，還有密碼鎖，
另外也使用警察局配備的Lojack，這
樣一旦車子被偷，經方可循著Lojack的防盜追
蹤器，知道車子的目前所在。Larry建議民眾，
平時多注意，車子上鎖時要再次確認車子是否
安全鎖上。

休士頓警方表示，多數沒有發動機防盜鎖
系統和加裝其他竊盜鎖的車輛，較易引起竊賊

下手，偷車賊也對高檔的全驅動或四輪驅動汽
車，特別感興趣。警方建議，車輛被偷不只車
主深受其害，偷車賊還會利用贓車犯罪，進行
暴力案件或其他的竊案、搶案，造成許多社會
問題。警方鼓勵民眾為愛車多上一道鎖，加裝
警報器等，讓歹徒要動歪腦筋時，周遭的人也
可一起警惕把關。

五月十大偷車排行榜 偷兒最愛貨卡車

防竊秘訣，多加裝防盜鎖，增加偷竊難度
。(Larry提供)

卡車成為竊賊最愛車款。(網路照片)

（本報訊）中國大連億海集團從2015
年開始進駐休士頓地產市場，目前投資佈
局已初見成效。 6月9日，中國大連億海
集團美國 McKinley (麥金利) 開發公司和克
利夫蘭（Cleveland）市政府在克利夫蘭市
政廳舉辦項目合作對接會。

當天與會的代表包括克利夫蘭市市長
Niki Coats，經濟發展部主席Willie Carter
，市政財政總管Bobby Pennington及各相
關部門主管共 10 人，億海集團美國
McKinley (麥金利)開發公司執行總裁Jack
Gong (傑克.宮)，Jeff Zhou(周杰)總裁、設
計師、律師等12人出席，美南報業電視集
團記者進行了現場採訪。

美國McKinley (麥金利)開發公司執行
總裁Jack Gong (傑克.宮) 首先整體介紹了
615 英畝綜合開發項目的投資及進展情況
，該項目立足打造“美麗克利夫蘭”的綠
色概念，設立不同檔次，多戶型結構選擇
，成為集商業地產、水景、綠化、公園、
休閒、健身、遊樂為一體的高檔社區。

宮總的開發項目介紹後，在座的克利
夫蘭市政府官員都紛紛發表建議，對整體
項目的設計表示讚許。

克利夫蘭市政府作為此次大型項目的
合作伙伴，對McKinley (麥金利) 開發公司
在政策上給予了大力支持，其中包括多項
優惠政策，稅收減免，公共設施投資返還
等，市長Niki Coats表示將全力配合麥金
利開發公司合作項目，雙方在會晤中就項
目的具體細節進行了協商和討論。

麥金利開發公司此次大手筆投入的
615英畝綜合項目將對利夫蘭市的發展帶
來積極的推動作用，不僅會增加當地稅收
，同時，更重要的是吸引更多的國內國際
投資人士，成為推廣克利夫蘭市的重要窗
口。

麥金利開發公司執行總裁Jack Gong (
傑克.宮) 先生表示: 由趙玉海先生執掌的中
國大連億海集團進駐休士頓地產市場, 是公
司未來向海外發展的重要戰略, 選擇克利夫
蘭作為投資方向，是億海集團在大量市場
調研的基礎上，根據大休斯頓地區未來十
年的發展趨勢而製定的，同時，地理位置
（Location）決定了投資方向，克利夫蘭
市具備人口和環境功能，加上本地市場的
需求，有望不久將成為大休斯頓地區蓬勃
發展的地區，前景可觀。

美國德克薩斯州民風傳統的城市克利
夫蘭（Cleveland）,位於休斯頓東北部，
沿著高速公路59僅1小時的車程，近年來
，該城市除了傳統行業為基礎外，已經成
為初期創業者青睞的理想之地。

克利夫蘭市提倡新技術創新，強調綠
色能源、森林砍伐業以及加工行業，因此
，吸引了大量的新興企業入駐，政府立足
打造環境優美，綠色概念的社區環境，隨
著相關項目的啟動，未來該市區的環境美
化和商業繁榮都值得期待。

此外，克利夫蘭市交通便利通，該市
區位於Liberty 郡，位於休斯頓東北部和休
斯頓港 45 英里，59 號高速公路之上，
Cleveland市擁有自己的機場，貫穿市區還
有多條可供選擇的鐵路線路。

美國麥金利開發公司，是在美國德克
薩斯州註冊的責任有限公司。公司的主營
業務是在美國投資房地產和商業地產開發
、建材貿易以及連鎖餐飲項目。公司的全
資股東是趙玉海先生持股的大連億海集團
責任有限公司。

（圖文︰蓋軍）

大連億海集團麥金利公司和克利夫蘭市政府
就合作615 英畝大型綜合開發舉辦項目對接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中國廈門大學美南校友會
於6月 5日下午2時 30分至下午4時 30分在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的中國
人活動中心129室,邀請鮑亞群醫生做“關於兒
童及成人眼睛保健”的專題講座,並對大眾開放
。

中國廈門大學美南校友會林起湧會長首先
致歡迎詞,柳端副會長介紹鮑亞群醫生.鮑亞群眼
科博士1988年畢業於廈門大學生物系獲得生物
化學專業學士。她曾經在汪得耀先生輔導下攻
讀細胞生物學碩士學位。出國留學到美國之後
，她曾獲得了生物學碩士學位，並獲取視學眼
科博士及其行醫執照。

多年的臨床經驗，使鮑博士在青少年近視
矯正和控制方面獲得了權威性的地位。鮑博士
是德州眼科協會認証的青光眼專科醫生，她在
診斷和治療青光眼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鮑
醫生經常參加社區及教會的健康日，並多次受
邀請進行眼科健康的普及講座。

鮑亞群眼科博士深入淺出說明常見眼科疾
病以及預防措施、常見的老年人眼疾眼病、青
少年的近視預防及控制、框架眼鏡、隱形眼鏡
的驗配程序及注意事項、電腦工作者及手機使
用者的用眼衛生問題等話題.

鮑亞群眼科博士首先向與會人士展示她日
前回到母校廈門大學拍攝的照片。她提到，在
廈門購買的多件紀念品中，都出現廈門大學與
鼓浪嶼字樣，可見這兩個景點對廈門的意義。
校友們看到母校越發美麗，都感到很高興。鮑
亞群眼科博士強調，除了讓大家一睹母校風采
，她展示這些圖片的意義還在於體現眼睛對每

個人重要性，所以沒有理由不愛護自己的眼睛.
鮑亞群眼科博士談到 ，許多人忽視眼睛健

康。例如，在運動中不小心被棒球、網球等球
類擊中，導致眼睛造成永久性損傷而後悔莫及
。鮑亞群眼科博士強調需要看眼科醫師的三原
則，視力不變（See good)、感覺好(Feel Good)
及看起來沒問題（Look good)，這三個原則中
如有一項無法達到，強烈建議找醫師做詳細檢
查。視力不變要求眼睛可視情況不會在短期內
出現急劇下降、感覺好要求眼睛不會有疼痛腫
脹等，而看起來沒問題則要求眼睛不可出現發
紅或有異物流出等狀況。

鮑亞群眼科博士說,常見眼疾,視覺方面,近
視、遠視、斜視、散光、老花,斜視是兩眼不能
在一起工作,度數偏差,5歲以前需作一次正式眼
睛檢查＇提早發現問題,儘快診斷治療,10歲以前
可調,時間特別重要,提醒父母帶小孩看眼科醫生
,因過10歲視神經中樞成型.成年人斜視,後發性,
重影,特別注意檢查眼或腦問題,有一成年人42
歲開始斜視,腦瘤造成,車禍壓腦神經,眼不協調.
紅眼病,狀態,點眼藥水,潛在問題沒解決,用腦過
多,眼睛疲勞.慢性病眼疾,如糖尿病每年需看眼
科醫生,高血壓看眼醫.眼是心靈窗戶,也是身體
窗戶. 40歲以上,每年或隔一年檢查,健康保險建
議年檢.常見的老年人眼疾眼病,白內障,青光眼,
黃斑病變,乾眼症,隨年齡發病高.青光眼高發率.
細菌黴菌感染,紅眼不要用過期抗生素.化學進入
眼,用大量水沖洗或隱形眼鏡清洗液沖洗.急症視
網膜脫落,全瞎全黑暗,光看不到.近視度數高的
人概率高;年齡40-50歲的人發病率頻繁;間歇性
閃光,立刻治療,24小時內需看醫生,放大瞳孔.眼

有癌,瞳孔白光一定要看眼科醫生.
天生白內障,極早治療.急性青光眼,
發炎,撞傷,症狀漲痛,伴隨噁心,視
野彩虹非正常黑白,眼壓高,角膜變
白,極早治療.過敏症狀,大部紅眼病
,癢,有淚水,眼皮眼白腫.常見過敏,
花粉,游泳池化學品,小動物,男生過
敏來源粉塵,地毯,髒衣服,枕頭,治
療方法砍斷過敏原,用眼藥水.眼睫
毛沾染各式過敏原,睫毛膏養大細
菌,過敏眼藥水是處方藥,要醫生開.
隱形眼鏡細菌感染紅眼病,用抗生
素消除,抗生素用7天,把眼細菌一
乾二淨消滅光.青光眼遺傳性,提早
診斷,越來越重要,每年要檢查.頭痛
,有些與眼有關,度數不精確會頭痛,
一早頭痛,與眼無關,需看家庭醫生,
腦科,神經科.乾眼病,用電腦,手機
多,用眼不當,過敏,戴隱形眼鏡,看
眼科醫生,乾眼病治療,用藥物.散光
,與近視不同,眼珠不正圓,配眼鏡或
隱形眼鏡,小孩弱視,散光遺傳性,老
早配眼鏡.,老花,肌肉問題,配二付
眼鏡或配一付漸近眼鏡,需很多技
術,經驗,設計,3倍價錢,當45歲開
始無法避免老花.隱形眼鏡白天戴,
但特殊隱形眼鏡,特殊OK鏡,角膜
壓住,晚上戴,白天拿掉,不需戴眼鏡,在與醫生緊
密配合,鏡片要特別乾淨,好方式控制眼鏡.特殊
紅膜鏡給弱視帶來福音.計算機綜合症,平視往下
看,姿勢很重要,配電腦眼鏡.白內障眼球人工晶

體,紫外線照射,混濁,開刀拿掉,鮑醫生認為放進
清楚單光晶體較好,0.5視度需做白內障.老人黃
斑病變,輿年齡有關,抽煙尼古丁,血糖,黃斑區受
損,影響閱讀,行走,開車,用藥物,防止紫外線照射,
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中國廈門大學美南校友會舉辦 「兒童與成人眼睛保健」 講座
鮑亞群眼科博士深入淺出說明常見眼科疾病以及預防措施

(本報記者黃麗珊)為活躍廣大華人的文化生
活，慶祝端午佳節，休士頓炎黃堂炎黃歌舞團

於今年6月4日（星期六）晚6時30分在6925
Turtlewood Dr., Houston, TX 77072 的黃氏宗
親會大廳舉辦豐富多彩的文娛聯歡晚會，節目
包括唱歌、舞蹈、器樂演奏、相聲等，備有純
手工製作的粽子小點等， 晚會後可自由參加卡
拉OK和舞會。

炎黃歌舞團董事長,休士頓黃氏宗親會黃孔
威會長致詞，端午節是紀念楚國愛國詩人屈原
投江的日子，與農曆新年、中秋節等同屬中華
民族傳統節日。海外僑胞在佳節到來之時共聚
一堂，共同歡度佳節，也傳承中華傳統。

聯邦眾議員Sheila Jackson Lee的亞裔代表
羅玲提到，表演節目的演員許多是科班出身，
水平很高。她也非常榮幸能夠為觀眾表演京劇

「家住安源」 。
2016 炎黃歌舞團端午鄉情歌舞演唱會演出

單位：休斯頓炎黃歌舞團主持人：高勇Lucy
Han 譚欣DJ：葉樹祥影像：張玲Mario Mara-
schino 後勤：溫亮輝黃廷標導演：王冬梅總策
劃：朱全勝. 傣族舞蹈： 《月光下的風尾竹》
表演者：樊帆顧婧安娜. 歌曲聯唱： 月亮花兒
開·映山紅·小曲好唱口難開·黃梅戲《打豬草·
對花》 演唱：石雪梅王春輝張絲華王冬梅.女聲
獨唱； 蘆花演唱：商為群. 女聲獨唱: The Col-
or of the Night/Jambalaya 演唱：顧婧. 女聲獨
唱： 好運來演唱：王春輝. 薩克斯獨奏： 《汨
羅江怨·悼屈原》 表演者：劉牧. 男女生二重唱
： 烏蘇里船歌演唱：孫熙海張艾. 女聲獨唱：
美麗的西班牙女郎演唱：羅玲. 女聲獨唱： 京
劇《紅燈記》 選段光輝照兒永向前演唱：王冬
梅. 女聲獨唱： 牧羊曲演唱：石雪梅. 獨舞：

《雪中追憶》 表演者：朴英超. 女聲獨唱： 祝
你平安演唱：宋燕. 西班牙舞蹈： 《 燃燒》 表
演者：樊帆顧婧安娜. 女聲獨唱：飲酒歌演唱：
張玲. 女聲獨唱： 千千闋歌演唱：張佩儀. 女聲
獨唱： 前門情思大碗茶演唱：張絲華,他們精彩
的演出,獲得與會人士熱烈的掌聲.

“端午鄉情歌曲演唱會”隆重舉行

中國廈門大學美南校友會舉辦 「兒童與成人眼睛保健」 講
座、鮑亞群眼科博士深入淺出說明常見眼科疾病以及預防
措施、常見的老年人眼疾眼病、青少年的近視預防及控制
、框架眼鏡、隱形眼鏡的驗配程序及注意事項、電腦工作
者及手機使用者的用眼衛生問題等話題(記者黃麗珊攝)

鮑亞群眼科博士於6月5日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在
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 「兒童與成人眼睛保健」 講座中對中
國廈門大學美南校友會林起湧會長,柳端副會長,趙海英理
事、校友們及陳先生、吳先生等僑界人士講解眼睛保健後
合影.(記者黃麗珊攝)

2016 炎黃歌舞團端午鄉情歌舞演唱會於 6 月 4
日晚上 6 時 30 分在休士頓黃氏宗親會大廳隆重
舉辦.黃孔威董事長熱烈歡迎聯邦眾議員 Sheila
Jackson Lee的亞裔代表羅玲,鄧隆隆律師,黃漢生,
朱全勝及僑界人士參加盛會.(記者黃麗珊攝)

西班牙舞蹈： 《 燃燒 》 表演者：樊帆 顧婧
安娜 (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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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藥，不
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Best Vision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前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We Smile Dental
微 笑 牙 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拔牙，補牙，
根管治療，牙齒美容及兒童牙科，
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大家都知道，在留學過程中，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
位證是必不可少的學術材料，那今天就讓百利天下留學和大家
一起來瞭解它們的作用是什麼，應該去哪開以及如何開具這些
材料等內容。

作用
成績單是展示申請者之前的學習水平、能力、背景和成果，

也是學校判斷留學生是否符合其入學要求的重要憑證。通過成
績單可以看出申請人是否具備所申請專業 所要求的一些前提課
程及其背景，以及學校非常看重的GPA。美國研究生和博士的申
請要求申請人必須具備本科學位。對于已經畢業且拿到畢業證
學位證的申請人 來說，只需提供畢業證和學位證即可，但是有一
部分申請人在申請學校的時候還沒有畢業，還沒有拿到學位，那
這時需要由學生出具在讀證明表明申請人目前還是 在讀的學生
，畢業後就可以拿到畢業證、學位證，這樣就符合美國碩士和博
士申請對于申請人必須具備本科學位的要求了。

辦理機構
我國大學的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證一般由教務

處，學院或者檔案館開具成績單。具體以所在學校要求為準。

如何開具
針對學生目前所擁有的學位及其修讀方式的不同，材料開

具的類型分為以下幾種：
（1）統招本科在讀學生：針對本科大三在讀的學生，一般申請的
是次年的秋季的碩士和博士，需要開具本科期間前三年的中英
文成績單（如截止日期較晚，學生已經擁有了大四上的成績，則
可以開具三年半的成績單），畢業離校之前辦理四年完整的成績
單帶到美國院校。
（2）統招本科畢業的學生：針對本科畢業的學生，需要開具本科
四年的中英文成績單；學生拿到中文畢業證學位證後，進行複印

，同時拿著翻譯好的英文畢業證學位
證明根據自己學校的規定到相應機
構進行蓋章。
（3）統招研究生在讀學生：針對研究
生在讀的學生，請參考（（2）本科畢業
的學生）開具本科中英文成績單。同
時開具研究生階段已經完成課程的
中英文成績單和研究生階段的中英
文在讀證明。
（4）統招研究生畢業的學生：針對研
究生畢業的學生，請參考（（2）本科畢
業的學生）開具本科中英文成績單，
同時開具整個研究生階段的所有的
中英文成績 單；學生獲得研究生階段
的畢業證和學位證後，要複印原件，
同時帶著翻譯好的英文畢業證和學
位證根據自己學校的規定到相應機
構進行蓋章。
（5）雙學位的學生：針對雙學位的學
生，如果學生申請的專業和自己修讀
的第二專業沒有多大關係，申請人則
可以選擇性的提供或者不提供第二
專業的學術材 料，但是第一學位的學
術材料是一定要提供的；如果學生申
請的專業和自己修讀的第二專業更
加相近，則第一和第二學位的學術材料都需要提供。
（6）海外項目的學生：針對有些申請人本身本科四年就是在中國
以外的國家讀的，申請人則需要要求自己所在的國外院校直接
提供成績單學位證給所申請的美國 院校；對于本科讀的是2+2

項目及其類型的國
內外合作辦學項目，
申請者需要同時開
具國內和國外兩個
學校的成績單，在讀
證明/畢業證學位證
。
（7）專接本/專升本
的學生：對于專接
本/專升本的申請者
，學生需要開具在專
科期間和本科期間
的中英文成績單；專
科期間的畢業證中
英文，及其本科期間
的在讀證明中英文
（在讀生）或者畢業
證學位證中英文（畢
業生）。

開具時間
開具時間一般

在申請當年的 9 月
份，如學生申請時是
大三的學生，則需要
在大四一開學，也就

是9月份就去找相應機構進行開具。

開具的數量
成績單開具的數量是申請學校的數量的1.5倍。之所以準備

這麼多成績單，第一，有的學校成績單需要郵寄兩份；第二，申請
季時，學校因為忙碌，導致學生的 材料丟失，不得不讓學生重新
郵寄材料；第三簽證季和入學時，學生仍然需要提供自己的成績
單等材料，寧多勿少。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證開具的數量是申
請學校 的1.5倍，原因參考成績單開具數量。

注意須知
我們介紹了成績單開具的類型和注意點，下面給大家說一

下成績單辦理的須知：
* 請提前詢問學校相關部門是否有英文成績單，中英文在讀證
明/畢業證學位證；
* 沒有英文的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的，此時需要學生自
己翻譯成績單；
*中英文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證均需蓋公章；
*中英文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都需要提交給國外學校；
*中英文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需用膠水密封在學校的
信封裏；
*密封好以後，需要在信封的封口處，騎縫蓋學校的公章；
* 如果學校的成績單上是以優良中差來評判的，請學校提供評判
的分數區間；
* 某些學校對于學生自己翻譯的成績單不予以蓋章，此時需要學
生到公證處做成績單公章，學校才予以蓋章；
*有些國外的大學會針對國際生申請的專業要求做成績認證，此
時學生要在學校指定的機構做成績單認證，認證完後，該機構直
接會把認證報告寄到所學生指定的學校。

好了，親愛的留學小夥伴們，以上就是百利天下留學為您製
作的學術類材料的開具的注意事項，您瞭解了嗎？

美國留學不可小覷的那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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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美國

米歇爾帶學生白宮菜園收菜
大秀肌肉變“女漢子”

据外媒报道，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 奥巴马日

前带领学生在白宫菜园里采摘蔬菜，并一起吃午

餐。米歇尔期间还不忘大秀肌肉，瞬间变身“女汉子”。

报道称，第一夫人米歇尔招待了来自美国各地

的孩子，让他们在白宫菜园里采摘蔬菜。

米歇尔也不忘加入学生们采摘的队伍，和他们

一起摘下甘蓝、茴香和萝卜等绿色蔬菜，然后和大

家一起用绿色蔬菜制作新鲜午餐。

米歇尔在采摘现场还不忘开玩笑似的大秀胳膊上

的肌肉，秒变“女汉子”。

美國蓋洛普發布美最失敗總統排行

奧巴馬排第五

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发布一份“美国最失败

总统排行榜”。

排在首位的是美国第 37任总统理查德•尼

克松。尼克松因“水门事件”提前结束了总统任

期。位居第二的是第43任总统乔治•W•布什。

因“兔子事件”而形象受损的美国第 39任

总统吉米•卡特紧随其后。1979年春天，卡特在

钓鱼时，一只兔子来到他的船边，他随即用船桨

将兔子赶走了。“兔子事件”令美国民众深信，卡

特性格太过软弱、古怪，不足以胜任美国总统一

职。

排名第四的是美国第 38任总统杰拉尔德•

福特。当时由于尼克松提前卸任，福特成为了美

国唯一一位没有经过民选就接任的总统。但这一

点也并未增加他在美国民众中的人气。

美国现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这一排行榜

中位居第五。美国民众对奥巴马的领导才能大失

所望，美国的富人和中产阶级也并不信任他。

美國紐約壹條街道改名為阿裏
以紀念拳王

据法国《费加罗报》6月7日报道，纽约市长

白思豪于当地时间6月7日宣布，将曼哈顿第33街

道的一部分，即毗邻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馆的街道，

命名为穆罕默德•阿里，以纪念日前去世的拳王。

约市政官员证实了上述决定，回顾了阿里在

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馆颇具争议的 8次比赛，并

向其致敬。

市政府一位发言人称，街道更名只是临时决

定，需要等待市政委员会投票和市长批准才能最

终确定。

此外，纽约州一位议员表示，阿里因为遵守自

己的原则、信仰以及实践其对和平、宽容的承诺，

得到了全世界的赞赏。因此，纽约向这位真正的

世界冠军致敬，合情合理。

美媒：為保住政治遺產
奧巴馬將表態助陣希拉裏

据美国媒体 7日报道，此前几个月里，在为接

替自己而展开的这场恶战中，奥巴马总统一直在旁

观。现在，为了保住政治遗产，他准备大力支持希

拉里· 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最早将于本周正式宣

布支持希拉里的候选资格。

据奥巴马的高级助手透露，白宫正在与希拉里

的竞选团队积极沟通，了解奥巴马能以什么形式、

在哪些方面帮助希拉里。

顾问称，奥巴马认为一个来自民主党的继任者

对自己的政治遗产至关重要，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

助选。他们说，他认为没有什么是十拿九稳的。

几十年来，这是第一次有总统在第二任期内仍

保持高支持率，以至于可以在竞选中发挥巨大作用

，并且还受到希望接替他的候选人的邀请，作为主

要人物参与竞选。

在《纽约时报》和CBS本月联合进行的民意调

查中，奥巴马的支持率为 50%，与希拉里关系密切

的策略师表示，随着大选的开始，他们热切地希望

奥巴马能参与进来。

助手称，奥巴马对与唐纳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

一决高下特别有热情。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在竞选期

间的行为——特朗普周五称支持自己的人群中的一

名黑人支持者为“我的非裔美国人”，再加上他作

为“质疑出生地”阴谋论——错误地认为奥巴马出

生在肯尼亚，而不是夏威夷——的最有名支持者，

对奥巴马本人是一种冒犯。

如果希拉里在 7日的初选中表现优异，获得足

够的代表人数，拿到民主党的提名，奥巴马可能会

迅速行动起来支持她。

“他已经表明希望在竞选上多花些时间，因此

时机到来时，我们会全面出击，”奥巴马的公关负

责人珍 · 普萨基 (Jen Psaki) 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正在积极思考如何在竞选活动中利用总统

——提名人和总统分别适用什么方式，以及如何利

用他的优势和吸引力。”

希拉里的公关负责人珍妮弗· 帕尔米耶里(Jenni-

fer Palmieri)表示，希拉里希望赢得奥巴马的支持，

并希望他能积极参与夏天和秋天的竞选。

名校生強奸被輕判
暴露美國司法漏洞

暴露美国司法两大漏洞： 1.法官量刑裁判空间

大 2.有钱人可以聘请更好的辩护人

美国斯坦福大学一名白人学生犯下强奸罪

行，原本面临最高 14年监禁，但因“名校生”、

“运动健将”等光环而获得法官轻判，实际或只需

入狱3个月。

这起事件引起较大争议。不少人呼吁撤换法

官，不要纵容日渐增多的校园强奸现象。有人质

疑，如果作案者是家境贫困的非洲裔，是否还能获

轻判？

新华社电 美国20岁白人男子布罗克· 特纳来自

俄亥俄州，原本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因强奸一事而

退学。

2015 年 1 月，特纳在校园内强奸一名醉酒女

子，随后被捕。当时，两名大学生正好路过此处，

发现特纳在一个垃圾桶后面侵犯某女子，于是联手

制服特纳，把他交给警方。

今年 3月，特纳 3项重罪指控成立，面临最高

14年监禁。按照加利福尼亚州法律，特纳面临的最

低刑罚不得少于两年监禁。

“名校”身份引同情

然而，特纳的“名校大学生”以及“游泳健将”

身份，引起法官阿伦· 佩尔斯基的同情，使得量刑

轻至 6个月监禁和缓刑，即实际只需坐牢 3个月。

佩尔斯基解释说，如果量刑偏重，会对这个年

轻人造成“严重影响”。“这名被告年轻，没有刑

事犯罪记录……当时喝醉了，道德过失相对较小”

。考虑到媒体曝光和舆论压力令特纳不堪重负，希

望偏轻量刑能够缓解特纳所受压力。

在本月6日曝光的一份陈词中，特纳的父亲说：

“对 20岁的他而言，为一个 20分钟的行为所付的

代价太大了！”

特纳本人曾向法庭陈述：“我想告诉人们，一

个晚上的痛饮会毁掉一个人的人生。”但是，受害

女子随后在一份声明中驳斥：“毁掉一个人的人

生，是指你的人生吗？你忘记了，被毁掉的还有我

的人生……你是始作俑者，我承受后果。”

民众不满：暴露美国司法漏洞

案件的判决结果，在美国激起争议，令许

多人惊呼“不可思议”。一些人注意到，特纳

是斯坦福大学学生、游泳健将，而法官佩尔斯

基同样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上学期间是曲棍球校

队队长，令人质疑佩尔斯基是否因此更容易同

情特纳。

美国华人律师邓洪接受采访时说，特纳是白人

学生，且能被斯坦福大学录取，暗示他家庭条件不

错或成绩优异。在美国刑事判案中，法官可能因为

被告的社会地位、种族肤色、天赋才能等因素而调

整量刑。有人因此质疑，如果这起案件的被告是非

洲裔、家境贫困、有犯罪前科，那么量刑是否会有

所不同？

邓洪认为，这起案件暴露了美国司法两大漏

洞。其一，虽然由陪审团判定被告是否有罪，但

是法官在量刑上有太大裁量空间，虽然联邦层面

设有一些量刑标准，但很多州并没有类似规定。

其二，有钱人能够聘请到更好的律师和辩护团

队，而穷人缺乏资源，意味着金钱会影响到司法

的结果。

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米歇尔呼吁撤换法

官、严惩罪犯，并表示将于本周正式发起请愿

活动。在 change.org 网站上，另一项要求撤换法

官的请愿活动目前已经征集到超过 4.5 万个签名

支持。

道贝尔在写给司法机关的一封信里说，斯坦福

大学多项调查显示，43%的女大学生曾遭遇性骚扰

或强奸；超过三分之二女大学生表示作案者瞄准醉

酒女生下手；但在受害者中，仅有2.7%会报案。

“(法官)阿伦· 佩尔斯基无异于告诉女性，不必

报警了。就算她们熬过审判，成功地让作案者被定

罪，他也不会判重刑，”道贝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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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建校 380年来首栋以华人命名的教

学楼赵朱木兰中心 6日在哈佛商学院举行剪彩仪

式，宣告正式启用。这也是哈佛商学院首栋以女

性命名的建筑。

赵朱木兰中心是美国福茂集团董事长赵锡成

及其家族基金会 2012年对哈佛大学 4000万美元

的捐赠项目之一，以赵锡成已故妻子命名。

据了解，该教学楼主要为哈佛商学院高管

班的学生使用，建筑的设计考虑了高管培训生

面对面交流的沟通需求，楼内设置了露天剧院

式的开放空间，带有会议室风格的教室，以及

餐饮区域。

赵锡成 1958年来到美国，在纽约创办了福

茂集团，主营业务包括国际航运、金融和国际贸

易。

“当年我父母来到美国，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

下来并让这个家庭兴旺发达的核心因素是他们对

教育的重视，这也是为什么父母热衷于将慈善事

业的重心放在为他人创造受教育的渠道上，”赵

锡成的长女赵小兰在仪式前的致辞中说。

赵小兰 2001年至 2009年任美国劳工部长，

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内阁的华裔，也是第一

位亚裔女性。

除赵朱木兰中心外，赵氏家族 2012年的捐

赠还设立了一项资助华裔学生的奖学金，资助

合乎条件的华裔学生进入哈佛读书。赵锡成说，

希望通过设立这一奖学金鼓励优秀的中国学生

到哈佛大学深造，将来为中美关系发展作出贡

献。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 麦

康奈尔、马萨诸塞州州长查理· 贝克等参加了剪

彩仪式。此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以

及前总统卡特、老布什、小布什和克林顿均对赵

朱木兰中心建成启用发来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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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留學中介機構合作的外國學生要在選擇
前瞭解費用情況。

英國、澳大利亞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大學和
學院長期以來都與留學中介機構合作招收外國
學生。

但是美國學校的做法爭議就比較多了。
如今，根據Eddie West(美國大學招 生諮詢

協會國際行動主任，該協會對留學中介機構的
研究很詳盡)的統計，只有 20%到 30%的美國學
校與留學中介機構合作。但是專家說，這種局面
正在迅速改 變，因為那些在國際上沒什麼知名
度的美國公立和私立大學也在尋求招收更多外
國學生，一方面是為了增加學校的文化多樣性，
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彌補因招生率低和 州政府削
减經費帶來的損失。

全球各地的留學中介機構成千上萬，這些
機構的倫理政策和商業類型千差萬別，West說。

為了避免被這些機構矇
騙，外國學生和家長[微
博]應該在簽訂協議前
采取以下幾種措施：
1. 瞭解與你合作的留學
中介機構：幫助外國學
生進入美國學校的留學
中介機構有三種類型，
West 說。有些叫做獨立
教育諮詢機構，為外國
學生尋找合適的學校並
向他們收取費用；另外

一些為學校工作尋找合適的學生並向學校收費
，還有一種是為兩方工作，同時向兩方收取費用
。

代表學校的機構的目的是把學生吸引到學
校中去。儘管這未必是個問題，特別是如果機構
與很多合適的大學有聯繫，但學生還是要對其
中的安排保持清醒，專家說。

“風險之一就是，機構對學生的建議未必是
最適合學生的學校，而是對該機構來說經濟利
益最大的學校，”West說。

如果機構給出的承諾聽起來不真實，那很
可能就有問題，專家說。

“對入學、獎學金或者工作的許諾，這些都
是預警信號”，Jennifer Wright(美國國際招生協
會副主任和證件管理人，該機構負責對留學中
介機構頒發證書)說。

2. 確 保
收 費 和
退款政策清晰明瞭：由于不同機構的商業模式
不同，家長在與留學中介機構合作前必須瞭解
收費結構，專家說。

“很多時候財務安排不夠透明，”West說。有
些機構有隱形費用，在學生入學後會向學生收
取。有些機構不會明說自己是向誰收費–學生、
學校或者兩面都收。有些機構會在學生未能進
入學校後予以退款，有些則不是。

決定與留學中介機構合作的家庭要確保與
前者簽訂協議，上面申明費用、退款政策以及投
訴渠道，Wright說。
3. 核實機構與學校之間是否真有關係：很多中
介機構會告訴學生他們與美國學校有關係，此
時學生和家長應該核實這種關係是否仍然有效
，美國國際招生協會主任JohnDeupree說。

一種辦法是查看學校的網站，West說。大多
數學校會把與之有合作關係的機構名稱張貼出
來。學生應該大膽一些，直接打電話給學校，請
求與負責招生的人直接聯繫，羅德島布萊恩大
學的國際招生主任JohnEriksen說。
4. 小心詐騙陷阱：在任何情況下，學生都不應該
與那些聲稱可以幫助寫入學申請書、偽造推薦
信或改考分的機構合作，美國大學招生諮詢協
會的West說。
5. 尋找對美國市場更熟悉的機構：學生應該尋
找那些曾經把學生送進美國學校以及對美國高

等教育體系較為熟悉的機構，專家說。
理想情況下，學生最好的合作對象是那些

不只熟悉美國，而且還是曾經在美國接受教育
的人，德魯大學招生辦副主任 Mark S.Kopenski
說，他還創建了一個公司，為美國大學提供國際
招生方面的諮詢。
6. 尋找國際知名的留學中介機構：儘管美國沒
有政府批准的留學中介機構列表，有些國家却
是有的，專家說。

“如果你要找中介，找那些通過政府審查的
機構或者值得信任的機構，”Kopenski說。“在中
國，有很多政府管理的中介。”

從業時間長短通常是服務質量的一個指標
，Deupree說。尋找中介機構的學生應該著眼于
那些至少存在了兩年以上的機構。
7. 查看其他資源：想來美國上學的學生也可以
尋找其他諮詢渠道，美國教育，這些渠道提供的
關于美國學校的信息比較公正，West說。

在美國國務院的支持下，美國教育幾乎在
所有國家都有諮詢中心，還針對想來美國上學
的學生的準備了最新的經濟資助機會列表。

Yohan Sachdev，27歲，是一位來自印度孟買
學生，他感謝教育諮詢機構幫助他進入布萊恩
大學。

“如今，很多事情你都可以自己做，因此可
以把對中介的依賴降到最低，”他在一封郵件中
說。

留學生需明智
選擇留學機構美國大學招生協會：

中國留學生的隊伍在美國日益壯大，美國
大學如何看待這一特殊的群體呢？有人認為，學
校從這些孩子手中獲得了許許多多的錢，但他
們，並沒有為學校做出很大的貢獻。為何有這樣
的觀點呢？
很多美國大學生認為中國留學生對學校的
貢獻不大

新浪教育發表的一篇文章寫到，中國留學
生已經成為美國的一個大市場，在這其中，沒有
人會比美國大學更能體會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市
場中不可取代的地位。

超過60%的中國留學生有能力支付大學教
育中的全部費用，這有力地補貼了他們的美國
同學，能夠讓學校提供更多的獎學金。有些學校
，例如地處印第安納州的普渡大學，通過對國際
學生收取額外的費用，從此獲得更多的利益。但

是在現金短缺的美國大學與中國留學生的
共生關係中，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存在。

如今，中國家庭對于海外教育的需求
催生了一種幫助留學生準備出國申請的新興產
業。留學中介這個產業缺乏管理力度，“騙子公
司”也十分猖獗。90%的中國留學生在提交大學
申請的時候，提供了假的推薦信；70%的學生的
文書由他人代寫，而不是出于學生本人；50%造
假了他們的高中成績單；還有10%的學生列舉了
不屬於他們的學業成就及獎項。

此前，美國聯邦調查局起訴了15名中國留
學生為他人代考，或是要求別人代替他來考試，
為了獲得他們的學生簽證。

“美 國 大 學 熱 衷 招 收 中 國 的 留 學 生，”
ParkeMuth，一個生活在佛吉尼亞，如今在中國
做教育顧問的人如此說道。“他們（指中國學生）
很擅長于考試，他們盡可能的少闖禍，不惹麻煩

。他們不是特別愛玩的人。學校從這些孩子手中
獲得了許許多多的錢，但他們，平心而論，並沒
有為學校做出很大的貢獻。”

按照國際教育研究所的話來說，277,439名
中國留學生在2013-2014年間前往美國讀大學，
比前一年增長了16%。中國留學生在所有國際留
學生中占了31%，在2014年為美國經濟貢獻了
將近220億美元。

過去，在美國讀書並畢業的中國留學生預
算很緊張，生活過的很拮据。如今，許多的中國
年輕人都在國外學習，並獲得大學文憑。富裕的
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的出現，甚至吸引了奢侈
品牌目光，讓他們看到無限的商機。

BergdorfGoodman（波道夫‧古德曼），始于
紐約的大型百貨商店，每年在紐約大學和哥倫
比亞大學進行中國農曆春節的慶祝活動，而
Bloomingdales（布魯明戴爾）則為了中國留學生

在他們芝加哥的購物中心組織一場時裝秀。
中國留學生與美國大學的友好關係是不是

可持續的呢？中國政府已經為了提升自己的高
等教育體系投資了幾十億美元，用此來說服學
生們留在中國繼續讀書。

“當中國正在升級實驗室，研究調查的時候
，美國則在往反方向行進，”Muth說到。“當這些
中國學生畢業後，他們更願意呆在中國國內，因
為這時，他們有能力開始競爭了。”

中國的改革對于中國學生留學美國人數的
影響目前還不得而知——根據 InsideHigher 教
育提供的數據，中國留美人數自2000年以來已
經翻了五倍。但是，當美國大學開始思考如何幫
助中國學生適應、融入校園生活的時候，也許他
們也需要考慮另外一種可能性：到美國大學進
行學習的中國學生將越來越少。

有錢沒貢獻 美國大學竟如此看中國留學生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內設針灸診所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腿疼, 關節炎,
手腳麻木, 各種外傷,
工傷, 車禍……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電話: 713-270-0909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8:30am-2:00pm

可遠程會診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營業六天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營業時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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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型號全自動清洗及易拆洗抽油煙機,特價$288-$595
**有抽油煙機樣品展示和專人為你詳細解釋及專業安裝.

限時優惠
免費基本安裝!!6個中文台 中天頻道+CCTV4+鳳凰衛視＋

鳳凰資訊台＋江蘇衛視＋華夏娛樂 （第一年）
超值 120個英文台 $26.98/月

手機省錢套裝 免合約，保留原號碼

我們也有商家Business
最優質的網路和電話、電視服務

餐館、辦公室、商場......

最佳中英文電視台
長城平台22個頻道
台灣天王套裝21個頻道+TVBS $19.99/月
香港翡翠電視9個頻道 $19.99/月
英文120個新聞、體育、娛樂頻道 $34.99/月

$19 無限通話 無限短訊 100MB網路 送無限制打中國等10個國家

www.generalcomm.com Tel:281-983-0088 1-866-772-08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75MB快速穩定上網
最新優惠$14.99/月 ★Comcast電話包括免費無限制打中國、香港、新加坡、加拿大和韓國。

★所有優惠有條件限制，請來電洽詢

最低的價格，最大的優惠
我們代理住家和商業用電服務

電視+網路+電話 多種省錢套裝任選擇

永久免費HD高清頻道 ★優惠套裝需加訂英文頻道

“老底子”上海人如何過端午
柏拉图把节日称作为“喘息的时

刻”，古希腊人认为过节的本质就是

欢乐。尤其在食物匮乏的年代里，平

时可以吃得少，但在节日里则万万不

行。就像在实行计划经济的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即便经济条件再困难，每

逢端午，家家户户还是会拿钞票、粮

票和购粮证到粮店买糯米，包粽

子吃。

青青箬叶是粽子的灵魂

老底子的上海，遇到端午节吃粽

子，基本都是自家包的。

在实行计划经济的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每逢端午，粮店就专门有糯米

供应。不敞开，按每家人口多少而分

成的大户小户配给，拿钞票、粮票和

购粮证到上海人叫做“米店”的粮店

购买。

粽子就是角黍。著名民俗学家钟

敬文的学生张紫晨说：“以角黍投

江，实也是一种巫术作法，为祭鬼之

举动。”吴均在《续齐谐记》中则挂

钩屈原，把“竹筒贮米”改成“作

棕，并带五色丝及楝叶”，因为“此

二物蛟龙所惮也”。说来道去还是与

驱邪禳灾有关：楝叶，药也，五色丝

则驱鬼。

粽子的花样是比较多的，没有馅

的清一色的糯米是白米粽，吃起来时

蘸绵白糖。糯米与其兄弟赤豆混作一

团的叫赤豆粽，还有包精肉的肉粽和

包蛋黄的蛋黄粽。粽子的内容再多，

倘若缺了外面那张包裹着的粽叶，那

就不成为粽子，而是一摊有馅的饭

团。

粽子不能用纸包，也不能用菜皮

替代；曾经有过用茭叶的记载，可我

从未见过。自从汉代有了粽子以来，

粽叶就是它的黄金搭档。不知为什么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于端午

的商品配给中，配给了糯米却不配给

粽叶，好比发了枪却不发子弹。

对粽叶，先人却是相当重视。以

《玉簪记》出名的明代戏剧家高濂，

在他的《尊生八笺》里与我们分享粽

叶心得：煮粽子要用稻柴灰淋汁，或

放少许石灰同煮；这就使粽叶的颜色

碧青而带有清香。有文化，到底不一

样。

把芦苇荡的清香包进去

高濂这个杭州人对煮粽叶有要

求，隔壁邻居阿拉上海人则是在采摘

粽叶上有标准。“二月春风送嫩寒，

尝新角黍早登盘。摘来半户青芦叶，

香里晶莹玉一团。”秦锡田的《周浦

塘棹歌》告诉我们，包粽子用二月里

摘下的芦叶最佳。这就意味着，在三

个月前就要准备端午包粽子的材料。

过去上海人包粽子，多是用隔

年包过粽子的陈年粽叶。那时，吃

完的粽叶是不能丢掉的，要一一洗

净晾干，细心扎好后，悬吊在厨房

上空。到来年包粽子时，再取下用

水浸泡。这时的粽叶，就是按照高

濂的方法煮也无力回天，粽叶多是

面黄肌瘦的土黄色。想买碧绿青的

新鲜新粽叶，但在当时的自由市场

很少见到有农民卖。

我上山下乡时到农场，连队面对

一大片芦苇，一直蔓延到前头的杭州

湾。在 1976 年下乡第一年的端午

前，一天收工后，我们一帮人就进

芦苇丛采粽叶了。

青青的芦苇于风中摇曳。别看一

根根个头都蹿得蛮高的，但叶儿长得

并不宽，大多只有二三指宽。理想的

粽叶，不但要宽，而且要长；尤其用

来包三角粽，不用绳扎，就靠粽叶长

长的尾巴穿过粽子中间就能固定。我

奶奶有根细长的竹针，包粽子时，就

把粽叶尖细的一头穿在竹针里。竹针

带它穿过粽子，一针搞定。

“四指、四指。”听到兴奋的声

音传来，大家“呼啦哗啦”地拨开芦

苇寻声过去，但没有期待中的无数四

指宽的芦叶出现，倒有条小青蛇盘在

芦苇上头。

等到休假回上海，我迫不及待向

家人展示采摘成果。外公说：大的粽

叶是箬叶，通常都有四五指宽，是从

箬竹上摘下来的，我们浙江嵊县老家

的农民，还用它编斗笠。

难怪我们谁也没采到五指宽的芦

叶。不管怎样，这些成果还是为家里

包粽子输送了新鲜血液。看到锅里煮

的粽子，有黄有青，黄的是用老粽

叶，青的是新芦叶。黄的像上世纪

50 年代的老军装，青的如 70 年代

“三合一”新军装。交织一锅，别有

味道。

若想皮肤白，来粒“白和蛋”

端午里的吃，不只是粽子一家独

霸天下。在“老底子”的上海，与粽

子同锅共煮的还有鸡蛋。也就是说，

端午除了吃粽子，还要吃鸡蛋。鸡蛋

剥了壳吃，上海人把剥了壳的鸡蛋叫

做“白和蛋”。现在很少听到这样的

叫法，在我当年下乡的市郊奉贤，当

地人还叫“白和蛋”；不过，它既指

剥壳鸡蛋，也指没有剥壳的白煮蛋。

为什么在端午要吃“白和蛋”？

多少年流传下来的说法是：那天吃了

白煮蛋，皮肤就会如同鸡蛋白一样光

洁。那么，为啥平时吃了没作用，偏

偏在端午吃就会产生这般效果？

因为时逢初夏，古有五月“恶

月”之称；“此月蓄药，以蠲除毒

气”（战国· 佚名《夏小正》）。一

是那时季节变化，人易得病。二是气

候转暖，蛇虫百脚皆纷纷出笼，人易

受害。吃白和蛋，实际上就是进补和

增强抵抗力，如能有利于皮肤，那是

割草打兔子——捎带的。

张紫晨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

里说：“五月端午，原为巫节，诸多

记载，都说明这一节日重在去病除

邪。”钟先生的另一弟子乌丙安在

《中国民俗学》 中如是说：“大量

的民俗文献及地方志记叙中又看到这

个节日是避兵鬼、止病瘟的驱邪穰灾

节日。因此，这个节日的主要活动内

容几乎都是围绕穰毒祛瘟进行的。如

采菖蒲、艾叶，涂雄黄，制雄黄酒、

朱砂酒，系五色丝，采草药，张挂符

印及钟馗画像。”

竹枝词里道疾控

“又是端阳景物新,枇杷角黍饷

亲邻。儿童争买雄黄酒,妇髻玲珑插

健人。”（秦荣光：《上海县竹枝

词》）欲穰毒祛瘟于家外，需门上挂

菖蒲、艾蓬和蒜头；还要室内以苍

术、白芷和芸香等中草药烟熏，让漏

网的也无处逃遁。而欲拒之于人体之

外，需正午喝让白娘娘等牛鬼蛇神胆

战心惊的雄黄酒，并涂抹在儿童额

上，写成“王”字。小朋友的胸前还

要挂五色丝做成的小粽子，或是蒜

头、彩钱；也可挂茴香荷包。此外，

还要靠前头那篇竹枝词里提到的“健

人”相助帮忙。“健人”就是黄色绸

缎做成的骑虎小人，或虎或毒虫形，

插妇人头或悬床头。同样，婴儿也穿

起黄色虎斑衣。

应该说，端午的重要工作是预防

疾病；它手段多样，目标一个。早年

的上海人继古意承古风，把端午看作

一个卫生节。你细细观察端午活动，

也可见一斑：“秤锤粽、雄黄酒、蒲

剑蓬鞭、采百草、健人、雄黄荷包、

袅绒铜线、老虎头、老虎肚兜、独囊

网蒜、长寿线、五毒符、避瘟丹、划

龙舟。”在这十四样内容里，除粽子

和龙舟之外，其他十二项均与防病避

邪有关。

我私下揣摩，端午吃“白和蛋”

的历史怕要比吃粽子来得悠久。毕竟

吃蛋相对方便，货源天南海北皆有。

而吃粽多在苏浙沪，毕竟是要糯米，

想吃是要有条件的。因糯米产量低且

成本高，在上世纪计划经济年代还要

配给。其次，吃蛋也与端午有关；原

本为祭祀，后来扩大是因为端午增加

了纪念的成分。说到这里，我们在纪

念屈原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这民俗节

日的另一预防疾病的主题。

柏拉图把节日称作为“喘息的时

刻”，古希腊人认为过节的本质就是

欢乐。喘息也好，欢乐也罢，吃不好

是歇不好也乐不起来的。尤其在食物

匮乏的年代里，平时可以吃得少或是

没得吃，但在节日里则万万不行。正

如有个老外所说，“在节庆时，平常

日子得不到的东西或无法做的事情，

都可以达成心愿。”端午佳节，左手

青粽子，右手白和蛋；两手一起抓，

两手同样硬，生活岂不更美好。

溫州一中學老師高考前自掏腰包

發39個百元紅包
高考前的最后一个下午，瓯海中学高

三（1）班举行了考前激励会。班上39位学

生，安静坐在教室里，等待班主任郑小侠

的讲话。

郑老师特地换上粉红色 T恤，走上讲

台，从包里掏出厚厚一叠红包。他说，每

个学生都有。

“多少钱不重要，但明天我们‘过

节’。我希望大家都能金榜提名。”郑老

师告诉钱江晚报记者，每个红包里装着一

张百元钞，“我希望以此祝愿同学们都能

取得满分，讨个吉利。”

每个红包100元，还是连号的

希望学生们毕业了仍连在一起

今年 40岁的郑老师从教 17年，其中的

13年都带毕业班。在此期间，他总会以自

己的方式鼓励高考生。

这次，他选择在高考前，给每个孩子

发百元祝福红包。每个红包上，都写着他

祝福的话：“让爱我们的人幸福！”这句

话，也是郑老师所带班的班级标语。

为了这次发红包，郑老师特意去银行

兑换了连号的新钞。

激励会上，他跟同学们开玩笑地说，

“我不希望哪个同学把它用来买宵夜。

或许，十年、二十年后，大家再聚到

一起的时候，能想起这件事，把它当作一

个重聚时的话题。”

发红包的这笔钱，都是郑老师自掏腰

包。

“在学生关键的时刻，我觉得应该做

些事情。这是对他们刻苦学习的一种回

报，也是一种爱的传递。”郑老师说。

“用尽毕生文采”的毕业鉴定

高考前一晚交给学生

学院领导告诉钱江晚报记者，郑老师

对学生的爱，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每次高考前，他还会为孩子们准备水果、

零食，为孩子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除了红包，高考前最后一晚，是郑老

师鼓励学生的“重头戏”。

当晚 7点 45分，郑老师给每个学生发

了他手写的毕业鉴定。这是他每年高考前

的“规定动作”。

昨天，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给

每个孩子的毕业鉴定，用尽了我毕生文

采。”

比如，“硬朗、刚毅、英俊的外表背

后，是一位富有集体荣誉感、正义感、做

事极有毅力的优秀青年。”“祥和的微笑

每天挂在她的脸上，仁爱之善流淌在她的

血液中，坚定的信心时时刻刻在她的心

中。”……

郑老师说，他希望在高考时，甚至今

后的挫折中，能想起这些话，勇敢面对挑

战。

高考首日他和学生同步作息

与每个孩子击掌、拥抱

昨天早上6点多，郑老师赶到学校，看

着每个学生走进考场，“哪怕给他们一个

微笑，都是一种激励。”

学生考试时，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这时，他会留心周围的环境，有没有噪

声，会不会有突发状况。

在上午语文考试结束前半个多小时，

郑老师又回到了考场外，等候学生们出来。

很多学生看到郑老师，都会跑过来给

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而郑老师总会用自己

的话鼓励学生：“你今天的状态好极了”、

“记得抬头挺胸走路”……

瓯海中学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住校的，

中午会在寝室里休息。下午2点，郑老师赶

到学生寝室，一间间敲门，让学生们重新

振作精神，迎接下午的考试。

昨天下午数学考试结束前，郑老师特

地换上了一双红色的跑鞋，他说，这么做

是想让学生们感到“喜庆”。

“今年的数学试卷相对偏难一些，有

几个学生走出考场后，显得有些沮丧。”

郑老师和每个孩子击掌，“听说，隔

壁高中的数学老师都疯了，他们说，很少

看到有这么难的数学考卷。”

事后，他悄悄告诉钱江晚报记者，事

实上，他用这样“善意的谎言”，是想让

发挥不好的学生，尽快放下包袱。

昨晚8点半，郑老师还留在教室里。孩

子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和他聊天。他说：

“今晚很关键，我要多陪陪他们。”

衛計委：中國兒童體格發育
平均水平超世衛組織標準

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司司长秦耕今日

介绍，我国7岁以下儿童的体格发育水平较

10年前有不同程度的提高，7岁以下各年龄

组平均水平均己明显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

颁布的儿童生长标准。

国家卫生计生委今日召开例行发布

会，妇幼司司长秦耕介绍了我国第五次儿

童体格发育调查结果的有关内容。

据介绍，1975 年，在原卫生部领导

下，由首都儿科研究所(原中国医学科学院

儿科研究所)牵头，成立了九市儿童体格发

育调查协作组，对北京、哈尔滨、西安等9

个城市及其郊区农村的儿童进行了体格发

育调查。此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定时间、

定地点、定人群的大样本连续性体格发育

专项调查。

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首都儿

科研究所如期开展了第五次儿童体格发育

调查，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

分 22 个月(年)龄组，共调查九市 7 岁以下

健康儿童 161774 人，其中城区 83628 人，

郊区农村 78146 人，男女

各半。

调查结果显示，九市

7 岁以下儿童的体格发育

水平较 10年前有不同程度

的提高。以 5~5.5 岁年龄

组为例， 2015 年男童体

重、身高分别为20.17kg、

113.6cm，较 10 年前分别

增长 0.99kg、1.7cm；女童

体重、身高分别为 19.29kg

、112.5cm，较 10 年前分别增长 0.89kg 和

1.8cm。从体重、身高的增长情况看，城区

3岁以前儿童变化不大，3岁后有不同程度

增长，并且随年龄增长增幅逐渐增大，体重

增长范围为0.05~1.18 kg，身高增长范围为

0.5~1.8cm。

调查还显示，40年间我国儿童体格发

育状况变化显著。 一是九市 7岁以下儿童

体格发育水平显著提高。二是儿童体格发

育水平的增长随着时代变迁呈现出不同的

特点。三是城乡儿童身高体重差别逐渐缩

小。以 4～5 岁年龄组为例，从 1975 年到

2015年，男童身高的城乡差由4.0cm缩小到

0.6cm，女童身高的城乡差由 4.3cm 缩小到

0.4cm。

调查还显示，2015年我国九市城乡7岁

以下各年龄组儿童体格发育平均水平均己

明显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儿童生长

标准。其中，城区儿童体重超出 0.1~1.2kg

，身高超出 0.5~2.1cm。农村儿童体重超出

0.3~0.9kg，身高超出0.3~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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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學花費比去年增加16%

據美國教育部 最新統計，目前全美有84萬
學生不能達到教育部的標準，而這些學生99%都
在營利性大學讀書。本月起，美國教育部正式對
營利性大學嚴加監管，美國營利性大 學或迎來
倒閉潮。業內人士提醒，學生和家長[微博]在選
校時除了遠離“野雞大學”之外，還要謹防掉進

“家雞大學”的陷阱。
美國84萬大學生不達標，99%來自營利性
大學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美教
育部已正式對營利性大學嚴加監管，很多營利
性大學總是對學生畢業後的薪資水平誇下海口
，而令學生貸款背負上大量債務，在畢業後無法
償還。

美國教育部的一系列新規定被稱為“有酬
就業”，要求大學追踪畢業生的債務以及就業情
形，以避免該專業達不到聯邦要求。校方必須提
供專業花費、畢業生就業 後薪資水平以及將負
擔的債務水平等信息，這將令教育部能夠瞭解
到哪些專業會讓學生們“吃不消”：既背負債務，
薪資又少得可憐；也能讓教育部瞭解到哪些專
業“物美價廉”：學費不貴，畢業後又有好的薪資
。

美國教育部部長艾恩‧鄧肯表示，學校必
須證明，一個典型的畢業生每年貸款支付不超
過其 可支配性收入的20%，或者其總收入的8%
。這一新規則可能對營利性大學造成“傾覆式”
影響，據教育部統計，目前全美有約1400個專業
的84萬學生不能 達到教育部的標準。而這些學

生99%都在營利性大學讀書。
達不到教育部要求的院校將面臨兩個選擇

：迅速做出改變避免制裁，或者關門大吉。鄧肯
表示，“這些不怎麼樣的演員(指營利性大學)要
嘛改變經營方式，改變現狀，要嘛就被淘汰。”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在各種類型的大
學中，營利性大學學生貸款違約率高達25%；其
次是公立和非營利性專科學校學生；再次是學
制四年的大學畢業生；醫學、法律院校的畢業生
以及其他高收入專業院校的畢業生違約比例最
低。
營利性大學“吃空餉”套取美國政府助學金
？

CNN指出，美國營利性大學崛起的背後有
一個特殊商業模式的支撑，其90%的盈利都來自
聯邦機構的助學貸款。根據美國聯邦學生貸款
政策，只要是美國永久居民並且沒有教育貸款
違約記錄，就可以獲得聯邦貸款。

據統計，2010年營利性大學從政府處申請
到的助學貸款和助學金已上升到300億美元。可
是諷刺的是：占用了美國1/4聯邦助學資金支持
的營利性大學，每年却只有不到20%的學生完成
學業。即便是順利拿到畢業證的學生在找工作
時也沒有任何優勢，支付了高額的學費卻不能
畢業、不能就業，這導致美國國內不能償還學費
貸款的年輕人越來越多。

外媒分析，不同于布什政府，奧巴馬政府對
營利性大學向來沒有什麼好感。在賓厄姆頓大
學一次演講中，奧巴馬就明確稱這些營利性大

學為“敲詐者”，其教育部長更是強硬地要求對
營利性大學出臺更為激進的監管措施。而在今
年1月的白宮高等教育峰會上，更是沒有一家營
利性大學收到赴會邀請。
業內人士：高價留學[微博]換來“家雞”文憑
不值

“營利性學校一直因教學內容、質量和成本
飽受批評。許多教育官員和政客認為這是對學
歷教育的褻瀆，人們質疑缺少人文教育的畢業
生是否真正符合企業所 需。”留學業內人士老查
分析，所謂營利性大學，泛指獲得該國政府或教
育部認可、以營利為導向的教育機構；或由財團
所創辦以營利為主的私立學校。簡單地說，美國
的營利性大學是公司，主要由投資人運營，全部
是私立性質，辦學的目的是為營利。他表示：“到
這類大學讀書，基本上是花錢買文憑，買比‘野
雞’好點的‘家雞’文憑。”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留學業內人士介紹，
很多國內中介都和國外排名靠後的私立大學建
立了合作關係，這一關係是以招收學 生返傭金
來建立的。通常，學校排名越靠後，返點會越高。

“中介對內宣稱百分之百可以留學美國且就業
率高、未來前景好等來吸引學生報名，報名交保
證金之後，中介會通過拖延時間等各種手段，強
迫學生報美國排名靠後的私立大學，否則不退
款。這樣的模式下，很多學生雖然不情願，但也
無可奈何。”該業內人士說。

眾所周知，美國的私立大學學費昂貴，舉例
而言，康涅狄格學院、紐約州的聯合學院、緬因

州的科爾比學院每年的學費都超過5萬美
元，按照四年來算，再加上生活費，一個普
通家庭如果選擇了排名靠後的私立大學，
四年需要25萬美元的開支，這可不是一筆
小數字。

業內人士表示，在美國，很多學生上大
學都會選擇貸款，以减輕自身負擔。但是，
從沒有競爭力的私立學校畢業的學生，很
難找到有競爭力的工作，這讓學生的現金
流很緊張，自然沒有多餘的錢還貸款，所以

違約率很難降下來。
“公立大學相對私立大學學費要少很多，所

以學生畢業之後償還起來相對容易一些。而動
輒5-6位數的貸款，則會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甚
至是為了還貸款而不得 不放弃長期的打算，轉
而去謀求短期利益。為了高額的回報，有些學生
甚至會鋌而走險，比如前些日子的替考事件等
現象的發生。”

業內人士認為，這次美國教育部的“有酬就
業”的改革，促進了行業的改變與學校的洗牌，
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將出現改觀，充分競爭的
市場將會促進教育格局的變化，相信這樣的亂
象 一 定 不 會 持
續太久。

業 內 人 士
特 別 提 醒 家 長
和學生，在選擇
美 國 院 校 的 時
候，除了詳細比
對 我 國 教 育 部
前 不 久 公 布 的
美 國 野 雞 大 學
名單外，還需時
刻 更 新 美 國 教
育部門的信息，
謹 防 掉 進 不 符
合 招 生 標 準 的
學校陷阱。

根據「美國學 生貸款市場協會」（Sallie
Mae）年度報告，美國學生上大學的花費，
2014-15年度，比上一個年度增加百分之16。
報告稱，在 2014-15 年度學生平均一年費用
為 24,164元，比起上一個年度的20,882元，這
是首次連續五年家庭負擔子女上大學的花費

年年增加。
大學成本上升肯定是成本增加的一個因素;

但是，那不是完整的原因，因為大學學費只是平均
上漲百分之2。「美國學生貸款市場協會」對1，600名
參加問卷的人調查發現，所謂上大學成本增加，包括
學費以外的開銷，交通、住宿等。

家長可能是覺得自己有能力負擔得多些，而作出費
用增加的估計。比起上一個年度，今年家長比較少反映
他們的問題，譬如他們擔心可能會失去工作（今年是百

分之17，上一年度是百分之23），擔心他們所擁有的自住
房屋貶值（今出是百分之6，去年為百分之12）。今年學生
家長對他們兒女未來的就業比較樂觀，今年只有百分之
13表示擔心，去年則是有百分之27擔心兒女的前途。

今年家長以所得和儲蓄支付兒女學費，占三分之一
的份量，這是自從2010年以來家長承擔的比重首度超過
獎助學金，成為兒女上大學最主要財源。

根據報告，兒女也能分擔更多上大學的費用。近四
分之三的大學生至少做半工，以協助支付他們上大學的
費用。今年學生以賺來工資和他們的儲蓄支付部份上學
費用達百分之11，比去年的百分之5，增加不止一倍。

對高所得家庭調查顯示，兒女大學費用百分之45來
自父母的所得和儲蓄，使這些高所得家庭子女大多數不
必靠學生貸款來支付費用。

高所得家庭多數自掏腰包支
付兒女上學費用，主要是他們有
能力負擔，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所
得較高，兒女無法申請獎助
學金，所以多數要自己「買
單」。

低收入家庭所得有限
，而且缺乏儲蓄，不可能有
財力縮小與富裕家庭承擔兒
女學費差距。因此，更多低收入家庭子
女要靠學生貸款來支付上大學的費用。
而學生貸款往往成為年輕人踏出校門之後，不
易清償的一筆負債，讓他們起步維艱，接著在社會購屋、
結婚等，都會受到影響。

留學需防“野雞大學”
政府嚴管營利性大學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60606C 簡
B5中美教育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營業六天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營業時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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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故事：全國卷作文題原型
來自蕪湖漫畫家

6月 7日上午，随着 2016年高考语文科目开考，作文

再一次成为热点话题。今年安徽是从安徽卷改用全国卷的

第一年，没想到今年的语文全国卷的作文题目也有安徽元

素。四格漫画《奖惩之后》在引起热议的同时，署名为

“据夏明作品改动”，记者昨日从芜湖获悉，该漫画是根

据芜湖籍漫画家夏明的作品改编，记者昨日与他取得了联

系，听他说说高考作文背后的故事。夏明《奖罚分明》漫

画原作据夏明作品改动的出题漫画

漫画入选作文题后电话被打爆

今年54岁的夏明是芜湖一家企业的技术人员，任职人

力资源部，而他还有一个身份却鲜为人知，漫画家。据夏

明介绍，最近单位事情比较多，忙碌的他对今年的高考并

不关心，但是昨天中午夏明却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同事打

电话告诉他，同事孩子今年参加高考，而作文题目的四格

漫画，署名为“据夏明作品改动”，而当他上网搜索后，

确定这幅漫画是自己多年前的作品。

从当天下午开始，夏明的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许多

媒体与其联系采访，记者多次拨打夏明的电话，也是一直

处于忙音状态，当记者终于联系上他时，他的声音已经开

始沙哑了。

创作漫画是为了传递教育观念

对于这幅漫画的创作初衷，夏明介绍，当时他跟同事

闲聊孩子的教育问题，后来萌发了创作这幅漫画的念头，

出发点是引导家长和学生正确看待分数和得失，不要一味

追求分数，同时，家长也要有正确的教育方式。

事后，有细心的网友找到夏明创作的这幅漫画原作，

据介绍，该漫画原名为《奖罚分明》，创作于2003年，并

非四格漫画，而是一名学生左手拿着一张 100分的试卷，

左脸颊上有一个红红的唇印，右手拿着一张50分的试卷，

右脸颊上有一个黑黑的巴掌印。

这次夏明的漫画成为高考作文题的原型，他有没有什

么想对考生说的？夏明告诉记者，想对那些考生说，祝愿

他们都能考一个满意的好成绩。

创作漫画3000多幅 曾获全国金奖

据了解，夏明出生于宣城广德，上世纪80年代来到芜

湖工作，差不多从工作开始，他就喜欢上了漫画创作。据

他自己初步统计，在过去30年里，他差不多画了3000多幅

漫画，不少作品都在报刊发表。

记者通过搜索得知，夏明作品颇多，先后被《人民

日报》及其子报《讽刺与幽默》、《解放军报》、《检

察日报》、《幽默与笑话》、《法制日报》、《漫画大

王》、《中国漫画》、《深圳特区报》等报刊发表，在

全国漫画家也小有名气，作品还入选《漫画千家集》。

他还曾在国内各种漫画大赛中获奖 20余次并有作品入选

国际漫画赛事，其中《亲人相见分外眼红》入选全国首

届打击传销规范直销漫画大奖赛优胜奖名单，在首届

“天地之中杯”全国漫画大赛中，他的作品《收礼》荣

获了廉政组金奖。

夏明的漫画题材涉及政治、教育、经济、体育等领域，

既有讽刺的，也有幽默的。夏明表示，“我觉得漫画的

最大责任，是应该向社会传递正能量。通过夸张和诙谐

的表现手法，抨击假丑恶，弘扬真善美”。据网友评析，

他的漫画作品关注社会热点较多，并且颇具批判性和

趣味性。

專家：美國與中國教育的差距
始於高中

美国的中小学[微博]教育，尤其是公

立中小学教育，跟中国相比，其实并不怎

样：同一个年级比较，中国学生的基础知

识和解题能力平均来说明显比美国学生好

很多。斯坦福大学博士曾经做过一个对比

研究，发现 23名随机调查的美国小学教

师，只有 9 个人正确做出 14 除以 2 的答

案；而 72 名中国小学教师，全部都做

对。另外，对于“除以二分之一”的数学

概念，没有任何一个参与研究的美国小学

教师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所有的中国小

学教师都正确答对。教师如此，学生的水

平可想而知。

于是，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美

国的中小学教育那么糟糕，为什么美国的

大学那么牛？为什么美国无论是科技还是

人文的创新，都远远把中国甩到后面？为

什么美国基本垄断每年的诺贝尔奖？

答案其实只有一句话：美国人相信

“不落后于终点”，中国人相信“不落后

于起点”。美国人基本不怎么管学生的初

中和小学教育，中国人拼命拔苗助长，结

果在学前班、小学、初中教了很多学生接

受不了的东西，学生长大全忘了。

美国与中国教育的差距，始于高中。

1、学制上有差距：大部分美国高中

阶段是9-12年级，有四年的时间学习。中

国的高中阶段其实只有两年，第三年要准

备高考[微博]，基本就没多少机会学新知

识了。

2、课程上有差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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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一个美国高中，

都能开出上百门的课，跟一所小型大学差

不多，这点中国大部分高中都无法相比。

3、教师的水平有差距：美国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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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博士学位的也不少。美国的教师执照课程

跟中国不一样。中国读师范毕业，四年本

科，能考到教师证书就能当老师。但是，

美国人要当教师，无论拥有何种学位，一

律要读两年的教师执照课程。要考进去读，

读完还得考出来。假如是本科生，读完四

年师范，还得再读两年执照课程才能当老

师，比中国民教育师多受两年训练。同时，

因为美国的大学普遍比中国的大学牛，因

此，美国的正规大学出来的博士硕士的水

平当然也比中国高，何况在中国，博士会

去中学教书的，凤毛麟角，因此，在教师

水平上，中国就落后一截了。

4、科目的程度有差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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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中基本是不会开

大学程度的课的。

5、美国有重点高中，甚至有“全国

重点高中”：按照成绩高低，甚至根据入

学成绩高低来录取学生；在每一所高中里

面，美国是按照学生的程度来分班，有专

门给能力最高的学生读的“荣誉”班(hon-

orsclass)，天才学生读的“大学预修班”

(AP class)，有全球承认的“国际班”(IB-

class)等等。这跟中国取消“重点中学”，

不按照学生的程度分班教学，全部混合在

一起教的错误做法，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6、美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医院、

政府机构、商业机构，都有专门的部门，

负责协调高中生的课外社会实践和科研

活动。因此，美国的高中生可以到大学

上课，拿大学的学分；可以到科研机构，

跟科学家一起做研究；可以到各级政府

机构去当官员的助理、议员的秘书、民

选官员的竞选团队义工；在教育董事

会，州或者县市的教育局的决策机构里

面，也有学生委员，可以参与公立教育

的最高决策。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不

可想象的：中国有哪一位省长或者市长

可以让一个高中生当办公室秘书？中国

有哪一家科研机构可以让高中生参与一

个项目的研究？

7、因为美国的高中可以开出很多高

程度的课程，而且很多是得到资金雄厚的

科研机构、政府机构或者商业机构支持的，

因此，美国高中的配置跟设备，很可能是

连中国的大学都望尘莫及的。比如我们学

校的生物技术课的设备，学生们可以检测

市场上有哪些食物是用转基因生物做原料

的。我的学生就成功的在一包中国出产的，

声称不用转基因大豆生产的零食豆干中发

现了专门用于转基因的基因表达的启动

子，从而证明了这包豆干所用的大豆是转

基因的。这样的实验，在中国的大学都未

必能做，更不要说高中了。

从上面的比较，我们就已经可以知

道，中国跟美国在教育上的差距，始于

高中，到了大学，更加大踏步拉开距离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诺贝尔

奖得主那么多，为什么美国是世界科技

龙头，为什么美国那么发达。从高中开

始，美国人就已经远远领先中国人，因

为美国人相信：笑到最后的人，才会一

马领先过终点。

陳晚：為什么說中國學校
無法復制美國教育？

尽管有大量的文

章和书籍在介绍美国

教育，也有相当一部

份的学者和普通家长

在中美教育之间做着

对比。无论大家如何

努力，悲观地说，这

一切的对比和思考基

本都属于纸上谈兵。

不可置辩的事实是，中国根本就无法复制美国教育。为什

么我会这么说呢？有句话说得好，事实胜于雄辩，我用几

个简单的事实来说明一下这个命题。

比如说，我们都觉得美国中小学课堂教学灵活，而中

国课堂相对死板。美国学校的灵活教学，和美国学校的课

堂设置大有关系。在美国中小学，每个班级的人数大约是

25名左右，而中国学校的班级人数是多少？大概是美国课

堂人数的两倍吧。美国课堂学生少，老师就有可能和学生

有更多的机会互动，课堂教学也就相应地灵活起来了。而

在中国，你让一个老师对付 50多个学生，如果中国老师

想和全班同学互动，一节课就那么点儿时间，一旦互动起

来，估计老师就没什么时间讲课了。中国学校的课堂设置，

决定了中国中小学的教学只能是填鸭式的，美国学校的灵

活教学法，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

又比如说，美国中小学没有固定的教材和课本，美国

老师布置的作业，经常要求学生去图书馆借书找资料。美

国学校对教材的大撒把，和形形色色的美国图书馆有关。

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的统计，全美约有各类图书馆 12万

个，平均每2500人就有一个图书馆。其中公共图书馆8956

个、大学图书馆 3793个、学校图书馆 98460个、特别图书

馆7616个（包括公司、医学、宗教、法律、财经等图书馆）、

军事图书馆265个、政府图书馆1006个。

在美国，各类图书馆就是美国学生读不完的教材和百

科全书。即使美国老师不用统一的教材，美国学生也可以

在图书馆找到答案。请记住这个数据吧：平均每2500个美

国人就有一个图书馆。这个数据，在中国无异于天方夜

谭。中国社区图书馆的不普及，藏书有限的中小学图书馆

又不能为所有的学生提供需要阅读的书籍，这就决定了中

国学校必须要有统一的教材。

再比如说，美国孩子普遍喜欢运动，而中国孩子的

课外运动时间却很有限。中美学生之间在运动方面的不

同，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

一· 和美国的小学生和初中生相比，中国孩子的作业

量大，这就决定了中国孩子在课余时间的主要任务是应付

作业，换句话说，中国孩子没时间搞什么课外运动。

二· 再换个角度说，美国孩子爱运动，这和美国社区

公园的设置有关。在美国，公园不仅仅是消遣散步和看花

弄草的地方，至少在我们这里吧，一年四季，社区公园都

有为孩子们安排的各种课外体育活动。

比如我的孩子们就在社区公园学过打网球，学过划

船，学过踢足球。这种社区公园的课外活动，离家近，学

费低廉(居民纳税的结果)，注册方便。社区公园的各种体

育活动，一年四季都有专门的活动预告和介绍。在报名前

后，课外活动的小册子会及时寄到每个居民的家中，供家

长和孩子们选择之用。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社区公园，

并不是美国大城市的专利。在我们居住的小镇，孩子们就

能享受到社区公园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在中国，能有多

少这样的公园可以为孩子们提供这种离家近价格低廉的运

动场所呢？

又比如说，美国孩子的道德教育可以通过校外活动来

完成。教堂，童子军，女童军，都可以向美国孩子灌输各

种优秀的为人品质。即使美国学校不上政治课，不学白宫

文件，美国孩子也会在校外的各种活动中得到人生的指

导。宽容，诚实，有爱心，尊敬并服从父母，这些品质是

教堂的宗教教育中经常讲述的内容。吃苦耐劳，对人有礼

貌，助人为乐，善于和他人合作等等，是童子军和女童军

需要习练的本领。美国孩子在这样的校外德育教育中，通

过日复一日的熏陶，至少会达到聊胜于无的效果。众所周

知，宗教和男女童军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市场，美国课外教

育中的这部分，中国完全不能复制。

通过这些简单的对比，我们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

在德智体几方面的训练，中美孩子经历的过程都不一样。

中美教育的不同方式和结果，造就了外在和内心都不一样

的孩子。比如某些中国孩子从小就知道长大以后挣大钱买

豪宅，而某些美国孩子从小就希望长大以后去非洲帮助难民。

美国孩子运动时间多，性格开朗，也爱笑。而中国孩

子在大量作业的压力下，内心紧张，难展笑容。在不同的

教育体制下，中美孩子的世界观也不一样，他们对待生活

的态度也就相应地有所不同了。比如几乎没有哪个美国孩

子会因为没考上好大学而选择自杀，即使是社区大学里的

美国大学生，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卑。

诸如此类的例子说明，中国学校根本就无法复制美国

教育，我们也就不能期待在中国的大地上把中国孩子改造

成美国孩子的模样。和美国教育有关的所有信息，只能供

中国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参考。教育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

境，只要社会环境不变，中国的教育就很难有什么突破性

的改变。立足本国，借鉴美国教育中的积极因素，才是比

较现实的做法. 让中国学校复制美国教育，只是个完全不

可能的梦想。

走進教室的“麻將牌”：
校長讓學生搓“英語麻將”
距离2016年中考不到半个月，成都市

机投中学初三的一间教室内，传来阵阵麻

将洗牌的声音。学生们每四人围成一桌，

摸牌、打出，熟练而自然。

与普通麻将牌不一样的是，这些初三

学生手中的牌面上，印着一个英文字母。

在“打法”上，需要接住上家打出的牌，

与自己手中牌面上的字母组合成英语单

词，单词越长，得分越高。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英语麻

将”的发明者，成都市机投中学校长田精

耘反复强调，这套麻将牌是“教具”，而

非娱乐工具，将其引入校园的目的，则是

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田精耘的“发明”，得到了当地教育

主管部门的认可。“英语麻将”在五月底

走进教室的时候，也入选了由中国教育科

学院组织的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初中学生社

会实践成果展示活动。

成都市机投中学官网显示，学校创建

于1969年，是直属武侯区教育局管理的一

所全日制公办中学。目前，学校有在编教

师92名，30个教学班，学生1300余人。

走进教室的“麻将牌”

近日，一张中学生在教室内打麻将的

照片在网络流传。照片中，身着校服的学

生四人一组，围在麻将桌旁，表情专注，

又显得轻松。

教室里的学生，来自成都市机投中学

初三毕业班，而他们手中的麻将牌，被称

为“英语麻将”。

如果仔细观察桌上的麻将牌，会发现

些许异样。在学生所使用的麻将牌面上，

并没有筒、条等花色，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大大的英文字母，字母上标着的数字，是

该字母在字母表上的排序。

在打法上，“英语麻将”有点类似成

都麻将中的“血战到底”。摸足十三张牌

后，上家先出一张牌，下家接过牌后，与

自己手中牌面上的字母进行随机组合，拼

成英语单词。如果下家无法拼出，则再传

给下面一家，一直到上家的牌都打完。在

计分时，拼出英语单词最多，单词最长的

一方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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