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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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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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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個合資格的定存或貨幣市場帳戶及每個家庭僅限獲一份鍍金金雞擺設。不可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有其他條件限制。請向金融服務代表查詢詳情。禮品將於開立帳戶當日贈送。獲贈禮品之價值會在開戶後的首年視為收入課稅，客戶需要作出申報。本行將核發列明禮品價值(含稅) 的1099-INT表。
禮品圖片僅供參考，並非100%代表實際的禮品。禮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2. 優惠年利率(Annual Percentage Yield - APY)適用於在優惠期內以新資金開立並符合上述年期的個人或商業定存帳戶。開戶金額不可轉帳自現有的國泰銀行帳戶。上述的年利率自1/17/2017起生效，國泰銀行保留更改利
率權利。獲享優惠年利率，定存帳戶的最低結餘須為上述所定的開戶金額。於優惠期間續期的存款，只需存入最少$30,000新資金至該續期存款可獲享優惠。其他優惠利率不適用於此優惠。提前取款將會或可能會被收取罰款。費用會影響帳戶收益。3. 優惠年利率適用於在優惠期內以新資金於開設的個
人精簡貨幣市場帳戶或商業貨幣市場帳戶，上述年利率保證至2017年8月18日 (需符合最低結餘要求)，之後帳戶將轉為精簡貨幣市場帳戶的標準存款級別，並享受相關年利率。4. 您必須維持列明的每日結餘以獲享0.60%年利率，如每日餘額低於$ 25,000或超過$ 99,999.99，APY將低於0.60％， 
並會根據帳戶當日餘額層級轉換為相應的年利率。現在個人精簡貨幣市場帳戶的存款級別及年利率：$9,999.99或以下，年利率為0.10%；$10,000 － $24,999.99，年利率為0.15%; $25,000 － $49,999.99，年利率為0.20%；$50,000 － $99,999.99，年利率為0.25%；$100,000 - 
$299,999.99，年利率為0.30%；$300,000 - $499,999.99，年利率為0.30%；$500,000 - $999,999.99，年利率為0.35%；$1,000,000 - $2,999,999.99,年利率為0.45%; $3,000,000 或以上，年利率為0.45%。上述的年利率自01/04/2017起生效，國泰銀行保留更改利率權利。若在賬單
週期內的任何一天精簡貨幣市場帳戶存款額少於$5,000，國泰銀行會在該帳單上收取$10.00每月維持費用。請向我們查詢商業貨幣市場帳戶現在的存款級別及年利率。若在賬單週期內的任何一天商業貨幣市場帳戶存款額少於$10,000，國泰銀行會在該帳單上收取$12.00每月維持費用。此帳戶有轉
帳限制。每月可有六次以支票丶預先授權或自動轉帳丶匯票丶銷售點支票卡丶電話和/或網上銀行提款/轉帳。超過六次限額後，每一次交易將收取超額提款費$10.00。5. 利率及年利率隨每日帳戶結存調整。與結存等級相應利率之利息於結算日全額支付。利率及年利率可能會於開戶後更改，我們有酌情
權決定有關更改並不作另行通知。費用會減少帳戶所得。
國泰銀行保留隨時終止此優惠的權利。

貨幣市場帳戶為利率隨存額調動5的儲蓄帳戶，帳戶結餘越高，所賺取的利率越高。

 現開設符合下列條件的帳戶，可獲贈鍍金金雞擺設一座1

及享受優惠年利率

*  個人或商業定存帳戶 2

  開戶金額 12 個月 18 個月 24 個月

  $30,000 - $99,999.99 0.80% APY 1.00% APY 1.21% APY
  或

* 	貨幣市場帳戶

您需維持之貨幣市場帳戶	
每日結餘4	

$25,000 - $99,999.99 之間
重要事項︰若每日餘額低於
$ 25,000或超過$ 99,999.99， 
APY將低於0.60%，並會根據
帳戶當日餘額層級轉換為相
應的年利率。

優惠年利率保證至
2017年8月18日3,4

0.60% APY

開戶金額

$25,000-
$99,999.99

優惠期間﹕2017年1月17日至2月17日止

請參閱下列重要資訊

			
	

新年快樂

1-800-9CATHAY
1-800-922-8429
www.cathaybank.com

請即親臨分行查詢
如何獲贈雞年開運
陶瓷錢筒。



B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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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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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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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天地

近日，网络曝出云南丽江连续发生

“游客被打”事件，引发社会公众对丽

江旅游安全秩序的担忧。“游客被打”

事件为何会接连发生？是什么原因造成

“游客被打”？当地旅游监管部门针对

问题采取了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记者

对此进行了调查。

打人方：认错并公开道歉

“不想再理会这件事情了。”这次

丽江“游客被打事件”中的被打游客赵

某，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

相关部门强化监管，呼吁游客提高自我

保护意识，同时他建议不要因此误读丽

江。

2月4日，赵某发微博称，自己一

家8人到云南丽江古城一家饭店吃饭，

因催着上菜被辱骂，双方发生争执，后

被饭店人员追打、尾随。丽江古城警方

5日通报证实此事，并对打人者文某等

5人处以行政拘留和罚款。

6日，饭店店主曾女士在网络公开

发文致歉，讲述事件经过。她称“事出

有因”：被打游客赵某谩骂老人并摔碗

在先，态度蛮横且拒绝道歉。事发当天

的监控视频随即传出。从视频中可以看

到，一男子随手摔了服务员刚端上桌的

一碗豆浆。曾女士指出，摔碗者就是赵

某。

曾女士发文称，当天上午10时左

右，游客赵某一行八人，第三次来到饭

庄就餐。因一碗豆浆上迟了，冲着曾女

士的母亲大吼，老人解释之后，赵某依

然大喊大叫

。待豆浆上

桌之后，赵

某一手将碗

摔在地上。

曾女士上前

与之理论，

赵某依然骂

骂咧咧。

随后，

曾女士联系

男子文某前

来协助处理

，文某到来

之后双方僵

持不下。赵某报警，经警方协调后，赵

某一行人离开饭店。行至一巷子口时，

文某伙同若干人对赵某实施殴打。随即

，警察返回现场，将动手的人一一抓捕

。经丽江市古城区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赵某为轻微伤。

丽江市古城区警方7日证实，网上

所传视频属实。曾女士告诉记者，网络

公开文章确实为自己所写，己方打了人

，为此深感抱歉，甘愿受罚。“希望各

界人士理性对待此事，不要放大偶然事

件，少一点网络暴力，多一点理解与尊

重。”曾女士说。

网友：必须加强监管

近期，丽江接连曝出两起游客被打

事件。记者梳理发现，不少网友因此质

疑丽江旅游安全，也表达了担忧。网友

“大福”表示：“想去又却步，愿云南

山水常青。”网友“沧桑的世界点着灯

”则说：“对监管不力的要撤职，对野

蛮无理的要严惩，不要让一些人的不文

明行为糟蹋了天然的美景。”

随着事件调查结果的公布，更多网

友的观点更趋理性客观。网友“云霏烟

雨”表示：“去过云南三次，春节刚去

过，感觉民风不错，遇到的店家都很好

。其实此类纠纷在很多地方也有，俗话

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不应该刻意放

大。”

作为一名去过云南昆明、大理、

丽江、西双版纳旅游的游客，张诗祎

认为，出去旅游享受一方风土人情、

玩得开心才是重点，游客有时也需要

学会入乡随俗。一方面，当地应该提

高旅游接待水平，以热情好客的姿态

去迎接游客；另一方面，热门旅游区

游客多，服务质量有时跟不上，游客

也需要理解和包容。

针对网上质疑云南旅游安全的一些

声音，云南人张极坦言，有关部门必须

采取积极措施整治旅游乱象。

专家：理性看待事件

针对丽江连续曝出“游客被打”事

件，丽江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丽江旅游环境整体上是安全的，

发生游客被打事件属偶发，希望广大网

友不要偏听偏信，理性客观看待事件本

身。

该负责人表示，针对丽江旅游发展

薄弱环节以及不规范问题，丽江市已经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出台了《丽江

市深入开展旅游行业整治规范旅游市场

秩序工作方案》，集中整顿包括不合理

低价游、欺客宰客等不规范现象，集中

查处一批典型案件，深化行业协会改革

，加强行业自律，深化执法体制改革，

加强综合监管。

而对于“丽江接连曝出旅游乱象”

的问题，不少专家建议，规范丽江旅游

秩序刻不容缓，需要出实招。

云南纳西学研究会会长杨福泉认

为，连续发生在丽江的两次游客被

打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丽江

旅游秩序急需进一步规范，旅游监

管等相关部门需要完善应对机制，

及时公布事件真相，回应社会公众

关切。

杨福泉建议，相关部门应该深刻反

思，吸取教训，集中整治，加强监管，

规范旅游秩序，保障游客人身安全，加

强游客安全教育，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

生，一定要为广大游客提供安全、文明

、舒心的旅游环境。

同时，杨福泉也表示：“广大游客

也需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更要提高自

身文明素养，遵守旅游法规，对自身言

行负责，做文明游客。

雲南麗江再曝
“遊客被打”事件調查

涉案饭店

“砰！砰！砰!”当三名男子抡木

棍打砸一辆轿车时，被困在车上的男

子掏出手枪开了枪！这惊险的一幕，

发生在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2月6

日，沈阳晚报、沈阳网记者从浑南警

方获悉，警方打掉了这个涉枪犯罪团

伙，缴获仿六四手枪1支，发令枪2

支，火柴枪1支。

冰雪大世界响起枪声

1月5日中午，市民郑义到棋盘山

冰雪大世界玩时，看到在一冰上项目

场地前面，有三名男子抡木棍打砸一

辆轿车。郑义说，对方打砸车辆时，

车上男子掏出一把手枪，接连开了三

枪。不一会儿，旁边一冰上项目场地

里又冲过来几名男子，有拿木棍的，

有拿刀的，双方混战在一起。

郑义拨打了报警电话。浑南警方

赶来时混战双方已经离开。经调查了

解，最先动手这方有三人受伤住院。

随即，民警赶到医院找到了受伤方，

证实确实枪响了。

民警追查缴获四支枪

1月11日18时许，民警将参与打

架的王某、肖某、宁某、范某某等4

人抓捕归案。经突审，王某交代案发

当天所使用枪支为发令枪。随后，民

警从王某办公室里搜出2支发令枪、1

支火柴枪。

随后，王某交代还藏有一把仿六

四手枪。1月12日，民警在沈阳某医

院将王某女友邹某抓获，并在邹某车

库里将仿六四手枪缴获。

对于枪支来源，王某称是从某人

手中购买来的。民警一路追查，发现

这名男子已经因病不在人世了。目前

，警方仍对枪支来源进行深入调查。

同行竞争起纠纷引发混战

经多方调查，警方揭开了双方混

战的内幕。李某在棋盘山冰雪大世界

经营冰上项目，与其相邻的是王某经

营的冰上项目。在日常经营过程中，

双方多次发生过矛盾，积怨很深。

案发当天，王某驾车经过李某经

营冰上项目门前，车陷在了冰雪里。

李某出来和王某理论时，双方发生口

角，李某带人一气之下将王某的车给

砸了。看到自己的车被砸，王某冲了

过来将李某等3人打伤了。

目前，王某、邹某因涉嫌非法持

有枪支罪被依法刑事拘留。而参与混

战的肖某、宁某和范某某等犯罪嫌疑

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已被浑南警方刑

事拘留。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

之中。

沈陽1月初發生
持刀槍鬥毆事件
警方繳獲4支自制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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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试看，说不定你能拿到护照”。在1985年

，澳大利亚人Ken Morley这样鼓励一位从来没有出过

国的中国少年，并邀请他前往澳洲旅行。

这位曾被鼓励的少年是马云。35年之后，他再一

次来到Ken Morley的家乡。2月3日，马云在纽卡斯

尔大学向现场的师生们首次讲述这段往事：“那次澳

大利亚之旅真正的改变了我”；“纽卡斯尔那29天

，在我的生命中至关重要。没有那29天，我永远也

不会像今天这样思考”。

被改变的“思考”，是马云回到纽卡斯尔成立

Ma－Morley奖学金的原因。2月3日，澳大利亚纽卡

斯尔大学宣布，马云通过马云公益基金，拿出2000

万美元设立奖学金计划。这是纽卡斯尔大学有史以来

收到的最大规模捐赠。马云说，这项奖学金将用于

“支持那些想自己看看这个世界，经历它、用自己的

脑袋思考它的人们。”

当年向马云发出邀请的Ken已于2004年去世，他

的儿子，也是少年马云的笔友David代表Morley一家

发言致谢：“如果我父亲仍在世，看到马云为纽卡斯

尔大学捐赠，致力于开创一个可持续的未来，他应该

会非常骄傲和感动。”

正是David在杭州西湖畔偶遇马云，开启了这段

延续至今的情义。1980年，Morley一家来华旅游，结

识了16岁的马云。此后他们保持通信，Ken则在每次

回信中为马云细心的修改英文。Ken专门提醒马云

“来信把行距留大点”，他好写下修改意见。

马云将Ken视为曾为他开启世界之窗的导师，他

向纽卡斯尔大学的师生们回忆说：“每一次我们相遇

，我们都会辩论很多事物。Ken会说：Jack，你在瞎

扯！他知道我说话的方式，知道我干起来会很不一样

，他总是用他极大的好奇心与善意支持我”。

Ken没有上过大学，但经常与马云谈起纽卡斯尔

大学。Ken也曾经为在杭州师范学院读书的马云提供

支持，他每隔6个月给马云寄一张支票，两年多时间

里总共寄了大概两百澳元。

如今，马云以2000万美元的奖学金计划回报Ken

曾经给予他的指导和支持，他说：“不知道什么原因

，如果我足够幸运，能够成功，我总想我要为纽卡斯

尔大学做点事情，因为这是Ken经常提到的一所大学

”。马云说，他一直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像Ken那样

的人，帮助和支持自己根本不认识、只是在街上遇到

的年轻人。

Ma－Morley奖学金首轮将提供30个名额，其中

20个名额资助学生修读学位期间所需费用；10个一

次性奖学金名额资助学生参与教育交流、实习或海外

体验计划。申请详情将于2017年中期公布，申请对

象为于2018年开始修读学位的纽卡斯尔大学学生；

该计划到第三年将进入全面运作阶段，将每年资助90

名学生。

马云将每5年亲自审核奖学计划，但他对现场的

师生们说：“拿到奖学金的学生，不是我和Morley的

大使。我们更希望他们成为宣扬勇气、责任和智慧的

大使。”马云将这个奖学金定义为聚焦未来的计划，

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出大学与自己的国家——就像少年

马云一样，去世界各地看看，并通过这些经历拥有更

宽广的国际视野。

在这次由回忆贯穿的讲话中，马云始终提到Ken

对他的支持和启发，与Morley一家给他带来的改变。

延续40年的情义是今天发生在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

学这一幕的起源，而这份情义也将由Ma－Morley奖

学金帮助的年轻人们延续下去。

就像纽卡斯尔大学校长麦克米伦在现场致辞中所

说：今天所宣布的，是关于家庭、关于友情的故事。

这是一个多么引人入胜的故事，它让我们知道，一个

简单的善举，可以延续几十年成为历久弥新的友谊。

當年他給馬雲200元
今天馬雲2000萬
獎學金報恩

国民党差一点就跑掉了，白崇禧坐着军舰

带着一批征集来的船，在钦州湾等着接部队上

海南，打算建立第三个中国。我们师昼夜连续

行军，人休息路不休息，前面的部队走累了靠

边儿，后面的部队继续向前走。这样提前15分

钟在钦州湾那个角上把他们给堵住了。差了15

分钟就让他们跑了。

陈知建说，陈赓和林彪之间在大战略上的

争论有三次。

第一次争论是辽沈战役基本结束的时候，

1948年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转入长达半年

的休整，当时逐鹿中原的三支大军与国民党部

队杀得难解难分，陈赓一看东野休整那么久，

一纸电报发给毛泽东，全国是一盘棋，不能我

们这儿打某些地方不打。“我爸要和他们一起

上书他们不敢。给主席上书，叫林彪赶紧进关

。林彪回了个电报说：全军皆无雨具、粮草，

以此作为不进关的理由。可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什么时候有雨具了？我们没有雨具，没有空

中优势、火力优势，不还是照样打吗？毛主席

把这个电报转给了全军看。”

第二次是越级指挥问题。“林彪好作指示

，常打乱别人指挥程序。他身为一个野战军的

司令员，指挥我父亲的四兵团要直接指挥到师

。父亲很反对，没有给他该师的密码和联络文

件，让他指挥不了。野战军指挥到军是正常的

，指挥到师还要我父亲干吗？这个越级指挥，

或说超越指挥的问题是军事学术上一个持续了

多年的争论。”

第三次争论是两广战役。10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广东战役开始。10月2

日，陈赓挥师南下，接连突破乐昌、仁化、曲

江、英德、花县、增城，广州守敌纷纷逃跑。

10月14日晚，李宗仁逃走。15日，广州解放。

同时，衡宝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林彪

鉴于中路大军已抓住桂系主力的4个师，认为

白崇禧必然要率部北返援救，这将是聚歼白崇

禧部于湘桂边境的大好时机。于是林彪想改变

广东战役计划，调陈赓兵团进入广西，参加围

歼白崇禧集团的作战。

11日，他以四野前委的名义致电军委：欲

歼白崇禧，我方兵力须绝对优势。所以，为了

广东之敌退不回广西，我应暂不继续进攻广东

，而以广东的大城市与重要地区作为吸引广东

之敌的工具；同时能使我集中更优势的兵力与

广西之敌作战，首先达到歼灭广西之敌，然后

在军政配合下，以四野部队解决广东之敌。

但事实上，这是林彪错误的估计。白崇禧

的确曾一度想率主力回援被围的4个师，但很

快就放弃了这种打算，使得林彪要歼白崇禧主

力于湘桂边区的计划落入空谷。

“林彪要打衡宝战役，我爸不同意打衡宝

战役，说你在北边打，打完国民党都跑到南边

来了，海南岛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了，最后

不就成三个中国了？”陈赓给毛主席上书，主

席裁决说“陈赓对”，“林彪就又不高兴了”

。

这种分歧在军事作战中很普遍。但到最后

林彪抓住机会，找到了白崇禧一个空当。陈知

建说“林彪的部队下去后先征粮，派了好多征

粮队，打出来的番号随处可见。白崇禧的部队

情报搞得好，到处都是他的特务，一打听到有

这些番号都是主力，立刻明白共产党主力来了

，他们就把部队哗的一下调上来。这是意料之

中的。林彪当机立断，赶紧把白崇禧部围起来

，把他们大部分兵都打掉了，就剩下一个兵团

跑到广西去了。后来国民党差一点就跑掉了，

白崇禧坐着军舰带着一批征集来的船，在钦州

湾等着接部队上海南，打算建立第三个中国。

我们师昼夜连续行军，人休息路不休息，前面

的部队走累了靠边儿，后面的部队继续向前走

。这样提前15分钟在钦州湾那个角上把他们给

堵住了。差了15分钟就让他们跑了。当然，我

们师是起了个阻击作用，最后消灭这个军团还

是靠四野。”

15分鐘之差：白崇喜險些
在海南搞出“第三個中國”

1989年5月16日中午，邓小平设宴款待前

来中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席间，

两人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戈尔巴乔夫：“现在我要完成我国领导人

的一项委托，即邀请你去苏联访问。”

邓小平：“我出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如

果3年前解决了柬埔寨问题，那我真的要到苏

联去。可能去远东，也可能是莫斯科。现在已

经过了3年了，我这个年龄不允许了。我感谢

你的盛情邀请。”

戈尔巴乔夫：“但我们仍然向你发出邀请

。一旦你得出结论可以访苏，我们将随时欢迎

你去。”

邓小平：“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

恐怕做不成了，就是台湾问题。调整了与日本

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

系。确定了归回香港，还未到期，但也确定了

。这是对外关系问题。对内的参与，确定了基

本路线，四个现代化这件事。一个政策，就是

改革开放政策。四个坚持。还没有能够实现的

，就是废除终身制度。这个没能实现。这是制

度上的重要问题。”

领袖晚年，都会留下或大或小、或多或

少的人生遗憾，邓小平也不例外。台湾问题

和祖国统一大业，毫无疑问就是邓小平晚年

留下的最大遗憾。在85岁高龄的时候，邓小

平已经预见自己很难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的日

期了。在这次谈话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

的晚年遗憾。

“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

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实在

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

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国民党当局逃往祖

国宝岛台湾，再加上一些历史的原因，使得自

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台湾

，被人为地与祖国大陆分割开来。

由“一个国家，不同制度”到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对

里根说：“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

策对待台湾，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

为爆炸性问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进程的加快，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

时期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也逐渐

成型。这一科学构想的核心，即“一

个国家，两种制度”，是由邓小平在

其晚年首先表述出来的。这一提法，

也是逐渐完善的。

1983年6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

民主柬埔寨领导人时，就中国统一的

问题阐述了“一个中国，不同制度”

的设想，他说：“在一个统一的国家

内，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史无前

例的。实际上，真正统一了，台湾一

个制度，香港一个制度，大陆一个制

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

5天以后，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

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进一

步阐明了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

方针政策，强调：“问题的核心是祖

国统一。”他指出：“和平统一已成

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

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

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

邓小平表达了台湾可以高度自治的意思。

他说：“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

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

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的地方政府以至

自治区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

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

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

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

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

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

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

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

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

名额。”

鄧小平自稱一生只剩
一件憾事：看來做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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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家的孩子有多动症，那么要

对付的麻烦事可不只一两件。这篇文章

告诉你需要提前做好哪些心理准备，愿

你和配偶可以在未来之路上勇气加倍。

“有时候真的很羡慕别的妈妈，生

的孩子那么乖。”36岁的刘霞有一个7

岁的儿子牛牛。牛牛在一所公办学校上

一年级。从小就是三好学生的刘霞做梦

也想不到自己做了母亲后，却成了老师

的投诉对象。“你们家长要多上心，这

个孩子太皮了！课堂上坐不住，其他孩

子也会受到不良影响。”

除了被投诉，更让刘霞难过的是丈

夫的不理解。“他觉得是我没有带好，

我自己也内疚，是不是小时候太宠了。

”这种挫折感让本来关系很好的夫妻俩

变得有些疏离。刘霞给孩子报了一个注

意力培训课程，每个周日带着孩子从上

海的闵行区奔波到浦东区。“身体和心

都累。他爸爸管得很少，都是我在承担

，有时候我心里苦，就想干脆离婚吧。

”

的确，家有多动症的孩子，父母将

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治疗多动症，帮

助他们学习、集中注意力、建立自尊心

……甚至，婚姻也会因为孩子的多动而

受到负面影响。这可不是瞎说。来自美

国的《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杂志》上刊登

的一篇文章分析了多动症孩子家庭的离

婚率和可能引起离婚的相关因素，结果

发现如果家中有8岁以内（包括8岁）

的多动症儿童，父母离婚的可能性是普

通家庭的两倍！

如果你们家孩子患有注意力缺乏症

或注意力缺陷多动症，那么以下这些障

碍可能是你需要克服的：

1.你家孩子会需要你花费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

这些时间和精力的花费体现在两方

面：你可能需要花上更多时间和孩子直

接接触，也可能需要间接地花上更多时

间精力支持他们去上学或者早教中心等

等。显然你的这种投入对孩子来说是很

重要的，但同时，你花在另一半身上的

时间和精力肯定就相应减少了。

要克服这项障碍，你不如每周都为

你和你的另一半安排一次二人世界的时

间。即使只有30分钟的时间，只要能保

证这30分钟的质量，也会对你们的关系

很有帮助，防止彼此冷落给婚姻带来的

负面影响。

2.你可能得花更多钱

从药物治疗、行为疗法到额外的课

外辅导，你可能得在多动症的孩子身上

多花不少钱。与你的另一半共同讨论，

一起决定哪些开支是合理的，这一点尤

为重要。要注意，你也许没有能力让孩

子尝试每一种疗法，你无须为此感到自

责。

即使你没有足够的钱，和你的另

一半共同制定计划也有助于你们缓解

压力。

3.你和你的另一半可能对如何治疗孩

子的多动症持有不同的意见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你

们是两个各有主见的人，总是会有意

见不一致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认为药

物治疗或者咨询疗程很不错，而有的

人则认为更“自然”一些的疗法更好

；有的人为人根本没有干涉的必要，

还有人认为其实孩子根本就没有什么

注意力缺陷多动症。

比起金钱、时间和精力来，这个

问题有时候显得更严重。如果你们没有

办法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的话，不妨试

试让孩子给你们指明正确的方向。

首先，你们要学习有关注意力

缺乏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知识。寻

找所有你们能找到的可靠资源进行学习

，再和孩子的行为作对比。你家孩子在

日常生活中表现得如何？他们的自尊心

建立得怎么样？

让孩子自己“指路”能够让你们两位家

长在多动症的治疗上更同步。毕竟，你

们都爱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能过得幸

福、成功。

4.你们可能会因为孩子的行为而相互指

责

有时候，多动症孩子的父母会因为

这个巨大的挑战变得心力交瘁，以致他们

因为孩子的行为而相互指责对方。要指责

别人很容易，但这并不会对任何事情有所

帮助，有时候只能让情形变得更糟。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首先家长们要

学习并理解到底什么是注意力缺陷多动

症，在遇到挫折时要有大局观，首先为

孩子的利益着想。

如果你经过观察，认为自家孩子

很可能患有注意力缺乏症或注意力

缺陷多动症，你们最好带孩子去医

疗机构进行评估。评估的结果不仅

会告诉你孩子是否患有这项病症，

还会计算他的生活到底多大程度上

受到多动症的影响。掌握了这些资

料，你们可以更好地计划如何帮助

你家孩子，以及如何更好地处理你

们的家庭关系。

科學家發現多動癥小孩
令父母離婚率高一倍 民间有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很喜欢这句话，

但我无意将人进行等级的划分，只是认为人的秉性是会代代相承的。

我一朋友家有个小孩，特别有意思。

那孩子在人面前从来不哭，有时候实在想哭，她就自己跑到墙角，或者找

块毛巾把脸捂得死死地，确保别人不会看到，才开始哭。而且哭起来，即便再

难过再委屈，她也从来没有嚎啕，只会安静地流泪。

我很好奇，孩子小小年纪，怎么那么懂事，后来就问了我朋友。

她告诉我，那孩子以前也是个爱哭鬼，一哭起来就没完没了，躺在地上拉都拉不

起来。后来，只要孩子一胡闹，她就把孩子关到房间里，黑着灯让她一个人反思。

我困惑那样子会不会对孩子影响不好，她告诉我其实每次刚把她关进去没

两分钟，孩子就敲门，噘着嘴说自己不哭了。慢慢地，就没那么任性了。

其实，我那位朋友是个单亲妈妈，她对孩子的严苛，就是她对自己的要求。

她当初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孩子打拼事业，经历了各种大风大浪，但她很

要强，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诉过苦。人们喜欢用“母怂怂一窝”来形容母亲对孩

子教育的重要性，而如今，这孩子身上的气质，教养，甚至要强的性格都与她

一模一样。

就在前两天吃饭两个年轻妈妈，一人身边围着一个孩子。

过了一会儿，俩孩子坐不住了，开始在桌子底下调皮，还拿起桌子上的餐

巾纸，揉成一团到处扔。但是那两位孩子妈，没有一个人对孩子提出制止。

又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哐啷一声，转过身去发现，是一个孩子把别人的杯

子撞地上了。那孩子的妈，迅速地跑过去，搂住自己的孩子，上下打量，问他

疼不疼，有没有伤着哪里？孩子摇摇头。这时被撞倒杯子的顾客发了句牢骚，

你不能管管你家孩子？把我衣服都弄湿了。

令所有惊讶地是，孩子的妈妈竟然蛮横的说了句，你这人什么素质啊？孩

子小不懂事，你个大人跟他较什么真，大不了赔你一件衣服，嚷什么嚷。

这事情的发生难道只是因为孩子不懂事？

当他在桌前不安骚动的时候，就应该有人告诉他，吃饭要安安静静；当他

在过道里玩耍调皮的时候，就应该有人制止她，公众场合别捣蛋，小心撞到别

人；当他撞到别人的时候，就应该有人告诉他，要和别人说对不起。

说是孩子的一时疏忽，其实表现得是父母的教养缺失。

还有一次，我在书店买书的时候，遇到了一对父子。

那个父亲，自己捧着一本金庸小说，读得津津有味。孩子就一个人在书架

旁边玩耍，他父亲亲眼看着那个孩子把书架上的书，弄的乱七八糟，竟然说了

句，就在那里玩，别乱跑。书店的管理人员见况后，走过去告诉那个孩子，书

架上的书不可以乱动，那个孩子呆呆的看着管理人员，点了下头。倒是真的安

静了不少。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那个父亲放下手中的书，却发现儿子不在身旁。大喊

了几声孩子的名字，这时候那小孩从其他书架后面跑了过来。那位父亲牵着孩

子的手，不停训斥他不听话，到处乱跑。

英国的艺术家波伊斯在《文化的意义》一文中曾经说道：“任何人，不论

多么博学，只要他的学问和他的生活之间还存在着一段尚可估量的距离，就都

称不上是有教养的人。”

的确，有些教养不是读书就可以拥有，甚至不是有了年岁，就可以增加，

那位父亲默许孩子犯得错，其实是自己无视了教养。

很多人喜欢在孩子犯错的时候，喜欢推脱在事情小，孩子淘气上，却不知道

一个小事反复进行，就会培养成为一个习惯，而一个习惯日久天长，就会成为

人的品质。而孩子小，正是人性最容易被塑造也是最容易被误导的时候。

其实，孩子教养上的缺失，从父辈就已经开始。

我原諒孩子不懂事
但拒絕妳沒教養

再大的地理距离都不是困难，心与心的距离才最重要。

从孩子出生到一岁多，都没有见过他的面，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

难免会有所责备。

但是对于远在保加利亚一间中餐馆工作的陈保军来说，他只能

怀着深深的愧疚，擦去眼泪，默默地走向后厨，继续炒下一盘菜。

陈保军是餐厅厨师，每天在餐厅热火朝天地为外国客人烧制中

国菜，而他的妻子在该餐厅做服务员。

虽然每天都在烧制各式各样的中国菜，但是自己老家的青田家

常菜，却已经不知多久没有尝到过。

由于时间和经济的限制，夫妻俩已经在保加利亚工作了多年，

一直都没有时间回家和老人团圆，更重要的是，老家里还有他们年

仅一岁的孩子。

这个小男孩，从来没有见过爸爸的面，妈妈在他出生45天后，

也马上回到了保加利亚的餐厅继续工作。

陈保军父母对于他们夫妇远赴保加利亚打工也颇感无奈，一方

面家里的经济条件确实不太好，去国外打拼能够挣多一点前补贴家

用。

年迈的父亲平时还要去做粗工，除了对他们夫妇难舍的牵挂以

外，也只能在身体尚好时，好好地照顾好小孙子。

父母总说，陈保军夫妇两个人一起在外国打拼，互相有个照应

，也能放心点。赚多少钱不重要，身体健康才最重要。

而对于陈保军来说，不能在老家陪伴父母，教育孩子，甚至连

孩子的面都没有见过，错过了孩子从小一点一滴的成长。他只能怀

着深深的愧疚，他们能做的，唯有默默地在海外，流着辛勤的汗水

，尽可能地攒下工资留给给老人和孩子。

陈保军说，趁年轻时多辛苦几年，给父母在家乡盖一栋自己的

房子，为了小孩的未来，他们没有办法，只能出去闯。而这个聚少

离多的家庭，全家人连一张全家福合照都没有。

而今年，思儿心切的父母，带上小孙子远赴保加利亚，希望把

团圆的味道带给辛勤工作的儿子儿媳。亲人的到来，使陈保军夫妇

热泪盈眶。

父母带来了陈保军最爱吃的山粉饺，并不是说这个山粉饺有多

么好吃，而是因为这个山粉饺是家的味道，是妈妈的手艺，是对家

的眷恋。

而年幼的儿子对于他的父母是陌生的，是抗拒的。

儿子相见不相识，这对陈保军来说是一份沉重的愧疚和思念。

短暂的相见，亲情血脉的牵绊让父子有了渐渐熟悉的机会，而

接下来的，又是长时间的分离。

歌曲《常回家看看》里说道：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

一辈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但是，生活中就是有这么多的无奈，

奔走在奋斗路上的人们，为了更好的明天，只能舍弃现在的团聚。

每到春节，很多餐饮员工都因为工作无法回家与家人团聚，而

还有很多远在海外的餐饮人，他们更是隔着万里千山的距离，无法

团圆。

但是，无论他们在哪里，无论他们在那个角落辛勤工作，留着

汗水，他们的心永远都在家乡，都依偎在亲人身旁。

不管各位餐饮人是否已经回家、在归家途中亦或是不能回家，

都希望各位能够常与家人联系。

毕竟再大的距离都不是困难，心与心的距离才最重要。

兒子相見不相識，
海外中國廚師
為何不回家？

冯大年盘了个店子做餐饮生意，刚试营

业了几天，却遭到了周边居民的投诉，说他

排烟管道对着住户窗户，被城管勒令停业整

改。

怎么改？做工程的师傅说只要做个长烟

筒，把油烟往天上送就可以了。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并不容易，师傅一预算，至少需要

八千块钱。冯大年傻眼了，他的口袋已经空

了，店面装修，至亲好友早已借过一圈了，

还到哪里去凑这八千块？

冯大年在手机通讯录里翻找起来，看到曹

明阳的名字时，冯大年停下了。两人曾经是十

分要好的朋友，曹明阳不止一次地向冯大年借

过钱，后来曹明阳生意做顺了，冯大年见他迟

迟不还钱，而自己正需要用钱，便当面讨要。

曹明阳倒也爽快，第二天就把钱还上了。可是

从那之后，俩人的关系变得微妙了，以至于到

现在一年半载都难得见一次。

冯大年硬着头皮给曹明阳发了条信息，

大意是遇到急事，资金周转不灵，望好朋友

帮忙借八千块钱，解燃眉之急，一个月后返

还，而后连同自己的银行卡号一并发出。

信息发送过后，冯大年抽了两根烟，也

不见回复。无奈之下，冯大年想让师傅先干

活，完事后结账，可师傅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死活不同意。冯大年正在低三下四地跟师

傅商议，只听“叮咚”一声，来了一条短信

。冯大年掏出手机一看，顿时眉飞色舞，短

信提示他的银行卡里存入八千块钱。

冯大年当即回家拿卡取钱，一时心急，

他竟然忘记银行卡放在哪里了，翻箱倒柜也

没找到。幸亏找到了存折，冯大年便用存折

到银行取出了八千块钱。

有钱好办事，几天后，饭店正式开张营

业。开门大吉，生意兴隆，冯大年心里乐开

了花。

一个月之后，冯大年来到曹明阳家。进

门后一看，四处凌乱陈旧，这些年，曹明阳

过得不如意啊！曹明阳见到他很是意外，冯

大年也不多说话，掏出两沓钱，“啪”地往

桌面上一放，财大气粗地说：“兄弟，感激

的话说出来见外，这一沓是八千块，你的本

金，这一沓两千块，你的分红。”

一时间，曹明阳不知所措，支支吾吾不

知说什么好。冯大年不由分说地一拍他的肩

：“好兄弟，咱们之间以后别再谈钱了，需

要帮忙的话，尽管开口。”

听说曹明阳的妻子得了肾囊肿，正在住

院准备手术，冯大年又去医院探望一番，留

下一千块钱。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冯大年饭店的生意

蒸蒸日上。可这天，他竟莫名其妙地收到一

张法院的传票，有人把他给告了！

开庭这天，原告席上坐着一个老实忠厚

的汉子，名叫赵长胜。见到冯大年，赵长胜

摇头叹气：“哎，其实怪我自己，说出来别

人都不信。几个月前，我往银行里存钱，竟

然把钱存入别人的卡里了。”说着，他掏出

两张一模一样的银行卡，“孩子从外面捡来

这张卡放在桌上，我以为是自己的那张，就

揣到银行去了。我也是马大哈，存钱时看都

没看就在单子上签了字。直到取钱时才知道

钱存错了。”

看着那两张银行卡，冯大年心里猛然一

紧，自己的银行卡也是这个样子的，一直没

找着，难道……想到这里，冯大年赶紧询问

：“老哥，你还记得存钱的日期吗？”

赵长胜点点头，说出日期。冯大年赶忙

掏出手机查看，那条存钱到账的短信，果然

在同一天。

冯大年明白了，当初借他钱的不是曹明

阳，而是眼前这个误打误撞的赵长胜。

冯大年一把拉起赵长胜的手：“老哥，

你可帮我的大忙了！咱哥俩就别在这儿耽搁

了，随我去银行，这就把钱转给你。”随后

，冯大年跟工作人员讲明原因，两人庭下和

解。去银行的路上，赵长胜愧疚地说：“大

兄弟，一看你就是个敞亮人，我也是没办法

才起诉的，这一招还是银行告诉我的。”

冯大年拉住赵长胜的手：“老哥呀！你

就是我命里的贵人，没有你相助，我都不知

道怎么闯过那一关。啥也别说了，咱们今天

认识了，就是朋友，将来若遇到难处了，跟

老弟说。”

从银行出来，冯大年思虑良久，还是拨

通了曹明阳的电话。曹明阳说妻子已经出院

了，还说等医药费报销后去找冯大年还钱。

“咱们兄弟不是说好了嘛，不谈钱！”

“不，今天这事我一定要说明白，不然心里

一直有个疙瘩，我没借过钱给你，那天我之

所以没说破，是因为当时正为钱的事发愁呢

，你嫂子她……”

听到这里，冯大年脑子一转，哈哈大笑

道：“兄弟，我都知道，我只是想帮兄弟一

把，又怕你死要面子拒不接受，才演了那么

一出……”

貴人相助

马丽大学毕业后在报社工作，和好友

赵红在雅苑小区租房子住。不久，赵红失

业了，每天去人才市场找工作，早出晚归

。一天，马丽下班，在门口见到一封未封

口的信，看到信上的内容她浑身打起颤来

…… 马丽拿着钥匙哆哆嗦嗦的打开门，

进门立刻将门反锁，顺着门滑下来缩成一

团。心中的内容反反复复在脑海中浮现，

鞋也来不及脱，将房间内灯全部打开，转

身扑进被子里。

迷迷糊糊中她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

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只见赵红晃

着一根绳子坐在床边：“马丽呀马丽，你

说老天为何如此不公，你有工资拿，有房

住，家庭条件那么好，我呢？我为什么就

得失业？我们可是好朋友啊，我不甘心，

不甘心啊！”赵红的语气越来越激动，马

丽白着脸缩到墙角，嘴唇抖得说不出一句

话，手中紧紧握着被子，盯着赵红手中突

然的晃动绳子，马丽打了个激灵，喉咙深

处发出救命，连滚带爬从床上翻下来，逃

到门口，无奈在拐角摔了一下，眼角闪到

赵红的脚，身体已经虚脱没有力气再动一

下，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赵红步步逼近，惊

恐的泪从眼角滑下来。

“怎么？你大小姐也有怕的时候？我知

道你打心底瞧不起我，那也正常，毕竟咱俩

之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马丽的头不知不

觉低了下去，赵红蹲下来捏起马丽的下巴，

迫使她抬起头来看她，“怎么心虚了？哈哈

，我什么也不在乎了，我只想让你消失。”

马丽只看到赵红放大狰狞的脸……

“马丽马丽，你怎么了这是？”伴随着

耳边的声音马丽惊醒了，看到的是疲劳的赵

红的脸，马丽拉着被子躲进墙角，不再看着

赵红，任由额头上的汗水在脸上乱流，嘴里

念叨着不要不要。赵红焦急的声音以及周围

明晃晃的灯光让马丽恢复了理智，摸了一下

额头上的汗珠，猛地抱住了床边的赵红，说

着对不起对不起，原谅我，我再也不会这样

了，不会瞧不起你了，是我不对……直到马

丽哽咽到说不出话，只有呜咽声。

赵红伸手抱着马丽，拍打着马丽的背

，嘴里说着没事，有我在，不怕。天花板

灯光下的马丽渐渐恢复正常，赵红的嘴角

向上扬起，只是在灯光的背影下显得有些

邪恶，她玩味的想：看来那封信的目的达

到了呢！哈哈。

如此如此

紀實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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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留学的大军中，有这样的一

群“小众”。他们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上

，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但是在30岁后

又选择重返象牙塔，到异国求学。他们

就是外界所说的“大龄留学生”。那么

，他们为什么在30岁后才出国留学？他

们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求学故事？

看清自我 实现留学梦

对于许多人来说，范海涛这个名字

并不陌生。2009年，身为《北京青年报

》财经记者的她与谷歌全球副总裁李开

复博士合作撰写了《世界因你不同· 李

开复自传》，并获得了蓝狮子中国本土

最佳商业作者奖，一举成为国内知名的

财经作家。在很多人看来，这正是范海

涛事业辉煌之时。

然而两年后，年过30的她渐渐淡出

了公众视线。范海涛辞去了国内的工作

，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口述历

史学专业，最终成为美国第一个获得口

述历史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

其实从大学毕业后，范海涛一直就

有着出国留学的梦想。但出于各种原因

，一直到30岁之后她才将其实现。大学

毕业后，范海涛进入《北京青年报》，

当一名财经记者。这份工作稳定，发展

前景较好，再加上当时母亲生病需要照

顾，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出国留学一

直未能成行。2009年，范海涛与李开复

合作撰写传记，这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她结识了一群充满活力、视野开阔

的年轻人，这个新的朋友圈子对她的触

动非常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留

学美国的经历，经常聚在一起谈论留学

期间美好的校园生活。当时我非常羡慕

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埋藏在心底的留

学梦再一次被唤醒。那个时候，我母亲

的病情也稳定下来，而且《北京青年报

》对我来说不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我更加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于是就

勇敢地做出了出国留学的决定。”

然而赴美留学的路途并非一帆风顺

，而是充满了艰辛与坎坷。去美国之前

，范海涛以为一切都会像美剧《老友记

》里的场面一般温馨。然而等到了纽约

，她才发现事实大不相同。“那是我生

平住过的最小房子”，已经在北京工作

了9年的她面对这一切时，产生了很大

的心理落差，“在这里，生活上的一切

都需要自己操持。每天除了繁重的学业

，还要料理生活琐事。又因为已经很久

没有在学校上过课了，在语言上遇到的

困难让我感到非常吃力。而且身处哥伦

比亚大学这样的名校，学习压力巨大，

我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

自我充电 突破职业瓶颈

在出国留学前，张京（化名）已在

会计行业工作了10年之久。为了度过职

业瓶颈期，在工作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他经常有意识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

不断给自己充电。1998年底，刚考完注

册会计师不久，他选择暂时放下手中的

工作，去英国利物浦大学读MBA。

由于离开校园多年，语言基础薄弱

，张京表示，刚到英国读书时，一堂课

中有70％到80％的内容都听不懂，心情

十分焦虑。利物浦大学的期末考试分为

两部分，除了正常的问答题外，每个学

生还需要完成相应的论文。张京对当时

熬夜写论文的经历记忆犹新，他说：

“每次要交论文的前夜，我就得通宵准

备。这是上班很多年都没有过的经历。

更有意思的是，每次我在自习室里熬夜

写论文的时候，总能看见一群亚洲面孔

。大家自顾自地写着论文，有时还会相

视一笑，想来估计也都是语言水平不好

的学生吧。”

“那时候自费留学的学费很高，所

以平时除了和同学一起学习外，大家还

会去同一个大楼的办公室里打工，工作

任务就是把办公室打扫干净。下班后，

大家会一起出去吃饭、喝酒、谈天说地

，感受到了学生时代独有的幸福。”张

京说。独自在英国，还迫使不会做家务

活的他学会做饭。在异国他乡，他第一

次做成了红烧排骨，还在电话里和两岁

的女儿炫耀。

回国后，凭借着出色的专业技能，

张京成功地从原来工作的三线城市跳槽

到一家上海企业。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

帮他突破了事业瓶颈期，还为他带来了

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正因为此，他特

别支持女儿长大后出去留学。

留学是选择 年龄不是障碍

相对于那些在学生阶段就前往国外

读书的年轻人而言，这些年龄在30岁以

上的留学生往往有着更加清晰的职业规

划和目标。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能更

有效地帮助他们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

合。同时他们对知识的追求更加纯粹，

也更珍惜宝贵的学习时间。

李影现就读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赫尔

岑国立师范大学。她向笔者介绍，在31

周岁时，她才选择出国学艺术。虽然这

个选择造成了家庭变动，对生活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但她依然无悔当初的选择

。“作为大龄留学生，我确实会有一种

人生重新展开一遍的感觉。在校园里，

我每天都和年轻人一起画画、看展览，

过着‘乌托邦’式的生活。不同的是，

我不再把校园当作逃避现实的庇护所。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更能看清现

实的模样。大龄留学所带给我的是：在

困境中依然要保持诗意的理想。”

范海涛就“大龄留学”给出了自己

的建议：“是否去留学，应该根据每个

人的客观条件来具体判断，需要慎重考

虑。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大龄留学的。更

重要的是，不要为了出国而出国，要想

明白自己出国留学是为了什么。留学不

是把自己困住，而是试图在现实中找到

一条可以绚丽突围的道路。”

大龄留学是一种选择，追求梦想的

能力与年龄无关。

30歲後去留學追求夢想的能力與年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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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有过留学经历的人的经验

之谈，对于前往美国留学的学生，如

何轻装上阵，留学生活顺顺当当，很

有用处，现在整理共8条建议，不妨

看看：

首先准备好备用眼镜

在美国眼镜价格差不多，主要是

万一你丢了，还需要先去验光，验完

光才能配眼镜，等待时间长，且非常

的麻烦。

其次是吃的，家乡的特产

特别喜欢吃的且能长期存放的，

可以带一些，其他的就尽量少带，海

关会有问题，同时在美国的中国城大

部分吃的东西你也都能买的到。

第三带好常用药品

因为在美国很多药品买卖是受管

制的。举个例子，眼药水就不能随便

买，需要医生开处方。

第四所需教科书

在美国买教科书非常贵，尽量在

中国就先买好。

第五现金方面

带上一两千美金就够了，主要解

决头一两个星期的生活。到美国办好

银行卡以后，大笔的钱电汇就可以了

。钱带太多也不安全。

第六衣服方面

衣服只带自己喜欢的就行，美国

这边要买也不贵。一般的大超市，

Macy，Walmart，Target都有卖。

第七相关文件

与身份相关的证件：学位证、

毕业证、成绩单、录取信、一寸两

寸照片等等都准备齐，统一放在一

个文件夹里。同时尽量多打印一些

复印件以备不时之需。千万不要忘

了打印或者写下你刚来时的入住地

址和联系方式。

第八零散小东西

转换插头一定要带，要不然电脑

就用不了了。笔记本里提前都装好所

有学习时候需要用的软件;指甲剪套装

一定要带上，毕竟这个经常用;洗漱用

品的话准备一套便携装就可以了。

最后提醒一点，托运行李每个箱子

重量不能超过23kg，订票的时候问清楚

航空公司能免费托运几个行李箱。

美國留學最實用的8條建議

近日，英国著名九大公学的“对

口小学”首次联袂来华面试直招。据

介绍，这些学校皆在英国极具知名度

。前来参加此次论坛的孩子最小年龄

只有6岁，参加面试的最小年龄学生

仅9岁。

近些年，中国学生的留学形态发

生了巨大变化，从最早出国读硕士和

博士，到后来出国读本科和高中，再

到近期兴起的出国读初中和小学。这

条在年龄上自上而下的纵贯线，清晰

地呈现出中国留学生及其家长越来越

早的选择，这些选择的背后既有社会

结构、经济实力的要素，也有全球化

、价值取向的要素，但最重要的是对

国内教育方式“用脚投票”。

这不是说国内教育有多么糟糕，

而是理念、方法与手段没有与时俱进

，没能跟上家长的思想，以及社会已

经变化的形势。比如，国内最为诟病

的应试教育理念，至今积重难返。

事实上，这种应试教育及其匹配

的严厉约束，已经得不到很多家长的

认可了，特别是对大中城市普遍存在

的中产及其以上阶层。因为，这些家

长没想孩子必须出类拔萃，更想孩子

能够快乐成长；没想孩子在学校要被

严格管理，更想孩子在学校不被压制

兴趣个性成长……正在上学的这批孩

子，已经不像他们父母当年时那样物

质匮乏，必须

头悬梁锥刺股

般奋斗，这些

家长也不再像

当初被自己家

长期待那样期

待自己的孩子

。换言之，代

际期待已经发

生了巨大变化

，但教育模式

却没有发生改

变，这让家长

不得不另辟他

径，送孩子出

国。

其实，这不仅能够解释中国留学

生为何出现低龄化趋势，也能够解释

为什么有那么多工薪阶层把孩子送出

了国。因为，原来附着在应试教育身

上的社会阶层上升需求、光宗耀祖需

求等，在经过这么多年发展之后已经

逐渐褪化，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尤其如

此。既然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变化了，

那么对学校的要求也就变化了，学校

和老师对孩子的严厉不再被视为关爱

，孩子被学校培养得乖乖听话，也不

再被视为有规矩，甚至培养众多学霸

的学校也不再被视为教学有方，这些

均被视为压制了孩子天性、个性的畸

形发展……时代变了，如果我们的学

校还是固守成规，可能被越来越多的

家长与孩子所抛弃。

当然，家长也有无奈甚至可怜之

处，没有多少人能够在孩子留学之时

完全陪伴在其身边，很多都是寄宿制

。因此，天伦之乐会有部分遗憾，别

离之痛会有切身感受，甚至要承受不

可知的风险。但是，从现实来看，众

多家长的选择，还是离开，这种境况

但愿能够倒逼国内学校加速改革，开

展更为个性、自由、舒展的教育，能

够适应家长与孩子的需求。套句时髦

的话，在宏观上讲，这应该可以算作

是教育供给侧改革。

中國留學生年齡為何越來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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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是中国女性钟爱的民族服饰，在沉寂几十年后，一股

“旗袍热”又在全国悄然兴起。各地的旗袍文化节、旗袍走秀活

动层出不穷，双十一期间网上店铺的爆款旗袍分分钟卖断货，老

字号在一丝不苟地把这项手艺代代传承，年轻一代更是把创业的

目光投射到旗袍身上。

红都老师傅一做旗袍30年

“扣子、开衩都有讲究”

年近60岁的李侃是红都集团的旗袍老师傅，也是“双顺”

京式旗袍的第四代传人，曾为多位国家政要、社会名流制作服装

。李侃告诉记者，旗袍虽然看上去线条简单，但制作技艺却相当

复杂，也有很多讲究。比如旗袍的开衩，最好是到开到膝盖上方

十厘米，这样的高度才飘逸文雅，坐下来也好看，太高了就失去

了含蓄美。再如旗袍的襟、袖、领等部位也都有讲究，襟有圆襟

、方襟、长襟，领子有元宝领、低领、波浪领、水滴领，都要根

据顾客的脸形、体形来选择。盘扣有琵琶扣、蝴蝶扣、菊花扣、

葫芦扣等多种造型，还有梅花、竹子的，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文化

内涵和寓意。旗袍的面料和花纹也同样重要，喜庆的日子多用牡

丹、金凤，绒面的布料一定要戗着绒毛来做，衣服才不会有色差

。

定制一件旗袍，需要经过多道工序。做衣服前，首先要与顾

客充分沟通，了解衣服的穿着场合、喜好，然后再选定面料、设

计款式。由于旗袍能够凸显女性的曲线美，相对贴身，而顾客的

肩膀是否同高、腰臀位置比例等又因人而异，想要做出优雅合身

的旗袍就必须得根据顾客的体形，做到一人一版、一人一款。尤

其是细微的地方，像扣子位置、领子高低等，将就不得。以红都

的京式旗袍为例，仅测量环节就要全身上下36处量体，细致到

锁骨、肘部。此后还要经过两到三次的试衣、修正肥瘦、长短，

最短也得半个月时间才能完工。这些制作过程中的技艺主要是靠

几十年日积月累的经验一点点磨出来的，而不是机器生产就能简

单替代的。

“这技艺应该不会断了”

做了一辈子旗袍，李侃最担心的是这门技艺能否传承下去。

现在，厂里原有的老师傅们已经相继退休，有的老师傅甚至已经

故去，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旗袍传统手工技艺的已经没有几人，

完全机械化制作的旗袍又无法体现中国旗袍的精髓，手工技艺面

临失传的危机。

李侃告诉记者，自己在1978年底就和其他180多位插队知青

进入了人民服装厂工作，从此和制衣结缘。从学徒到普通生产车

间，再进到红都最牛的三车间女活组、第二设计室，跟着老师傅

们学做样衣、定制旗袍，转眼间就是三十多年，当初带自己进厂

的师傅都已经72岁了。一辈子所学，各位老师傅的传承，不希

望就这么断在自己手里。这些年，李侃收的徒弟进进出出，来得

多走得也多，有的是迫于收入压力，有的是耐不住寂寞，学会了

就走人了。“咱们这手艺不是一蹴而就的，几十个孩子里才能出

一两个，一定得爱这行才行。”

好在2007年，京式旗袍传统手工艺被列入北京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李侃成为京式旗袍的传承人，国家层面的重

视让李侃多了一份放心。现在，李侃有4个徒弟，最小的23岁，

年纪最大的40多岁，已经形成了合理的年龄梯队。“这门技艺

应该不会断了。”李侃欣慰地说。

95后“海归”有传承还得有创新

上周，李侃的工作室迎来一位90后的访客，女孩的工作是

为网店设计改良旗袍，她把传统的汉服元素纳入进来，主打宽袍

宽袖的居家服装，到李侃这儿是慕名请教的。女孩坦诚地告诉李

侃，工作室里的旗袍都很漂亮，但是太隆重了，款式上也偏保守

，希望旗袍能更生活化、舒适一些。李侃把这位年轻姑娘的话都

记在心里，她觉得要让更多人喜欢旗袍还得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

创新，加入年轻人喜欢的元素。最近一段时间，李侃和红都的技

术人员忙着去各地寻找适合的旗袍面料，在大兴的一个厂子里发

现了一批日本进口的新面料，垂坠感好，也柔软，李侃琢磨着可

以为设计明年的新旗袍做准备了。

老师傅在想着如何传承与创新，年轻人也捡拾起民族服饰，

用创业项目来推广旗袍。1995年出生的石榴是一位懂旗袍、爱

旗袍的姑娘，她最大的梦想就是缩小年轻人和旗袍之间的距离，

让更多人穿上漂亮的旗袍。

石榴此前留学国外学习艺术史专业，她在大学期间就曾经做

过一件特别轰动的事情，花一整年时间穿着旗袍在美洲、欧洲、

亚洲游历，做一个关于旗袍的行为艺术：石榴穿着旗袍在尼泊尔

跳伞，看纽约百老汇演出，在西藏学画唐卡，让旗袍出现在三大

洲的各个城市。后来，还出版了一本关于旗袍的著作。

出于对旗袍的热爱，石榴从美国的布朗大学停学返回北京创

业，瞄准的就是旗袍和印花市场，并推出原创品牌——石榴集旗

袍馆。旗袍馆上线不到半年，已经推出了十几款旗袍，其中卖得

最好的是玫瑰旗袍，上线以来已经补货三次。不过，因为每件衣

服都是小批量生产，非爆款的销量不多，库存压力和高成本常常

困扰着石榴。

尽管如此，石榴还是放不下对旗袍的喜欢，她告诉记者，创

业是自己从小的梦想，有一次在地铁上还遇见有人穿着自己设计

的旗袍，感觉很棒。石榴对自己品牌的定位是“消费升级的品牌

”，她不想只卖衣服，还强调衣服上附着的情感价值，每个花型

都会取一个名字，有一个故事，迎合都市女性的情感需求。“下

一步，我们还想在旗袍的廓形上进行创新，比如要做会飞的旗袍

、花瓣旗袍等。”

兩個女人的
“旗袍夢”

据美国《侨报》报道，25岁的中国小伙

李洋以自己经历改编拍摄成的短片电影，近

期在包括“美国动作电影国际电影节”等很

多主流电影节上展映及获奖，他的励志故事

鼓励着青年追逐梦想。

半年前从纽约电影学院业的李洋当初曾

像许许多多的中国学生一样，怀着坎坷的心

情来到异国他乡。不同的是，他除了要克服

语言的困难和对未知未来的不安，更要克服

身体健康上的问题。

李洋自小开始学习京剧，并在日复一日

的吃苦和训练下考上了中国京剧的最高学府

中国戏曲学院。然而，正准备在人生舞台上

大放异彩的他却遭天降横祸——由于过度的

训练和体力透支，导致18岁的李洋得了脑

中风，半侧的身体完全瘫痪，无法行动。

所幸的是李洋从小锻炼成的充满力量

的肌肉和年轻的身体状况，让他在不到两

个月的时间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但这依然

在他的身体留下了后遗症，使得他的行动

不便。

然而，李洋并没有放弃对梦想的追求和

努力，他来到纽约电影学院，遇到身为李小

龙的嫡传弟子的教授黄建钦。黄教授的的训

练和指导大大的改变了李洋的思想，使得他

不再担心别人看出自己身体有毛病。从原本

不接受身体半身不遂的状况，到努力锻炼通

过训练改变了自己肢体的机能，这一过程让

李洋终身难忘。

在毕业之际，李洋根据这段不一般的经

历，自编自导拍成了短片《恒(Persevere)》

，讲述了一位瘫痪的武术家与病魔斗争，最

终从新站立起来回到自己武术生涯的故事。

此部短片的展映引起更多人对他的关注，李

洋也逐步走入好莱坞担当动作导演和演员，

并获得越来越多的粉丝支持。

中國癱瘓小夥拍自傳短片
勵誌故事收獲美國粉絲

这两天，一篇“深圳5年后将成中国第

一大城市”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

说实话，这类文章除了展示某些深圳人

“疯狂的自豪感”，并在城市之间“拉仇恨

”之外，没有什么价值。今天，我们不妨坐

下来，平心静气地算算账，看看5年之后京

沪深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竞争格局。

办法非常简单，我选取了5个核心的经

济指标和1个人口指标，用过去5年三个城

市的增速，来推演未来5年的排行。当然，

前提条件是行政区划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三

大城市都没有遭受不可抗力的影响。从国家

战略层面考虑，三个城市获得政策的能力，

未来5年不会有实质性变化。

指标一：GDP

我历来不重视GDP指标。但鉴于很多人

仍存在GDP情结，我们不妨看看这个指标的

可能变化。

过去5年深圳GDP增速最快、北京第二

、上海第三。这当然跟深圳新兴产业领跑全

国有关，当然也跟规模比京沪小有关。按照

深圳过去5年名义增速67.8%来推算，5年后

深圳的GDP将达到3.24万亿，仍然明显比北

京和上海低。

指标二：资金总量

所谓资金总量，是指“金融机构本外币

各项存款余额”。在我的分析体系里，它是

考察城市竞争力、发展潜力的核心指标，因

为资金是经济、社会运行的综合结果，也是

下一步发展的基础。GDP可以作假，但资金

总量是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央行系统公布的，

没有被列入政绩考核体系，所以真实度非常

高。

过去5年深圳资金总量增长迅猛，远远

超过了京沪。正是在过去5年里，深圳资金

总量历史性超过了广州，成为中国内地第三

大城市。深圳在过去5年资金增长迅猛的原

因，除了新兴产业发展迅猛、人口增长较快

，还跟创业板、中小板崛起有关。

按照过去5年增速推演，5年之后京沪

深的资金总量将分别达到25.5万亿、21万亿

和 16.5 万亿，

深圳仍然差距

很大。

但我想告

诉大家，未来5

年国家发钞速

度必然会降低

，各大城市不

可能再像以前

那样在资金上

高速增长了，

否则人民币汇

率必将大幅贬

值。但在获取

资金上，北上

深显然有巨大

的竞争力。

指标三：社会融资能力

最近央行刚刚公布了2016年各地区社会

融资额情况，我们不妨看一下位居前12名

省市的情况：

北京和上海在获取资金能力上非常强大

，参加省级排行也能分列第三和第四。其中

北京在债券融资额上高居全国第一，在股市

融资额上位居第二，上海的数据也非常耀眼

。

深圳的数据没有看到，但按照此前的经

验，应该占广东省三分之一左右，从上面表

格我们大致可以推算出深圳的数据。显然，

深圳5年想追上京沪难度也非常大。

指标四：地方财政能力

今年年初，深圳兴高采烈地宣布了2016

年地方财政收入突破3000亿，但其实仍然不

到上海的一半。

过去5年，深圳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确

比京沪快很多，这同样跟基数小有关。在经

济运行质量上，北京和上海一直非常优秀，

深圳则是经历了脱胎换骨、逐步逼近了京沪

。

按照过去5年的增速推算，5年之后深

圳的地方财政收入可以达到7339亿元，将接

近北京，但跟上海比差距仍然会很大。

指标五：金融行业增加值

金融和高科技，是当今顶级城市竞争的

两大战场。下面看一下金融行业增加值的变

动情况，这是考察深圳在建设金融中心上竞

争力的重要指标。

你会惊讶地发现，过去5年虽然深圳资

金增速远超京沪，但金融GDP增速竟然比京

沪低不少。其实这很好理解，深圳靠近香港

，是重要的资金通道。很多钱到深圳，仅仅

是通过一下，并没有产生高附加值。

更何况，过去5年里，深圳痛失了“新

三板”。这个原来属于深圳的宝贝，被北京

拿走了！然后，在上海要求下，国家改变了

深沪两大交易所的竞争格局，创业板、中小

板获得的挂牌数量优势也消失了。

上海则不同。中国主要的金融要素市场

几乎全部在上海，所谓的8大交易所，4家

在上海，这还没有计算“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和“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至于北京，

则汇聚了远超上海的资金总量，所以金融中

心地位也不容小觑。

按照过去5年的速度推演，深圳未来5

年的金融中心地位反而可能有所下降。这是

需要引起深圳官方高度警惕的地方。

指标六：人口增长

人口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甚至可能比资

金还重要。由于官方常住人口数据不准确，

我一直使用“小学生人数”来作为替代品。

上海的小学是5年制，深圳和北京是6

年制。所以，上海的小学生人数其实超过北

京和深圳，但优势越来越小了。过去5年，

深圳小学生增长了40%，北京是30%，上海

只有14%左右。可见，深圳的人口增长是最

快的。而且从规模上看，深圳实际生活的人

口可能已经逼近或者超过北京，跟上海的差

距也不太大了。

但深圳的面积非常小，只有不到上海的

三分之一，北京的八分之一。所以深圳肯定

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甚至可能是世

界第一。而且深圳人口增速仍然不减，最近

如果你去深圳公安部门的窗口办事，就会发

现预约量最大、排队最长的是户口迁入。

按照小学生人数推演，深圳的人口可能

在5年之后显著超过北京，赶上上海。但即

便如此，深圳仍然不是人口上的第一大城市

，因为前面还有重庆。但有一个指标，深圳

已经是全国第一，这就是商业主体数量。这

反映出深圳民间经济的活力，以及创业的热

情。

早在5年前，我就做过一个判断：当中

国经济结束野蛮生长的时代后，深圳的价值

就会凸显出来。或者说，当经济下行压力普

遍加大时，深圳逆势上升的势头就会被大家

关注到。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深圳经济转型

得早，市场化程度高。现在，这句话正在应

验。

深圳的确以较少的资源，创造了令人瞩

目的财富和奇迹。但从经济总规模上，要想

5年超过京沪，显然是非常不现实的。至于

深圳在医疗、教育、基础研究、文化等方面

，跟京沪的差距就更大、更难以企及。

事实上，在经济规模上超越京沪不应该

成为深圳的首要目标。深圳应该继续追求经

济发展的质量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进一步

激活民间活力，为中国的转型当好探路者。

同时，大力推进港、深、莞、惠一体化。做

到了这些，规模、排名自然而然就上去了，

正所谓“实至名归”。

深圳现在要做的是：把普遍存在于民间

的傲娇之气化作动力，看到并反思自己的不

足。深圳在金融增加值上，正在被京沪甩开

，这难道还不该警惕吗？

5年后，深圳超越京沪？
你又被忽悠了！

BB66人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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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人在美國

追随留学潮 远赴新天地

我为什么会出国呢？是因为当初

八几年的时候正好有一股出国潮，大

家都想出国留学，我们那个单位因为

写英语新闻，大家都很希望到美国来

进修，每个人都在努力。那时我已经

三十多岁，在大陆算年纪很大了，出

国确实需要勇气，不过当时的我觉得

精力特别充沛，能闯能折腾，而且改

革开放嘛，能出国是一件很让人羡慕

的事，家里也都很支持。后来我就跟

大家一样也考了托福，顺利获得了得

州大学阿灵顿分校录取，拿了奖学金

，还得到了公派机会，于是就来美国

读新闻啦。

到得州时是1988年的秋季，我还

记得那天天气特别好，得州大学中国

同学会里一个很帅的小伙子来接我，

后来才知道那时候都把单身的男孩子

派出来接新来的人，想一想说不定是

为了以后能约会啊什么的！但是接我

的这个却没戏，因为来美国时我已经

结婚了。那时候的我，看起来很显小

很pure，谁也想不到我已经结婚了。

自从知道我已婚后，那个很帅的男孩

子就再也没来帮忙了。

初来得州的我对美国的第一印象

就是——美国真好啊！住的比我们又

旧又暗的筒子楼好，没有风沙，地方

还宽大得不得了，到处没人，干干净

净的。去商店一看，琳琅满目，当时

我就想“Oh my God，真是资本主义

啊！”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冲击感觉

特别明显。

特别是得州买枪非常随便，到处

有枪展，第一次近距离看见这么多真

枪，我惊讶得一塌糊涂，小枪大枪一

大堆还有猎枪，吓死了，我们就拿起

来看，也弄不清楚，就是觉得特别震

动，“哎呀，在美国枪可以这么随便

买！”那时也不知道得州和其他州政

策不一样。斗牛，玩蛇、枪，农场，

卷舌口音，当地人红红的脸，得州的

狂野牛仔文化对我来说真是一个不同

的世界。

当时在得州大学求学的中国学生

大部分都是读理工科，只有我一个是

学新闻的。那时候很多东西听不懂，

像美国的故事啊，人物啊，哪发生什

么事儿啊，你都不知道。刚开始时我

一个人去上课，美国学生人家都觉得

很奇怪：哎，怎么一个中国学生来了

？那时候得州的中国人很少，老外都

特别想了解中国，让我介绍大陆的情

况。我还记得当时自己亲手学做幻灯

片，用胶片打出来(投影)，介绍中国

留学生在美国的故事。

那时的中国学生基本上都有奖学

金，但业余时间还是会出去打工补贴

一下。我记得当时我奖学金每月生活

费有400元，足够花了，但周末的时

候还是会去中餐馆打工做收银员。半

年后，我先生到了美国也在工厂打工

，两个人慢慢地就攒了一些钱。

来美第一年还是第二年，我们终

于买了一辆黄色的日本二手厢型车，

挺便宜的，两、三千块钱。后来我和

我先生还开着这辆车，从得州一直开

到加州再回来，沿途旅行，游览洛杉

矶、拉斯维加斯、胡佛水坝什么的，

当时还想会不会这辆车半途就出问题

，结果竟然就这么过来了，颠颠簸簸

的一直见证着我们到美国最初的生活

。

歪打正着 体育馆偶遇小布什

1990年我在得州Fort Worth广播

实习了一个学期。那时我和搭档一起

到处跑新闻，采访过生活待遇不好的

二战老兵什么的，一个人，家里乱七

八糟的，很可怜。

有一次报道阿灵顿体育馆完工开

放，看到下面大操场上走过来四、五

个人，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美国同事就

指给我介绍，哎，是得州州长小布什

。

当时，我对这些政要什么的还不

了解，也没当一回事，还跟小布什

“哈啰”了一下，他还跟我握个手呢

。我还记得他当时穿黑色呢子大衣，

那时候的印象就是这个人挺和蔼可亲

的，后来老布什当了总统，最后他儿

子又当了总统，我就觉得好有意思呀

，这段经历我怎么没把它录下来呢。

也是从电台实习开始，我意识到

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不太容易。那时

候傻乎乎地跟着跑，发现自己的语言

啊、口音啊、文化背景啊各方面还是

不太行，感觉可能做不了，就萌生了

赶紧选一个其他专业的想法，要不然

找不到工作。

刚好那时候有朋友在阿灵顿大学

图书馆工作，我跟着看看，觉得这个

工作不错。后来知道想做图书馆员，

不管公立私立，必须要有对口的硕士

学位，我就计划转行，重新申请到宾

州的一所大学。从得州到宾州，我和

我先生一人开一辆旧车，千里迢迢搬

家，其中那辆最早陪伴我们游历美国

的二手车也终于在抵达宾州不久后完

蛋，功成身退了。

转行图书馆 目睹布碌仑变迁

1993年春天，我从宾州图书馆系

毕业。那时候纽约布碌仑公立图书馆

刚好得到一笔经费，要招一大批图书

馆员，正好被我赶上，再加上我的一

些同学已经在布碌仑工作，介绍我过

来这里，最后我很顺利就找到了工作

，第一个图书馆是Flatlands的 Paerde-

gat分馆。

接下来几年，我先后在布碌仑的

Borough Park(区公园)和 Kings High-

way(国王高速路)分馆工作过，新世纪

之初还在Kings Highway图书馆举办

了首次中国新年庆祝会，邀请当地华

人教会的教友们来唱中文歌，表演二

胡、扬琴、笛子什么的，观众们反响

很好。2002年秋天，我来到戴克高地

分馆担任副馆长和信息主管，十几年

下来一直工作至今。

作为20多年的老布碌仑，我在各

地图书馆亲历了华人由少到多的巨大

变化。最早在Paerdegat就没有几个华

人，见到我还会很兴奋说“哎唷，终

于有中国馆员啦！”现在在 Dyker

Height，中国人是数一数二的移民群

体，像附近的201中学基本上都是中

国孩子。如今戴克图书馆借出去的书

，最多的是儿童书，其次就是中文书

，而且儿童书里也有很多是中国人借

走的。图书馆还增加了中文连续剧的

碟片出借，现在数这个最火。

迎春灵光闪 教外国人唱中国歌

我们图书馆的“Dyker Singers”(

戴克歌者)合唱团演唱中国歌项目，其

实是来自我当年的心血来潮。四年前

，我们获得了一笔老人活动经费，喜

欢音乐的前馆长Eileen Kassab就提出

请个老师来教老人们唱歌吧！后来找

到了很好的老师，慢慢有人报名，就

组织起来了。现在团员25到30人左右

，基本都是退休的美国本地老人。

两年前，有一次庆祝中国新年时

，我突然心血来潮，跟馆长说“既然

我们有一个合唱团，为什么不教他们

中文歌曲呢？问问他们愿不愿意中国

新年学些中文歌啊？”喜欢多民族文

化的馆长连连称好，合唱团员们也都

说很有兴趣，我就选了《茉莉花》这

首世界出名的歌，从网上把谱子弄下

来，还给他们看Youtube上席琳迪翁

、多明戈啊这些特别有名的人演唱，

然后——“今年新年我们就表演《茉

莉花》吧！”

教歌的时候，一开始我是先唱一

遍，然后他们学，有的人会觉得很困

难，就改成先跟着我一句一句地念。

后来有人就觉得谱子上有些歌词(汉

语拼音)不太好念，我们馆长就把它

编成美式发音的拼音，比如“MOW

”就是“茉”，比较好理解。发音有

时候很难的，但是每个人都很热情高

昂，努力学下来了，合唱团里还有热

心的中国人喜欢唱歌，和我一起教歌

，排练了一个多月，新年活动的时候

就在图书馆演出。大家都觉得很不错

！观众反响很好，他们自己也觉得很

骄傲：什么中文也不会，居然也把中

文歌学下来了，而且唱得人能听懂！

首次演出大获成功，大家都说明

年继续学啊。到了第二年，我选了

《康定情歌》，突然觉得这可以作为

我们图书馆的传统了，一年一首，教

美国人唱中国歌，庆祝中国新年。今

年我们正在学第三首歌《达坂城的姑

娘》。我给他们翻译歌词，讲到这歌

是一个男的唱的，“你要是嫁人，不

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而且

“还要带着你的妹妹来”，大家听了

就都笑起来，觉得这歌很有意思。

我们这个合唱团的组织形式在布

碌仑真的算是成功的，本来只是一群

人在一块免费唱歌，后来变成需要经

营的项目，因为要付钱聘用老师，图

书馆也鼓励自行募款，我们就成立了

Friends Group，每年办一些Bingo啊募

款活动，很多人也会自发捐款，供图

书馆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能有这样

的机会唱歌，老人们都很开心，特别

是去年获奖，就更开心了。

去年，戴克高地图书馆首次获得

纽约市社区图书馆奖(NYC Neighbor-

hood Library Awards)，成为全市公立

图书馆上百所分馆的十佳之一，获得

万元奖金，我们的合唱团表演功不可

没。

一年一首，教美国人唱中国歌，

推广中国文化，让我觉得很骄傲，相

信这对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和传统

很有益处。这些戴克高地的美国老人

们，开始学说中文和中国邻居打招呼

，学唱中文歌庆祝农历新年，他们对

中国是友好的，渴望了解的。希望我

们的活动能作为图书馆传统，一年又

一年、一首又一首延续下去，让音乐

承载中美人民友好交流的心声，传唱

不息。

黃阿麗讓美國圖書館唱響中國歌
我的名字叫黄阿丽，

从北京来美国快三十年了

，现在在布碌仑公立图书

馆的Dyker Height(戴克高

地)分馆工作。1982年左右

，我学习英语毕业后进入

Radio Beijing 的首都报道

组做记者，一干就是几年

。那时正值邓小平改革开

放的时代浪潮，我每天到

处跑，专门采访“China

in Construction” (中国建

设)，报道大陆开放的新气

象。我还记得当时北京第

一家新式私营发廊开业，

国外的风格、装潢非常好

…还有烫发！都和传统老

发廊不一样，我就去采访

，还获了奖。

助中國大熊貓入紐約
紐約各界出席公益籌款晚宴

2017农历新年伊始，为推动“中国大

熊猫入住纽约项目”(The Pandas Are Com-

ing to NYC)，迎接两只中国国宝入住纽约

中央公园，来自纽约各界的数百位嘉宾于8

日晚汇聚华尔道夫酒店，出席“黑白熊猫

舞会”大型公益筹款活动。

中国大熊猫入住纽约项目是由史带基

金会(Starr Foundation)主席 —— 全球保险

金融业传奇人士莫里斯· 格林伯格(Maurice

R. Greenberg)、红苹果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暨前纽约市长竞选人约翰· 凯斯(John

A. Catsimatidis)、著名媒体人和慈善家靳羽

西，以及纽约州资深国会议员卡罗琳· 马洛

尼(Carolyn Maloney)于2016年共同发起，并

得到了包括中国政府、纽约州长和纽约市

长等各级政府机构和个人的支持。

当晚，上述几位发起人和中国驻纽约

总领事章启月大使、著名化妆品世家Leon-

ard and Judy Lauder夫妇、莱利和温迪· 洛

克菲勒夫妇(Larry and Wendy Rockefeller)、

著名百老汇剧院连锁业者倪德伦夫妇(Mar-

go and James L. Nederlander)、 Jonathan

and Sommer Farkas 夫妇、纽约名媛 Jean

Shafiroff以及中华文化基金会创始人王滨女

士等纽约各界知名人士担任当晚晚宴组委

会成员。荣誉委员会则由曼哈顿区长高步

尔(Gale Brewer)、前纽约市市长丁勤时(Da-

vid Dinkins)、鲁丁管理公司董事长威廉· 鲁

丁(William C. Rudin)以及美国联邦众议员约

瑟夫· 克劳利(Joseph Crowley)等数十位国会

议员及市议员组成。

当晚晚宴嘉宾们身着黑白礼服，不仅

重现了文学家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经典

黑白舞会场景，更是借黑白两色巧妙融入

了中国元素，重新赋予了经典黑白舞会

“大熊猫”的概念。

晚宴伊始，嘉宾们欣赏了精彩的儿童

乐队表演和大熊猫宣传视频。担任宴会主

持的凯斯首先向来宾们介绍了“中国大熊

猫入住纽约项目”对于纽约市发展的重要

意义。他表示，大熊猫不但可以给纽约带

来全新的活力，创造餐饮业、酒店业和旅

游业领域的众多就业机会，并会拉近纽约

和中国的距离。他并介绍前总统尼克松的

女婿、纽约州共和党委员会主席爱德华· 考

克斯(Ed Cox)上台致辞。考克斯当年陪同尼

克松进行了前往中国的破冰之旅，他回忆

了当初中美两国恢复交往的过程以及文化

交流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而大熊猫

无疑是最好的来自中国的友谊的象征。

史带基金会主席格林伯格表示：“我

们准备在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点为

中国的大熊猫在纽约修建一个家，希望大

家为中国大熊猫入住纽约贡献一份力量。

“ 靳羽西女士也强调：“熊猫是中美两国

友谊的象征。”

纽约市长白思豪在给活动发来的贺

函中说：“中国大熊猫入住纽约项目是一

个脚踏实地的、多元化的项目。这个项目

也让我们看到了卡罗琳· 马洛尼议员以及所

有项目成员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纽约所作出

的巨大贡献”。纽约州长葛谟也在贺信中

表示：“这两只可爱的大熊猫将促进中美

两国的友谊，加强中美双方的合作，他们

远道而来，承载着对中美两国最美好的祝

愿。”

此外，当晚到场嘉宾还包括纽约犹

太裔社区领袖施奈尔(Rabbi Arthur Schnei-

er)夫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

斯(Stephen Orlins)、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李

立言和周志勇参赞、香港驻纽约经贸处

处长柏嘉礼(Steve Barclay)、纽约州长亚

裔事务主任孙雯，以及多家中资赞助企

业的代表 —— 他们包括中建美国公司

主席袁宁、招商银行纽约分行行长焦程

跃、中信银行美国地区总经理文兵、中

国驻纽约旅游办事处主任王艳杰等 400

多位中美政要、商业领袖、社区和文化

界代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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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笑/休斯頓報道) 2月9日，
在休斯頓亞裔商會（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主持的商務午餐會上，中
國石油國際事業（美洲）有限公司總經
理李少林，結合 「在美國創業的機會和
挑戰」 、 「中美做生意的文化差異」 、
「如何與中資企業做生意？」 等主題，
發表主旨演講並回答與會者提問。

中石油國際事業（美洲）公司總經

理李少林在演講中分
享了中石油美洲公司
的發展歷程。他介紹
說，中石油美洲公司
從最早只有3名員工和
一張乒乓球桌的小公
司起步，逐步發展為
如今擁有165名員工，
運作油品上百種，全
球銷售網絡逐步健全
，跨國經營的綜合性
貿易大公司，苦樂參
半。2013年，中國石

油國際事業（美洲）有限公司把總部從
新澤西搬到了能源之都休斯頓，李少林
說，這一搬遷幫助中石油擴大了石油銷
售渠道。一年間，該公司在休斯頓的員
工數量從50人增加到了80多人。

李少林也提到，中美做生意的文化
差異及如何與中資企業做生意的建議。
西方人認為中國企業十分神秘。中國企

業流行的是儒家文化和領導作風。那麼
，有效溝通，與中國人建立有效關係至
關重要，即“先做朋友，後做生意”。
私人關係和信任是最重要的，中國有一
條不成文的規則，如果某個人不信任你
，就不大可能跟你做生意。很多中國人
認為友誼比生意會更長，因此比起直接
談生意來說，形成一個良好的長期友誼
變得尤為重要。

華人在休斯頓的人數在不斷增加。
“我看到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來休斯頓
尋求機會，”休斯頓亞裔商會主席趙紫
鋆先生說，“這次午餐會旨在幫助美國
公司和中國做生意，以及幫助中國投資
者在美國站住腳。”

此外，本次午餐會也是休斯頓亞裔
商會執行總裁Linda Toyota主持的最後
一個活動。休斯頓亞裔商會主席趙紫鋆
先生代表亞裔商會全體理事贈送水晶獎
杯給Linda Toyota女士，感謝她為亞裔
商會的付出與貢獻。

亞裔商會午餐會
李少林：中美做生意先從朋友做起

中國石油國際事業中國石油國際事業（（美洲美洲））有限公司總經理李少林主講中有限公司總經理李少林主講中
美做生意文化差異美做生意文化差異。。((記者楊笑／攝影記者楊笑／攝影))

亞裔商會執行總裁亞裔商會執行總裁Linda Toyota(Linda Toyota(左左))受贈水晶獎杯受贈水晶獎杯。。((記者楊笑／攝影記者楊笑／攝影))

亞裔商會主席趙紫鋆亞裔商會主席趙紫鋆((右右))頒獎給中國石油國際事業頒獎給中國石油國際事業（（美洲美洲））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總經理李少林總經理李少林((左左))。。((記者楊笑／攝影記者楊笑／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第21屆國際藝術節暨農曆新年
園遊會日前圓滿落幕，感謝眾多贊助商每年大力支持，才能讓表
演節目和現場攤位豐富精采。其中，華資百佳超市每年都是最大
贊助商之一，透過贊助禮券、獎金和獎品等不同方式，回饋廣大
社區外，也和美南僑胞共同慶祝新年。

百佳超市對於社區服務相當踴躍，任何美南舉辦的大型社區
活動，百佳超市一向熱情支持。為展現對於國際藝術節重視，今
年休士頓百佳超市負責人陳峰(Ken)盛裝出席貴賓招待會(VIP Re-
ception)，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在會場上也熱情接待。

百佳超市投身社區服務相當積極，為亞裔和華裔消費者打造
價格親民和服務一流的超市，也重視社區間的中華文化傳承，每

年在開工大吉之日，都會大陣仗舉辦醒獅匯演活動，對此，中國
駐休士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給予一致好評。

百佳超市有著 「百樣商品百樣佳」 美名，2011年創立於休士
頓，當初看好德州土地廣闊、四通八達，華裔居民人口眾多，企
圖打造一個以亞洲食品為主、產品多樣、質量健康、價格平民、
服務一流的超市。如今在休士頓占有一席之地，業績蒸蒸日上。

負責人陳峰說，每年都很樂意參加慶祝農曆新年活動，不僅
僅是因為是中華文化的傳統習俗，主要也是想藉由這活動， 「感
謝廣大美南消費者的大力支持」 ，回饋社區，提供更好的服務，
為社區打造良好的互動平台。

百佳超市回饋社區百佳超市回饋社區 鼎力贊助國際藝術節鼎力贊助國際藝術節

百佳超市負責人陳峰百佳超市負責人陳峰((右右))與中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群與中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群((左左))於於
國際藝術節上合影國際藝術節上合影。。

2017年3月4日 (六)
下午2點至4點
地點：Chinese Bible Church華人聖經教會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exas

77036)
題目：睡眠的秘密：如何選擇適當的床墊

？
講師：劉雲山 博士
良好的睡眠就像是讓身心重新充電一般，

最重要也最常被忽略的其實是就是挑選一張最
適合自己的床墊。市面上販售的床墊百百種，
民眾又該如何挑選一張最適合自己的呢？本次
光鹽社健康講座邀請到劉雲山博士來教導民眾
如何分辨不同的床墊與挑選一張最適合自己的
床

劉雲山博士於中國南開大學(Nankai Uni-
versity)取得化學碩士學位，並於德州農工大學
(Texas A&M) 取得有機化學博士學位，從事化
工研發、技術支持和技術管理近20年。先後任
職於世界500大的伊斯曼化工公司 (Eastman
Chemical) 和亨斯曼公司 (Huntsman Corpora-
tion) 。劉雲山博士擁有近10項美國授權專利，
現任職於亨斯曼公司擔任聚氨酯部門技術經理
。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致電光鹽社詢問。電
話：713-988-4724

 



















營養和運動都是維持身體健康重要因素營養和運動都是維持身體健康重要因素
.. 光鹽社將舉辦免費營養與運動教育課程光鹽社將舉辦免費營養與運動教育課程,, 本本
課程共有十堂課課程共有十堂課,, 課程內容包含營養基礎知課程內容包含營養基礎知
識識、、飲食規劃飲食規劃、、食品安全食品安全、、食材選購與料理食材選購與料理
、、癌症預防等等癌症預防等等.. 此外還安排體能活動此外還安排體能活動.. 增加增加
身體的運動能力身體的運動能力.. 本課程不論年齡性別本課程不論年齡性別，，歡歡
迎所有人踴躍參與迎所有人踴躍參與，，共同學習如何透過飲食共同學習如何透過飲食

與運動促進全家人健康與運動促進全家人健康！！
時間時間：：20172017//0202//1111~~20172017//55//1313
每星期六上午每星期六上午1010::0000--1212::0000
地點地點：：98009800 Town Park Dr #Town Park Dr #255255,,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中華文化中心二樓中華文化中心二樓255255室室))
請來電報名請來電報名((713713--988988--47244724))

光鹽社免費營養課程
一年一度的光鹽社慈善音樂會將於2017年2月25日於曉

士頓中國教會舉辦，自光鹽社成立以來，在義工們的付出及
社會善心人士的支持與捐助下，每年有超過8,000人受惠于光
鹽社的各項服務。今年適逢光鹽社20周年，光鹽社將邀請到
各方音樂及舞蹈家表演獨唱、合唱、舞蹈及各種樂器演出，
節目精彩可期。票价為$20,$50和$100， 敬請踴躍購票支持
。

光鹽社慈善音樂將於2月25日下午3時
在曉士頓中國教會舉行

(本報訊)由國際辣媽大賽組委會、張要武藝術中心、休斯頓
古董拍賣公司、幸福讀書會聯合為藝術家&作家：愛新覺羅.恆懿
舉辦的《我的皇室家族》一書座談會將於2017年 2月 26日
12PM—3PM： 在 Sweetwater Country Club （4400 Palm
Royale Boulevard • Sugar Land, TX. 77479 ）舉行。因為座位
有限，報名參加人數在50人之內，每一位需要交午餐費$50領
一張午餐卡，午餐時憑卡用餐，為了保持會場安靜，參加座談會
的朋友請不要帶小朋友，凡報名參加座談會的朋友，請在24號

之前把餐廳費交上，謝謝配合。
座談會主要邀請愛新覺羅.恆懿的敘述歷史書《我的皇室家

族》一書的創作過程，並且與聽眾朋友現場做寫作及藝術方面的
交流。

愛新覺羅•恆懿，中國當代著名女畫家，中國末代王朝的皇
室直系後裔，也是宮廷畫派的重要傳人。在她研究學習繪畫藝術
的道路上，受到長輩中國末代皇帝溥儀及其胞弟溥傑的親自傳授
，並拜請中國著名畫家胡爽庵（著名國畫大師張大千之弟子）、

著名畫家齊良遲（著名國畫大師齊白石之子）、著名畫家高松蘆
（著名國畫大師王雪濤之弟子）為藝術導師，經過刻苦鑽研終於
從宮廷畫派中脫穎而出，形成了自己風格，她的作品被多國元首
及名人名家收藏，在書畫藝術界占有一定的地位。

座談會報名
聯系電話：
Kathy (832) 279-5999
陳鐵梅（832)803-9018

愛新覺羅愛新覺羅..恆懿恆懿《《我的皇室家族我的皇室家族》》座談將於座談將於22月月2626日舉行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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