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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me today for 
a private showing.

katy好學區，七間臥室美麗房屋。樓下主臥及父母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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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两年了 他才知道自己随时“被直
播”

吕先生是成都一家啤酒馆的股东之一，每

天在这儿经营生意的他，浑然不知吧台前方的

监控直播摄像头已经工作了两年，而自己，以

及啤酒馆的顾客都是“被直播”的主角。当记

者将直播的画面呈现在吕先生的眼前时，他傻

眼了。“有点烦，完全不知道自己被直播了，

这肯定侵犯了我的隐私权，我要找他们维权。

”

为了搞清楚情况，吕先生赶紧联系了啤酒馆

的其他股东，才得知这是另外一名股东在两年前

安装的。“另外的股东是为了监控啤酒馆的安全

，离开了啤酒馆用手机也能看到馆内的情况，同

时也在网络上起到一个展示的作用。”

小区也成了被直播的地点。在成华区华

润 24 城小区，一个监控摄像头正在实时直播

小区大门口的情景。记者随机在小区门口询

问进出小区的业主，6 名小区业主中，无一

人知道自己正在“被直播”。一名居住在该

小区的美国住户Alice 女士告诉记者：“在自

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直播，会有些不舒服”

。

不止一处 266多个监控摄像头“被直播
”

“被直播”的场景并非少数，4月30日，成

都商报记者打开水滴直播网站，将地区选择至

“四川省成都市”，页面显示，全市各地共有

299个直播房间正在以监控的视角直播着市民生

活的一举一动。这些直播画面中，有人来人往的

居民小区、车流不息的十字路口、甚至还有酒吧

、酒店、按摩店等相对私密的消费场所。

在成都被直播的299个直播房间中，观看人

次最多是名为“成都街景(西大街)”的直播房间

，有上百万次的播放量。

这些直播画面，几乎是实时传送到网络。在

成华区华润24城小区，一超市招牌上方有三台摄

像头，对着小区1号门前的一段人行道进行24小

时直播。

“这简直是现实版的‘楚门的世界’。”一

名得知自己也在直播画面中的市民说，“我们毫

不知情，自己就在网络上被播出来了，关键是除

了一些公开场合，另一些较私密的酒吧、酒店，

也有这样的直播，那我们的隐私从何谈起？”

截至止5月2日下午3：：00，记者看到在水

滴直播网站中，“四川省成都市”的页面下，有

33个直播房间已下线，目前剩余266个房间。

购买摄像头后由安装人员授权上传监控
画面

这些在网上被人围观的实时监控画面从何而

来？水滴直播又是如何获取这些直播画面的？成

都商报记者展开调查。

“上水滴直播必须要买 360出的摄像头。

“武侯区一家宠物体验店的店员告诉记者，考虑

到体验店的安全，该店一年前曾购入一款 “360

智能摄像机”做监控摄像头，安装在店铺入口处

，正对着吧台。公开资料显示，水滴直播是奇虎

360公司旗下一款视频直播生活秀平台。

上传的直播画面中，有许多人并不知道自己

正在“被直播”，摄像头安装人员上传监控录像

至网络的行为，是否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对此

，多名在水滴直播公开监控画面的人员称，“不

懂隐私权”、“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一家在

门口安装摄像头的超市老板直言不讳：“我在自

己的店外安装，为什么不可以？”

好奇和无聊：“可以看到别人的生活”

在水滴直播平台上，数以万计的网友正在实

时观看监控录像所拍下的实时画面。“因为好奇

和无聊。”一名观看直播的网友“姜V5”告诉记

者，他上个月才刚刚接触到水滴直播，偶尔会登

陆看一看，除了看一些有主播主持的节目外，也

会看一些监控。“可以看到别

人的生活。”

一些网友将观看监控直播

的行为定义为“好奇”，另一

些网友则定义为“窥私”。

“我认为观看水滴直播的某些

房间，属于窥私。”中国心理

学会会员、心理学专家陈志林告诉记者，人类普

遍都有窥私欲，“好奇”和“窥私”的界限在于

，是否侵犯了他人的隐私、影响到他人的生活、

是否违背普遍的道德准则、以及是否违反相关法

律。

水滴直播平台是否涉嫌侵权？

5月1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360公司

公关部工作人员赵女士，赵女士在与该公司技术

部门、产品部门协调后就水滴直播涉及的相关问

题为记者做出回复。

记者：直播画面中出现的大量第三方陌生人

员，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直播，直播行为也

未经得其允许，这是否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

赵女士：我们早在2016年6月份，就对用户

进行相关规范公告。要求用户将自己拍摄到的监

控画面进行分享和直播的时候，要遵守国家相关

的法律法规，以及水滴直播相关规范公告。

记者：由这些安装摄像机的用户来决定是否

上监控画面，而非被拍摄人员来决定，这种模式

是否欠妥？

赵女士：作为安防产品，用户对场景进行监

控，如在家庭中最经常使用的场景，来看家中保

姆行为，以及家中是事出现盗窃，这种场景下，

如被拍摄人员来决定，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妥

当的。

我们呼吁智能摄像机的用户在分享监控画面

的时候，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良俗公约，以

及水滴平台直播用户协议的相关内容，共同维护

水滴平台的文明和有序。

记者：为何会出现酒店、内衣店、按摩店等

相对隐私的场所的直播画面？水滴直播后台对直

播画面是否会再次进行审核吗？

360公司：水滴平台上出现的酒店、内衣店

、按摩店等画面，都是由酒店经营管理者、内衣

店店主、按摩店店主等用户购买了智能摄像机之

后，在自主、自愿的前提下，将监控画面分享到

互联网平台上。我们接到反馈来看，店主进行直

播，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偷窥以及提供员工对客户

的服务水平。

我们也一直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以及政府

主管部门的要求，对用户分享的监控画面、图片

和评论进行审核。对于违反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

其他涉黄、涉暴、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或其他侵

权行为，水滴平台一经发现，会对相关内容进行

删除，并对违规用户进行禁言、踢出、加黑、永

久加黑等操作，保证水滴平台环境的文明与有序

。

律师：涉嫌侵犯公众隐私权

“这种行为这对公众的隐私权构成了侵犯。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陈小虎律师表示，

未经他人允许将摄像头录摄公共场所画面、个人

形象挂到网上任人点击，是一种侵权行为。

“直播平台并不能以‘用户自己决定’的理

由脱开责任。”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蒋健律师认

为，上传视频的人(即同意将监控画面分享到网络

直播的安装人)未经被直播人员允许，私自将直播

内容上传网络，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直播平台

对用户所直播的内容有审核的义务，如果直播内

容侵犯了他人隐私权，直播平台也要付相应的连

带责任。

成都266個監控攝像頭失守
選內衣住酒店全被直播

在啤酒馆工作了两年，吕先生都不知道，吧台前方的一处监控摄像头，每天都在网上直播，自己的一举一动，已然被数千名网

友“评头论足”；入住某酒店的刘先生不曾想到，酒店的过道内安装的摄像头，正在实时将所拍摄的画面上传至网络，供数十万网

友观看；去内衣店买衣服的林小姐也绝对想不到，她在内衣店购物时的场景，也已经被人在网上“直播”……

近日，一家名叫“水滴直播”的网站，通过直播各类现实场景，引发网友关注。直播平台上选取的都是实时摄像头拍摄

到的景象，大街、酒馆、小区、餐馆，甚至酒店、内衣店，而仅仅在成都，就有266个监控摄像头，被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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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体差的老人

要是家里的老人身体差，确实就不

太适合带孩子了。第一，很实在地说身

体差容易染病，要是宝宝还小，抵抗力

不足，那么就很容易从朝夕相对的老人

那里传染到病菌了。第二，身体差的老

人即使硬给你带小孩，也会有点力不从

心，久而久之不仅容易累坏了，还会引

发很大的怨气，想必每个妈妈都不愿意

辛苦工作回来还听老人们诉说自己带孩

子怎么怎么辛苦，今天宝宝怎么怎么不

乖吧?

宝宝还小，调皮、爱哭、偶尔无法

自控还是常有的事，身体不好的老人经

不起这般折腾，那么结果很可能是小孩

没看好，反倒老人病倒了。

2.不听劝的老人

不肯听别人的劝说、一意孤行的老

人很可怕，更别说要把宝宝交给这样的

老人了。这样的老人一定会守到她们自

己的老一套怎么劝都不愿意去接受新的

观念，老旧的育儿观念与方式很多都会

把娃坑得很惨，“蜡烛包”、嚼喂食物

、一岁内就添加盐等老一辈觉得很正常

的育儿方式也许就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

果。

不要把“我们以前带娃也是怎么怎

么样”挂在嘴边了，如今时代进步不一

样了，因此不听劝的老人真的不适合带

宝宝。

3.溺爱孩子的老人

过分的溺爱造成的后果也许比你想

象的还严重，不仅会让宝宝蛮横无理，

还会让宝宝不懂尊重长辈。要是一直处

于溺爱中的孩子，一旦有一点点不顺心

，就更容易无法接受了，从而导致更多

的叛逆。

即使在很多原则性的问题面前，老

人也不舍得去凶孩子，久而久

之对于宝宝的心理成长也会出

现很多的问题，变得自私且缺

乏独立性。而且爸爸妈妈也会

因为这些而去埋怨老人，不利

于家庭和谐。

4.贪财如命的老人

虚荣与市侩的人终究是成

不了大器的。不少老人因为年

轻时候的家境和文化修养不高

等原因导致非常的市井与市侩

，具体的外在表现就是贪财如

命，什么事都斤斤计较。可想

而知，跟着这种老人的宝宝也

会在耳濡目染下变得爱慕虚荣

、嫌贫爱富。

况且，贪财如命的老人想

必也会是一个跟家人也斤斤计较的人，

给宝宝多买个有营养的菜品也许都不太

舍得，就别指望能把宝宝带好了。

5.迷信的老人

封建迷信迷惑心智，有时甚至让人

做出不可思议的行为。我曾经就听说过

有迷信的老人因为宝宝久烧不退而认定

是鬼魂作祟，不带宝宝去看医生，而去

求“符水”来喝。最终导致宝宝上吐下

泻、昏迷不醒。

迷信的人与科学是对立的，育儿本

就应该遵循科学才能让宝宝身体健康、

快乐成长，因此绝不能把宝宝交给如此

迷信的老人。

6.满嘴脏话的老人

育儿不仅要让宝宝的身体健康成长

，也要让宝宝的心理健康发育。一个人

的谈吐能看出一个人的素质、代表着一

个人的文明程度。老一辈由于年轻时的

国情或环境，也许身不由己地无法有太

高的文化水平，我们无法强求，但是我

至少认为说不说脏话是能自己控制的，

要是老人不听劝，老是脏话挂嘴边，最

好还是让宝宝敬而远之了。

宝宝正处于探索与学习的阶段，无

论行为还是说话都很喜欢模仿别人，所

以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谈吐重视起来。

当然，生活有时候由不得人，也许

即便自家老人有各种恶习，也无法找到

别人去带宝宝了，那么我们必须坚持自

己，即使不听，也得反复劝说，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用尽我们的一切方法去

给宝宝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要是条件允许，千万不要因为“带

娃很累”、“难得老人愿意带”、“宁

愿上班”、“不上班我就不独立了”等

各种借口而去丢下自己的宝宝给老人们

带，别人带的娃远不及自己带的顺心，

也不能要求别人事事如自己所愿。除非

心很大，要不然少不了后悔的份。

毕竟宝宝是自己的，宝宝的一生与

爸爸妈妈才是最密切不可分割的，我们

都应尽最大的努力去培养他们，让他们

打好基础，才能过好自己的人生。

不能把寶寶交給這六種老人來帶
如今不少妈妈会选择暂时先把工作放一放，把自己的宝宝亲自带大，至少也

会把宝宝带到三岁大上幼儿园才回归职场。当然，更多的妈妈可能因为生活压力
，不得不早早回到职场打拼……

这样一来，照顾宝宝这个重担就只能落在老人的身上了，老人帮忙照顾孩子
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对他们也不应过分苛刻。

但另一方面来看，为了宝宝的未来，有些老人确实不适合带小孩，甚至把
“白纸一样”的宝宝填上各种恶习……假如你家老人有以下的特征，也许妈妈们
就要慎重考虑是否需要另想办法了。

关于“能不能抱宝宝、抱多久

才合适”是现在许多妈妈纠结的问

题。

因为有时候抱多了，老一辈会

告诉你“这孩子不能经常抱，不然

以后就不愿意睡床上了”;而抱少

了吧，又有人跟你说这样不利于亲

子关系的培养，要多抱抱才好。

抱太久好不好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

那究竟，小宝宝是多抱抱好还

是多躺躺好呢?每天抱多久才合适

呢?

其实都可以!关键是看年龄和

宝宝的发育情况，而且要明白，抱

有抱的方式，躺有躺的讲究!

1、三个月之内：多躺比多抱

好

首先，因为新生宝宝的睡眠时

间都会比较长，大约在18～20个

小时。而一个好的睡眠对于这个阶

段的宝宝来说至关重要。

其次，抱太多也不利于宝宝骨

骼生长。3个月以内的宝宝，骨骼

尚未发育完成，颈椎和脊椎都很柔

软，经常抱着，脊椎总是呈弯曲形

状，时间久了对孩子的骨骼生长不

利。

因此，除了喂奶、换尿布等特

殊情况外，不要过多抱宝宝。多数

时间还是让宝宝平躺在床上，这样

既可以使他的身体放平，也能减轻

其颈部的负担。

2、睡醒后，可适当抱抱增进

亲子关系

宝宝睡醒之后，家长可以抱着

ta，四处走走、看看，与宝宝说说

话，增进下亲子关系。但婴儿到了

2个月时，每天加起来也只应抱2

个小时左右为宜。而且，抱的时候

要讲究方式方法!

美国儿科学会指出：

刚出生或者年龄很小的婴儿对

头部的控制能力尚未发育健全，因

此在抱ta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他的

头部左右或者前后晃动。

如果在抱婴儿的时候，ta处于

平躺的姿势，要用手轻轻托住他的

头部;如果 ta处于竖直的姿势，要

用手托住ta的头部和颈部。

其次，这个阶段内，可以适当

地每天给宝宝进行竖抱和俯卧的训

练，每次练习1-2分钟就够了，以

后再逐渐延长，每天锻炼的次数则

根据宝宝的精神状态而定，时间不

宜太长。如果婴儿4个月时仍不能

抬头，则应去找保健医生。

最后，我们在抱宝宝的时候还

要和他多交流、多说话，这样既能

让宝宝感受到你的爱，又能对他进

行语言刺激，开发宝宝的大脑。

所以，对于新生宝宝，多躺比

多抱要好!并不是说不你让抱，而

是要讲究时机与方法的去抱。

3、三个月之后：长时间抱着

不利于宝宝发展

俗话说，“一举头、二举胸、

三翻、六坐、七滚、八爬、九扶立

、十二走”，这婴儿发育的基本规

律。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也能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每个阶段宝宝需要

训练和达到的技能。

因此，爸妈们应根据宝宝所处

的不同月龄和需求，有针对性的去

跟随宝宝自身的发育和脚步走。不

要因为怕磕着碰着，就始终喜欢把

宝宝抱着怀里呵护着。

比如，就像上面提到的，前两

个月应适当的对宝宝进行俯卧训练

，让宝宝能自然抬头、抬胸。第三

个月让宝宝自己在平躺的时候学会

翻身。那如果家长们总是把宝宝抱

着，自然这些技能就无法顺利学会

，从而就会导致宝宝自身发育迟缓

。

而发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

大运动发育来说，孩子首先会在床

上趴着抬头，抬头以后他才会逐渐

地翻身、会爬、会坐、会站、会走

、会跑。如果他从开始趴着就晚，

抬头也晚，坐也晚，站也晚，自然

走就会晚。

就像乐妈之前说过的：我们不

能因爱子心切“拔苗助长”，当然

更不能以爱之名“阻碍其成长”!

宝宝每天抱多久好
答案在这里

我从小个头就小，一度有些自卑

的程度，尽管我成绩一向很好。

我最讨厌体育课，因为一上体育

课，老师就要把小朋友们排成一队，

这样我就会被老师毫不犹豫地抓到队

首，充当“从低到高排好队”的最低

标志。

更让我愤怒与耻辱的是，班上个

头最高的同学，还会动不动就来摸我

脑袋，叫我小不点。有一次篮球比赛

，有个高个男生，同学们都叫他大个

子，他把篮球举得高过头顶，当着好

些人的面大声喊：“哎，我站着不动

，你来拿球啊，来呀，来呀……”

我急着上去解释：“我还小，没

长开呢，等我吃够了营养，就长个了

。”

可这一解释，同学们笑得更欢腾

了。

晚上放学大个子还拦住我说，读

书好有什么用？个子不够高，根本找

不到工作，将来没有大厂会要你的！

这给我气的，好绝望啊，回家一

扔书包就号啕大哭，当时我觉得这辈

子也翻不了身了吧。

我跟我妈撒谎，说肚子疼，上不

了学。

我妈耐着性子信了两天，但很快

就起了疑心，拐弯抹角地把原因问了

出来，我说我不想上学了，“大个子

”说我矮，我怕被同学嘲笑看不起。

我妈笑着跟我说，“大个子”不

重要，中考之后你估计就再见不着他

了，但你再不去上学，连成绩都落下

了，才会真被人看不起。

果不其然，后来我考进一中继续

读书时，大个子已经被他家里发送到

城里学洗剪吹去了。

那时候我便知道了一件事，别人

故意打击我的时候，我有两条路可以

走：1、进取。2、退缩。

进取到位，就能让偏见去他妈的

；就此退缩，就正好顺了别人的意。

昨天有个大二的小姑娘发私信问

我，太在乎别人的看法，而把自己逼

得畏缩不前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就把

这个故事讲给了她听。

她听得“咯咯”笑，问我，那现

在人家再说你，你就真不在意了吗？

我说，我现在更棒了，我会怼一

句：“我腿短怎么了，我腿短能在马

桶上荡着玩，你能吗？”

是不要脸成就了我嘛？

不带这样说的。

其实，是因为这些年，我一直在

努力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所以有了

更加清晰的自我认知与价值导向，于

是对一些别有用心的说三道四越来越

漠不关心。

你之所以会在别人的声音里患得

患失，是因为太缺乏自我认同。

这个大二的姑娘，去年冬天挂掉

了人生中的第一科，她本是一个逢考

必过的学霸。

她说自己可能完蛋了。

一推门本来聊得正欢的两个寝室

室友突然不说话了，她觉得一定是在

背地里讨论她；她跟着视频里学着扎

了个丸子头，上铺一句“不好看”就

让她赶紧拆回了马尾；她从网上买了

一件流苏长裙试着迎接春天，被一句

“这都去年的款了吧”就吓得慌里慌

张地退了货。

前不久，她被校广播站吸纳了去

做播音主持，被室友白眼了一句“你

真能折腾”，就吓得再也不敢在寝室

里熟悉播音稿了。

她问我，有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在

意别人？

我说，没有，大学寝室生活，就

是要教会你如何跟自己不喜欢的人共

处。

通常情况下，你在意别人的看法

，是因为你觉得别人说得有道理。

如果你主意牢，底气足，你怎么

会轻信她们的话？

叔本华说，一旦我们充分了解了

他人思想的肤浅和空洞的本质，他人

观点的狭隘，他人情感的琐碎无聊，

他人想法的荒谬乖张，以及他人错误

的防不胜防，我们就会逐渐对他人大

脑中进行的活动变得漠不关心，我们

就会明白任何一个过度重视他人观点

的人给了他人过高的尊严。

我们之所以过于放大别人的看法

，是因为自己不具备区分忠言与聒噪

的能力，而盲目得看了别人脸。

海明威因为实力过硬，说起话来

总是比较“耿直”，也就是今天我们

常说的毒舌，所以他一向不太受评论

界的待见。

对于任何想要前来

约访他的媒体，他都会

要求对方先去通读作品

，所以一个访谈要约个

一年半载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巴黎评

论》采访时问他，你会

建议年轻作家看报纸吗

？你在《堪萨斯城星报

》受到的训练对你有帮

助吗？

海明威眉头一皱，

有一搭没一搭地回他：

“在《星报》工作，你

得学着写简单的陈述句

，这对谁都有用。新闻

工作对年轻作家没害处

，如果能及时跳出，还

有好处……”

说着说着突然顿住

，话锋一转，“这是最

无聊的老生常谈，我感

到抱歉，但是，你要是

问别人陈旧而扯淡的问

题，就会得到陈旧而扯

淡的回答。”

嚯！他真敢呐，当

面讽刺人家知名媒体提

问太过低智。

如果你没跟海明威一样写过《老

人与海》，拿过普利策，拿过诺贝尔

，而是一生寂寂无闻，一个知名大媒

体跑来采访你的时候，就算对方问得

是屎一样的问题，你还不是要擎着小

心，违心地赔笑：“哎呀，您这个问

题问得真是好。”

为什么海明威就可以不顾及对方

感受说话这么解气啊？

人家这是实力回怼。

你要是不爽了，爱怎么乱写就怎

么乱写去，你捧我也好，毁我也罢，

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不在意，更不

会因此动摇我的文学价值与历史地位

。

都看过《甄嬛传》吧？

能不能容得下我是你的气度，能

不能让你容下是我的本事。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化的动物，要

想活得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爱谁谁

”，基本没这个可能。

你走的路越是鲜有人知，你听到

的噪声越是大。

但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终归是无

法让每个人都满意，更别指望让所有

人喜欢你。

一位因为写了一本《最愚蠢的一

代》而十分不受待见的大学英语教授

马克· 鲍尔莱因，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明

白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的事情

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

马克· 鲍尔莱因说得很对，但很

多人明白了这件事，依然做不到绝对

意义上的成熟。

每个人都有两套评价系统，一套

是自我评价系统，另一套是他人评价

系统。

这两套系统基本上会伴随我们一

生，在他人评价系统里，你永远都无

法做到零差评。

有人觉得她应该有的却没得到，

你得到了当然就该酸你；有人觉得我

穷逼还想迎娶白富美，你要求有房有

车当然要说你太物质；有人稳定了一

辈子没出过屯儿，你放弃铁饭碗非要

去创业当然要说你太作。

每个人的观点，都会受限于不同

的视野和境界。

这些不同，取决于三观、立场和

利益。

别人的说三道四该不该听，得分

人。

慢慢你就发现，我们这一辈子啊

，对我们重要的人，也就那几个。

你若都在乎，就会被不相干的人

套上枷锁。

《明朝那些事儿》末了不是说了

吗？

这世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用你

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所以，你对我重要，你的看法才

重要，其他的呀，老子怎么喜欢怎么

来呗。

你对我重要，你的看法才重要

紀實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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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中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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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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人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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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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66人在美國

我是方子源，英文名为Dewey Fong，

1949年在广东开平出生。我的祖父很早就

在美国谋生，而父亲回乡跟妈妈结婚后不

久就返回美国，继续经营餐馆，也开过洗

衣馆。我两岁的时候，母亲带着我来到香

港定居，等候父亲申请我们移民赴美。

自修中文 随师习武

1958年，移民申请终获批准。来到美

国之后，一家人居住在布朗士。接受西方

教育之余，仍不忘中国文化。幼小的心灵

仍没有忘记在香港读书时的中文，觉得自

己是中国人，不应该忘本，因此经常自修

中文。大约16岁的时候还每个周日到唐人

街华侨学校上课，时常拿著中文书问老师

。

当年的华埠虽然没有现在的多彩多姿

，但对居住在“穷乡僻壤”的我来说，也

是很吸引人的。于是，我又迷上功夫，跟

随虎爪派伍伟康师傅习武，也得到过多位

武林前辈的指点。此外，因为在香港时常

常听电台的粤曲节目，对粤曲也有浓厚兴

趣。机缘巧合，我在华埠的音乐社也开始

学习粤乐。

我一面读书，一面学习自己喜爱的文

娱活动，惬意又有满足感。到了1971年，

我还在念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兴起投考警

队的念头。想就要去做，笔试、面试都过

关了，原本1973年就可以入警校受训的了

。但因为纽约市经济出现逆差，市府各部

门都要裁员，保护市民的警队也不能幸免

。在这种艰难情况下，只有等待。

1979年，我接到通知，可以报到入警

察学堂了。经过魔鬼式的训练，我毕了业

。当年警察分三个部门，包括：房屋警察

、捷运警察及纽约市警察。我被分配到房

屋警察部门去，在此后数年间，我尽其职

责，很多次受到上级的赞赏。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1981年7月31日

下午3时左右，当时我是便衣巡逻，防止

罪案的发生。当天我经过下东城七分局辖

区时，接到无线电通知，我们的警车在哥

伦比亚街截停一部可疑车辆。我三步并作

两步，前往支援。那时，可疑车辆的三名

非裔男子已被请下车。警装同袍准备带他

们到警局协助调查。

追捕罪犯 驳火受伤

就在这个时候，其中一名嫌犯突然拔

足飞奔，朝北边政府楼方向逃去。这人离

我比较近，我立即追去，在距离十多呎时

，我已拔枪在手，大喝对方朿手就擒。但

嫌犯却不理，并反手从身上拿出武器，接

著转身面对著我，这时我才看清他手中拿

的原来是一支火力颇猛的枪械，连环射出

四发子弹，幸而没有打中我。我不甘示弱

，也回敬数弹，就这样在街上枪战起来，

街上途人纷纷走避。

因为我的前冲力很猛，枪战较吃亏。

这时，我学的功夫派上用场了：首先把左

腿提起踏下，稳住前冲势头，再把右腿提

起，保护要害，左手拿著无线电掩护心房

，使用太极功夫中“金鸡独立”跟嫌犯驳

火。打到第六枪时，我发觉自己中了枪，

因为我的大腿有疼痛感。我可以感到，对

方是个有枪战经验的人，因为他逃走时走

“之”字形，在走到右方时，有一个妇女

在旁，我不能开火，要等他走去左边时才

可以射击。嫌犯这时冲进一条横巷，我负

伤追进去时，右半身开始麻痹，整个人扑

跌在地。这时，我的支援赶到，嫌犯也逃

进政府楼内。

同袍赶到后，立即将我送到表维医院

治疗，医生证明我中了一枪，子弹从我右

腿入，背部出，情况相当危险的。嫌犯是

个对枪械了解，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人，用

的是半自动手枪，向我射击了8弹

，而我也是6弹全部射出。

悍匪中枪 同一病房

此时，警方知道嫌犯进入了政

府楼，但由于对方是穷凶极恶的悍

匪，警方不敢掉以轻心，几乎调派

了下东城全部警力围捕，作地毯式

搜查。最后知道对方匿藏在天台，

乃缩小包围网，喝令悍匪举手投降

。但对方负隅顽抗，想作垂死挣扎

，竟举枪想射。我的一个同袍手急

眼快，先发制人，一枪打中悍匪头

部。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

嫌犯也被送到表维医院。不知是否

巧合或是什么的，悍匪竟被推进我

的病房。不久，大家都知道原来是

对头人，少不免又来一顿骂战。不

过，这名悍匪最终不治，捱不过于

翌日凌晨死亡。可见作法自毙，为非作歹

没有好下场。

表现英勇 获颁奖章

我养伤期间，上司认为我表现英勇，

颁发了一个最高荣誉奖章给我。伤好之后

，继续警察生涯。一年后考升级试，成绩

不错。1983年升警佐，1985年升巡官，然

后升局长、副督察、正督察。1996年获擢

升为警务副总监，接掌行政工作，到过多

个地区担任指挥官，例如曼哈顿南区、皇

后区南区和北区等。

身处纽约 心系祖国

在任期间，经常与中国大陆、台湾

、香港等地区的警界联系沟通，他们组

团访问美国时，我也一定尽地主之谊，

带他们观光拜会。例如 2004年陈玉驹担

任中华公所主席时，我接待过大陆和台

湾的高级警界访美团，带他们拜会中华

公所，让他们了解纽约华人社区的历史

和环境。大约十年前，世界警消奥运会

在纽约举行，香港警界派队参赛，我虽

然已经退休，但还亲自接待，在华埠设

庆功宴。粗略计算，当差期间我招呼过

五六十个警界访团。

当然，我自己有时也组团到大陆和港

、台访问，与当地警界交流沟通，增进双

方友谊。我身处美国，但也心系祖国，到

过中国多个地方访问。有一年在贵州，与

当地警界座谈，面对逾千公安，我向他们

介绍了美国的警务情况及自己的经历，受

到大家的欢迎。

钟情粤曲 夫唱妇随

我是一个醉心中国文化艺术的人，尤

其钟情粤曲艺术，古筝、二胡、秦琴等中

乐都稍有研究。可喜的是，我的太太廖巧

珍和我都有共同喜好，经常两人同台合唱

，特别是敬老活动、喜庆场合，只要我们

有时间，一叫即到，永不“托手踭”。

我爱上粤乐之后，发现好处多多。粤

剧戏曲的故事内容很好，特别强调隐恶扬

善的美德和善恶有报的结果，是起教化世

人的作用。日子有功，我们会受到潜移默

化令到个人素质更加善美。唱曲，更可藉

以抒发感情，有益健康。因为曲情里有喜

怒哀乐的变化，我们可随着曲情尽量抒发

自己的感情，把心中的不快尽寄曲中，得

以舒解；又或者从唱曲中得到其它的欢愉

和满足感。

功夫，也是我自小喜欢的运动。我只

有几岁的时候，就经常看关德兴、石坚主

演的“黄飞鸿”电影。来到美国后，有机

会学习虎爪国术，对我的职业有莫大的好

处。好像那次枪战，如果我没有学过功夫

，便缺乏应变能力，中枪部位便可能是要

害。

遭遇歧视 勇敢抗争

很多人问我，少数族裔人士当警察，

会否受到歧视，我觉得在所难免。特别是在

二、三十年前，主流社会往往认为华人是外

来者，不属于这个地方。其实这是极大的错

误，因为我们来到这里，跟其他移民一样，

都是来到我们想要生活的地方。华人对美国

都有贡献，如果有人对我们说“这里不欢迎

你们”，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2000年 3月底的一天，纽约警察局皇

后区104分局局长库波特，在警车上通过

电话向我汇报工作。但汇报之后，库波特

便和同车的两个下属一起嘲笑起我，说我

笨，像个中餐馆送外卖的。但这位白人局

长一时间竟忘记自己汇报工作后还没有关

掉电话，于是他和同伴的讲话全部被我的

留言机录制下来。我将录音带交给上司，

上司后来将其送到警察局“平等就业机会

部”，等该部门处理。

纽约市白人警察嘲笑华裔上司事件被

新闻界披露后，立即引发华裔社区关注，

不少社区领袖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种族歧

视案件。“平等就业机会部”作出决定，

将库波特调离皇后区，到布碌仑的警察分

局夜班工作，没再升职，另外两个当事人

也受惩处。

勇气智慧 市长称赞

当时的市长朱利安尼认为我是一个出

色的高级警官，在办理疑难危险案件时尤

其显示出特殊的勇气和智慧，令人尊敬。

我呼吁华人假若受到不公平对待，一

定要站出来发声，为自己争取权益。举例

说，我们抓到专以华人为打劫对象的嫌犯

时，问他们为什么选择性打劫？通常他们

会给出三大理由：一，华人有钱；二，华

人不反抗；三，就算华人报了案，也不会

出来指证。我恍然而悟，原来正是侨胞的

懦弱，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最大的受害

者。所以很多时上庭时，我都会登门拜会

受害人，陪他们一起出庭，要求他们指证

，将嫌犯绳之于法。

我2003年6月退休，做了23年警政工

作。退休不久又有新的任务，当了美国联邦

国土安全部安全总监，在纽瓦克机场上班，

其后又调往国务院做礼宾司，工作至2010

年，才宣告正式全退，只担任Fraternal Or-

der of Police(简称FOP)Lodge 997之会务主

席。这是警察工会的组织，属联谊会性质，

每个州市都有分会，有现任和退休的警务人

员参加。平时主要服务社区，做公益事业。

最后，我鼓励华裔年青一代参加每一

项对社会有贡献的行业，包括警队。这是

一个很有前途的行业，“儆恶惩奸，维护

治安，保护民众”，有什么行业比当警察

更有满足感的呢！

智勇雙全 華警傳奇
方子源，一个社区民众很熟悉的名字。他在纽约市当差

23年，曾与歹徒单对单驳火，勇战受伤。退休前的官衔是华
人警察中最高的--警务副总监。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精
通虎爪派功夫，曾任美东国术联谊会会长。同时，又醉心粤
剧粤曲，通晓二胡、秦琴等多种乐器。

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麻州安多弗地区

（Andover）的11岁女孩叶诗雯（Carissa Yip）在上

个月的新英格兰公开赛中，打败顶级大师Alexander

Ivanov，赢得“国际象棋大师”头衔，并成为全美拥

有该头衔中年龄最小者。

现就读于多尔蒂中学 （Doherty Middle School

） 中学的叶诗雯6岁起开始学棋，最初的动机只是

为了到学校的象棋俱乐部和小朋友们玩，父亲是她

的启蒙老师。而如今，国际象棋已成了她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从斯洛文尼亚到阿联酋，叶诗雯

投身于许多竞赛。一场比赛往往持续几个小时，沉

思中的叶诗雯看起来很老练。她喜欢这种长时间的

比赛，认为这让她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计算。“象

棋需要大量的练习，它教人变得有耐心。”叶诗雯

说。尽管还是个头上别著发卡的小女孩，但她专注

的程度让对手恐慌。当被问到“是否对打败成年人

特别开心”时，叶诗雯说，她喜欢打败任何人。一

位和她下过棋的电子工程师戈丁（Paul Godin）说，

叶诗雯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是，她具有超凡的应变

能力，很多人对下棋时最初的10步棋有固定的进攻

套路，但她往往能应变自如，并且总能找到取胜的

方法。在叶诗雯看来，国际象棋十分具有挑战性，

她更喜欢和高水平的人一起下棋。每每快要赢棋时

，这个六年级的女孩总会眯起眼睛，高兴之情浮现

在脸上。

根据国际象棋联合会的数据，叶诗雯目前的积

分是2203，这让她成为美国国际象棋联合会中最优

秀的1.5%棋手中的一位，而目前国际积分最高的棋

手是24岁的挪威选手Magnus Carlsen，为2863分。

叶诗雯的父亲不常来看比赛，他不想让女儿紧

张。在赢得大师头衔的那场比赛前，叶诗雯觉得很

疲累，并且有些害怕万一失败的空虚感，父亲鼓励

她不要太担心积分，遵循内心即可。叶诗雯的母亲

则认为女儿是一个坚持、甚至有些固执的孩子，但

同时表示，如果她有一天说不想再下象棋了，父母

也不会强迫她。

除了象棋，叶诗雯也有许多其他的爱好，喜欢

吃寿司、看书，还喜欢和奶奶的猫一起玩。

对于未来，叶诗雯说想成为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职业高尔夫选手和女警官。和所有的初中生一

样，她时不时会冒出新的兴趣。下棋下得无聊了

，她会起身在桌子旁走来走去，此时父亲则会告

诫她不该“坐不定”。有一次比赛时，她看见有

人在变魔术，还去央求他教教她。她不喜欢一知

半解的感觉。

11歲華裔女孩
成美國最年輕
國際象棋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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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t-Road Changes World Orde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ditor's Note: With the global game 
of "chicken" being played out daily by 
the U.S. and North Korea and including 
China, South Korea,  Japan and Russia 
in the reg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we 
feel it is important to “step back” and 
shed light also on the important efforts 
ongoing at the same time by China in 
the area of the Belt&Road initiative– 
(News&Review Editor)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Win-win development will lie at the core of the 
forum. The Belt and Road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good China has provided to the 

world. It was first proposed by China, but now it is for 
all countries to enjoy.' - Wang Yi

China’s ambitious economic plan is set to draw up a 
new global paradigm with countries seeking to engage 
the Middle Kingdom.
When the ambitiou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with 
projects reportedly worth US$1 trillion – was first 
announc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the autumn 
of 2013, many were skeptical of this Chinese move 
aimed at building up economic connectivity of 65 
nations (China plus 64) along its ancient silk road and 
maritime routes.
For China, this New Silk Road would also serve to 
redirect the country’s domestic overcapacity and 
capital for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o 
improve trade and ties with Asean, Central Asi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Unprecedented in terms of China’s financial 
commitment, many Western critics have viewed 
this strategy as a grandiose foreign policy to expand 
Beijing’s influence to poor nations hungry for 
economic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he initiative was mooted at a time wh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excluded China from regional 
trading blocs. Hence, Beijing’s new development 
vision has been read as a strategy for asserting its 
leadership role in Asia and beyond.
But after nearly four years of promoting the concept 
and implementing projects, this initiative – dubbed as a 
modern-day Marshall Plan – is gaining traction.
It is seen by some Western academics as posing a threat 
to the US-centric world trade order and economic 
model.

Teoh: ‘OBOR will reshape the world’s 
economic dynamics’.
Without a doubt, China is heading towards achieving 
its regional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objectives. 
And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renminbi is being 
boosted.
“We expect the One Belt-One Road (OBOR) to support 
long-term growth of development in the economies 
involved, particularly in some of the least developed 
parts of the world... We also expect it to help boost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says a report dated April 27 
by Oxford Economics.
While the idea of enhancing connectivity has drawn 
interest, the worry on China’s potential hegemonic 
ambitions has prevailed among regional rivals India 
and Japan, as well as the United States.
Despite this, nations that correctly read China’s 
economic strategy and Xi’s resolve were quick 
to announce their support for this China-led 
inclusiveness. And Malaysia had become one of the 

earliest participants and is now a gain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largely assessed as 
having progressed well despite some setbacks.
Many countries are at ease to engage with China, 
particularly after Xi declared the “Three Nos”: no 
interferenc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other nations; 
no intention to increase the so-called “sphere of 
influence”; and no motive to strive for hegemony.
Recipient nations are enjoying higher economic, trade 
and business activities, as well as a tourism boom 
helped by the influx of tourists from China –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nd biggest consumer 
market.
The impact of the Chinese strategy is particularly 
conspicuous in the least developed nations in Africa 
and West Asia, as well as Asean nations such as Laos, 
Vietnam, Indonesia, Cambodia and Malaysia.

“Many belt-road countries have for many years been 
neglected by the West and Western investors, so even 
though there are concerns, some countries see China as 
offering once-in-a-lifetime chance to get out of poverty 
and under-development,” observes Dr Ngeow Chow 
Bing, deputy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i Malaya.
China says it has invested more than US$50bil 
(RM220bil) on belt-road projects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and signed project contracts worth US$926bil 
(RM4.16 trillion) covering mainly railway networks, 
highways and ports.
But China and its construction companies have also 
benefited from these endeavours. Its economy has 
been stimulated by exports from industries with 
overcapacity such as steel, cement and aluminium. Its 
GDP growth of 6.9%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7 was 
higher than expected.
Significantly, China’s state-owned construction 
conglomerates have successfully ventured out into 
belt-road nations. With these giants leading the build-
transfer-operate schemes, smaller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followed suit.
With China’s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industrial 
investments extended to over 60 nations, the belt-
road strategy is challenging the US-led world order 
and a new economic paradigm is definitely emerging, 
according to analysts.
“OBOR will significantly reshape the world’s economic 
dynamics. It will sharply increase accessibility and 
trades, across over 65%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nd 
25% of global trade and services,” says Teoh Kok Lin, 
founder and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of Singular Asset 
Management, a Kuala Lumpur-based regional asset 
investment company.
“Emerging economies, in particular, will benefit most 
from the increased global trades and services as well 
as improved infrastructure. OBOR will expand trade 
globalisation at a time when the world is worried 
abou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push towards the Buy 
America policy,” adds Teoh.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Beijing has helped 
reduce regional tension and friction, as seen in the cas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where the Philippines under 
its current president saw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s more practical.
Despite concerns over China’s rapid reclamation of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in which Manila and several 
Asean nations have contesting territorial claims with 
China, the Asean Summit is unlikely to kick up a storm.
According to Reuters,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said on Thursday “it is pointless” discussing 
Beijing’s contentious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t this summit, and “no one dared to pressure China 
anyway.”
Referring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a brilliant 
plan”, CLSA in its report remarks: “Xi Jinping’s 
ambitious strategic initiative – an adap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Silk Road –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geopolitical era.”  (Courtesy www.thestar.com.my/
news/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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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僑辦副主任李剛國務院僑辦副主任李剛
視察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姐妹學校視察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姐妹學校

端午鄉情大型戲曲晚會
將於5/27精彩登場

（本報訊）2017年 5月3日中午，全美華人協會
休斯頓地區的部分同仁相聚在東海海鮮餐館，祝賀老會
員蒙如鈴教授八十壽辰。蒙教授是華協的老會員、休斯
頓大學的教授、中國旅美專家協會創會會長。席間，蒙
教授激動地回顧了1979年剛來到美國時，得到了全美
華人協會會員們的熱心幫助，一直記在心中，永遠難以
忘懷。這份情誼，深深激勵了她。後來之所以創辦了中
國旅美專家協會，並任首屆會長，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要把華協會員對她的幫助之情，傳承下來，幫助更多的
訪問學者和留學人員。蒙教授退休之後，還一直在為美

中科技發展和交流不遺余力地奮鬥著。近年來，專注於
繪畫研習，並卓有成就。出版了一本畫集，並贈送給前
來相聚的各位華協朋友。華協顧問沈廣強夫婦、顧問姚
鳳北、八十八歲的元老石加海夫婦和八十八歲的元老金
醫生、秘書長陳世儀夫婦，以及會長喬鳳祥教授等一同
祝賀蒙教授八十華誕。祝她福如東海、壽比南山。顧問
沈廣強還手書“松齡鶴壽”贈送給老朋友蒙教授。會長
喬鳳祥表示，蒙教授等老一輩華協會員是新一輩僑胞學
習的榜樣。一定會將友愛互助和促進美中友好交流的傳
統繼承下去。

全美華人協會喜賀蒙如玲教授八十大壽

20172017年年 55月月33日中午日中午，，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地區的部分同仁相聚在東海海鮮餐館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地區的部分同仁相聚在東海海鮮餐館，，
祝賀老會員蒙如鈴教授八十壽辰祝賀老會員蒙如鈴教授八十壽辰。。左起左起：：會長喬鳳祥會長喬鳳祥、、陳世儀夫人陳世儀夫人、、八十八歲的元八十八歲的元
老石加海夫婦老石加海夫婦、、蒙如鈴教授蒙如鈴教授、、顧問姚鳳北夫婦顧問姚鳳北夫婦、、顧問沈廣強夫婦顧問沈廣強夫婦、、八十八歲的元老八十八歲的元老
金醫生金醫生、、秘書長陳世儀秘書長陳世儀。（。（文文//圖圖：：丹陽丹陽））

（本報訊）2006年休士頓黃氏宗親會主辦
的”端午鄉情大型綜藝晚會”成功舉辦。以後每
年端午節都會舉行慶祝活動。今年特別推出大型
戲曲表演。包括粵劇，京劇，豫劇，黃梅戲，昆
劇，評劇等多種傅統劇和地方刷同台彙演，將大
飽觀眾眼福。也增強休士頓各種戲曲團隊的交流
互動。時間定於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晚上6點在

Expo Event Center (原鳳凰酒家）舉行, 地址是
：1515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83, 電話
713-732-8729。由休士頓炎黃堂，休士頓黃氏
宗親會主辦，眾多社團劇社協辦。總策劃黃孔威
，虞曉梅，黃玉顏，王冬梅等。歡迎更多熱心中
國戲曲的朋友參與。歡迎報名演出，要求著慧表
演，需經採排選擇。當天晚上6-7時端午佳節晚

餐，包括炎黃堂義工做的各種粽子，花生，芋頭
等。7-9時節目表演。演出期間關燈集中精神看
演員表演。普通票$25，贊助票$50。聯系: Yan
Huang Tang,IncOf 832-859-5790，
281-908-2997， 832-633-8833。
khuang7038@hotmail.com,

4月20日，國務院僑辦副主任李剛(正部
長級)視察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姐妹學校---上
海周潔藝術專修學校，並與華文教育人士座
談。李剛副主任充分肯定了周潔校長中美兩
地的辦學成果，高度贊揚了周潔及長期專心
在海外傳播中國文化的老師們的奉獻精神,二
十年間孜孜不倦地接力與傳播,使得在海外的
僑胞和子女們不忘”根本”,通過舞蹈藝術的
學習,了解自己的祖國,了解自己的故鄉! 同時
他也希望能夠繼續堅持海外辦學, 更希望華裔
青少年們也能成為“中華文化的傳播者”, 使
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成為聯結海內外中華兒
女的魂魄與橋梁!

國務院僑辦副主任李剛和國務院僑辦文化國務院僑辦副主任李剛和國務院僑辦文化
司王夢黎處長司王夢黎處長

進教室觀看示範課進教室觀看示範課國務院僑辦副主任李剛與老師們親切交談國務院僑辦副主任李剛與老師們親切交談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剛剛過去的第50
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上，在紅毯現場和全球
頒獎禮上，有三位美麗高挑的超模非常引人
注目。她們身穿仙氣飄飄的禮服，如夢如幻
地向我們走來，使現場更加星光璀璨、活色
生香！

這三位來自洛杉磯的 top model 是
Rene、Vera、Swee，作為 Candinie 公司的
代表，應本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全景中國蔣
銳主席及總策劃劉曉霖先生的邀請，來到休
斯敦電影節助陣。她們是第一次來到休斯頓
，此次帶來了大量自家設計師的超凡創意。

Candinie 是一個新型的服裝公司， 勵
志於給所有美國獨立設計師提供一個綜合的
平台，引領時尚，開拓市場。這三位二十出
頭的年輕超模此次很有收獲，幸運地得到了
奧斯卡終身評委盧燕老師的親切指導，獲得
了中國著名演員孫淳老師的鼓勵，以及國際
資深電影策劃人劉曉霖先生的認可及肯定。

讓我們期待在紐約、在巴黎、在米蘭，
在更多世界性的舞台上看到這三位年輕姑娘
妙曼的身姿！為我們帶來更多更好的設計和
創意！

活色生香休斯敦 超模助陣電影節！

三位超模與著名演員孫淳老師三位超模與著名演員孫淳老師。。 仙氣飄飄的服裝仙氣飄飄的服裝 現場走秀現場走秀

三位超模與奧斯卡終身評委盧燕老師合影三位超模與奧斯卡終身評委盧燕老師合影。。

全球頒獎禮全球頒獎禮。。

三位超模與影視策劃人劉曉霖三位超模與影視策劃人劉曉霖（（左三左三）。）。
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右三右三）。）。 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接受美國媒體采訪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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