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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晚上，杭州九堡某健身馆发生

了一起悲剧，32岁的周小姐在跑步机上跑了

2分多钟后突然倒地，再也没有起来。对家属

来说，这样的悲剧难以接受，近日，周小姐

家属以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将健身

馆告上了法庭，要求百万赔偿，杭州市江干

区法院受理了此案。据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

协会负责人说，这应该是杭州有健身馆十多

年以来发生的首起顾客猝死事件。在同情之

余，他们也很关心，像周小姐这样的意外，

健身馆到底有没有责任？

跑步机上跑了两分钟
她突然捂胸倒地不起

事发当天晚上6点多，钱江晚报记者赶

到现场。当时场面比较忙乱，120来了又走了

，殡仪馆的人随后也赶到了……健身馆里的

所有人对这起突发悲剧都有点懵。时隔多日

，事发当时的监控被警方调出，加上各种目

击者口述，事件发生的过程慢慢被还原。

周小姐方面，她的表哥郑先生在处理后

续事宜。他说，摄像头的位置距离周小姐的

跑步机大约五六米远，监控记录下的画面比

较清晰：

18:21，周小姐上了跑步机，私人教练跟

她说了几句就走开了，周小姐开始快走。

18:23，周小姐突然手捂着胸口，另一个

手伸过去关了跑步机，即刻人就倒下了。

旁边有客人在跑步，也有教练，五六个

人冲过去

。

这时

候还能清

晰地看到

周小姐双

手抱胸，

身体剧烈

地上下起

伏，持续

了大约5分

钟，后来

双手慢慢

垂下。在

这个过程

中，有教

练在打电

话叫救护

车。

家属：健身馆不作为，索赔100万元

据了解，医生诊断周小姐是心源性猝死

。按郑先生说法，周小姐是某化妆品销售公

司老总，工作并不太紧张。周小姐体型微胖

，1米66的身高有140斤，但一直以来身体很

好，学生时代篮球、标枪、铅球都能拿到名

次。她健身有两三年了，都有请私教。

这起意外，家人不能接受的是，事件发

生的全程都没人过来做心肺复苏。起诉健身

馆，主要也是因为在黄金抢救时间段里，健

身馆“不作为”。

“针对这类情况，健身馆到底有没有预案

？有没有抢救设备和药品？至少我们觉得他

们没有马上启动，教练在事发后并没有采取

抢救措施。”郑先生说，他听说教练给120

打电话描述的是“有人从跑步机上摔下来了

”，然后120医生才说不要挪动，“这样是

不是有点误导？”

周小姐方面的律师说，起诉索赔100万

元，是初定的金额，人身赔偿加给周小姐父

母的抚养费和精神损害赔偿，一共大约200

万元，他们觉得健身馆方面应该要承担一半

的责任，所以定了100万元，具体金额开庭

前还要再确定过。

健身馆：依照专业指导处理，教练并
没有错

健身馆方面接受钱江晚报记者采访的是

负责品牌宣传的孙小姐。

孙小姐说，客户猝死他们很难过，但事

后经过反复核实、调查，健身馆方面认为教

练们的处理是对的。

“教练说，当时觉得周小姐的情况有点

严重，第一时间给120打电话，详细描述了

病人状况。120医护人员给出了两点建议：不

要挪动，不要喝水。”教练看周小姐情况越

来越不好，又打过一次电话，说了“嘴唇发

紫”这些新情况，120医护人员说“在路上了

”就挂了电话。

孙小姐解释，对于顾客的这些突发情况

，教练毕竟不是医务人员，有时候很难判断。

比如健身馆以前也出现过顾客晕倒，后来一问

原来是没吃晚饭低血糖了。一般扭伤摔伤等应

急处理，教练也会做，但正是因为看周小姐情

况严重，他们才没有贸然行动，“寻求120帮

助，事后也是依照专业指导做的。”

至于这起悲剧健身馆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孙小姐认为走司法程序，让法院来判定比

较好。

四大高危运动教练
须有救护职责

但健身馆教练不在此列

周小姐的意外事件，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

协会也派人调查过，负责人邹先生说，事发

健身馆80%的教练都有人事部门颁发的职业

资格证。“其实，目前整个健身市场上，没

有硬性要求所有健身馆教练都必须有这个资

格证，很多外来的健身机构里的教练并没这

个证。”

不过，这本职业资格证，目前是规范从业

教练的一个有效抓手。要取得资格证，教练

必须经过培训，但重点不是救护，而是运动

医学，比如人体肌肉分布等。

邹先生说，真正严格要求教练必须有救护

职责的，是四大高危运动项目：游泳、攀岩

、潜水和滑雪。这四个项目容易造成人身损

害，所以对教练的要求也格外高。其他诸如

健身馆教练，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要采取专

业救护。

这起悲剧，健身馆到底有没有责任？本报

会持续关注。

郑先生说，其实起诉不是为钱，而是想给

整个健身行业提个醒，要更规范，更专业，

具备危机情况的处理能力，也让爱健身的人

提高警惕。

女子跑步機上猝死
家屬起訴健身館索賠100萬元

噪音吓死鸡南京养鸡场
状告高速公路获赔40多万

噪音大，吓死不少“鸡宝宝”，南京一养鸡场状告高速公路

获赔40多万；卖只猴，女子竟然构成犯罪。昨天是世界环境日

，南京中院公布了一批环保典型案例。

2002年，黄某某承租了六合区葛塘街道办事处工农社区一处

房屋从事蛋鸡养殖。2006年12月，宁淮高速公路建成投入试运

行。高速公路边缘距养鸡场的鸡舍最近距离仅为15.5米。自2007

年4月开始，养鸡场陆续出现死鸡现象。2010年7月，养鸡场邀

请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三位专家，就宁淮高速公路对鸡群生长

造成的影响进行调研。同年7月4日，三位专家出具调查报告，

认为高速公路葛塘马汊河段距养鸡场约40米，这个距离过近，

没有达到建设标准。根据养鸡场的产蛋记录，高速公路开通后，

产蛋率下降了18%，鸡的死亡率由年均约8%升高至25%，饲料

成本也大大增加。

专家还认为，根据南京市六合区环境检测所出具的检测噪声

数值，显示公路噪音对蛋鸡群存在很大程度的影响；养鸡场过于

靠近高速公路，不适宜再继续进行饲养和经营。江苏省农委畜牧

总站有关工作人员则认为：蛋鸡对环境要求较高，响声和光对鸡

群影响较大。无奈之下，养鸡场将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

告上法庭。2016年1月28日，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被告江苏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赔偿养鸡场损失408688元

。2016年6月12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

判。

南京中院环境资源庭法官赖传成介绍，法院根据养鸡场与他

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产蛋鸡生产记录卡、购买苗鸡的记录本、三

位专家出具的调查报告、六合区农业局备案登记的养鸡场畜禽存

栏量等证据材料，结合江苏省农委畜牧总站有关工作人员接受调

查时的陈述及提供的2006年以来农贸市场鸡蛋价格变化表，酌

情计算出养鸡场的损失判由高速公路管理中心赔偿。同时，法院

依法认定2010年7月4日专家作出调查报告后，养鸡场在已经知

晓不适宜在原地继续进行饲养和经营后，仍然继续养殖，其所造

成的损失应属于自行扩大的损失，判决不予赔偿，做到了公平公

正。

2012年2月，被告人谷某的男友吴某（另案处理）通过网络

以1万元价格购买一只猴子作为礼物送给被告人谷某。被告人谷

某将猴子放在其位于建邺区南苑新村的家中饲养。数月后，谷某

不想养了，在明知其饲养的猴子系国家保护动物的情况下，仍通

过互联网将该猴子贩卖给朱某某（另案处理），并约定在所街附

近交易，朱某某现场给付谷某现金人民币4500余元。

经鉴定，涉案猴子为猕猴，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2016

年9月11日，谷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其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

罪事实。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谷某的行为已构成非

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谷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系坦

白，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根据法律规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二年，罚金1万元。

法官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干扰，使得许

多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堪忧，如何保护它们成为当下棘

手问题。加强管理，严惩非法出售、贩卖野生动物行为人，应当

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各项保护野生动物法规，

采取有力措施制止非法出售、贩卖野生动物行为，坚决查处和打

击各种交易野生动物的犯罪分子，实行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

重点保护。法院对被告人的刑事判决彰显了司法对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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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1：捏住宝宝的鼻子强行喂药

宝宝怕苦，特别是中药难闻的气味总

是让宝宝死活不张口。一些妈妈在软泡硬

磨没办法后，只好选择捏住宝宝的鼻子强

行灌下去，这种方式很容易使宝宝将药物

呛入呼吸道而窒息。一旦发生这样的危险

，家长要立即采取急救措施，用双手环抱

宝宝腹部，使之背紧贴你的腹部，用力挤

压患儿腹部，同时使之弯腰，反复几次，

以期排除气道内异物。如果无效，要立即

送医院。

错误2：给宝宝干吞药片

一般吃药都是喝水服用，但一些妈妈

眼见宝宝水喝下去了，但药片还在嘴里，

于是就要宝宝干吞药片。干吞的药片虽然

不在嘴巴里面了，但药片很容易停留在消

化道而损害消化道黏膜。所以还是喝水用

药比较好，如果宝宝学不会连着水吞咽药

片，就需要妈妈多花心思教导。确实困难

，也可以把药片碾碎小片，有助宝宝吞咽

。

错误3：欺骗宝宝药物味道就像糖
果

妈妈想尽办法让宝宝吃药，通常会哄

说药片的味道就像糖果一样甜甜的。虽然

通常宝宝吃下去以后才知道妈妈是骗人的

，但毕竟有些儿童用药确实会迎合孩子口

味，添加甜味。但这个善意的谎言很容易

会让宝宝误以为药和糖是一个概念，误以

为药是糖而乱吃。

错误4：任意加大或减小药量

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小药箱，很多时候

都是家长自己充当“医生”来给宝宝配药

。但有些家长求愈心切，认为加大用药剂

量能使病症早日获愈，便盲目给宝宝加大

服药剂量。

用药剂量大，其毒副作用也越大，严重的

会导致急性或蓄积性药物中毒；而有些家

长见几天用药没疗效，于是频繁更换其他

药物，这样的做法不仅难以获得应有的效

果，而且还会使机体产生耐药性和不良反

应，使治疗更趋复杂化。还有些家长给宝

宝服药随意性大，想起就喂，忘了也无所

谓，结果不但治病效果欠佳，而且还容易

引起细菌产生耐药性和抗药性。这些都是

家长们应该警惕避免的。

错误5：过长时间吃药

宝宝感冒，妈妈认为是小事，便自己

找药给宝宝吃，一连吃了好几天，病情好

像都没有好转。像这种情况，吃某些药已

两三天还未见好转，便应该不要再吃了，

很可能宝宝的病症非表面看来那么简单，

须尽快带他去看医生。不然有可能延误有

效的治疗期或者使疾病恶化妈妈都不知道

呢。

错误6：盲目应用退热药

新生儿及婴儿比较容易发热，这是因

为新生儿和婴儿体温调节功能不完善，环

境温度改变或喂水不足时也会出现发热的

体征，但家长千万不能因此而喂小宝宝吃

退烧药，部分退烧药如阿司匹林、小儿退

热片、APC等都是新生儿的禁用药。

处理婴幼儿发热的最好办法是采取物

理降温退烧和多喝水，如打开包被暴露肢

体、用浓度不超过30%的酒精擦洗颈部及

手脚掌心、枕冷水袋等。高烧不退的宝宝

应立即送院就医，听从医生指示服用药物

。

错误7：擅自分享处方药

看上去症状相同的病情却可能是由不

同的原因引起的。即使同一个宝宝得了和

先前完全相同的病，在给宝宝使用相同的

处方药之前，也要请医生检查，告诉医生

你手头现有的药品，让他来作判断。所以

家长不能因一时之懒而擅自分享药物。

错误8：没有依照指示喂药

一些糖浆类药物服用前要先摇匀；某些

碱性药物更不能与果汁同时服用，因为果汁

中含有酸性物质，可使许多药物提前分解，

或使糖衣提前溶化，酸碱中和会使药性大减

；不能用牛奶给宝宝服药……这些服药原则

家长应该要提前了解，如果没有按照指示服

药，会对药物疗效造成影响。

家長給寶寶餵藥 千萬別犯這8個錯誤
宝宝生病了，爸爸妈妈焦急万分，如何给宝宝喂药成为爸爸妈妈们经

常谈论的话题，似乎家家各有奇招，但要注意的是，给宝宝喂药千万不可

大意哦，用药和药量错误，都会给宝宝带来伤害呢。小编今天总结爸爸妈

妈给宝宝喂药经常犯的8个错误，爸爸妈妈们快来看看吧，你是不是也犯

错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给孩子学习科学知识、查询

信息、查找学习资料、加强人际沟通提供了非常便利

的条件，“会上网”已经成为孩子的一项必备技能。

鉴于以上情况，提醒家长[微博]一定要引导孩子正确

上网、适度娱乐，严防因上网引发不良后果，特别是

要注意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提醒孩子不要在网络上轻易相信陌生人。

青少年性格单纯、鉴别能力弱，不法分子利用这

一点通过网络骗取青少年信任后，往往会实施很多预

想不到的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提醒孩子学会识别、防范不健康信息。

对孩子通过网络了解的事物要基本掌握，对不健

康的内容要使用拦截软件，最好能陪伴孩子一起上网

，进行监护。

第三，提醒孩子网上交友一定要谨慎。

要教育孩子（尤其是女孩）网上交友一定要保

持清醒头脑，不能轻信对方的话；尽量不要单独会见

网友，如果真的需要见面，必须在亲友的陪护下进行

。

第四，提醒孩子注意防病毒。

不要接收陌生人的数据文件，任何格式、任何形

式的文件都可能被合成过“木马”病毒，一旦打开这

种文件，电脑就会完全被人控制，所有硬盘数据可以

任人查看、修改和删除，QQ、个人邮箱、FTP、上网

拨号的任何密码都会被盗取，甚至还会导致电脑系统

崩溃。

第五，提醒孩子注意保密。

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姓名、电话、

住址、密码等个人隐私和重要信息。

第六，提醒孩子劳逸结合。

孩子上网的时间不宜太长，一般不要超过1个小

时，并且要注意保持正确坐姿，保护视力，有效防范

“电脑综合症”。

如何引导孩子正确上网？
要注意六个方面的问题

这么多年，我依然逃避回想起高

考之前的那些时间，因为那之前我心

里只有一个执念，努力努力再努力，

改变命运。

没错，我是农民的孩子。

我通过十几年的寒窗苦读，考入

大学，谋得饭碗，落户城市，这对于

很多城市里的孩子多么普通的几件事

，我们农村的孩子却整整走了两代人

的路。

小时候，我放学就得拿起锄头，

我不拔掉田地里的荒草，荒草就得覆

盖掉我明年的粮食，我不帮父母拢起

浇完地的水管，他们就得半夜才能吃

上晚饭，我不努力学习争得上游就得

接过父母的锄头，下半辈子继续背朝

黄土面朝天了。

我是女孩子，我随着父母在田地

里深夜劳作时，我总是特别害怕，怕

鬼怕坏人，但是我还得顶半个大人用

，我得负责起属于我的那份工作。只

是当我累了的时候，我会举起父亲事

先给我的一顶小黄帽，在月光下摇一

摇。

那是父亲给我的暗号，他在田里

的另一头看着水管顾不上我，他说有

事的时候，就摇摇小黄帽，他看见就

会到我这边来。

然而，太远了，父亲根本看不到

，我依旧在害怕。

月光下的小黄帽就像种子一样深

深地种在了我倔强的内心里，我不想

要这种孤独感和无助感，我得努力，

学习成了当时农民孩子唯一的出路。

后来，多少次在想松懈的时候，

想停下努力地脚步偷个懒的时候，我

都默默地告诉自己，不能停，因为你

是个聪明的孩子，你的将来是要印证

一些道理的，比如“有志者事竟成”

比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毫不

夸张地说，真的是拼了命地奔跑在求

学路上，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当大官

的亲戚也没有多么有钱的父母，我有

的只是自己对改变命运的强烈期待，

和父母的殷切期盼。

多少年过去了，我终于逃离了农

村，外出读了大学和研究生，然后在

城市里安家了，我成了父母和亲戚的

骄傲。

我不再担心养活不了自己而要回

家种地，我可以和小时候十分害怕的

那些泥土地里的蚯蚓、玉米包里的虫

子，永远地说再见了，真幸运。

我走得特别顺利的这条路，在很

多人的眼里很普通，可在我们偏远又

贫穷的农村，其概率绝对算千分之一

。

前几天，在菜市场碰见我多年未

见的老同学，我们在相互打量数秒后

终于认出来彼此，然后高兴地寒暄，

她十分坦诚地表达了对我的羡慕：

“听说你抱上了铁饭碗，还成了

作家，出书了，真羡慕你，哪像我还

要在纺织厂流水线上三班倒。”我说

：“都一样，都是为了生存嘛。”

和老同学说再见后，我知道我心

里有种声音说：不一样，从小就小胆

的我那么害怕走夜路，如何能胜任三

班倒的工作，从小就喜欢安静的我，

又如何能习惯流水线轰鸣的噪音。

如果当年的我没有努力，那生活

怎么会照顾我的胆子小，我还不是一

样得克服自己的弱点，鼓起勇气走在

深夜十二点的路上往家赶；如果当初

我不够努力，那看起来体面的工作又

怎会给我机会，我还不是一样得靠着

体力麻木地去打工。

而我遇到的那位女同学，并不是

愚笨读不好书，也不是家里供不起大

学，她只是没有我的倔强和努力。很

多个她们错过了高考，错过了很多可

能，并不是说流水线的三班倒有多么

不好，只是这种局限性和重复性，一

如从前的田地劳作，让我充满不甘。

所以，我真心地特别地感谢高考

、感谢命运，给我一个站在高处的机

会，俯瞰过往眺望未来。

有人说，都什么年代了，读书并

不是唯一的出路。

呵呵，条条大道通罗马那是有钱

有权人的剧本，在寒门子弟这里，唯

有读书改变命运。

因为，即使现在，此时此刻，在

我的老家，依然有远方亲戚的孩子会

读到初中就辍学，会没有钱读大学，

会资质不够考不上大学，会因为各种

各样的原因，被掐断了人生的无数可

能。

我有时候

会想，假如给

我一份流水线

的工作，给我

一个务农的老

公，我会怎样

，事实是，我

不会怎样，我

会像我的爷爷

辈父亲辈一样

，认命地接受

自己的命运，

普普通通地过

完这一生。

而我因为

参加了高考，

一切都变得不

同起来。

所以，我

特别痛恨“读

书无用论”，

多少次我都想

站出来呐喊，

怎么没用，我

就是例子，是

读书带我飞出

农村，站稳城

市；是读书让

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心潮澎湃，

是读书让我勇敢地拿起了手中的笔，

想要改变活着淡漠而麻木的好多人。

当然我代表不了本来就起点高的

人们，我能代表的只是三代贫农的后

代，相信我，去努力读书吧，读书能

反馈给你的，远胜过其他所有。

他们说：

“如果那年，我们多对或者多错

两道题，那么现在会不会在不同的地方

，认识完全不同的人，做着完全不同的

事……果然，高考的迷人之处，不是

在于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

可是你知不知道，如果那年，我

们多错两道题再错两道题，那么现在

就会在不同的道路，走着完全被动的

路，过着完全没法认同的生活，高考

的迷人之处，不在于阴错阳差，而在

于天道酬勤。

每一年的六月，都有无数的寒门

子弟候在考场外，也有无数的农民父

母等在田地里，等待这场公平公正的

考试给自己家带来无限的希望。

我在深夜的窗外见过奋笔疾书的

孩子，也在楼道的夹缝里见过摆一张

学习桌的孩子，更见过在烈日底下一

边陪着父母卖货一边写作业的孩子。

我相信他们可以成功，你们知道

么，出身寒门的孩子最不怕的就是努

力！我们的起点可以低，但我们的姿

态要稳；我们的出路是少，但我们的

拼劲儿十足。

命运真的不会辜负任何肯努力的

人。

他们说社会资源的严重倾斜导致

出你没法反抗的不公和偏见，并且

“寒门再难出贵子”了，好些人觉得

你出身寒门你认命吧，你拼命努力了

十八年也只是同别人坐在一起喝咖啡

。

我承认有人就是会含着金钥匙出

生，有同学成天混日子挂科，只读了

大一就留学然后摇身一变成海龟进五

百强，也有同学随便买个本科专科读

读，毕业就进家族企业掌握成千上亿

的资产。

但是，更多的大学同学，千分之

九百九十九的人按部就班地完成学业

，拿到了去社会上闯荡的敲门砖，一

步一个脚印地打拼如今拥有的一切。

高考是个好东西，我希望后面所

有的人都能够认真地为之拼搏一回，

这种极具刺激性的人生体验有它的值

得性！

“寒门再难出贵子”又有什么关

系，经过我和我老公的努力，我们已

经出走寒门，虽然没成为贵子，但也

顺利实现了小康，过上了自己想要的

生活。

我们所有努力的意义就是，使我

们的孩子出生就含上了一把钥匙。

管他金钥匙银钥匙还是铜钥匙，

总之，他可以站在我们的肩膀上更早

地更轻松地看到世间繁华美景了。

再次，感谢高考！

如果沒有高考，我現在會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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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输在起跑线”

是大部分中国家长秉持的教

育理念

相比之下，美国家长大多采

取“放养”模式

然而，看似“随便”的美国

教育却培养出那么多顶尖人才？

美国小学生虽远不如中国小

学生

从高中阶段开始，美国教育

才真正发力

让前期的积累产生质变

中国富裕家庭最早看到了两

种命运的不同，抢占先机到美国

找“名师”变“高徒”，从世界

至高点俯视全球。美国的多元文

化，能够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世

界多样性，寻找到更丰富的生命

意义。精英圈子的“发小”情谊

，也是人生的宝贵财富。而这些

价值，也正是吸引高净值家庭送

孩子低龄留学美国的根源。

当出国留学变成潮流时，竞

争态势自然水涨船高，录取条件

也日益严苛。为了避开申高（8申

9、9申9）的惨烈竞争，也为了让

孩子尽早适应美国校园文化，达

到良好融入的目的，在小学毕业

后就送孩子赴美留学（6申6、6申

7）的现象已蔚然成风。

硬币都有正反两面：年龄小

、可塑性强固然是优势，但随着

中国小留学生问题层出不穷，

“硬币的反面”逐步被美国精英

学校和中国家长群体认识。美国

学校要挑选的人，是能够在异域

文化中保持心理健康、在教师指

导下善于自省并完善人格、在学

术上与美国教育体系能够接轨的

孩子。但是，由于中美两国的不

同教育标准，导致中国孩子若无

充分的准备和持久的训练，普遍

不可能达到美国小学毕业生的认

知能力和语言水平，更会导致美

国精英中学离他们渐行渐远。

中美教育标准有哪些显著不
同？

传授知识VS启发智慧

中国人认为孩子天生就是一

张白纸，只有在老师的教授下才

能获得知识并掌握技能；而美国

人认为，每个孩子天生就具备卓

越的才华，老师的作用只是通过

启发将孩子的智慧引导出来。

因此，中国的教育关注学生

具体“学到”什么，学习的内容

重在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而

对自我认知和人际世界的认知，

基本空白；而美国的教育更在意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是否真的“会

学”？除了认识“外部世界”，

更要求孩子借由认识外部世界去

更好地认知人际世界和自我内心

世界。这种教育本源认知上的不

同，造成了中美在教育标准、教

育方法、教育策略乃至教育结果

上的根本不同。而且，习惯于外

部驱动的中国学生和习惯于内部

驱动的美国学生相比，缺乏美国

精英学校极为重视的遵纪并自律

、好奇心、创新能力、积极主动

和独立精神。

知识记忆VS批判思维

中国的教育以知识记忆为

主，而美国的教育更关注在学

习过程中培养孩子的批判性和

创造性思维进而去进行研究型

学习，即要求学生整合阅读能

力、分析能力、合作能力于一

体去完成项目制学习研究。美

国学校因此对小学阶段思考力

和研究力近乎空白的中国留学

生有着巨大的挑战！

侧重知识记忆的中国教育的

重点——记忆、理解和应用与侧

重思维培养的美国教育标准——

分析、综合、评价相比，在思考

能力、思维模式上有很大的劣势

。长期在“死记硬背”教育环境

中的孩子，又独自在异域文化的

环境下，想要短期内完成思维模

式的转变跃升，可以想象到是多

么艰难，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

中美教育，不仅是教育理念

的不同，更是在具体标准上有巨

大差异。与美国的同龄人相比，

中国的小学生存在哪些“先天性

”差距，导致美国学校远离中国

学生？

阅读能力

1. 阅读的广度和深度差距巨

大，无论是质的要求还是量的要

求，都是数量级的差别。

按CCSS全美教学标准要求，

美国小学毕业生至少需要阅读

1404本课外读物，阅读量占到全

部K12年级阅读量的77.6%，且涉

及故事、诗歌、戏剧、信息类等

13种文体。在阅读深度上，美国

要求小学毕业生不仅能够对文章

细节与主旨进行精准理解，还要

求对文章结构与内在逻辑进行严

密分析！

反观中国小学5-6年级的语

文教学大纲，不仅对课外阅读量

要求低（五年制阅读总量不少于

100万字即可），而且在阅读深度

上只要求做到“初步理解”句、

段、篇之间的联系和分析概括文

章主旨即可。中国对孩子阅读基

本功的教育可谓具有“先天缺陷

”！

2. 阅读技能、阅读策略及落

实手法也差距极大

中国小学阶段对阅读能力的

要求是记忆、理解和应用，而美

国小学生在毕业时已经能够对阅

读材料进行一定的分析综合与评

价。例如通过讨论式阅读，来增

强对人际世界的认知和社交能力

；通过阅读进行反思，提高自我

认知能力等。因此，进入初中后

，以分析、综合、评价为主的阅

读作为最基本的能力，老师默认

大家都会，没人会专门再去教。

中国的低龄留学生，如果不事先

将阅读“童子功”补足，不仅难

以进入美国精英初中，即便侥幸

进入也难以在美国教育体系中成

为佼佼者。

阅读作为两个输入项之一，中美

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写作方面

的差距也是惊人。

写作能力

1. 写作题材的数量和写作难

度存在量级差距

与美国小学生要写出观点鲜

明、逻辑严谨、结构清晰的全文

体（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

才算达标的写作要求相比，中国

小学生的写作要求是写出有中心

思想、有条理、有真情实感的简

单记叙文！

从小学开始，美国的孩子就

已经学会了“老师布置课题—学

生分组分解课题—分头研究子课

题—自行阅读延展材料和参考教

材—小组开会总结提炼观点—修

正原始课题和观点—补充材料—

撰写报告—修正报告—提交作业

”的研究性写作。而中国的小学

生从小极度缺乏这种运用批判性

和创造性思维去进行研究性写作

的机会，还只停留在对观察的事

物进行描述的浅层思维写作上！

这样的孩子如果没有接受系统性

训练，几乎不可能在美国初中拔

得头筹！

2.写作时长与耐力的差距

美国小学生既能快速完成短

时间基础性写作，也会根据特定

写作任务进行长时间（一周或一

月）大论文写作。而中国的小学

生只具备基本写作能力，根本不

被要求长时间写作和研究性写作

！

这种要求上的差别导致学生

的思维方式、写作能力和写作耐

力存在巨大差距。而大项目写作

，是美国初高中越来越要求的教

学重点，中国的孩子若没有在这

个方面打下坚实基础，去了美国

面对要求用流畅、正规甚至严谨

又优美的语句去完成Essay作业，

不啻于一场噩梦！为什么在美国

一些地方出现“代写作业”的荒

唐服务，与中国学生低下的写作

能力也有一定的关系！

听说能力

中国小学生的听说能力只局

限在“信息接收——关键信息复

述”的单点思维上，无法对所听

到的内容进行概括总结并在逻辑

思辨后用自己的观点进行“输出

”。这恰恰是美国初中所要求的

重点能力！

试想，这样的中国孩子在美

国以讨论与观点表述为主的课堂

学习中，怎能不成为“沉默的隐

形人”（silent student）呢？

总之，中美教育标准的巨

大差异，导致同为小学毕业生

的中国孩子和美国同龄人在学

术与社交能力上存在较大的差

距！来自基础教育的盲点，是

造成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学习和

发展过程中持续发生系统性误

差的根源！而且出去留学的时

间越晚，差距越大！这也是为

什么聪明勤奋肯吃苦的中国孩

子来到美国后，不仅在世界一

流大学很少有人能够出类拔萃

，而且在国际高科技领域中也

罕有卓越成就的原因之一。

“学到” 与 “学会”,
是中美教育之间最大的区别

为什么一个唱歌的名人被邀请到深圳讲中美教育？

因为他是高晓松。

“国内基础教育比美国强，到了高中大学国内就望

尘莫及了，因为高考呀！给你开200门选修课，也不会

有人学，因为高考不考呀！”接受过中美不同教育的才

子高晓松，昨日给深圳的家长们带来一堂家庭教育公开

课：高晓松谈中美教育——《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美国留学到底能给孩子带来什么，美式教育和中式

教育之间到底有哪些差异，到底要不要送孩子去留学，

看高晓松如何用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有趣海外经历讲述中

美教育差异。也希望这篇文章能够解答家长对留学的困

惑。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那到底该什么时候送孩子去留

学？

美国的基础教育比中国没有可比性，这个观点在很

多家长心中扎根。

确实，中国的基础教育具有国际水准，其中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中国的父母是全世界最能牺牲父母，放弃

一切业余时间、业余爱好、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中国

父母的态度是“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所以从会说话

起就背唐诗；而美式的的教育是说不能输在终点，起点

慢一些没关系。

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中美教育就是龟兔赛跑的

过程。中国的孩子是兔子，跑的特别快，拿中国5岁的

孩子跟美国5岁孩子比，美国的孩子几乎就是“白痴”

，尤其是数学水平，远远低于同龄的中国孩子。所以高

晓松建议，小学、初中阶段，应该在国内完成。

美国超越中国的教育水平，拐点在高中阶段。

高中是美国开始空前重视的阶段，美国高中多为四

年，初中则是两年。中国虽然是三年高中，但是高一和

高二学习知识，高三一年都在复习准备高考，等于用三

年时间只学习两年的知识。

对比之下，美国的高中四年，开出的选修课程之多

可达上百门，而且大量的课程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比

如与大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一起合作开设课程，为

孩子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美国学生在高中

时代，整体素质突然加速，远远的超过了国内的高中生

。

大学则是美国最强、最有优势的教育阶段。

美国高等教育不必小编多说，无论是科技还是人文

的创新，美国高等教育都远远把中国甩到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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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是世界科技龙头，为什

么美国那么发达。从高中开始，美国人的教育模式就已

经远远领先国内的高中教育。

高晓松总结道，中国的教育注重基本功和对基础知

识的掌握，要求学生严谨专注；美国的教育注重广博，

重视培养学生自信、自主和自立。因此，中国的学生具

有较为周全的思考，而美国教育下的孩子，创新能力和

独立思考的能力更强，“无法比较哪种教育模式孰优孰

劣，只有适不适合。如果有能力，在高中的时候送去美

国接受教育将会是孩子走向世界的一个快速通道。”

看
完
高
晓
松
谈
中
美
教
育

你
还
觉
得
美
国
教
育
靠
谱
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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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杰 1977

我1966年上小学，1977年高中毕业

，整个中小学时代几乎完整地被文革覆

盖。对我和大多数人而言，正是高考的

恢复，才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了命运的

转机。

1977年的夏天，中学生也可以被推

荐上大学的小道消息，在学生中不胫而

走。很快，恢复高考的消息以中央文件

形式在某些层级的干部中传达，不久又

在媒体中得到了证实——当然，并不存

在“推荐”，只要合乎条件，所有人均

可报考。

至此，高考制度已经废弃了11年，

在这11年中，社会上聚集了无数的往届

高中毕业生，那一年，高考有570万人报

考，最后录取人数仅为27万。

当年贵州文科考四门：政治、数学

、语文、史地，考试时间是12月15日。

在那个时代，既没有高考补习班，

也很难找到复习资料。我也只是做了两

本数学习题，背了几本通史，至于语文

，我连汉语拼音都没学过，地理更是什

么都不知道。

考试那天很冷，一大早，天还没亮

，农场全体考生就坐着农场派出的大卡

车，冒着寒风来到考场。

不少考生已经30来岁，一些人戴着

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一副深不可

测的样子。他们中有不少教师和从事文

字工作的人，像我这样的应届考生并不

占主流。站在一众考生中，我有点不安

。

具体的考试内容，我已忘得差不多

了。只有作文题和两道史地题一直记忆

犹新。

那年贵州作文题叫做《大治之年气

象新》，所谓“大治之年”是指“四人

帮”垮台后，华主席领导我们从“大乱

”走向“大治”的特定时期。我已经记

不得自己写了什么，大概就是开头讲一

下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接着从身

边的琐事中寻找个案，最后再抒情三分

钟。

史地题中，我被两道地理小题难住

了，一题是，“什么是农作物？什么是

经济作物？举例说明。”另一题是，

“三峡是哪三峡？”对于今天的考生而

言，是不会不清楚的。

此外，当年的数学卷除了正常题之

外，还有两道有关微积分的加试题，据

说是用来测验那些散落于民间的数学天

才的。正常题主要是解析几何和函数，

我做得相当顺手，但看到加试题时，着

实吓了一跳。

12月中旬考完试后，开始了漫长的

等待。1977和1978年这两年，高考都要

经过初选和最后录取两个步骤，初选过

了后，再经过“优中选优”。在这一轮

，或许是因为学业问题，或许是因为家

庭出身或政治表现问题，甚至或许是因

为别人走后门把你给顶了，都有可能最

终落选。

从高考到初选，足足等了两个多月

。在此期间，羊艾农场开始招收一批新

工人，为了给自己尚不确定的未来寻找

一个饭碗，我进了农场，做了制茶工人

。

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了通过初选的

通知，当时没有分数查询系统，也没有

查分这一说，说你选上了，就算你幸运

，说你没有选上，你也没有脾气。要查

分，得找关系，因此我究竟考了多少分

，至今还是个谜。

初选上了，我兴冲冲地请了假，来

到场部填写志愿。当时没有任何填报志

愿的指导，在我看来什么大学都一样，

只要能上就行，于是第一志愿是贵州大

学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四川大学历史系

。这种填法在今天看来，真是贻笑大方

。

有关高考的这个夏天回想起来，就

像是“南柯一梦”。有关高考的这个夏

天回想起来，就像是“南柯一梦”。

到了3月中旬左右，陆续有人接到

了录取通知书，我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

消息，不禁有些着急。

农场有一位老干部，是个老红军，

他女儿据说成绩很好，老红军托关系去

招生办询问情况，得知自己女儿被复旦

大学录取，同时还意外地在贵州大学的

录取名单中发现了我的名字。据说是有

人想开后门，所以别人都拿到了通知，

却一直没有我的。

于是，我父亲赶紧托人到招生部门

打听情况，两天之后，我终于也拿到了

录取通知书。

如果没有人去打听，或许那一年高

考，我就被人挤掉了。

@夏功文 1991 1991年的高考要考

两次，正式高考前要先预考，预考通过

后再参加高考。1991年是预考制的最后

一年，那以后就废除了，我赶上了末班

车。

5月预考后，一大半的同学都没能通

过，我侥幸过了。预考后文理班要在一

起备考，人数不多，一个班都装不满。

每天晚自习下课后，男生要负责送

女生回家，我也会送一个女生回家。记

得有一次，自习下课有些晚，学校的大

门都已经锁上了，我们几个同学翻出校

门的时候还被路人盘问了半天。

那一年，我没考上大学，我们班，

全军覆没。

@曲木么阿佳 1994 1994年，表姐

终于考上了大学，在此之前，她已经参

加过三次高考，每次都被专科录取。为

此，她父亲专门找人算八字，在家翻了

10多天字典，大费周章地改了名字，去

掉了名字里带有丫鬟气的“凤”字。

高中时，表姐趴在床上看书，我发

现她的头发白了三分之一。我问她，怎

么这么多白头发，“等你以后有机会高

考就知道了。”

物质不充足的年代，她吃了很多黑

芝麻，可头发还是白。

在她被本科录取的一年后，就只剩

下零星几根白发了。

“你姐这就有了金饭碗！”后来父

母常用表姐高考的事情激励我们走出农

门。

@李大葱 1998 1998年7月7日，我

参加高考。

我的高考没什么压力。父亲说了，

最好考不上，考不上就可以留在他身边

。

而小时候和我一起念书的同学，一

个个都在小学和初中就踏上了社会，读

到高中，就只剩下我一个了。我上高三

那会儿，小时候的同学中已有两个嫁人

了。

于我而言，我还是希望考上名牌大

学，但是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走出过县城

的人来说，遥远的大学对我还是有些虚

无缥缈，远不如暑假让人兴奋。

高考的时候，学校的食堂要改善伙

食，是我喜欢吃的西红柿面条。那时候

，高考要考三天。一到中午，我和几个

朋友每人都会端着一大缸子西红柿鸡蛋

面，蹲在一棵大杨树下嘻嘻溜溜地吃。

吃完面条，我们也不讨论题目的难易。

老师不让，说是会影响心情。

其实根本没人讨论，我们几个男生

着急赶紧考完，只想赶快钻到录像厅。

县城的录像厅通宵5元，成龙、刘德华，

片子多多，好看得很。高三时，老师不

让出来，即便出来还要跳墙，看到半夜

还得翻墙回去，不爽快。有时翻墙回去

时，还会碰到政教处的老师站在墙下面

抓人。

吃完面，就钻到宿舍里休息，到了

考试的时间有专门的老师叫，可以放胆

睡。

第二天考试，天降大雨，十分凉爽

。我没带雨伞，家人在几十里外的村里

，也没人送。我和好友找了一个大塑料

袋，折起来，弄得尖尖的，两人钻在塑

料袋下面，在大雨中“啪啪啪”地踩着

水去了考场，样子很滑稽。

考的什么早已经忘记了，只记得考

完最后一门，我磨磨蹭蹭走得很慢，就

想看我喜欢的女生一眼。她出来了，穿

着浅蓝色的连衣裙，缓缓地走过我身边

，我拘谨地打了招呼，她微微笑了一下

，慢慢走过我。我以为故事已经结束了

。

不曾想，她忽然扭回头叫住我，我

愣住了。她伸出手，有些羞赧，把一张

一寸彩色照片给了我。我一呆，还是接

住了。照片上，她露着洁白的牙齿微微

笑着，我拿好照片，她只说了一声再见

，就离开了。

我拿着照片，翻来覆去看了几遍，

照片的背面写着：赠同学。我理解她的

意思，但是也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我的

内心还是有一些自卑。如今她已经远嫁

四川，我还在山西。曾经的顾盼笑兮，

曾经的魂牵梦绕，如在昨天。

高考结束了，青春和暗恋也结束了。

没有家长在门口迎接我们，问长问

短。我父亲更不会来，让我读书已经是

很不错了。

回到家，父亲也不问考得如何，只

让我下地干活，给玉米地间苗。地里很

热，我汗如雨下，我想我还是愿意继续

读书，不是为了改变什么，就是不想再

做一个种地人，想多享受一点教室的凉

爽。

9月，一个师范院校录取了我，不用

交学费，毕业分配返回到本地教书。父

亲很满意，他的养老问题解决了，我的

读书愿望也达成了。

好多年过去了。我上了班，还是普

普通通，不论人生还是收入。那帮小学

同学，倒是趁着时代的热潮，经商、开

饭馆，一个个过上了好日子。

如今想来，高考就是一个愉快的浪花

。我记得的只有面条，大雨还有那个女孩

，以及暗天黑地看录像的时光。考试题目

难不难，这我还真没有记住什么。

@刁民谢老三 未知 高考前要放5天

假调整，放假前最重要的指示就是防止

同学们撕书撕试卷。一到休息时间，每

层楼的走廊总是会安排保安值班，天天

都在讲，都在制止，到了最后时刻还是

爆发了。

那天晚自习前，从小小的一片开始，

到漫天飞舞的白色纸片，所有人似乎都发

泄着压抑已久的情绪。每个楼层都冒着火

光，充斥着各种怪叫，走廊过道上人山人

海，所有人都想加入这场盛宴。

没有成绩好坏，只有宣泄，只有欢

笑，只有爽快。

我至今还记得那时的热闹场景，那

场“飞书活动”对高三的我们来说像是

兴奋剂。看着漫天飘洒的课本试卷，在

心里告诉自己，我的高中结束了。

@王惠 2011 时隔六年后，回忆起

备战高考的岁月，我最先想到的竟是与

考试最不相关的跑操。

每天早上5点半之前进教室，晨读

至6点，然后到操场集合，准备跑操；中

午10点下课，10点一刻的午间活动也是

跑操；傍晚5点半到6点也会有人去跑。

跑道是黑灰和小石子混合铺就的，外号

“煤渣跑道”。高三一年因为它，没有

穿过白鞋。

“坚持不了就去跑步，一圈不行就

三圈，三圈不行就十圈！”“宁要现在

的汗水，也不要一年后的泪水！”重压

之下，跑步成了我除了在被窝里偷偷哭

以外唯一的发泄方式。

每天跑完集体的3圈后，我们可以

自由加速跑。在那最后一圈，我才觉得

是在放飞自我。风中有我的茫然、我的

压抑，它带不走，但被放了出来。那个

穿着白上衣牛仔裤的女孩子跑着，跑到

前面一棵桦树，再到下一个桦树，超过

前面的那个人，再超过前面的那个人

……

@刘明显 2014 高考那几天，似乎

是我高中三年来心情最为平淡的几天。

高三一整年的复习、练习、考试，到最

后的天天考、课课考，早已使我麻木。

我记得非常清楚，高考那两天，母

亲每天都会做一大桌极为丰盛的午餐，

这是平时很难想象的。煎炸烹炒炖，各

种菜式堆满了出租屋里的那张并不太大

的餐桌，父亲也专程从老家赶来。

午餐期间，母亲说的最多的就是

“多吃菜，少吃馒头”，但我并没有多

少食欲，为了让母亲安心，每道菜我都

夹了一些。所有菜都夹过之后，我终于

明白了母亲的用心。

我平时吃的比较咸，但那天的午餐

，每道菜都前所未有的淡，有的甚至几

乎没放盐。我知道母亲这是怕我喝水多

，可能增加去洗手间的次数，影响考试

。

那天中午，出租屋内的一切，都是

小心翼翼的，连父母的交谈也变成了窃

窃私语。可是无论多么安静，我都难以

入睡，在床上挨到时间，起床去了学校

。

寻常的心态，寻常的考试经历，最

终产生了一个无比寻常的结果。考完最

后一门，我背着从未如此轻的书包，默

默地在心里给自己说，三年的高中生活

，结束了。

公布成绩那天，天气闷热，正在酝

酿一场大雨。我将电脑刷新了无数遍，

依旧不能查到分数。无奈之下，开始打

电话查分。我的手是颤抖的，在按键手

机上按下号码，心里砰砰直跳，加上闷

热的天气，几乎要窒息过去。

最终，考试成绩高出一本线近30分

，父母和我都很高兴。第二天，我们所

有同学要到学校开会，算是最后的道别

。当我到学校才知道，那些平时与我水

平相当的同学，高考成绩大都比我高四

五十分，这意味着，我的高考失利了。

成绩公布后，我的一个朋友一直劝

我，要我选择一个211，即使偏远一点也

没有关系。但我依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

专业，进入了一所双非高校，而他进了

一所985。

@Davis Meng 2014 我是一个复读

生，但我是在高中的应届班里读的高四

。虽然很给当教师的妈妈掉面子，但她

最终还是选择托关系，让我做应届班的

插班生。

复读这一年里，我恋爱了，是初恋

。

两个同样的复读生，因为同样的目

标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当时我认为

，我需要一个能帮我稳定情绪并持续前

进的依靠，而她可以给我。然而感情深

入后，我不得不耗费大量的精力去维持

。

后来，可想而知，我失恋了。

高考越来越近，黑板上写着一百天

冲刺，时间所剩无几。而此时，我却突

然间开窍了，就好像堵了很久的水龙头

，被捅开了一个口子，水涌了出来，

无法阻挡。

有了上一次高考的经验，我知道

哪些知识点是高考会考的，哪些是了

解就可以的，有了针对性的套路。我

就好像武侠小说中主角，被打通了任

督二脉。

那个时候，对于高考的愤懑，对

于应试教育的抗争，对于初恋的执念

，这些统统被我搁置到了脑后，人生

中头一次意识到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后来，我依然多次梦见过复读，

醒来后发现枕巾已被泪水浸湿。那会

儿走进校园就像是有座山压在脖子上

，抬不起头，也喘不过气。

经历过2次高考，初恋和失恋，

后来我再遇到挫折，总能洒脱一笑。

高考恢復40年：我們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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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三年级的某一天

我出生在新疆，在乌鲁木齐市上

小学三年级的一天，我参加了学校举

办的冬季运动会3000米长跑比赛。随

后老师宣布比赛获奖名次，我得了第

二名。得第一名的是个六年级的同学

，望着那个比我大三岁的“冠军”小

男孩，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要超过

他，我也要拿第一名！

上小学五年级时，学校把我送进

乌鲁木齐市少年业余体校学习摔跤，

不久我的愿望实现了，我在乌市(业

余)少年组摔跤大赛中拿下冠军，上台

领奖时听见周围响起了掌声，第一次

尝到“冠军”的滋味。后来我被学校

保送到乌市23初中，那是一所体育重

点中学，除了学习一般的文化课以外

，学生每天必须接受严苛的体能训练

。那时候我刚满12岁，每天的必修课

就是被别人摔50次、再摔别人50次。

冠军梦和平常心

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进入正规

的体育训练，那时每天的生活很单纯

，除了上课、训练就是吃饭、睡觉。

而我的目标也很单纯，“我想拿冠军

！我想赢！”我认真上课、刻苦训练

，一年四季无论寒暑，我的衣服永远

都是汗湿的。先后练过的体育项目包

括摔跤，柔道和举重等。1993年，我

获得新疆自治区的女子柔道冠军。

次年的1994年，我参加新疆女子

柔道卫冕冠军赛，包括我自己在内的

所有人都认为冠军非我莫属，但是我

输了、没有获得任何名次！散场后我

不知道是怎样走回家的，只感觉天瞬

间塌下来了、世界末日到了——我无

法给自己一个交代。

以后的几年里，我跌爬滚打于输

赢之间，日夜所思就是“拿冠军”。

一次我在德国参加世界体育大会女子

健美比赛，当听到宣布我获得第三名

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霎时

间哭得稀里哗啦。旁边的人都以为我

是激动地哭了，其实我是委屈地哭了

，因为我认为自己应该得冠军。

然而，就是在输了以后我才逐渐

明白，提高心理素质和训练体能素质

同等重要，输赢是人生常事，要坦然

接受现实，要学会“走过去”。当你

认真做好一切准备时，剩下的就看天

意了。在移民美国之前，我在中国的

重大比赛中连续获得10个冠军。10次

登台领奖，成就了我的冠军梦，也塑

造了我的平常心。

举债乘火车赴韩国参赛

中国的健美项目起步较晚，大约

在80年代末期才开始兴起，最初阶段

的专业训练和参赛都较缺乏经验，特

别是在信息相对闭塞的新疆。一些同

行至今还记得一件趣事，有一次参加

国内健美比赛，当我们的选手正在做

赛前热身时，突然发现内地的选手们

身上都涂着棕色的油彩，打上棕色油

彩的人体肌肉在灯光下显得轮廓分明

，线条和块面都更有体积感。我们的

教练不知道这种专用的棕色油是什么

，也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后来教

练就去买了几只棕色的皮鞋油，要出

场的选手们把鞋油涂在身上。顿时，

气味醇厚的鞋油味弥漫着整个赛场

……。那场“有姿有味”的比赛至今

让选手和评委们记忆犹新。

1999年6月，我正式进入健美运

动项目，同年9月即获新疆女子健美

冠军。2000年，我顺利获得全国女子

健美冠军。然而，无论参加国内还是

国际比赛，都需要一大笔钱，包括训

练费、营养费、置装费、交通费和宣

传包装费等等，那时候来自政府机构

的拨款很少，根本不够开销，想参赛

的运动员只能自己去拉赞助费。

2001年，亚洲健美大赛在韩国釜

山举行，报名费是1万元人民币，当

时我的月薪只有420元，好容易东拼

西凑才交上了报名费。从新疆到釜山

路途遥远，而我不仅买不起一张飞机

票，就连辗转乘火车去韩国的5000元

路费也拿不出来。

眼看着比赛日期一天天临近，我

只能硬着头皮出门找钱。在多次碰壁

屡屡被拒之后，有一家赞助商终于愿

意伸出援手。我拿到5000元后连夜乘

火车到北京转赴韩国，为了参加这个

国际比赛我举债2万元。所幸釜山大

赛告捷，我一举获得亚洲女子健美竞

标赛52公斤级冠军，这是我首次获得

国际大赛的好成绩！拿到冠军回到新

疆后，处境很快就不一样了，不少商

家和企业找上门来请我做代言人、拍

广告，呵呵！我不再为五斗米折断了

腰。

吃饱喝足就是幸福

我家有五个孩子，我排行当中，

终年忙碌的父母没拿我当个宝。我决

定选择体育专业，他们既不阻拦也不

在乎，随我自由发展。唯一让他们竭

力反对的，就是健美运动员穿比基尼

上场比赛，传统的父母在很长时间里

无法接受这一点，我妈甚至威胁说和

我脱离母女关系。

在我连续获得冠军之后，父母开

始“在乎”我了，从监督起居到管理

饮食，最厉害的是我妈的“藏馍”坚

壁手段。为了控制体重，我们每天的

摄入量受到限制，每次高强度的训练

结束之后，我就象一只饿虎扑回家觅

食，这时我妈妈就把家里的馒头藏起

来不让我吃。无论我苦苦哀求还是乱

发脾气，在原则问题上“虎妈”她决

不妥协。

有一次我回家刚赶上家里蒸馒头

，饥肠辘辘的我不顾劝阻一口气吃了

七个滚烫的馒头，吃完以后又后悔地

大哭起来，我妈在一旁心疼地陪着我

掉眼泪。为了我在比赛时发挥最佳状

态，每场比赛从100天倒计时起，我

妈都给我做全身按摩，做按摩很累，

她坚持每天做两个小时，每次都累得

浑身大汗湿透毛衣。

做一个职业运动员要放弃很多，

包括放弃正常的生活享受。在进入大

赛前，每天超大运动量的魔鬼式训练

，我一天必须吃30个鸡蛋清，1斤牛

肉1斤鸡胸肉。规定的食品分五、六

次吃完，白水煮肉、无油无糖。特别

在比赛前夕，为了皮下脱水降低体重

，甚至连盐都不能吃。

想吃时不能吃，不想吃时必须吃

，这是我们健美运动员的职业操守。

所以那时我经常想，能随心所欲地吃

饱喝足，就是我的幸福。

我给警察局长当私教

2001年和2002年，我在韩国和中

国分别获得两届亚洲健美女子锦标赛

52公斤级冠军；2005年，在德国举行

的世界体育大会上获第七届女子健美

52公斤级第三名；2007年，在美国纽

约举行的世界自然健美锦标赛上获女

子52公斤级第三名。

2006年，我在中国直接拿到美国

特殊人才绿卡后来到美国。到了纽约

第二个月我就去一家美国人的健身房

当教练，在那里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

，随后我们结婚、我生了两个孩子。

两个儿子现在4岁和2岁，跟我一样体

质特别好。今后我不会逼他们去学体

育，顺其自然最好，我只要他们有个

健康快乐的童年。如果他们是练体育

的料，当妈的当然会支持孩子。

目前我们家在长岛开了一间餐馆

，提供新疆特色菜肴和亚洲美食。我

们全家人努力工作，为当地客人和乡

亲们提供新鲜、地道的菜式。我喜欢

给来餐馆举办生日派对的小朋友一个

惊喜和祝福，给来用餐的长辈一个热

情的拥抱。最近，中国大明星刘晓庆

来美国演《武则天》，在朋友的引荐

下还特别来我家餐馆吃晚餐。

眼下餐馆忙孩子小，我却不想

就此放弃我的运动生涯，我计划等

餐馆生意稳定、孩子稍大一点以后

，我还要重新回到健美赛台上去，

还想再次参加国际健美比赛。人可

以暂时没有钱没有时间，但不能没

有信仰、没有目标，你看中国一些

明星吸毒犯罪呵，就是因为一夜出

名就自我膨胀起来，才失去了人生

的坐标。人在高处时一定要自律、

要有精神追求，否则肯定会摔下来

。

平时的日程排得很满，我还给

一些专业人士当私人教练，帮助他

们减肥塑身，不少纽约的名人大腕

、包括法拉盛109警分局的局长，都

是我的学生呢！

天山走出來的國際健美冠軍
当80后女孩齐声嚷嚷“我要减肥、我要瘦”时，80后的她认定“我要增肌、我要赢”；当80后女

孩膜拜影星歌星或时装模特时，她则铁了心“我要拿世界健美冠军”。长发飘飘的新疆姑娘曹新丽从天

山脚下来到纽约，她五官清秀，肩宽腰细，本是个窈窕淑女的美人坯，却以雕塑般的肌肉群和充满张力

的形体、站上了女子健美世界竞标赛冠军的领奖台。

坐在她家餐馆的吧台前，记者听曹新丽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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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twork Will Span The Disputed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China Plans To Build Underwater Spy Network 
In Hotly Contested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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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Factory And Boston Transit 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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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sland in the Spratly Islands chai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IJING, China - In a bid to further establish its 
dominance in the disputed resource-rich, China on 
Wednesday said that it has approved a plan to build 
an underwater observation network across the disputed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The action came as another provocative move by China, 
that claims dominance over most of the resource-
rich waters, even though five other Pacific nations 
including Brunei, Malaysia, Philippines, Taiwan and 
Vietnam have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disputed waters.
The South China Sea is believed to have huge deposits 
of oil and gas and witnesses over $5 trillion in global 
ship-borne trade passing by each year.
China’s state run Global Times quoted a report by the 
official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as saying 
that the country would be investing two billion yuan 
($292 million) to build the network.
The network, the report said will be capable of all-
weather and real time HD multi-interface observation 
from seabed to surface.

China also claims its sovereignty over the Senkaku 
islands held by Japan, along with all of South China 
Sea (SCS).
While the hotly contested territorial disputes carry on 
in both the seas - Beijing has drawn harsh criticism 
from the five other claimants for its militarization of 
the disputed waters, after it built man-made islands and 
reefs to establish its control in the region.
Now, the CCTV report stated that the underwater 
observation network will serve as a scientific research 
platform which can provide long-term and continuous 
data to research o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under the 
two se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pproved a 
plan to build an underwater observation 
network across the disputed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Li Jie, a Beijing-based navy expert, told state run 
Global Times, “The planned physical platform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complicated submarine world and 
provide a technical basis and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for 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esources under the 
ocean.”

It said that a data centre will be built in Shanghai near 
the coast to monitor the observation network and to 
store and manage the data captured.
Further, the report pointed out that it can promote 
frontier research in fields such as earth systems and 
climate change and meet the country's comprehensive 
demand to monitor the marine environment, prevent 
disasters and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ests.
Jie noted, "However, some foreign countries will link 
the underwater system with a military facility and 
exaggerate its military usage given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dding, “However, if foreign submarines and 
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s enter Chinese waters, 
China is obligated to use data gathered from the 
underwater network to identify, detect or even drive 
away those vehicles to protect the security.”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the project is slated to be 
completed within five years.

Jie adds, "Given China's capability in drilling oil 
and gas in deep water and the recent progress of the 

manned submersible Jiaolong, China is technically 
ready and has the material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to 
achieve that goal within five years.”
Chinese official media reported that the Jiaolong 
descended to 6,544 meters in its third dive this year in 
the Mariana Trench last week.
It said that the dives are to collect seawater, rocks and 
samples of marine life and conduct observation and 
HD photography near the seabed.

China - The ‘Bully’
Meanwhile, U.S. Senator John McCain, who is in 
Australia for security talks, called for a South China 
Sea drill to challenge the “bully” nation, China.
In a speech, McCain slammed China for its stand on 
the South China dispute and said that “the challenge 
is that China is acting more like a bull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He is said to have pressed on the need for the U.S. 
and Australia to work together when dealing with 
economic and strategic issues involving China.
Responding to McCain’s calls, Australian officials 
said the country would continue to follow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freedom of overfligh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laws.
The U.S. Senator was quoted in The Australian as 
saying, “He believed China had been throwing its 
weight around too much thanks to its development as 
an economic powerhouse.”
McCain was further quoted as saying that nations 
could come together for a multilateral exercise under 
the U.S. leadership to resist Chinese advances in the 
disputed territory.
He said, “If the Chinese are able to stop us 
exercis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en that has severe 
consequences for the whole region.” (Courtesy www.
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A rendering of new Boston 
subway cars made by                                                                         
China Railway Rolling Stock Corporation. 
(Photo/CRRC)
China’s biggest rail manufacturing company is setting 
its sights on the United States. It broke ground in 2015 
for a $60 million plant in Springfield, Mass., that will 
assemble new cars for Boston’s subway system.
The state-owned company, the China Railway Rolling 
Stock Corporation, or CRRC, is the first Chinese rail 
car manufacturer to win a major transit contrac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pringfield plant, which will hire 150 people, is 
part of a $566 million contract that the company won 
last year to provide 284 cars for the Boston transit 
system’s Orange and Red Lines.
The company sees the plant as a potential beachhead 
to win more contra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al represents China’s biggest push in the American 
railroad market. It is pa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y to encourage its techn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companies to export their skills and seek foreign 
markets.
The bid, which beat out established competitors like 
Bombardier of Canada, received the backing of the 
local authorities because it includes a provision to 
assemble the rail cars in Massachusetts on a 40-acre 
industrial lot in a former Westinghouse manufacturing 
center. The new plant will begin operations in 2016, 
and the first cars are to be delivered in 2018. They will 
replace Massachusetts Bay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s 
Orange Line cars that have been in service for 32 years 
and Red Line cars that have been operating for 44 
years.

The presence of a new rail car manufacturer in the 
United States may provide an impetus for cities and 
states that are considering modernization of their 

transit systems or are looking into high-speed rail.
Yu Weiping, CRRC’s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aid his company was eager to apply the 
lessons learned building transit systems and high-
speed systems in China.
In his previous job, as chairman of Tangshan Railway 
Vehicle, which is owned by CRRC, Mr. Yu oversaw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one of the fastest high-
speed trains in the world, with an average speed of 218 
miles an hour.
“With our expertise in this field, we would like to 
partner with whichever states see the need and continue 
to be a good partner and help create local jobs,” Mr. Yu 
said, speaking through a translator.
CRRC was formed on June 1 from the merger of the 
China North Locomotive and Rolling Stock Industry 
Corporation and the China South Locomotive and 
Rolling Stock Corporation. The merger created 
controversy in China because the combined company 
supplied 80 percent of all freight cars and passenger 
cars in the country.
The companies — known as C.N.R. and C.S.R. — 
were split apart by the government in 2000 to foster 
competition in the Chinese rail market. But the 
authorities eventually realized that the two state-owned 
rivals undermined each other by bidding against each 
other.
The re-creation of a near monopoly was seen in China 
as a retreat from the country’s goal of encouraging 
competition and giving a greater role to the market, 
reinforcing perceptions that the merger represented 
an expansion of state control over the economy.The 
combined company, with headquarters in Beijing, 
employs 176,000 people.
China’s biggest rail manufacturing company is setting 
its sights on the United States. It broke ground on 
Thursday for a $60 million plant in Springfield, Mass., 
that will assemble new cars for Boston’s subway 
system.
The state-owned company, the China Railway Rolling 
Stock Corporation, or CRRC, is the first Chinese rail 
car manufacturer to win a major transit contrac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pringfield plant, which will hire 150 people, is 
part of a $566 million contract that the company won 
last year to provide 284 cars for the Boston transit 
system’s Orange and Red Lines.
The company sees the plant as a potential beachhead 
to win more contra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al represents China’s biggest push in the American 
railroad market. It is pa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y to encourage its techn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companies to export their skills and seek foreign 
markets.
The bid, which beat out established competitors like 
Bombardier of Canada, received the backing of the 
local authorities because it includes a provision to 
assemble the rail cars in Massachusetts on a 40-acre 
industrial lot in a former Westinghouse manufacturing 
center. The new plant will begin operations in 2016, 
and the first cars are to be delivered in 2018. They will 
replace Massachusetts Bay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s 

Orange Line cars that have been in service for 32 years 
and Red Line cars that have been operating for 44 
years.

The presence of a new rail car manufacturer in the 
United States may provide an impetus for cities and 
states that are considering modernization of their 
transit systems or are looking into high-speed rail.
Yu Weiping, CRRC’s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aid his company was eager to apply the 
lessons learned building transit systems and high-
speed systems in China.
In his previous job, as chairman of Tangshan Railway 
Vehicle, which is owned by CRRC, Mr. Yu oversaw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one of the fastest high-
speed trains in the world, with an average speed of 218 
miles an hour.
“With our expertise in this field, we would like to 
partner with whichever states see the need and continue 
to be a good partner and help create local jobs,” Mr. Yu 
said, speaking through a translator.
CRRC was formed on June 1 from the merger of the 
China North Locomotive and Rolling Stock Industry 
Corporation and the China South Locomotive and 
Rolling Stock Corporation. The merger created 
controversy in China because the combined company 
supplied 80 percent of all freight cars and passenger 
cars in the country.

The companies — 
known as C.N.R. 
and C.S.R. — 
were split apart by 
the government 
in 2000 to foster 
c o m p e t i t i o n 
in the Chinese 
rail market. But 
the authorities 

eventually realized that the two state-owned rivals 
undermined each other by bidding against each other.
The re-creation of a near monopoly was seen in China 
as a retreat from the country’s goal of encouraging 
competition and giving a greater role to the market, 
reinforcing perceptions that the merger represented 
an expansion of state control over the economy.The 
combined company, with headquarters in Beijing, 
employs 176,000 people.

C.S.R.’s bid was disqualified by the Massachusett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which rejected it in 
three categories: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and 
quality assurances.
Rail is one of China’s most strategic assets. The 
country has built more than 7,500 miles of high-speed 
rail tracks in recent years, four times as much as Japan, 
which has the world’s second-biggest rail network,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In 2013, China’s high-speed rail lines accrued more 
passenger-kilometers th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mbined — about four times the volume in France 
and two and a half times that of Japan. It plans to 
connect all its cities of more than 500,000 people 
through fast rail this year.
But while the China Railway Rolling Stock 
Corporation is involved in China’s biggest rail projects 
and has built the country’s fastest trains, its amb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y be more modest for now, Mr. 
Blaze said.
The transit market is highly fragmented, and 
transportation authorities are often beholden to the 
design specifications of their traditional suppliers, 
which makes it harder for new entrants to compete, he 
said.
Also, moving from transit systems to high-speed 
systems might be especially tough, particularly for a 
state-owned company, given the political opposition 
to rail investments in Congress. Although President 
Obama has made high-speed rail a priority, Congress 
has not provided sufficient funding for the president’s 
plans, while several states, including Florida, have 
balked at the high costs and canceled high-speed 
projects.

Amtrak’s Northeast Corridor line is the only high-
speed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ins on that 
stretch, between Boston and Washington, substantially 
lag other high-speed networks across Europe, Japan 
and China.
“As you know, about 100 years ago, the U.S. 
infrastructure was leading the way, but after 100 
years, it still has a lot of room to grow and create 
opportunities,” Mr. Yu said.
CRRC promises to build 60 percent of the value of its 
train c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earn the “Made in 
U.S.A.” label.
Still, Mr. Blaze estimated that som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aspects, including the design, engineering, 
steel work and some manufacturing — would still 
come from China. (Courtesy nytimes.com) 

Breaking ground in 2015 for a $60 million plant 
in Springfield, Mass., that will assemble new  
rail cars for Boston’s subway system.

American technicians visit a 40-year-old 
workshop in Changchun, China. Many of the 
technicians will be employed at the CRRC 
plant in 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 

The manned submersible, Jiao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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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休斯敦古董
拍賣公司夏季拍賣會將於6
月18日（星期天）中午1點
，在位於休斯敦好運大道的
該公司拍賣大廳舉行，免費
入場。此次拍賣會拍品主要
有瓷器，玉器，紫砂壺，奇
石，瑪瑙，中式紅木家具以
及西洋水晶製品等共近500
件拍品，值得關注。歡迎大
家前來競拍！
詳情請電：832-251-6666
，網站：www.houstonan-
tiqueauction.com;
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地址：
9931 Harwin Dr.2 / F，
Houston，TX77036。

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66月月1818日日
中午中午11點舉行夏季拍賣會點舉行夏季拍賣會，，免費入場免費入場！！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四屆”精品薈萃”舞蹈晚會完美落
幕----謹獻給J&H建校二十週年

【本報訊】2017年6月2日，第十七屆華
僑華人創業發展洽談會海外分會場（＂華創會
＂）------休斯敦專場在被稱為“影響世界
十大孵化器之一” 的美國休斯敦技術中心成功
舉行。本次活動由國務院僑辦、湖北省和武漢
市政府主辦，武漢僑辦、美中合作委員會、休
斯敦技術中心共同承辦，來自美南地區80多位
華僑華人專業人士和多家海外媒體參加了活動
。

休斯敦市是武漢市去年結成的友好交流城
市。是世界能源之都、醫學之城、宇航中心，
有30萬華人華僑，科技創新能力居於世界前列
。此次休斯敦專場為“華創會”第三屆海外專
場活動，以“乘華創之風，促深度合作”為主
題，以“雙向互動、互利共贏”為目標，在增
進友好交往的基礎上，與當地IT產業、智能製
造、醫療衛生、生物工程等行業華僑華人進行

深度交流與合作，為武漢招才引智、招商引資
，實現創新創業人才聚集發展。

專場活動由美中合作委員會會長范波先生
主持，美中合作委員會主席查爾斯•福斯特先
生、休斯敦市市長代表庫保羅先生、中國駐休
斯敦總領館科技參贊陳宏生先生、科技領事張
東、僑務領事易川、休斯敦技術中心負責人摩
斯菲爾德女士和休斯敦宇航中心董事哈文•摩
爾先生等嘉賓出席並先後致辭。武漢市人民政
府董廣利副秘書長發表了“聚力萬僑創新共享
發展機遇”的主題演講，闡述了武漢在歷史、
地理、經濟方面的重要地位，展現了武漢日新
月異的變化，誠邀廣大華僑華人來漢參會，共
享機遇，共襄盛舉。武漢市招才局李喬副局長
、市商務局張文波副局長分別介紹了武漢市當
前招才引智、招商引資的政策環境。東湖新技
術開發區代表推介了光谷中華科技園。當地華

僑華人代表進行了項目路演。
會上，武漢市代表團與在場華僑

華人高層次人才進行了有效溝通，為
下一步深化武漢市與美南地區僑務經
濟科技的交流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礎。
部分參會的華僑華人專業人士專程從
大學城驅車兩個小時前來參加華創會休斯敦專
場。本次海外分會場休斯敦專場取得良好效果
，會場氣氛熱烈，部分華人專業人士當場報名
參加華創會。休斯敦專場結束後，來賓熱情不
減，與代表團積極互動，久久不願離去。

武漢市代表團在抵達休斯敦機場後，美中
合作委員會會長范波先生專程到機場迎接，隨
後在團長董廣利率領下首先在休斯敦市政廳拜
訪了休斯頓敦市首席發展官安迪-伊肯先生，雙
方表達了進一步加強兩市交流合作的意願。董
廣利副秘書長還接受了《中國日報》駐休斯敦

記者站等媒體專訪，並向美中合作委員會正式
發出2017華創會邀請函。

本次華創會海外休斯敦專場成功舉辦是在
中美兩國元首在海湖莊園成功會晤和“一帶一
路”倡議給美南地區同中國合作帶來的新機遇
下，中美城市友好交流和創新合作取得的積極
成果。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和湖北省人民政府暨
武漢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第十七屆“華創會
”將於2017年7月7日至9日在湖北武漢舉行
。歡迎休斯敦地區有創新理想的高學位人士與
會。

乘華創之風，促深度合作 ------ 華創會休斯敦
專場創新務實受到華僑華人讚譽

(本報記者黃麗珊) 5月28日週日下午4點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四屆“精品薈萃”舞蹈
專場在美國休斯敦周潔曉慧舞蹈學校Katy分校
小劇場隆重上演!本次專場由家長和老師們共同
籌劃運行，美中國際藝術教育聯盟(Welcome
International Arts Education Alliance)、周潔舞
蹈基金會、美國-中國舞蹈家協會聯合舉辦；意
在給海外華裔青少年搭建展示平台,運作四年來
深得總領館和休市各界好評。本次專場是小舞
者的精品匯報，也是優秀老師們原創作品的精
彩展示，更是一場傾注愛心和深情的中西舞蹈
對話和盛宴!

雖然是長周末,許多家庭出城休閒,但小劇場
還是座無虛席!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文化參贊解
飛,文化領事劉一然,僑務領事張鐵虹也在百忙之
中抽身前來觀看演出.本次”精品薈萃” 共 有
節目38個,舞種涵蓋古典舞,民間舞,芭蕾舞,當代
舞;舞蹈形式分別有獨舞,雙人舞,群舞.讓人們讚
歎的是每一個舞蹈都是老師們的原創作品;每一

段音樂都由老師們自己剪輯;每一套演出服都由
老師們親自設計,但這38個節目絲毫沒有重複和
雷同而引起觀眾們的審美疲勞,兩個小時的演出,
最小年齡的才不到7歲,觀眾們都被小舞者們嫻
熟,激情的表演深深地吸引,沉醉,進而讚歎,掌聲
連連!更為驚喜的是幾位美媽和理工科爸爸們一
起秘密排演的”玫瑰華爾茲”舞作為壓軸上場
引起全場轟動,豪華晚裝配上嫻熟的舞步,可謂是
輕盈瀟灑,像極了一朵朵盛開的玫瑰!晚會結束後
,文化參贊解飛上台向老和學生們表示祝賀,並告
訴老師們:”請把精品保留下去,期待你們能帶精
品回國,做一次國際交流!”加油啊! J&H! 我們
一定可以的 !

連續四年的”精品薈萃"晚會主要組織者學
生家長張梅女士說:老師們的盡心盡責和才華,學
生們的堅韌和好學,再加上家長們的支持和付出,
才得以有今天大家所看到成果!是啊,J&H有幸有
諸多酷愛中華文化及舞蹈藝術的學生們,有幸有
如此全身心付出時間,金錢和精力而不求回報地

來輔佐學校的文化推廣和傳播的家
長們!整場”精品晚會”除了舞蹈作
品的排練由老師們負責外,其餘的都
由學生和家長們負責.連續四年,晚會
的海報和 T 卹都是由學生 Christy
Zhang 和 Carolyn Zhang 設計;學生
們還神秘地偷排了自己創作的舞蹈
和模仿秀給老師們帶來驚喜;舞台的
背景,燈光要求,音響操控,劇場接待,
攝影,攝像,慶祝餐會等等大小事項都
由家長們全心付出,且個個做得專業,
完美!

每一次”精品薈萃”晚會的華
美落幕,都離不開學生,家長,老師們
的付出和觀眾朋友們的支持!今年是
J&H建校二十週年,學校每一個前行
的腳步都離不開總領館的扶持和各僑社的關愛!
離不開家長和孩子們對舞蹈的執著追求和熱愛!
感恩有你們伴隨J&H 同行!

暑期課程，秋季課程和夏令營繼續招生,內
容豐富,歡迎來電 諮詢:總校 713-516-5186;
Katy 分校832-606-8809
www.jhdancing.com Email: jh@jhdancing.com;

圖為第十七屆華僑華人創業發展洽談會海外分會場休斯圖為第十七屆華僑華人創業發展洽談會海外分會場休斯
敦專場敦專場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四屆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四屆””精品薈萃精品薈萃””舞蹈晚會圓滿成功舞蹈晚會圓滿成功,,高高
曉慧校長曉慧校長、、傅晶副校長指導老師們傅晶副校長指導老師們,,主要組織者家長張梅女士主要組織者家長張梅女士
及所有演出者及所有演出者、、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文化參贊解飛合影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文化參贊解飛合影。。 ((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小劇場座無虛席小劇場座無虛席!!美南日報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日報董事長李蔚華、、中國駐休斯敦總中國駐休斯敦總
領館文化參贊解飛領館文化參贊解飛,,文化領事劉一然文化領事劉一然,,僑務領事張鐵虹也在百僑務領事張鐵虹也在百
忙之中抽身前來觀看演出忙之中抽身前來觀看演出..本次本次””精品薈萃精品薈萃””共有節目共有節目3838個個,,
舞種涵蓋古典舞舞種涵蓋古典舞,,民間舞民間舞,,芭蕾舞芭蕾舞,,當代舞當代舞;;舞蹈形式分別有獨舞舞蹈形式分別有獨舞
,,雙人舞雙人舞,,群舞群舞((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四屆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四屆””精品薈萃精品薈萃””舞蹈晚會精彩演出舞蹈如花舞蹈晚會精彩演出舞蹈如花,,廣受大家歡迎廣受大家歡迎.(.(記者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四屆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四屆””精品薈萃精品薈萃””舞蹈晚會精彩演出舞蹈綻放舞蹈晚會精彩演出舞蹈綻放,,獲得中外僑界人士獲得中外僑界人士、、家長們熱烈掌家長們熱烈掌
聲聲.(.(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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