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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寻人转发
失联女孩牵动人心

这两天，一条寻人的消

息在微信朋友圈中传播，里

面附有失联女孩的详细资料

和照片，许多人看到后纷纷

转发，希望能帮忙找到失踪

的女孩。

记者联系上发布人小青，

她是失联女孩小玲的姐姐。据

小青介绍，她们是桂林市阳朔

县兴坪镇人，小玲去年年底来

到柳州，在一家商场里的服装

店上班，租住在广雅路。

3月7日，小玲吃过午饭，

一个人骑着电动车到马鞍山公

园爬山。在公园对面停放电动

车时，她和身在异地的男友通

着电话，告诉他自己准备去爬

山，晚上打算看电影。走到山

脚时，小玲又给小青打了个电

话，轻松地聊着清明节回家的

打算。

这两通电话之后，小玲的

男友和小青都发现小玲电话一

直关机，联系不上她。7日晚

，一向乖巧的小玲也没有回到

出租屋。8日早上，本该上早

班的她，第一次无故缺勤。

通过手机、室友、公司都

无法找到小玲，小青慌了。8

日下午2时，她向天马派出所

报警，并发布寻人消息到朋友

圈，引发网友关注和转发。

朋友圈发布后，小青接

到许多电话，有的是来自亲

友同学的关心，有的是陌生

的好心网友想核实情况，帮

转发消息，但始终没有人能

提供线索。

乖巧女孩去了哪里

小玲失联后，她的父母、

小青、男友和其他亲友纷纷在

8日、9日，陆续从外地赶到柳

州，一起寻找她的下落。

小玲的室友小傅告诉记者

，小玲平时生活循规蹈矩，下

班以后一般是在家看电视、休

息。小玲曾是一名体育生，喜

欢运动。小傅有时会和小玲一

起在晚上爬马鞍山。3月7日下

午去爬山时，小傅没时间去，

小玲就在公司微信群里发消息

找同伴，不过由于休息时间不

同，其他同事也没有空。

小青说，妹妹乖巧懂事，性

格也不错，平时的工作、生活、

感情上都没有什么烦心事，更不

会任性行事。她这样无故失联，

让亲友们十分担心。因为在公园

对面发现小玲的电动车一直停放

着，他们将搜寻范围定在山上。

8日下午，小玲的亲友在

派出所的天网监控中，发现两

段视频有小玲的身影。画面中

的她身穿酒红色外套、蓝色牛

仔裤，戴着紫红色墨镜。两段

画面中的她都是独自一人。

监控中看不到更多线索，9

日早上7时左右，亲友一行十

几人和十几名消防员开始搜山

。他们沿着山路搜寻，直至中

午，一行人毫无收获。

9日下午，民警和消防员

再次上山搜寻，在马鞍山半山

腰上发现了小玲，遗憾的是，

发现时小玲已身亡。此时离她

失联已整整两日。

关于事件的具体情况，警

方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按摩店内擒凶

3月26日，民警通过追查

“天网”监控录像，分析出可

疑男子经常出没于乐群路、光

明路、谷埠街一带。次日，专

案组民警在嫌疑人可能出现的

地方展开布控。3月28日下午

，当这名可疑男子出现在光明

路一家按摩店里时，布控民警

立即收网将他擒获。

被擒男子姓张，46岁，湖

北省丹江口市人。警方从张某

身上提出检材，与案发现场遗

留的痕迹物证进行比对，结果

证实杀害小玲的疑凶正是张某

。张某2005年来到柳州，曾做

焊工为生，近来常常接不到活

。在张某来柳州前，他的妻儿

已经离他而去。

张某落网后，对抢劫杀害

小玲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最

近，张某手头比较紧张。案发

前，他来到比较僻静的马鞍山

后山，想抢劫孤身独行的登山

者。当他遇见小玲并实施抢劫

时，遭遇反抗。小玲与张某展

开搏斗，两人滚下半山的平台

。张某因小玲的反抗而恼羞成

怒，他用力掐住小玲的脖子，

致其当场身亡。

随后，张某对小玲的遗体

进行了性侵，并用枯枝树叶和

泥土将尸体草草掩埋。他慌不

择路地逃下山时，还抢走了小

玲身上的130元现金及手机、银

行卡等财物。次日，张某想起

小玲的挎包还遗留在案发现场

，他又再次返回将挎包掩埋。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

女孩獨自爬山失聯：

兇手搶劫辱屍被判死刑

去年3月，从阳朔县来柳州打工的23岁

女青年小玲，独自登上马鞍山后失联。两天

后，她的尸体在后山的山腰处被发现，此后

，涉案凶手张喜占被抓获归案(本报去年3月

10日8版、3月30日9版曾报道)。6月20日

，记者从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法院经

过审理后认为，张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和侮辱

尸体罪，数罪并罚，一审依法判处其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

经查，2016年3月7日下午1时30分，

46岁的男子张喜占从柳州市鱼峰区马鞍山公

园罗汉寺上山，20分钟后，在通过马鞍山山

顶观景平台后，张沿着后山山路走到半山处

一段石板路时，与爬山至此的小玲相遇。见

四周无人，张当即产生抢劫的歹念，趁小玲

不备，突然从身后抱住小玲并用手捂住小玲

嘴巴。遭遇小玲反抗后，张用大力将小玲扼

颈致死。之后，张将小玲拖至附近崖壁一处

平台，对遗体进行侵犯，并抢走了小玲背包

内的现金130元等物品。案发后，柳州市警

方在太平中街一处按摩店内将正在嫖娼的张

喜占抓获归案。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张喜占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手段，当场劫

取他人财物，在遭到被害人反抗后，竟采

取暴力手段导致被害人殒命，其行为构成

抢劫罪，并致一人死亡。张喜占在杀害被

害人后，又对被害人尸体进行侵犯，其行

为构成侮辱尸体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

鉴于张喜占在市中心公园实施暴力犯罪，

且作案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又将被害人尸

体、衣物给予掩藏，足以证明其主观恶性

极深，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严重

，社会影响极为恶劣，人身危险性大，依

法应予严惩。案发后，被害人家属遭受的

经济损失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尽管张在归

案后有自愿认罪等情节，但其罪行极其严

重，法院决定不予从轻处罚。最终，法院

依法做出前述判决。

3月7日下午2时左右，23岁的女孩小玲独自来到柳州市马鞍山公园，打算爬山锻炼。

爬上山后，她却莫名失踪了。两天后，也就是昨日下午约4时，天马派出所民警、鱼峰区消

防中队消防员、小玲的亲友们在半山腰发现她时，她已不幸身亡。



煎熬！嫁給大15歲的老光棍備受折磨
如果，你没有证据，空口无凭，那么

最终只会让别人误会你们。如果能够恢复

字迹，那么最好还是要回那笔钱。另外，

即使不能恢复借条上的字迹，你们也应该

找他的至亲谈谈，不能再这样由着他去欺

骗别人。

我鼓起勇气给你写信，因为我从小读

书，基本上都是考倒数。我高中毕业后，

念了个大专，出去打工了。

从小，村里的人就笑我傻，就连同学

都觉得我智商有问题。因为我总是反应要

比别人慢一拍，我知道自己不聪明，唯一

的办法就是坚持做好一件事。所以，我的

第一份工作一做就是十二年。因为，厂里

女人偏多，加上我也不是很懂得跟别人交

往。

虽然我谈过两次恋爱，但是，一次被

骗走了五万块钱，一次被骗走了七年的青

春。两任前男友对我的伤害，让我有点怀

疑这个世界。我有点害怕不敢跟别人交往了

。

而我的年龄也大了，都快三十岁了。爸

妈十分着急，再加上我长得不是很漂亮，爸

妈生怕我嫁不出去，天天打电话让我找男朋

友，见我一直没有找对象，就催我回家相亲

。那次，我妈装病把我骗回家，她说我再不

相亲她迟早会被气死。

我真的没有想到，对方比我大了15岁。

天哪，都四十几岁了，我自然是看不上他的

。相亲之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这么多年

没有娶对象，是因为没有钱，但是对我一见

倾心，希望我考虑他。并且，从那之后，他

很快就找了工作，一改自己的坏毛病。

煎熬！我嫁给大15岁的老光棍备受折磨

在慢慢的接触中，我了解到他人品其实

挺好的，就是有点自负吧。有两次我们去逛

街，我看上了一件衣服，一看价格，两千多

。就找了个借口，回家了。没有想到，第二

天他把那件衣服买了下来，并且送我了。我

知道他没有钱，他说，只要是我喜欢的，他

愿意付出十倍的努力，赚钱买来送给我。

我被这个老男人感动了，并且很快和他

结婚了。村里人都笑我是个傻子，可能在他

们印象里，我就是一个智商有问题的女人。

不过，我结婚，爸妈不就少了一种负担吗?我

觉得也挺值得啊。

和老公结婚后，我们就去了湖南，老公

看到这边夜宵生意好，就说他想自己单干。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做夜宵生意会这么累，

晚上收摊要等到凌晨两三点，回去之后睡不

了几个小时，就要去买菜。不过，老公为了

让我多休息，他都是天还没有亮，骑着一辆

二手电动车去买菜。买完菜回来，给我带早

餐，然后再接着休息。

虽然我们的日子很苦，住着三十几平米

车库改装过来的房间，但有他这样细心照顾

我，我很感动。我不求大富大贵，只要他对

我好就行了。平时，为了让我轻松点，他让

我收钱，很多事情，他都尽力自己做。但是

，因为我从小对数字不敏感，我经常算错钱

，不是少算了串数，就是多找钱给别人。

老公从来没有发过火，他每次都是呵呵

一笑：我怎么娶了一个傻媳妇哦，不过，我

媳妇最好了。虽然，我经常算错账，生意却

意外的很好。而且，老公人也很讲义气，老

顾客来吃东西，他总是要送点东西给他们。

只用了两年的时间，我们付了一套房子

的首付，并且我们还搞了一个店面，摇身一

变我居然成了老板娘，有四个字形容，名副

其实的老板娘。这几年，老公因为每天只睡

几个小时，头发都白了很多。但是，村里人

知道我们买了房后，对我们刮目相看。

唯一不好的是，上次村里有个人找我们

借钱，因为我有两年没有回来了，所以不怎

么了解他的现状，但是因为跟老公能扯上一

点亲戚关系，所以我们借了六万块钱给他。

当时，我们是打了欠条的，可是，回到家后

，就发现欠条上的字迹居然不见了。

我和老公多次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承认

找我们借钱了。现在，我们新店也需要资金

投入，我想收回那笔钱，可是没有证据，我

应该怎么做呢?他找我们借钱，好像是赌了。

老公不好意思开口找人家要钱，说是亲戚，

这样伤和气。难道这笔钱，我们就这样算了

吗?要知道，我们的钱，赚得好辛苦啊，都是

用健康换来的，怎么就让他这样欺骗我们呢?

回复：社会是个学校，你每一次所吃的

亏，都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

人生很短暂，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足矣。

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你觉得自己幸福

、快乐，就好。其实，很多人都在追求自己

想要的幸福，虽然你说你总是反应慢一拍，

但是你懂得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且为此而

坚持。这就是你幸福的原则。

至于亲戚找你们借钱这件事，应该认清

事态的严重性。他找你们借五万是小事，但

是以后若是以这样的手段，去欺骗别人，岂

不是要害了自己一生。所以，最好的办法，

还是想想，是否有办法让借条恢复原状，唯

有拿出证据说话，才能让他不可抵赖。

如果，你没有证据，空口无凭，那么最

终只会让别人误会你们。如果能够恢复字迹

，那么最好还是要回那笔钱。另外，即使不

能恢复借条上的字迹，你们也应该找他的至

亲谈谈，不能再这样由着他去欺骗别人。

你和你老公保持统一战线就好，不要为

了别人，而伤害你们之间的感情。你们的幸

福，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我们结婚了，但是她还是每晚去酒吧。

我问过她，为什么还要出去，她说，这个习惯，

在家太无聊。我好累，心也很纠结，这婚，我该

怎么撑下去？

我家里穷，原本我考上了大学，但是在那大

山里，根本没有办法负担我的学费，所以，我放

弃了。我跟着老乡一起出来打工，但是因为没有

学历，好工作难找，也因为我长得阳光英俊，所

以在我应聘泊车的时候，很容易的就过了。

我每天能拿到一笔不少的小费。但是我对这

样的生活，还是不满意，我想赚很多很多的钱，

不用上班的时候，我还去酒吧打零工，在这里，

我认识了一个有钱女人。他们叫她凤姐。四十岁

的女人，风韵犹存。

那一晚我从酒吧下班要回家，却看见她喝的

醉醺醺的，走路都东歪西倒，根本没有办法开车

，所以我主动说帮她，送她回家，她迷离这双眼

看着我，看到我是她在酒吧就见过的人后，报上

了地址，我送了她回去。

这晚过后，她每晚都会来酒吧，坐在我对面

。我不知道，她还派人调查了我，清清楚楚。我

和她越来越熟悉，但是仅仅是客人和酒保之间的

感情。直到，我接到家里的电话，我阿爸从山上

摔了下去，急需一笔钱做手术。

我急匆匆跟老板请了假，却被她堵在门口，

她向我提了一个要求。和她结婚，她给我钱。我

震惊了。我才25岁，她最少都已经40了，但是

我需要钱，所以，我只能也非答应不可，她给我

打了十五万。

我爸的手术很成功，命保住了，但是还要后

续的费用，我拿了户口本，回了酒吧和她去登记

了。登记后，我问她为什么是我，为什么非要结

婚。她答我，一个人孤单太久，那晚我的帮助让

她感受到了一丝温暖。后来每晚看着我，有些喜

欢上了我。

然而婚后，我却很煎熬。特别是晚上，虽然

我们结婚了，但是她还是每晚去酒吧。我问过她

，为什么还要出去，她说，这个习惯，在家太无

聊。我好累，心也很纠结，这婚，我该怎么撑下

去?

婚后每晚叫苦连连
我和富婆的婚姻
更像一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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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熱線

一、不!选择越多，孩子可能越不快乐

在某公园里，一个小男孩正在安静地荡秋千

，这时他看见旁边的滑梯上没人，哒哒哒地跑过

来玩滑梯，再看看对面玩跷跷板的小朋友走开了

，小男孩赶紧又抛弃了滑梯，冲向跷跷板……

（关注微信订阅号：朵妈亲子时光，聊聊亲子育

儿那些事）

这时另一个小女孩过来玩秋千了，小男孩看

到后赶紧从跷跷板上下来，冲向秋千，不让小女

孩玩。小女孩不依，小男孩推了她一把，小男孩

子的妈妈生气极了：“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有你这样贪心的吗?”小男孩哇地一声哭了!

其实小男孩不是贪心，而当选择比较多的时

候，孩子就难以从这些选择中得到100%的快乐。

比如，荡秋千的时候，孩子可能在想“等下

我要去玩滑梯”。玩滑梯的时候看到跷跷板了，

又打起了跷跷板的主意。最后，看到有人来玩秋

千了，孩子突然又想起了秋千的好：“我不玩跷

跷板了，我要荡秋千!”

众多的选择，分散了孩子的注意力，以至于

他的快乐也被打了折扣，幸福感反而被降低了。

假如孩子能选择的东西没有那么多，他只能

玩秋千或者玩滑梯，那么不管是玩什么，他都能

尽情地享受其中的快乐。

二、选择越多，孩子的专注力可能越低

选择更多，还会带来一个坏处，那就是孩子

的专注力会更低。

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

实验：

在研究中，他将孩子随机分成两组画画。第

一组孩子可以从3支画笔中选1支，第二组则可以

从24支中选1支。结果第2组的孩子的作品要比

第一组孩子画的糟糕得多。

随后，研究者们让孩子们从中选一支自己最

喜欢的笔，接着再试着说服孩子们放弃这支笔选

择另一样礼物，结果第二组的孩子更容易放弃他

们所选择的笔。

我们常常以为，给孩子提供越多的物质，孩

子就会越幸福，实际往往相反!太多选择，反而会

让孩子在选择前面乱了方寸，不知道自己最喜欢

什么，得到之后也更不懂得珍惜。

三、避免过度选择，爸妈应该怎么做?

1、玩具不多不少，刚刚好

过多的玩具，不仅容易让孩子分心，而且对

孩子的智力发育也不利。

那么，到底应该给孩子提供多少玩具

呢?

美国弗吉尼亚学者认为应该是5个。

原因是，当玩具少于5个，孩子可能

会出现自卑心理;但如果数量超过5个，孩

子就容易出现分心，而且还会限制他们的

创造力。

玩具不多不少，孩子在可选择的范围

内，专注于自己喜欢的玩具，反复研究、

琢磨、思考，创造出多种新的玩法，这时

玩具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有的妈妈可能要纠结了，到底给孩子

留哪5样玩具好呢?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这几类玩具堪

称经典，对孩子的成长最有意义——

1）、拼装类玩具(积木、雪花片)：

样式简单、玩法多变，小宝宝大宝宝都能

玩;

2）、运动型玩具(小球、推车)：除

了好玩，还能促进孩子动作发育;

3）、涂鸦类玩具(画笔、彩纸)：每

个孩子都是最出色的画家，能发挥孩子无

限的想象力;

4）、毛绒类玩具(布娃娃、玩具熊)

：会被孩子赋予生命，童年最初的玩伴;

5）、音乐玩具：(玩具小鼓、玩具钢

琴)：让孩子细心聆听不一样的声音。

2、衣服也别贪多，少而精才是最佳

选择

假如，你是一枚爱败家的妈妈，看到

好看的童装会完全没有抵抗力，家里的衣服都已

经堆积成山了，还是忍不住给孩子买买买，那么

，当你看到满衣柜、满房间杂乱的衣服时，你是

否会觉得自己太冲动、太缺乏理性了?

日本曾有心理学者建议：

4岁以上的孩子，每个季节的衣服无需超过5

套，甚至更少，完全能满足孩子的需求了;同时，

给孩子提供的鞋子，不需要超过3双(含家居拖鞋)

，帽子别超1顶。

也许有的妈妈会说：“我家孩子还小，5套

完全不够啊!”

那么能少即少，尽量精简，可满足实际需要

即可。

尤其是不能因为贪便宜而给孩子购置过多的

衣服，看着家里一堆廉价、质量差的衣服，你真

的会很抓狂。

一个整洁的房间，能让孩子更专注地投

入到玩耍和探索中来。而生活在一个堆满衣

服、玩具的空间，更容易让人感到烦闷压抑

，情绪也会受到影响，更容易暴躁发怒，缺

少耐性。

孩子的鞋不能超3雙？原因是……

物质丰富的年代，我们能提供给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数不过来的玩具、穿不完的衣服、吃不完

的美食……然而孩子的快乐幸福，会因为选择更多而更快乐吗?

BB玩具清洁
有些事

你需要了解
春季细菌肆虐，为了宝宝

的健康着想，妈妈们总会额外

注意宝宝的饮食卫生。但跟宝

宝频繁接触的玩具是否卫生，

你注意到了吗？玩具清洁，有

些事儿你需要了解！

宝宝的玩具种类很多，不

同材质有不同的清洁方法，最

常见的方法是：

· 塑料玩具：清水中擦洗，

阳光下晾干。若有顽固污渍，

可放入肥皂水中浸泡，用牙刷

刷洗脏污部分，接着以清水冲

洗并晾晒即可。

· 木制玩具：软布擦去污渍

，阳光下晾干。耐湿、耐热、

不褪色的木制玩具，还可以放

入温热的肥皂水中烫洗，再用

清水冲干净后晾晒。

· 毛绒玩具：装入大塑料袋

中，倒入粗盐后封紧袋口，上

下左右来回晃动。小的毛绒玩

具也可以放入洗衣机中柔洗甩

干，悬挂于阴凉处干透，并间

歇轻拍玩具，使其蓬松柔软。

大的毛绒玩具可去除填充物后

，再把表皮放入洗衣机中柔洗

。容易脱落的部位最好事先钉

紧。

2.宝宝的玩具需要经常消毒吗？

在清洁完宝宝的玩具之后

，是否需要对玩具进行消毒呢?

有的妈妈认为，消毒能彻底杀

死病菌，对宝宝的健康更有利

，殊不知，完全无菌的环境反

而会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的正常

发育。

所以，只有当家中出现病

人（尤其是传染病病人）时，

或者有外人来访后，才有必要

进行消毒。而且消毒时尽量使

用物理的方式，如蒸煮、暴晒

等，不要使用刺激性太强的消

毒剂，否则反而可能威胁宝宝

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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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班级大小

这是比较明显的一条，

特别是在初高中阶段。中国

老师平均一天上两节课，一

堂课的人数在55人到65人左

右。而美国老师一天平均上5

或6节课，班级人数在25到30

人之间。中国的任课老师使

用课余时间批改作业，或者

备课。

2、当美国人还觉得“群体”

观念还很新影的时候，中国

人已经将这个观念运用了好

几年了

全中国的学校都是把学

生们编在一个班里，从入学

到毕业他们都将会待在同一

个班里。除非因为考试成绩

优越，而被提升到了优等班

。换句话来说，中国学校里

每节课同学不换，老师换。

而在美国则没有分班，比如

说有30个学生一起上英语课

，但是下节课这30个学生就

会分别前往不同的教室。而

两节不同的科目，学生却是

同一群人的可能也有，不过

是微乎其微的。中国大学里

也是一样的，大学同班同学

要一起上所有的必修课。

3、中国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

同一间教室里上课，而老师

需要跑不同的教室

在美国则是，老师呆在

同一间教室里，学生换房间

。所以中国学校的走廊里没

有属于学生的杂物柜，因为

他们不换教室，而且是坐在同一张桌子后面学

习，所以学生的个人物品都是放在自己的桌洞

里，还有很多同学给自己的桌子盖上了桌布，

感觉更温馨。

4、中国教育建立在一种“循环”的概念上

美国人把这称之为“looping”。意思是说中

国的老师会一直跟着一班学生升级，从高一教

到高三，然后再轮到高一。但是这在美国是很

少见的！很多中国学生都表示舍不得离开自己

的老师，特别是到了毕业的时候。而美国老师

则不同，他们一般都是对一个年级的课程很在

行，而且就专门教这个年级，不会上下变动。

如果美国老师想教别的年级就需要想校方申请

，如果真的换到了别的年级，那一般就在那个

年级教到退休了。这就意味着在美国，授课内

容和老师表现比学生的需要和成绩更重要。

5、中美教育的另一个不同是“班主任”

在中国，班主任一般都是主科的任课老师

，他们的责任还有监督和指导学生的功课，了

解学生以及跟学生家长联系。为了每月多出来

的200人民币工资，班主任们每天7点之前就要

来到学校，有时候等学生放学也不能下班。班

主任不仅仅要负责他教的那门课，同时也要注

意他的学生在其他课上的表现。班主任还要负

责开导学生，必要的时候联系学生家长，监督

班级的午休时间，可以说班主任就像学生们的

妈妈一样。有些学校还要求班主任利用节假日

时间对学生进行家访。当然了，如果再学期末

，这个班级的成绩有很大进步的话，班主任会

得到一笔奖金。

在美国，老师们仅仅会在学生调皮捣蛋的时候

跟家长联系，有些学校还有专门负责联系的辅

导员。但是美国辅导员一般要负责350到500个

学生，有时候难免会力不从心。

6、中国人相信使用绩效工资和学生成绩能帮助

老师发挥他们的最大潜能

举例来说，初三毕业的学生需要经过中考

来决定去哪所高中。因为班主任通常都会把一

个班从初一带到初三，所以学校将会对比学生

们的入学成绩和他们的中考成绩，进步最大的

班级的班主任就会获得一笔可观的奖金。据笔

者了解，中国的大部分老师都支持这种奖励方

式，但是在美国，这是教师工会一直极力反对

的。

7、中国学校的监管力度比美国学校松

比如说午休和课间的时候，一般只有一两

位老师在校园或走廊里走动。其他老师都回到

办公室，与学生单独讨论课业或者休息。

而在美国，课间只有3到5分钟，学生们要

求在这几分钟内从教室走到他们的杂物柜，拿

出下节课需要用的课本，再赶到下节课的教室

里。而老师将会在走廊里进行监督，因为就在

这短短一段时间里学生之间都可能会发生口脚

或打架。所以美国老师根本就不敢想象如果课

间有10分钟将会发生什么。

8、中国学生都非常尊重老师

中国学生从小就被教导待人接物要用双手

，当提到老师时要用“您”之类的。班主任的

一项任务就是教学生们待人接物的礼仪。当学

生们谈起自己初高中的老师时，一般都使用尊

敬的语气，因为老师交给了他们做人的道理。

而在美国，因为学生们和老师的接触仅有一节

课的时间，老师们并没有机会深入了解学生，

更不用说教他们礼仪了。

9、值日生

在中国学校里都是学生们负责打扫教室，

操场，分发午餐以及帮助老师管纪律的。校园

里经常能看到戴着红袖章的学生到处检查同学

们有没有认真做眼保健操。学校认为这么做可

以帮助学生增强领导能力。就像“班主任”一

样，由于中美教育体系的不同，“值日生”在

英语里也找不到同义词。大多数中国学校都利

用“值日生”系统来保持校园的干净整洁。

10、中国学生的教科书是那种软皮的薄书

而且基本每年都会改版。现在的部分学校

免费发放教科室，但是学生还需要自己购买练

习册。学生们经常要在自己的书上做标记，记

笔记。而每当课文中提到什么人物时，他们都

具有刻苦工作，保护环境，克服困难等美德。

而美国的教科书通常都是硬皮的大厚书，每6年

改版一次，并且是租借给学生的，学生们不许

再书上做任何标记。

11、还有一个不同的是课程体系

在中国，一个地区统一使用一样的教科书

，同样的教学目标，同样的教学内容，同样的

工资系统，并没有多样性。而在美国，教育目

标主要是由各个州政府决定的。算上华盛顿特

区，美国一共有51个州政府来决定公立学校教

什么。而且除了夏威夷，每个州都有不同的学

区。以印第安纳州为例，这个州有292个学区，

因此他就有292种不同的教师合同，工资计划，

和工作标准。

12、考试系统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中

从宋朝开始，中国就靠考试来选拔他们的

政府官员。而现在的考试系统则用来决定学生

能去什么样的学校。全国统一的考试一般在每

年的6月7、8日举行，一些中学会被用作考场。

这场考试对学生们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一年只

有一次，很多家长都会在考场附近给学生租房

休息。在学生考试的过程中，家长会一直在门

口焦急地等待。

而美国的考试有“SAT”，一年有7次参加

考试的机会，而且从高二就可以开始参加。考

试内容包括阅读，数学，和写作。如果某一次

考试的成绩不理想，可以当场取消，这样成绩

就不会被记录在案。“而且SAT”并不是能否进

入大学的唯一标准。

想要明确区分中美高中到底哪个好哪个不

好，也不容易，毕竟各有各的好处，但如果更

加渴望自由、喜欢接受多元文化的孩子，建议

可以尝试去美国念高中，一来美国高中是美国

教育的上升阶段，而来如果本就打算去美国留

学，杜美高还可以为申请美国名校提升优势。

美
国
学
校
与
中
国
学
校
的1

2

点
大
不
同

每年的高考过后，各地状元都能占据头条几日，6、7百分的成绩让众多学子望尘莫及。“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道尽了这些喜人数据背后的沧桑隐忍。然而，这些

喜人的数据是否真的可以让我们信服于中国的高中教育呢？

众所周知，北美小学不及中国，他们的大学却非常厉害。反思起来，原来是在高中就拉开了差距：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尤其是公立中小学教育，跟中国相比，其实并不怎样：同一个年级比较，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和解题能力平均来说明显比美国学生好很多。斯坦福大学博士

曾经做过一个对比研究，发现23名随机调查的美国小学教师，只有9个人正确做出14除以2的答案；而72名中国小学教师，全部都做对。另外，对于“除以二分之一”的数学概念，

没有任何一个参与研究的美国小学教师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所有的中国小学教师都正确答对。教师如此，学生的水平可想而知。

于是，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美国的中小学教育那么糟糕，为什么美国的大学那么牛?为什么美国无论是科技还是人文的创新，都远远把中国甩到后面?为什么美国基本垄断

每年的诺贝尔奖?

答案其实只有一句话：美国人相信“不落后于终点”，中国人相信“不落后于起点”。美国人基本不怎么管学生的初中和小学教育，中国人拼命拔苗助长，结果在学前班、小学

、初中教了很多学生接受不了的东西，学生长大全忘了。

不过这只是我们看到的“表”，“里”上的差异都有哪些呢？我们来看看以为在美读高中的学生在经历了美高生活后为大家总结的中美高中的12点不同。

八十多年前，著名学者陈寅恪写下了那句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当时的中国

教育指出一条明路，培养一个心灵自由，有独

立思考能力的人一直是中国教育家们追求的目

标。

中国教育的问题摆在那里，不是“掩耳盗

铃”就可以忽视的。教育改革是一件可能要耗

尽几代人时间的事情，更何况这改革必须要有

足够的动力，目前情况，看不出动力在哪里。

但孩子的成长是不能等的，这也是为何留学潮

兴盛，而且越来越低龄化的原因。说得偏激一

点——在这样的环境下，送孩子出国就是在救

孩子。

要修改宪法当总统的小女孩

第一位小女孩叫做艾莉娜‧穆赫(Alena

Mulhern)，是一个被领养到美国的中国孤儿，

有一天她的养父母问她的理想，她说将来长大

想要当美国总统。

养母看着她认真的表情，很无奈地说：

“宝贝，很不幸这是你唯一没法达成的愿望。

根据美国宪法，唯有美国出生公民，才符合成

为总统和副总统的资格。”

艾莉娜说：“这很不公平。”

养母说：“那你想要怎样呢？”

艾莉娜说：“我要修改这条法律。”

于是在养父母的帮助下，艾莉娜来到了所

在州的议会，试图说服本州的议员们，让他们

去向国会提出修改这条法律。

艾莉娜在议会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

机会参选总统。我不希望只因自己出生中国，

就被剥夺争取这个位子的机会。我和你们和其

他人一样都是美国人，我不记得有关中国的事

物，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关于美国。因为我的一

生几乎都在美国度过，我被领养时才十个月大

。想想看，只因200余年前的法律，让多少伟

大候选人无法为国奉献。”

艾莉娜也清楚知道自己为何想成为总统，

她说：“我会是个卓越领导人，让民众团结一

致，也会引领国家，使它成为更适于生活、工

作和养儿育女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爱我的

国家，希望为它奉献心力，这里是我的国家。

”

当然修改宪法会是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

艾莉娜坚定表示，她会全力以赴。

在闺房制造出惊动美国军方的新能源

第二位名叫萨拉（Sara Volz），她花了5

年时间，发现了一种能够把海藻变成“石油”

的技术，惊动了美国军方，被麻省理工大学提

前录取，并受到了奥巴马的接见。更为传奇的

是，这个技术的诞生之地，就在她闺房的床下

面。

走进Sara的闺房，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

“绝命毒师”的实验室。为了腾出空间，她把

自己的床进行了改造，上面铺着被褥是休息的

地方，下面就摆满了装着绿色液体的瓶瓶罐罐

，她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从小，Sara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她的父母也非常支持女儿的爱好，Sara对

于自然科学的爱好也进入到了痴迷的地方，甚

至把元素周期表都穿在身上了。

说起她为何会研究起把海藻转化成能源，

要从她13岁的时候说起，那时，她在课堂上

听到老师说：“藻类植物作为一种可迅速再生

的资源，现今转化为生物燃料在技术上已成为

可能，但相当昂贵的生产成本让这种技术难以

落地。”

这句话一下子就在刻在了她的脑海里，就

像着了魔一样，她一直在思考，如果能够把海

藻转换为能源的成本降下来，不是非常酷的一

件事吗？

于是她带着这个问题查阅了所有能够找到

的资料，并且四处求教该领域的专家教授，但

没有人把这个小女孩的想法当真，因为这个技

术难题连研究了几十年的专家们都头疼不已，

根本不相信眼前的这个小女孩是认真的想要研

究，也许只是三分钟的热度。

Sara开始感到非常失望，但很快，她做出

了一个决定，要自己建立一个实验室来攻克这

个技术难题，对于女儿的决定，父母都百分百

的支持。

无数次的实验，无数次的失败，并没有能

够击退Sara的决心，终于有一天，她有了惊人

的发现：那就是相同的营养、培育环境下，不

同藻类的含油量却有天壤之别。如若精选甚至

培育出含油量极高的藻类，那生产成本昂贵的

问题，岂不是就能顺带解决？”

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外加百分之一

的灵感，有了这百分之一的灵感，Sara所付出

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终于得到了回报。她赶

紧把这些高效藻类另行培育。结果培育出了拥

有高含油量细胞的藻类，这极大地降低了提取

生物燃料的成本，经过核算同样产出一桶油，

它的成本还不到2美元。

这一重大的技术突破让所有该领域的专家

都大为惊叹，也因为这个技术，她在英特尔科

学奖中击败了1700个美国其它地区的少年天

才，获得了10W美金的奖学金。

紧接着，麻省理工大学也将她提前录取。

她的事迹也惊动了美国军方，要知道，能

源可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这是她为

军方的领导们讲解自己的技术。

经历了这些大场面的Sara在被奥巴马接见

的时候已经成熟多了，当奥巴马对她说：“你

竟然在你的闺房的床下完成了这样一个壮举”

。时，她机智地回答说：“是吧，我希望美国

的下一代孩子，不会在他们的床下完成实验研

究了。”

大家都被她的机智深深折服，响起了雷鸣

般的掌声。

小女孩背后，是美国家长对孩子梦想的

“纵容”

小女孩的故事，是中国普通家庭的家长无

法想象的，她们也都只是普通美国家庭的孩子

。这三位女孩，或许成绩并不是最优秀、智商

并不是最高，但她们都做出了很多成年人都不

敢去想，没有能力完成的事情。

不管是“修改宪法想当总统”、还是“在

自己闺房做绝命毒师”，每一个孩子的梦想背

后，都不可或缺家长们和整个社会的“纵容”

。

也许美国社会能够容忍孩子的梦想，美国

的家长们也乐于“纵容”孩子的梦想。

而对于中国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梦想

”属于奢侈品。一个从小就不敢有“梦想”的

孩子，谈何“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

过是提线木偶，任凭现实的摆弄。

这三个美国小萝莉
告诉你中美教育还差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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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9点，阳光照得车站铁牌发烫

。临近医院的送餐人潮散去，菜市场买

过菜的人们等在车站。吴大姐举着手里

的塑料牌，站在站台靠近花坛的一侧。

站的时间长了，她就坐着，牌子一直亮

向外面。来来往往的人群经过她，不时

瞅上两眼。

吴大姐40出头，做了小10年的推

销。以前推销过楼房，在市里商城写字

楼门口拉人去看房。免费车接车送，正

式讲解由售楼人员完成。上线经理并不

按人头给她算钱，交易成功的提成经常

缩水。她赚不到什么钱，就换了产品。

经人介绍，她不再推销阳宅，改为推销

阴宅。

阴宅就是墓。人口数据统计，2016

年中国死亡人口为977万，2020年后预

估每年将为1555万。根据本地政府改革

的深入，原则上不再承接新建经营性公

墓项目的申请。公益性公墓则严格限制

销售。大数据很瘆人，做推销似乎有了

指望。

11点多，吴大姐收起马扎，跟医院

警卫室前坐着的卖报纸大爷打了声招呼

，就往医院里走。这座沿海城市丘陵多

山，医院亦建在一处高坡上。她登上40

级台阶，进入医院。

吴大姐看见戴着帽子的无发病人，

总是下意识地避一下。可能是自身工作

原因，吴大姐不大和重症病人直接对话

。

在车站及周边地区，另有同样手里

举着纸牌，包里备着精美彩页传单的几

位推销者。白纸上大大地印着“公墓”

二字，在光下格外刺眼。附近居民老龄

化明显，医院床位常年紧张。医院正对

面居民楼下的一排店面，开着几家经营

多年的商铺：殡仪服务、鲜花、护理设

施、保健品与地方菜馆。

推销声格外嘈杂，“游泳健身馆来

看一下”，“学区特价房啊特价产权房

”。公墓推销员们则戴着帽子，沉默地

站着，他们和白纸黑字的招牌融为一体

，观望并等待着潜在的客人。

吴大姐不是本地人，她搬来本市十

多年，每年最期待的就是回老家过年。

她没什么文凭，在大城市做不了高薪职

业。在她做推销的生涯里，最难的是保

健品，但也就是在那时，她认识了搭档

老李。

老李个子不高，不到一米六。用词

斟酌，说话讲究逻辑，透着几分学问。

他背着书包，里面放着备用的宣传单。

吴大姐发完了，他就递上四五份。老李

是本地人，职高毕业，人过四十，一年

比一年好琢磨事情。吴大姐搭上了客户

的线，就会打电话告诉老李。

月初经理培训，经理向推销员交代

了市场前景，并借此打消他们的顾虑。

“我们这个活动，月中就截止了，各盔

都得涨价一万。”经理信誓旦旦地讲，

肯定不会没市场。为了拉客户，吴大姐

已经跑熟了几处居民流量大的市场，但

人数依旧有限。

吴大姐担心涨价后更加拉不到人，

老李就帮她分析，“这家公墓刚刚开盘

，能涨肯定是因为它能够兜住。”

老李心思活泛，零零散散什么都干

过。投准机会卖过邮票，最后净赚一倍

。他最好过的日子是每天往股票交易所

跑，他说得出门道，不料后来一落千丈

，也就开始干起了推销。

老李会随时判断情势。卖保健品时

，一开始他觉得还行，后来就感到公司

走偏了，于是他拉着吴大姐一起退出保

健品行业，“那里面的猫腻太多了，别

把自己搭进去。”

吴大姐人实在，但口拙，说话时能

记得多少就说多少，常常是同一个句子

翻来覆去地重复，答不到重点。老李就

成了吴大姐的搭档。

老李自己的名片上，印着他自己写

的七言绝句。老李说，“你别看他们名

牌大学毕业什么的，我见多了。我就说

咱们随便谈论巴赫、尼采、庄子，他能

不能跟我谈下去？”老李用词高深，吴

大姐就信他是个能人。

老李说话能拿住腔调。吴大姐说不

清东西南北的风水。老李就开口，“这

个风水嘛，看你讲不讲究了。”

吴大姐就拍拍她带来的客户，“对

，这个你得好好听听。”

他们认识的时间长了，就有了信赖

。

政府补贴鼓励海葬，却成效寥寥。

政府补贴鼓励海葬，却成效寥寥。

推销行话，潜在的客户单子有攻单

和死单。攻单就是这个单子没完，还能

继续攻克下去。死单就是名副其实的白

费力。

一位女士和她的老父亲一起去墓园

看墓。车行20多公里，两个人车上并不

主动开口说话。老父亲压抑着他的情绪

，儿子得了癌症，情况很不乐观。女士

穿着打扮很讲究，出面张罗，想最后为

她的哥哥选一处好点的风水。但她最后

没能看上墓园待售的墓穴，这就成了白

跑的单子。

而攻单蕴含着成交的希望。5月末

，吴大姐第三次进墓区，和老李一起陪

攻单客户看墓地。

有三条路线可以通向那片墓园。在

城市闹市区的三条主路旁，公司的销售

经理在碰头地点接上预约的客人。

为了去公墓，吴大姐提前做好了准

备。她在脖子上挂着玉石，手腕上戴着

核桃木。上身却穿着红色花纹的雪纺衣

，等在接送站点附近的商场门口。老李

照常打扮，戴着帽子等在站点。

当天有两户家庭要前去查看墓地。

人们跟着带队的经理走，绕过闹市的行

人，被安排进两辆私家车里。

在路上，老李说起近郊别墅区在这

两年兴起。继而讲起墓地的风水，老李

转着身子说话，他皮肤黝黑，看上去格

外老成。

“像我们最一开始，都是请的风水

大师来堪舆。比如墓前的路不能太直，

要不运会跑走。讲究很多的，关键是看

它背靠什么，又面向什么，左右会不会

夹着。”车风刮入，老李悠然讲道。

客户要走之前，吴大姐说起她负责

的另一家公墓，“那处也行，你要是有

空，就来看看。”说得非常实在，就像

是另一处公墓的埋葬，能实现人生命的

延长一样。

吴大姐做推销多年，接触的人中有

的不幸早夭，有的年纪轻轻开药店赚了

两三处别墅，更有疾病突至，毫无办法

的落魄户。“活那么久又咋地了呢？”

吴大姐说，“要是又遭罪，又闹心的话

，就不想活那么久了。”

老李就劝她，“人的生命不在于长

度，而在于品质，你得活得有质量。”

2017年3月，市政府发布了一份报

告，将全市131个公益性公墓严格审批

出36个可以进行买卖的墓园。赶着清明

风潮而被大批推销员推销的公墓，其实

都是禁止定价买卖的公益性公墓。真正

可以买卖的经营性公墓，大多已处于高

价饱和状态。

某业内人士交底，只要不太过分，

就没什么问题。政府真要出面解决交易

乱象的话，已葬的骨灰难以取出，基本

无法和家人达成和解。园林、地方政府

、民政局、投资商，很难协调明白，同

时又批不出更多的可供安葬的土地，更

有散坟占地的问题需要解决。公益性墓

园的买卖就成了灰色地带。

吴大姐就此有了很多同行。

“推销员们”并不是为同一家墓园

揽客，竞争关系就像是在卖场里卖不同

货源的衣服。时间长了，彼此会聊聊收

入行情，或结伴去个厕所。推销没有固

定工资，赚的都是提成。高卖高赚，不

卖不赚。一群人中，只有一个30出头的

女推销员，能讲明白合同的性质。还有

一个中年男人，能说出几句古诗。

能背古诗的推销员和老李一样，本

地人。他跑到城市靠近车站的站点向人

们介绍他们村承办的墓地，一站就是一

天。村子承办的墓地不会挂公司的名号

，但在宣传册里看起来最具规格，宣称

“由峨眉山大师精心策划设计”。

非本地墓地不允许被交易，依旧是

在打擦边球。

吴大姐背不出古诗，可她比较出她

负责的一家墓园离得最近，其他家都在

它的“后边”，再有就是葬着一位明代

大将军。大将军镇守在公墓里，才是

“质量保证”。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发布的《中国

殡葬事业发展报告（2014-2015）》里

指出，清明节前后的一个月，既是全国

各地的“殡改宣传月”，也是“行风建

设月”和“优质服务月”。在墓地推销

员这里，清明前后则是生意的旺季。

清明节期间，被推销的墓园打起优

惠活动，宣传册上保证“永久使用权”

，“最低价位”，“免费班车接送”，

并且能免去20年甚至永久的管理费。本

地实际收费，普通骨灰堂的保管费用一

年50元，公墓的管理费用则大多定为一

年150元。

政府补贴鼓励海葬，却成效寥寥。

清明旺季时，吴大姐负责的一家墓

园，前去看墓的潜在顾客拉满了一辆大

巴，在高速行驶的车里听宣传介绍。吴

大姐坐在顾客旁，和人聊着家里的事情

，还在电话里帮没预约到座位的人安排

看墓的时间。

后来吴大姐被清明节的成交情况鼓

舞，就将推销活动进行到了6月份，按

照业内提成，推销员的收入占比8%。

她频繁地出现在站台，“没事你就去看

看，我们免费提供接送。” 吴大姐积

极张罗。

“真不收钱？别我去了必须得签。

”一位妇女问。

“真不用。”吴大姐对她的顾客说

，“一百年，公墓就相当于永久。”

墓园的位置并不通公交，却是建设

在一条公路旁。名字简单刻在一块石头

上。车顺着压平的小路往山坡上开，经

过“文明祭祀”的宣传牌和管理室的一

排民房，停在了一块平台上。

没有广场，甚至没有宣传册拍出来

的广场感。成排的墓碑依附着山势，像

是顺着高度插开的浅灰色的树，或是缺

了缝的倒插尺梳。许多泥土裸露着，荒

凉而肃穆。

“……内有神泉水脉……藏风举气

之真正龙穴……”在宣传图册上，红色

的砖路就像城市的人行横道。因为尚在

建设，土路形成衬托，实地看起来才更

为平整。2004年，附近公路铺成，2006

年，这处公墓始建。原先山头上的村民

坟头被花岗岩的立碑取代，公墓建设却

没有停止。

在公墓的南向，一处低洼形成的水

池“保财”，据宣传是凿取的二公里外

的一座佛寺的相同水脉。另一处水泥铺

成的方池子还在建设中，据称会建为放

生池。

施工进行到现在，还在一点点扩建

，成为行业秘而不宣的实情。花岗岩材

料被切割完毕，零散地放置在公墓寸土

寸金的宝地上。

人们顺着石阶往高处攀登，不时能

听见莲花手柄形状的太阳能念经器，喑

哑地念着佛经。还有人为故者的墓前安

置了玻璃罩子，里面敬奉着布花元宝，

都属于自费。

五万起价的公墓已经在山的颇高处

了。高价公墓的位置视野明显开阔，不

会有松树遮挡视线。正上方是为乡村供

电的高架电线，背后是稀疏生长的树。

一座村民的私人墓碑孤单地立在树林之

中。

视野所及的东部低处，是绿得发亮

的草坪和新建的厂房，土地的使用权归

一家本地闻名的乳制品公司，包括墓园

的土地，实际上都归他们所有。西部建

设的是几排工厂的矮楼，看起来更近，

也更老旧。那是本地人的事业。还有几

只白色的羊藏在西侧的树丛里。

经理讲解着墓地的风水，就是从这

些景象中提取出来。“那是元宝山，我

们的客户很多都是相中这个风水。”他

开始在空气中勾勒，“你看这个形状，

是不是个元宝。”好像元宝能够握在后

代子孙的手心里。

讲起立碑的材质，经理的手拍着一

处已经刻上铭文的碑。那碑被拍得轻微

晃动。他来得多了，就像是走在自家小

区的公园里。

五代家族墓地成了噱头。在花岗岩

建设的高大长方体墓穴前，可以高高立

起家族碑。没有卖出去的家族墓地就像

是山前的一个洞，从花岗岩的洞口可以

看见内置的四级台阶，用来放五代人的

骨灰盒。但现在上面散放着工人的铲子

，堆扎着昆虫尸体和几片塑料。

最舍得花钱的一户人家，在家族墓

穴前加置了花岗岩的扶栏，高立的姓氏

碑被围在中央，形成了一个“Π”形的

小广场。

更多的是空了的方形穴位，提前被

人买去作为投资。穴位显露出的浅坑不

过20厘米，建成后得加高花岗岩才能放

进常规的骨灰盒。野草却得到鼓舞，在

花岗岩方框里生长出来。它们占据了这

个位置，从目前售价28888的位置里，

相继冒出与风水无关的头来。

吴大姐并不常去公司，她要盯紧交

易环节，才能让顾客不被别人“顺走”

。合同具体多少条款，多少注意事项，

她并不清楚。

当有顾客想要知道细则，吴大姐就

回说，“别人都去看了，看了就立马买

了。你要想知道更多，那儿有导墓的。

”“导墓”是指墓地的讲解员。

拎着东西的居民看向吴大姐时，她

没有介绍更多，只是把牌子轻轻往前举

了举。

“多少钱？”中年男人问。

“看你要什么价位的了。”吴大姐

戴着遮阳帽子，挡住了她的前额，口罩

遮住了另一半脸。声音十分响亮。

“都有什么价位的？”中年男人继

续问。

“你看看这个，我们做活动，特价

的一盔（坟地的单位），可以给你做到

6800。”吴大姐递上宣传彩页。

中年男人摇了摇头，连传单都没接

，直接走了。

吴大姐却并不气馁，“公墓是怎么

都要买的。”她轻声念叨。

宣传图册上，墓园自称是“2006年

按市民政部门要求规划建设的公益性墓

园”，在市政府2017年3月29日公布

的“首批完成定价手续可对外销售的

公益性公墓名单”中，吴大姐推销的

公墓却并不在名单里。以后会不会列

上，并不能说准。

“又不是就你一家，整片墓区，

八千多客户，肯定没问题。”具体这

个数，她并没有全部参观过。为了在

车站本分地做好她的工作，她脱口而

出，因为经理这么说鼓舞了她。

吴大姐说起一位高寿的老爷子，

老爷子退休金一万八，九十多岁，身

体非常硬朗。想要问问最好的墓地能

是什么样，不管多贵，他买得起。

八千多客户的选择，好像可以永

恒。

這種東西，都要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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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纽约华人山川会

2001年我加入纽约华人山川会，

开始和同好们在纽约附近到处爬山，

参加的户外运动越来越多。

2002年，我在朋友的婚礼上遇到

了我先生。他小时候是童子军，很喜

欢户外旅游，我们发现双方骨子里都

热衷探险和挑战，一拍即合，后来一

起旅行了很多地方，像夏威夷、阿拉

斯加，而且我们不是人家那种罗曼蒂

克的度假，而是露营、徒步，晒得黑

黑的回来了。

结婚后我和先生基本每年都出去

一两次，每次都是比较“野”的那种

地方。后来我们有了小孩，两人总要

留一个顾家，不能再一起出游，我就

一个人去了世界很多地方。很幸运，

先生和父母都很支持我。特别我爸爸

年轻时也爱动，但他那一辈没有条件

，看着我能够四处游历，就像一部分

也在实现他年轻时的梦想吧。

装备先行

欲攀高山，装备先行。记得我第

一次和山川会出去玩，我看到他们每

人都有个登山棍，就说“我也要一个

这样的棍棍”。领队迈克说，棍棍不

是最重要的，鞋子才是最重要的。然

后我就花100多块钱买了双登山靴，

那时就觉得是很高档的东西了。

这样一件件买起来，光适应不同

地形、不同距离的鞋就有好几双，名

目繁多。比如背很重的包、出去走两

个星期，就要穿重型鞋；如果只走一

天，又想赶速度，有时还要跑两步，

就需要轻便一点的鞋；介于两者之间

还可以选择中帮鞋，适合脚力好又自

信不需要额外保护脚踝的人。

背包的学问就更大了，现在我们

家有多少包我都数不过来。户外背包

和普通包包不同，要按“升”来算大

小，因为路上东西自备，一点点重量

都天差地别。我最大的一个包85升，

差不多可以把我自己放进去了！我去

加州穆尔山径(John Muir Trail)的时候

，211英里走了20天，要自己背吃的

，每一个盎司都要斤斤计较，这里一

个盎司那里一个盎司，加起来就很重

，走起来就会很辛苦。

此外衣服也颇有讲究，里层中层

外层、防雨的防水的防风的一大堆。

上山三小时足以历经四季，挑战很大

，必须随时调整，随穿随脱。要注意

的地方就是不能穿棉的，棉的吸汗不

容易干，湿湿的到了山顶，汗在身上

就结冰了。

走山往往是独行孤旅，很有可能

一天碰不上四五个人。我去过最人迹

罕至的地方要数缅因州的“百里荒原

”——阿巴拉契亚山径最后一段，100

英里中间只经过一条可以开车的路。

途中只能看到其他走山的人，肯定没

有游客、没有车、没有文明，所有补

给品必须自己带。幸好我没有碰到过

补给丢失的情况，但这其实时常发生

，因为山道上面消耗大，比平时吃得

多。

还有像在加州山里有黑熊和高山

大老鼠，会偷吃旅者的补给，我们都

得用专门的筒子藏好吃的。

户外旅行一定要非常仔细，最重

要的就是不要迷路，有个老太太在百

里荒原，上个厕所的功夫就迷路了，

两年后才找到她的尸体。我一般会带

一个SPOT单向卫星通讯器报平安，按

一个键我先生就会收到信号，知道我

在哪里，紧急情况时还可以发送带有

定位的SOS，每年都拯救无数生命。

然而户外的魅力就在于挑战，

越难越会激起挑战的斗志，所以很

多人登山专挑最危险的季节和路程

。有些山这边比较好爬，那边很难

，登山的就非要吃饱了撑的去爬难

的一边，专爱给自己“找麻烦”，

我也未能免俗。

两年前，我专门趁冬天去攀登新

罕布什尔的白山区(white mountains)，

那里狂风呼啸，风速曾保持世界纪录

几十年。当时我趴在地上爬，感觉整

个人像要被吹起来一样，堪称挑战过

的最危险的地方。但有个姑娘在我之

后两周去，遇到暴风雪，她也带着通

讯器启动了SOS，遗憾那时天气太差

了，救援没办法上去，结果第二天找

到她时，人已经没有了。

重在有自知之明

登山重在有自知之明，量力而行

，一定要正确评估自己的体能和实力

，目标定得比实际水平高一点点就可

以了，特别是切记不可鲁莽，否则瞬

息就会有生命危险。15年爬勃朗峰时

把腿摔断，也给我敲响了警钟。那时

因为工作原因，很仓促才定下登山公

司，急急忙忙网上找了个不太靠谱的

法国向导，脾气很急，总是催我们快

走快走——这就犯了登山的大忌。

登顶前夕，我们走完一段很危险

的悬崖后，遇到一个5分钟的冰坡。

按道理我们应该换上冰爪再走，但向

导看我走得很好就没让换。结果我上

去一分钟，交叉步一脚没踩住就摔了

，啪嗒一声，左腿胫骨骨折。不幸中

的幸运是当时离营地不远，好几个身

强力壮的小伙子把我抬到营地，嘴里

还打趣：“她这么轻啊，说不定我们

可以把她抬到山顶去”。等到第二天

，我被直升机送到医院做手术，一直

不敢告诉爸妈消息，回到家着实吓了

二老一跳。

大自然的力量岂是凡人可比，我

始终心存敬畏，最讨厌的一个词就是

“征服”。每次成功登顶，我都感谢

山的仁慈，给我这么好的天气；每次

平安归来，我都满心谦卑。如果要我

用一个词来形容登山，我会选择“朝

拜”。煽情点说，登山对我有点像是

去见前世的情人一样。

在群山和荒野中能碰上很多有趣

的人，让你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工作

和家庭当然很重要，但远行可以强化

你的出世感，让你以出世的态度对待

入世的事情。我在穆尔山径就碰到一

个人，他住在佐治亚，小时候他父亲

带他去阿巴拉契亚山径，每次指着地

图上一个白框框告诉他，那里要一直

走到缅因州2000多英里。他父亲就很

向往，但因为被生活束缚，梦想一直

没能实现。后来他也人到中年，卖掉

了父亲留给他的商店，终于走上了两

辈人魂牵梦萦的追梦之旅。

远行揭示了和世俗生活完全不一样

的世界。孩子、家庭、工作这些当然也

很甜蜜，但像高山自在、镜湖无人这样

的美景，世界上真的是存在的，如果从

未去见识过，未免有些遗憾。到了那里

你会感叹人生不虚此行——我有梦想有

勇气有体力才能来到这里，比世间千万

人已经幸运了太多。

现在热衷于跑步

腿摔断后我经过了漫长的康复期

，现在对跑步很“上瘾”。 跑步相

对来说没有爬山那样大的风险，跑步

很安全，弹性比较大，现在也越来越

时尚化，而且跑步是比较容易看到成

绩的，三个月就会不一样。这几年很

多人开始加入跑步健身的大军，这是

很好的事情，很多移民生活压力大，

每天抽点时间跑跑步，能让生活态度

更积极，身体心情更健康，而且交很

多朋友，像我就加入了微信上的“萍

聚岚山”跑步群，和群友们互相激励

帮扶。

刚刚结束的布碌仑半程马拉松中

，微信群友萧毅和陈强作我的领跑一

路助阵，帮助我控制速度，最后以1:

41的成绩顺利取得纽约马拉松的报名

资格。他们俩比我速度快一点，刚好

可以做我的领跑，我们配合得很好。

最后一迈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很累了，

想跟陈强说可不可以慢一点，但看到

他们这么努力想把我推上去，我就想

：“绝对不能放弃”。最后咬牙坚持

下来，很开心顺利晋级。

这次的经历也让我意识到，跑步

和我钟爱的登山不同，不再是我一个

人的事情，而是作为一个团体共同努

力。当初我喜欢深山里独自一人、超

然出世的感觉，一直对跑步有点抵触

，觉得人头攒动，好像大派对似的。

后来开始练习跑步，才发现自己原来

也有那种爱凑热闹的心理，就像发现

了新大陆。

独处深山之中，回归本我，返璞

归真，跑步则带来了另外一种乐趣。

而且可能也和年纪有关吧，现在有了

小孩后比较喜欢社交，也开始更多发

掘和欣赏周围人的可取之处，获得了

很多乐趣。特别像接力赛，一群人一

起来完成一件事情，跟朋友间的感情

和默契深了好多，和出去一个人走山

完全是不一样的体验。

远行与跑步满足了内心两种截然

不同的需求。人的心灵归属是不确定

的，有时偏爱独处，有时渴望热闹，

不同的选择，却殊途同归。每天日出

复又日落，上天给予同样的时间，但

看如何将人生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精

彩。

於珈：從遠山到人海 行者的心靈擺渡
从小我就本能地喜欢动，喜欢去外边。在武汉读大学的时候，冬天天还没亮

我就会去围着操场跑步，寝室的同学就笑说“哎呀你这么勤奋，弄得我们睡懒觉
都不自在啦。”那时可能就是单纯的喜欢运动。

对爬山的爱好一直都有。大学那时很少有一个人出去旅游的，我曾经一个人
跑到我们湖南的南岳衡山，一走就是好几天：一个小姑娘，也没有什么背包装备
，拎着两个塑料袋装了一点水，穿着球鞋就去了。现在想起来都很奇怪，我有姐
姐、有妹妹，有这么多朋友，为什么会一个人跑出去呢？大概还是因为骨子里就
喜欢自己独自直面自然的感觉吧。

后来1993年我申请到全额奖学金，来到纽约求学。我在路上喜欢看人家身材
好的女生，就想“我也有这样的身材就好了”，从小运动的爱好也保留了下来，
读书时一直有去健身房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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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tate Councillor Yang Jiechi is 
planning to visit Japan in June next month. 
(Photo/Kyodo)
China’s top diplomat is planning to visit Japan next 
month to lay the groundwork for a potential summit 
between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July, sources close to 
bilateral relations said on Tuesday.
Chinese State Councillor Yang Jiechi, who occupies a 
post similar to a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superior to 
foreign minister, is expected to meet Abe during his 
visit.
Abe told a Japanese television program on Monday 
that he hoped to meet Xi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roup 
of 20 leaders’ summit in Germany in July, which both 
leaders plan to attend.
It would be Abe and Xi’s first sit-down since their 
meeting in Peru in November.
Yang, who last went to Japan in October 2015, is also 
expected to meet Shotaro Yachi, head of the secretariat 
of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S working with China, South Korea and Japan on 
new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The visit will take place as the two countries this year 
mark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sation of 

diplomatic ties.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both governments had 
affirmed by mid-May that Yang would visit Japan to 
lay the groundwork for the Abe-Xi summit.

China's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left, 
and Japan's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right, shake hands prior to their meeting at 
the Iikura guesthouse, Tuesday, May 30, 2017, 
in Tokyo. (Photo/AP) 
In meetings with Yang, Japanese officials are expected 
to ask for China’s cooperation in putting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which continues to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ballistic missiles in defiance of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China has called for the resumption of talks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five other countries aimed at 
denuclearis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But Japanese officials are likely to underscore Tokyo’s 
position to Yang that “dialogue for dialogue’s sake is 
meaningless”, citing the lack of concrete efforts by 
North Korea towards denuclearisation.
The uninhabited Senkaku Islan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controlled by Japan but claimed by China, could 
also be on the agenda during Yang’s visit.
Chinese vessels have repeatedly sailed near the isles, 
which China calls the Diaoyus.
Japan is expected to appeal to Ya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ilater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to avoid 
accidental clashes at sea or in the airspace between the 
countries.
Yang may also seek Japanese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a-led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imary backers of the 
decades-older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re the only 
members of the Group of Seven countries yet to join 
the AIIB.
Abe said on Monday that Japan could consider 
joining the AIIB if various questions were resolved, 
includ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projects funded 
by the bank.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
diplomacy-defence/article)

Related

US Working With China, South 
Korea And Japan On New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Nikki 
Haley (C) answers a question during a press 
briefing as Japanese Ambassador Koro 
Bessho (L) and South Korean Ambassador 
Tae-yul Cho listen before a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on the situation in North Korea. 
Photo: AFP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Nikki Haley 
said on Tuesday she is working with China, South 
Korea and Japan on a new set of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in response to Pyongyang’s most recent 
ballistic missile test.
The US and its allies will push for further measures 
to isolate North Korea in a special meeting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imed at halting the country’s efforts 
to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that could reach as far as 
the US mainland, Haley said, standing alongside her 
South Korean and Japanese counterparts.

The US also wants to extend sanctions to countries 
supporting North Korea as a way to halt the flouting of 
existing UN sanctions on the country.
“[The US is] looking at third-country entities who are 
helping North Korea and putting sanctions on them 
because if you are supporting North Korea you are 
against the res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ley 
said.

A member of the Japan Self-Defence Forces 
stands by a PAC-3 Patriot missile unit 
deployed against the North Korea's missile 
firing. The Patriots are designed to intercept 
an incoming missile at its “terminal stage” 
- just before it hits - if the Aegis’ ship-based 
SM-3 missiles fail to intercept them farther 
out and higher up. (Photo/AP)
North Korea conducted its seventh ballistic missile test 
this year on Sunday, just ahead of the opening of an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 forum in Beijing, attended 
by 29 heads of state.
“We need to put further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o 
make them feel that they have to change their course,” 
said Japan Ambassador to the UN Koro Bessho.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and Japan are standing 
together.”
“North Korea is at the final stage of nuclear 
weaponization,” South Korea’s UN Ambassador Cho 
Tae-yul said. “Time is running out and the clock is 
ticking towards the tipping point.”
The security council’s meeting on Tuesday ended 
without a resolution, although talks will continue, 
UN Security Council President Elbio Rosselli told 
reporters.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
diplomacy-defence/article) 

Nigeria's President Muhammadu Buhari 
greets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and Chinese Ambassador to Nigeria Zhou 
Pingjian during their visit to the Presidential 
Villa in Abuja. Photo: Reuters 
TAIPEI/ABUJA - Taiwan objected on Thursday 
to an "unreasonable" Nigerian request to move its 
representative office out of the capital Abuja, a day 
after China announced plans to invest a further $40 
billion in the African country.
The protest highlighted Taiwan's frustration with 
Beijing's use of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power to 
isolate it internationally. Taiwan's foreign ministry said 
it had been asked to move the office, which handles 
business affairs, to the former capital Lagos.
It urged Nigeria to reconsider, saying: "The foreign 
ministry seriously objects and condemns the 
unreasonable actions by the Nigerian government."
Beijing regards Taiwan as a renegade province, 
ineligible for state-to-state relations and to be taken 
back by force if necessary. The sensitivity of the issue 
was underlined last month when China protested 
after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accepted a 
congratulatory phone call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island.
On Wednesday, after meeting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Wang Yi in Abuja, Nigerian Foreign Minister Geoffrey 
Onyeama was quoted by state news agency NAN 
as saying: "Taiwan will not have any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 in Nigeria and also they will be moving 

to Lagos,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function as a 
trade mission with a skeletal staff."
NAN quoted Wang as saying China planned 
to invest $40 billion in Nigeria, in addition to 
current projects already worth more than that 
amount.
A statement on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s 
website said the two sides had agreed to stick 
to Beijing's "one China" policy,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Nigeria's presidency issued a statement on 
Thursday in which it said media reports that 
Nigeria had cut ties with Taiwan were incorrect.
"The correct position is that the offi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igeria and Taiwan has 
been at the level of trade representation and 
this has not changed from what it used to be," 

said a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s spokesman, Garba 
Shehu.
The emailed statement did not refer to Taiwan being 
asked to move its Abuja office.
Taiwan has 21 formal allies, only two in Africa. Last 
month, former African ally Sao Tome switched its 
diplomatic recognition from Taiwan to China.
In countries with which Taiwan has no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it often sets up trade and commerce 
offices, in capitals and major cities.

While economic tie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have grown considerably in recent years, their relations 
have worsened since Tsai Ing-wen, who heads a pro-
independence party,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island 
last year. (Courtesy REUTERS) 

Related

More Taiwanese Want The Island To 
Become A Normal Country

Support For Changes In China Policy                                           
Rises In Taiwan After Panama Break

The Taiwan Brain Trust presented the results 
of a new poll Tuesday.(By Central News 
Agency)
TAIPEI (Taiwan News) – Support for a different China 
policy peaked after Panama switched recognition from 
Taipei to Beijing on June 12,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a poll released Tuesday.
The Latin American country, which had had official 
ties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its founding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suddenly announced last week it 
was recognizing China, leaving Taiwan with only 20 
diplomatic allies.
Two third of Taiwanese supported adaptations to 
President Tsai Ing-wen’s (蔡英文) promise not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in cross-straits relations, 
while more than half wanted Taiwan to turn into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conducted by Trend Survey and Research Co., Ltd. (
趨勢民意調查公司) at the behest of the Taiwan Brain 
Trust (新台灣國策智庫).
As to the motives behind the Panama break, 46.3 
percent said China was breaking its promise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imperiling 
the status quo, while 35.5 percent said Tsai’s refusal to 
accept the “1992 Consensus” that there was one China 

was behind the switch.
If the president decided to adapt her promise of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in relations with China, 
65.4 percent said they would support her, while if it 
were impossible to hold on to the status quo, then 54.8 
percent said Taiwan could be independent to become a 
country, the poll found.

The break with Panama had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relations with China, said 58.7 percent of poll 
respondents. A total of 51.1 percent were worried that 
some of the remaining 20 diplomatic allies might also 
soon drop Taiwan in favor of China.
The notion that Taiwan should become a “normal” 
country was supported by 88.2 percent of respondents, 
75 percent said China and Taiwan were already separate 
countries, 55.4 percent supported constitutional change 
to give the country its proper name, and 75.8 percent 
said the island should use the name of Taiwan to join 
the United Nations.
The opinion survey consulted 953 people successfully 
on June 17 and 18, with a margin of error of 3.2 
percent, the Taiwan Brain Trust said. (Courtesy www.
taiwannews.com.tw) 

People celebrate 45 years of successful 
China- Nigeria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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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一、兩臺手機每月
只需$50，即可整月無限流量上網
：

全美最好最便宜的手機無限流
量上網計劃，每臺手機每月只需
$30，2-5臺手機的家庭計劃套餐
，每月每臺手機只需$25，即可無
限通話、無限短訊、無限流量上網
，（其中每線有2GB的高速流量）

二、兩臺手機每月只需$80，
即可整月無限高速流量上網：

全美最便宜的手機整月無限高
速流量上網計劃，每臺手機每月只
需$50，2-5臺手機的家庭計劃套
餐，每臺只需$40，即可無限通話

、無限短信、無限整月高速上網，
看電視、看電影、聽音樂、導航、
視訊通話等等...都沒有問題。

三、免費手機，全美統一配送
，保質期一年：

MetroPCS全美專業連鎖店,統
一配送十幾款各種名牌手機包括
Samsung（三星）、LG、ZTE(中
興）、HTC等各種6寸、5.7寸、5
寸半、5寸寬屏幕4G L TE智能手
機免費或特優價供您選擇。所以要
用微信、中文手寫、翻譯軟件等等
...都沒問題。

四、免簽合約，還可保留原號
碼

新世紀通訊，MetroPCS全美
最大的預付計劃專業連鎖機構，免
簽合約，免開臺、轉臺費，還可以
保留原來的手機號碼，想要了解更
多詳情，請光臨位於百利大道上王
朝廣場的專營店，或關註每天各大
中、英文電視臺的廣告，以及各大
中、英文報紙，世界名人網網站上
都有詳細報道。
新世紀通訊，MetroPCS的用戶朋
友們，如果你們用的是本專業系統
配送的手機已經滿三個月了，系統
已經自動解鎖了，您可以用任何國
家任何公司的GSM電話卡了；而
且只要您是MetroPCS的用戶，每

隔三個月，都有資格享受特價或免
費配送的新款手機！

新世紀通訊，MetroPCS 專營

店在休斯頓中國城的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Ste 132,Houston TX
77036（王朝廣場）

聯系電話：832-266-8368

思科網絡工程師培訓開課了，
零基礎都可以學，十萬年薪不是夢！

（本報記者黃梅子）我相信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想發財，
沒有人不想成功。可現實是，如
果你入錯了行，你永遠都不可能
成功。所以，抓住時代的脈搏，
抓住機遇，選對行業，太重要了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創業
的，大多數人只要找到一個好的
行業，好的項目，好的團隊，自
己加入其中，一切就進行良性的
運行當中，一切都在掌握中。這
樣風險可以控製到最小，而收益
可以最大化。現在，就有這樣一

個機遇，只要學習3-6個月，就
能成為Cisco網絡工程師，年薪
達到10萬美金！

Lanecert.com 是一家總部
位於達拉斯的電腦工程師培訓學
校，目前剛剛進駐休斯敦，5月
21日已經正式開課了！剛一開
學就有十來個休斯敦的學生迫不
及待地加入其中，只恨自己早不
知道這個機會！是的，如果你曾
經選錯了專業，或者讀書時GPA
不夠理想，一直沒能找到合適的
工作，又或者屢次被各公司以沒
有工作經驗拒絕。在了解了
LaneCert.com的Cisco網絡工程
師培訓之後，你就會發現這一切
都不會再是問題！

據 LaneCert 的劉校長介紹
，LaneCert 培訓機構是一個網
絡工程師的專業培訓機構，其導
師都有十至十五年的工作及教學
經驗，培養出大量計算機類精英
人才。眾所周知，電子高新技術
區域一直人才短缺，技術人員供
不應求。而在其中CCIE這種職

業人員更為突出。全美統計，
Cisco互聯網專家CCIE只有1萬
人，而這種高新技術人員正為各
大公司所急需。 Lanecert 培訓
機構作為一個專業CCIE培訓機
構，可以指導你進行Cisco專家
培訓，在短時間內突破技術障礙
，考過專業證書，十萬年薪不再
是夢！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多
人可能要打退堂鼓了，認為這是
高科技，很難學。其實，事實完
全相反！這也正是LaneCert 最
大的優勢！零基礎，任何人都可
以學，而且包學會！其一，Cis-
co互聯網程序相對獨立，對於
知識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要求
，任何人只要想要改變便都能達
成目的！其二便是速成但是保質
，幫助你在3到6個月的時間內
完成現在到Cisco專家的轉變，
並且保證了你的知識框架技能完
全勝任這個工作！其三，Lane-
Cert的導師曾在中國任教，在考
試技巧上有獨到之處！如果您實

在擔心自己考試發揮失常，
LaneCert 承諾免費重修課程直
到考到執照為止！而且 Lane-
Cert承諾幫助找到年薪十萬的工
作，如果找不到工作，LaneCert
僱傭你！

改變命運的機會或許就只有
這一次，你，想要抓住嗎？
Cisco互聯網專家培訓CCIE，隨
到隨學，試聽免費。

LaneCert 是經美國政府授
權的職業培訓學校，失業人員可
申請免費學習。如果你沒有工作
、留學生要找到工作辦身份、或
者對現有工作不滿意，請來
LaneCert，給世界一個證明自己
能力和價值的機會，世界將回報
給你十萬以上年薪！
LaneCert休斯敦分校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4,
Houston, TX77072
電 話 ： 832-539-3333；
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您的手機上網速度夠快嗎？
您的手機月費多付了嗎？

-----新世紀通訊MetroPCS全美連鎖專營店：幫您省錢，替您省心

【本報訊】為慶祝香港回歸20週年，大休斯頓地區僑學界70多個社團共同主辦的慶祝香港
回歸20週年的座談會和慶祝酒會將於2017年7月1日下午5：00-6：30在ITC美南新聞大樓隔壁
的國際貿易中心二樓隆重舉行。地點：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７７０３６。李強民大
使將親自出席並講話。屆時有紅酒、慶祝蛋糕、以及茶點招待，免費入場。敬請各位僑領和僑胞
、留學生積極參加，共同慶祝。

本次活動由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分會、中國人活動中心、大休斯頓地區中國聯合校友會、華
夏中文學校、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敦分會、美中友好促進會、得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休斯頓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總會、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休斯頓分會、美國樑
氏文化交流基金會、美中關係基金會、越綿寮華裔聯誼會、潮州會館、海南同鄉會、華夏學人協
會、中國旅美專家協會、美南新聞報業集團，美南江蘇總會、美南江蘇商會，內蒙古同鄉會、德
州廣東總會、五邑同鄉會、餘風采堂、黃氏宗親會、天津同鄉會、山東同鄉會、休斯頓上海聯誼
會、美國山西發展促進會（山西同鄉會）、東北同鄉會、東北總商會，湖南同鄉會、川渝同鄉會
、美南福建同鄉會、大連同鄉會、德州安徽同鄉會、瀋陽同鄉會、江西同鄉會、河南同鄉會、北

同鄉會、國際華人交通運輸協會總會、國際華人交通運輸協會休斯頓分會、休斯頓－南京友好協
會、華盛中文學校、騰龍教育學院、智勝學院、休斯頓－泰州友好協會、德州南方大學中國學生
學者聯誼會、清華大學校友會、南京地區休斯頓校友聯誼會、東南大學校友會、華中科技大學校
友會、浙江大學校友會、復旦大學校友會、中國科技大學校友會、中山大學校友會、武漢大學校
友會、休斯頓海外石油聯合校友會、華西醫科大學校友會、國際女企業家專家協會、休斯頓華裔
餐飲協會、休斯頓幸福讀書會、楊式太極拳學校、陳式太極拳推廣中心、心之韻歌唱藝術團、周
潔曉慧舞蹈學校、華星藝術團、東方藝術教育中心、休斯頓樂團，歌友村、黃河合唱團等僑學界
社團共同發起籌備。

歡迎廣大僑胞一同前來回憶香港回歸的美好瞬間、見證２０年來香港的發展成就、共同展望
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對本次活動如有垂詢，請洽喬鳳祥（８３２－２９３－０９１４）。

座談會和慶祝酒會之後，香港會館將在珍寶海鮮樓主辦香港回歸20週年慶祝晚宴， 7月1日
下午6：30開始。每桌$350起。需要買桌的請聯繫Lisa Tam (281-788-7870, ltam88@gmail.
com)。

(本報訊) 各位僑胞，各位朋友：
很高興受邀參加得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組織的中國-巴拿

馬建交座談會。梁成運主席、鄧潤京會長以及和統會的有關委員
為此付出了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我們表示感謝和欽佩。

6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巴拿馬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關
係，這是中巴兩國政府和人民的喜事，也是全世界華人的喜事。
今天我們也看到在《世界日報》、《美南新聞》、《華夏時報》
、《美中信使報》等報章上，美南各州多家僑團聯署發出的祝賀
聲明。很多人可能覺得，這個事情來得很突然。其實不是。正如
王毅外長所說，巴拿馬很多年前就有這樣的願望。他們希望能跟
中國建交，希望做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已經做過的正確事情。因
為巴拿馬意識到，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是人心所向，是大勢所
趨。雙方的談判進行得非常順利。巴拿馬方面沒有表現出任何猶
豫觀望，沒有提出任何前提條件，也不存在任何的所謂“交易”
。從巴拿馬總統到巴拿馬外長，都明確地告訴我們，同中華人民
共和國建交是巴拿馬共和國的政治決斷，是對巴拿馬國家發展和
人民福祉有利的戰略選擇。我們對此表示歡迎，表示讚賞。來而
不往非禮也。我們願意握住巴拿馬向我們伸出的雙手，願意交巴
拿馬這個新朋友，願意在巴拿馬今後的發展進程中做他們長期可
靠的合作夥伴。

中巴雖然剛剛建交，但兩國交往歷史悠久，經歷了百年滄桑
。早在19世紀50年代，第一批華人就橫跨大洋，參與修建巴拿
馬運河和巴拿馬鐵路。 1910年清政府與巴拿馬政府建立“領事
級外交關係”。 20世紀60年代，中國堅決支持巴拿馬收回運河
主權。 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巴拿馬共和國互設商務代表處
（貿易發展辦事處）。 160多年來，在巴華人發展壯大，至今已
有15萬人口，佔巴拿馬總人口約5%。兩國經貿往來十分密切
。 2016年中巴雙邊貿易額65億美元，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巴拿
馬運河第二大用戶，中國遠洋海運集團的貨輪是巴拿馬運河拓寬
後的首航船隻，中國船運企業每年上繳的“過路費”達上億美元
。中國企業收購的巴拿馬科隆港集裝箱港口項目於今年6月開工
，為當地創造2000個就業崗位。目前，有近30家中資企業在巴
開展業務，70餘家民營企業在科隆自由區從事貿易。中巴建交
為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打開了大門，為雙方拓展互利合作開闢

了廣闊前景，對華人在巴的生活、經營、投資
也必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我們身處美南地區，不僅是促進中美友好
關係與合作的主力軍，也是連接中國和巴拿馬
等拉美國家友好合作的重要橋樑。中美巴在能
源、航運、貿易、投資、旅遊、農業等許多領
域可以開展三方合作，在“一帶一路”倡議、
中拉合作論壇等框架下進行多邊合作。 6月14
日中巴建交次日，李強民總領事同巴拿馬駐休
斯敦總領事胡安•索薩舉行了會晤，隨後發表
了共同聲明。雙方不僅共同慶祝中巴建立外交
關係，並且表達了願意攜手合作，共同致力於
促進中巴、中美巴互利合作和友好關係。相信
旅居休斯敦等美南地區的華僑華人也必將為促
進中美巴合作貢獻正能量，並必將從中受益。

各位僑胞，各位朋友：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普遍共識，

中巴建交並不突然，也不是偶然，而是歷史必
然。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是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定海神針。兩岸關係每跨越一
步，都是雙方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累積政治
互信的結果。每當遇到困難，都是台灣當局不
承認或迴避“九二共識”的結果。正因為如此
，我們一直堅決反對“台獨”分裂活動，絕不
會縱容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徑。我們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堅持一中原則也是我們發展與包括美
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關係的重要政治基礎和前提。同時，我們關心
2300萬台灣兄弟姐妹，在關係島內同胞福祉的問題上，在維護
海外台胞的權益上，我們竭盡所能，不遺餘力。

中華民族的和平統一大業需要海內外中華兒女的耐心和齊心
。無論遇到何種困難和變化，我們都有足夠的耐心和定力去克服
，堅持兩岸共同政治基礎，為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兩
岸同胞福祉去努力。在座各位僑胞以及你們代表的廣大華僑華人
都有一顆熱愛祖（籍）國赤子之心，希望兩岸和平統一，熱心兩

岸事務。各位僑胞在各自領域都是佼佼者，熟悉美南政界、學界
、媒體，已經建立起一定人脈關係、取得一定社會地位。你們既
懂中國文化、了解中國國情，又融入當地社會、熟悉情況。你們
有更多機會和渠道說服當地官員、國會議員、政黨、學者和媒體
，爭取他們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更多理解和支持。希望你們帶領得
州地區乃至美南地區廣大華僑華人，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促進祖國和平統一過程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進一步鞏固一個
中國框架，營造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

大休斯頓地區慶祝香港回歸20週年座談會暨酒會七月一日下午將在國際貿易中心舉行

劉紅梅副總領事在中國-巴拿馬建交座談會上的講話
（2017年6月18日）

劉紅梅副總領事在中國劉紅梅副總領事在中國--巴拿馬建交座談會上的講話巴拿馬建交座談會上的講話,, 因為巴拿馬意識到因為巴拿馬意識到，，同中華同中華
人民共和國建交是人心所向人民共和國建交是人心所向，，是大勢所趨是大勢所趨。。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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