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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年纪最大的35岁,最小的24岁,不料他们竟是经历丰富的“大毒

枭”。谢某锋等11人组成“梦之队”,山沟里开设制毒工厂,并聘“夺命

毒师”制毒,涉案毒品及制毒原料超4.7吨,震惊全国。

6月26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屯昌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这起横

跨琼粤豫赣四省特大制毒案,该案是海南法院审理的建省以来最大一宗涉毒

案。在13名被告人中,法院一审判处两人死刑,判处1人死刑缓期执行,有两

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12年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组建制毒“梦之队”

据了解,被告人谢某锋、田某健、谢某平等13人为广东、江西、吉林

三地农民或无业人员。

2015年7月初,谢某锋伙同田某健密谋共同出资制造毒品氯胺酮(俗称

“K粉”),后谢某锋安排谢某平寻找制造毒品场所。谢某平通过卢某斌、

肖某、叶某庆及叶某平(另案处理)兄弟俩,在江西省遂川县大汾镇文溪村

的山沟里寻找到制毒场所。

在找到制毒地点后,同月6日,谢某锋、田某健、巫某飞、马某椅4人

共出资人民币249万元,购买了制毒原料羟亚胺准备制造毒品。

当天,谢某锋便安排谢某平、肖某、李某与田某健、潘某雄及另一名

男子(情况不详),6人驾车前往河南省新乡市购买制毒原料羟亚胺。

“制毒师”深山制毒

谢某平同肖某按照谢某锋的指使,驾车将制毒原料羟亚胺从河南省新

乡市运至江西省遂川县城同叶某平会合。

2015年7月8日,谢某锋、谢某某与3名制毒师傅(另案处理)驾车运载

制毒工具到达遂川县城准备连夜制K粉,但因雨天路滑泥泞制毒未遂。

2015年7月10日5时许,在谢某锋的联系下巫某飞和马某椅携带冰毒

驾车到遂川县城。同日,谢某锋安排李某飞联系制毒师傅,肖某则通知叶某

庆回到遂川县城。在谢某锋的要求下,谢某平、肖某等人当日将所有的制

毒原料和工具搬运至山上制毒点。

2015年7月11日,巫某飞驾车接应制毒师傅。材料后交给谢某平送上

山开始制毒。谢某锋则通过电话遥控指挥该团伙的整个制毒活动。

2015年7月11日14时,琼、粤、赣三省公安机关联合在该制毒场所当

场缴获毒品和制毒原料共计4.7吨。同日,公安机关在谢某锋家中搜出民

用气枪两支。2015年7月11日至2016年9月13日,公安机关陆续将田某健

、谢某锋等11人抓获归案。在谢某锋逃跑期间,赖某兴、赖某波明知谢某

锋涉嫌制毒犯罪还包庇帮其逃跑被抓。

嫌疑人多是亲朋关系

海南省一中院认为,被告人谢某锋指挥、策划、纠集被告人田某健、谢某

平、巫某飞、马某椅等人非法制造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制造毒

品罪,谢某锋还非法持有制式民用气枪两支,其行为还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

海南省一中院一审宣判:以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数罪并罚,

判处谢某锋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制造毒品

罪,判处田某健死刑；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谢某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制

造毒品罪,判处巫某飞、马某椅无期徒刑；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肖某、谢某

某、叶某庆、李某、潘某雄、卢某斌6人有期徒刑12年至3年不等。以包

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判处赖某兴、赖某波两人有期徒刑4年。

据了解,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是亲戚、朋友关系。如谢某平是

谢某锋的侄儿,谢文某是谢某锋的弟弟,叶某庆是肖某的表哥。正是基于这

样的亲情关系从而过度信任,把亲人也一起拉下了水。

海南審理建省以來
最大涉毒案

兩主犯一審獲死刑
23日上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上诉人于欢故意伤害一案二审公开

宣判，以故意伤害罪改判于欢有期徒

刑五年，维持原判附带民事部分。

于欢案被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

广泛关注。涉黑、高利贷、警察不作

为、一死三伤、暴露下体辱母，每一

个词都足以触动公众的神经。围绕这

一案件的种种疑问和讨论在网络上迅

速发酵。如何回应公众的种种质疑？

如何用法律的天平去恰如其分地衡量

出罪与罚，给于欢这个初入社会的年

轻人以公正的裁判？再审此案的山东

高院的选择是以公开促公正，微博全

程直播这一案件的庭审。

5月27日早上八点半，于欢故意伤

害案二审开始审理，在众人的围观中

，案件发生时各方当事人第一次同时

出现在法庭相互对质，人们第一次听

到了当事人于欢和他的母亲苏银霞的

亲口陈述，也第一次听到了被害人发

出的不同声音，警方的执法记录仪拍

摄的原始视频也第一次公诸于世。

11个小时的庭审，控辩双方充分

发言、激烈交锋。围绕于欢案的4大疑

点被一一剖开，在事实和证据面前，

案件的真相越来越清晰。

疑点一：案发前于欢有无被打？

庭审中，焦点问题之一就是案发

前，于欢是否遭受了讨债人殴打。

辩护人：公安到达接待室时，讨

债方对你有没有殴打？

上诉人于欢：有。他们在民警到

达前，打我头，扇我耳光，有一个人

用脚踢我。是杜志浩打我耳光的。

辩护人：在公安离开接待室后，

这些讨债人有没有对你进行殴打？

上诉人于欢：有，民警离开后，

他们变本加厉地殴打我。

于欢在回答辩护人和检察员发问

和讯问时表示，自己在警察离开房间

后，遭到了更加厉害的殴打，自己生

命有了危险，才持刀捅人。

检察员：你捅被害人时这些人对

你有什么行为？

上诉人于欢：他们打我了，打我

肩头，踹我，七、八人围看我，当时

情况特别乱，我印象中有七、八人围

着我打，在身边的我觉得

都是打我的，身体上感觉

到的，当时我的眼根本看

不过来。我不清楚到底多

少人打我，就感觉到身上

挨打。殴打和捅刺之间基

本没有停顿。我拿刀之后

，对他们说别过来，杜志

浩说你小子弄死我我就弄

死你。我第一个捅的应该

是杜志浩，捅完人后不清

楚旁边的人什么反应。

对于于欢所说在案发

当晚遭到了讨债人的殴打

，现场出庭作证的苏银霞也予以了证

实。

证人苏银霞：在茶几上把腿放在

我儿子那个北面的沙发扶手上，骂我

儿子，反正是骂人的话咱就不说了。

除了骂人，还说你爸妈欠钱是不是应

该还？我儿子说没钱，他就开始扇我

儿子脸。

检察员：他是怎么扇的？是抡起

胳膊来扇还是拍打？

证人苏银霞：也不是抡起胳膊扇

，力度不是特别大。

检察员：有没有脱于欢的鞋？

证人苏银霞：看到我儿子的鞋说

，你家还没钱呢，你看你穿的耐克鞋

，脱下来一只鞋以后放到我鼻孔上，

接着他脱下我儿子的另一只鞋，扔到

南边那个鱼缸附近。

杜志浩的同伙郭彦刚在出庭作证时

则称，民警走之后，没有人殴打于欢。

郭彦刚的诉讼代理人：民警走了

以后，你先去送他们，回去以后，有

没有看到有人殴打于欢？

郭彦刚：没有人殴打于欢。

庭审现场，检察员在宣读、出示

证据阶段称，关于案发当晚讨债人员

的不法行为，一审判决作出了概括认

定，即杜志浩等人对苏银霞、于欢二

人有侮辱言行。经二审审查，应当增

加认定不法行为的具体内容和细节，

即讨债人员收走苏银霞、于欢二人手

机，向苏银霞衣服上弹烟头、暴露下

体、扇拍于欢面颊、揪抓于欢头发、

按压于欢不准起身，用污秽语言对于

欢、苏银霞进行辱骂等。

疑点二：苏银霞是否遭到了侮辱？

在关于此案的前期报道中，讨债

人员的侮辱行为包括下流的言语辱骂

、扇耳光、弹烟灰、用鞋子堵嘴，最

恶劣的是催债人杜志浩脱裤子至大腿

根部裸露出下体，并试图用下体蹭苏

银霞的脸。而这一细节也是被舆论反

复渲染、引爆公众情绪的关键。

二审中，当事人苏银霞作为证人

出庭作证。苏银霞当庭并没有指认杜

志浩试图用下体去蹭她的脸。

证人苏银霞：然后他脱下他的裤

子把大腿露出，生殖器都露出来了，

靠近我的右胳膊，我看了一下就扭过

头去了。马金栋还有紧挨着小胡子的

那个人都让他别这样，他们的人又说

马金栋，你要在这屋里呆着就呆着，

不呆着就出去，不让他吱声。

检察员：当时离你有多远？

苏银霞：离我有二、三十公分。

检察员：后来是怎么提上裤子呢

？

苏银霞：后来紧挨着他的那个人

，还有马金栋都说小伙子你这样子干

嘛？让他提上裤子，紧挨着他的那个

人是他的一个同伙，也让他把裤子提

上，他就把裤子提上了。

检察员：这个时间有多长？

苏银霞：时间不是太长。

检方认定杜志浩等人对于欢和苏

银霞有污秽语言的辱骂，对于欢有扇

拍耳光、揪头发、摁住不让起身、推

搡踢打、扼住后脖子、限制人身自由

等违法行为。

於歡被改判有期徒刑5年
二審公開疑點一一被回應



我的家庭条件优越，

爸妈一直想让我找个门当

户对的人家，毕竟我已经

27岁了，可我却爱上了一

个小我3岁的农村汉子

我爸妈开了两家公司

，家庭条件优越，爸妈一

直想让我找个门当户对的

人家，毕竟我已经27岁了

，可我却爱上了一个小我3

岁的农村汉子，我们是在酒吧认识的，他在酒

吧打工，我去酒吧玩的时候被几个流氓欺负，

是他挺身而出帮我解围。我拿出1000块钱给他

作为感谢，但他拒绝了，也因此加了他微信，

开始了网聊，他也是第一个让我动心的男人。

说实话我有告诉自己，一定不能喜欢这样

的男人，因为他肯定不能给我带来幸福，爸妈

也绝对不会同意我们的婚事，而他，我也并不

了解，如果他是觊觎我家的财产呢?现实问题

不得不考虑，毕竟爸妈都是生意人，看人是很

准的，他们不想我的婚姻有半点坎坷。

于是我试着和他保持距离，可是看到他发

朋友说，讲述着每天在酒吧的见闻，我觉得他

是一个有故事有思想的男人，他和别的男人不

一样。那段时间爸妈一直让我去相亲，每周至

少要见两个，有些条件的确不错，可见面后我

觉得那些男人大都是花花公子，对感情不像是

能够专一的人。见的次数多了，我也麻木了，

总感觉相亲似乎不能找到真爱，也许是缺少缘

分吧。

后来我跟爸妈说我找了个男朋友，但那时

候我和他还没有确立关系，爸妈问我男友家是

做什么的时候，我编了个谎话瞒过了他们。之

后，我就主动向他表白，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向

男人表白，心里咯噔乱跳，生怕被他拒绝，可

没想到，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枚戒指，他说这

是花2千块钱买的，虽然不贵，但是他发誓要

用百分之二百的感情对待我。其实他一个月工

资也就四千多块钱，还要租房子吃饭等生活花

销，我想也许他真的是用心对我吧。直到我第

一次走进他的租房内我才知道，原来他用自己

的生活费给我买的戒指，因为没钱，所以吃了

半个月的泡面。因此这枚戒指对我来讲，意义

重大。

我身边的一个好姐妹了解情况之后劝我，

不要盲目崇拜爱情，要看清现实，毕竟这样的

男人，终究不会有什么出息，还是应该找个有

学历，上进且有能力的男人在一起，这样以后

还可以帮我爸妈打理公司。我心里犹豫了一下

，这些我不是没想过，可我跟他在一起这么久

，并没有告诉他我真实的家境，可他依然对我

那么好，我们在一起逛街，他会特别温暖的帮

我拿包，给我买漂亮的发夹，他知道我喜欢喝

什么咖啡，什么饮料，他知道我喜欢的小吃，

这些都是他在接触中发现的，所以我觉得他是

一个心思细腻的男人。

后来他带我回家见爸妈，恰好我爸妈有几

套新买的衣服从没穿过，一直放在衣柜里，都

是些大牌的衣服，于是我就挑了两套，精心的

包装好，这两套衣服每一套都在8千以上，反

正爸妈不穿也是浪费。到了男友家，我让他们

二老试穿了这两套衣服，一开始我还怕不合身

，可是穿上去大小正好合适，只是气质看上去

不够高大上。

谁知，我走的时候，男友爸妈拎了一袋土

豆要我带回家，我说不要，他爸妈还非要我拿

走，到最后我都有点生气了，他爸妈看我皱着

眉头说话语气都变了，也不再强求了，然后从

兜里掏出100块钱给我，我说钱也不要，你们

留着买点好吃的吧。走了之后我心想，他爸妈

太抠门了吧，早知道就不送他们这么贵重的衣

服了，难不成以为我在地摊上买的?我现在真

要重新考虑这段感情了，以前觉得吧，只要两

个人相爱就行，可他是家里的独子，将来结婚

肯定要和爸妈住在一起，我要不要马上和他断

了联系?

我的丈夫沉迷网络，还和女网友见面聊天

，我劝阻无数次，最后被我发现，他和一个女

大学生去开房的床照。他承认自己的错误，说

要改邪归正，以前是军人，说退伍回家了，就

重新开始，以前的一切都放下了，自己真的知

道错了。我也为了九年的婚姻，为了孩子决定

过下去。

可是最近我却发现，他去XX两天，我送他

去车站后，他就给那个女人打了电话，第二天

接他回来，他又给那个女人打的电话。就在床

照发生不到几天，他一面向我承认错误，一面

又去联系她。

现在被我发现了他们的通话记录，他却一

怒之下把手机砸掉了。还说什么日子过不下去

了，我要是不和他离婚就不行。呵呵，前些日

子还求着我不跟他离。

我没有办法再去相信他，可我有个八岁的

女儿，看到孩子我真的不忍心，孩子小比较敏

感，问我爸爸是不是不要妈妈了，他喜欢别的

女人，是不是不要我了?

我不知道怎么和孩子说，可为了孩子过下

去，我真的不知道希望在哪里?不知道还怎么办?

和他的父母说，他的父母说你要是有证据你想

怎样都行，我们只能来说劝!我们管不了!

我现在绝望了。我该怎么办?

回复：

1、对于一个沉迷网络和放纵自我的男人来

说，促使其彻底从沉沦中自拔实在是太难了。

一方面需要自我的强大意志力，一方面需要你

不计后果和退路的放手一搏，在此时候，坚决

和他对抗到底，或许你才有赢的可能。当然，

也可能在你坚持和他拼命折腾的过程中，导致

婚姻的两败俱伤。但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处

境当中，不和他折腾，隐忍婚姻，受伤害的是

你自己;和他对抗，乃至离婚，衍生的结果是两

败俱伤。为此，你需要明确自己的底线。

2、或许，正是因为你在这桩婚姻当中一再

退守底线，你老公才如此嚣张，不断的得寸进

尺。因为，他知道你的软肋所在。因为他知道

你不会轻易选择和他离婚，他知道你放不下你

们的孩子，他还知道的是可能你们属于那种军

婚，他占有一定主动权，凡此种种，所以他便

拿你不当回事，他才敢趾高气扬的摔手机拿离

婚来震慑吓唬你。

3、女人在婚姻中虽然扮演的是弱者角色

，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不能甘于做个

弱者，要想让自己彻底翻身，在婚姻中赢得

起码的尊重，必须学会自强不息，必须恪守

自己的底线，不能在原则面前一再忍辱退让

，委屈求全，否则，你在婚姻中的地位只能

越来越卑微。

4、任何时候，婚姻是两个人的，不能凭任

一方的支配，要学会维护属于自己的权益。既

然做不到相信他，也就没必要非去强迫自己相

信他。你只要相信你自己能做得很好就可以了

，自信比相信别人更重要。在婚姻当中，也不

要因为孩子而绑架自己的幸福，我想你的孩子

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妈妈整天活在纠结痛苦中

。孩子是无辜的，为了孩子，你也必须让自己

学会坚强，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孩子身上，很多

时候，孩子需要的是一个切实温暖的家，而不

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婚姻形式。如果实在觉得这

个婚姻无力支撑，请不要硬扛，一旦拖垮自己

，可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老公和女学生出轨后，给他机会他却不知悔改

不顾反对爱上穷男友
去了他家一趟现在想悔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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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吃嘛嘛香，在家却要追着

喂?宝宝胃口没变，饭菜甚至更好了，

所以不是宝宝闹哪样，而是家长们改

反省反省了。

宝宝养育路上最费家长精力的两

件事儿，除了睡，就是吃了。

说起不好好吃饭，什么“挑食厌

食”、“不肯自己动手吃饭”、“要

看动画片才愿意吃饭”、“吃一半就

去玩了”等等，每个妈妈都可以写一

部喂饭辛酸史了。

邻居冬冬妈妈就抱怨：幼儿园的

饭菜难道更好吃吗?小家伙在幼儿园吃

得津津有味，完全不是在家挑食厌食

、满屋子追着跑的样子?怎么一回家就

原形毕露，真是头疼，好好吃顿饭怎

么这么难?

依我看，孩子毛病的背后正是家

庭的问题，父母不要一味的抱怨孩子

，相反，应该首先检查自己有没有哪

里做得不够好。

以下列举几条常见的家长不良喂

养行为，埋怨孩子不好好吃饭的你，

欢迎对照自查。

为了让孩子多吃一口，忍不住
追着喂

相比幼儿园排排坐，一起吃饭的

秩序场面，孩子在家吃饭的场景就跟

打仗一样，大人们忙得不可开交。爷

爷哄，奶奶追的场景十分常见。孩子

觉得有趣玩得更欢，大人无奈追的累

，一顿饭下来1个小时都搞不定。

为什么追着喂?

有人说是为了不让孩子饿着，总

想让他多吃一口。但你看，幼儿园也

没有老师追着求着让宝宝吃饭啊，孩

子不还是吃得好好的，拜托大人们高

抬贵手吧。

嫌慢嫌脏宝贝着，不让孩子自
己吃

“太慢了，这一碗饭吃到什么时

候啊，看的我急死了!”一位急性子妈

妈每次孩子吃饭的时候都会露出了无

比焦灼的眼神。

“你看看，弄得桌子上地上哪儿

都是，怎么就不能好好吃饭?!”看着

孩子吃饭时撒的到处都是，经常有妈

妈发出这样的埋怨。

“孩子还小，干嘛非得让他自己

吃。”也经常有爷爷奶奶出面阻碍。

所以，嫌慢嫌脏宝贝着，正大光

明的剥夺孩子独立吃饭的机会，手把

手的喂着吃，所以，一回家宝宝就被

变成“手残党”了。

家里诱惑太多，孩子总是边吃边玩

孩子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在

家吃饭时，玩具身边环绕、电视播放

着动画片、爸妈老拿着手机……这些

都会成功引起孩子的注意力，让其对

食物失去兴趣。

幼儿园就不一样了，到了饭点，

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吃饭，吃完才能

玩，没其他诱惑，自然一门心思专心

吃饭了。所以，建议家长在孩子吃饭

之前就关掉电视，把玩具收好，别老

拿着手机引诱宝宝玩。

怕孩子饿着，频繁给孩子塞零
食

有些家长老担心孩子饿着，老想

着塞零食给他。我不止一次看到，小

区里的小朋友在户外玩得正高兴，爷

爷奶奶拉住孩子，往他嘴里塞上一口

香蕉、面包之类，看着真糟心。

人在什么时候吃饭最香?当然是饿

的时候。每次饭点前，家长已经把孩

子喂得七八分饱了，谁还会老老实实

的再吃饭啊。

恐吓、威胁、强迫孩子多吃

有一次家庭聚餐，一位妈妈是这

样喂孩子吃饭的：

孩子听话吃一口，就表扬“宝宝

真乖!”;不听话不再吃了，瞬间就恐

吓、威胁、强迫孩子，“你再不好好

吃，妈妈就不爱你了”“你不吃，我

就让你爸爸打你噢!”……

我在一旁看得一愣一愣的，如此

斯巴达式的教育方式，也许一时有效

，但长远来看，会让孩子从潜意识里

觉得吃饭是受罪的事儿，美食给人带

来的愉快感觉，就全被磨灭了。

以上这些家长们的坏毛病，你中

招了吗?

我们觉得孩子年龄小，就不给孩

子机会尝试;等到了尝试的年纪，又

埋怨孩子做不好，这一而再、再而三

的干预，想想，到底是孩子不想吃饭

、还是你自己不让孩子好好吃饭呢?

正在幼儿园吃嘛嘛香的孩子会给你答

案。

幼儿园自己吃 在家却要追着喂

宝宝流汗非常多，尤其是睡觉的时候，

整个背部都是湿的，是不是因为身子虚?

实际上绝大多数情况下，宝宝单纯性出

汗多，是由于新陈代谢旺盛，而神经发育又

尚未完善，再加上活泼好动、穿盖过多导致

的。妈妈不要过于担心，也不需要各种补。

解决这个问题，在生活上注意——

1、宝宝出汗多时，首先检查是否是穿盖

过多导致的。

▪ 注意晚上不要给宝宝穿太多，宽松、

舒适、透气的睡衣是最佳选择;

▪ 夜间他需要的被子跟成人一样多就可

以了;

▪ 如果室温较高的情况下，宝宝的被子

甚至可以比成人的薄一点，这样还能避免宝

宝出现踢被子的情况。

▪ 使用空调或电风扇等设备降低室温。

2、 及时帮宝宝擦汗。

也可以给宝宝的衣服塞一条隔汗巾，及

时更换。衣服常常被汗水浸透，更容易使宝

宝着凉。

3、及时给宝宝补充水分，睡前不要给宝

宝吃太多食物。

如果宝宝进食后不久就睡着，这种情况

也会导致身体产热增加，引起出汗。尤其是

宝宝食用了高蛋白质的食物，比如牛奶、鸡

蛋、奶酪等，出汗的情况可能更甚。

4、适当减少宝宝临睡前的活动量。

此外，让宝宝睡前保持平静，少进行兴

奋、活动量较大的活动，也能减轻宝宝睡着

后出汗多的情况。

综合以上提到的，宝宝容易出汗，和

“身子虚”没有什么关系，在营养均衡的基

础上，盲目进补反而会不利于宝宝的健康。

哪些类型的多汗，属于异常情况?

如果孩子在室温舒适的环境下睡觉，仍是

大汗淋漓，并且容易浑身无力、发育情况不佳

、精神状态不好、通常整夜流汗不断，却又怕

冷畏寒等，可能是“病理性”的多汗。

如结核病、佝偻病、低血糖、糖尿病、

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疾病，都可能导致宝宝夜

间汗多。

妈妈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疾病因素导致

的汗多，不会仅仅只有多汗这一种表现，通

常还会表现出其他异常症状。

如果怀疑宝宝是“病理性汗多”，需尽

快就医。（关注微信订阅号：朵妈亲子时光

，聊聊亲子育儿那些事）

相反，如果宝宝只是单纯汗多，爱吃爱睡

、爱玩爱笑，只要调整穿衣、饮食、作息这些

问题就能得到改善，那就不用过度担心。

宝宝睡觉出汗多 是身子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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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好在哪里？做到

这九条“金科玉律”孩子

可成才

黄全愈：好的教育道理都是相同

的，我从美国的素质教育中总结出了

九条，只要孩子们可以做好这九条，

即便是学渣、输在起跑线……统统没

关系，孩子们最后一定会成才，而且

成才的程度与这九条的强烈程度成正

比！反之，如果做不好这九点，学习

再好，即便是学霸、高考状元也不会

有出息！

一、有好奇心、爱问问题。

孩子的好奇心是天生的，在小时

候总是问父母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家长需要做的是营造一个环境和氛围

，去启发、去鼓励孩子的好奇心。而

不是制止孩子发问，这是在扼杀孩子

的好奇心。

二、会逆向思维、发散性思维。

有一个关于发散性思维的培养的

例子，在中小学阶段历史事件的学习

中，老师总是教学生们记住事件发生

的时间、地点、有什么样的意义等知

识性的内容，就是单纯的记忆，为什

么不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呢？例如

关于“西安事变”学生们就可以从以

下方面进行发散性思维的练习：

1．如果没发生“西安事变”，中

国的历史会怎样？

2．如果蒋介石逃出西安……

3．如果张、杨把蒋介石处死了

……

4．如果历史可重演，你希望“西

安事变”怎么发展？

……

三、有批判性思维。

发现问题的能力非常重要，但我

们的教育重视的只是解决问题。所以

家庭、学校以及社会要帮孩子打破常

规，培养他们批判性阅读和批判性聆

听的能力和习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就是让孩子从“重复别人”到

“创造自己”的过程，有这样一个例

子，一位台湾的学生在考试的时候是

这样回答问题的：

问：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什么家

？

答：老人家！

问：早餐不能吃什么？

答：午餐和晚餐！

问：比细菌小的是什么？

答：细菌的儿子！

问：用什么擦地板最干净？

答：用力！

其实这个孩子非常有思想，这个

孩子后来被保送到台大哲学系。

四、“条条大路通罗马”——解决问

题方式的多样性。

五、“答案是丰富多彩的”——目的

、答案的多样性。

六、有在失败中学习的智慧。

七、有同情心和正义感。

八、善于与他人沟通，愿意和父母交

流。

九、勇于“破局”。

许多美国人都有“棋在局外”的

思维：求变局、求破局，到局外去寻

求未知世界：Amazon、Micro-Soft、

Facebook、google等顶级的公司都不希

望录取一些局内的人(SAT满分者)，而

是录取一些我们以为“出局”的人，

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理解、支持“棋

在局外”，学校教育也不完全排斥

“棋在局外”。

杨东平：每个孩子都是天生不同

的，尊重孩子的本性，让孩子自然的

生长是更重要的，家长的作用是帮助

孩子自我发现，通过自我发现去自我

实现。所以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首

先要确定自我，在传统的教育中，很

多孩子学了二十年还没有确定自我，

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知道自己想

要什么，没有目标。

美国的天赋教育VS中
国天才教育

黄全愈：美国的教育可以分年龄

段来看，孩子们在小的时候是快乐教

育。到了高中阶段之后，好的学校、

好的学区就比较强调考试。值得注意

的是好的学校比较强调考试，反而是

不好的学校可能会放任自流。但是所

谓的素质教育不是说不要考试，而是

要将其它活动也要做的很好，要高分

高能。

美国公立学校对学生的规范和要

求都是一样的。但是美国有一种天赋

教育，天赋教育不是培养神童，而是

给孩子一个恰当的、优越的教育条件

，让孩子的潜能最大程度地变为现实

。美国的天赋教育，以学生为中心，

以社会为基础，以培养能力为核心，

以人为本，以培养Learning-explorer(学

生）为目的，以“自我教育”为归宿

。天赋教育在每个学校只有2%到5%

的学生可以参加，但是每周就参加一

天，其它的时间还得回到普通的班级

中间去。

美国的天赋教育是从小学四年级

开始，上高中后就没有了，向每年统

考成绩达到98％以上或者IQ（智商）

达到130以上的学生开放，比例为统

考学生的2％～5％。天赋教育是美国

基础教育的精华，美国一流大学的学

生大多经历过天赋教育。

杨东平：美国的这种天赋教育，

在国内更多的被称为天才教育，就是

对在某一学科方面有潜力的优秀学生

，进行特殊的教育，中国的天才教育

倾向于选拔出一个少年班，进行定向

的培养，但是在美国这些有天赋的学

生也是自然的生长在同龄的孩子当中

。中国的教育竞争中有一个环节是以

精英教育作为支撑，很多人认为只讲

教育公平是不够的，对于最优秀的学

生来说，如果做不到因材施教，对他

们也是不公平的。

这个问题在最近几年更加明显，

国内的很多重点学校以要进行精英教

育、天才教育，为优秀学生服务为名

，实际上采取的做法是大范围的掐尖

、提前教育和强化教育。究竟如何培

养有天赋的优秀学生，各个国家都有

不同的尝试，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国

内的提前拔选出来，再施肥、吃激素

，用提前、过量的方式培养学生。

中国的少年班也培养了很多优秀

人才，但成就主要体现在比正常的孩

子更早的获得了大学文凭博士文凭甚

至教师的职称，仅此而已，很少有为

科学发现、人类社会进步做出巨大贡

献的例子。

中国留美学生井喷，却为
何培养不出顶级人才？

黄全愈：在美国前20名的大学里

，亚裔约占 20% ，是亚裔人口所占

比例的五倍。美国高校已经限制了亚

裔学生所占的比例，但还是非常高。

与美国各个族裔的相比较读研究生的

亚裔最多；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亚裔

最多；家庭平均收入高的也有很多是

亚裔。

我想可以用“三脚架理论”来解

释这个现象，一个是家庭教育，一个

是学校教育，一个是社会教育，这三

个方面支撑着自我教育，是四位一体

的。所以对于亚裔学生来说，就变成

了同时接受美国的学校教育、中国的

家庭教育、美国的社会教育以及自我

教育的“混血虎”。

但是有一个问题，最优秀的科学

家、教授、律师、医生、企业家都是

不是亚裔，很多亚裔的学生获得博士

学位、做教授非常早，但是最终没有

最优秀的，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才。

从文化根源来讲，美国建国之初

出现了意义重大的西进运动，西进运

动使美国的领土增加到建国时的3倍

以上，直到发现了阿拉斯加之后在地

里空间上没有地方可以扩展了。肯尼

迪总统1960年的时候号召把美国的前

线推向太空，到1969年的时候，美国

人就登月了，此后肯尼迪号召发展新

科学、新知识。所以美国的这种先锋

意识、价值观影响了美国的教育，让

美国教育具有求新求异、冒险探索、

独立特型的特点。

但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北边是

蒙古大草原，西边是喜马拉雅山，西

北是大戈壁，东南又是海，而且中国

的地域环境又是很富饶的黄河流域和

长江流域，所以就形成了中国这种半

封闭的保守文化。

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就是打招

呼。美国人很热情、外向，想接触新

的东西，只要你跟他眼神相对，他就

跟你打招呼“你好”；但是中国人相

对内向，绝不跟陌生人打招呼，也绝

不期待陌生人跟你打招呼，除非他有

不良企图。

杨东平：耶鲁的华人教授陈志武

也讨论过为什么中国的名校毕业的最

优秀的学生，最后在职场并没有好的

变现，甚至远远不如印度人。陈教授

有一个解释非常出乎我预料，他说因

为中国的学生太听话了，太听家长话

了，他们基本上被家长所左右、摆布

，就是太乖了的意思。这跟中国文化

的内向、传统、保守也一定的相关性

，家长对子女的指挥和控制，所有的

方面都要代替孩子做选择，其实这些

家长并不了解学科和教育，然后就去

代替孩子做选择，这是中国家长典型

的通病。

中美教育发展中的真问题

黄全愈：美国教育也有诸多问题

，例如美国的公立学校用房地产税来

办学，教育资源集中的地区房地产税

就高，同样的房子在不同的学区价格

就不一样，尽管政府有一定的调节，

但是差距很大，这就导致所以富人区

的孩子上的学校较好，穷人区的学校

条件就差。

杨东平：在国内的义务教育阶段

，按政策来讲是不允许以考试成绩来

选拔学生的，必须是就近入学，在就

近入学的背景下，好的学校周围房地

产价格就会比较高，被称作学区房。

但是中国和美国的教育财政有着

根本的不同，中国所有学校教育财政

都是由地方政府承担，而美国是由房

地产税承担的。所以理论上中国的学

校应该完全一视同仁的，不应该有差

别，之所以出现学区房是因为重点学

校制度造成的学校之间的差距，都是

公办学校，而且都是地方政府承担经

费，这种差距本来不应该出现的。

日本、台湾的义务教育阶段就没

有择校竞争，例如台湾的义务教育阶

段就没有考试，虽然同为义务教育，

两者的差别还是很大。因为在义务教

育阶段政府制造的学校之间的差距，

所以导致家长不得不择校。尤其是在

小学阶段，这种入学竞争造成小学生

的压力特别大，此前有媒体报道，上

海幼升小的测试题已经达到了小学两

年级的需求。其实解决这个问题最主

要的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学校之间

没有大的差距，就近入学就可以得到

很好的落实。

中国教育改革如何从应试教育中突围

？

黄全愈：我认为首先是考录分

离，现在国内的现状是以考带录，

考好了就录取，跟录是没有分开的

。美国采取的是考录分开，考好了

不一定录取你，采用的是多元的评

价方式。

国内的自主招生也存在一些误区

，很多人认为自主招生就是给那些怪

才、天才打开一条路，我认为这是错

的。自主招生应该是用刚开始的5%的

名额，打破只认分不认人的招生现状

，通过高考成绩加高中成绩再加上综

合素质的三合一的评价方式进行人才

选拔。然后慢慢的把这5%扩大，扩展

到更多学校，而不是说给几个天才、

怪才开一条路。进而通过改革考试录

取制度来引导基础教学的改革。等到

北大清华不抢高考状元，中国的素质

教育就有希望了。

研究中美教育30年
他從美國素質教育總結出這九點

美国教育在很多家长眼中被视为教育的“理想国”，一方面因为美国教育的优点不胜枚举，四成诺贝尔奖获得者来

自美国，名校林立，教育资源领先世界，更加注重学生独立思考、动手实践等能力的培养……于是，许许多多的中国家

长都不辞劳苦地将孩子送到美国留学。但是关于美国教育的批评也从未停止，美国的教育对富人子弟实行的是批判性思

维、领导力的教育，主要上私立学校；对底层子弟实行的是应试教育，严格训练。

美国教育究竟好在哪里，又有哪些问题？为何中国教育培养不出顶级的人才？在搜狐教育· 智见联合21世纪教育研

究院、长江文艺出版社举办的《掷地有声》名家沙龙期间，旅美教育学家黄全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共同

探讨了中美教育比较中的优劣，通过本文您将get到两位教授对于这些问题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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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比人享福，人比猪辛苦。”吴

墩义站在他的猪场里，指着猪圈里一排

排埋头吃食的猪对我说。“我的奋斗目

标是500万，然后——”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我就周游世界。”

我接着他的话说，“按你目前的大

小生猪头数和市场价格来算，你已是身

价百万啦，该是最幸福的人，为啥还说

没猪幸福？”

他马上说，“农村有句话说，家有

千万活嘴的不算。活猪是不能算作财产

的，实际上能证明我财产的只有猪舍和

两间砖房。如果哪天老天爷来个猪流感

，百万就是打水漂的石子，沉到河底都

听不到响声。”

但我还是从他的口气里听出了一丝

得意。

他继续说，“您知道我上学不中，

小学毕业后，我就弄了这个养猪场，先

借了亲戚们30万，后来又在信用社贷款

了70万，费尽心机弄到现在这个规模，

可滨叔您不知道，这行真不是人干的，

我五六年都没回过村里的老宅了。”

他苦笑着看着我，“再说句不怕您

笑话的，我伺候它们比伺候我爹娘都用

心。”

接着话题一转，“这两年生猪价格

猛跌，眼看着就要赔本，我听说您从郑

州回来了，就请您来参观下猪场，心里

有个数，您在郑州恁长时间啦，动用下

您的关系，跟肉联厂介绍介绍，或是在

大超市里设几个摊位，卖我的猪肉。”

吴墩义从辈份上说是我的表侄，年

龄相差无几，小时在农村一起生活过几

年，感情深厚。平时各忙各的，联系不

多。2006年夏天，我从郑州回温县探亲

，他骑电动车把我从老家载到猪场，这

一席话让我明白他的用意。

从猪舍出来，来到他那两间凌乱的

房里。房里到处堆放着猪饲料袋子，只

在一张双人床可以坐人，床上凌乱地放

着被子和衣服，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

味。吴墩义叫我去猪场喝了一瓶白酒，

我喝得有点高，就宿在了他家。

凌晨两点的时候，乱哄哄地吵嚷声

把我惊醒。吴墩义说，母猪要生崽了，

得接生。我听了忙爬起身，随他走到猪

圈外的一间砖房里，一头母猪正躺地上

吭哧，身下垫着一床棉被。空调调到了

18度以下。

在等待生崽时，吴墩义说起来，

“母猪生崽是养猪场的头等大事，自己

不养小猪崽，就得花大价钱去买。我这

里有90多头母猪，3头公猪，公猪不仅

给自己场里的母猪配种，还给别的猪场

配种，配一回咱都要收一定的费用，但

很辛苦。”

“有一回，我拉一头种猪去祥云

镇给另一个猪场配种，结果半路上猪

从车上跳了下来，我撵着它跑了几十

里路都没撵上，怕把别人家的庄稼给

糟蹋了，忙报了警，派出所出警后，

逮了半天才逮住，晚上请他们吃饭都

花了500多块。”

正说着，兽医说开始生了，吴墩义

忙起身走上去蹲在猪前，全神贯注地盯

着一个个血红的小猪崽。满屋的腥臭味

让我难以忍受，我走出屋，决定在院里

等待。直到天色完全大亮，他们才从屋

里出来，疲惫地坐在院里休息。

兽医准备离开时，门外来了辆防疫

站的车，从车上跳下三个穿着防疫制服

的人，说要对猪场进行卫生防疫检查。

侄媳妇赶紧做鸡蛋茶，热情有加，

同时对吴墩义低声说快准备三个红包，

吴墩义问我带钱没，先借600块打发他

们走，要不然罚起来吃不消。我忙掏了

钱递给他，他又递给了媳妇，侄媳妇热

情地陪着那三个防疫站的人进了猪舍。

不到20分钟，三个人从里头出来，

边走边说，“这次卫生防疫做得不错，

以后继续保持。”侄媳妇在后面附和，

“还是要靠你们这些专家来指导，非常

感谢。”

当那三人开车离去后，侄媳妇瞬间

变了脸色，“一帮土匪强盗，就知道搂

钱，呸。”

不久我回到郑州，找了朋友帮忙，

但不得要领，一直没能帮他把他的猪肉

打入市场。

2007年冬天，我再次来到吴墩义的

养猪场。一进了大门，我就感到气氛有

点沉重。猪舍里吴墩义和他媳妇正在跟

人讨价还价，地上躺着几十头死猪。

我问咋回事？吴墩义用温县土语故

作轻松地骂了句，“狗逼掰（叹词）。

眼看300万就要走到卡上了，还是没躲

过这场疫情，七八年的努力被这一夜的

猪发烧都打到土里寻不着了，连我那90

多头的种母猪都死了。”

“得的啥病呀？恁严重，说死一起

死？”

“猪发烧，温县的兽医，焦作和省

里来了好几个高级兽医，都没诊断出是

啥瘟，更不用说治病了，只能眼看着猪

们一个个死去……”说着，他抽泣了一

下。

我问，“今后咋办？”

吴墩义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拿猪

头敬神！俺爸说以前就是没敬神才犯了

凶煞，得诚心诚意地敬神。我准备把养

猪场改成养鸡场，鸡泼皮，不易生病，

我计划着先养1万只摸摸道，我只熟悉

养殖业。不干怎么办，信用社的70万贷

款光还利息了，本金一分还没还呢，幸

好亲戚们的30来万刚还完。”

那天，吴墩义用三个猪头和香蕉蛋

糕牛肉等18个菜摆了一方桌，点了1万

响的鞭炮，又朝桌上的关老爷三叩九拜

。关老爷眉头微皱，烟雾缭绕中的吴墩

义亦然。

我再回温县已是2009年春节。大年

初六那天，我去养鸡场找他，刚走到大

门口，就闻到一股浓烈的鸡屎臭味，我

硬着头皮进去叫吴墩义，他应声而出。

养鸡场里，他指着那群吃着饲料的

鸡，“这是清远麻鸡，人吃了它的肉，

对心脑血管好。我已跑遍了全县的卤肉

烧鸡店，准备给他们常年供应生鸡，已

经答应了，现在就差签合同了。”

说着我们走进第二个小园子，“这

是坝上长尾鸡，产蛋量高，主要靠它卖

蛋。”我们又往前走进第三个园子，

“这个是边鸡，也叫右玉鸡，蛋肉兼用

……”

我问：“很专业嘛，挣钱不？”

他笑了笑，“两年来基本持平，

有小赚，但积累了经验，为以后翻身

做准备。我还要靠它们还信用社的贷

款呢。”

一晃一年过去了，我从郑州回到温

县去找吴墩义。

整个鸡场不再是去年那种封闭式的

小院，而是一个通达南北的大院。侄媳

妇一个人在喂一群鸡苗。

“吴墩义去哪了？”我问。

“去第三小学大门口卖烤鸡翅了

。”

“不喂鸡了？”

侄媳妇的眼睛突然红了起来，“上

个月禽流感，鸡苗全死了。成鸡被县里

卫生防疫的人就地埋了，这群小鸡娃养

在老家的院子里，才躲过一劫。”

我没敢再追问她，“那你喂吧，我

去城里寻吴墩义。”

在小学门口的树荫下，吴墩义正摆

着烧烤摊。那时正好是下午5点学校放

学，接孩子的家长很多，不时有家长领

着小孩过来要烤翅，也有稍大的高年级

学生结伴过来，生意还不错。

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忙碌没吭声

，直到没人时他才看见我，“哟滨叔，

咋站在后面学技术呢？”我说，“今天

中午去鸡场找你，说你在这卖烤鸡翅呢

。还有没有，给我烤10块钱的”。他笑

着说，“10块3个是卖给别人的，你吃

还能要钱，管饱。”

吴墩义在给我烤鸡翅时说，“今年

运气不好，又遇到禽流感了，几万块钱

的鸡苗无一幸免，信用社的贷款也才还

了20万。想哭都没泪，所以就不哭，生

命不死，就得想别的法子继续干，谁让

咱运气不好哩。”

他把烤好的一个鸡翅递给我，“前

些天，我从焦作那边买了1万个鸡翅，5

毛一个，烤后10块3个。但这只有在学

生上学或是放学时才有点生意，一上课

就没人，不是长久之计。”

“养殖业看来绝对不能再沾手，我

得转变思路。听发小说，到西藏高原上

去修高速路很挣钱，我准备跟他们几个

人一起去干两年，挣点钱先把欠债还完

再说。”

我听后觉得这倒也是个出路，“只

是那边海拔高，内地人去了不一定能适

应，你要注意身体，不适应就赶紧回来

，债可以慢慢还。”

那年秋天，我接到吴墩义打来的电

话，他说他在西藏阿里措勤县一处没人

的荒原上，修筑新疆至阿里间的一级公

路。

“这儿平均海拔5000米，是四季都

冷得要命的无人区，夏季还下雪穿皮大

衣呢。晚上睡在棉帐篷里，半夜能冻醒

，早上被子上都结着一层薄冰，吃的面

条永远煮不熟。平时不干活坐着都缺氧

，工作时更是喘不上气来。不过工资还

是可以的。只要能挣钱，咱农村人不怕

吃苦。”

我听了，便劝他多保重，气候如果

不适应，就早点回来，身体要紧。

那之后，吴墩义和我就很少联系了

。

直到2012年，表哥吴天才来郑州看

病，我去看他闲聊时才知道，吴墩义在

阿里干了两年多，生活条件本就不好，

他又舍不得吃。钱是挣了几十万，回家

后一直觉得胸痛，到焦作人民医院一检

查说是慢性肾衰竭，医生让他住院治疗

，“他那人哪能静下来看病，开了点药

就回家了。”

“他在家闲不住，一个月前，跟俺

村几个烧窑的师傅一起去俄罗斯海兰泡

去烧砖。合同上说干两年，能拿到20多

万，如果能拿到这个钱，他的外债就算

彻底还完了。他年轻还能干就让他去干

吧，在家光看病那心里会舒服?”

我心想，吴墩义真是要钱不要命了

，可转念一想，钱对于一些人来说，也

许真的比命更重要。在农村，有钱了就

可以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不被人笑话

，死了都可以瞑目。

2017年，作者重访吴墩义荒废了的

养猪场2017年，作者重访吴墩义荒废了

的养猪场

再次见到吴墩义已是2014年夏天，

那天他突然给我打来电话，“您在郑州

熟悉，能不能陪我到郑大一附院看看？

我从俄罗斯回来小半年了，最近胸疼得

实在不行了。”

我听了忙说你来吧，郑大一附院我

还真有认识的专家。

我们在郑大附院找到王医生，医生

看了检查结果，沉思了半响，“你为什

么不及早治疗，非要拖到现在才来？”

我说，“他去俄罗斯打了两年工，刚回

国就来找您了。”王医生表情有点凝重

，“那也不能要钱不要命吧，你要是想

要命的话，现在就住院。”

吴墩义跟我商量，说钱带的不多，

不想住院，又给他老婆打电话商量，犹

豫了半天才决定住院。

我把吴墩义安置好后，又一个人去

找王医生，想问清楚吴墩义的病情。王

医生说，他的情况很危险，病人已出现

贫血、血磷水平上升、血钙下降、代谢

性酸中毒、水电解质紊乱等症状，都是

肾衰竭的具体表现，必须住院治疗。

吴墩义见我回来，就问我王医生说

了些啥，又说，“能治的话就治，不能

治趁早回家，咱不能做人财两空的傻事

，儿子这两年就要娶媳妇，等着要钱呢

。”

我说：“医生说你这是慢性病，需

要时间慢慢治疗。只是你不能再去俄罗

斯烧窑啦，安心治病吧。这些年你挣的

钱把外债都还完了，无债一身轻，好好

休息。”

但他一直担心住院费用太高，每天

都把护士送来的小票用圆珠笔一笔笔在

纸上加一遍，当发现有的药没用就先上

帐时，就找护士吵闹，说给他算多了，

护士就给他解释，有的药不是当天用，

是要提前交款次日用。

那天，我在医院的走廊里碰到护士

长，她对我说：“你家这位亲戚真是抠

门到家了。节省医药费能理解，可三顿

饭都是馍汤，一块钱的白菜都舍不得买

。这对他的病不好，你得说说他。”

半个月后，吴墩义坚持要求出院，

说他明显感觉身体好转，加上每天护士

摧他交钱，让他心烦意乱，还和主治医

生吵了架。医生无奈，让他出了院，叮

嘱他回到温县后继续到医院治疗，不可

不管。

吴墩义回温县后并没有继续治疗，

而是回了他在村外面养猪场的两间房里

。他闲下时，去温县人民医院问了肾病

医生，医生告诉他说，像他这种病要长

期坚持做血液和腹膜透析才能维持生命

，还有一种办法是换肾，得二三十万块

钱，不仅有副作用，还不一定能在短时

间内配对成功，总之这是富贵病，不能

干重活，还要吃好喝好休息好。

吴墩义每天在家，重复着吃药、睡

觉或坐在那一动不动这些事，加上情绪

不好，原先健壮如牛的人，现在瘦得不

忍细看。

新农村医疗报销的额度根本解决不

了这样慢性病的巨大花销。家里仅有的

一点存款花完后，开始朝亲戚们借钱，

这更加重了他的思想压力。

2015年夏天，他的病情恶化到喘不

气来，不得已再次住院。

一天晚上，快到凌晨了，吴墩义

给我打了个电话，“滨叔，我俩叔侄

一场，我给你说说心里话。我真不想

再看病了，再看下去就得卖房了，可

卖了院房，儿子娶媳妇娶到猪圈里吗

？我还是死了算了，跳楼最简单，一

点也不连累人……为啥非要走到人财

两空的地步呢？”

我劝到，“你不要胡想，该看还得

看，我给你赞助的那1万块是不要你还

的，专门让你吃药用……我问你，你不

是计划要挣500万后去周游世界吗，你

挣到手了吗？没挣到就好好养病，等病

好后再去实现你的目标。”

他听了在电话里涩涩地笑了起来

，“那好吧，再去挣500万……”还没

说完，他突然停止了笑声，放声大哭

起来。我想再安慰他时，他已把电话

挂断了。

过了10天，到了7月30日那天早上

八点多，表哥吴天才给我打了个电话，

“给你报个丧，吴墩义今天早上6点在

二医院的5楼跳楼了，人已经殁了……

”

那年吴墩义49岁，是温县祥云镇大

玉兰村的农民，一个读书不多，但勤勤

恳恳劳作了一生的农民。

推向死亡的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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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宫的艺术熏陶

我小时候在广东汕尾一个妈祖庙

里长大，这座庙据说在52年改为学

校，我妈在那所小学教书，我爸在另

一个学校教书，19岁当了校长。我

妈到哪里教书我们就住到哪里，直到

我12-13岁，我们一直住在庙里。

我16岁才学音乐，这是很晚的

，之前我学书画，我生长在一个小镇

，谈不上专业熏陶，我对书画的着迷

来源于妈祖庙。庙里的每根柱子都有

雕花，是明代和清代留下来的，对联

的字写得非常好，大殿的屋檐有精致

的石雕，描写一整套三国演义，我天

天琢磨这是什么人物，怎么做出来的

。

我父亲是非常活跃的文艺份子，

他会画画，他不是刻意去表现，从来

没意识到要修炼成艺术家或留下作品

。我父亲会很多乐器：二胡、高胡、

小三弦、小提琴。我原来不知道父亲

会小提琴，直到有一天我决定要学音

乐了，他拿起一把小提琴试音，拉了

一个很有名的曲子。60年代和50年

代，经常有省里的作曲家去我们那里

采风，我父亲是小镇里少数几个会音

乐的人，每次都由他陪同，我想他可

能从那里学了音乐。

民间戏曲的音乐启蒙

因为我父亲会民间音乐，当时要

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叫他来，

他会编剧、作曲，宣传队要做汇报演

出，我小时候就在他们的排练场生活

。当时排练场设在镇里的工会大楼，

夜里猫到处乱窜，有时候晚上他们排

练，小孩就睡在旁边。

76年以后可以演戏，妈祖宫前

面那个戏台就热闹起来，每个晚上我

都搬着凳子去抢位置，那时候没有电

灯，人们早早睡觉，戏班要演到下半

夜1、2点，我跟着看到最后，不觉

得困。

当时有白字戏，有正字戏，白字

戏用比较口语化的潮州话唱，正字戏

用官话(普通话)唱，中间那个舞台只

能唱正字戏。另一个戏是西秦戏(类

似陕西秦腔)，我认为可能是卖艺的

人把西秦戏带到汕尾来，在艺术上它

形成一个独特的剧种，西秦戏的唱词

不是本地方言，是靠师傅教的，所以

汕尾人唱西秦戏，就像香港人讲普通

话，有自己的口音。

西秦戏很动人，我印象最深的是

《薛仁贵回窑》，薛仁贵18年没回

家，好不容易回来，过河时把儿子杀

了。后来我把西秦戏素材用到我的一

部作品里面，这是西北很大气的音乐

，与本地潮汕音乐很不一样。

童年这些经历影响了我后来的创

作。刚开始学习作曲时，我自然而然

就会用到潮汕的民间音乐，就像自己

的口音一样，老师也鼓励用你熟悉的

素材。到了音乐学院，我的作品都有

素材的风格，除了容易辨别的旋律，

还有民间唱戏的发声。

重庆北京拜师学音乐

16岁去重庆之前，我每天夹着

素描本，里面夹几页红线信纸用来写

诗，我全部时间都在画画、写字、写

诗。我早上起来写诗，接着出去跑步

，再练练武术，然后坐下来画素描。

8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着二

哥去了重庆，在那里拜王华为师学习

音乐。王华刚从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

毕业一年，我去见他，我不会弹琴，

但我会看五线谱，我爸有一本63年

的《怎么认识五线谱》，第一首曲子

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从这本书

自学了五线谱。

王华说，你考中央音乐学院吧，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跟王

华学了一年多，然后转到北京跟苏夏

学作曲。

苏夏是苏聪的爸爸，东莞人，说

话有广东口音。那时候苏聪得奥斯卡

奖(《末代皇帝》电影配乐)，苏夏在

翻看一叠剪报，我去跟他学，他说：

“行了行了，再过5-6年你就有自己

的剪报了。”后来，我真的在5年后

获奖。当时周龙和陈怡在纽约主办一

个民族音乐比赛，我的作品得奖，新

闻媒体做了报道。

苏夏是当时中国名气最大的作曲

教授。他很专制，从不表扬你，他一

上来就给你改作品。当时他也在教一

批已经在团体当创作员的音乐人和教

师。他对我说，你学，跟他们学不一

样，虽然我教的是一样的，但我的要

求不一样，因为你的出路不一样。他

们，我只是让他们了解真正好的作曲

，你是要成为真正的作曲家，就像一

座纪念碑，有些是铺在下面的石头，

你是上面那块石头。

第一名考上音乐学院

1990年我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作

曲第一名。最后面试时，主考官问了

一些对我不利的问题，例如，你几岁

学钢琴？幸好老院长吴祖强救了我。

他问我，你最喜欢哪个作曲家？

我说匈牙利的巴托克。他是20世纪3

个最伟大作曲家之一。话匣子就绕开

了。巴托克对中国现代音乐影响最大

，他也注重采风，并把民间音乐用到

作曲中去，作品既民间又现代。

吴院长问第二句：你喜欢他的什

么作品？第三句问：你对他这些作品

有什么看法？我就把那几个作品的特

点和风格仔仔细细第说出来。然后他

问，你对中国作曲家有什么看法？这

些作曲家包括谭盾等人，他们的作品

我都听过，连谱都看过，我就详细地

分析评价了一番。然后吴祖强说，今

天就到此为止了。第二天办公室人员

打电话给我，说你考了第一名，赶紧

去准备文化课。

回到汕尾，我参加补习班，然后

去考试，我的分数超过分数线几十分

，但汕尾招生办负责人没把我的档案

递上去，我没收到录取通知书。

我们去找人，人家说“音乐学院根

本不是你能考的”，“你，黄秋远，要

能成为作曲家，汕尾比纽约还大。”

那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我以后很少回去

家乡。第二年我重考一次，但那次失败

经历对我今后的人生影响很大，后来我

任何一次成功时都很冷静。

民间和现代音乐的融合

我的作曲老师认为，中国专业作

曲断了几百年，我们没有留下正式的

乐谱，留下的只是民间记录下来的。

古代我们有大型乐队，如编钟。但由

于战争和少数民族政权更替，我们的

音乐书籍没有留下来。我的老师说，

现在我们用200年来西方总结的音乐

理论来教你，但我们最终要创作我们

自己的音乐，这与我的生活背景很吻

合。

我的音乐最终要达到的效果与民

间音乐是共同的，就是真情实意的表

达，而不是无病呻吟或为概念而作。

其次，地道的民间音乐，有很多因素

对我创作新的音乐语言和音响效果有

很大启发。民间音乐对我的影响，不

仅是熟悉的旋律，演奏的方式，还有

发声风格，及合奏的奇特方式。

我有个曲子叫《凤凰树下》，

小时候住的妈祖宫下面有个公园，

公园种了一圈凤凰树。我的作品描

写小时候享受大自然的情景，我用

了很多民间锣鼓的素材，这个作品

是由高胡和钢琴来演奏，但高胡有

个问题，需要表现现代性时，需要

作曲家去创新。我于是用钢琴来模

仿民间的锣鼓，表现很淳朴的民间

音乐风格和对地方生活的回忆。民

间音乐，它使我去写一种新的合声

，一个作品的价值不是重复过去，

而在于有多少创新。

我的音乐有淳朴的民间音乐内容

，稍微懂点音乐的人认为太保守，但

我的合声和创作手法是新的，所以最

不懂和最懂的人都能欣赏我作品，全

凭感觉和全凭理论的人都喜欢我的音

乐，中间部分的人就不喜欢。

我的主要作品，在管弦乐方面有

《重庆狂想》，《妈祖宫的回忆》，

舞剧《唐婉》和《热鼓热舞》。这些

作品是最现代意识的作品思维和最清

晰的民间音乐感觉结合在一起。

《妈祖宫的回忆》是给高胡、椰

胡和乐队写的。在音乐的表现形式上

，在演奏难度上发挥到极致。我的创

作思维是现代派，但有民间音乐可听

性强的特点。我从民间锣鼓吸取了很

多素材，把地方音乐素材混进来，还

借用了地方方言。这个作品，我想起

小时候一件事，吃晚饭时，我姐姐会

出来用潮汕话喊我：“阿远啊……

” 每当我想起妈祖宫，就会想起这

个声音，所以这个曲子就以喊我名字

的音调开始。

目前我正在创作歌剧《楼兰》。

我认为歌剧的另一半生命在于音乐写

得怎么样，很多中国歌剧不能与西方

相比，不是它内容不好，而是音乐写

得不好。以前写作品担心没人演，现

在中国对歌剧制作投入很大，但失败

很多，因为作曲家这一关不好，歌剧

对所有作曲家都是一个难点。《楼兰

》从十多年前开始创作，我们几乎走

遍了新疆各地去采风，由于原来的剧

作家退出，我现在同时作曲和写新剧

本，等将来完成后这将是一部有震撼

力的作品。

黃秋遠：我的音樂帶著家鄉口音
黄秋远的音乐，能听出潮州大锣鼓的热烈奔放，又能感受

到悠远古朴的韵味。这要得益于他与众不同的童年艺术熏陶：

家乡凤山妈祖宫的精美雕塑，唱腔独特的潮汕戏曲，还有父亲

文艺宣传队的革命音乐，都成为他后来创作的源泉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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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s: Trump Growing Frustrated                
With China, Weighing Trade Step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WASHINGTON (Reuters) -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growing increasingly frustrated with China over 
its inaction on North Korea and bilateral trade issues 
and is now considering possible trade actions against 
Beijing, three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told 
Reuters.
The officials said Trump was impatient with China and 
was looking at a range of options, including tariffs on 
steel imports, which Commerce Secretary Wilbur Ross 
already has said he is considering as part of a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of the U.S. steel industry.
Whether Trump would actually take any steps against 
China remains unclear. In April, he backed off from 
a threat to withdraw from NAFTA after he said that 
Canadian and Mexican leaders telephoned him asking 
him to halt a planned executive order in favor of 
opening discussions.
The officials said there was no consensus yet on the 
way forward with China and they did not say what 
other options were being studied. No decision was 
expected this week, a senior official said.
Chinese steel already is subject to dozens of anti-
dumping and anti-subsidy orders. As a result it has 
only a small share of the U.S. market.
"What’s guiding this is he ran to protect American 
industry and American workers," one of the U.S. 
officials said, referring to Trump's 2016 election 
promise to take a hard line on trade with China.
On North Korea, Trump "feels like he gave China a 
chance to make a difference" but has not seen enough 
results, the official said.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essed China to exert more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o 
help rein in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Beijing 
has repeatedly said its influence on North Korea is 
limited and that it is doing all it can.

North Korea leader Kim Jung-Un with 
members of a military brigade.
"They did a little, not a lot," the official said. "And if 
he's not going to get what he needs on that, he needs 
to move ahead on his broader agenda on trade and on 
North Korea."
The death of American university student Otto 
Warmbier last week, after his release from 17 
months of imprisonment in Pyongyang, has further 
complicated Trump’s approach to North Korea, his top 
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
Trump signaled his disappointment with China's 
efforts in a tweet last week: “While I greatly appreciate 
the efforts of President Xi & China to help with North 
Korea, it has not worked out. At least I know China 
tried!”
Trump had made a grand gesture of his desire for 
warm ties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hen he 
played host to Xi in April at his Mar-a-Lago retreat in 
Palm Beach, Florida.
"I think China will be stepping up," Trump said at the 
time.
Since then, however, North Korea's tests of long-
range missiles have continued unabated and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Pyongyang is preparing for another 
underground nuclear test.
Trump dropped by last Thursday as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R. McMaster and Trump 
senior adviser Jared Kushner were meeting with 
Chinese State Councillor Yang Jiechi, an official said.
China's inability to make headway on North Korea 
was one of the topics that was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w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eeting. Officials in 
Beijing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on 
the meeting.

President Trump  and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on Monday at the White 
House.
Trump met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on Monday at the White House and made a point of 
not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and Japan would 
be joining together in naval exercises soon in the 
Indian Ocean, a point that seemed aimed at India rival 
Beijing.
Trump also thanked India for join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imposing new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Courtesy https://www.yahoo.c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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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Blasts China                                      

For Hiring Slaves From North Korean 
Government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ccused Russia 
and China of paying the North Korean government 
to provide slave labor, providing "illicit sources of 
revenue" to a pariah state developing long-range 
nuclear weapons.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receives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per year from the fruits of forced 
labor,"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aid Tuesday 
during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State Deparment's 
annual report on human trafficking.

"Responsible nations simply cannot allow this to 
go on, and we continue to call on any nation that is 
hosting workers from North Korea in a forced labor 
arrangement to send those people home."

Russia and China are responsible for between 50,000 
and 80,000 North Korean citizens employed as forced 
laborers, "many of them working 20 hours a day," 
according to Tillerson. And their wages are sent to the 
government, which undercuts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starve North Korea of the money required to fund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ballistic missile 
system that could deliver a bomb to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team has urged 
China to cut financial support for North Korea, a regime 
long dependent on its powerful communist neighbor. 
China has resisted full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imposed on the North Korean economy. 
International observers noted China mitigated the 
effect of coal industry sanctions by expanded the 
amount of iron it imported from the rogue regime.
Though Tillerson criticized both Russia and China for 
their complicity in human trafficking, he singled China 
out for special rebuke on a blacklist of countries that 
support human trafficking.
"China was downgraded to Tier Three status in this 
year's report in part because it has not taken serious 
steps to end its own complicity in trafficking – 
including forced laborers from North Korea that are 
located in China," Tillerson said. (Courtesy www.
washingtonexaminer.com/ )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 holds an umbrella over U.S. Ambassador to China Terry 
Branstad, former governor of Iowa, as they arrive together aboard Air Force One at Eastern 
Iowa Airport in Cedar Rapids, Iowa, U.S. June 21, 2017. (Photo/REUTERS)

"When state actors or nonstate actors use 
human trafficking, it can become a threat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Tillerson emphasized.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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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對於小胸女
人來說，絲洛芬無鋼圈聚胸胸罩真是
救星，不用隆胸手術就可以使胸部增
大一個尺碼，可說是聚攏神器，讓A
杯也有迷人乳溝，而且還能外擴副乳
調整。目前絲洛芬無鋼圈聚胸內衣正
在中國熱賣，很多小胸美眉因為這個
聚胸神器而自信挺胸，感覺到做女人
“挺”好！

香港絲洛芬源自法國，結合歐洲

先進理念和亞洲女性優雅曲線，結合
設計師愛洛特先生追求環保、健康的
設計理念，產品以其舒適、健康、聚
攏的效果在無鋼圈內衣市場佔據重要
地位。 2014年絲洛芬進入中國內地
市場，於2015年3月推出全新款，絲
人定制全面上市，新款內衣選用法國
高彈面料--綢緞絲，其面料特點為光
澤細膩，時尚高貴，舒適透氣，是無
鋼圈內衣中不可多得的優質品。新款

罩杯選取獨創的“手指杯”設計理念
，引入“空氣導流槽”全新概念，在
聚攏的同時更加舒適透氣，集健康與
時尚與一體。

絲洛芬的品牌理念是讓健康美麗
自由綻放，.品牌精髓是做舒服的自己
，.設計靈感來自大自然的逆轉新生。
絲洛芬蕾絲風情大碼款無鋼圈調整型
文胸，採取特定杯型，避免了光杯不
能呈現完美胸型，大碼乃採取國際一

線品牌包括維多利亞秘密所採
取的面料同家供應商，選用法
國激光精雕蕾絲，花紋立體，
花色獨特，讓你時刻綻放或性
感，或優雅，或唯美的神秘氣
質。芒果無鋼圈系列內衣，源
自大自然的逆轉新生，獨創仿
生芒果聚攏承托設計，不擠也
聚攏，面料自由貼合肌膚，舒
適細膩。絲洛芬高端睡眠Bra，
因其納米拉絨工藝的特殊性，
需要更加嚴格的把控製作環節
，每一件只為高貴的你專屬定
制，讓您真正體驗穿了比沒穿
更加舒服。絲洛芬芒果睡眠內
衣，內衣市面上僅此一款，只
有絲洛芬有這一款文胸，它主
要採用的是輕膚棉，此棉採用
最優質進口原材料，結合外商
發明技術，以經過多年研究、

反複測試而成的一
款健康又環保的新
型材料為主。如第
二層肌膚般輕柔、
曼妙，實現了罩杯
與胸部的完美結合
，讓你時刻處於最
舒適的狀態。真正
實現了無痕杯、零
壓力、零距離、零
束縛。絲洛芬只專
注無鋼圈內衣，所
以更專業，也才能
有今天的好口碑！
絲洛芬國色天香美
胸款無鋼圈調整型
文胸，台灣激光削
花，顛覆內衣工藝
，維多利亞等大牌
同等面料供應商，
精雕出獨具特色的
花紋，每一件內衣
都擁有獨一無二的花色，只設計專屬
你的健康調整型內衣更加貼合胸型。

絲洛芬除了美體塑形以外，還因
為無鋼圈，所以降低了患乳腺疾病的
機率。設計也特別人性化，採用.防過
敏肩帶扣，特定防滑。聚攏效果超讚
，讓任何罩杯哪怕是A罩杯都可以有
優美性感的乳溝！確實，擁有了絲洛

芬無鋼圈聚胸內衣，就沒什麼是“大
”不了的了！

絲洛芬休斯敦專賣店設在中國城
黃金廣場的名姿髮廊內，地址：
9938E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36（山東麵館隔壁），電話：
713-885-5775

沒什麼“大”不了的——絲洛芬無鋼圈聚胸內衣

名姿髮廊梁燕髮型師，人好手藝更好！
（本報記者黃梅子）我不

光是《美南新聞日報》的記者
，也是美南國際電視15.3《生
活》節目的製片人兼主持人，

有一些觀眾注意到我最近換
髮型了，對了，我換了髮型
師。現在為我提供髮型設計
的是名姿髮廊梁燕髮型師，
梁燕認為，一個好的髮型師
，絕不僅僅在於會做漂亮的
頭髮，而更在於會根據客人
的個性和職業為他（或她）
設計出獨特的、與客人氣質
相得益彰的髮型，這樣的髮
型師才能稱為髮型師；而給
任何人做出來都是一個樣子
的千人一面的髮型師，事實
上只能稱之為理髮匠。
一般人通常去髮廊時，只

會對理髮師說一些籠統的形

容詞，比如：“輕盈的、飄逸
的、有垂感的、蓬鬆的……”
或說出想要的氣質，比如“活
潑的、成熟的、有女人味的、
另類有個性的……”，一般的
理髮師聽得云山霧罩，反而不
知道怎樣下剪。所以，很多人
只好說得具體些，比如“劉海
不要長過眉毛或頭髮不要短過
肩……”，有的把自己喜歡的
髮型圖片拿給髮型師看。但事
實是，無論怎樣說或比劃，一
般的理髮師剪出來的頭髮還是
以不變應萬變，千人一面。

梁燕從小就對扮漂亮很感
興趣，也有美術天賦，來到美
國後她去學了美髮，在這個行
業一干就是十多年。她是真的

熱愛這一行，所以每天工作那
麼長的時間，她也不覺得苦。
每當她為客人設計出一個漂亮
的髮型，看著客人容光煥發的
樣子，她感覺到一種強烈的成
就感，比賺錢更爽。梁燕手藝
好，其實她人品更是好到沒話
說，永遠都是輕言細語，而且
從來不計較金錢，有時候顧客
忘記帶錢或者少給錢，她都不
計較，永遠笑臉迎人。而且梁
燕特別守時，顧客只要打電話
來，她馬上就會趕到。所以，
梁燕的客人越來越多，她也就
升級做了老闆，也多請了好幾
個助手給她幫忙。她的名姿髮
廊非常大，目前還有幾個空位
可以租給美髮師，有興趣的朋

友可以直接打電話
713-885-5775 給
梁燕。

名姿髮廊很大
，目前有美容美髮
，還有紋眉繡眉以
及接睫毛，還有服
裝定制以及修改，
日 本 名 牌 護 膚 品
SK-II的中國城專賣
店也設在名姿髮廊
。
名 姿 髮 廊 Ming zi
Salon&Spa
地址：9938E Bel-
laire Blvd, Hous-
ton, TX77036 （山
東麵館隔壁） 梁燕手機：713-885-5775

（本報訊）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總會長梁義大、秘書長陳
恬璧、財務長俞國勝和洛杉磯三位理事獲邀於6月27日參加在
加州洛杉磯市中心酒店由中國洛杉磯總領館與南加州僑界聯合舉
辦慶祝香港回歸20週年招待會，共同慶祝這偉大歷史性的日子
，美方貴賓有美國國會議員趙美心，加州眾議員周本立和洛杉磯
當地政府官員、南加州僑界慶祝香港回歸20週年籌委會成員和
僑學界、香港同胞等僑社團體代表約有500人出席。

劉健總領事致詞，香港回歸20年來，中國中央政府切實以"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為方針，堅定不移的維護香港
的繁榮和穩定，香港經濟社會學和政制發展取得長足進步，對外
交流合作不斷，並為祖國內地改革開放和對外交往事業做出了獨
特貢獻。事實證明，"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它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也是中華民族實現
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中央政府關於香港大政

方針的宗旨是為香港好，為香港的明天好，為香港同胞的明天更
好。

招待會現場還舉辦了紀念圖片展，南加州僑界表演《東方之
珠》，也邀請全體在會場的僑胞們共同合唱，《紫荊花開》的舞
蹈，《明天會更好》的合唱、劉健總領事率領僑界代表大合唱
《歌唱祖國》，將招待會熱烈友好的氣氛推向最高潮！招待會在
享用自助餐晚餐後圓滿結束！(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供稿)

北美洲台親會獲邀參加
洛杉磯總領館慶祝香港回歸20週年招待會

劉健總領事致詞劉健總領事致詞 左起王雷副總領事左起王雷副總領事、、劉健總領事劉健總領事、、孫魯山副總領事孫魯山副總領事、、梁義大會長梁義大會長

左起俞國勝左起俞國勝、、陳恬璧陳恬璧、、劉健總領事劉健總領事、、梁義大梁義大、、謝虎成謝虎成 左起左起 俞國勝俞國勝、、謝虎成謝虎成、、梁義大梁義大、、陳恬璧陳恬璧、、任克成任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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