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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某某是一名菜贩，为了维持生

活，平日半夜就要出门贩菜卖菜。妻

子胡芳(化名)为了让丈夫回家能吃上热

腾腾的早饭，将闹钟定在3:30，她做好

早饭后迎接丈夫归来。然而，去年9月

19日这一天，胡芳起床后却遭遇杀身

之祸，而杀害她的人竟然是丈夫的情

人。昨日上午，合肥市中院对这起故

意杀人案进行宣判，丈夫的情人被判

处死刑，另一名帮助作案的男子被判

处死缓。

保持情人关系 承诺“等十年”
在一起

四十多岁的女子李某某是安徽无

为县人，2013年左右，她对来村里卖

菜的男子董某某产生了好感，两人交

往密切，并随即发展成情人关系。

董某某因为贩菜需要，平时总是夜

里出门。怕妻子胡芳发现情况，董某某

一般晚上睡觉前会将手机关机，凌晨进

菜时才开机，并跟李某某电话联系。

两人这样的关系维持了一段时间

。一直到2014年下半年有一天，因为

胡芳产生怀疑，董某某就向胡芳承认

了他和李某某的关系。董某某向李某

某提出了分手，李某某到他家中来闹

，派出所的民警也来处理过此事。

之后，董某某又和李某某恢复了

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到了2016年上半

年，李某某问董某某，什么时候能和

她在一起。

董某某就让李某某再等十年，十

年后他们会在一起。

等不及十年 她约人一起杀害情
人妻子

李某某想要跟董某某在一起，但

是她等不及十年。

在事发的一个多月前，她打电话

给董某某打不通，便产生了杀害董某

某妻子的想法。李某某一个人不敢干

，就邀约从上海回来的同村男子任某

某帮其一起干。任某某开始没有同意

，后来她多次跟任某某讲到这个事情

，并答应只要她有的都会给，任某某

最后同意了。

在案发前一个月的一天晚上，她

和任某某两个人曾步行前往董某某家

，但是这次两人没有作案。

2016年9月19日零时许，李某某携

带两副手套、一条毛巾，与任某某前往

位于巢湖市散兵镇的董某某家，二人戴

上手套在董某某家门外伺机作案。

李某某知道董某某凌晨需要出门

贩菜，因此屋内只有胡芳一人。李某

某在作案前，还在电话中询问董某某

，两人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

当日3时30分许，胡芳起床后打

开大门，打算等待丈夫回家，李某某

、任某某趁机冲入门内，采用毛巾捂

口鼻、手掐颈部等方式杀害胡芳，致

其当场死亡。

让人痛心的是，民警后来调查发

现，胡芳的手机上闹钟设置在3:30，这

个是她起床为丈夫做早饭的时间。

女子被判死刑 表示自己连鸡都
不敢杀

李某某二人作案后逃离现场，在

逃跑过程中将手套、毛巾丢弃。

当日4时20分，董某某回到家中

发现情况不对劲，因平时妻子手机闹

钟都是3:30叫醒，妻子会起床做早饭

并打开大门等着他回去，但是这一天

他回来时家里没有动静，门也是锁着

的。

董某某拿钥匙打开了门，摸黑开

了客厅的灯，发现妻子躺在地上，已

经不省人事。 120救护人员赶到时，

发现胡芳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同年9月21日，李某某、任某某

被抓获。

然而，此事发生后，李某某在接

受审判时辩称，杀害胡芳的主意不是

她提议的，毛巾、手套也是任某某让

她带的，胡芳是任某某捂死的，她当

时害怕只按着胡芳的胳膊。

任某某对犯罪事实无异议。

昨日上午，合肥市中院作出判决

，李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任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

期二年执行。

宣判后，李某某当庭表示要上诉

，称自己连鸡都不敢杀，怎么会杀人

。任某某称要考虑是否上诉。

妻子凌晨惨遭
丈夫情人杀害

公众关注的南京南站猥亵女童

案今天有了最新进展，南京铁路警

方于上午11时许发布微博称：嫌疑

人段某某(男，18岁)已于8月14日

在河南滑县被抓获，并以涉嫌猥亵

儿童罪对其依法刑事拘留。同行的

两名成年人为段某某父母，目前，

对段某某父母正在依法进行调查处

理，女童为段某某父母的养女。

消息一出，立即引来网友大讨

论，这个案件属于自诉案件吗？会

不会因为侵害人与被害人的特殊关

系而导致从轻甚至免除刑罚……带

着网友的疑问，记者连线北京市东

城区检察院未检部检察官刘超颖、

检察官助理庞振寰。

记者：该案属于自诉案件还是

公诉案件？

刘超颖：本案属于公诉案件。

根据刑法第237条的规定，猥亵儿

童应当从重处罚。该案嫌疑人在公

共场所，当众将手伸进被害人的衣

服内抚摸其胸部，而胸部属于性象

征意义的隐私部位。应当认定为

“公共场所当众猥亵”行为。该案

发生在公共场所，人流量大，影响

恶劣，说明嫌疑人主观恶意很深，

对这种行为应该加大打击力度。

记者：该案是否会因为兄妹关

系而对嫌疑人减轻处罚？

刘超颖：不会。我国刑法并没

有规定“亲情关系”可以减轻对犯

罪嫌疑人的处罚。在司法实践中，

我们遇到过亲生父母强奸或猥亵未

成年子女的案件，依照法律规定，

司法机关应予以从严惩处。

记者：未成年女童被侵害的照

片在网上流传，让人担心未成年人

隐私如何保护？

刘超颖：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最

高法的司法解释，对被害人的隐私

应该予以保护。对于该类案件，应

该慎重宣传，对被害人的图片应进

行特殊处理，避免暴露被害人的真

实身份，造成二次伤害，对被害人

来说，这可能是更大的伤害。

记者：根据目前的案情描述，

在现场的两位监护人没有制止猥亵

行为，从法律角度讲，监护人负有

什么样的责任？

庞振寰：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

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的职

责。民法通则和将于10月1日起施行

的民法总则均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

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法院可以根据

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

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

，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

法指定监护人。

记者：警方曝出女童系收养的

消息后，收养也成为网友关注的话

题，仅从法律上来讲，养父母如果

未能履行监护人职责，有什么救济

举措？

庞振寰：我国收养法明确规定

了收养条件。目前，社会上存在的

一些童养媳、抱养行为是不符合法

律规定的。对于不符合收养条件的

情况，可根据我国收养法解除收养

关系或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变更监

护人。

记者：保护女童一直是社会关注

的话题，请问检察官有什么建议？

刘超颖：应该加强未成年人的

自我保护意识，这个是很重要的。

应该告诉未成年人，哪些行为是对

她们的侵害，受到侵害后应该怎么

办，要敢于说不，及时寻求法律帮

助。之前我们办理过一起公交车上

的猥亵案件，被害人面对侵犯不敢

出声、不敢反抗，下公交车后才告

诉了同行的姐姐，姐姐反应很快，

立即上车找到嫌疑人并报案，这才

案发。同时，也要加大对公民的普

法宣传，一些人没有意识到在公交

车等公共场所摸一下女性大腿或者

胸部等隐私部位可能涉嫌犯罪，因

而肆无忌惮。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和

打击力度。

南京猥亵女童案引起热议
检察官详解网友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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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8月5

日晚，BBC2播出纪录片《我们的孩子

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第一集，

在中国国内引发热议，中国老师和英国

中学生之间的“较量”似乎火药味儿十

足，的确让这部纪录片夺人眼球。

谈教育不能离开国情。看过这集记

录片的英国网友评论说，中国老师的教

育方式适合中国这样资源有限、机会有

限，但却拥有庞大人口的发展中国家。

除了英国，中美教育又有何差异？

我们听听在美读书的华人学生怎么说。

在高一下学期离开北京，到纽约

读高中的曲漪蓝现在已经是纽约大学

石溪分校大三的学生。她说：“国内

读高中是老师拿鞭子赶着学，有时都

不知道在为谁学习。在美国是放羊，

不学习、不交作业也没人管。学校不

会为你组织高考复习，学习是自己的

事情。”曲漪蓝认为，中国式教育有

利于约束自觉性差的孩子，美国教育

有利于培养精英。“很难说哪一种教

育更好，要看个人吧。”

范思捷与曲漪蓝感觉相似。她来自

南京外国语学校，在美国读了三年高中

。她认为，国内更重视基础教育，每个

学生在初、高中都会接受系统、全面的

基础教育，文、理各科基础功扎实。

“美国教育更注重发挥学生个人特长，

因材施教，给了学生更多适合个人的学

习机会。”

美国大学入学标准多样化。大学录

取学生有较高自主权，不仅看学习成绩

，还看参加社会实践等多方面情况。高

中平时成绩几乎与大学入学标准考试

（SAT）一样重要。

曲漪蓝说，从9年级（相当于初中

三年级）开始，升学成绩就是多项指标

加权，包含考勤（10%）、平时作业

（30%）和各种考试成绩（60%）等等

。老师对每一节课、每一次作业和每一

次考试都有详细记录。

为在大学入学标准考试（SAT）中

拿高分，她暑假上了3个月的辅导班。

“学校辅导员会给我们推荐很多参考书

，自己做各种练习，”她说。此外，她

还在课余时间参加了数学小队、打鼓队

，到养老院和幼儿园做义工等。

曾就读于曼哈顿上东区公立高中、

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硕士的凯迪则认为，美国高中生

看起来很轻松，不像中国学生那么多考

试压力，但实则不然。

“这真的取决于各人，想要进名校

的学生也很累。除了保持学习成绩排名

年级前列、大学入学标准考试（SAT）

拿高分，还得参加各种乐器、体育和艺

术活动，在各种社团中担任领导职位，

平时还要积极参加义工活动，如果能在

各种竞赛上获得好名次，或者有联合国

或高盛（投资银行）这种国际机构的实

习经历，才能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来自纽约一所公立学校的老师米

歇尔· 施奈德认为，堆积如山的作业会

让美国孩子们感觉压抑和沮丧，甚至

厌学。高中是美国学生面临最艰巨挑

战的时期，孩子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学习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大学入学考试

和入学申请。

“我想美国学生如果直接进入中国

学校上课可能会受不了，也许成绩也跟

不上。”

中美教育有何差異？聽學生怎麼說

最近，在美国见到了不少老朋友，

都是这两年陆续搬过来的，目的是为了

孩子上学。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样做

的成本很高。一方面是家庭支出剧增，

另一方面是夫妻处于事实上的两地分居

状态。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值得，原因

是孩子比以前健康开心了。

为什么同样一个孩子，在中国和美

国上学的结果是如此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呢？我试图从美国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

的教育。

从教育者角度来看，美国人教育的

目的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或优

秀的社会公民，是一种公民教育。所有

的公立学校的目标都是为了提高本州人

民的文明素质，而私立学校的目标是培

养未来的领袖，当然更加重视对学生的

公民教育。

首先是非常强调沟通。老师经常鼓

励学生把自己的想法真实准确公开地表

达出来，而不是憋在心里不说。因此，

大多数美国学生比较直接和阳光。另外

，学校会通过各种聚会、活动和组织提

供平台，创造学生和其他人沟通交流的

机会。老师也会通过各种途径训练学生

如何准确地表达自己，同时，如何正确

地理解他人。

其次是允许学生犯错。美国人认为

，任何人都会犯错，即使是圣人也会如

此。在美国人看来，重要的不是不犯错

，而是对待错误的态度，要勇敢地承认

错误，对错误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对

因为自己的错误而受到伤害的人真诚地

道歉—道歉是美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方

面。做到了这些，一个人即使犯了再大

的错误，自己也会坦然面对，至少不会

心里不安—当然，还是要尽可能避免犯

错误。面对人们犯错之后的精神压力，

美国社会提供了两项重要机制予以帮助

：一项是宗教忏悔，另一项机制是心理

治疗。

第三，尽最大可能发现每一个学生

的特点和优势，为他（她）提供针对性

的教育，不断提升他（她）的自信心。

一个朋友的孩子从小不但学习成绩

不好，几乎就没有让人觉得好的地方。

因为体型太胖，他的脾气也变得极为暴

躁，和所有人都无法相处。特别是刚到

美国的时候，因为语言不通，情况更加

严重。就在家长和孩子都快要绝望的时

候，有一天，学校的音乐老师找到孩子

，对他说，我感觉你的音域可能很宽，

你来跟我学歌剧怎么样？慢慢地，孩子

喜欢上了歌剧，因为他发现，在唱歌的

时候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感受世界。

特别是当夜幕降临他站在舞台中心引吭

高歌时，他可以把他所有的情绪都淋漓

尽致地发泄出来。更重要的是，唱歌剧

的过程让他找到了自信。他想，歌剧我

都能唱好，其他的事情为什么就做不好

呢？结果先是英语很快变好，接着其他

文化课的成绩也随之上升了。当他有一

天对爸爸说自己的理想是去纽约的茱莉

亚音乐学院（TheJuilliardSchool）上大学

时，我的朋友简直惊呆了，那是全世界最

顶尖的专业音乐院校啊！他从来没有奢望

过自己的孩子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

其实，像这样一个在国内学校看起

来一无是处到了国外却仿佛变了一个人

的孩子大有人在。实际上，这就是教育

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它使绝望的人变得

拥有希望，使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看，许多美国

人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找到自己喜欢的

事情，发现自我，使自己最终成为应该

成为的那个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

他（她）们非常重视自我的感受，自己

和自己比较，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有了更

多的进步。老师也鼓励学生这样做。

一个朋友的女儿在学校里做的几乎

每一件事，都会受到表扬，以至于孩子

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经常困惑地问爸

爸：“我真的有那么棒吗？”—在国内

，她从来没有受到过老师的表扬，因为

学习成绩不好。但美国人的确是这样认

为的，只要你做的比上一次好，就是

“GoodJob！”（好样的）他们并不虚

伪。在美国学校，特别是在幼儿园和小

学，学校从来不会让学生和家长有任何

机会去做相互间的比较，每一个孩子都

是在个人意义上最棒的一个。这是美国

学生甚至美国人普遍具有强烈的自信心

的重要原因。

美国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人

口又不多，因此在教育问题上就比较从容

。相比之下，中国的资源，特别是各类优

质资源有限，再加上人口数量实在过于庞

大，必然在教育问题上比较紧张，更加强

调竞争性。因此，许多看起来在美国实行

效果良好的教育制度，中国却根本实现不

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差

额太大，我们投入不起。

从这个角度看，仅仅改革高考招生

制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让我们的

教育变得更加多样化，更富有弹性和适

应性，能够尽可能地满足各类不同人群

对于教育的需求—而不是只有成功者—

这样也许我们就可以不用再漂洋过海，

把孩子送到异国他乡接受教育了。

中美教育差異
有的中國孩子到國外變了一個人

一、大家普遍对中美教育印象差异：

一提到中国的大学教育，很多

人也立即会想到应试教育、“填鸭

式”教育等词眼，但是提到美国的

本科教育，大家则会想到通识教育

，素质教育，激发创造性等。

二、中美本科教育差异：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去到

美国的大学深造，我们对美国本科

情况的了解也比以前更加深入和具

体，相信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

受到了现在本科教育上中、美两国

的不同。与中国的大学教育一样，

美国的大学本科教育一般需要四年

时间，也要求学生筛选某一特定的

专业。但除此之外，中美大学教育

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现在我们就

针对中国与美国的大学本科教育来

做一下对比。

1、中美本科教育方式的差异：

在大学本科阶段，

中国属于应试教育和美国是通

识教育。

应试教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字

眼，它不仅存在大学之中，基本上

是贯穿了中国教育的每一个阶段，

每一年都让国人高度关注和紧张的

高考总会让人联想到古代的科举，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应试基本上是

中国教育一直延续的传统；

而作为美国的传统教育——通

识教育，这是所有美国大学在最开

始的时候就确立和坚持的教育方式

，它关注的是如何把一个人教育成

一个能够独立思考、具有价值观念

和道德操守、了解文化差异的健康

个体，培养学生表达能力和分析问

题能力。

通识教育含义：一般来说，学

生需要学习艺术、历史、哲学、人

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内

的课程。在接受了足够广泛的学习

后，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选择 一个

专业方向，进行进一步的深入学习

。这样的教育可以使一个工科的学

生具有和人沟通的技巧，也可以是

一个商科的学生提高自己在逻辑思

维和数理分析上的能力，也就是说

美国的本科教育在帮助学生更好的

接触和融入社会。这一点上我们中

国的大学趋势应该借鉴。

2、中美本科教育申请与毕业的差异：

在考取大学的时候中国和美国

的采取的方式就有很大不同，很多

人都形容中国的大学是严进宽出，

而美国是宽进严出。

中国本科教育的严进宽出，不

仅表现在考试的难度上，还表现在

中国的大学生在入学前，就必须确

定了某一专业。并且，从进入大学

的第一学期，就开始学习专业课程

。并且，中国的大学课程中，专业

课程（包括核心课程和相关 课程）

至少占到总课程数的60%以上。

而美国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时

并无专业之分，而是按照一定的要

求学习一些公共科目。例如： 文学

、艺术、历史、哲学、人文、社会

、数学、科学等几大领域。只有到

了大学三年级，学生才有机会选择

自己所感兴趣的专业，在确定了专

业后，学生开始学习专业课程。但

专业课程 的比例一般不超过所有课

程的1/3。因此，可以想象，美国的

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知识宽

度、平衡性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

他们培养的其实是具有一定素质和

文化修养的公民，这也是美国本科

的教育也常被大家理解为一般教育

的原因。

3、中美本科教育在课上与生活中的

差异：

从细节上来说，中美本科教育

的差异会表现的更明显，比如：

课堂上中国大学以老师教授为

主，学生要记得范围，重点因为关

系到考试内容；而美国大学以学生

为主，大家通过讨论，研究，辩论

的方式探求真理，老师则起到了引

导和指导的作用。

生活上美国的大学校园生活

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各种社团

，组织，各种学术非学术的活动

，相对来说也比中国的大学要更

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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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初，我经历了事业爱情的

双失败，情绪低落，在家无所事事。

发小小春得知我的情况后，打来电话

说他在南宁做工程，让我过去帮忙，

一个月5000。

第二天凌晨5点，我就到了南宁

。小春带我到了青秀区的某个居民小

区。客厅里有很多人，大家都十分热

情，指着茶几上的水果瓜子，叫我随

便吃不要客气。

稍作休息后，我和小春一起去菜

市场买菜。

途中，我问小春：“你不是做工

程的吗？怎么没看到工地？”

“其实我在做生意，一个稳赚不

赔的买卖。今天你先休息，明天我带

你去上课。”小春说得很神秘，我有

点怀疑是传销。

中餐很丰盛，一共有10个菜。

“你知道为什么刚好做10个菜吗？

”小春问。

我摇头。

“10个菜代表十全十美，然后我

还做了一盘红烧鱼，代表年年有余。

”

小春越是这样说，我心里越是七

上八下。

吃完饭，我假装接到一个电话，

然后对小春说：“一个朋友在家里给

我找了份工作，一月8000。今天我就

回去了。”

小春看出了我的顾虑，直截了当

地说：“我知道你是怀疑我在做传销

。既然咱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哥们，要

不你就留下来，帮我看看这到底是不

是传销？”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到彼此的

感情，加上我走南闯北数年，是否是

传销大抵分得清楚，很自信自己绝不

会被洗脑。

第二天早上，小春带我去上课，

是一对一的形式。

给我上课的是位女生，24岁左右

，小孩已经3岁，一家三口都住在这

里。

她给我和小春倒了茶，随后拿出

一支笔和一张纸。她一边画图，一边

给我讲：“这份生意是响应国家西部

大开发而形成的，自愿连锁经营模式

，纯资本运作，五进三阶……”

“现在投资21份，一份的价格

是3300，两到三年后回报1040万。

当然你花了69800以后，我们马上会

退还19800，让你有生活费，可以继

续学习。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必须再

叫3个人过来，让他们成为你的下级

……”

这不就是传销吗？我心想。

女生讲完，应该是等着我提问题

，却没想到我一直缄默不言。

“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别让讲

师等着，等会她还有课呢。”小春在

一旁催。

“蛮好的。”我答道。

小春火了，“什么是蛮好？”

“这是一份不错的生意。”

“那你想不想做？”

“想做，但是我没钱。”这个理

由对于我来说再恰当不过。

“那你还是不相信。若是一个人

都知道两三年后能赚1000多万，那

么他现在就是卖房卖肾都会做。”

中午午休过后，我和小春又去上

课。

走在小区里，小春遇见每个人都

会和对方热情打招呼：“早上好。”

小春解释道：“早上好的意思是

早上总，这是祝福人家。上总了就是

当上老总了，可以住到市区，每月有

十几万的工资。”

“嗯。”原来这些人都和我一样

，是去上课。

第二个讲师是一位40岁的中年

男人。给我们倒茶时，我发现他的左

手没有小拇指，伤口齐整。

他没有继续讲“生意”，而是讲

起了自己的故事。

他是上门女婿，在妻子家里抬不

起头。做了很多次生意，但都以失败

告终。后来在一家水产中心摆摊卖螃

蟹，一年能赚10多万，但他并不满

足。

当得知世界上有一种“生意”只

出69800，两三年后就能赚到1000多

万的时候，他准备出售摊位。妻子不

愿意，无数次争吵后，还是无法让妻

子理解。他愤然到厨房里拿起菜刀，

手起刀落，剁掉了自己的小拇指。

离婚后，他拿着10万块钱，马

不停蹄地来到南宁，开始做起了“生

意”。

他问我：“你说，假如我赚到

1000万后，还会要我的老婆吗？不，

是前妻。”

我说：“会要吧？毕竟你们有个

10多岁的孩子。”

他摇头，“不会，一个跟你没有

共同理想的人，你要她干嘛？”

第3天，小春继续带我上课。

上午是一个女孩，大概25岁的

样子。被男友抛弃后，来到南宁开始

做“生意”。她和男友是大学同学，

毕业后一起在深圳工作。但深圳房价

太高，像他们这样的外地人根本买不

起房，好在他们感情不错。

两年后，男朋友找了一位富婆，

和她分手了。“我找到了有钱的女人

，你再找个有钱的男人，这样咱们就

都不用过穷日子了。”

她心情很差，后来经同学介绍，

来到南宁。

“你也是刚刚失恋吧？心情肯定

不好，但是社会就是这样，男人嫌女

人没钱，女人同样也嫌男人没钱。”

她接着说道，“到时候等我赚了1000

多万，我肯定要开辆宝马从前男友身

边经过，让他后悔一辈子。”

她问：“假如是你，你会这么做

吗？”

我说：“干嘛要这么做？曾经爱

过的人，就算她伤我再深，我都愿意

在最后祝福她。”

她话锋一转，“我跟你说这么多

，其实就是想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需要通过自

己的努力赚钱，赚到钱后爱情就会不

期而遇。”

“现在投资21份，一份的价格

是3300，两到三年后回报1040万。

”“现在投资21份，一份的价格是

3300，两到三年后回报1040万。”

下午，讲师是一位20多岁男生

。他的茶几上放着一本丁远峙的《方

与圆》。

他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农村，父

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年到头只能

挣上几张干巴巴的钞票。所以，他发

誓这辈子一定要赚很多钱，让父母享

福，让后代过好日子。

他说：“每个年轻人都应该有这

样的梦想，这样人生才有意义。”

他又说：“人应该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我不置可否。

晚上吃完饭，我们坐在沙发上聊

天。

“听课听得怎么样？”小春问我

。

“蛮好的。”

“那你想不想做这个生意？”

“当然，不过我确实没有钱，再

说，家里也没存钱。”

“那你还是不认同这个生意。认

同了，就会想办法凑钱。曾经有一个

哥们，看准了这个能赚钱，就坐在十

楼的天台上跟父母打电话，如果不汇

钱过来，他就跳下去。”小春说道。

第4天，不再是讲故事，而是开

始阐述“生意”的合法性。讲师是一

位文质彬彬的眼镜男生，上来就问了

我很多问题。

“钱是由中国四大银行汇入转出

，这么多笔69800，中国网监和银监

能不知道吗？”

“如果说这是传销，那么这么多

人被骗了69800，他们难道不去政府

上访？就算当地政府不管，那就不知

道去北京？”

“在我们这里不到1000米的地

方就有驻军部队，为什么他们没有抓

我们？或者驱逐我们？”

“凡是加入这个生意的，手机都

会有短号，通话一分钟，其实不是60

秒，而是100秒，这说明其实国家是

暗地支持这个‘生意’的。”

听到这里，我实在没忍住，犯一

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开始和他争论

起来，说出了自己的怀疑。

我问：“那为什么没有国家的红

头文件？”

他答道：“其实这是国家在帮助

一些胆大的、有魄力、有助于国家发

展的底层人才，因为这样才能解决贫

富不均。如果有了红头文件，那全中

国的人都来了，赚到1000多万还有

什么意义呢？”

下午讲课的是一位年纪稍大的男

子。

我和小春一落座，他就拿出一份

南宁地方的红头文件。大致内容是鼓

励外地人来广西发展，为西部大开发

添砖加瓦，只字未提“生意”。

而后，他从珠三角讲起，再到长

三角，最后讲到西部大开发对中国的

重要性和战略性。“数年后，南宁就

会像现在的深圳和上海一样。”他斩

钉截铁地说。

晚上，小春带我到小区的广场里

闲逛。

广场上，一群外地人正拖儿带女

地玩耍，操着各自的家乡话。听口音

，大概有四川人、湖北人、湖南人、

河南人、重庆人。

“你说，如果没嫌到钱，他们这

些外地人会一家人都来这边吗？没有

钱他们怎么生活？”小春看着我说道

。

第5天早上，小春说今天不带我

上课了，改去南宁市中心玩一圈。

在南宁市中心五象广场上，小春

指着一侧的台阶，“你看那个台阶，

每阶有5级，一共有3阶，寓意着五

级三阶制。”

接着，小春指着五象广场上的灯

柱，笑着说：“一共是21根，寓意

着21份‘生意’。”

随后小春带我来到南宁国际会展

中心，介绍说：“这里是党和国家领

导人与东盟各国领导人开会的地方。

”

后来我们还到了南宁领事馆区和

南宁规划馆。路上，小春一边介绍西

部大开发的重要性，南宁未来的发展

趋势，一边说着这个“生意”与南宁

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趟下来，我们碰到了很多操

着外地口音，像我一样来了解“生意

”的人。

晚上，我住的房间里来了很多人

，大家围在沙发周围，我坐在沙发中

央，开始了新一轮关于“生意”的争

论。

我还是太高估自己了。

争论了不过短短两个小时，我真

的对这个“生意”的态度就发生了

180度的转变，感觉1000万就像身旁

唾手可得的苹果，只要我一伸手就可

以拿到。

第二天，小春再次带我来到南宁

市中心，跟“老总”——小春的上级

见面。

地点是一家西餐厅的包房，来的

是兄妹三人：已经“上总”的妹妹和

她的两个哥哥。一位是暴发户打扮，

戴着劳力士手表和小拇指粗的金项链

；一位穿着唐装，戴着檀木手串。

妹妹先给我看了一份中国银行汇

款小票，说这是她每月汇款给她妈妈

的记录。基本上每月都有三万左右，

总共10多张。

“我算了一下，从我上总后，我

总共汇给我妈46万。你说我究竟赚

到钱没有？”

接着，暴发户打扮的男士开始讲

自己的故事。他原是东莞一家加工厂

的老板，每年能赚100多万。但是为

做这个“生意”，他关闭了工厂。现

在在南宁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每年

至少能赚千万。

穿着唐装的男士说自己原先是

安利中国公司的副总，后来了解到

这份“生意”，决然辞职。现在开

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每年也能赚

千万。

我听得热血沸腾。虽然很想做

“生意”，但自己手头上确实没钱。

一群人开始给我出主意，叫我打

电话给父亲。当然不能说是做“生意

”，而是编一个合适的理由，先骗他

过来。

小春了解我的父亲，把一切有关

他的信息都吐露了出来，人品、性格

、教育程度、家庭环境、经济基础、

父子关系等等，以求突破父亲的弱点

。

我打电话给父亲，骗他说自己在

南宁找到一位漂亮的女朋友，女方的

家长想见男方家长，讨论一下结婚的

事宜。父亲相信了，答应第二天就来

南宁。

小春为了稳妥，还打电话把自己

的父亲从广州叫了过来，他父亲也在

做“生意”，而且和我父亲是很要好

的朋友。

第二天，小春父亲先到。大家聚

在一起，再次分析了父亲的性格和弱

点。最后得出结论，父亲是一个好面

子的人，只要把他架着，他就不好下

来。

可我父亲来后，并没有按照他

们的预期发展。他即不上课，也不

给任何人面子。在得知我骗他后，

和我争吵起来。

“儿子，都怪爸爸没用，给你

挣不到1000万。但不管你有没有工

作、有没有钱，爸爸也是爱你的。

”说到最后，父亲叹了口气。

看着父亲，我的心一瞬间软了

下来。第二天，便跟着父亲一起离

开了南宁。

傳銷七天，我以為自己不會被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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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通学生到澳门最小服装设计
师

在澳门读完小学，我跟随着父母搬到

广东珠海生活。尽管我喜欢画画，且也画

得不错，但在理科当道的中国，我从来都

不是老师眼里的优秀生，只是一个普普通

通的学生。

在珠海读完初中后，一心想到上海学

习的我，有天趁着爸妈出差了，就跑到他

们的公司，让公司帮我买了张机票，然后

独自一人飞去上海找学校。就这样，我在

上海度过了高中时代。在我18岁那年，

澳门DesignEast设计公司招聘服装设计师

，当时年轻气盛的我以为只要有天分就能

做一个好的时装设计师，遂将自己的作品

寄到了这家公司。没想到的是我很快收到

了面试通知，并经过二轮的淘汰，我进入

了最后的面试。

当时澳门这家公司给了一个主题，让我

在会议室里画了三个小时。当我把画好的图

交给他们时，他们直接对我说：“欢迎加入

DesignEast公司！”于是，18岁的我就成了

Design East设计公司最小的服装设计师。

被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破格录取

那时幼稚的我以为自己就是时装设计

师了。但工作2年后，当发现自己的才华

还不足以支撑起自己的梦想时，我知道自

己必须要虚心学习了。

我决定到美国来读书。但我的托福成

绩不好，因此我决定报考纽约时装学院

(FIT)。那时我有一个补习老师是个美国人

，他鼓励我说：“你要报考FIT，为什么

不送一份作品给Parsons呢？”我虽没有

信心，但还是照着老师的话给Parsons寄

了一份作品。

很快两个学校都来了信。FIT说愿意

延长我的入学申请，只要我能补上一份托

福成绩，而Parsons则直接说我们愿意破

格录取你。接到通知后，我一边读，一边

哭，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又拿着通知跑到

老师家，让他再帮我读了一遍。

到了我要上飞机来美国的前一晚，已

为我交了学费的爸妈却动摇了，担心我这

个小女孩到了外面会学坏，当时爸爸对我

说：“明天你不要上飞机了。钱我们也不

要了。”

我没有听从爸爸的话，因为这是我追

梦的开始。第二天一早，趁着爸爸妈妈还

没睡醒，我拖着行李去了机场，没人送行

。

疯狂的大学生活

2012年，我拖着两个行李箱走出纽约

肯尼迪机场，那时我很迷茫，仅凭着一个

通知就来到了这个时尚之都。在修了两个

学期的语言后，我正式进入Parsons开始

了时装设计的学习。

回想大学的几年，真可称之为疯狂的

生活。为了保证学生的工作品质，Parsons

规定服装专业的学生要大三才能开始实习

，但到了大一的第二学期，纽约知名品

牌 Isaac Mizrahi 时装公司就录取了我，

当时该公司女装部总监还主动联系学校说

愿意要我，学校商量后决定破例让我从大

一开始实习，我也成了全年级唯一得到破

例资格的人。隔一学期，我又转到了3.1

Phillip Lim 板房，对美国时尚品牌的制作

过程做更进一步的了解。

那时我的时间安排是早上9点去实习

，下午4点到晚上10点上课，晚上11点到

凌晨做作业，每天我都是连轴转。来美国

后的前三年里，我从没回过家；暑期里，

大家或放假去玩，或回国与家人团聚，我

却选择留下来自学缝纫和寻找实习机会，

累积在国际服装公司的经验。

就这样我疯狂地过了2年。功夫不负

有心人，我在大二时于学校举行的4个比

赛里有3个服装设计被选进，另外我还进

入 Fusion Fashion Show， SFC/SOF Car-

oleLittle Scholarship 和 CFDA/Teen Vogue

前三强，是当时唯一入选的中国人。从大

二开始，就有人来预购我的作品和板型。

从那时开始，我被同学、老师和时尚

界关注。当时教过我的两任老师认为我很

有潜力，曾推荐我到世界四大时装设计学

院之一的英国圣马丁学院深造。但我觉得

Parsons努力打造商业设计人才的理念和自

己的更接近，因为我不是一位天马行空的

设计师，我更擅长把创作融合到市场实穿

的服装里，每当有人跟我说喜欢我的设计

，并穿上我的设计时，才是对我的最大肯

定，也会让自己觉得一路的坚持很值得。

坚持是比努力更可怕的东西

回顾过去几年，我一直认为坚持是比

努力更可怕的东西。因为坚持一件事情，

尤其当你知道这是你很喜欢的事情，但你

却不知道哪天你才会被人看上，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被人认可时，一味的坚持则变得

很难。

想想在纽约的岁月，有多少个日子我是

披星星戴月亮地回到住处，又有多少个夜晚

我在充当工作室的小客厅里迎来黎明的到来

，又有多少次我在学校熬夜时，站在帝国大

厦下的我质问自己这样的坚持是否值得？

我也气馁过，也低潮过。记得2015年

我做为年级的前三名获得了金剪奖，同学

们向我祝贺时，我却跑回宿舍关起门痛哭

起来。是呀，想想国内的同龄人，他们都

有着安稳的生活，暑期里能回家和爸妈在

一起，而我则一直在奔波，每天一睁眼就

和设计、实践、衣服在一起，还不知道自

己的设计会不会让大家喜欢！

但别管值不值得，现在想想还是满精

彩和开心的。像我创作的“一线剪裁法”

，当时美国时装市场开始提倡环保概念，

一般人的思路是用旧的面料做重新组合，

但我觉得做为时装设计师，可从研发板型

开始注入环保意识，如此把面料省下来，

不要浪费边边角角，但同时又让衣服有多

于一种的穿法。

经过2周的研究后，我终于发明了“一

线剪裁法”，并让自己设计的衣服有了6种

穿法。之后，我还将“一线剪裁法”带到

北京的中国纺织信息中心，也得到极大的

认可，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环保概念。

最新作品《蜕变》世贸大厦做首秀

2017年6月8日，我在世贸大厦做了

时装首秀，带去了最新作品《蜕变》

(Metamorphosis)。一年前我开始筹备这个

作品时，它还仅是一个抽象的想法：蝴蝶

的蜕变过程。

为了把理念变成一个时尚作品，我花

了半年时间来观察蝴蝶从卵、虫、蛹到破

茧成蝶的演变过程，并做了大量笔记。2016

年6月我又特地回到中国筛选面料，最后选

用了上海鼎天时尚Skytex 特选面料。

然后，我利用观察笔记和面料开始不

断的设计，不断的改进。平时对面料和剪

裁十分关注的我，则透过特殊处理过的面

料，真实地把蝴蝶每一时期的蜕变特点融

入到时装中，也真实地呈现了艺术与成衣

相融合的可能性。

这套时装上还装饰了五、六百颗水晶

珠子，这些珠子也都是我自己一针一线缝

上去的，光缝这些珠子就花了我一个月的

时间。

6月8日晚，2017纽约时尚生活庆典

(NYFLF)在世贸大厦63层隆重举行，来自

纽约的时尚达人、设计师、投资者、媒体

等各界人士与会，观摩展览。我的最新作

品《蜕变》在此次盛会上做了首秀，并获

得好评和关注。

当晚，Parsons 高层Marie Genevieve

Cyr和Fiona Dieffenbacher 也亲自到场，支

持我这位中国设计师。现场还有许多业内

重要嘉宾，这包括VideoFashion制片人Emi-

ly Lloyd、《EBONY》杂志总编Tracey M

Ferguson、《Vice》杂志总监Fatima Pootr-

akul、MSG明星总监Lea Juliano等人。

在上海建工作室 带作品集走纽约
时装周

我觉得自己今年特别的幸运，不光有

了首次时装秀，作品还在今年登上了美国

著名时装杂志《Women's Wear Daily》，

并被选入全球最大奢侈品商场之一的

Bergdorf Goodman做橱窗展示。

之前来纽约时，我都会跑去这家奢侈

品商场拍它的橱窗展，想不到的是自己的

作品和名字今年也在里面。这简直是梦，

也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其实《蜕变》也是

我的真实人生写照：我已从之前的一个小

女生蜕变成一个华裔时装设计师！

在纽约的这些年，经历了更大舞台的

我，愈加发现才华只是基础，在这里你要

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有实力的设计师，除

了才华外，你必须要有更多的学习、努力

和坚持。

2016年时我用自己的名字在纽约注册

了时装品牌Gemma Hoi，专注于休闲高定

女装设计。我不想只为付得起数字的人设

计衣服，时尚是属于每个人的。我们热爱

时尚，因为它能帮我们更有意思地记载最

美好的年华。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天赋

和长年在国外时尚圈累积的经验，能为广

大的女性设计服饰，向她们交出更有诚意

的设计。

我这人比较恋旧，在上海度过高中时光

的我，将把工作室建在上海。在当今快时尚

泛滥的状况下，我希望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解决问题。因此我希望自己的品牌应是比快

时尚慢，比高定快的一种节奏的品牌。

未来我还希望能带着作品集走纽约时

装周，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和打磨，我会

更有信心地告诉国际时装市场：我是中国

时装设计师！

从小女生到华裔时装设计师
“人生就是一场蜕变，就看你能不能成功破茧而出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许燕妮(Gem-

ma Hoi)，出生于中国澳门，毕业于享誉世界的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当年只身一人拖着两个行李箱来到世界时尚之都纽约时，她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孩。
经过数年的学习、实践与坚持不懈，她在纽约这个梦想之都却华丽转身，成为颇具潜力的华裔
时装设计师。

我出生于澳门，从小就喜欢美术。记得在我7岁左右时，有一天专做男装设计与生产的爸
爸在工作室内与客人聊天，我则在一旁画画儿，当时我画了一个裸女。当客人与爸爸谈完事，
走过来看到我的画作时，客人对爸爸说：你的女儿以后会成为一名设计师的。



BB66星期一 2017年8月21日 Monday, August 21, 2017
麥當勞教育展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Aegis Ashore Installation Expected To Give “Third Layer Of Defense”

Japan To Deploy New Land-Base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We Lost The Sunshine Of Our Life....
He Is Our Only Child.” - Ji Songbo, The Victim’s Father

Man Sentenced To Life Without Parole                                 
For Murdering Chinese Student In 2014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August 21, 2017  ׀ John T. Robbins, Editor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NEWS & REVIEW

WASHINGTON -- Japan is planning to deploy 
a new U.S.-developed ground-based missile de-
fense system.
The Defense Ministry is to provisionally re-
quest that the fiscal 2018 budget cover planning 
costs for installing the Aegis Ashore system, 
according to a ministry official. “We are being 
urged to enhance our capabilities to continually 
protect the entirety of Japan from the threat of a 
missile attack,” the official said.
The move comes with North Korea making both 
threats and rapid advances in its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 On Aug. 10, Pyongyang said it would 
target the waters around Guam with its missiles. 
The U.S. has an important military installation 
on the Pacific island that allows long-range 
bombers to take off and project power into Asia.
North Korea this year has test-fired numerous 
missiles, some from portable launch vehicles 
that make prelaunch detection difficult.
Japan currently has two missile defense sys-
tems. Ship-based SM-3 missiles are deployed 
on Aegis destroyers. They are said to be able 
to intercept ballistic missiles mid-course. If this 
system’s initial interception attempts fail, Patri-
ot PAC-3s would be called on to try to intercept 
missiles at the terminal stage.
With the planned installment of the Aegis 
Ashore system, Japan will be able to deploy 
SM-3 missiles on the ground -- another layer of 
defense.
Lockheed Martin, which developed the system, 
calls it “the first operational land-based version 
of the Aegis Combat System.”
Japan’s Defense Ministry has studied whether 
to deploy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

fense, or THAAD, system or the Aegis Ashore 
shield. But it has not planned for Aegis Ashore 
installations. The system is not included in the 
current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 
or mentioned in mid-term defense planning 
documents. The official said Aegis Ashore plans 
will be finalize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At present, two of Japan’s four Aegis destroyers 
are being refitted. One of the ships was initially 
expected to be back in operation by next March, 
but the ministry has since decided to hasten its 
return to December.

Meanwhile, China and Russia are stepping up 
their development of stealth aircraft, and Japan 
wants to devise advanced radar technology to 
detect these planes. The defense Ministry en-
visions a portable radar system with increased 
capability to collect radio-wave information. 
The ministry hopes to put the system into oper-
ation by fiscal 2024. For this purpose, it will ask 
for 19.6 billion yen ($178 million) in the fiscal 
2018 budget. (Courtesy https://asia.nikkei.com/
Politics-Economy/International-Relations) 

Related
Japan Could Become Missile Target, 

Pyongyang Warns
Tokyo Seeks Closer Partnership With 

Seoul, Beijing – But Rift Remains
SEOUL -- North Korea has warned that Japan 

could be targeted in a missile attack if it “per-
sists in hostility” toward the North, while Tokyo 
is reaching out to neighbors in an effort to turn 
up the heat on Pyongyang.
Although the North is currently only targeting 
U.S. military assets in Japan, that could change 
if Japan continues its current course, a spokes-
man for the North’s Foreign Ministry said Mon-
day. The country announced Tuesday that it has 
successfully tested a precision-guided missile, 
which it said came within 7 meters of the in-
tended target.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left, shakes hands with Japanese For-
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North Korea aims to develop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capable of reaching the conti-
nental U.S. It is also working on shorter-range 
rockets to target American troops in Japan and 
Guam, weapons that would also likely be used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should an armed clash 
erupt here.
Meanwhile, Tokyo is working to tighten the 
noose around the North. Japanese Prime Min-
ister Shinzo Abe stressed the need for greater 
pressure on the rogue state, instead of pursuing 
dialogue for the sake of dialogue, in a 15-min-
ute call with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
in on Tuesday. The two leaders agreed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U.S. for a strong response to 
the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Japanese govern-
ment.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also 
met with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Beijing’s top diplomat, in Tokyo that day. Chi-
na accounts for roughly 90% of North Korea’s 
trade, and is a key source of its oil as well. 
Kishida urged China to take a more active role 
in curbing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Yang will 
meet with Abe on Wednesday.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be says 
latest North Korean  missile launch 
represents ‘new level of threat.’ 
“Unless China gets serious, we can’t come up 
with effective measures,” a Japanese official 
said.
On the other hand, South Korea and China are 
more interested in opening talks with the North. 
While Moon on Tuesday agreed that greater 
sanctions and pressure were necessary, he also 
argued for a more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He said that sanctions are merely a 
tool to get North Korea back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on denuclearization, and that countries 
must signal that they are open to talks, accord-
ing to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nd other 
sources.
Yang also stressed the need for a dialogue with 
the North, although he promised China’s coop-
er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ther interna-
tional frameworks.
Japan and the U.S. are holding a defense min-
isters’ meeting on Saturday. The countries are 
jointly developing the Standard Missile-3 Block 
IIA long-range interceptor. The Japanese gov-
ernment also hopes to discuss adopting the U.S. 
Aegis Ashore anti-missile system. (Courtesy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 

A photo of murdered USC graduate stu-
dent Ji Xinran, 24, from China, is seen 
next to flowers  at his memorial service 
on the USC campus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on Aug 1, 2014. [Photo/VCG]
LOS ANGELES - A 21-year-old man, Andrew 
Garcia, was 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 for 
life without parole on Wednesday, for the fatal 
beating of a 24-year-old Chines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 engineering grad-
uate student Ji Xinran using a baseball-bat in 
2014.
“We lost the sunshine of our life, he is our only 
child. The people of our age are planning the 
weddings for their children, but we will never 
have the chance to prepare a wedding for our 
child. For these years, Xinran’s mother can only 
sleep with sleeping pills.” Ji Songbo, the vic-
tim’s father Wednesday spoke through a Man-
darin translator in the court.
In the court, the victim’s mother was too dis-
tressed to comment, while facing the families 
and relative of the victim from China, Garcia 
sat there motionless and stared straight blankly.
“Xinran came to the US with his dream, no one 
expected that he would be brutally killed. We 
are begging you to sentence him with the most 
severe punishment. I was supposed to hug my 
excellent nephew here, but now I can only hold 
his picture,” said Zhaohui Du, the aunt of the 
victim.

Garcia and his three other partners attempted to 
rob Ji near USC campus, when Ji was walking 
home from a study session on July 24, 2014. 
Garcia was convicted on June 8 of first-degree 
murder.
His co-defendant, the 19 years old Alejandra 
Guerrero, was convicted last October of first-de-
gree murder for attacking Ji with a wrench. 
Guerrero is waiting for sentencing, who also 
faces up to life in prison without parole.
Two other young men Jonathan Del Carmen, 22 
and Alberto Ochoa, 20 are still waiting their tri-
als in Ji’s killing.

“This is the best result of judgment we can ex-
pect so far. The victim will stay in the prison for 
his whole life time as long as the legislation is 
not changed.” Rose Tsai, the attorney who rep-
resents Ji’s family in this case, told Xinhua.
DelCarmen is one of four teenagers charged 
with capital murder in the July 24 assault that 
killed Ji, an engineering graduate student from 
China. Police said Ji was walking home from a 
study group about 12:45 a.m. when he was at-
tacked near campus, just blocks away from his 
apartment.
Police and prosecutors say Ji was beaten with a 
bat and suffered a head injury. Detectives said 
they believe he may have tried to get away from 

his attackers, only to be beaten a second time, 
according to law enforcement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investigation.

DelCarmen and three others -- identified as An-
drew Garcia, 18; Alberto Ochoa, 17; and Ale-
jandra Guerrero, 16 -- were charged Tuesday in 
connection with Ji’s death. The murder charge 
carries a special circumstance allegation that Ji 
was killed during an attempted robbery, allow-
ing prosecutors the option of seeking the death 
penalty against DelCarmen and Garcia. 
Because of their ages, Ochoa and Guerrero will 
not face the death penalty, but prosecutors said 
they could be sentenced to life in prison without 
parole if convicted. California law allows prose-
cutors the discretion in certain crimes -- includ-
ing murder -- to charge a minor as an adult. The 
U.S. Supreme Court, however, has ruled that 
minors are not eligible for capital punishment.
The Times generally does not name juvenile 
suspects unless they are charged as an adult, as 
they have been in this case.
After attacking Ji near campus, prosecutors 
say, the suspects drove to Dockweiler State 
Beach, where Garcia, Ochoa and Guerrero ap-
proached a man and a woman. Officials said the 
three robbed the woman, but the man escaped 
and flagged down police officers who were pa-
trolling the area.
A criminal complaint alleges that the three 
again used a bat at the beach, and that Ochoa 

and Guerrero also used a knife.
Garcia, Ochoa and Guerrero were charged with 
second-degree robbery, attempted second-de-
gree robbery and  assault with a deadly weapon 
in connection with that incident.
The attack on Ji comes two years after two USC 
graduate students -- also from China -- were 
shot and killed during a botched robbery near 
campus.
In a statement issued through a family friend, 
Ji’s parents said they we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other students at USC.” They commend-
ed police for the arrests but said they were 
“extremely angry about this horrific act of vi-
olence.”

“We do not want to see another incident like 
this,” Songbo Ji and Jinhui Du said in a state-
ment written in Chinese. “No parents should 
have to bear this pain.” )
The director of media relation in USC, Eddie 
North-Hager also made a speech at the court. 
He noted that a Xinran Ji Memorial Scholarship 
had been established at the university, the grad-
uate students of the engineering from China,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region will be 
qualified to apply for it. (Courtesy http://www.
chinadaily.com.cn/world/ and Courtesy www.
latimes.com/local) 

North Korea displays its new interconti-
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loaded on what 
appears to be a portable launch vehicle, 
in a military parade in Pyongyang on 
April 15. © Kyodo

Jinhui Du, center, mother of USC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 Xinran Ji, 
24, is escorted by family members into 
Universal Chung Wah Funeral Home in 
Alhambra.

Murdered USC Chinese Graduate Stu-
dent Xinran Ji

At A Press Conference, LAPD 
Lt. Andy Neiman said the fa-
tal attack on a USC graduate                                                             
student may have been a crime of 
opportunity, but it’s unclear whether the 
victim was rob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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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新世紀通訊MetroPCS
專營店,全美最大的T-Mobile網絡
手機預付計劃專業連鎖系統,本年度
第三季度的特別促銷方案：
一,免費獲贈兩台手機

1、 如 果 您 的 電 話 號 碼 是 從
AT&T, Sprint 或 者 Verizon ,( 即
T-Mobile以外的網絡)轉來的,大家
都知道可獲贈免費手機一台；但是
如果選擇家庭兩條線計劃的，即可
同時免費獲贈兩台寬屏幕各種名牌
的4G LTE能快速上網的寬屏幕智能
手機；（第二條線的號碼無論是新
號碼還是T-Mobile網絡轉來的號碼
都沒問題）
2、如果您是新開電話號碼或從

T-Mobile網絡轉來的號碼也可享受
最優惠的價格買一台送一台6.5寸
、5.7寸、5.5寸或5.3寸等等各種
名牌的4G LTE寬屏幕智能手機。

所有的手機都是本專業連鎖系統
全美統一、全新配送，並有一年的
質量保證期，如果您家裡的老人不
會使用，請不必擔心。新世紀通訊
MetroPCS專營店有專業團隊幫助
指導如何入門使用。

二、最優惠最好的手機無限流量
快速上網計劃：
1、如果您想無限流量整月快速上

網，看電視、看電影、導航、微信
視頻等等，沒問題。月費只需$50
，有家庭2--5條線嗎？也沒問題
。每線只需＋$25，（即 50+25+
25+25+25），所有家庭成員都可
享受整月快速無限流量上網，整個
月網速都不會慢下來哦。
2、如果您每月只需6GB快速上網

的流量，月費只需$40，有家庭
2--5線嗎？也沒問題。每線只需＋
$25 ，（即40+25+25+25+25），

所有家庭成員都可享受無限
上網的月計劃，（其中包括
每人6GB的快速流量）。
3、如果您每月只需 2GB

的快速流量上網，月費只需
$30，有家庭2--5條線嗎？
也沒問題。每線只需＋$25
，（即30+25+25+25+25）
，所有家庭成員都可享受無
限上網的月計劃，（其中包
括每人2GB的快速上網流量
）

MetroPCS 所有手機計劃月費已
經包含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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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開台、轉台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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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關注每天各大中

、英文電視台的廣告，以及各大中
、英文報紙，世界名人網網站上都
有詳細報導。

新世紀通訊，MetroPCS 專營店
在休斯頓中國城的地址：9600 Bel-
laire Blvd Ste 132,Houston TX
77036（王朝廣場）

聯繫電話：832-266-8368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女性車主學會自檢輪胎
大部分女車主都不會主動去查看輪胎，出現了

問題就手足無措，其實輪胎問題可以及早預防。平
常可以自檢輪胎，自檢輪胎沒那麼難，教你三個簡
單“自檢”方法，你可以試用一下。

A.硬幣“巧”測胎面花紋
胎面花紋的磨損程度反映輪胎的磨損程度，當胎面
的花紋淺於1.6mm的時候，就必須更換輪胎了。

如果沒有時間去檢測點進行專業檢測，可以把一枚
quarter硬幣嵌入花紋當中，如果還能夠看到硬幣正
面邊上的虛線環，輪胎必須要更換。如果胎面出現
異常突起或磨損，也應及時去維修點進行檢測，以
避免更大的安全問題發生。

B.記得說明書上的正常胎壓
查看一下車輛用戶手冊或是銘牌上標註的正常胎壓

，然後讓檢測人員檢測車輛目前的胎壓，並作出相
應的調整。正常的胎壓應在2.2~2.5左右。當然，
借助專業小巧的隨身胎壓計，女性車主也能輕鬆掌
握胎壓狀況。

C.不要讓愛車裝太多東西
女性車主喜歡在愛車裡放置物品，但對於車載行李
的重量往往會有所忽略。但如果載物過多導致超載
會給輪胎帶來巨大的壓力從而導致爆胎的發生。女
車主對輪胎的“保護”，就從簡單的車身減重開始
吧！
女性車主在城區道路行駛還好，遇到鄉村小路，特
別是下雨之後，積水濕滑路況，就不知道怎麼選擇
行駛路線，很盲目地選擇道路行駛，因此，女性車
主的輪胎損壞也通常比男性車主要快得多。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免費送大屏幕智能手機！ ！ ！
不會使用嗎？請到新世紀通訊來!

-----免簽合約、免開台轉台費、還可保留原號碼

文化中國，藝彩華夢---第二屆華夢計劃藝術培訓匯報演出在洛杉磯完美落幕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校長高曉慧率學員前往傾情演繹

【本報訊】洛杉磯時間8月12日7點30分
，第二屆華夢計劃藝術培訓匯報演出在座無虛
席的亞歷克斯劇院隆重舉行並取得圓滿成功。
來自全美休斯頓，西雅圖，華盛頓，舊金山，
洛杉磯五個培訓點的100多位學員參加了此次
演出。周潔曉慧舞蹈學校選送的獨舞“靜飛”
，雙人舞“彈指間”和蒙古族群舞“春天”與
由北京舞蹈學術委員會主任，民族舞蹈文化研
究基地首席專家，碩士研究生導師高度教授率
領的研究生班的舞者們同台獻藝！

為期三天的藝彩華夢主要由獎學金之夜，
結業匯演，課堂組合匯課以及大師課組成。在8
月13日舉行的結業匯課展示中，周潔曉慧舞蹈
學校以一段優美激情的古典舞組合拉開了匯課
的帷幕，同時傾情演繹了漢，蒙，維，藏四大
民間舞組合;學員的表演獲得了北舞教授們極高
的讚譽和欣賞。

今年參加華夢計劃的學員不是獲得結業證
書而且有4位學生分別獲得2017華夢獎學金及
鼓勵獎，她們是Kelly Chiu＆Carolyn Zhang分

別獲得獎學金$ 500;分享獲得獎學金$ 100。
“華夢計劃”（C Dream Program）是由

中國海外交流協會發起與美國中華風藝術協會
聯合主辦的社會公益性中國文化藝術海外培訓
項目。在通過多層次的系統教學，名師指導及
大型演出，來全面提升美國華人新生代對中國
文化藝術的認知和掌握，鼓勵和幫助他們在美
國繼續從事以中華文化為內涵的藝術創作和文
化傳播。

今年是學校二十周大慶，秋季課程即將開

始，馬上會進入緊鑼密鼓的創編排練，讓我們
期待12月2日又一場舞蹈的盛宴！
學校常年招生中，秋季課程於8月18日開始，
歡迎來電諮詢！
總機：713-516-5186;
凱蒂：832-606-8809;
Sugarland：832-606-8797
電子郵件 - jh@jhdancing.com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學生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學生Janet ChenJanet Chen，，Serena YangSerena Yang獲得獲得
休斯頓中國華埠小姐大賽桂冠和第二公主休斯頓中國華埠小姐大賽桂冠和第二公主

蒙古舞蒙古舞““春天春天””的學員們和高度教授的學員們和高度教授，，王瑾王瑾，，夏藝夏藝
萌老師和高校長萌老師和高校長 獲得結業證書的學員們獲得結業證書的學員們 漢族舞組合匯報漢族舞組合匯報

【本報訊】 7/29日，第47屆中國華埠小姐
比賽在休斯頓Royal Sonesta Hotel隆重舉行，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有三位學生參加了此次比賽！
Janet Chen陳蔚琳憑藉她賢淑典雅的氣質，穩
重大方的颱風，情深科高的舞藝，慧心睿智的解
答，不負眾望，摘得桂冠！Serena Yang楊佳欣
則以她嫵媚嫻熟的氣質和剛柔並濟的舞技摘摘第
二公主的桂冠;還有一位是就讀於Bellaire高中的
安寧你游世寧.Janet自4歲起就跟隨周潔曉慧舞
蹈學校的老師們學習舞蹈，12年風雨無阻，在
各項舞蹈大賽中獲獎無數，值得一提的是，珍妮
特陳的姐姐康妮陳早在10年前也摘得了中國華
埠小姐的桂冠。陳家這對姐妹花真可謂是別樣優
秀，別樣風采！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自辦學20年來已有超過
10位選手摘得桂冠，今年正值20年校慶，學生
們獲得如此佳績更是景上添花了！可喜可賀！華埠小姐陳蔚琳華埠小姐陳蔚琳（（左二左二），），第二公主第二公主Serena YangSerena Yang楊佳欣楊佳欣（（左一左一）） 如暴風雨般的旋轉如暴風雨般的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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