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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学生既是清华毕业又是北大毕业？

中国哪所小学的树木最多？世界上哪座城市每

天吃掉的苹果最多？

8月下旬，我在成都同辉学校举办了一个为

期一天的新教师工作坊，提出这些问题，是为

了让老师们学习如何使用不同的信息源，用逻

辑推理来组织、表达他们的研究成果，但对于

习惯了答案就在手边的老师们而言，这是一个

艰巨的考验，折腾了30分钟，他们感到不解和

疲惫。

“你这些问题都是从哪里来的？”一位老

师问我。我回答称：“我在耶鲁呆了四年学习

如何问这样的问题。”

2012年12月，我发表了一篇名为《耶鲁没

教给我的三件事》的文章，里面写道，耶鲁大

学的教育没有使我做好离开学校后应对生活的

准备，因为它教我重视分析智能而非情绪智能

，重视成功而非幸福，重视成就而非朋友。虽

然我仍然相信事实如此，但现在我也意识到，

自己当时的想法远够不上全面。

事后看来，耶鲁的确教过我如何思考、学

习和生活的其他技能，它们塑造了我的性格，

让我变得有创意。这些工具使我得以未经专业

学校的培训，靠自己的力量学习如何成为一名

记者、电影人和现在的教育家。这些能力作为

整体，构成了一个非常扎实的人文教育的核心

，它们也指明了中国要如何促进创造力的提升

，海外的中国学子要如何学习美式创新，并把

其带回国。

要厘清两件事情：首先，中国学生未必要

在耶鲁大学学习才能获得良好的人文科学教育

，西方有许多优秀的学校致力于传授求知欲、

渊博的学问以及逻辑推理能力。第二，进入像

耶鲁这样的精英学校本身并不能保证学生获得

良好的人文教育，成败在于学生自己是否利用

了这个机会。

然后是我在耶鲁学到的三件事，我正在努

力地把它们传授给中国的老师：首先，耶鲁的

“细读”技巧教会了我如何收集和分析信息(批

判性思维)；其次，耶鲁大学的课程教会我如何

提问、如何做研究、如何进行假设，然后如何

在研讨会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以便对它们进行

优化(元学习)；第三，耶鲁的文化教会我值得过

的生活必须是道德的、智慧的和有明确目标的(

创造力)。

今年2月，我在北京八中举办了一个为期三

天的研讨会，向该校的英语教师传授耶鲁的

“细读”法。

我们读了约翰· 勒卡雷的《冷战谍魂》的第

一章，然后我向诸位老师提出了三个问题。那

是一天的什么时候？几月份？几个角色多大年

纪？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是为了回答这些问

题，老师们必须自己去分析文字、角色之间的

关系以及作者的意图。

在耶鲁念英语专业的四年间，我一直在做这

样的训练，只是那些文本更复杂、节奏更快、问

题更抽象，但思维过程是一样的。即使在今天，

我还是会像看书那样去探察人、探察情境。

比思考能力更强大的是学习能力，这是耶

鲁教我的第二件事。在耶鲁，我们得选修四个

学科的课程——语言、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

科学，所有学科都专注于开发我们的元学习，

也就是对我们处理、理解和使用信息和想法的

方式进行分析和控制的能力。在本科的研讨班

课程上，我们最后往往要写一篇学期论文，要

做论文，我们不得不先提出一个研究课题，然

后通过研究来形成一篇论文，我们在研讨班课

程上就自己的想法展开辩论，这有助于我们对

论文进行打磨。

今年，我给成都的这群小学老师上了一节

课。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8月天，我把这些研

究问题交给同辉学校的新老师，教他们元学习

。那个上午，大家都很沮丧，下午我让老师们

自己写研究课题，这是要求最高的元学习技巧

。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跟他们一起打磨问题

，使其更具挑战性，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并且能采用各种研究方法。比如，我们把“中

国电影史上最受欢迎的电影是哪部”改成了

“中国哪部电影里的狗最多”和“世界上的哪

处建筑在电影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上网搜一

搜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就能找到第一

个问题的答案，但另外两个问题就没那么简单

了：学生需要思考和研究不同的可能性，搜集

证据，并且对结果进行比较。

我原本觉得那次工作坊并不顺利。所以，

当所有的老师都告诉我他们受益匪浅的时候，

我感到很意外。然后我记起自己在耶鲁大学的

元培训，我的教授在研讨班课程上抛出的大多

数问题，都伴随着长时间尴尬的沉默，但是几

个星期之后，我还在脑海中回味、重演着那些

问题。这个过程，现在正在同辉学校的老师身

上重现。

我在耶鲁大学学到的第三件事是，一个幸

福和成功的人生，也是一个道德的和利他主义

的人生。诚然，就我来说，这个经验用了很长

时间才在我身上奏效。一般认为，第三件事在

中国实现的难度最大，中国学生被迫在考试中

相互竞争，但科学告诉我们，创造力来自内在

的动机、合作和社会目的感，如果中国想培养

出下一个史蒂夫· 乔布斯，那么也需要培养出下

一个甘地和达· 芬奇。

我仍然相信，是常春藤联盟的声望和竞争力

让我心生傲慢与功利，因为我相信我的学位理应

立刻转化成财富和成功。但我现在也可以看到，

耶鲁的人文精神和使命，教会了我一些技能，令

我在有一天能成为自己学习和命运的主人。虽然

这个文凭很珍贵，但人文教育是无价的，因为它

令我们具备过上一种有意义的美好生活的能力，

这种生活会带来创造力，带来爱和幸福。

从北京到上海到深圳到成都到长沙，我过

着奔波的生活，只要有学校愿意给我机会，我

就愿意去工作。在与中国各地的许多老师们合

作之后，我现在明白了自己当初认为他们懒惰

、愚蠢是多么的盲目和傲慢，我遇到的许多老

师，其实都是无私地一心扑在学生身上，他们

每天都激励着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华人学者谈留学：“耶鲁教会我学习技能生活智慧”

在西方，人们广泛认为中国的学校里全是

数学和科学奇才，他们恰好是未来的公司所需

要的学生。这具有误导性：多年来，颇受媒体

关注的研究表明，中国在标准化测试中取得杰

出成绩的只是发达地区的孩子们。当把更广泛

的人口纳入测试后，中国所有科目的排名全面

下降。

据彭博新闻社网站11月19日报道，官方数

据证实了这一情况。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不

到9%的中国人接受了大学以上程度的教育，超

过65%的人口仅接受了初中及以下程度的教育

。在最富裕地区以外，大多数中国人甚至缺少

在高收入经济体中所需的最基本技能。

报道称，让情况更糟糕的是，农村数以百

万计的孩子们由祖父母辈抚养长大。他们的父

母在遥远的城市工作，这些孩子在学校的表现

通常差很多。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斯科特· 罗泽

尔将之称为正在形成中的“隐形危机”：他估

计，在未来数十年内，大约有4亿准备不足的中

国人可能要找工作。他的研究触到痛处，媒体

对其进行了大量报道。

虽然人口变化和技术变革在加速，可是教

育水平的差距将会拉大。随着工资上涨，中国

制造商将面临日益加剧的、来自欠发达国家的

竞争。随着自动化的改进，工厂将需要受过更

好教育的工人。随着旧产业瓦解，工人将需要

新技能。

报道称，中国和许多国家一样，没有为这

些变化做好准备。在仅有约25%的劳动年龄人

口有高中学历时，要维持一个先进的、以服务

业为基础的经济体是不可能的。罗泽尔发现，

在过去70年间，每个从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水

平的国家完成转型前，至少有75%的劳动年龄

人口拥有高中学历。

大多数国家将从更多的教育投资中受益。

但在中国，这一需求尤其迫切：即使在繁荣的

城市中心，每间教室里也通常挤满了50名学生

，迫使实际的教育工作落到了失望的家长身上

。这可能会导致失败。

报道称，另一项重点工作应该是大力整顿

所谓的户口登记制度。这么多农村孩子由其祖

父母辈抚养是因为他们受到限制，无法在其父

母工作的城市获得公共服务，包括教育。

报道称，最终目标应该是改革课程。中国

以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出名。重点应该放在帮

助推动创业和创新的

技能上——比如创造

力和不拘一格解决问

题的能力。还应该确

保学生可以在一个充

满机器人和无人机的

世界中参与竞争。

报道称，中国人

民适应能力足够强，

有足够的创造力，足

以实现其目标。但这

将是一段困难重重的

路程。

在中国经济中，

决定技术革新可持续

性的因素，一个是知

识产权，另一个是进

行新技术开发的人力

资本。关于前者，像

华为那样获得许多国

际专利的民营企业正

在崛起，同时以广东

省深圳市为中心，开

放式技术革新也在蓬

勃发展。中国的知识

产权环境正在逐步改

善。而发展人力资本

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

题，就是改善农村地

区的教育环境。

据日本《东洋经

济周刊》11 月 11 日

报道，中共十九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目标，这体现了中国领导层的自信

。在十九大报告中，中国国家领导人指出社会

主义的发展已进入“新时代”。这表明，中国

今后将重视深化供给侧改革，特别是推动作为

经济发展原动力的技术革新。

报道称，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斯科特· 罗泽

尔就此提出了新建议。罗泽尔是开发经济学研

究的第一人，在中国等亚洲国家农村地区积极

开展田野工作，还与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共

同实施大规模农村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

了很多政策建议。

报道称，罗泽尔目前进行的研究是，以中

国婴幼儿为对象的智商测试。他的研究团队在

中国农村地区进行了首个系统性智商测验，了

解婴幼儿智商发育情况，再分析这会对中国将

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报道称，虽然中国大城市的教育环境已经

较好，但农民或者到城市打工者的教育水平不

高。比如说，2010年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受

过高中教育的劳动者比例为24%，大大低于经

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74%），在中等收入国

家中排名也很低。此外，城市和农村在这方面

差距较大。

报道称，罗泽尔根据在陕西、云南、河北

实施的智商测试结果得出结论说，中国农村地

区教育水平低，首先是因为这些地区很贫困，身

为父母者不懂婴幼儿营养摄入和教育的必要性。

在一定时期内向调查对象地区的农村婴幼儿提供

营养价值较高的食物、帮助开发智力的玩具和图

书后，他们的智商测试得分明显改善。

报道称，在今后中国经济增长中，人力资

本的作用将越来越大。罗泽尔就此表示，在占

总人口一半的农村地区，改善人力资本的工作

落后了。

报道表示，虽然农村婴幼儿教育等问题还

不会立即左右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如果迟迟不

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

疑会受到影响。

教育失衡正制造中国“隐形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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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买了一辆国产车，带

上男朋友，春节回了家。

一路上，我都在想象爸妈看到我

们会是怎么样的反应，会不会手忙脚

乱地临时跑去商店买鞭炮来放。更让

我内心忐忑的，是村里那些坐在屋檐

下的人，他们会怎么议论我。

缓缓驶入村口，我的车开始引起

人们注意。我在车上，外面的人看不

清，到了家门口，我从车里出来，他

们才认出，议论声随之喧腾起来：

“噢，是她呀！”

“这么快她就买车啦！”

“真是挣到钱了！”

我家在村中心，许多人都过来围

观，爸妈出门来，看着我和我的车

——惊喜在他们脸上浮现。父亲像忽

然想起什么，冲我神秘地笑了一下，

转身小跑进屋，拿出一盘大红鞭炮，

铺展开，点燃引信。

果然如此，我心想。

鞭炮响过，我带着男朋友进家门

，坐在堂屋，一家人热络地聊着天。

这时，来的人更多了，除了说些祝贺

、恭维的话，还做着同一件事情：带

上一卷鞭炮，在我家门口，一一点燃

，阵阵凌厉而绵长的鞭炮声炸得山响

，响彻这个丘陵深处的村子，穿过层

层山脊，努力到达更远的地方。

“真是有出息，不愧是大学生。

”

“读了书的人就是不一样！”

他们终于说出这句我想听到的话

了，我终于为自己挣了一口气，多年

来的屈辱一扫而光。

然而，我又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

，曾经他们以钱来衡量我所有的价值

，如今，我想压服那种衡量，竟然还

是只能用钱。

我来自一个南方丘陵深处的村庄

，这里只有一条蜿蜒的山路通往十里

外的镇子，再走几十里，才是县城。

村里有个奇特的习俗，就是喜欢

放鞭炮——别的地方一般是逢年过节

、婚丧嫁娶的场合放鞭炮，但在我的

家乡，人们放鞭炮的热情要远远高于

别处，但凡遇“喜事”，都要放鞭炮

。

比如我开着便宜的国产新车回家

，就算值得放鞭炮的事情。除了有

“喜事”的家庭自家要放鞭炮，亲戚

、乡邻、朋友来这家的时候，也要带

着新买的鞭炮放上一通，以表祝贺。

鞭炮个数的多少、鸣放的时间长短，

都成了人们暗自比较的事情。

这一次乡亲们给我放的鞭炮，算

是比较长的了。上门来祝贺的人里，

有一个婶婶很特别：几年以前，因为

我，母亲跟她有过一些过结。但这次

一进门，她笑盈盈地说着恭维的话:

“真有本事，多读了几年书，就是挣

大钱的料了！”

说罢递过鞭炮，母亲接过来，笑

得郑重其事。

我记得，在当年的升学宴上，父

母领着我，绕桌敬酒，忽然，这位婶

婶当着大家的面说：“读不读大学其

实都一样，那么多人没读书，还不是

一样挣钱。”话里藏着意思，农村女

人典型的尖酸话。

母亲脸色立刻白了下来，她脾气

暴，将举起的酒杯往桌上一放，准备

上前理论，父亲赶忙上前拦着她。酒

桌上的乡邻们察言观色，使劲给那位

婶婶使眼色，坐旁边的人拉她袖子，

话题岔开，场面才圆过来。

这个婶婶对我不屑有她的理由，

当年，她在宴席上噎我时，她的儿子

文武虽然才25岁，但已外出打工8年

，给家里寄了很多钱。

初中后，文武遵从父母的话，读

中专，学厨师。在家乡，人们认为读

书再多都是虚的，人们更推崇的是

“艺子好”（手艺好）。所以，那位

婶婶不过只是说出被大家普遍认同的

东西。

文武“艺子好”，是从那次他打

出租车回家后传开的，从县城到村里

，打的不便宜，文武打得起，说明挣

大钱了。跟我开着自己的车回家一样

，文武叫的出租车在他家房前停下，

他父亲就把鞭炮点燃，震耳的响声引

来许多人围观。婶婶很兴奋，当大家

的面，就扯着文武问长问短，不时跟

围观的乡邻们搭几句话。

“文武在哪里做事啊？”

“我家文武在广东。”

“做的什么活？”

“我家文武现在是一个大饭店的

厨师了！”

“长这么结实啦，真有大人的样

子了。”

“是的，我家文武这是一年比一

年精神。”

文武长得很高，每年回来身形都

要宽一圈，后来整个人都圆了，在村

里人看来，这是福气。当着众人，文

武从皮箱里拿出三万块钱，厚厚的几

沓，放在婶婶手里，说：“妈，这些

都给你。”婶婶自然笑得合不拢嘴。

鞭炮声渐渐响起来，开始是短短

的一阵，然后人们的鞭炮逐一地送过

去，断断续续，持续响了二十来分钟

，之后又是一阵较为连续的放鞭炮，

才慢慢消停。

那段时间，婶婶走路带风，整日

喜气洋洋，到哪儿聊天，都把他家文

武挂在嘴边。

在文武做厨子挣大钱被乡亲们传

为佳话的时候，我正走在漫长而艰难

的求学路上。

之所以艰难，还得从村子的情况

说起。

那时候，我小学刚刚读到一半，

就赶上政府整合教育资源，附近14个

村子的学龄孩子全部都聚到镇上的学

校。可镇上学校的老师也不多，一个

当几个用，五年级1班的班主任除了

教两个班的语文，同时也教四年级的

社会、三年级的音乐。在这个偏远的

小镇，优秀的、年轻的老师往往待不

上几年，就转到县城或更远的地方去

了。

中学辍学对我的小伙伴们来说，是

一个十分普遍现象。等我大学放暑假回

家，昔日年龄相仿的伙伴，有的已经结

婚生子，有的外出打工多年。那些比我

小一些的孩子，后来更是“早没读书了

，跟着XXX打工去了”。

稍微好一点的，家里会送去读个

职高。

同村小我6岁的小海，就走了这

条路，但在职高学了不到一年，他就

离开学校，跟堂哥出去打工了。小海

说，在职高，他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工厂流水线的一线工人。既然结果都

一样，他觉得没有必要浪费两年时间

。

这些年，村里像小海这样的年轻

人越来越多，大都还未成年，却衣着

时髦，潇洒地抽烟，豪气地打牌，获

得与那些经济独立的大人们同样的地

位。

过了二十岁还在读书的人，已经

相当稀少，像我这种大学生，着实属

于异类了。

我之所以跟村里的同龄人选择了

不一样的道路，是因为我的父母跟他

们的父母不一样，在学习上，父母对

我有着超乎寻常的严厉。

长大些后，我才渐渐理解他们这

种“独特”的严厉。

严格意义上讲，在这个几百人的

村子的历史上，我并不是村里第一个

考上大学的人，那个荣耀应该属于我

的父亲。后来，村里很多长辈都还时

常提起，父亲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达

那天的场景，全村都炸开了锅，因为

这个村子从来都没有出过大学生。

父亲从小家境贫寒，四个兄弟全

由奶奶一人独自抚养长大。接到通知

书那天，奶奶分出家中不多的积蓄，

买了好大一挂鞭炮。这个贫穷的家庭

，因为“喜事”变得热闹起来，奶奶

被众多并不熟络的邻居热情地叫做大

嫂子，爸爸则摇身一变，成了很多人

的“大侄子”。

那时，在人们眼里，大学生还是

值钱的：包分配，商品粮。

然而，父亲的大学并没有上成。

开学前，他独自一人背着行李去

大学报道，可没过几天，又背着行李

回来了。他向别人解释：“手指断了

半截，学校不收。”

父亲的手指是在小时候收稻子时

被打谷机削掉的，当时流了很多血，

听奶奶说，那时父亲就没怎么哭。然

而，断掉了手指并不是父亲回来的真

正原因，大伯追到学校去理论，有人

提醒说，父亲不能上大学，可能是因

为有人占了他的资格。

一个人无权无势的家庭，面对这

种情况，不仅求告无门，也没有行动

的见识、动机和信念。于是，父亲只

能扛起斧头，成为了一名矿工。

当我知道这些以后，读书于我，

已经具有某种使命感。

在我上学前，父亲便开始在家教

我字母拼音和简单算术了，所以，我

自然成为被老师第一个表扬的学生。

我人生的第一张奖状是在一年级

拿到的：期末考试得了双百分。同时

得到的荣誉，还有县级的三好学生奖

状。别人的奖状都是手写体，而我的

是唯一一张全是印刷字体的奖状。当

着全校老师和同学的面，我又自豪又

羞涩地从校长手里接过奖状，还有微

薄的奖品：两本练习本、两支笔、一

条毛巾、一块肥皂。

我一路拿着奖状到了高考。等待

高考出分和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时间，

过得很是煎熬。同样煎熬的还有父亲

，于我，高考意味着新的人生，与父

亲，某种意义上则是的一场翻身仗，

当年被不公正剥夺的东西，要通过后

代再赢回来。

每隔几天，父亲就会问我一次“出

分了吗？”搞得我也越来越紧张。

分数终于出来了，我看着那几个

数字，内心狂喜，然而将消息告诉父

亲时，我却故作镇定——隐忍，已经

成为我们父女之间的默契——“比一

本线高40多分。”

父亲听到消息，二话没说，骑上

摩托车就出门，回来时，带了好大一

盘鞭炮。他并没有立刻燃放，而是悄

悄地存在卧室。

等录取通知书寄来时，我考上重

点大学的消息早已散播开去，很多人

来家里围观，可父亲还是没有放鞭炮

——当年，他就是放了鞭炮去读大学

，却被狼狈地打了回来。

开学季到了，父亲亲自送我去学

校，报完道，安顿我在寝室住下，他

才回了家。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到

家那天已是傍晚，他没有停歇一下，

立即从卧室拿出那盘存放的鞭炮，在

夕阳下点燃，响了很久，门前水泥地

上，铺满了红碎的鞭炮纸屑。

然而我知道，我还有更远的路要

走。

大一时，我开始兼职打零工挣钱

，四处旅游吃喝玩乐，做那些第一次

拥抱自由的大学生应该做的事情。

但假期回到家，那种曾在升学宴

上激怒我母亲的声音再次出现了，村

里的人们开始议论：“这还有大学四

年，估计还要10万吧？”

我知道，他们并不是同情和担忧

经济压力，而是“天晓得值不得”。

我承认，读大学与挣钱有关系，但他

们这种，完全以钱来衡量我读大学这

件事，还是让我觉得受到了莫名的冒

犯。

更有人说，“再过两年都可以嫁

人了，读书还不读跑了？”或者，

“女儿读书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嫁

给别人？”

大二寒假临近年关时，村里好几

户人家娶媳妇。按传统，男方家里需

要两个未出嫁的女孩一同前往“接亲

”。村里没出嫁的女孩不少，但20岁

的我却是她们中年纪最大的一个。

婚宴持续了三天，鞭炮声几乎没

停过，长辈到场、婚车出门回来、酒

宴开席、重要宾客退场、登记份子钱

，都要放鞭炮。除此之外，还要敲锣

打鼓，喇叭唢呐，或是演奏现代乐器

。每个人脸上都喜气洋洋，新人的家

里人到处发喜糖，说着“同喜同喜”

。

我接连迎了三个新娘，拿了大红

包，心中正为自己的未婚身份窃喜，

调侃的声音却纷纷传来：“你怎么还

在读书呢？二十几了吧？”

还有媒人在母亲面前旁敲侧击：

“你女儿多大了？说了人家没？”

我妈总是笑着摆摆手：“没呢，

我家孩子还读书呢，还是个学生。”

媒人就摆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似乎在听一个笑话。

也只有母亲，经常安慰我说，读

书不是为了挣钱，爸妈都是农民，你

能“脱了土”就好。除了父母，村里

再没人这么想。

大三上学期，我的大学课程已经全

部修完，开始了将近两年的实习期。

给我实习机会的是一家行业内的

领头公司，在国内也有一定名气。我

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然后整个村子

就都知道了。父母身上也有一种扬眉

吐气的急迫感。于是，家乡开始盛传

，我找了家大公司，马上就要有出息

了。

过年回家，许多人都向我竖起大

拇指，说：“不错啊，找到了这么好

的公司。”我连忙摆手：“我只是在

里面实习。”

但他们不管这些区分，关于我已

经挣了大钱的消息开始流传。我也不

再勉力解释，当时心理也暗自认为，

说不定真能留下来。我甚至还夸下了

海口：毕业之前肯定就把工作的事给

解决了。

可我却没逃脱“毕业即失业”的

命运。等我参加完毕业典礼，匆匆赶

回办公室，完成工作周报，文档的末

尾，落款仍然是：实习生XXX。

在这家公司，实习生没有工资，

公司在城市东北角，学校在西南角，

毕业后需要租房，每月 1000元的生活

费，房租就花去800。家里问我钱是否

够用，很想说不够，但又说不出口。

最终，那家带给我荣耀和希望的

公司，还是没有让我留下来。

好不容易找到了新工作，试用期

工资很低。很长一段时间，我常常想

起这么多年来村里人对我的质疑，我

甚至自己都会怀疑，四年的时间和家

里花给我的钱，是不是都浪费了。

表哥初中毕业后转中专，模具专

业，因做事踏实靠谱，在一线做了8

年后，当上模具厂的小领导，生活过

得不错，是人们眼里的成功人士。他

给我打来电话说：“你现在工资低不

要紧，你爸妈不会说你，要是再过两

年，你还是这样的水平，你不遭人嫌

弃才怪！”

那年回家，亲戚们围坐在火盆旁

聊天，话题不外是工资薪水，结婚生

娃，他们细数着村里那些打工者的收

入，议论着每一桩新近的婚事。聊着

聊着，话头忽然指向了我：“你现在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过年拿了多少

给你妈？”

母亲接话很有艺术，一边忙加着

炭火一边说：“要给我什么钱啊，她

挣的她自己留着就可以。”

其实，我真的没挣到钱。

大家继续聊天、忙碌，唯独我，

沉陷于无尽的失落与自我怀疑中，十

几年书，真的都白读了？

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取得成

功，挣到钱，证明自己。抛开所有人

，这也是我对自己人生的责任。

继续埋头工作，拼命学习，研究

前辈留下来的资料；上网搜集行业知

识，努力发现其中的规则；做事谨小

慎微，每一个策划案，除了给领导一

版，自己身上再留一份；每件事情，

只要领导说“尽快做好”，在我这里

，就是今天的意思。

办公室里，我经常是走得最晚的

一个，领导表扬我，却招致同事不友

好的目光，之后，我便回到出租屋加

班。

半年之后，工作渐渐有了起色，

工资也有了质的飞跃，眼看着一大笔

钱进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生平第一次，我觉得自己有钱了，盯

着手机，忍不住笑出了声。等不及到

下班，我拿着手机偷偷溜出办公室，

打电话给我妈说：“妈，我加工资啦

，加了好多！”

手机里传来妈妈喜悦的声音，我

眼前仿佛看到了母亲喜笑颜开：“好

啊，晚上去吃点好吃的，奖励自己一

下！”

关于我在大公司工作、挣了“大

钱”的传说还在流传。母亲告诉我，

大家都说你是读书人，夸你有出息，

说你“一个月就挣的顶人家好几个月

的工资”。

我早就知道，在他们的眼中，评

价一个人，就在于“挣多少钱”，评

价一件事情的价值，也一样是“挣多

少钱”。

后来，我买了车，也在城里买了

房，时不时给家里网购些时髦的衣服

，带着父母到处旅游。父母常说：

“我们在村里可长脸了。”

男朋友偶尔会提醒我：“你这样

有炫耀的成分，大家看着该有想法了

。”

我总是倔强地回答：“我不是在

炫耀，我只是在说，读书真的有用！

”

我只想证明“读书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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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茶道叫无茶主义

书法使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

对我来说，书法不仅是用笔、用墨

水写，我认为书法是人生的一条道

路。我小时候就喜欢书法，特别喜

欢行书，但读书以后没花多少精力

到书法上，是茶又把书法带回来给

我。

2008年我先生因为生病回美国

西雅图做手术，茶给了我一个支撑

点。那时候我刚来美国，没有朋友

，对这里不了解，英文也说得不好

。我和我先生都很喜欢茶，在香港

开了一个茶叶公司，在西雅图我开

了一个桂田茶俱乐部，茶带给我很

多朋友，让我对茶也有了新的认知

。

以前喝茶就是喝茶，没有特别

的感觉，现在我觉得茶不仅是茶，

它带给我平静，让我看到自己，让

我成长。茶成了我的生命，是我自

修的一种方式。

我曾经到湖南农大学茶道，茶

道的每个动作都包含着能量，用丹

田把气输送出来，我觉得每个动作

都是书法的动作，都是有意识的，

因此我把茶道和书法结合到一起，

又开始写书法。同时，我还学了三

年舞蹈，我认为书法是纸上的舞蹈

，我把自己的身体当做毛笔，把大

地当成纸，无牵无挂，自由发挥自

己的能量，这对我的书法风格有很

大改变。

如果我要表达茶，自己要先变

成茶，我要修心养性，我认为舞蹈

让我把茶递给客人时更有表达力，

我希望自己的动作像舞者一样轻盈

、高雅、流畅，我用舞蹈表达茶的

尊敬。

我没有真正的老师，影响我的

是Neoillusion 哲学，书法每一笔都

是能量的输送、表达、传递，不

仅传递意思，也是传递当下的感

情，你一定要自由。创作之前，

通常我都会先跑步，然后打坐，

把身体打开，阴阳结合，我最终

是为了表达我自己，而不是复制

哪一个书法家。

“无茶主义”受两个因素启发

，一个是Neoillusion哲学，表示生生

不息的幻想。同时，我也受到《心

经》的启发，五蕴皆空，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真正的茶代表人生，

茶包涵无和有，无茶也是有茶，因

此我的茶道取名为无茶主义。

我的茶道会现场有音乐，例如

古琴演奏或唱诵。每次茶道会都有

不同主题，我们讨论自我认知、自

爱等各种话题。在无茶主义的茶会

上，不仅是喝茶，最主要是传递茶

的精神、意义、文化。

茶给了我一个平衡点

我的家乡是湖南长沙宁乡，我

父母有个小小的茶园，我们自己种

的茶没有卖，只给自己喝和送朋友

。有一次老师布置暑假作业，让我

们帮邻居摘茶叶，我当时不喜欢，

我没办法才去做，没有感恩之心，

现在想起来那是一个多么珍贵的经

历。

长大后我去了深圳，我走访了

每个茶的生产地，花了好几年与茶

农沟通。我当时在深圳的贸易公司

工作，完全与茶无关，茶是我个人

爱好。

我先生原来在华盛顿大学做脑

细胞研究，应邀到中国的大学访问

。我非常喜欢他的气质，他散发出

的能量让我感到很舒服。他虽然是

西方人，但他很热爱中国文化，也

和我一样喜欢茶。后来我辞工去学

习茶，考了茶叶审评师的证书。不

过，那时候我还不懂茶的哲学。

初中毕业后我就去打工，我每

个月赚钱寄给家人，后来我自己赚

了钱，我觉得自己最缺乏的就是知

识，我对知识有强烈的追求和渴望

，英文、电脑、书法我都是自学的

。

我以前有很多抱怨，不喜欢呆

在乡下，但正因为我的背景，我现

在对书法、对茶有不一样的观念和

视角。同时，对人生也有了不一样

的理解，我觉得每件事都是有原因

的。

刚到美国时，由于我先生已经

离开美国一段时间，我们什么也没

有，没有房子也没有保险，我花了

自己的积蓄给他治病。我们在西雅

图做茶道演讲，去参加西北茶文化

节，那时候我先生还能够站起来，

还能说话，他对茶很热情，整个演

讲他做一半，我做一半。

我先生受了很多苦，他患的是

舌癌，每次我喝茶，他只能闻，没

法喝。在中国时我们有很多计划，

后来他的病情恶化，拖了四年，我

一直照顾他，眼看着一个非常健康

的生命慢慢地枯萎。他曾经一个月

没吃东西，住在临终医院，那时候

我还在做茶道会，茶给了我一个平

衡点，给了我爱，让我有爱给我先

生。

记得有一次，我在西雅图做了

最好的一次茶道会，我去临终医院

看望他，他当时不会说话，我们用

笔沟通，我花了半个小时扶他坐起

来，他没有力气写字，最后他花了

所有力气，给我竖起大拇指。

我先生生病时，我把食物打碎

成流体，他肚子上接有喂食管，我像

注射液体一样把食物输入到他胃里，

四年都是这样。有一次我呆在医院一

个星期没睡觉，我的朋友对我说，这

个病治不好的。我先生也对我说，你

有选择，你为什么不走？我说，我没

有选择，因为我选择了你。当时非常

痛苦，现在想起来是一种福气，没有

那段经历，我今天不会这么感恩，一

切都有原因的。

我希望把我的一生都献给茶，

茶里面有我先生的精神，有他的爱

，我想把这份爱献给大家。尤其是

在纽约，大家都太忙，我想把生活

的味道献给他们，让他们去品味。

这是我的使命，茶不但是我爱人的

生命，也有我新的生命。

艺术是我的人生导师

在西雅图时我认识了我现在的

爱人Niilartey De Osu，他来我那里

品茶之前的一个星期，刚刚戒掉了

咖啡。他说，咖啡让他的状态不平

稳。在茶道会上，我们一句话都没

说，他把整个过程拍成视频。

我先生去世后，他和其他朋友

来参加葬礼，我用铲子把泥土慢慢

铲到棺材上，我很伤心，什么都不

记得。当时，他站在另一边，也把

泥土铲到坑里，我们同时做这个动

作。后来他对我说，他当时就想，

我们会在一起，因为我先生已经把

我交给他了。

他说，他亲眼目睹了我的经历

，从没见过这么坚强、有爱的女人

，他一生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他

看到我为爱的付出，发自内心觉得

很珍贵，觉得我是值得他爱的人。

我现在的爱人把Neoillusion带给

我，这是一个多文化、多哲学、多

宗教结合的概念，是他发明的一个

概念。我觉得不管哪个宗教，我们

的理念都一样，只是修的方式不同

，艺术的目的也都一样，只是表达

方式不同。

我的爱人是时装设计师，拥有

自己的服装品牌Neodandi，衣服都是

手工做的，我表演茶道时穿的白裙

子是我爱人设计的，他的设计很前

卫。他很有才华，简单一个茶字，

我们就可以聊一个晚上。他是一个

真正的艺术家，思维完全别具一格

，我觉得他是我的老师。他说，我

是一个有潜力的人，但我一定要坚

持修行，如果我不修行，我什么也

不是。如果我没有诚意，人不好，

那么我的茶一定不好喝。所以，你

要泡一杯好茶，就一定要先修行。

我先生的死改变了我对人生的

态度，让我开悟，让我对艺术的表

达与别人不同。现在的爱人把Neoil-

lusion带给我，让我重生。

有时候我会闭上眼睛听音乐，

没有纸，没有笔，用毛笔在桌子上

写，用我第三只眼睛，即我的心，

来感觉每一笔一划的曲线。书法是

用心写出来的，闭上眼睛时我能忘

记周围一切。有时候我用一把竹竿

，在空间里写心经，其实没有字，

只有我的心看到，没有人像我这样

练习，这对我有很大帮助。

如果书法是纸上舞蹈，墨就是

我的精气神，大地是我的纸，我的

身体是毛笔。我的作品，不但像水

一样流畅，我还用多媒体来表达，

用丙烯、用墨、用拼贴、用不同的

纸，有的字写在陶瓷上，有的字写

在玻璃上。我一来纽约，佩斯画廊

(Pace Gallery)的老板就为我办了一个

展览，他是有名的艺术品经销商，

他说我的作品很前卫。

在艺术及茶修的旅程里，我找

到了自己，看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看

到的高尚、坚强、充满灵性的一面

。我发觉了上天给我的天赋及职责

。我感恩地接受上天恩赐的使命，

我充满激情的来奉献、来给予、来

服务、来创造、来爱、来揭示存在

的意义与价值。

艺术是我人生的老师，生活的

伴侣和灵魂之家。要成为一个艺术

家，必先成为一个艺术品 ，同样要

做一个茶人，也必须先成为茶。因

此，我唯有在每天生活的点点滴滴

中修炼自己，成为一件永不遗忘的

艺术品，一片回甘的茶叶，这是我

一生的修炼。

事茶修行 品味人生
红四方是李桂田的艺名，象征着万物一体。她既是一个书法艺术家，也是一

个茶道艺术家，她用舞蹈来演绎茶道，也用舞蹈来书写。书法对她来说是纸上的
舞蹈，她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毛笔，把大地当成纸，把书写和舞蹈都当作是人生的
一种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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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女童天台坠亡
无护栏成家属追责重点

今年4月17日，家住顺义某小区的女子李某

霞的天塌下来了。她12岁的女儿从自家阁楼的窗

户跨出，走上外面的楼顶平台，从14层高的楼顶

坠落身亡。现在没人能准确地知道她为什么要跨

出窗户，更没人知道孩子是怎么摔下去的，李某

霞知道的是，身患糖尿病已无法再生育的她，在

这一天，失去了唯一的孩子。

房子的业主是李某霞的姐姐李某燕。自从

2014年交房，姐妹俩带着孩子胡某一直住在这里

。在起诉书中，原告提到，自家阁楼外侧就是天

台，打开窗户就可以进入。天台临空之处没有任

何诸如护栏之类的保护设施，就算是大白天，也

一样存在坠落的可能。但即使如此，开发商向小

区业主发放的《装修须知》中也明确提及“禁止

安装外护栏”。李某霞认为，根据住宅设计的相

关国家标准，“外廊、内天井及上人屋顶的临空

处，6层和6层以下的栏杆净高不能低于1.05米，

7层及以上不得低于1.10米”。此外，护栏必须

采用防止儿童攀登的构造，垂直的栏杆间距不得

大于0.11米。显然，这个楼顶的设计，并不符合

强制性国标。

李某霞认为，正是因为设计施工上的问题，

导致了孩子坠亡，开发商应为此承担责任。

庭审当中，被告方开发商的代理律师完全否认

本方在这起悲剧中存在责任。开发商在事发后也曾

进行了现场勘查，确认这个地方只有从窗户爬出去

才可到达。“死者已经12岁了，属于限制行为能力

人，如果不是故意跳出去的话，不会造成死亡。”

律师同时认为，依据设计规范，天台并不属于必须

安装护栏的范围。“这个天台，在入住合约当中已

经写明属于‘非上人屋面’，这个位置属于公用设

施，本来就是不允许上人的。”

对此，原告一方表示，是不是“非上人屋面

”，不是通过入住合约就确定的，首先要看天台

的功能、出入便利程度。“如果是非常轻易就可

以上去的地方，却定义成非上人屋面，不能说服

法庭。”原告称，这个天台一直有人利用，有人

晾晒衣服，有人种草、养花、养鸽子，开发商说

它是“非上人屋面”不符合实际。

在庭审中，被告一方提及，胡某在坠楼之前

，其母督促孩子写作业时，曾批评她玩手机。

“她的大姨也因为孩子说谎打过她一次。她是小

学生，已经有行为上的意识了，若不是自己要从

窗户爬出去，也不会导致坠楼的结果。”原告当

即反驳说，孩子性格开朗，只是不爱写作业，在

学习上有惰性。她为此被批评也不止一次，并非

是因为突然遭受批评而想不开。“被告的推理不

严谨。”

由于被告一方拒绝调解，此案将择期再审，

法院也将直接组织双方进行现场勘查。

临时看护人疏忽
幼童从栏杆缝隙掉出

仅仅两岁7个月就告别人世的于某更令人唏嘘

。该案在北京二中院二审时，法官当庭播放了事发

时的录像，旁听席上不断传出心痛的失声惊呼。

这一惨剧发生在去年2月29日。监控画面中

，两岁多的小姑娘沿着楼梯从三层蹒跚着攀爬到

四楼，看上去正玩得高兴，在四楼楼梯栏杆处，

她的小身体从栏杆缝隙处向外挪动，电光石火之

间，突然消失不见了。短短几秒之内，从三楼冲

上来一名女子，惊慌地朝下张望。

一审法院查明，去年2月29日，孩子的母亲

于丽接受了自己的朋友、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业务

员郭某的邀请，带着孩子前往位于大兴金苑路金

融大厦的保险公司面试。在此期间，孩子交由郭

某照管，却不慎发生意外。一审法院认定，大厦

的产权人和管理人多元电气公司、保险公司和郭

某分别承担40%、30%、20%的责任。孩子母亲于

丽承担10%责任。这三方均表示不服，上诉至北

京二中院。

庭审中，三方认为，自己这边或是根本不该承

担责任，或是即使承担，也不该是这个比例。产权

方说，作为一个金融大厦，租客们基本全是金融类

的公司，没有餐饮类，没有让孩子玩耍的地方，本

就不是孩子该出没的地方。况且家长带着孩子进来

，谁能想到竟然出现照顾不周的情况？

郭某的代理人则表示，郭某的行为是职务行

为。“招聘是郭某的工作职责，帮着应聘者带孩

子，也是为了她能更好地进行面试。”但这一点

立即遭到保险公司的反对：有谁指示你去带孩子

了？保险公司代理人表示，公司确实有责任，孩

子当时跟母亲来参加面试，公司应该及时劝阻。

但事发处是大厦的公共区域，已经脱离了保险公

司承租的范围。同时，员工郭某确实有招聘业务

，但是公司并没有授权她，让她允许应聘者带着

孩子来，也没有授权她去看护孩子。

在法庭辩论阶段，上诉方多元公司代理人提

出了一个细节：孩子母亲于丽曾经在和自己的朋

友、保险公司业务员郭某的短信里说，当天孩子

应该去幼儿园，但是孩子闹着不想去，她也就没

让孩子去。“这就说明，本来她是有条件将孩子

送到幼儿园的，但是她没有，在面试过程中，她

也看见郭某带着孩子在楼道里玩耍，她本人应该

是有监护责任的，但是她没有尽到义务。”

于家的代理人在法庭辩论中说，这个大厦是公

开场所，于丽带孩子进入的时候，各方都没有阻止

和提醒。她本人是不可能知道这座大厦存在安全隐

患。她进入大厦，并没有过错。于和郭是朋友，郭

有育儿经验，又是保险公司员工，在她帮助看孩子

的时候，手头也没有其他工作。这些怎能成为一个

孩子妈妈不负责任的说辞？“孩子死亡后，于丽的

精神崩溃，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恢复。”

目前本案二审尚未宣判。

涉及众多法律
责任划分是最大焦点

记者庭后回访了位于大兴的金融大厦。这里

的楼梯宽2米左右，扶手间空隙用有机玻璃挡住

。据在这里租用房屋的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去年

的孩子坠楼事件发生后，楼梯扶手间的小缝隙也

都被挡板挡住。

是不是商业楼宇的楼梯设计都需要在细节上

如此小心？记者选择两处儿童教育机构集中的商

业中心观察。在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内天井面积

巨大，二层和四层有大量儿童教育机构，从学龄

前至小学高年级的孩子随处可见。记者注意到，

内天井周边护栏同样全部被有机玻璃封闭，相关

提示也较为醒目；在崇文门附近的新活馆，内天

井和电梯旁临空位置上，有机玻璃挡板比金属扶

手高出约30厘米，且醒目的提示牌每隔数米就悬

挂一面。

对于于某坠亡案的一审判决，北京市易和律

师事务所李军律师认为，按照二审庭审中的各方

说法，郭某的行为应当属于职务行为，她所承担

的20%的赔偿责任，若能确定为保险公司一并承

担似乎更为理想。当然，她在整个事件中所应承

担的责任非常清楚，正是因为她的疏忽才导致了

孩子坠亡。保险公司在履行了赔偿责任之后，理

所当然可向她追偿。“产权单位被判应承担40%

责任，我个人认为是合适的，产权单位以‘我是

金融大厦，没有餐饮和幼教’的理由忽视安全设

施的说法存在一定问题。没有哪条法律会支持

‘金融大厦盖起来了，孩子不能进’的说法。”

康达律师事务所韩骁律师说，在天台坠楼案

中，可能的责任主体包括监护人与房屋出卖机构

。根据庭审中的信息，可以发现孩子的母亲在履

行监护责任上有瑕疵，放任孩子打开窗户去天台

。不过考虑到孩子已经12岁，对于一般的事物已

经有了自己的判断能力，因此在责任分配上，孩

子的母亲可能会较轻一点。房地产公司一方，尽

管在房屋买卖过程中合同未对天台等楼房共有部

分作出约定，但依据法律规定，天台属于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部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

解释规定，房地产公司对天台的安全标准具有保

障的义务。根据《合同法》，建筑物存在不符合

质量标准的情况构成侵权或者违约责任，应当赔

偿。”

韩骁律师说，两个案件涉及到的法律非常多

，《民法总则》、《婚姻法》、《合同法》、

《侵权责任法》均有涉及。其中的法律关系包括

监护人责任、看管责任、侵权责任等。

李军律师认为，两起案件有颇多的共性，如

侵权责任的如何划分、建筑国标是否适用等。

“设施上是否齐备，当然是法官最后确定责任的

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即使设施符合要求，开发商

、产权人一方是否进行了足够的警示，也同样会

对最终承担责任的比例产生巨大影响。比如孩子

天台坠亡案当中，开发商或物业是否在小区内有

明确的警示标志，禁止居民登上天台，都将是法

官考量的内容。”

孩子高坠身亡 留下争端一串
家长与物业看护人与公司责任到底怎么分

12岁女孩胡某跨出自家阁楼的窗户，走上楼顶的平台，接着坠楼身亡。妈妈王某将开发

商告上法庭，认为由于设计上的缺陷，使得孩子非常容易进入天台，且天台并无护栏等任何

保护设施，最终导致坠亡，因此索讨各项损失共计139万余元。

此前不久，另一起孩子坠亡案件已在北京二中院开庭审理。一位年轻妈妈带着两岁7个

月的女儿前往一家公司应聘，面试时孩子交给朋友也是该公司员工的郭某照顾，不料，孩子

玩耍中从四楼楼梯的缝隙中坠地身亡。

同是孩子坠楼，家长、物业乃至与此有关的各方，到底谁该负责谁不该负责，建筑物从

楼梯到天台的设计，是否必须要考虑到幼儿们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孩子遭遇的悲剧，应该给

我们敲响哪些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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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思科網絡工程師9月
新班開課了！這一期的幸運兒經過3-6個月的
學習和訓練，將加入年薪10萬美元的行列！聽
起來too good to be true，但是世界上有時候就
是有這樣的好事好項目，機遇是稍縱即逝的。
據哈佛大學研究顯示，每個人一生要出現7次
決定人生走向的機會，25歲以後開始出現機會
，每7年出現一次，但第一次機會出現的時候
太年輕，75歲以後出現的已經太老沒意義，所
以每個人可以利用的機會是5次，這5次機會又
有2次會不小心錯過，所以實際上每個人一生
中能抓住的能夠改變命運的機會是3次。思科
網絡工程師培訓班就是這樣一個機會，就看你
能不能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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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到最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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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e-
ce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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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s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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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eCe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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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eCert承諾
幫助找到年薪十萬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
LaneCert雇傭你！

改變命運的機會或許就是這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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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什麼是 TIMING CHAIN
和TIMING BELT

思科網絡工程師新班開課，
抓住這個改變命運的機會，

十萬年薪不是夢！

買了車都會聽到TIMING CHAIN或者TIM-
ING BELT, 聽起來似乎很重要, 實際上真的很重
要。 TIMING CHAIN或者TIMING BELT是發動
機的一部分, TIMING的意思就是協調各個活塞
和汽缸依次點火推動曲軸轉動的時序, 如果
TIMING BELT磨損了, 上面的牙齒哪怕是錯了一

格, 發動機RUN的都會非常不爽
。 . L: v b! ~ w/ w4 ?6 K" a

TIMING BELT是橡膠皮帶, 上
面有牙齒, 更換的時候絕不能稀
里糊塗的錯位。

TIMING CHAIN 是金屬鏈條,
一般不會錯位, 除非斷掉, 如果斷
掉了, 發動機裡面的各個汽缸氣
門左手打右手, 會爛到需要拆開
發動機大修。 BELT通常是外置
的, 不是浸在油裡面潤滑, 平時不
需要做什麼保養, 但是由於橡膠

會老化和磨損, 所以到了一定時間或者跑過一定
公里數就需要更換, 但是因為TIMING的重要性,
不能等到牙齒錯位或者斷了才換, 原廠的BELT
標稱是12萬英里, 但是通常10萬英里就應考慮
更換，非原廠的BELT會便宜些，不到一半價格
, 但是不知道能用多少公里, 換TIMING BELT本

身不是非常難, 但是拆東西很煩人, 有的發動機
需要兩三個小時拆出不少東西後才能更換, 人工
費當然就不便宜。一般來說冷卻液水泵的壽命
也是10多萬英里, 而且更換水泵也是要不少時
間才能拆到那個位置, 所以 TIMING BELT 和
WATER PUMP經常會被一起更換, 我個人覺得
水泵用雜牌還能接受, TIMING BELT還是要用穩
妥一點的, 橫豎都要付那麼多人工數, 零件上貴
不了多少錢的。 CHAIN通常不是外置的, 是浸
在ENGINE OIL裡面一起潤滑, 理論上一輩子不
用換, 但是有一點需要注意, 就是千萬要保持
ENGINE OIL的干淨和潤滑性能, 如果ENGINE
OIL很骯髒或者質量次潤滑效果很不好, CHAIN
會比ENGINE其他部位提前死亡。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本報訊
】今年是南
京大屠殺慘
案 發 生 80
週 年 。 12
月 3日，美
南江蘇總會
等 20 多 個
社團將在休

斯頓舉辦以“牢記歷史、面向未來”為主題的集體公祭和座談會
。屆時，將由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主祭。全美華人協
會顧問姚鳳北博士和休斯頓大學城中校區教授李堅強博士將擔任
主講，各大社團僑領和僑胞、留學生代表將發言。共同主辦的社
團包括： 美南江蘇總會、全美華人協會、中國人活動中心、 飛
龍傳媒、得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消費者協會、山東同鄉會
、 福建同鄉會、浙江同鄉會、上海聯誼會、東北同鄉會、德州
中華總商、湖南同鄉會、德州東北總商會、 美南河南同鄉會、
休斯頓中國聯合校友會、美中友好促進會、德州南方大學中國學
生學者聯誼會等。

1937年的12月13日，侵華日軍侵入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實
施長達40多天滅絕人性的大屠殺，30萬生靈慘遭殺戮，人類文
明史上留下最黑暗的一頁。從1994年開始，江蘇和南京都會在

每年的12月13號舉行哀悼儀式，
包括撞和平鐘、敬獻花圈等等。
2014年2月27日，中國十二屆全國
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
將每年的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
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決議的通
過，使得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紀
念上升為國家層面。國家公祭日的
設立表明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
捍衛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堅
定立場。 2014年12月13日，國家
舉行了首個公祭日，黨和國家主要
領導人出席，南京全城默哀。

休斯頓的華人華僑留學生近年
來，也在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忌日前
後，舉辦各種形式的公祭儀式。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舉行公祭儀
式，是要喚起每一個善良的人們對和平的嚮往和堅守，而不是要
延續仇恨。我們要以史為鑑、面向未來，共同為人類和平作出貢
獻。歷史不會因時代變遷而改變，事實也不會因巧舌抵賴而消失
。

我們要通過公祭活動，莊嚴昭告國際社會：今天的中國，是
世界和平的堅決倡導者和有力捍衛者，全世界華人將堅定不移維

護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 真誠團結，為建設一個持久和
平、共同繁榮的世界而攜手努力。

休斯頓公祭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80週年活動將於12月3日
上午10:30開始，在國際貿易中心（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00 HOUSTON TX 77072）舉行。主辦單位備有簡單午
餐。敬請各界踴躍出席。如有垂詢或捐贈，請洽美南江蘇總會副
會 長 及 全 美 華 人 協 會 休 斯 頓 分 會 會 長 喬 鳳 祥 博 士
（832-293-0914）。

休斯頓休斯頓1212月月33日將舉辦日將舉辦
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屠殺8080週年遇難者公祭儀式暨座談會週年遇難者公祭儀式暨座談會

2017休斯敦華文作家協會喜結碩果會員獲獎及
作品分享年會12月10日舉行

【本報訊】休斯頓是美國第四大城市，政
治經濟文化地位日益上升，華文創作也正在取
得令人矚目的豐碩成果。 2017年成立的休斯頓
華文作家協會，擁有當代優秀的散文家、短篇
小說家、長篇小說家、最佳編劇、紀實文學作
家、隨筆雜文家等，甚至在英語原創小說及英
語原創劇本方面也取得了可喜可賀的戰績。源
遠流長的華文文學正在美南地區大放光彩。

僅僅在2017年，休斯頓華文作家協會喜訊
頻傳，會長陳瑞琳再出版她第五部域外散文精
品《去意大利》，副會長任國平在根據他同名
小說改編的電影劇本《墓碑鎮的中國瑪麗》在
49屆休斯頓國際電影屆獲美國西部片金質獎之
後，再根據老路中篇小說《趙老二去美國》所
改編的電影劇本又在舊金山新概念國際電影節
一舉奪得故事片劇本編劇最高獎：最優秀劇本

獎。作協理事張惠雯在出版短篇小說集《兩次
相遇》、《一瞬的光線、色彩和陰影》之後，
再出版散文集《惘然少年時》，受到讀者熱評
。作協理事盛林，出版紀實文學新書《生活本
就是田園》，榮獲2017年10月百道20本好書
榜·生活類第十四名。作協理事老路，在《香港
文學》發表了他新創作的中篇小說《趙老二去
美國》，成為他重返文壇的重要收穫。理事趙
美萍，在陪伴母親的最後日子裡，寫下了十多
萬字感人肺腑的親情紀實文學《侍母記》，在
國內發表後，引起強烈反響。理事曹青樺，在
完成中文長篇小說《行板—紐約》之後，目前
正在將他創作的英文長篇小說《The Fortune-
teller》翻譯成中文作品。理事陳家傑以筆名捷
夫不斷在“世界日報周刊”和“世界博覽”雜
誌發表思想隨筆。新會員杜秀香不僅有中短篇

小說集《舊夢如風》在2017年5月由美國南方
出版社出版，另外還有短篇小說《雅麗》和
《閨蜜》連載於《世界日報》，散文作品刊載
於國內《美文》雜誌及美國《僑報》“文學時
代”等，她的新長篇《多情總被無情惱》也在
完成之中。會員楊蓉一直堅持在“憶鄉坊文學
城”和“未名詩壇”等網絡平台發表散文、詩
歌和小說作品。

為了慶祝和分享2017所取得的創作成績，
休斯敦華文作家協會將於2017年12月10日在
《美南新聞》廣場國際貿易中心大禮堂舉辦首
屆年會，並特別邀請到著名藝術家王維力老師
為年會致辭，暢談他的藝術信念。年會內容包
括：陳瑞琳介紹新書《去意大利》及新西蘭之
旅；任國平介紹他的獲獎劇本《趙老二去美國
》；老路分享他創作《趙老二》的體會；盛林

介紹她的新書《生活本就是田園》；趙美萍分
享她創作親情紀實文學《侍母記》的經過；曹
青樺介紹他正在翻譯的英文長篇小說《The
Fortuneteller》；陳家傑分享他2017發表的思
想隨筆。新會員杜秀香將介紹她的中短篇小說
集《舊夢如風》以及她在2017年的散文詩歌創
作。

本屆年會內容豐富、精彩紛呈，是一次面
對社區的公開文學盛宴。歡迎休斯敦地區愛好
文學的朋友和老師蒞臨指導，免費入場，共襄
盛舉。

年會地址：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11110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72。

年會時間：12月10日星期天下午1：00至
3：30

1212月月1313日為中國國家公祭日日為中國國家公祭日 （（資料照資料照））

20152015年年1212月月1313日日，，休斯頓僑學界紀念南京大休斯頓僑學界紀念南京大
屠殺屠殺7878週年公祭及週年公祭及““檔案申遺成功檔案申遺成功””研討會研討會
（（資料照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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