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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差距，帶給我的6次震驚

孩子高一的时候，我们有幸接待了

一位美国私立高中的同龄女孩，共同生

活了一周。零距离的接触，让我从中美

两个同龄女孩子身上看到了我们教育的

差距，甚至能想象到孩子未来面对这样

的对手时，充其量也就是个高级打工

仔！——一位妈妈写在前面的话。

来中国游学的十几位孩子都是来自

Country Day School（乡村走读中学），

据说这个学校全部费用来自于富豪们的

捐助，只收合符条件的孩子，是标准的

贵族子弟学校。在经过若干个表格的事

无巨细的项目填写（细致到父母的宗教

信仰、饮食习惯）和层层审核后，我家

被确定负责接待其中一位女孩子。

第1次震惊

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子，个子比我

孩子高出一个头，瘦削高挑，皮肤白皙，

脸上露着真挚的微笑，非常动人。第一

顿早餐我为孩子准备的是扬州包子和小

馄饨，孩子们吃的很开心，美国孩子也

使用筷子，说是为了入乡随俗特地学习

的。在用餐尾声时，美国女孩跟我说：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早餐，非常谢

谢您！”给我孩子做了十几年的饭菜，

也没听到啥赞美。被赞美的感觉的确非

常美妙，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

不少。我第一次被惊到了。

第2次震惊

晚餐，我做了我最拿手的西红柿炒

鸡蛋、糖醋排骨等三菜一汤，我们边吃

边聊，非常开心。吃完饭，两个孩子依

旧在聊天，我开始收拾碗筷，美国女孩

连忙站起来对我说：“Can I help you?"

看着这个孩子真诚地样子，我连忙说：

“不用了，你们聊。”我的孩子看着我

忙碌了十几年都习惯了，基本是熟视无

睹。而美国女孩能为对方着想，瞬间做

出本能的反应，看来是习惯使然。我第二

次被惊到。

第3次震惊

我看到美国女孩子的护照已经很破

旧了，就很好奇地问：“你走过了哪些

国家？”美国女孩的回答让我第三次被

惊到了。“这是我的第三本护照，大概

走过了30多个国家。”看着我惊诧的表

情，她解释说：“一般假期，我们学校

都组织同学出去游学。这次是第一次到

中国，主要去上海、南京、北京和西安。”

我在暗自佩服的同时不由得发问：“你

们这样周游世界，学习怎么办？”要知

道我们的孩子寒暑假几乎都在各培训点

啊。美国女孩看着我孩子一脸的羡慕

说：“我们平时的学习任务很重的，每

天回家的作业量是5小时。”

在聊到业余生活时，我了解到美国

女孩家庭的基本情况：爸爸在自己的企

业工作；妈妈基本是家庭主妇，不上班。

但是美国女孩强调她的妈妈很辛苦，要

负责家里的日常生活、草地、游泳池和

直升机的日常养护；哥哥负责洗碗和协

助妈妈搞卫生；她则是负责家里两条狗

和三只猫的衣食起居。一家人各负其责，

井井有条。我们家是爸爸、妈妈要上

班，妈妈还要负责全家的生活，孩子是

两耳不闻窗外事只管学习。在对家庭义

务和责任方面明显地我们差距很大。

第4次震惊

我第四次被惊到的是听俩孩子聊

天。我孩子问美国女孩子遇到最恐惧的

事情是啥？美国女孩子说是有一年的暑

假，几个家庭的父母把几个10多岁的孩

子送到原始森林里，没给带水和食物，

没有床和帐篷，跟孩子们相约一周后来

接。那一周是这个孩子最恐惧的，也是

最刺激的。她告诉我孩子为了不挨饿，

他们生吃过抓来的老鼠。想想他们的生

存能力有多强！

第5次震惊

快要离开南京了，为了尽地主之谊，

给美国女孩尝尝最美味的中国菜，我们带

她到了南京最繁华的地段----狮子桥，点了

获国家金奖的"鸡煲翅"，当美国女孩明白

是鱼翅做的，她非常坚决地拒绝了这道

菜：“这道菜我无法接受，动物需要保

护。”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甚至是不近

人情。我汗颜之余，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第6次震惊

饭后，几个孩子相约到附近的电玩

城去玩，除了我孩子和美国女孩外，我

们还邀请了女儿的两个好朋友：两个小

才女。整个玩的过程我是听孩子跟我复

述的：“妈妈，太可怕了，美国人太厉

害了！一进电玩城，两个好朋友就上去

玩了，什么好玩玩什么。看得出平时繁

重的学习压力在这一刻被化解了。而美

国女孩子拉着我边走边观察什么游戏盈

利最大，转了一圈才锁定目标，美国女

孩子赢了很多游戏币，分给我们三个，

再去找自己感兴趣的游戏玩。”我这一

次不仅仅是惊了，简直是被震撼了：小

小年纪就知道如何做到利益最大化，处

处深思熟虑。

我们的孩子其实不比美国的孩子差，

只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学校、我们的

社会教育，把孩子们放在了温室里。很

难想象，温室里能培育出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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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学跳舞已经十一年了，四五岁就

开始了。昨天是她们舞蹈学校的“开放

日”，欢迎家长们去观摩，其实是让家长们

感受一下她们平时训练有多苦。这么苦，为

什么她能坚持十多年？答案是：兴趣。

下面两张照片是她们上次参加舞蹈

比赛是老师给小朋友班汇报表演时拍摄

的，看看那些孩子们，动作没有一个学

得100％可是个个神气活现，精神十足，

充满激情：

在中国的孩子们如果学习舞蹈，更

强调的是整齐，统一，100％地拷贝老师

的动作。Google "儿童，舞蹈”图片，你

能看到很多这样童真消失了的照片：

女儿昨天的练习，有一段是爵士舞

，中间一大段两三分钟时间是和三个舞

伴自然发挥，没有指定的动作，让她们

根据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当时的心情去

自由舞动。看到女儿很流畅，自信，投

入地表演，我能理解她十多年的“苦练

”后面有多少“甜”。

这个例子很好地反应了中美教育方

式的不同：一个强调样板，纪律，统一

；而另一个是鼓励个性发挥，自由，独

立。

在美国，学习更重要的是学精神，

学能力，而不是内容。

创 新何尝不是如此？前些天在报上

看到说宁波市政府要出5000万培养出1400

个斯蒂夫！岂不知，斯蒂夫只有一个！成

批生产的还能是Steve吗？政府的好 意可

以理解。钱，不如用来去奖励创新的成功

者，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创新的队伍中去。

5000万，可以发十个诺贝尔奖了。可能是

没有办法找到适合得奖的人？那 么，

5000万，也该用到教育改革上面去，让学

校停止扼杀具有创新精神的孩子。

这些天还在继续看Steve Job传记，

能总结出至少10个中国的文化或者制度

扼杀Steve这样人才的机会。过几天慢慢

写出来。

從美國學生
驚人的閱讀量談起
去美国读本科或研究生的中国

学生常常会为美国学生的阅读量感

到惊诧，事实上，美式教育的特点

之一，就是从小重视阅读，从中学

开始引导学生结合阅读写研究性论

文，这些能力最终成为美国学生的

最大优势。

在美国大学读了两年研究生，

最惊讶的是同班同学的阅读量和阅

读能力。第一节口述历史的方法论

课，教授布置的阅读量就是一二百

页。随后，老师指着一本300页 左

右的书说，“如果有余力，你可以

再读完这本书。”当时我震惊于美

国教育中阅读要求。全班同学有三

个人在除了几百页的阅读材料之外

读完了这本约300页的 书。占全班

同学的30%。

后来我和美国同学们交谈发

现，美国教育从小就比较重视阅读

能力。因此他们的阅读能力来自长

期的培养。

从小学开始，语文老师就会提

供各种不同的阅读材料让大家阅

读，然后根据阅读写作各种有意思

的论文。在高中时，他们做的研究

性论文更是大大开启了同学的批判

性思维。而这种思维更是中国同学

最欠缺的。

我逐渐明白，美国的教学方法

并不单纯看中阅读速度和数量，而是

着重构建阅读和思考之间的关系。

高中生的研究性论文

“医学协助死亡之思考。”这

是在新泽西的一所公立学校上九年

级的艾薇的研究性论文。九年级相

当于中国的高一。我惊讶于小小的

年纪，艾薇就需要写这样高深的文

章。艾薇告诉我，上了高中之后，

每一年她和同班同学都需要花一年

左右的时间写这样一篇大约20页的

“研究性论文”。

艾薇从图书馆借不同的书籍来

全面研究这个问题。其中重点的两

本 是 《 生 命 的 价 值 》 (Life’ s

Worth)和《合法的终结-医学协助死

亡的有限自由》 (Lawful exit- The

limit of freedom for help in dying)，

这是两本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

她经过阅读之后再结合其他的

阅读资料和视频资料得出自己的观

点。我看到老师的评分非常繁复，

一共分为语法、文章结构、观点的

逻辑性等等10项目评分标准，在

100分总分里艾薇得了91分。

“老师并不在乎你的观点是否

和她的一致。但是老师重视的是你

论证的过程是否扎实有逻辑性，能

否自圆其说。而一般有争议性的话

题比较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欢迎，因

为 这样有利于观点的反复论证。

老师甚至会鼓励你挑选本质上你并

不赞成的观点来写论文，来训练批

判性思维的能力。”艾薇说。

她们所说的争议性话题包括，

皮革工业是否严重伤害动物权益、

是否应该支持堕胎、种族歧视、枪

C支控制、同C性婚姻等。所有的

话题都是美国社会现在极具争议性

的社会话题。即使在今天的媒体电

视新闻上，这些话题也屡见不鲜。

“让我最受启发的不仅仅是自

己写论文的过程，而是同学之间的

相互评判。在写完初稿或者第二稿

时，我们有一个过程是把自己的文

章交给指定的一位学习伙伴。我的

学 习伙伴也会把他(她)的文章交给

我。我们会对双方的观点进行讨

论，就文章的严密性挑错。经过这

样一轮“同伴评判”，我会去除很

多文章中的问题。”

要强调一点，抄袭无论在哪个

阶段的教育都是严厉禁止的。老师

也会通过一个叫做www.turnitin.com

网站来看学生是否有抄袭的情况。

一旦发现抄袭存在，学生就会面临

被退学的危险。

阅读的写作贯穿着整个教育

美国的教学质量和学生所处学

区关联度很大，每个学区的教学质

量区别很大。但是总体来讲，美国

整个教育系统对阅读都非常重视。

艾薇一直在新泽西Fort Lee上

学，属于很好的学区。她告诉我阅

读和写作从小学起就是非常重要学

习方向。

比如美国的中小学从来没有暑

假作业。但是老师会鼓励大家在暑

期阅读。可以读任何你想读的书，

然后交出阅读感想。有的学生会在

一个暑假阅读几十本书。

而正式上学时，英文的书籍阅

读会非常重要。艾薇告诉我，她九

年级的书单里有这样几本书，

Lord of Files. Romeo and Juliet.

Nights. A Raisin in the Sun. Good

play. Of mice and Men……都是有

名的著作。除了现代英文，老师有

时候还会要求学生读一些古典英文。

在布鲁克林一所公立高中上九

年级的男孩里昂告诉我，他们这个

学期的阅读大概是12本书，多于

500 页。其中的书目有 Taming of

the Shrew、 The Truancy、 Julius

Caesar等等。

除了阅读，英文老师会创建不

同类型的文章让他们写作，比如写

一篇议论文、写一封信、创作一首

诗、基于阅读写一段独白、基于阅

读创建一段对话。不同类型的写作，

让他们体会不同文体之间的区别。

现在在佛罗里达的某个艺术学

院上大一的露西告诉我，高中时她

同样被布置过很多基于阅读的写

作。但是也有很多自选动作，极大

激发了同学的创新欲望。这源于老

师鼓励创新型写作。她曾经写过一

篇文章，颇有些离经叛道。叫做是

《蒲公英到底能不能吃？》

“因为这个文章有些另类，很

受老师的重视。我找到了很多相关

的报道甚至纪录片来支持我的论

点。对于能否写这个题目？老师觉

得，只要不违反法律的话题都可

以。越新奇越好。”

标准化考试也最强调写作

很多国人以为中国的考试最注

重标准化考试，而美国教育中评分

标准更为弹性。而哥伦比亚大学教

育学博士齐潇颖告诉我，其实自从

奥巴马政府以来越来越重视标准

化 考试。首先是教学大纲的标准

化，然后是州为基础的标准化考

试。如果州不执行标准化考试，则

得不到联邦的教育拨款。而在标准

化考试中，各州都把英文以及英

文 写作列为非常重要的部分。

艾薇告诉我，“小学的州考，

就包括说明文写作，阅读和数学三

项！”而中学的州考，就变成了议

论文。很多老师除了应付日常的教

学，也会抽出时间专门应付州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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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孩子以前，我一直觉得祖辈没照看孙辈的义

务，可等到自己面对如何带孩子的时候，发现各种现

实问题的紧逼下，只能让自己的小孩跟很多朋友、同

事的孩子一样，“父母生，老人养”。

我在杭州，我哥在厦门，我们兄弟俩都不愿意让

自己的孩子做留守儿童，都想让小孩在自己身边，对

如何帮我们照看小孩的事情，在江西农村老家的父母

很是为难。

儿子出生前，我每次与母亲电话时都会问，将来

怎么安排照顾两个孙子？母亲含糊其词，没个准话:

“后面再说，现在说也说不好。”

妻子快到预产期时，我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家里，

催促母亲来杭州，母亲问我：“能不能把你侄子带来

杭州，一起照顾？”

我一听就急了：“两岁的小孩那么吵，到时她怎

么做月子啊？我要上班，你怎么照顾一大两小！”。

最后，母亲来杭州，父亲留在江西老家，在厦门

的嫂子辞了职照顾小侄子。

母亲刚到杭州时很不适应，父亲不在身边，她在

杭州度日如年：受不了空气中那股煤油味和三天两头

的雾霾，嫌水中有漂白粉的味道，蔬菜也不够鲜嫩，

更别说去不掉腥骚味的肉类了，一切都不如老家。念

叨着各种不适请，就开始担心在家无人照顾的父亲，

父亲生活上很依恋母亲，自从把母亲娶回家后就从来

没有下过厨，家务事都是靠母亲操持。

直到我儿子出生后，母亲忙得脚不沾地，才开始

无暇去想其它事情。

一晃就过年了，父亲和哥嫂都来杭州团聚。年后

，哥嫂回厦门的前一晚，父亲问：“你们怎么打算？

村里面有工作要做，我不能到厦门带小孩，你们两兄

弟要商量好。”

我和哥哥都没有说话，其实我俩心里都很清楚，

父母很想把两个小的带回老家去养。一阵沉默之后，

隐隐听见父亲叹了一口气，最后依然是维持现状。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刚进门，母亲就对我说：

“你爸爸这几天高烧，饭都烧不了，现在还饿着肚子

睡觉，刚刚打电话诉苦，说从结婚后从来没有分开过

，现在老了开始吃苦头了，我们把他一个老头子扔在

老家，不管他。”

母亲眼睛红红的，似乎刚哭过，见我在看着她，

就背过身去掩饰。

“妈，要不你回去照顾爸爸，小孩让她辞职在家

带？”我也有些纠结起来。

“年纪轻轻不出去挣钱，在家带什么小孩？”母

亲说。

“要不我们请保姆？”

“你放心吗？再说你有钱请保姆吗？杭州一个保

姆至少5000块一个月。”原来这些母亲都已经了解过

了。

“要不叫爸爸来杭州，住一起？”

“你爸不肯来，他有高血压，一个人在家我不放

心。”母亲情不自禁地说出了担心。

晚些时候我给父亲电话，问父亲愿不愿意到杭州

来住一段时间。

父亲电话里却说：“等这一届村支书干完再说，

你妈在杭州不习惯，睡不好，白天还要带小孩，很辛

苦，平时要多关心下你妈。”

我很诧异，因为平时母亲从未跟我说过这些。

“那是她怕你担心啊，她荨麻疹最近历害了许多

，杭州医疗条件好一些，你带她去看看能不能治好。

”父亲又说了几句就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赶紧问母亲：“妈，你在杭州是不是

睡不好，吃不习惯？”

“吃倒还好，就是晚上身上痒，睡不好。”

“那你也不和我说一下，爸爸还以为你生病了我

都不带你去看呢。”我埋怨母亲。

“老家的医生都说了这病治不好，去看也是浪费

你们的钱。” 母亲说。

在我的坚持下，母亲跟我去了医院。母亲对医生

描述完病情后，说了句：“最近痒得厉害，睡不好，

白天带小孩都有气无力的。”

医生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说：“是不是妈妈痒

得晚上睡不好了，影响带孩子了你才带来看？”我连

忙解释，医生笑笑：“干嘛那么紧张，我就开个玩笑

——不过像你妈妈这种情况的老人不在少数，难搞。

”

我没敢接话，因为我不知道医生是在说母亲的病

情还是说养孩子的模式，无论是哪种都只会让我难堪

。

治疗荨麻疹要每个星期去医院一次，每次去母亲

都会问花了多少钱，我骗她说中药便宜，花不了几个

钱。结果在去了医院几次后，母亲从医生那里知道去

一趟要花不少钱之后，说什么也不肯去了，不停地责

怪父亲多嘴。

前年10月，老家村干部换届结果一出，我哥就

打来了电话：“爸爸又被选上了——前段时间爸爸还

说他不想当了，事多、钱少、又没退休金，还要被镇

上的年轻干部呼来唤去，你问下爸爸，到底是怎么决

定的？”

我笑道：“哦，你是不是想让我去和爸爸说让他

别当了，到厦门去帮你带小孩？”

哥哥说：“也不是这样说，爸爸一个人在老家我

不放心，生病了也没人照顾。”

这时我听见手机里传来了嫂子在一旁的抱怨声：

“他儿子有你妈带当然可以这样说，我们自己带，我

不能上班，你工资又低，经济压力大，站着说话不腰

痛。”

我心里有些内疚——其实我家也差不多，如果只

有一个人工作的话，连房也供不起，更别说请保姆了

。

后来我也没有打电话问父亲村干部换届的事，工

作一忙，也就把这件事情抛在脑后了。

一个月后，母亲对我说：“你爸不当了，你嫂子

不上班的话，靠你哥一个人太难了，再说让你嫂子辞

职在家带孩子，而我却在杭州帮你带孩子，他们也会

有意见的。”

“你们不是已经把我侄子带到三岁了吗？”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你还小，不懂事。”母亲

叹了一口气。

父亲到厦门带小侄子，同样水土不服，身体老是

不好，每隔段时间，都会听到母亲说“今天你哥又带

你爸去医院了”，接着便埋怨父亲不争气，看病花了

我哥不少钱。每次说完，母亲总是有意无意地说：

“要是我们在一起就好了，相互有个照应。”

“妈，你别担心，哥会照顾爸爸的了，爸爸要是

在厦门待腻了，可以过杭州来住一段时间。”

“算了，你侄子要上学，你爸来杭州，到时没人

接送。”

父亲脾气不好，侄子调皮，没少挨骂。

对于父亲带小孩的方式，嫂子平时也不吭声。但

有一次，在父亲骂侄子时，嫂子却突然插嘴责怪父亲

骂孩子骂得太多了，父亲气急，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公公儿媳便冷战了一些时候。父亲很是不忿，向母亲

抱怨，母亲劝父亲不要随便骂孙子，“现在的小孩金

贵不比以前”。父亲在电话里叹气：“其实他们嫌我

脾气不好，是想让你帮忙带小孩，虽然不明说，但看

得出来。”

于是母亲在对我唠叨父亲在厦门的近况时，又暗

示说：“我也难分成两半啊，你爸又带不了很小的小

孩，不然我可以和你爸换一下。”又说：“要是你们

俩兄弟在一个城市上班就好了，这样我和你爸就不用

分开了。”

我说：“工作找到这里，我也没有办法啊，你们

老了我回老家去吧。”

看着母亲只是笑笑不说话，我突然觉得这句话和

小时候对她说“妈妈我长大了挣的钱都给你花”是一

模一样的，只是小时候是真心实意的，而现在更像是

一种敷衍。

侄子暑假的时候，父亲在杭州来住了一段时间。

母亲对嫂子颇有微词，说她自从不帮哥嫂带小孩之后

，打电话过去，嫂子连“妈”都不叫，也从不打电话

过来关心一下，“以前在老家帮他们带小孩的时候，

电话也会打的，‘妈’也会叫的”。

父亲也跟着说气话：“没办法，他们啊，都认为

咱俩帮带小孩是天经地义的，有时候真不想帮他们带

。”

母亲又赶紧说软话：“你不带，到时没人管，孙

子就要吃亏了，他们俩下班晚，放学后没有人接孩子

，回家来也没有口热饭吃。”

父亲说：“我还不是心疼孙子，怕孙子吃亏，不

然谁还带啊。”

其实这只是父亲嘴硬，他之前也说过，觉得嫂子

上班很辛苦。

有天晚饭后闲聊，父亲又感慨：“以前觉得生儿

子好，现在想想还不如生个女儿，女儿体贴孝顺。”

“生儿子是个名声，生女儿是福气。你看看村里

阿三，人家三个女儿，你看看现在他多享福啊，小孩

不用带，女儿又贴心，你看我们，累死累活的整天，

还落下埋怨，嫌我们小孩带得不好，现在连过年都不

回家。”母亲说完朝我看一眼。

我知道母亲又在提及旧事——前年我哥和我春节

时都没有回老家，只留下父母在家过年，为此老两口

没少被村里人背后议论，说是“儿子再有出息，不顾

父母也没啥用”，为此父母很介意。

“不是因为小孩小回家不方便嘛，以后过年我们

都回老家过。”我安慰母亲。

“现在你这么说，到时你们还不是听老婆的，儿

媳妇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现在你看看有几个儿媳

对公婆好的。”母亲说完叹口气。

“早知道不让他们兄弟上学了，上完大学，都到

外面去了，老了也不会回来了——要是没读书，打工

不可能打一辈子，迟早要回老家的，不会在外面成家

立业。”父亲也开玩笑地跟母亲抱怨，“以前深怕他

们没出息在家务农，可老了却盼着他们能在身边。

当天晚上，我打电话和我哥说起父母的抱怨，说

，爸妈现在担心养老的事情，这段时间提了好几次。

“爸妈一直都这样，一直都很担心老了没人照顾

，过于担心了。”哥哥说。

“也不能怪爸妈，两人都没有退休金，老了不靠

我们靠谁啊？那你到时会回老家去吗？看态度爸妈不

可能待在杭州或者厦门养老的。”我还是担心。

“我不知道，回家找不到工作啊！到时候再说吧

！你呢，你会回去吗？”我哥把问题反踢回来。

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也不确定真的到了爸妈老

得需要有人照顾的那一天，我是否真的能回去。

暑假过后，父亲回厦门继续带侄子。

过了一阵时间，母亲再次试探着问我，能不能让

侄子也到杭州来，两个老人照顾两个小孩，彼此之间

也可以相互照应。

我想都没想，拒绝了：“爸爸来我这儿没有问题

，但是小的一起过来我们怎么照顾呢？小孩应当由父

母照顾，万一到时学习不好，他们要怪我们的。”

我说得冠冕堂皇，但心里想的却是，侄子长期住

我们这里不就等于我生二胎了？平时还好，要是一生

病，两个小的就会相互传染。

母亲呆了半响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说：“你爸爸

身体这样下去不好，其它倒是没什么。”

去年年底因行业不景气，突如其来的一场大裁员

，让公司人人自危。要是自己被裁掉，家里的经济压

力会非常大，那段时间我情绪一直很焦虑，下班回家

后，忍不住和母亲抱怨。

“要不小的带回老家？这样你们压力小些。”母

亲问我，“在老家自己也能种地，你们寄点儿奶粉回

来就行，我跟着你们，增加你们的经济负担。”

“带两个小孩吗？我怕你们吃不消，万一你们或

者小的生病了呢。”我还是不放心。

“别家两个老人带四个小孩都能带，我们带两个

还带不好啊？”母亲低声说道，“再说你爸爸在厦门

老是生病，我很担心啊这样。”

我虽有些不放心，但还是答应了。

不过我担心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了：父亲母亲把侄

子和我儿子带回老家去后，没过多久，两个小的就得

了疱疹性咽峡炎，高热不退。县城医院束手无策，一

番折腾，转院到市里的儿童医院后才好转。期间我父

母一直看着两个孙子没敢睡觉，吓得够呛。

这事之后，父母再也不提把小孩带回老家去带了

，还是老样子——父亲在厦门，母亲在杭州。

我所住的小区是拆迁安置房，周边的学校在杭州

市排名垫底。为了儿子几年后上学，我选了一处中等

水平的学区房，凑齐首付交了后告诉母亲，母亲沉默

半天有些失落：“你们计划好就行，我也帮不上什么

忙了，老了，不中用了。”

后来父亲偷偷告诉我，母亲一直觉得在买房子的

事情上亏欠我们，当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给父亲

打了电话。父亲说，要不把家里的田地卖掉减轻儿子

们的负担？母亲不同意，说：“卖掉祖产，老家没有

根了，留什么给孙子？”

母亲在电话里埋怨父亲没本事，买房的事情上没

能帮上我们兄弟俩，老两口居然还吵了一架，几星期

没有通电话——若在平时，他们一天至少两通电话。

自从我们买房之后，妻子给母亲零花钱的时候，

母亲却怎么都不肯收下，总是说自己不需要用钱。但

是一到周末，母亲总是6点不到就起来去乔司镇制衣

作坊钉扣子，工作14个小时换来50块钱，每次晚上

回来后，坐在沙发上就不知不觉睡着了。我怕母亲太

累，拦她不要再去，可母亲一个劲儿地说比在老家干

农活时轻松多了。

有一天，母亲突然问我想不想生二胎。得到我肯

定的答复后，母亲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高兴，而是脸色

喜中带忧。

我觉得很诧异，以前父母怕我不肯生二胎，总是

向我灌输两个孩子的好处，于是问：“妈，怎么我想

生二胎，你好像不高兴嘛？”

“不是我不高兴——你要生我当然高兴，但是你

什么时候生？你们要生早点儿生！”

“妈，现在我们压力好大，小的还小，过些时候

再说吧。再说国家现在光喊着让我们生二胎，但相关

政策都还没有，经济压力这么大，没法儿生。”

“两兄弟都这么说！什么经济压力不压力的？我

以前生你们时，分家时只有两副碗筷，还不是过来了

！现在不生，等我们七老八十你们再生，还怎么帮你

们带小孩啊？”母亲有点不高兴。

我不明就里，后来打电话问我哥才知道，原来，

母亲在问我之前。已经问过我哥了。我哥的回答也是

：“现在我哪里有精力生二胎啊，我刚买房子，也没

钱。”

我妈当时就有些急，跟我哥说：“你们现在不生

，我和你爸都越来越老了，到时候你弟弟生，你也生

，谁帮你们带孩子啊。”

我哥也有点不耐烦：“哎呀，妈，你怎么什么都

管啊，管这管那，我什么时候生孩子你也要管啊。”

母亲气得一下就把电话给挂断了，然后又找了个

机会问我什么时候生二胎，又生了顿气——跟我哥聊

完，我算了算，如果父母把我和我哥的二孩带到6岁

，那就意味着他们至少还要分开7年——真到那时，

父亲都70多岁了，母亲也60多了。

今年5月，母亲说要和父亲一起回老家待上一个

月——因为前几天母亲得知，老家成材的杉木已经被

同村的人偷得差不多了，前些年种的红豆杉树林已经

长满了杂草，死了一大半，果树也基本上不结果了，

再不回去除草，几年的心血就可能付之东流。

刚好我休假，便趁这个机会陪父母回老家一趟。

前一天早上出发，第二天太阳下山时才到家。一

年多没有回老家了，家门口长满了杂草，母亲说：

“要不我们趁天还没黑，借两把锄头把门口的草先锄

掉？大门口的长杂草不吉利！”

我在邻居家敲了老半天门，没响应，后来才知道

，邻居全家都在县城里帮儿子带小孩了。

母亲让我送她去看看外婆，从外婆家出来时，我

发现路上人很少，路两旁的水田全都长满杂草，放眼

望去，一片荒芜。

我问母亲：“怎么现在家门口的田都没有人耕了

？”

“年轻的都出去打工了吧，家里又挣不到什么钱

，年轻人现在谁还种田啊？”

“那年纪大的也没有看见过几个啊。”

“挣到钱的在外面成家立业了，年纪和我差不多

的都去到城里帮子女带小孩了，农村人苦啊，年轻的

时候种地累死累活，年纪大了又要到外面去帮子女带

小孩，只有过年才能回来，老了只能被赶回老家来了

。”母亲说道。

回到家， 同村一个和母亲相仿的女人，拉着母

亲聊了很久。女人走后，我问母亲：“她不是在跟着

他儿子在广州带小孩吗？”

“她在广州不习惯，老生病，再加上和儿子媳妇

相处的不好，大吵一架就跑回家里来了，小孩现在也

带回来了。两个老人带三个小孩，三个媳妇一个月一

共才给1000块生活费，真是造孽啊。”母亲愤愤不平

，“子女不给钱，只好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另外一

个人找点活做挣点钱了。”

原来那女人找母亲聊天，是来诉苦的。父亲接过

话头，说，村里让老人帮忙带小孩、又一分钱也不给

父母的年轻人也不占少数，“给钱算好的了”。

隔几天，我跟着父母去锄草。

母亲看着杂草丛生的农田，对父亲说：“等带大

了孙子，我们两个就可以回来耕田了，把门口的池塘

清理下，养些鱼，再把几块水田翻一下，随便种点东

西，到时俩儿子一个月给我们寄几百块钱，也可以养

活我们两个了，安度晚年，也蛮好的。”

父亲叹了口气，泼冷水说：“你想得真好！他们

两个都要生二胎，又都刚买房子，欠了那么多钱，都

还不想生。等带大他们的二胎，你还干得动吗？年轻

时吃了那么苦，老了不躺在病床上就很不错了——我

现在什么都不想，只希望他们两个早点儿生二胎，早

点儿带大孙子好回家养老，就这么简单。”

母亲拄着锄头，呆呆地看着杂草，没再说话。

父亲也沉默着，一阵风刮过，片片树叶随风离枝

而去，渐渐地都不见了。

有家不能回的爸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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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环境影响 民主意识深植于心

我叫纪炫宇 (Walter Chi)，台湾台中人。在台中度过

人生的前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台湾政治发生重大改变，

特别是1987年解除戒严，开启了民主转型的过程，而1996

年首度举行“总统选举”，2000年首次政党轮替，象征民

主转型已臻成熟。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对选举产

生了浓厚兴趣。国中时，台湾开放民营电台，我热衷于各

地方电台的政治Call-In 节目。我当时特别希望能够在“空

中”听到自己的声音，因此跃跃欲试打入电台碰运气，刚

开始因常常拨不通感到沮丧，但后来慢慢找到一些诀窍，

发现趁着上面一位拨通者刚挂电话时打进去时被接的比率

要大很多。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拨通的时候，心情格外兴

奋，但由于太紧张，所以支支吾吾什么都说不出来。虽然

如此，我还是觉得很高兴，即使是当时我对政治也还一知

半解，但也就在这样跌跌撞撞的尝试中培养了对政治事务

的兴趣。

如今，成长过程中的印迹常常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我，

从小培养的兴趣让我选择了就读于政治大学新闻系，之后

也决定了我来纽约学习国际关系。不过，我当年来纽约读

书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台湾的职棒选手王建民正效力纽

约洋基队，大家当时都很追捧这位“台湾之光”，所以为

了有机会看他的比赛，我就选择来到了纽约。那个时候，

纽约对我来说是一座陌生的城市，谁也没想到，如今纽约

成为了我的第二个家，而这十年中的际遇成为了我人生中

最宝贵的财富。

初到纽约彷徨 顾雅明给我首个家

在纽约大学修国际关系硕士学位时，我曾在前国会众

议员韦纳 (Anthony Weiner) 的选区办公室和州长葛谟 (An-

drew Cuomo) 的竞选办公室实习，临近毕业的时候想的只

是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待在纽约就好了，并不执着于从事竞

选工作。

留学生找工作并不容易，文科相关的网络、招聘会的

资讯并不多见，不仅没有公民身份难以被美国公司雇用，

而且在实习阶段积累的经验也派不上用场。毕业前夕，希

望能继续留在美国的我壮胆做了一次冒险。

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顾雅明要参选纽约州参议员的

消息后，突然意识到我可以毛遂自荐帮助他参加竞选，我

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打听他的联系方式，却怎么也找不到。

但我知道他开了五家药房，于是我就带着简历直接冲到他

药房去了，当时实在没想太多，既紧张又兴奋，最重要的

是我知道这是个机会。

当我进到他药房时，向一名在入口处的工作人员说来

应聘顾雅明竞选的助手，这名工作人员还一下子没有反应

过来，却被在店里另一端的顾雅明看见。他接待了我，听

了我的想法，看了我的简历，说“你明天就来上班吧。”

这一句话让当时着急紧张焦虑的我一下子松了口气，我真

得很感激他。记得他说的那句话“这个孩子是个人才，我

要给他学习的机会。”

他信任我，给一个陌生的留学生一个学习工作的机会

，让我更加体会到要在这个岗位上多做事，以行动证明他

没有看错眼！

参与顾雅明竞选团队一段时间后，有人说我可能是

“卧底”，因为“来历不明”，一般担任这个岗位的人都

是熟识的人或者经由熟识的人介绍的。顾雅明对这一说法

一笑置之，我则更兢兢业业，深怕辜负了他的期待，我那

个时候告诉自己的是，我必须比老板想得更多更快。

首次担任助理 学习公共事务运作

顾雅明在2008年竞选纽约州参议员失利，却在2009年

选上了纽约市议员，我也因此成为了他的办公室主任。如

果问我在做办公室主任时体会最深的是什么？那就是许多

新移民对政府机构的如何运行缺少足够的了解，他们有事

要寻求相关部门的帮助却不知去哪里找，即使找到了还面

临语言上的障碍。我深刻地体会能够在一个少数族裔新移

民社区，出现一个懂他们想法、理解他们忧愁的民选官员

的重要性，我在顾议员的带领之下尽力帮助民众解决各式

问题，在过程中也学会了如何正确帮助别人。

我记得在2010年初，法拉盛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

命案，凶手将被害人狙杀于40路上的家门口，取出其心脏

，扔在附近公园的垃圾桶里。事发隔天，被害人的丈夫找

到我们办公室，因为他不懂英语，所以无法与警方和法医

沟通，我当时抱着主任的心态，开车带他去法医处指认尸

体。但是，后来被害人的父亲和儿子从中国来到美国料理

后事，却对这位丈夫提出质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他

，甚至还认为他和凶手勾结，三人差点在葬礼上打起来。

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帮助别人应有底线，特别是牵涉家

庭和金钱纠纷的案件，更应审慎为之。

初涉助选工作 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我担任顾雅明办公室主任一年半后，常常会有一种

“不安分”的感受出现在大脑里，总想出去走走，于是我

辞去顾议员办公室的工作，从纽约搭乘火车和巴士，一路

旅游到旧金山，参加前加州州参议员余胤良 (Leland Lee)

竞选市长的团队。旧金山的工作生活却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顺遂，我在纽约这几年，已经积累了一些人脉关系，对社

区情况也比较了解，但旧金山的一切对我来说是全新的，

由于不认识多少人，助选工作无法顺利开展，那次经历可

算是工作几年中一个不小的挫折。

也正是这些挫折的经验，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提醒

着我如何更成熟、顾全大局地做好助选工作，以及回报那

些在我最开始的时候给予过我帮助的人。我还记得我那时

从旧金山失意归来，不好意思回顾议员办公室，于是在9

毛 9 分批发仓库打工。不多久，前国会众议员艾克曼

(Gary Ackerman) 宣布退休，时任州众议员的孟昭文的竞选

团队接纳了我，给了我另一个机会。当时的她决定竞选国

会众议员，因为时值第一次在六月份举行国会议员初选，

我们怕选民忘记投票，于是大家加班加点、非常认真地打

催票电话。后来，经常会听到选民开玩笑地说，“我很爱

孟昭文，我一定会去投票的，但是请你们行行好，可千万

别再给我电话了。”

2013年正值顾雅明竞选市议员连任，由于没有有力的

竞争对手，连任在望。我在那一年另外接下两份辅选工作

，一个是为当时担任副市公益维护人邵佳妮 (Reshma Sau-

jani) 竞选市公益维护人一职，另一个是帮助当时担任市议

员的小瓦隆 (Peter Vallone Jr。) 竞选皇后区区长一职。在

小瓦隆竞选区长这场战役中，孟昭文支持由党部背书的前

市议员凯兹，所以当时的我感到非常尴尬和进退两难。

而邵佳妮的助选也让我纠结在矛盾之中，虽然她得到

党部、顾雅明和孟昭文的支持，但是许多从前与我并肩作

战的法拉盛社区人士却支持她的对手州参议员史葛静。因

此，这一年的工作我有如遇到了强烈的逆流，无法施展手

脚。

虽然，我曾经一直在说服自己这是专业的工作，但当

年没有太过思考的我，之后才感受到助选工作虽然包括了

相当一部分的联系选民工作等，社区的人脉积累却更为重

要，毕竟我现在的人脉是顾雅明与孟昭文点滴介绍给我的

，而我也应该维护好这些重要关系。

从那以后，我接手了州参议员史塔文斯基与州众议员

金兑锡的辅选工作，因为与孟昭文、顾雅明两位议员同步

，做起来也就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满腔热血助选 只为华人胜选时刻

尝遍了助选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后，我感受到有时不可

从太功利的角度做选举，应该从大局多观察社区的走向。

所以，从那之后，我不仅仅只做政治竞选了，经常会接一

些商业公关工作，让市场公关的能力在各个领域开花。说

实话，只做政治竞选的人并不多，毕竟这一行不是一年四

季有工作，大家还得去开拓其他领域的机会。

但是，参加助选工作所带给我的自豪与成就感，却时

刻都在鼓舞和提醒着我。

我记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刚担任国会众议员的孟昭

文，在一次听证会上质询当时还是国务卿的希拉里，我内

心充满了感动，我看到曾经助选过的议员可以在美国政治

的顶级舞台上发表观点，特别当她是华人时，觉得与有荣

焉。此时此刻，助选过程中的所有困难都在那一刻不值得

一提了。而同样，顾雅明担任市议员后，当在电视上看见

他与时任市长彭博一同宣布市议会已通过下一年度的800

多亿的预算时，我也真实感受到了华人在美国政坛地位的

不断的提高。

纪炫宇 见证亚裔从政新篇章
2016年9月13日，牛毓琳以遥遥领先的得票数在纽约州第65选区州众议员初选中获得胜利，十分有望成为曼哈顿的首位亚裔州

众议员，翻开亚裔从政的新篇章。在过去的八年中，多位亚裔代表相继成为纽约地区各层级的民选官员，从市议员至国会众议员，

无不得益于亚裔民众选票数量和投票热情的高速增长。两者的相辅相成，必将继续增强亚裔在美的参政意识。

这八年的改变，被一名来自台湾的年轻人铭记心底。他不仅目睹了这历史性变化，还亲身参与帮助其中的几位亚裔代表参加竞

选，并成功地使他们登上了美国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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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路货运物流查获的1支仿真枪入

手，历时6个月，杭州铁路公安处成功摧

毁了一个利用网络、物流公司，集“供

、运、销”于一体的贩枪网络。共抓获

贩枪骨干9名，其他各类嫌疑人174名，

缴获仿真枪整枪145支、弓弩6把、弹弓

枪1支，未组装枪支零部件369件，铅弹

1.3万余颗。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这

是近年来铁路警方破获的最大一起涉枪

案件。

箱子里的砖头引出贩枪线索

今年6月3日上午，义乌某物流公司

员工在进行卸货作业时，发现某件货物

的重量和快递单据上物品明显不符，工

作人员开包检查后发现，箱子内有2块用

包装纸包裹的砖头，砖头间还夹藏着几

个金属零件。如此异常的情况引起了工

作人员的警觉，并向铁路义乌站派出所

报案。

警方到达现场后，发现该金属零件同

枪支部件极为相似，拼装后确认为仿美国

小熊马-柯尔特自动手枪，无弹夹、子弹

。经金华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枪

以高压气体为动力发射，具有致伤力，近

距离射击甚至可致人重伤。

该案引起了公安部、铁路公安局、浙

江省公安厅和上海铁路公安局的高度重视

，同时被铁路公安局列为督办案件，杭州

铁路公安处立即抽调30余名精干力量成立

专案组进行调查。

经查证货物资料，嫌疑人为一名青年

男子，其先后将8件类似货物发往了吉林

、重庆、天津、武昌等地。发货人具有较

强的反侦察意识，将枪支拆分成多个零部

件，通过加塞砖头、层层包裹进行伪装后

寄递，且寄递时伪造身份信息。

以网络为平台的贩枪网络浮现

此后，专案组民警调取了大量物流公

司周边的监控，连夜进行比对，发现了嫌

疑男子所驾驶的汽车信息，确认了嫌疑男

子身份为宁波籍任某某。

6月4日下午，专案组民警一举将准

备外出寄送“货物”的任某某抓获。民警

打开汽车后备箱发现，13个精心伪装、包

装严密的纸箱堆放在一起，只需最后一个

环节，这些具有巨大杀伤力的仿真枪便会

流向全国各地。

据任某某交待，为赚取高额差价，

今年2月以来，任某某伙同女友陈某某(

在校大学生)通过微信联系上家“奇酷”

，从“奇酷”处购得仿美M1911-A1型气

动手枪，后通过微信平台卖给下级发货

商或终端买家。为躲避检查，二人租用

了两间出租房，日常居住和存枪仓库分

开。

随后民警将陈某某抓获，并先后从任

某某租用的汽车和出租房内搜缴出仿真手

枪48支、未组装零部件200余件。

共缴获仿真枪整枪145支

为摸清枪支来源、追回外流枪支，专

案组兵分两路，一组侦查员对任某某的交

易信息进分析研判，并赶赴河北进行秘密

调查，锁定了网友“奇酷”的真实身份为

赵某某。同时警方获悉，赵某某和同伙李

某正在义乌办事，6月19日，专案组民警

将赵某某和李某抓获。

在侦查中，民警进一步发现，所有枪

支均来自于广东汕头市。经过20天的努力

，民警挖出了赵某某的供货上家蔡某某，

并于7月10日将其抓获。

审讯中，蔡某某辩称主犯另有其人，

自己只是帮“阿猪仔”运货赚点好处费。

为查明真相，专案组民警数次南下广东侦

查，于10月份再次发现一名关键人物王某

。王某曾是蔡某某的情人，2016年借用他

人证件为蔡某某办理了转移贩枪赃款用的

银行卡。

通过对多名骨干人员的审讯、梳理证

据，警方最终查明“阿猪仔”及其手下均

系虚构，蔡某某就是该案的主犯、枪支的

源头。

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向下追踪

，对任某某的下家几名嫌疑人非法销售

枪支的数量、去向进行了彻查，确认枪

支流向了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在铁路公安局统一部署下，全路警方

同时收网，对各地贩卖枪支的下家、买

家进行抓捕，先后抓获贩卖仿真枪的骨

干人员4名，查获其他各类涉案人员160

名。

至此，经过183天的侦查，“6· 03”

专案告破，共抓获贩枪骨干9名，其他各

类嫌疑人174名，缴获仿真枪整枪145支

、弓弩6把、弹弓枪1支，未组装枪支零

部件369件，铅弹1.3万余颗。

杭州铁警破获特大涉枪案
抓174人缴获仿真枪145支

2017年12月4日，是徐利收到死刑判决的第15天，他

还有机会上诉。

追踪这件宁波绍兴系列抢劫杀人案整整22年，钱报记

者终于面对面见到了这个曾因谋夺钱财而枪杀数人、满手

鲜血的男人。

徐利蹒跚着出现在诸暨市看守所的讯问室，他的步态

令人吃惊，面色憔悴而颓败，还带着一点拘谨。

仔细一看，他并不是因为脚镣才步行困难。

他说，自己腰不好。

徐利被捕时是一个成天沉迷于麻将桌的久坐之人。

对不起家人，不应该结婚，不应该有女儿

刚刚落座，他微笑着听警察介绍了钱报记者的身份，

之后一直保持着这种眼神空洞的礼貌性微笑。

被捕之后到现在，徐利有没有见过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

开庭那天，钱报记者注意到他多次借故转身张望，但

似乎没能在法庭上见到自己想见到的人。

因此开场白以此为由头——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让我带给你老婆和女儿的？”

徐利摇摇头，“没什么好说的。”

随即，他提问：“你有烟吗？”

这让不抽烟的记者还真的楞了一下：“没有。”

徐利有点失望，但是他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与外界接

触的机会，并没有表现出抗拒交流。

记者与他聊起了他的人生往事。

手上没能捏一支烟，徐利一次次的尴尬便比较明显，

只能交握双手，如同祈祷。

他有些无所适从，时常摇动自己的脑袋，眼神也借助

监所的栏杆躲闪着。

“本来是不应该结婚的……不应该组织家庭，也不应

该有女儿的……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们。”

徐利终于没能忍住自己的泪。

他沉默了一阵，说，结婚那天，他一度从酒席上离开

，躲起来一个人大哭了一场。

那时候他真正感到恐惧，他觉得这辈子会亏欠自己的

妻子和孩子。

这一天终将到来。

一个人本来就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也必然一个人孤

独地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徐利与一般人不同，他一直都是孤独的，过着双

面人的生活。

从1993年到2007年，长达14年时间里，为什么一起

又一起地做案？

徐利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脑子有病。

他说一方面自己小时候受过创伤，再加上自己又得过

两次脑膜炎——这算不算理由？

同时，他自己也觉得有点荒唐——接着说，其实被抓

以前，包括直到现在，自己都是很孤独的，“我好像不能

面对这个世界。”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两面人，作为一个男人，在妻子

和女儿面前，在亲戚面前，我装成一个正常的人，好丈夫

、好父亲，但是在另一方面，我自己知道做了什么。”

徐利缓缓地说。

“在庭审那天，我知道后面坐了那么多被害人的家属

。我没有别的可以说，只能说一句‘对不起’了。我伤害

了他们的家庭，伤害了他们的亲人，但是事到如今，没有

一点点机会(赎罪)了。”

所以，即使在他穿着五千块钱一双的“老人头”皮鞋

的豪阔青春之中，他也从来没有真正的快乐过。那双五千

元的“老人头”，曾经害得跟他有过同样一双鞋子的无辜

者，被警方调查了几个月，也给对方造成了一辈子的遗憾

和伤害。

死刑不会成为他的解脱，等待死刑也是他受到的惩罚

之一

结婚之前，徐利做了好几起案子，杀了好几个人。

自1995年12月6日宁波市绿洲珠宝行发生持枪抢劫

案件、2名保安被枪杀，价值160余万元的黄、白金饰

品被抢走之后，一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件先后在绍

兴、诸暨多次发生，持续12年发案，是浙江省作案跨

时最久、社会影响最广、破案难度最大，公安部督办

的第一悬案。

“绿洲珠宝”抢劫杀人案并不是起点，徐利被抓获以

后，他的“余罪”被迅速深挖出来，大白于天下——

1993年9月，台州医院；

1994年7月，临海市城南信用社；

1994年11月，长兴龙达股份有限公司商场……

一个个地名，牵出了一件件陈年血案。

破案的消息，激起了回忆的涟漪，即使那些回忆都往

往让人不愿回首。

人们对徐利有很多猜想，最常提起的就是“悍匪”两

个字。

人们猜测他当过兵，甚至是武警、特种兵等等具有神

秘色彩的身份，也有人猜测他是民间体育高人、武林高手

、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等等等等。

关于被劫财宝的去向，人们也有各种猜想。只不过，

一切猜想都被事实打破。

今年3月29日下午2时21分，浙江警方在诸暨下坊门

村的一间棋牌室内抓到了徐利。

结婚以后的很多年来，他都安于接送女儿上学放学，

甚至和老婆离婚又复婚。

棋牌房的人们都只知道他是一个没什么脾气也没什么

出息的赌鬼，没赢过多少钱，也总坐着不肯离开。

经历了半年多的看守所生涯，徐利迅速胖了起来，成

了一个身体松弛、步履蹒跚的中年男人。

在被警方抓到以后，徐利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连警方知道的和不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如今，在铁窗下一天天数着自己的日子，他等着死刑

的到来。

死刑不会成为他的解脱，等待死刑也是他受到的惩罚

之一。

“浙江第一悬案”凶手徐利
不应该结婚 不应有女儿



BB77影響力
星期一 2017年12月18日 Monday, December 18, 2017



BB88

休城工商

休城社區
星期一 2017年12月18日 Monday, December 18, 2017

(本報訊) 新世紀通訊Me-
troPCS 專 營 店, 全 美 最 大 的
T-Mobile網絡手機預付計劃專業
連鎖系統,本年度最後季度Holi-
day S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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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號碼也可以免費
選 取 各 種 名 牌 的
4G LTE寬屏幕智能
手機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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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紀通訊MetroPCS最便
宜的手機整月無限高速上網的月
計劃套餐，Holiday seasons 促銷
延期日期到12月30日，您千萬
別錯過哦！一線$50，二線$80，
三線$90，四線$100，五線$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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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檯費，
還可以保留原來的手機號碼，想
要瞭解更多詳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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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aire Blvd Ste 132,
Houston TX 77036（王朝廣場）

聯繫電話：832-266-8368

1. 每天的保養內容
外觀檢查

在出車前，環視汽車，看看燈光裝置有沒有損壞，
車身有沒有傾斜，有沒有漏油、漏水等洩漏情況；
檢查輪胎的外表情況；檢查車門、發動機倉蓋、行
理倉蓋和玻璃的狀況。

信號裝置檢查
打開點火開關鑰匙（不起動發動機），檢查各報警
燈和指示燈的點亮情況，起動發動機查看各報警燈

是否正常熄滅，指示燈是否還在點亮。
燃油檢查

查看油量表的指示，補充燃油。
2. 每週的保養內容
輪胎氣壓

檢查調整輪胎氣壓、清理輪胎上的雜物
。不要忘記對備胎的檢查。

發動機及各種油液
檢查發動機各部件的固定情況，查看發動機各結合
面有沒有漏油、漏水的情況；檢查調整皮帶緊度；
查看各部位的管路和導線固定情況；檢查補充機油
；檢查補充冷卻液；檢查補充電解液；檢查補充動
力轉向機油；清潔散熱器外表；補充風擋玻璃清洗
液。 。
3. 每月的保養內容
外部檢查
巡視汽車，檢查燈泡及燈罩的損壞情況；檢查車體

飾物的固定情況；檢查倒車鏡的情況。
輪胎

檢查輪胎的磨損情況，清理行李廂；接近輪胎的磨
耗記號時應更換輪胎，檢查輪胎有沒有鼓包、異常
主要磨損、老化裂紋和硬傷等情況。

清潔打蠟
徹底清掃汽車內部；清潔水箱外表、機油散熱器外
表和空調散熱器外表上的雜物。

底盤
檢查底盤有沒有漏油的現象，發現有漏油痕跡，應
檢查各總成的齒輪油量並進行適當的補充，對底盤
所有的油嘴進行充分的補脂作業。其他
細緻重複每週的保養內容。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保養週期(之一)

您的手機網速不夠快嗎？或手機月費太高嗎？
或想要免費新款寬屏幕智能手機嗎？沒有問題！！

-----免費送大屏幕智能手機！！！不會使用的？請到新世紀通訊來!
免簽合約免簽合約、、免開台轉檯費免開台轉檯費、、還可保留原號碼還可保留原號碼!!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訪問團在歡迎座談餐會和僑領們合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訪問團在歡迎座談餐會和僑領們合影

（本報訊）來自北京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美加墨訪問團一行
五人，團長韓曉光副秘書長率領海外部王雲波處長、中華海外聯誼會
張薇處長、宣傳部張曉群處長、海外聯絡部郭兆祥處長，12月3日在
紐約參加全美和統會年會結束後，旋風式至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訪問
，12月5日傍晚蒞臨聖地牙哥金城酒家，在聖地牙哥中國統一促進會
周子興會長主導下，邀請墨西哥西北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和美、
墨僑學界人士熱烈歡迎，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總會長梁義大也應邀
參與歡迎座談餐會，也是唯一參加的台胞社團。

座談會由副會長兼秘書長廖中強主持，會上周子興、余建強、
彭應吉、梁義大、梁國雄、李大明、劉可偉，先後發言，紛紛就十九
大後的兩岸關係、反對分裂國家、促進國家統一、如何促進兩岸和平
發展和最新的僑情動態，發表了寶貴的意見和建言。梁義大會長以台
灣蔡英文當局執政以來的亂象、加強兩岸“心連心”的文化交流。並
指出中國大陸的惠台互利善意，宣傳力道不夠，使得仍有大部分的台
灣同胞不知道中國大陸對台釋出的善意，如“服貿”簽署對台的利多
，很多台灣同胞並不知道。目前台灣仍有一仟多萬同胞，沒去過大陸
，應廣泛邀請中下階層的台灣同胞去福建看看走走，增進彼此了解，
拉近兩岸同胞的距離。

訪問團團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秘書長韓曉光在座談會的講
話，充分肯定聖地牙哥統促會自成立以來，高舉“反獨促統”大旗，
廣泛聯繫團結旅美華僑華人，為推動兩岸和平發展，促進祖國統一大
業所做出的積極貢獻。韓副秘書長在分析當前兩岸關係形勢後，對海
外統促會組織提出五點希望。進一步強化反
獨促統宗旨，堅定維護“一中原則”，充分
發揮統促會自身優勢，向國際社會大力宣傳
中國和平統一理念和主張。堅決反對任何形
式的”台獨”分裂言行、達賴集團、東突等
一切分裂行徑，維護國家主權完整和統一。
大力促進兩岸融合發展，增強兩岸同胞的心
靈契合，壯大島內愛國統一力量。積極營造
有利外部環境，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
音，積極參與祖國建設特別是”一帶一路
“建設，促進文化交流，為維護兩岸關係和
平穩定發展，促進祖國統一大業，”共圓中
國夢“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因訪問團的王雲波部長和張薇處長和梁
義大總會長在北京是舊識，翌日12月6日梁
會長還專程陪同訪問團赴墨西哥玫瑰市政府
，參加由墨西哥西北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主辦、墨西哥玫瑰市政府協辦的”第五屆
中國西藏文化周”的開幕式，開幕式邀請了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訪問團韓曉光副秘書長
一行5人，並有中國駐蒂華納總領事于波、
玫瑰市政府公共辦公室主任烈哥拉.阿華勞、墨西哥西北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劉可偉，聖
地牙哥統促會副會長廖中強出席，還有蒂華納的僑領們、中小學生及市民，計有200多人參加。

訪問團在結束了聖地牙哥和墨西哥玫瑰市訪問後，隨即趕往洛杉磯總領館拜會，然後到加拿
大溫哥華訪問後返回北京，結束此次美加墨之行。

北美洲台親會應邀參與歡迎北美洲台親會應邀參與歡迎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訪問聖地牙哥和墨西哥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訪問聖地牙哥和墨西哥

左起王雲波部長左起王雲波部長、、韓曉光副秘書長韓曉光副秘書長、、梁義大會長梁義大會長 第五屆第五屆““中國西藏文化周中國西藏文化周””開幕式貴賓和僑領及學生們合影開幕式貴賓和僑領及學生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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