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
2018 年 1 月 8 日 星期一
Monday, January 8, 2018

Winnie Lanza
Westwood Commercial Property Management LLC
聯發地產
地址﹕
地址
﹕6100 Corporate Dr., #319
#319﹐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832
電話
832-786
786-1920 傳真
傳真﹕
﹕281
281-840
840-5146
E-mail﹕
E-mail
﹕info@westwoodcpm.com

廣 告
星期一

2018 年 1 月 8 日

Monday, January 8, 2018

B2

中美教育
星期一

2018 年 1 月 8 日

Monday, January 8, 2018

B3

留美學子: 怎樣在美國找到最便宜的大學？

无论是来美国学习的留学生还是美
国公民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学费太
贵怎么办？如果你是一个留学生，那就
更需要仔细权衡。寻找一所便宜的大学
，要充分考虑以下这些因素：哪些大学
的学费最便宜？哪些州立大学提供较慷
慨的州外学费？哪些学校最合算？哪些
学校给予更多经济资助？
学费最便宜的大学
据 Bestvalueschool 网站报道：2016 至
2017年美国最便宜的大学是德克萨斯大学
PA 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Pan American)，学费每年2085美元；第二名为加州
州立大学DH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Dominguez Hills)，学费每年 2791 美
元；第三名为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学费每年 4,756 美元；第四名为纽约市
大 学 Lehman 分 校 (Lehman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学费每年4,790
美元；第五名是纽约市大学(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学费每年5,820美元。
州外学生学费最便宜的大学
根据美国新闻的调查，2016-2017 年
州外学生支付学费最低的的 10 所学校的
平均学费为每年 7,909 美元。
这明显低于美国排名前 334 所公立学
校的平均学费，根据美国新闻这些学校
平均每年收取 21,377 美元。相比之下，
2016-2017 年公立大学的平均州内学费为
9,130 美元。
密 西 西 比 州 的 Alcorn 州 立 大 学 (Alcorn State University )位于州外学费最便
宜的榜首，在 2016-2017 年度学费为 6,

552 美元。紧随其后的是北达科他州的
米诺特州立大学(Minot State University)
， 在 那 里 学 生 每 年 支 付 6,568 美 元 。
在州外学费最低的 10 所学校中，有一半
位于美国中西部，其余的在南部和西部
。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和德克萨斯
州各有两所学校进入前 10 名。
以下是在 2016-2017 学年对州外学生
收费最少的 10 家州立学校名单：
1. Alcorn State University (MS) $6,552
2. Minot State University (ND) $6,568
3. Gordon State College (GA) $6,761
4. University of Texas of the Permian
Basin$7,866
5. Central State University (OH) $8,096
6. Southwest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8,336

7. Bemidji State University (MN) $8,386
8. New Mexico Highlands University $8,
650
9. Dickinson State University (ND)$8,918
10. West Texas A&M University$8,959
最合算的大学
上大学的目的就是在毕业后找到工
作，而许多留学生希望在拿到学位后留
在美国。因此，选择大学时要考虑哪些
大学能让你的钱更划算、能提供给你一
个最便宜的学校，同时在毕业后也有很
多找到工作的机会。“华盛顿月刊＂根
据这些因素对于 349 所大学进行了评比
。评出的前四名是：
1.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
2. 纽 约 市 大 学 皇 后 学 院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Queens College)，
3.
纽 约 市 大 学 伯 纳 德 · 巴 鲁 克 学 院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Bernard M. Baruch College)4.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Fullerton)。
给留学生最多财政资助的大学
随着入读美国大学的国际学生人
数的日益增加，外国学生获得财政资助
的可能也越来越少。 财政资助专家
说，美国大多数高校目前更倾向资助和
奖励美国公民或合法居民，虽然一些国
际学生也能获得财政资助。 然而，
有一些美国学校对国际学生还是很慷慨
的，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
全美文史学院的第一名，被列为最慷慨
大学名单的榜首。
根据美国新闻部在年度调查中提
供的数据，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

在 2015-2016 年间，向 94 名留学的本科
生提供了平均每人 59,674 美元的助学金
，向 50 多名国际学生提供了财政资助，
这是排名前 418 所高校中最高的。
哈佛大学是另一所马萨诸塞州的
学校，向国外 559 名本科生提供了平均
每人 56,268 美元的援助。
德克萨斯州的威兰浸信大学(Wayland Baptist University )给予留学生的援
助最少： 2015-2016 学年度为国际学生
平均提供了 1,722 美元。但是这一私立学
校的学费和其它费用也相对较低：
2016-2017 学年度为 19,110 美元。
下面是在 2015-2016 学年给予留学生
经济资助最多的 10 所高校：
1. 威廉姆斯学院 Williams College
(MA)；2. 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3. 阿姆斯特学院 Amherst College；4.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Columbia University； 5.
斯 基 德 莫 尔 学 院 Skidmore College； 6.
三一学院 Trinity；7. 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8. 杜克大学 Duke University ；9. 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 ；10.
韦尔斯利学院 Wellesley College (MA)
学费豁免
学费豁免是指学生做一些校园工
作，通常称为“服务时间＂，以免去学
费，从而降低学生的上大学成本。并非
所有大学都提供学费豁免机会，但通常
许多大学把它作为临时交换学生计划的
一部分，也有学校把它作为学位要求的
一部分。例如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和 北 达 科 他 大 学 (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

中美教育最大的差異，大概是：體育
看到一组数字，里约奥运会上，美
国派出 555 名运动员参赛，其中 80%是
在校大学生，加上一些高中毕业生，美
国派出到里约的奥运军团中，业余运动
员居然占据 90%左右。就是这样的“业
余军＂常年占据奥运金牌榜首，一直处
在“无敌是多么寂寞＂的霸主地位。这
段话真假无从得知，但却反映了美国全
民崇尚体育的价值观。
美式教育看重体育，所以在美高学
校中，体育生往往比学霸更出风头。质
疑者认为，这是美国学校中的反智主义
倾向，但实际上如果你足够了解他们重
视体育特长培养的原因，会觉得也许并
不能这样简单地、非此即彼地理解。
美国家长大多认为，体育活动实际
上锻炼的是孩子的人格和品质，以及在
团队活动中的合作能力、领导能力，同
时也通过体育活动为孩子创造吃苦和领
会失败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孩子
大多会选择团队体育项目练习，而不是
个人运动。
在中国，学霸是最受学校老师喜爱
的，同学和同学家长也以仰慕的眼光看
着学霸，学霸就是男神、女神，受万千
宠爱于一身， 无往而不利。而在美国
，是哪类学生是能像螃蟹一样横着走的
呢? 不是学霸，而是橄榄球队队长。
如果有学生考 SAT 拿到 2400 满分，
被哈佛录取，不要说上学校网站头条，
连新闻都没有。但是如果学生将在大学
里参加体育队，那可是学校的特大光荣
。学校网站的首页可以看到学生和未来
就读的大学教练握手的照片和有关新闻
，高中校长会亲自接见，有可能这所大
学是排名 50 开外的大学，但学校对这个
体育特长生的关注远远比那 SAT 满分的
学生要多。
体育好的学生在申请美国高中的道
路上是非常有优势的。为什么体育对美

国学校那么重要呢?归根结底是和钱有
关。
美国大学橄榄球队的教练有可能比
校长的收入还要高，球队经常赢球，有
钱校友就会支持校队，买票看球并每年
不断捐钱给学校，学校的精神和人气也
会上扬。 学校的奥数再好也很难鼓舞
学校精神。
很多中国家长已经认识到体育的重
要性，常常问到孩子应该练哪项体育会
帮助到孩子。
在美国人眼里，乒乓球和羽毛球不
算体育。如果学生每周练某项体育一周
才一小时，我可以确定那项体育不是学
生的特长，最多是兴趣而已。
如果学生到了 13、14 岁才想开始发
展某项体育，已经太晚了。 要想让孩

子体育好，需要从小学开始。
美国一般老百姓觉得体育是一个锻
炼人格的活动，不只是强身健体。美国
各个小镇上都有政府支持的各项团体体
育俱乐部，从幼儿园开始，教练都是爸
爸们，无论他们多忙，但是永远都可以
抽出时间做足球教练或橄榄球教练，他
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运动员。
这些非职业教练教导队员不只是赢
球，更多是：
团队精神(teamwork)
体育精神(sports manship)
忍耐力和毅力(endurance and perseverance)
态度(attitude)
如何在球场上惨败后吸取教训
(how to deal with failures)

练冰球的周末早上 5 点起床，游泳
队的早上上课前游泳训练，下课后再回
到泳池训练，这样的训练下学生才能算
有特长，在顶尖高中体育队才能拿到一
席之位。不少美高学生参加体育队训练
后，体力都撑不住，很难和美国孩子一
较长短。
我们常常抱怨现在的孩子不愿意吃
苦，但是家长并没有提供孩子吃苦的机
会，在美国人眼里，把高中四年里只去
了贵州一周做支教的经历做为吃过苦的
证明是个笑话。
我觉得现在让孩子在体育活动上吃
苦是有这个必要的。我认识在美国的一
些孩子小学时候在一项体育每周花 5 个
小时，很多孩子同时玩两项体育，到初
中后，每周体育运动少的每周 10 小时，

多的每周 20 小时，完全没有夸大。
家长需要根据孩子的能力去挑选他
们喜欢的活动，根据美国儿童医生的建
议，11-14 岁的孩子每天需要至少 1 小时
的运动(vigorous physical exercise)。
家长不要太介意一开始体育成绩好
与不好，是不是有名次，随着身体的变化
，成绩会有改变， 重要的是孩子的兴趣
和家长的坚持。其实最难的是家长的坚持
，送孩子上补习班远比练体育要轻松。在
冷气房里背单词要比在烈日下晒的像非洲
难民要舒服很多。但正因为这样，招办觉
得体育棒的学生有更有趣的人生故事。
如果学生是全年级里体育活动能力
强，进校队比赛得名次机会多，学校受
欢迎程度高，和队友之间的友情较深，
自然就会慢慢有领导力。
学生会主席全校只有一个位置，但
每个体育队都需要队长。每年很多中国
家长纠结于要不要复读这个问题，复读
不只是因为英文能力问题，也不是智商
的问题，美国学校更看重学生的交际能
力 。
所以中国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如
果不复读，不单单是比中国复读的学生
年龄小，比美国孩子年龄也小，中国孩
子长的年轻 (美国当地高中生已经长的
像二十几岁了)，课堂发言气场不够，更
不要讲进体育队或竞选学生会主席了。
体育特长对申高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这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本意。我希望
更多的学生能喜爱运动，不是单单为了
申学，而是能有健壮的体格。我接触到
的不少学生都是吃货，但运动不够。
不少学校体育教练和我讲过 Chinese students quit easily.中国学生遇到挑
战，很快就想到放弃。 体育不仅锻炼
人的意志力，也能改善学生心理健康问
题。不要把时间都花在补习课上，每天
花一个小时好好运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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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後海歸進駐杭州夢想小鎮 做“外教夢”
一间 800 多平米的 loft 办公区，20 多
名年轻员工，外加一只“店狗”Lucky
，组成了 90 后温州姑娘黄佳佳的“造梦
工厂”。
2015 年，准备第三次创业的黄佳佳
选择进驻有“创客天堂”之称的杭州梦
想小镇，利用她的留学经历和海外资源
，搭上“互联网+”的顺风车，运营着
集外教在线互动、远程留学申请等于一
体的电商企业。眼下，这家企业已完成
首轮融资，成为省内首个多语种直播平
台，市场估值约 3000 万元。
在党龄 7 年的黄佳佳看来，身为党
员所具备的吃苦耐劳、坚强拼搏精神，
在她创业的各个关口，发挥出了应有的
能量，支持着她和她的团队走好前进的
每一步。
2009 年，因为品学兼优，还是一名
大学“新新人”的黄佳佳在老师的推荐
下，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除了被看作是
一项特殊的荣誉外，那时候的她并不能
完全理解这份申请书的意义所在。在黄
佳佳的印象中，党员这一“身份”总是
在抢险救援等新闻事件中频频亮，而对
于她而言，学校的生活依然千篇一律，
没有因为多了一个“身份”而改变。
社会是年轻党员们的历练场。很快
，黄佳佳和同学们即将迎来职业生涯的
首轮挑战。也许是温州人血液里与生俱
来的“闯劲儿”，刚刚大学毕业的黄佳

佳便和同学“搭伙”，在淘宝上注册成
为“掌柜”，进行录播式的网络课程贩
售。这种电商在线教育的形式在当时尚
不多见。
黄佳佳的“牛刀小试”让她意外地
获得了“第一桶金”。然而，一封来自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录取通知让她不
得不中断了首次创业的脚步，转身赴美
留学。
“近几年，许多浙江乃至中国的学
生都有出国留学的愿望，一大部分也付
诸行动了，但对于海外留学流程和学校
填报申请，他们常常会有盲区，这就需
要中介机构提供专业的服务。”通过自
己留学的亲身经历，黄佳佳又一次精准
地看到了商机。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很快，
黄佳佳便遇到了一位美国合伙人，开启
了以在线留学中介为主的第二次创业。
工作中，黄佳佳发现，尽管对于留
学抱有高度热忱，但不少中国学生自认
为优异的外语成绩到了国外变得“无用
武之地”。“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
多，比如缺乏语言氛围、教学模式偏传
统等等。”黄佳佳说，如果不在短时间
内突破语言障碍，很有可能影响整个留
学计划。
于是，另一个奇思妙想开始在她的
心里诞生——运用互联网平台，帮助中
国学生提升外语学习运用的综合能力。

留美海歸的“跨界創新”
讓智能無處不在
在人流密集的大中型城市，机器在
一秒内定位特定个体，并进行智能分析
，预判犯罪概率。这种只在科幻影视剧
中闪现的镜头，却在中国变成了现实，
研发团队带头人、海归博士陈宁为它取
名“深目”。
“深目”并非普通摄像监控，它的
核心是视觉智能、机器学习、云计算与
处理器设计技术，简单说，就是给机器
装上“大脑”。开发这种智能到底意味
着什么？陈宁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
时说，它可以帮助人们从重复而繁琐的
工作中解放出来。
陈宁是留美海归、国家“千人计划
”专家，2014 年在深圳创建云天励飞技
术有限公司。快速记录人员信息，进行
生物特征、行为、事件的实时分析和智
能预判，最后根据事件进展进行反应与
决策，由其团队设计的这套“深目”人
脸识别智能系统，目前已在深圳龙岗警
方试点，只需十秒就可在百万人区域内
搜索出某个嫌疑人最长达两年的历史轨
迹，上线一周就协助警方快速破获了多
起违法案件。
陈宁直言，“由于涉及数据传输的
效率等问题，全球范围任意角落的搜索
定位还存在障碍，但在限定的区域内，
这不成问题。”
陈宁有一位好友搭档、同为留美海
归的田第鸿。两人同在美国佐治亚理工
学院攻读博士，并且同属一个实验室，
闲暇时他们会在一起辩论。
“当时我认为处理器芯片设计是电
子信息行业发展的重要领域，他却认为
视觉计算更加重要。”陈宁说，正是这
场持续十余年的“辩论”成为他们创业
的种子。
不同的观点让两人选择了不同的工
作方向，陈宁进入摩托罗拉飞思卡尔半
导体公司，田第鸿成为思科公司的技术
主管。直到 2013 年，两人预感人工智能
发展的“春天”将到来，于是停止辩论
，开始谋划创建公司。
由于电子信息行业的核心已逐步向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挖掘演进，虽然美国
在视觉智能的基础理论研究上已先行一

步，但陈宁他们认为，视觉智能从算法
到产品的鸿沟还没有突破，如果合二人
之力，通过视觉计算和新型处理器芯片
设计的跨界创新，有机会打破瓶颈。
在美国，飞思卡尔公司是半导体业
内巨头，有朝九晚五的工作规律以及完
善的晋升阶梯。陈宁坦言，自己可以料
想未来达到的社会地位与薪资水平，而
放弃这些回国创业，看中的是中国的市
场前景以及发展空间。
陈宁说：“全世界在人工智能上基
本都是刚起步，在设计应用上，中国与
国际水平差距不大，而且国内的市场空
间是美国无法媲美的。”
至于选择哪座城市，陈宁认为，深
圳是最适合海归创业的城市，因为外来
人口占绝大多数，这一点与美国很像，
深圳人的创业激情让他们心潮澎湃。
“当时只有一间六七十平方米的房
子，第一年，创始人和骨干团队都是
‘零薪’，房间里摆着深圳大运会志愿
者淘汰的桌子，几个创始人跑到二手市
场买会议桌，800 元(人民币)还讨价还价
好久。”这些创业回忆深深刻在陈宁的
心里。
经过一年的研究设计，陈宁团队
2015 年将第一代视觉智能系统“云天深
目”推向安防市场，以精准度和效率值
迅速获得公安系统的认可。
据深圳龙岗一家超市用后反映，系
统架设好的第一周就有 20 次有效报警，
商场将“惯偷”数据录入系统，这些人
再次光顾就会自动报警。第一次，两名
“惯偷”偷盗被当场捉住，一个月后就
没有“惯偷”再来了。
如今，从早晨 7 点工作到凌晨 1 点
，陈宁与田第鸿依旧延续着创业状态，
与同伴一起奋斗成为陈宁最大的乐趣，
两人也从创业伊始“同居”至今。普通
用户对“深目”系统的一次赞扬，就足
以让这个团队兴奋一个月。
他们还有一个愿望，希望通过服务
千家企业，“让智能无处不在”。记者
近日获悉，“深目”已入选今年 9 月举
行的中国杭州 G20 峰会安全系统，陈宁
的愿望又向前迈了一步……

2015 年 6 月，学成归国的黄佳佳选
择在杭州梦想小镇开始她的第三次创业
之旅。
“杭州是一个集互联网和创业氛围
于一身的城市，在这里创业也许会激发
出更多的可能性。”黄佳佳笑着说。
租下两层共 800 多平方米的 loft 开间
作为办公区，黄佳佳请设计公司打造出
复古和街头的混搭风：彩漆水管、做旧
吊灯、中式茶具与桌式足球、蜘蛛侠顶
饰、现代咖啡吧之间，既冲突又交融，
折射出当代中国年轻群体对东西方文化
的双重包容。
公司没有前台，负责迎宾的是 8 个
月大的柴犬 Lucky，它是黄佳佳的爱宠
，也是大家公认的“吉祥物”。前来商
谈的客户可以坐着懒人沙发，就着一杯
龙井，顺道挑逗下四处卖萌的“店狗”
。这样轻松愉悦的场景几乎每周都在上
演，光是想象都极具画面感。
公司成员分工明确，技术研发、平
台运营、企业文宣、客户服务一应俱全
。难以想象，这个总人数不到 30 人、平
均年龄仅 25 岁的团队如今竟管理着海外
2000 多名签约外教，企业市场估值已达
3000 万。
黄佳佳说，她的“青春梦想家”团
队正在运营的一款主打服务型软件“外
教君”，正是通过网络直接连线签约外
教的方式，为中国学生提供更多外语口

语辅导、练习的机会。“原理就像时下
流行的打车软件一样，用户可以通过手
机 APP 或 PC 端 24 小时呼叫外教，经后
台‘派单’后随机指定一名在线外教和
用户进行视频对话。”上线不到一年，
这款软件的使用用户已超万人。
“带领一个团队创业，需要极大的
毅力去面对各种挑战。”在党龄 7 年的
黄佳佳看来，身为党员所具备的吃苦耐

劳、坚强拼搏精神，在他创业的每个关
口发挥出应有的能量，支持着她和她的
团队走好前进的每一步。
面对初获成功的成就感，黄佳佳直
言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我希望不仅
仅局限于帮助中国学生在线学习外语，
未来通过网络资源的整合，让更多的外
国学生能够在线学习我们的母语，向全
球推广中文。”

海歸新女性：不會刻意強求婚姻
2月14日是西方的情人节。在北京，
也随处可见关于情人节的营销：商场、影
院、饭店、手机推送都在提醒着人们这是
个关于玫瑰和巧克力的日子。在这样的氛
围里，有人欢笑，有人哭泣，也有人像留
美归来的马丹宁一样选择一个人去看一部
关于北京环境问题的纪录片。
“对于情人节，我并没有特别放在
心上，而这部纪录片是我一直非常想看
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马丹宁告诉
中新社记者。而这样的“特立独行”在
海归女性群体中并不少见，长年的海外
留学和工作经历让这些女性变得更加独
立自主。处于“适婚”年龄的她们对于
婚姻少了几分同龄人的紧迫感，多了几
分顺其自然的从容。
留学英国多年的刘荫对于自己目前
的单身生活表示非常享受，“可以做很
多想做的事情，并没有结婚压力，也不

会随波逐流为了结婚而结婚”。留美海
归郭望月也认为，单身或者结婚自然而
然发生就好，没有优劣高下之分，更不
会有“在多少岁之前必须要嫁出去”的
思想限制。
相较于“夫唱妇随”的传统婚姻观
和如今充斥网络的“嫁个高富帅”论调
，这些海归女性追求的是更为平等的婚
姻关系，在义务、权利和话语权上的
“均衡分配”。
“我希望我的伴侣理解什么是性别
平等，希望双方能够平等地尽到家庭事
务的义务，也能共同分享权利。”马丹
宁同时认为，在当今很多中国家庭里，
女性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并且把处处
隐忍当作一种美德。“这并不合理，是
需要改变的。”
对于现今热议的“功能性”和“经
济互助型”婚姻，郭望月并不赞同。她

表示依然会追求“真爱”。
刘荫同样认为海外学习经历对她的
婚姻观影响很大。在外独立生活让她练
就一身本领之余，也让她相信缘分，所
以不会刻意强求。“对于伴侣的要求更
多的是精神层面，而非物质条件。”
随着近年来海归人数的逐年增加，
所谓“海归剩女”现象也开始受到各界
关注。留英归来的蔡佳瑜认为，主要原
因是海归女性在寻找伴侣时往往因为希
望对方同样有“国际化的三观”而缩小
了选择范围，加之留学带来的“异国”
问题也会给维持感情带来阻碍。
对于不论是出于同情还是恶意而出
现的“海归剩女”标签，真正的当事人
们似乎并不以为意。“我周围很多选择
单身的海归女性并不认为有什么‘剩女
’存在，干嘛还关心自己是不是呢？”
马丹宁说。

海歸 CEO 的“音樂夢”
晚间 7 点半，正值北京的下班高峰
，东三环的一幢写字楼顶层不时传出抑
扬顿挫的歌声。白天还在世界各地“飞
”的一群海归，在这里换下西装，为他
们的第二项事业紧张忙碌着。而领头者
就是渣打银行投资银行部中国区首席执
行官成长青。大伙叫他“成班长”。
成长青口中的演出，是即将于 4 月
27 日晚上演的《故乡的云》百年留学
史诗情景音乐会。而本场音乐会的主角
，就是以成长青为“班长”的海归 CEO
合唱团体——“大海”组合，与成长青
同在欧美同学会 2005 委员会的吕思清
及杨澜也将前往助阵。
“组合的名字其实没过多考虑，既
然大家都是海归，那就干脆叫‘大海’
吧。”成长青告诉记者，“大海”，除
了寓意各位成员都是留学归来，是海归
中的精英，也表达了容沧海、纳百川，
不计报酬回馈社会的宽广胸怀。
“法国音乐大师梅西安曾说，没有
音乐的一天是不完美的一天。这句话用
在我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成长青回忆

说，最初留学法国时，一次，朋友带他
去酒吧看一个演奏团唱歌，乐团五位成
员都是非专业的音乐爱好者，他们敲鼓
、弹吉他、唱歌各自分工，配合默契，
乐感极好。
“我上前和他们交流才知道，他们
都来自各个知名的金融机构，因为爱好
音乐才走到了一起，组成了这个乐团。
”成长青有些兴奋，自己虽然从小就喜
爱音乐，可也是第一次产生了做小型合
唱团的念头。
2009 年末，在外任职多年的成长青
回到了中国，并在“欧美同学会 2005
委员会”担任副理事长，就在他准备
“2005 委员会”年会节目时，突发奇想
给全体理事发了电邮，号召喜欢唱歌的
海归学友们组成男声合唱团登台表演，
从此就有了热爱音乐的“大海”。
从“大海”成立到首次登台演出只
有短短的 20 天，首演曲目《雪绒花》
和《故乡的云》受到了几百名嘉宾的一
致好评。可回忆这段经历，成长青却笑
言，“我们在台上很紧张，现场也‘闹

笑话’，最后的好评可以说是观众对我
们的宽容。”
由于“大海”成员是来自各企业的
CEO，难免各自有掌控欲，可合唱是需要
角色分工的，身为“班长”，成长青不得
不给“大海”设立一些小小的规定。
“排练时手机要‘交公’就是规定
之一。”成长青说，此外，大家要定期
举行聚餐联络感情，加深彼此的了解，
排练不到或迟到者将在下一次聚会时做
东请客。“这些规矩不是‘花瓶’摆设
，都是实践检验过的。”
成 长 青 表 示 ， 从 2009 年 至 今 ，
“大海”组合的理念已不再是单纯的
“玩音乐”，而是希望通过这场“海外
留学人的春晚”，为海外学子提供一个
交流的平台。
谈到“大海”组合未来的规划，成长
青表示，“‘大海’是个快乐的组合，我
们希望可以爱音乐爱到老。未来希望把这
份音乐热情投入到大环境中，和更多音乐
业界的专业人士合作。我们要保持这份永
远年轻的心态，完成音乐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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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瑞恩，请称呼我为“他”
沈 瑞 恩 (Ryan
Shen)今年 34 岁，出
生于美国纽约，从
事 IT 行业。Ryan 是
10 年 前 他 公 开 身 份
之后，给自己起的
名字。而出生时，
父母给他起了个女
孩儿名字，因为从
解剖学意义上他是
个女孩。可是他从
小喜欢跟男孩一起
玩，喜欢变形金刚
，不喜欢布娃娃，
不喜欢穿裙子。他
感到困惑，直到有
一天，他从一本杂
志上看到“transgender” ( 跨 性 别) 这 个
词，他意识到，自
己可能就是跨性别
。 Ryan 不 认 为 自 己
是蕾丝(女同)。蕾丝
是女性喜欢女性，
她们不认为自己的
性别有错误。

爱跟男孩一起玩
跨性别人士认为，他们出生时被指定的性
别，与他们真正是谁不相吻合。男孩和女孩两种
性别的划分，以及人们认为非此即彼的期待，让
他们感到不舒服。
小时候，我想要男孩的小鸡鸡。可是我发现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尽量地不去想它。可是到了
大学，我发现我无法继续回避。
我从来都对穿裙子感到不舒服，我讨厌裙
子，我讨厌自己的乳房，我总是耸着肩膀弓着腰
。
小时候，我不喜欢家里人或朋友送给我女
孩子气的礼物，我喜欢玩乐高和变形金刚。我从
来不玩布娃娃，布娃娃会让我浑身不舒服。
三年级时，我妈给我烫了个非常难看的菜
花头，我看上去老了很多，路上有人竟然问我是
不是我妹妹的妈妈。
有一次，姑姑和叔叔带我去参加一个派对
，姑姑给我穿上裙子，我不喜欢，不过我没有反
抗，因为大家都说我是好孩子，我觉得我应该迎
合他们对我的期待。
我喜欢跟男孩子一起玩，但别人会取笑我
，说我被男生吸引，男生也喜欢拿我寻开心，从
我裙子底下偷窥，我不喜欢他们那样做。

我觉得自己真变态
读高中时，我喜欢女孩，喜欢吃她们豆腐
，我觉得自己是个坏人，觉得自己真变态，像那
种变态老头子。有时候会跟女孩一起睡，我觉得
我在占她们便宜。
在更衣室，我感到不自在。我会把目光转
移，不去看女孩子。我不想跟她们接触，我是一
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我也不知道她们对我有什么
想法。
我一直很安静，那是我保护自己的方式。
我是个神秘的人。从高中到毕业，我没怎么跟女
孩子在一起。
我父母倒是没叫我做得更有女孩儿样子，
他们会叫我站的姿势要端正，不要把腿翘到桌子
上。
除了一两次穿裙子，我平时穿 T 恤和牛仔
裤。读大学的时候，我受邀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他们让我穿西装，我感到非常舒服。平时我穿
的衣服大部分是运动夹克。

我可能就是跨性别
我感到很受挫，直到大学四年级，有一天我
在 Barnes & Noble 书店看到一本杂志，杂志封面
是一张脸，半边是男人，半边是女人。
当时我正在挑战男孩就是男孩，女孩就是
女孩的观念。我想，那是什么意思？我朝那本杂

志跑过去。
那本杂志里的文章大部分写的是跨性别女
人(出生时被认定为男性)，还有双性人。我感到
我并不是孤单一个人，我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
我觉得，我有可能就是跨性别者。
我在电视上看过有关跨性别者的节目，那
些节目里人与人之间互相扯皮，完全没有互相尊
重，他们被当作笑料。但跨性别这个词，从来没
在我脑海中出现过。
以前我感到困惑，现在当你有了一个名字
，有了一个称呼，事情变得明确起来，这是我进
一步探索跨性别迈出的第一步。我觉得我不可能
成为别人所期待的那种理想女孩，我宁愿跟一个
女孩成为伴侣。我感到自己被女人所吸引。

大学第一次公开身份
我第一次告诉朋友，是在大学里。那时候
我开始参加一个 LGBT 援助同盟，我有朋友已经
确定了他们的性别认同。
我对一个朋友说：我可能是男生或跨性别
。她说：我完全能看出来。她的话让我感到放松
，因为那正是我想让别人看到的。我的朋友说，
你应该起个新名字，于是我选了瑞恩 Ryan。我不
想要迈克、保罗、约翰这些太常见的名字，所以
我挑了瑞恩。新名字使得我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就像买新衣服一样，让我一切重新开始。
我把长头发剪掉，当我头发剪短时，我看
起来更像男生。
有些人会服用荷尔蒙，但我没有。据说服
用荷尔蒙会带来改变，例如，我会变得更有进攻
性，它会改变我思考的方式，会改变我如何去感
受事物。
大学四年级时，我觉得我应该探索一下。
我买了新衣服，买了有弹性的硅胶阳具，戴这个
时要穿两层内裤，其中一条内裤用来兜住它。
我不经常戴，因为要经常清洗，很麻烦。当我戴
上它时，我感到自己变得雄性起来。
我买了很多一排扣衬衫，我衣橱里基本上
是 T 恤和衬衫。我到男装部买裤子，我个子比较
小，所以买男装裤有些困难。
我终于让别人看到我的真面目。
公开身份后，我的女性朋友比较少拥抱我
，我有点难过，但没关系的，因为她们看到了我
想被看到的样子。

父母花了几年来接受我
我在匹兹堡读大学，毕业后留在匹兹堡工
作，因为我想远离我的父母。可是，我妹妹后来
也到我那所大学读书，父母让她跟我一起住，所
以他们一起过来看我，那天刚好遇到车祸，到我
住处时已经很晚。
那时候我已经剪掉了长头发，我爸见到我

第一句话是：我认不出你了。我说：我喜欢女孩
子。
我当时承受着很大压力，所以那句话脱口
而出，我父母都惊呆了。他们之后花了几年时间
，来抛弃掉这是我脑子发疯、暂时失去自我的想
法。
我爸问过我，是不是扮演男的角色。我说
是的。
我爸感到失望。他觉得作为父母，他失败
了。他曾经在台湾一所中学当训导主任，总认为
自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喜欢教训
人，而不是跟你对话。
我和爸爸在同个公司工作。有一次公司举
办同性恋敏感性培训(LGBT training)，我们刚好
分在同个小组。每个人轮流站起来发言，告诉大
家自己的名字，以及性别称呼。我觉得站出来说
话很重要。我说：我希望被称呼为“他”。我的
心砰砰直跳，第一次课间休息，我不得不借故离
开。
我父亲需要更多教育。他通常是教育别人
的，我不懂怎么去调换我们的角色跟他谈话。现
在不需要了，我已经说出来了。

人们不尊重我们
有时候我会碰到别人用奇怪的眼神看我，
问 ：你是女生还是男生？做自己让我感到不安
全。
跨性别女人，尤其是有色人种，经常遭受
暴力。我想，那是因为人们对跨性别有恐惧感，
他们认为那是不对的，他们也会对跨性别者施暴
。我们的社会把跨性别当成玩笑，那是很危险的
，他们没有把我们当人看待，他们嘲笑我们，不
尊重我们。我想说的是，跨性别是真实的，不是
玩笑。我们只不过是人，跨性别不是一个选择。
在公共场合上厕所，我有时候会有一番挣
扎。当我一个人时，我会进男厕。在男厕，比较
少人会注意我。
在更衣室也一样，有一次在女更衣室，有
人对我说：你进错了地方。当她仔细看了我之后
，就没再说什么了。如果我改变我的身体，我就
可以去男更衣室。
我不一定会感到受伤，她们把我当成男的
，正是我想要的，那是一种矛盾的心情。
如果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她会说我们一
起进女厕，我们一起排队，这样别人就不会感到
奇怪，也保护我不受骚扰。

我女朋友很有爱
我女朋友是酷儿(queer)。她不喜欢女同性恋
的标签，她更能被雄性能量所吸引。我们在一起
已经有四年。我们是家庭伴侣，没有结婚。我的
女朋友很体贴我，很有爱，我们喜欢腻在床上搂

抱着，我们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有时候出去看
看电影。
以前我也跟男人睡过。那时候我试图否认
自己的性别认同，但我并不那么被男人所吸引。
跟男人上床的感觉很机械化，没有情感依附，只
是我们有性需求而已。我不讨厌，也不喜欢。
我还没改变我身份证上的名字和性别，应
该很快就会去修改。瑞恩的名字，我已经用了十
年了，原来的名字，已经变得很不真实。我法律
上的名字已经失去任何意义，感觉像外星人。
关于动手术改变身体，我可能会把乳房去
除，那样我就自由了，就可以在公共场合赤裸上
身。

妈妈为我买男装裤
过了几年之后，我妈开始接受我，她甚至
到商店男装部想为我买裤子。我们当时一家人正
在吃饭，最无知的是我爸，他说，为什么要去男
装部买裤子？然后大家都不吭声了，谈话到此为
止。
当我头发长了，我妈会说，头发太长了，
你应该去剪头发。她用她的方式表达她承认了我
，但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
我不认为我爸最终已经接受了我，他提起
我的时候还是称我为女儿。但他承认了我喜欢穿
西装，我去参加堂表兄弟的婚礼时，他还帮我穿
上西装。
我妹妹一直都很支持我。我没有向亲戚公
开。有一次，当着亲戚的面，我妹妹喊我 Ryan，
说出口了才意识到，糟糕，不能这么叫我。
她还是叫我姐，但对我来说，姐不是姐姐的意思
，只不过是另一个名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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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歲孫子為討壓歲錢
把奶奶告上法庭
逢年过节，长辈给小辈包红包，小辈给
长辈拜年，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传统。但年仅
11 岁的小男孩涛涛在父母离婚后，78 岁的奶
奶分多次把自己卡里的 4 万多压岁钱取走了
，为了讨回这些钱，他将奶奶告上了法庭。
近日，记者获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涛涛的奶奶向其返还压岁钱及
生日礼金共计 4.5 万余元。二审法院支持了原
审判决，本案目前已经生效。
对涛涛来说，曾经的自己十分幸福，不
仅一家人其乐融融，而且每逢春节、生日，
长辈们还会给自己压岁钱，尤其是奶奶，每
次给的数额都不小。母亲朱女士常对涛涛说
，她不会动用儿子的这些压岁钱，而是会如
数存进一张涛涛名下的银行卡里。然而，令
人意想不到的是，最先动用卡里资金的，居
然是涛涛的奶奶施老太。
原来，这张卡虽然是以涛涛的名义办理
的，却一直在施老太手上。“小时候孩子经
常住她家，于是她就提出要替他先保管着。

”朱女士说。
2014 年 7 月份，涛涛十岁生日刚过完没几
天，这个家庭发生了变故，父母协议离婚了，
涛涛开始跟随母亲共同生活。眼看着涛涛的户
口就要转出去，也许是觉得孙子马上就要成为
“外家人”，短短几天内，施老太分多次把卡
里的钱全取走了，共计4万5千多元。
对于已经离婚的朱女士来说，这笔属于
儿子的压岁钱显然不是小数目。她多次向施
老太讨要这些钱，但都没有结果。无奈之下
，她带着 11 岁的涛涛把 78 岁的奶奶告上了法
庭。就这样，曾经的至亲成为了对簿公堂的
原、被告。
法庭上，涛涛和朱女士称，这些钱都是
涛涛从小到大积攒下的。即使如施老太所说
，银行卡里的钱是她存入的，但其自愿将钱
款存入涛涛名下的账户，这本身就是一种赠
与行为，虽然施老太从来没有向其告知取款
密码，但涛涛凭自己的身份信息也能够将这
些钱取出来，因此赠与行为已经完成，她无

权擅自取款。
施老太却辩称，这些钱并不是给涛涛的
压岁钱及生日礼金，而是自己的工资存款，
她只是用了涛涛的名义开了户而已。不仅是
取款密码，连存折也没有给过涛涛，所以这
些钱仍然是自己的。
针对施老太的这个说法，细致的法官发
现，该账户的存款时间十分有规律，都是涛
涛的生日或者春节前后，施老太说这是其工
资存款的说法逻辑上说不通。何况，在自己
有银行卡的情况下，施老太也无法解释为什
么不将工资存于自己账下，而要大费周章地
存到尚未成年的孙子那里。
同时，按照相关规定，钱款存入储蓄机
构后，个人便可凭有效证件随时进行支取、
挂失等，并不需要凭借存折和密码。因此，
赠与的行为自钱款存入时就已经完成了，施
老太未经涛涛同意擅自取走存款，侵犯了原
告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返还。
据此，浦东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湖北男子取百元錯幣
毛主席嘴角多了顆痣
“以前曾在报纸和电视上看过有人在银行
取到错版人民币的新闻，没想到，这样的巧合
会轮到自己身上。”近日，家住武昌水岸星城
的刘先生无意间发现，自己在银行取的一张编
号为 BD44159804 的新版百元钞票上，毛主席
水印嘴角左侧多了颗又长又大的“痣”。
据刘先生介绍，他于正月初三在家附近
的浦发银行网点 ATM 机上取了 10 张百元钞票
，当时并没有留意到有一张钞票“与众不同
”，“一般大家用钱的习惯都是把最新的钞
票留着最后用，这张新版土豪金的百元错币
很新，所以一直留着没用。10 日那天我在家
也是一时心血来潮，就仔细观察剩下的几张
百元钞票，发现有几张连号，看着看着，我
惊奇地发现，其中一张编号为 BD44159804 的
百元钞票上，毛主席水印中，嘴角左侧多了
颗‘痣’，非常明显。我又看了看其它的百
元钞票，都是正常的。”

对此，银行工作人员称，刘
先生取出的这张钞票不是假币，
流通也没有问题，如果介意的话可以更换。
不过，刘先生笑称，遇到错币的概率这么小
都被自己撞上了，反正是真币，会保存下来
做个纪念。
记者上网搜索关于百元错币的消息时发
现，类似新闻并不少见，有市民取到新版百
元钞中毛主席头上多了几根头发，下颚也多
了个痣；也有市民取到过水印头像印错的百
元钞票，不但毛主席头像上眉毛缺了一些，
眼睛还眯成了一条缝；还有市民取到过毛主
席“开口笑”的百元钞票……
而错币是相对正常货币而言的，其设计
、制版都无错误，而是在货币生产过程中，
由于印制、铸造失误或机器故障等原因，造
成偶然性差错。一旦发现错币，技术上很容
易及时纠正，所以错币非常稀少，因其收集

难度高，一旦合法流入社会就显得珍贵。
记者采访从事收藏行业的吴先生，他表示
，错版这种叫法来源于邮票。邮票因为发得多
，有错版。人民币几乎没有错版，所以也几乎
没有错版币，但很多人习惯把错币叫成错版币
。错币属于残次品，它虽然与错版币一样，并
不常见，但是收藏价值却不一样，错版币的价
值远高于错币。市场上将它们的价值炒得很高
，但一般有价无市，实际上不值这个价。
银行业相关人士表示，大家口中的“错
币”准确来说应该叫“残币”，对银行而言
，“残币”并没有升值价值，平时工作人员
如果发现了这种人民币，会按照相关程序处
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币管理条例》规定，正在市面上流通的
人民币是不允许买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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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學生、情人和老婆
為生娃這個男人
找了 3 個女人
代孕这个敏感的话题，最近再次进入了公众视野。
代孕合同有效吗，代孕生娃到底谁算亲妈，现实中有人
来咨询律师，偷偷摸摸找人代孕后被中介敲诈怎么办，还有
孕母生完孩子突然舍不得孩子了，那怎么办？
浙江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在 2 月 9 日下午召开了一
次关于“代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参与这个热门话题讨论
的除了法律人士外，还有医生、人口专家、生殖学专家等各
界人士。
会上有个律师讲了一个案子，震惊四座。他说，因为最
后无法立案，还不能称其为案例。故事过程很狗血，结局很
凄凉。
为了保护当事人隐私，我们把一些指向性明确的信息隐
去。
男人和老婆年近五十，独生女儿读大学了。男人跟老婆
说，你晓得的，我还想要个儿子。老婆说，我晓得，不过我
这年纪……男人说服老婆去外头找代孕，而且为了确保质量
，要用个年轻的卵子。
男人想到可以通过地下中介找一个大学生的卵子。
男人不简单啊，在外头他还有个情人。情人也不年轻
了，40 岁。男人不放心随随便便找个代孕，他想了个办法。
男人跟情人说，我们好了一场，要不生个孩子吧。你呢年
纪也不小了，我担心卵子质量不好。我去找健康的卵子，你
来怀。如果生下来，我给你 300 万元。
情人应允。
接下来的过程我们就不细说了，男人找到代孕地下中介
，先找了个女大学生取卵，跟自己的精子形成受精卵，而后
放进了情人的肚子里。当情人成功怀上之后，男人送上奥迪
车。
话说，情人也是有家室的人，也有女儿已成人。情人这
边跟自家老公是这么说的，单位派我驻外，要走一年。
一年后，情人抱着儿子回家。跟老公说，小姐妹未婚生
子，送给我养。情人的老公欣然同意。
情人安心又做起了母亲。数月后，孩子断奶，男人来了
，把儿子抱走了。
男人抱着儿子回到自己老婆这里，喏，这就是外头代孕
来的儿子。
这下，情人疯狂了。她觉得她才是母亲，这个怀胎十月
从她肚子里出来的宝宝她如何割舍得下。这时候，是真的母
爱，情人说，300 万我不要，多少钱我都不要。我只要孩子
。
两人一度闹到过派出所，后来又分别找了律师。
律师分析：首先，男人和情人属于婚外情，婚外情不受
法律保护。婚外情不同于同居(单身男女住在一起)，目前法
律对同居期间的孩子和财产是有保护的。
第二，情人的角色好比是代孕的孕母，代孕是我国法律
明令禁止的，哪怕女人受了欺骗，哪怕双方签过合同，但是
建立在一个非法的基础上，合同无效。
事情的结果是没有结果，律师无法接受委托，法院不会
受理。哪怕从遗传学上来说，这个男孩不算情人的儿子，她
也要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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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休斯頓洪澇災害之防治
【編者按: 紀經利】哈維颶風及其帶來的暴風雨襲擊大休斯
頓地區。來勢兇猛，災情慘烈。洪澇災害之嚴重,人民生命財產
之損失，更是史無前例。現在，哈維颶風已過兩個多月，救災重
建家園，恢復各種設施工作進展順利，人民生活和商業活動已基
本恢復正常。對於災情和救災英雄事蹟，各種媒體也已有很多報
導。但當前更重要的是災後的反思，總結慘痛的經驗教訓，規劃
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避免和減輕今後洪澇災害的損失。。
《美南周刊》曾於 2004 年 8 月 22 日發表過署名文章《休斯
頓市洪澇災害之防治》一文，作者紀經利先生是中國水利水電工
程技術專家，從事水利水電和防洪搶險工作四十多年，積累豐富
經驗。來美之後。他對休斯頓地區的水利設施及洪澇災害情況進
行深入的調查研究，並以專業的眼光，系統闡述各種行之有效的
防治洪澇災害的方法和措施。當時，紀先生還將該文英譯本寄給
Bill White(比爾•懷特)市長, 得到懷特市長和有關部門的肯定和
讚揚。今天，在哈維災害之後，市政各級部門製訂、設計防治洪
澇災害工程設施的關鍵時刻，我們再次請紀經利先生對休斯頓防
洪治澇這一重大課題，提出意見和建議。我們希望通過發表專家
學者的文章，集思廣益，以期對大休斯頓地區的洪澇災害防治工
作有所啟發和幫助。
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是全球形成熱帶風暴、颶風最頻密的區
域之一。大休斯頓地區毗鄰墨西哥灣，颶風暴雨造成洪澇災害在
所難免。近十多年來氣候變化異常，災害襲擊更有加強加密之趨
勢。這次哈維颶風及其帶來的豪雨，無論是強度、持續時間以至
於災害傷亡人數及經濟損失，對休斯頓來說都是史無前例的。重
創已成事實，危害後果需經時日才能消除。我相信憑藉美國高超
的科技基礎，有政府和各界人士的重視，有六百多萬人民的齊心
協力，災後重建，恢復經濟，渡過難關，是指日可待的。
自然災害是客觀存在的。 人類要在地球上求生存、求發展,
就必須適應自然規律,興利除弊,創造良好的生存環境。 那種只想
向大自然索取而不想回報大自然的思維方式和做法,都是有害的
。 大休斯頓地區是新興發展地區,城市化發展迅速,商業區居民區
不斷擴張,而相應的防洪排澇抗災的水利設施卻明顯滯後,不能同
步發展,這是橫陳在眼前的一大矛盾。 哈維災害給休斯頓敲響警
鐘。 災後總結經驗教訓,積極行動,制訂有效措施,集中人力物力
財力,對這次重災中暴露的現有水利設施的缺憾進行整治,對瀕臨
災害,有嚴重隱患而沒有設防的地區,規劃、設計有針對性,切實可
行的防治工程設施,增強整個地區的抗災能力, 這是事關休斯頓發
展前途,六百多萬居民安危的大事,是當前的重要任務,不能等閒視
之!
本人已發表過的《休斯頓市洪澇災害之防治》一文,已較全
面論述休斯頓地區洪澇災害防治的各種方法、措施。 這次親歷
哈維災害,近兩個月本人對災情進行調查考察,經反復思考,特對當
前洪澇整治這一社會性大課題,提出針對性的觀點和建議。
一• 河道整治和堤圍建築與維護
德州中南部直至墨西哥灣海濱,地勢極為平坦,河流坡降較小,
河水流速較慢,易於造成河道淤積,這對排洪極之不利。因此,河道
整治必不可少。
1.河道疏浚: 流經大休斯頓地區的河流不多,主要河流只有

Brazos River 和 Buffalo River (貝蘇斯河和水牛河)以及一些小支
流。 其實這些都不算大江大河,只是小河小溪。 但這些河流有一
定的集雨面積,也就有一定的洪水量,而目前淤積都較嚴重,如不清
淤疏浚,必然會減少河流有效的排水斷面,影響排洪速度。
疏浚河道有效辦法是使用疏浚挖泥船和大型砂泵水槍等機械
設備。 挖泥船可在河中水道行駛,船上裝置強力吸泥沙的大泵,吸
取的泥沙可用管道直送岸邊或運到適當地方填放。 由於設備裝
在船上,行動方便; 大型砂泵水槍適用于河灘地帶,機械設備可安
裝在岸邊,高壓水槍沖刷河灘泥沙,沙泵吸取泥沙沿管道送至河岸
。 這些機械設備都是傳統使用行之有效的疏浚設備,價格不高,清
淤速度快,節省人力,建議適當選用。
此外,正常的河道清障, 如清除雜草樹木, 垃圾雜物, 改建跨河
橋樑避免河中設橋墩阻礙水流等措施, 均屬正常河道維護, 此處
不再贅述。
人工排水渠道,特別是大型排水主幹渠的清淤清障,同樣也應列為
正常維護作業,應定期檢查維護,特別是冬季枯水期,應重點安排此
項工作。
2. 天然河道的裁彎取直: 流經休士頓地區最大最長的 Brazos
River (貝蘇斯河),由於集雨面積較大,流量相應也較大,因而洪水災
害也大。縱觀整條河流,特別是休斯頓以南的下游,有很多處彎曲
度特大的河道。這種自然形成嚴重彎曲的河道, 使河水流速減慢
, 嚴重影響排洪。為此, 必須人為地對河道進行裁彎取直, 令河水
走捷徑, 加快流速, 使排洪順暢。要注意, 河道彎曲段也是淤積最
易於發生的地方, 裁彎取直, 將這一段的清淤問題也徹底解決了
。此外, 河道裁彎取直之後, 廢棄的彎曲河道形成 "牛軛湖", 正常
可以蓄水, 洪水期仍然可以成為排洪通道。如有可能, 可擴大 "牛
軛湖" 至周圍地區, 形成更大的蓄洪排洪人工湖, 對減輕洪災確有
好處。
當然,河道裁彎取直,工程量大,耗資也多,這就需要統籌兼顧,
量力而行。 但在規劃中,分輕重緩急,擇取最重要、最有效的一兩
處彎曲河段進行治理,從休斯頓的人力財力來看,也並非不可能。
建議有關部門進行更深入的勘測和論證。
3. 加寬天然河道和修建排水渠道:
橫穿休斯頓繁華地區的 Buffalo 河 (水牛河) 雖然河流不長、
河寬度也不大、集雨面積相對也較小、但它穿過的是休斯頓的經
濟行政中樞,是防洪的重點。從這次哈維災害的情況看, 水牛河洪
災破壞力還是很大的。因為水牛河不長不寬, 要治理相對來說還
是較易做到。目前情況看來, 加寬河道, 有效擴大排水斷面是可
行的。在河道穿越商業區和人口密集區的河段, 如要加寬河道確
有困難, 可修建人工旁通渠道, 形成自然河道的人工支流。個別
地段還可以開鑿人工隧道.
San Antonio (聖安東尼奧市)穿越繁華市區的明渠 (現已成為
遊客乘遊艇觀光市區的旅遊景點), 其做法可供參考。為突出排洪
效果, 可在人工排洪渠兩岸建築適當高度的擋水混凝土牆, 在旁
邊加上美化的園林設計, 這不單不會因修水渠破壞景觀, 而且對
美化市區, 增強城市文化氣息大有好處。
4. 河岸的加固和修復:
這次哈維水災,多處洪水沖崩河岸,暴露不少河段的隱患。 特

別是密集居民區和商業區附近的河段,如河岸被洪水衝垮,危險後
果就難以預料了。 修復河岸,通常會用鋼筋混凝土構築護岸擋水
牆加上鋪設石護坡的方法。 而在水流沖刷嚴重的河段,必要時還
要做導流堰,使水流不會直沖該處河岸。 導流堰可用拋石或混凝
土構築。 這些設計方案都必須經過技術經濟比較之後才能確定
。
二。分洪區的規劃設置和蓄洪水庫的修建管理:
河流流域劃定設置分洪區,對減輕洪災,減少災害損失是行之
有效的老辦法,已被世界各國廣泛使用。 最著名的長江荊江分洪
區,是中國上世紀五十年代由國家劃定設置的,對保護武漢市等經
濟發達地區,起重要的作用。 但分洪區的設置涉及很多具體問題,
因為一旦劃為分洪區,洪水一來,首先讓這一區域蓄洪,以保護其他
經濟更發達,人口更集中的地區。 所以是犧牲小利益保護大利益
。 “犧牲小我,保護大我”。 這就要求分洪區的行政領導和區內
居民要有全局思想,為大局著想。 當然直接受害者應得到合理的
補償以彌補損失。 個別地方還應妥善安排搬遷,使他們能有新地
方安居樂業。 Brazos River (貝蘇斯河)流域有很多低窪地, 可適
當開辟為分洪區,河道水位漲至一定的高程, 即可自動流入或開啟
閘門讓洪水流入分洪區以減輕洪水危害。
有些地方要劃出大片地方設分洪區確有困難,那可以充分利
用小面積窪地建人工蓄水湖泊,甚至在周圍建小堤圍,增加蓄洪容
量。 現有的人工湖也應納入分洪蓄洪整體規劃之內,必要時可加
設堤圍、水閘等設施,使之能更好發揮防洪作用。根治洪災的長
遠規劃,應著眼于修建較大的蓄洪水庫,只有在 Brazos River (貝蘇
斯河)中上游勘測選擇適當的壩址興建有較大庫容的水庫,才能有
效控制洪水。 水庫除蓄洪為主要功能外,還可作城市供水的水源
。 要清醒地認識到,城市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依賴水資源的供給,一
旦缺水,城市和區域經濟發展就沒法實現。 加州洛杉磯市嚴重缺
水的情況應引以為戒。 此外,水庫庫區還可發展旅遊業,這是綜合
利用的好處。
此次哈維颶風暴雨災害中, 還有 Addicks 和 Barker 兩個蓄洪
小水庫洩洪而造成近四千戶民房淹水問題,一時釀成民間怨聲載
道,甚至有不少人提出這兩個蓄洪水庫應當廢棄。 但從專業的角
度看,這兩個水庫的修建是必要的,選址也比較合理。 正常運作的
後果應該是良好的。 這次災害洩洪是在史無前例的颶風暴雨襲
擊下所採取的非正常緊急行動,是不得已而為之。 因為垮壩崩堤
災情會更嚴重。 當然,作為災後反思。 水庫管理和運行調節應更
加科學,更加嚴格,更有預見性。 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財力。 正常
維護和汛期水庫調度的緊急方案,要制訂得更加嚴謹細緻,特別要
和氣象部門充分合作,利用最新的氣象資料,使水庫在蓄洪、洩洪
調度中,蓄水高程、泄洪流量和時間等參數能更精准控制,有更準
確的依據和更具前瞻性。 這一系列複雜的專業問題,還有待政府
主管部門和專家學者做更深入的探討。 本人認為,在當前情況下
這兩個小水庫不單不能廢棄,而且還應加固加高堤壩,增大蓄洪庫
容,再加強水庫管理機構,以期能發揮更大效益。
（未完待續）

休城工商

錦江酒家邀請頂級淮揚菜大師殷允民加盟，
與丁師傅雙劍合璧笑傲休斯頓食林！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休斯頓的餐飲
界，丁師傅是一塊響當當的金字招牌
。他主理的錦江酒家每天食客如雲，
大家都對他的手藝贊不絕口。
丁師傅原來是上海五星級飯店錦江酒
家的大廚，也曾經在蘇州烹飪學院當
過老師，專業出身，經驗豐富。丁師
傅來到休斯頓已經有幾十年了，從最
開始 downtown 的“洞庭”，到“丁
師傅私房菜”，再到“錦江酒家”和

“豫園小吃”，丁師傅在休斯頓飲食
界聲譽卓著。丁師傅對菜品的追求是
“本幫菜要正宗，海派菜要創新、兼
收並蓄”，這就是丁師傅本身成為金
字招牌的原因。
今年，丁師傅從中國挖來頂級淮揚菜
大師殷允民師傅加盟錦江酒家，殷師
傅師從淮揚菜泰鬥田文富大師和薛文
龍大師，有 25 年中餐烹飪經驗，將各
種國際國內美食大賽獎項輕輕松松收
入囊中，2003 年被評為南
京十大名廚，同年殷師傅
獲得江蘇地區首批中國烹
飪大師的榮譽稱號。之前
殷師傅在南京希爾頓酒店
擔任行政總廚，與丁師傅
在一次美食大賽中過招，
不打不相識，兩人一見如
故！故此殷師傅於今年來
到休斯頓，加盟錦江酒家
，可以經常與丁師傅切磋
廚藝，共同提高。殷師傅
與丁師傅都曾經在國內的
五星級酒店擔任主廚，有
好幾十年的烹飪經驗，故
此一起切磋技藝，一起研
究菜單，值此聖誕新年合
家團聚之際，殷師傅推出
幾樣拿手淮揚菜，肯定讓
您全家吃得滿意而歸。
殷師傅做的涼菜水晶肉可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3. 電器及其他附件
蓄電池
每週檢查補充電瓶液
液 面 高 出 極 板 10～15mm 通
氣孔暢通
起動機 8 萬公里解體檢
查
更換損壞部件
發電機 8 萬公里解體檢
查

謂一絕，水晶肉又名鎮江肴肉，三百
多年來，鎮江水晶肴肉一直盛名不衰
，馳譽南北，肴肉雖是涼菜，但非同
於一般熏臘之類。它精肉緋紅，雖涼
但酥嫩易化，食不塞牙；肥肉去脂，
食之不膩；膠凍透明晶亮，柔韌不拗
口，不肥不膩。此菜爽口開胃，色雅
味佳，頗振食慾。若配上姜絲，略加
香醋，更有一番滋味。喝早茶若配以
鎮江肴肉，茶香肉美，在久飫甘肥之
後，得此茹之，舌感為之一振，另歷
一番佳境，更令人感到口福不淺。殷
師傅做的水晶肴肉皮色潔白，晶瑩碧
透，鹵凍透明、晶亮、柔韌，瘦肉紅
潤，肉質細嫩，香嫩不膩，肉香宜人
。切片成形，結構細密，具有香、酥
、鮮、嫩四大特色。到過錦江酒家吃
過一次水晶肴肉的顧客，無不為之魂
牽夢繞，每次去錦江必點水晶肴肉解
饞。
殷師傅還有一道淮陽名菜口袋豆腐也
是一絕，口袋豆腐是新派淮陽菜，外
面看上去是一個個紮成口袋形狀的豆
腐，韌性很足，裏面灌滿餡料，有蝦
仁、火腿丁、冬筍丁和青豆燈，吃豆
腐時感覺內藏錦繡，一口下去，滿滿
的鮮貨，再配上豆腐的清香，以及豆
腐外面澆上的濃汁，清口、鮮香、滿
足！
丁師傅是上海人，也以淮揚菜和海派
川菜最為拿手，他做的文思豆腐羹，

選料極嚴，刀工精細，
軟嫩清醇，入口即化。
文思豆腐羹是以嫩豆腐
為主料，佐以香菇、青
菜、胡蘿蔔絲等燒制的
豆腐羹，不但滋味鮮美
，而且賣相上佳，五彩
繽紛！精美的湯盆裏，
只見上千縷細如發絲的
豆腐絲，似沉似浮地飄
蕩在其中，輕盈、潔白
、精緻，其間還點綴著
些許紅色的胡蘿蔔絲、
綠色的青菜絲等，看著
就食慾大開。丁師傅做
的這道美食，豆腐絲鮮
嫩滑爽，入口即化；配
料亮麗悅目，精緻鮮美
；湯汁則清醇滋補，回
味無窮。
丁師傅的高超廚藝是得
到公認的，5 年來，美
南國際電視每月播出一
期的《味全小廚房》節
目，味全公司指定丁師
傅教做菜。今年過年的時候，中國國
務院僑辦主任裘援平女士來休斯敦送
年飯，第二天慕名前來錦江酒家品嘗
丁師傅的手藝。裘主任對丁師傅的手
藝贊不絕口，稱贊道：“丁師傅的菜
漂亮又好吃，真有水準！”

現在，錦江酒家有丁師傅和殷師傅主
廚，雙劍合璧，笑傲休斯頓食林！過
節了，要犒賞家人朋友和自己嗎？來
錦江酒家嘗嘗正宗的淮揚菜吧！既可
以一飽口福又可以一慰鄉愁，豈不快
哉？ ！

汽車部件更換週期

更換損壞部件
空調機乾燥罐 8 萬或 3
年
4. 風擋玻璃
風擋玻璃清洗液
每月檢查
冰點－10℃以下
發動機屬汽車的要害部位，
平常檢查與保養應慎之又慎
，外部可用引擎清洗劑清洗

（之二）

乾淨，至於內部則會在工作
中產生積碳、雜質、膠質等
廢物，如果對發動機比較熟
悉，可打開機蓋進行清洗，
也可使用免拆清洗機在不解
體的情況下清洗內部，內部
故障應交給修理廠。
5. 更換三濾
三濾是指空氣濾清器、機油
濾清器和汽油濾清器，用於

去污存清，因此及時清潔將
有利於改善汽車機體內部的
工作環境。
6. 冷卻系的檢查與
保養
水箱：檢查水箱只需看一下
副水箱的水量是否在上下限
間即可。
7. 節溫器的檢查與保養
節溫器發生故障，會導致發

動機升溫較慢，低速行駛時
溫度偏低，這一現像在冬季
尤其突出。節溫器閥門不開
啟所造成的表象特徵為水箱
上水室燙手而下水室很涼。
此時應予以檢查、更換
完 整 修 車 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