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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美教育：“起跑”與“衝刺”哪個更重要？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尤其是
公立中小学教育，中国学生的基
础知识和解题能力平均来说明显
比美国学生好很多。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跟中国
相比，其实并不怎样：同一个年
级比较，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和
解题能力平均来说明显比美国学
生好很多。斯坦福大学的马立平
博士曾经做过一个对比研究，发
现 23 名随机调查的美国小学教
师，只有 9 个人正确做出 14 除以
2 的 答 案 ； 而 72 名 中 国 小 学 教
师，全部都做对。
另外，对于“除以二分之一
”的数学概念，没有任何一个参

与研究的美国小学教师知道是什
么意思；但是所有的中国小学教
师都正确答对。教师如此，学生
的水平可想而知。
于是，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
其解：美国的中小学教育那么糟
糕，为什么美国的大学那么牛？
为什么美国无论是科技还是人文
的创新，都远远把中国甩到后
面？为什么美国基本垄断每年的
诺贝尔奖？
答案是：美国人相信“不落
后于终点”，中国人相信“不落
后于起点”。
美国人基本不怎么管学生的
初中和小学教育，中国人拼命拔

苗助长，结果在学前班、小学、
初中教了很多学生接受不了的东
西，学生长大全忘了。美国与中
国教育的差距，始于高中。
第一，学制上有差距：大部分
美国高中阶段是9-12年级，有四年
的时间学习。中国的高中阶段其实
只有两年，第三年要准备高考，基
本就没多少机会学新知识了。
第二，课程上有差距：美国
高中是学分制的，因此可以开出
比中国的高中多得多的必修课和
选修课。普通一个美国高中，都
能开出上百门的课，跟一所小型
大学差不多，这点中国大部分高
中都无法相比。
第三，教师的水平有差距：
美国的高中，因为要开大学的课
程，对教师的要求就要很高。美
国的高中教师很多都有硕士学
位，博士学位的也不少。美国的
教师执照课程跟中国不一样。中
国读师范毕业，四年本科，能考
到教师证书就能当老师。
但是，美国人要当教师，无
论拥有何种学位，一律要读两年
的教师执照课程。要考进去读，
读完还得考出来。假如是本科
生，读完四年师范，还得再读两
年执照课程才能当老师，比中国
教师多受两年训练。同时，因为

美国的大学普遍比中国的大学
牛，因此，美国的正规大学出来
的博士硕士的水平当然也比中国
高，何况在中国，博士会去中学教
书的，真是凤毛麟角，因此，在教
师水平上，中国就落后一截了。
第四，科目的程度有差距：
美国的高中可以开相当于大学一
年级或者二年级公共课程度的科
目，中国的高中基本是不会开大
学程度的课的。
第五，美国有重点高中，甚
至有“全国重点高中”：按照成
绩高低，甚至根据入学成绩高低
来录取学生；在每一所高中里
面，美国是按照学生的程度来分
班，有专门给能力最高的学生读
的“荣誉”班，天才学生读的
“大学预修班”，有全球承认的
“国际班”等等。这跟中国取消
“重点中学”，不按照学生的程
度分班教学，全部混合在一起教的
错误做法，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第六，美国的大学、科研机
构、医院、政府机构、商业机构，
都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协调高中
生的课外社会实践和科研活动。
因此，美国的高中生可以到大学
上课，拿大学的学分；可以到科
研机构，跟科学家一起做研究；
可以到各级政府机构去当官员的

中美教育之間的最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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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这片文章，就知道这霸
主地位是美国全民崇尚体育的价
值观带来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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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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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一个白人爸爸，因为
投资银行工作原因，每周纽约和
墨西哥市来回，再怎么累，周六
早上六点一定出现在纽约冰球馆
帮儿子的冰球队当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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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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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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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妈妈在 9 月 1 日前忙着
破腹产，希望孩子能够早读书。
而美国家长普遍让男孩子晚读
书，这其实是和体育有关的。
很多美国幼儿园设定的男孩
和女孩生日的截止日期是不同
的，很多男生会晚一年读书，因
为男孩女孩成熟度有很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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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议员的秘书，民选官员的
竞选团队义工；在教育董事会——
州或者县市的教育局的决策机构
里面，也有学生委员，可以参与
公立教育的最高决策。这样的事
情，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
有哪一位省长或者市长可以让一
个高中生当办公室秘书？中国有
哪一家科研机构可以让高中生参
与一个项目的研究？
最后，因为美国的高中可以开
出很多高程度的课程，而且很多是
得到资金雄厚的科研机构、政府机
构或者商业机构支持的，因此，美
国高中的配置跟设备，很可能是连
中国的大学都望尘莫及的。
比如我们学校的生物技术课
的设备，学生们可以检测市场上
有哪些食物是用转基因生物做原

料的。我的学生就成功地在一包
中国出产的，声称不用转基因大
豆生产的零食豆干中发现了专门
用于转基因的基因表达的启动
子，从而证明了这包豆干所用的
大豆是转基因的。这样的实验，
在中国的大学都未必能做，更不
要说高中了。
从上面的比较，我们就已经
可以知道，中国跟美国在教育上
的差距，始于高中，到了大学，
更加大踏步拉开距离。我们不难
理解，为什么美国的诺贝尔奖得
主那么多，为什么美国是世界科
技龙头，为什么美国那么发达：
从高中开始，美国人就已经远远
领先中国人。
美国人相信：笑到最后的
人，才会一马领先过终点。

21 世紀中美教育對比：
思維能力怎么培養？
很多教育者培养的是学生
记忆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但
是记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减
弱，新知识也会逐渐被忘记，
那么学生到底学会了什么？
我采访过无数的年轻人。
我问他们：回顾你的成长过程，
你最感恩的教育机会是什么？
很多人不约而同地说：那
些曾经启发过我的人，导师，
父母的引导。
你们看，孩子最感恩的教
育机会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知识
点或一节课，而是那些引导他
们思考的人，一个让他们学会
思考的机会。
我曾经在中国的公立中小
学读书，也去过香港、美国接
受过高等教育。我并不能对两
者的教育差异妄下判断，也不
同意那些认为西方教育更注重
培养人的思维的观点。原因很
简单，我看见了中美教育的优
劣。我认识了很多优秀的中国
老师，给了我很多启发；我也
参与过很多西方的课堂，却只
是被动地记忆了一些知识点，
转眼就忘。
但是当我毕业以后，在美
国的一个公立教育项目成为一
名老师，我告诉自己：我要培
养学生自主反思的习惯和有效

反思的能力。无论我在讲什么
内容，他们可能以后都会忘
记。但是，他们的思考习惯和
能力是会不断地提高的。
培养学生的思维习惯不需要一
个看似特别有创意的课堂，再
普通的学科，再普通的课室，
只要老师有意识地去播种思考
的种子，都可以让学生的思考
发芽。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中美
教育都是怎样培养学生习惯的
吧！
我在美国教数学，教的其
实是思维
这个暑假，我教的学科是
九年级数学。这看起来是一门
不断做题、有点无聊的学科，
但其实也是最适合锻炼反思和
归纳总结能力的一门学科。
每一个课题都有很多不同的题
型，千变万化，但又不离其
宗。我在课堂上反复强调反思
的习惯。每次学了几个新的知
识点，我就会停下来，不去讲
新的内容，反而是回顾旧的内
容，让学生以更抽象和归纳的角
度去看待曾经所做的数学题。
每两周，学生需要写一个
反思作文，回顾过去的学习经
历和表现。这是我给我的数学
课学生的反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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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位殲－10 女飛行員余旭犧牲引發億萬網友痛悼
我国首位歼－10 女飞行员余
旭 11 月 12 日在飞行训练中不幸
牺牲，牵动了社会各界、广大民
众和海外华人、国际友人的关切
痛惜之情，亿万网友以各种方
式对这位优秀女飞行员的突然离
去表 示 悼 念 ， 对 这 位 巾 帼 英 雄
致以敬意。目前，为余旭网上灵
堂“献花”的网友已达千万，网
友点 赞 余 旭 挚 爱 飞 行 、 逐 梦 空
天，把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强
军事业，把无悔的青春融入了祖
国空天。
“飞行，是一秒钟就能决定
生死的‘死亡竞技’。有人坐飞
机都 晕 机 ， 而 瘦 弱 的 她 驯 服 庞
大复杂的歼－10 战斗机，不仅要
有灵性，更要有坚持。我们赞
美余旭，我们心疼余旭，我们缅
怀余旭。我们的国人，应该给余
旭一个温暖的敬礼！”网友“翠
翠”在微 信 文 章 中 写 给 余 旭 的

这段话，阅读量迅即达到了“10
万＋”，引发了网友对余旭的心
灵共鸣。
几日来，网络上由网友自发
编写、制作的原创性怀念帖子已
有数千篇。在微信上，多篇悼念
余旭的相关文章阅读量超过“10
万＋”。多家网站为余旭制作了
纪念专题网页，由网友自发制作
的“痛悼余旭”H5 页面上，3 天
内献花数达到 6400 万朵，“网上
灵堂”中敬献蜡烛 700 多万支。
网友纷纷表达了对余旭牺牲
的无比痛心。网友“清瓜”说：
“太可惜了，太痛心了！祖国和
人民永远忘不了你。你在天堂永
远不老，永远年轻！”
网友“旭旭”说：“她身后
的歼－10 表演机色彩绚丽，她与
队友飞出的轨迹五彩斑斓。但今
天，当你在百度输入她的名字
时，她的页面变成了灰色……今

日漫 挥 天 下 泪 ， 有 君 足 壮 空 军
威，碧空如洗花如雨，雀舞九霄
迎风雷。”
众多网友为余旭写诗悼念。
网友“牛牛”写道：“多彩芳龄
正卅年，香消魂断落蓝天。长江
哀悼黄河祭，日月悲伤大地牵。

新疆塔城地區雪災災情持續
近 5400 人受災

11 月 10 日以来，新疆塔城、
阿勒泰、伊犁河谷及昌吉州东部
山区出现连续性强降雪或雨雪天
气，塔城北部、阿勒泰部分地区
出现暴雪或大暴雪，截至 11 月 16

日 9 时，塔城地区塔城市、托里
县 、 裕 民 县 近 5400 人 受 灾 ， 近
100 人紧急转移安置，近 900 间房
屋不同程度损坏，直接经济损失
2000 余万元。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报告，11 月 10 日以来，新疆塔
城、阿勒泰、伊犁河谷及昌吉州
东部山区出现连续性强降雪或雨
雪天气，塔城北部、阿勒泰部分
地区出现暴雪或大暴雪，累积降
水量有 15－40 毫米，塔城裕民县
达 56 毫米，上述地区降水量较常
年同期偏多 1－2 倍，局地偏多
3－4 倍。截至 14 日 8 时，上述地
区积雪深度普遍有 15－30 厘米，
最大积雪深度在塔城市(37 厘米)，
目前降雪还在持续。
强降雪导致塔城地区部分
县市房屋倒损以及市区部分树木
及电网被积雪压断。截至 11 月 16
日 9 时统计，塔城地区塔城市、
托里县、裕民县近 5400 人受灾，
近 100 人紧急转移安置；近 900 间
房屋不同程度损坏；直接经济损
失 2000 余万元。

西藏的一妻多夫如何夫妻同房？
一妻多夫制度是
西藏传统的风俗，目前
在西藏昌都和 丁 青 一
带还存在这种现象。之
所以会出现这种婚姻
制度，主要跟藏区部
分地区的生存环境恶
劣、生产力低下有关。
在西藏有句俗语：
“一 家 分 开 ， 乞 丐 一
堆。”讲的就是一妻
多夫的好处，虽然我
国法律规定是一夫一
妻 制 ，但在实行区域
自治的西藏自治区对
此拥有“变通条例”，
凡是之前行成的这种
关系 ， 只 要 不 对 方 不
主动提出离婚，准予维持。
1、一妻多夫如何夫妻同房？
根据当地的一些资料记载，
解决这种尴尬的办法，最初是在
门口放一个信物，妻子看到是哪
个丈夫的信物就自然回避了其它
丈夫。
但我们到实地走访后发现，
其实根本就不用这么麻烦，因为
大家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每个

人之间都形成了一种默契，有时候
一个眼神或一个动作就会让对方
知晓。
2、一妻多夫孩子如何叫爸爸？
不同的地方叫法不一样，
比 如在芒康孩子一般会叫年龄最
大的丈夫爸爸，然后依次叫二叔
和三叔。但是在丁青一带都是一
视同仁，孩子们都会统一叫爸
爸，所以很多时候也分不清谁是

孩子的爸爸。
3、在家庭中都怎么劳动分工
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有人
说较高，有人说较低，但做的工
作大部分都是家务 。丈夫的分
工 也 大 致 相 同 ，比如在芒康县
嘎妥镇的土登央培家，妻子做家
务，大儿子主要做生意，二儿子
主要干农活，三儿子搞长、短途
运输。

入队八一惊世界，驾机新锐胜儿
男。巾帼自有英雄志，气盖中华
震宇寰。”
网友“郑郎”用一封挽联寄
托哀思：“空中凤凰，零落成泥
碾做尘，只有香如故；蓝天舞
者，英姿化风拂山河，魂驻长空

存。”
网友“春草雨薇”留言说：
“好样的姑娘，你是新一代中华
儿女的骄傲，当今中国青年的楷
模。虽然眼泪不停地流，但骄傲
的是中华大地天空上有一颗明亮
的星星永远在闪烁，美丽的好姑
娘一路走好！”
几天来，网友们在表达哀悼
的同时，也向以余旭为代表的女
飞行员群体、向为祖国空天安全
无私奉献的英雄群体表达深深的
敬意。
人民空军官方微博“空军发
布”有关余旭牺牲的文字消息 3
天内点击 559 万次，转发 1 万余
次，评论 1 万余条；视频消息点
击 1069 万次，转发 1 万余次，评
论 5200 余 条 。 网 友 “ 伟 大 的 牧
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
静好，只是有人为我们负重
前 行 ！ ” 这 条 评 论 被 点 赞 3500

余次。
网友“小彤”说：“追怀余
旭，她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感动，
更有对使命与担当、牺牲与奉献
的思考。”
网友“吴所谓”说：“不管
承不承认，无论是空军大国，还
是大国空军，都是摔出来的。飞
行表演本是男人的天空，但因有
了她们而更加精彩。英雄的人民
空军，总是在不断告别中前行成
长！”
网友“工作在英雄墙下的空
军中尉”将京郊空军英雄纪念墙
上所镌刻的 5 位空军女烈士姓名
拍摄下来，并留言说：“也许，
在很多人眼里，那只是墙，但在
我们眼里，它更像是一种信仰。
一支军队不可能轻轻松松地强
大，一个国家也不可能轻轻松松
地崛起！是这些飞逝的名字，护
佑了我们的和平与发展。”

4 過億拍品領銜保利秋拍
溥儀賞賜出宮元代名畫亮相

北京保利 2016 秋季拍卖
会将于下月初在京举槌。记
者了解到，本次拍卖有 4 件
估价过亿元的拍品，分别为
元代画家任仁发的《五王醉
归图》、明代画家仇英的
《唐人诗意图册》以及近现
代绘画大师齐白石的《辛未
山水册》、张大千的《瑞士
雪山》。
古代书画中，元代画家
任仁发的《五王醉归图》曾
是清宫旧藏，明清以来曾经
多次权威著录出版，历经清
九帝，卷上还有乾隆、嘉
庆 、宣统三位帝王的钤印，
更用清宫最高规格的装裱重
装并记录在册，后此卷由宣
统帝溥仪于宣统十四
年 (1922 年) 十 一 月 四
日，以赏赐溥杰为名，
偷运出宫，由天津转
长春伪满皇宫，史称
“小白楼事件”。
《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
录四种· 赏溥杰书画目》
清晰地记载了此卷被
赏赐的时间，而在同
一日被赏赐名单中，
还包含了宋徽宗《摹
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
这件国宝级文物。由
此可见这一批赏赐作

品的珍贵性。这件作品后来
流传出境，时至今日才漂洋
过海，得以重归故土。古代
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在
《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
记述此卷：“《五王醉归图》
(美国)真迹，上上。”这是
徐先生对于古画鉴定结论的
最高评语。另据专家介绍，
任仁发的传世作品仅 9 件，
除《五王醉归图》外，其他
8 件均被珍藏在世界各地的
知名博物馆里。
此次上拍的另一件重量
级的古代书画，则是明代仇
英的《唐人诗意图册》，作
品再现了四季时节帝王出游
及行宫游乐的盛况，共十六

帧。其中既有宫廷画家的写
实笔墨基础，又有文人画清
雅脱俗的情怀、气质，尽显
文气与工艺并存的双重审美
趣味。
今年保利秋拍的近现代
书画作品中，齐白石、张大
千、徐悲鸿、潘天寿、李可
染、黄宾虹、吴冠中、林风
眠、关山月等中国近现代美
术大师的作品悉数亮相。其
中，张大千晚年罕见泼彩巨
幅画作《瑞士雪山》与齐白
石创作盛期写意山水代表作
《辛未山水册》，就是本次
秋拍的扛鼎之作。张大千创
作于 1965 年的《瑞士雪山》
宽 173 厘米，尺幅远超一般
绢画。该作是以瑞士风景为
主题的泼彩山水画，粲丽恢
弘。在绢质地上创作，更有
难度。齐白石《辛未山水册》
则充 分 体 现 了 其 创 作 盛 期
山 水画物象简少，不用复杂
皴法的特点，堪称齐氏大
写 意山水的代表。本套册页
上 世 纪 50 年 代 曾 在 欧 洲 四
国 展览，上款人“寅斋”为
文素松，是著名碑帖鉴赏收
藏家。
据悉，此次拍卖会将于
12 月 1 日至 4 日在全国农业展
览馆预展，12 月 3 日至 7 日在
北京四季酒店举槌。邮品钱
币部分将于 12 月 5 日至 7 日
在保利会展中心进行预展，
12 月 8 日至 9 日在新保利大厦
举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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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最早兩項重要人事任命
有何深意

近日，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 特
朗普完成了最早两项重要人事任命：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伯斯任
白宫办公厅主任，此前担任竞选团
队负责人的班农任首席策略师和高
级顾问。
任命一经宣布，立即受到广泛的
热议和关注：普里伯斯是老牌政客，
被视为“建制派”人士；班农则带
有极端右翼色彩、经常炮轰“建制
派”。这看似“矛盾”的人事任命背
后，特朗普有何深意？
“白宫团队”初成型 特朗普
“左膀右臂”什么来头？
通常情况下，白宫幕僚长是美国
总统与内阁机构之间的联络渠道，在

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不
少重大政策的最后敲定阶段，总统身
边往往会有那位幕僚长的身影。这一
职务大权在握，通常是当选总统最先
任命的职务。
据 CNN 报道，今年 44 岁的普里
伯斯自 2011 年起担任共和党全国委
员会主席，是担任主席年限最长者之
一，他在党内各派系中都有良好人
缘。在此次大选中，许多“建制派”
共和党领袖同特朗普保持距离，普里
伯斯却始终坚定支持特朗普，并充当
特朗普与共和党之间“协调人”的角
色，最大限度团结全党。
总统首席策略师和高级顾问也非
等闲职位。该职位直接控制接近总统

的渠道，并帮助总统安排和执行日常
工作事项。
获得任命的斯蒂芬· 班农今年 62
岁，曾经在美国海军任职，后又做
过高盛投资银行家、好莱坞制片人、
美国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总裁。在竞
选中，班农扮演特朗普团队的喉舌
角色，强力反击党内建制派及民主
党对特朗普的抨击。他作风严厉、
毫不懈怠，与特朗普的煽动型个性
颇为合拍。
人事任命看似“矛盾”，特朗普
有何深意？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任命
普里伯斯为白宫幕僚长可谓“稳妥之
举”，可视为向共和党“建制派”递
出一根橄榄枝。作为圈内人的普里伯
斯，可以帮助从未担任过公职的特朗
普，理顺与国会的关系，从而推行特
朗普的执政纲领。
而班农被媒体称为“白人民族主
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曾经运营的
新闻网站带有极右翼色彩，经常鼓吹
白人至上主义，反对多元文化，强调
捍卫“西方价值观”，引起不少美国
民众的不安。为此，特朗普对班农的
任命遭到民主党严厉批评。
特朗普表示，普里伯斯与班农将
作为“平等搭档”在白宫共事。这符
合特朗普过去在商界、后来竞选总统
期间的一贯用人风格，即把不同派别
纳入麾下、使之形成竞争氛围。不少
人猜测，这意味着幕僚工作的白宫西
翼将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可能会
带来一些不确定性。

太安靜！美國要求電動車
發出“噪音”警示行人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发布新的规则，要求电动汽
车在低速行驶时发出警告音，以警告
行人。
NHTSA 表示，电池驱动车辆在
低速行驶时噪音很低，对行人构成威
胁，所以新规则是必要的。
当车辆以较高速度行驶时，轮胎
摩擦和风产生的噪音较大，足以提醒
行人。
根据新的规则，车辆在行驶速度
低于每小时 30 公里时，必须发出警

告音，这一规则适用于所有重量低于
4.5 吨的四轮汽车。
规则要求汽车发出双音调警告
声 ， 类 似于重型车辆目前在倒车时
使用的警告声。
NHTSA 说，这项规定将会特别
有助于盲人和有视力缺陷的人，帮助
他们察觉到路上的电动汽车和混合动
力车辆。
NHTSA 表示，新的安全规则将
能够每年避免2400起道路致伤事故。
美国交通部长福克斯说，人们依靠

感官来提醒自己可能存在的危险，而听
到汽车的声音非常重要，特别是考虑到
目前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越来越多。
根据规定，从 2019 年 9 月 1 日开
始，所有新车都必须装有警告声发声
系统。但是，在这个截止日期到达之
前一年，道路上的一半车辆必须满足
上述要求。
据悉，在欧洲，汽车制造商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必须在所有新车上
安装声音警告系统，并在随后两年让
所有路上车辆达到这一标准。

美一 22 歲年輕人將因恐怖行爲受審

曾計劃前往敘利亞
新的法庭档案显示，来自美国俄
亥 俄 州 西 南 部 的 穆 尼 尔 (Munir Abdulkader)在杀害一名美国军官和发动
对当地一个警察局的袭击行动前，曾
希望前往叙利亚，成为“殉道者”。
在 11 月 17 日他将出庭受审。

最新披露的这些资料显示，穆尼
尔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的一
名成员来往密切，此前曾密谋袭击一
名政府雇员的家并将其斩首，还涉嫌
计划利用管状炸弹袭击一警察局。穆
尼尔 2015 年 5 月在梅森停车场购买

AK-47 步枪时被捕。2016 年 3 月，穆
尼尔承认曾企图杀害美国政府官员和
政府雇员，为一外国恐怖组织提供过
物质支持，并且拥有武器实施暴力犯
罪。
据报道，来自俄亥俄州的克里斯
托弗•康奈尔支持 IS，被指
控密谋袭击美国国会在 2015
年被捕，此后他承认了指控
。最新披露的档案文件显示
，这件事促使穆尼尔改变了
前往叙利亚的计划，转而关
注国内目标。穆尼尔还撒谎
骗取护照，并计划把护照送
到一个朋友家里，但撒谎内
容未知。
美国政府官员说，穆尼
尔几乎每天都在社交网站上
发布血腥的图片，并且发布
他支持恐怖组织的言论。检
察官认为穆尼尔应当被判
处 25 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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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一學校
高薪聘請 11 歲女孩演講遭質疑
美国纽约州一个教学
区花费至少 6500 美元(约合
人民币 4.45 万元)，请一名
11 岁女孩进行文学倡议演
讲和主持学生研讨会。
这名小女孩名叫玛丽?
迪亚斯，11 月 8 日她受波
基普西市学区的邀请，在
该学校负责人会议日进行
了演讲。11 月 9 日，学校
董事会以 3-1 的结果支持迪
亚斯在会议中的建议。
迪亚斯是美国新泽西
州西奥兰治市罗斯福中学
一名七年级的学生，她是
一名文化倡议者，在 2015
年发起了“1000 本黑人女
孩书籍计划”。这项运动
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对儿
童文学中种族多样化缺失
的关注。11 月 8 日，迪亚
斯与 50 名中学生进行了半
小时的学术研讨，随后在
学校教职工面前进行了长
达一小时的演讲。
鉴于学校陷入财务危
机，许多家长和纳税人就
学校董事会高额聘用该女
孩演讲的行为进行质疑。
学校负责人尼克尔· 威廉姆
斯支持她的倡议，称她的

目标很“宏伟”，人们不应
因她年龄小而心怀歧视。
迪亚斯是位“嗜书”
者，她计划收集并分发
1000 本 有 关 黑 人 女 孩 书
籍 ，旨在丰富儿童文学的
多样性。这项运动经国家
媒体报道后，迪亚斯获得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
马、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奥普拉?温弗瑞和艾伦?德

杰尼勒斯的接见。
2016 年 9 月 ， 这 名 11
岁女孩的梦想开始着陆，
她成为《Elle》杂志网站的
常驻编辑，该杂志专门为
迪亚斯开辟了一项关于流
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电子
专栏，将其命名为《玛丽?
麦格》。尽管年龄尚小，
但是她已经成为各种高端
会议的红人。

美國財政部發售雞年"吉利錢"

編號以"8888"開頭
美国财政部造币和印
钞局 15 日宣布，该局将于
本月 16 日起发售鸡年“吉
利钱”产品。
即将发售的鸡年“吉
利钱”产品沿用红色封套
的设计。封面上印有一只
挺立鸣叫的鎏金公鸡，还
印有“金鸡纳福”、“恭
贺新禧”等字样。在内页
上方，右侧印有一只彩色
的公鸡图案，左侧配以鸡
年生肖的介绍和祝福语。
在内页下方，嵌有一枚未
流通的一美元纪念纸币，
编号以“8888”开头。

造币和印钞局局长莱纳
德· 奥力扎 15 日在发布会上
表示，该局于2000年首次发
售“吉利钱”产品，迄今已
陆续发售28款系列产品。他
说，“吉利钱”产品深受消
费者喜爱，开售数日后便会
售罄。该局现已卖出 180 万
套各类“吉利钱”产品。
负责“吉利钱”项目
的造币和印钞局市场部经
理凯文· 布朗当天对中新社
记者表示，“吉利钱”产
品的设计通常需要花费数
月时间。为了让产品更贴
近中华文化，该局长期与美

国华裔团体进行合作，反
复修改设计方案，力图呈
现原汁原味的生肖文化。
记者 15 日在造币和印钞局
商店里看到，鸡年“吉利
钱”的样品已出现在橱窗
内。据店内工作人员介绍，
“吉利钱”系列产品一直
是热卖商品。目前，仅剩
个别年份的少量产品在售。
据了解，鸡年“吉利
钱”产品预计将发售 88888
套，售价为 5.95 美元。造
币和印钞局将通过电话、
实体店以及网络等方式面
向全球发售。

特朗普或嘗試讓其
子女有權接觸最高機密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
公司(CBS)11 月 14 日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团
队近日已向白宫咨询，如
何让其子女获得机密安全
许可的可能性。
《纽约邮报》11 月 14
日报道说，若获得这种许
可，将意味着特朗普的孩
子们能够接触到美国国家
安全秘密。特朗普团队表
示，他的家人获得这种许
可，将有助他们协助父亲
过渡成为总统。当前，特
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女婿
库什纳、两个儿子艾瑞克
和小唐纳德都是特朗普
“过渡团队”的成员。
据报道，只有正式的
美国政府官员以及承包
商才能获得机密安全许
可。授予这种安全许可，
将意味着把特朗普的孩

子们视为 特 朗 普 的 国 家
安 全 顾 问 。尽管裙带关
系规则将禁止特朗普雇
佣他的孩子在白宫工作，
但是他们要获得机密安
全许可，并不一定需要
成为政府官员。
为获得这种许可，他
的子女将需要填写安全调
查 问 卷 (SF-86) 并 通 过 必 要
的背景检查。

据报道，虽然是特朗
普竞选团队中不可缺少的
部分，他的子女们都已经
表示，不会担任正式的政
府职位。特朗普女儿伊万
卡 在 接 受 CBS 采 访 时 说
道 ：“我将继续做一个女
儿。但是我在选举的过程
中也一直表示，我对一些
问题非常有热情，我希望
为这些问题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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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审结一起特大假药案
医生“牵线”假抗癌药畅销 30 省份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一
起特大生产、销售假药案。涉案人员
在长达一年半时间里，通过医生“搭
桥牵线”向全国 30 个省份销售抗癌药
物达数十种，总金额超千万元。经权
威机构鉴定，这些抗癌药均系假药，
有的根本不含有效成分。

正规代购转向非法生产一盒抗
癌药获利上万元
2016 年 3 月接到投诉后，深圳警
方分别在某快递营业点、涉案人员家
里及仓库缴获大量未销售的假药和犯
罪用工具，陈忠华、梁德毅、陈卫华
、王玉雷、周苏雅、韩惠平、彭晶晶
、纪维维等 8 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
据办案人员介绍，该犯罪团伙主
要负责人纪维维分别在香港和内地注
册公司，以此作为据点，从海外供应
商大肆购买抗癌药物。这些抗癌药数
量比较多的有马法兰、格列卫、易瑞
沙等药物，大部分都是新加坡、印度
等地邮寄到香港新特药业公司所在地
。纪维维说。
记者了解到，由于国内市场销量
好，涉案人员除了直接从海外买药销
售，还自制胶囊盗用国内外知名抗癌
药品牌出售。
据办案人员介绍，2014 年 9 月至
2016年 3 月期间，涉案人员在没有营业
许可证的情况下，销售的抗癌药品有万
珂、阿比特龙、格列卫、美罗华、马法
兰、AZD9291 药物等 30 余种，一盒抗
癌药价格从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
在这些药品中，销售价基本是进
货价的两倍以上。如格列卫的进货价
是 500 元，销售价是 1500 元左右；美
罗华进价 7500 元，售价达 15000-17500
元，最高可获利 1 万元。

医生“搭桥牵线”快递畅通无
阻
记者采访发现，涉案人员主要以
分成的方式让医生“搭桥牵线”推荐
给癌症患者及其家属，然后通过快递
派送。
“我们先后去了广西、河南、海南
等地，基本上大一点的三甲医院都去过
了。每个医院我们都会去医生办公室和
病房这两个地方，选择的科室是肿瘤科

和血液科。”梁德毅说，他们推销时带
着一份列有70多种药品的报价单，全部
都是肿瘤和血液方面的疾病治疗，很多
药在国内根本没有见过。
纪维维说，卖药主要通过网络销
售快递寄送。“网上销售除西藏以外
全国各省的客户都有。帮我联系介绍
业务的医生一般是按照药品销售额的
10%分成，通过他们提供的账号转账
过去，像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医院
比较多。”
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和深
圳市市场稽查局的检验鉴定，涉案的
抗癌药抗肿瘤药中，有的不含有效成
分，有的属于未经批准。这些药物不
仅对癌症患者无益，还会贻误病情。
有受害人反映，服用后出现头晕、呕
吐、四肢乏力等不良反应。

代购“野蛮生长”监管需要
“亮剑”
业内人士和专家表示，近年来，
海外代购药品发展迅猛，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和商家加入药品代购行列，需
要在优化审批环节、创新药品监管机
制、补齐行业短板、消除执法盲区等
方面下功夫。
“虽然犯罪团伙受到法律严惩，
但其背后暴露出我国药品监管领域的
严重缺陷。”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张淑钿说，在这起假药案中，涉案人
员从明目张胆成立公司采购药品，到
堂而皇之打网络广告宣传，再通过网
络和快递畅通无阻配送至全国，监管
环节层层“失守”。
广东融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吕胜柱
指出，我国药品管理法对开办药品企
业和药品进口等都有严格规定，相关
部门要利剑出鞘，加强从采购源头到
销售终端整个流程的监管，并加大打
击力度。此外，还要依托高科技加强
对网络聊天软件、实时通信工具、物
流快递、银行账户等信息的筛选和过
滤，消除工商、公安机关等部门的执
法盲区。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首席放
射物理专家胡逸民表示，我国药品审
批、注册、论证等流程较长，同类药
品上市往往滞后于国外，可在提升国
内药品质量的同时优化药品审批环节
，让国内消费者同步“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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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违规带入境
杭州查获 3 台比特币挖矿机

杭州海关 1 月 10 日透露，该关在
义乌航空口岸查获外籍旅客违规携带
入境的比特币“挖矿机”3 套。这是
杭州海关首次在义乌航空口岸查获比
特币“挖矿机”。

据介绍，2017 年 12 月 16 日，一
名身背黑色大背包、手拉大号行李箱
，行色匆匆从义乌口岸入境的一位外
籍旅客引起了海关关员的注意。旅检
关员在对这名旅客行李物品进行查验

时，发现其行李箱内有 3 套类似电脑
机箱的电子设备，上面焊接了很多芯
片和接口。经过进一步核查，最终确
认这批电子设备均为比特币“挖矿机
”。
由于 3 台比特币挖矿机价值不菲
，已超出个人合理自用范围，杭州海
关依法暂扣了这 3 台比特币“挖矿机
”，并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据了解，比特币是 2009 年由电
脑软件计算产生的虚拟货币，是国
外一种热门投资产品。获得比特币
的办法有两个，一是下载软件“挖
矿”，二是在交易平台买入。随着
比特币兑换美元比率不断攀升，且
电脑挖矿获得比特币耗时过长且成
功率低，促使大多数玩家选择更为
“专业”的比特币“挖矿机”来获
取比特币。比特币生产需要发挥计
算机的算力，而且极为耗电。2017
年 9 月 30 日，比特币中国已停止所
有交易业务。

2000 余人投资网络虚拟币被骗
涉案金额 1 亿余元
记者 3 日从“向人民报告”绵阳
市公安局经侦专场新闻通气会上获悉
，2017 年游仙分局成功破获一起特大
网络传销案，打掉一个以投资网络虚
拟币“利物币”为名，参与人数达
2000 余人，涉案金额高达 1 亿余元的
网络传销组织，移送审查起诉犯罪嫌
疑人 31 名。
据介绍，2016 年 5 月，分局经侦
大队陆续接到群众报案称：辖区有人
以投资虚拟货币“利物币”为名，发
展大量群众参与投资，后“利物币”
网站关闭，游仙地区负责人孟某某、
齐某某失去联系。
接报后，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开
展调查取证。经精心部署、缜密侦
查，及时将孟某某、齐某某等 11 名
骨干分子抓获归案。在捣毁游仙片
区网络后，专案组发现“利物币”
传销组织在绵阳地区的总头目为赵

某某和杨某某。经近一年时间的深
挖细查，杨某某在新疆昌吉市被抓
获归案；赵某某迫于压力，主动到
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经审讯，二人
对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犯罪行
为供认不讳。
经查：2016 年以来，该传销组织
大肆对外宣传，“利物币”为德国磐
石基金打造的 4 代虚拟货币，具有流
通、保值的功能。投资人只需购买价
值 6000 元人民币的“利物币”，即可
激活网络矿机，矿机每日生产的“利
物币”储存于投资人个人账户中。投
资人可从中获取动态收益和静态收益
，动态收益是以投资人发展下线人数
为返利依据，静态收益为每隔一个固
定时间获得部分固定收益。动态收益
和静态收益的返利均为“利物币”，
投资人需通过找上线兑换或卖给下线
激活矿机套现为人民币。通过采取以

上模式，该犯罪团伙共诱骗数千名群
众参与传销。
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犯罪嫌疑人 31 名。
当天，会上还通报了 2017 年盐亭
县局成功破获一起涉及四川、陕西、
云南、贵州等 20 多个省市 600 多家企
业的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安
州分局成功破获辖区首起网络传销犯
罪案，移送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 7 名
；以及市局经侦支队成功破获一起公
安部督办的出售假美元案，收缴假美
元 30 余万元，犯罪分子邱某某、余某
某已被法院判刑等案件。
据悉，2017 年绵阳市公安机关共
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168 起，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济犯罪嫌疑人
488 名，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1.36 亿
余元，进一步规范了市场秩序，维护
了广大群众的合法利益。

影響力
星期一

2018 年 1 月 15 日

Monday, January 15, 2018

B7

休城社區
星期一

2018 年 1 月 15 日

Monday, January 15, 2018

B8

再論休斯頓洪澇災害之防治
【編者按: 紀經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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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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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排澇抽水泵站的規劃興建:
這次哈維颶風暴雨造成的水災,有些災區不是洪水直接淹沒
而是內澇造成的。 不少小區淹水, 如 Sugar Land 的 New Territory 幾個浸水小區, 雖在 Brazos River 河邊, 但當時河流最高水位
仍低於社區地面。 致使民居區淹水的原因是暴雨使社區內積水,
下水道和排水渠道因出口水位高而無法排出,造成內澇。 解決這
種情況造成的內澇問題,最直接的辦法是興建抽水泵站,將內澇積
水抽出去。 修建這種抽水泵站,因為不涉及修建防洪堤等水利設
施,做起來比較簡單,投資相對較少。 一般只需要在原來排水渠出
口加設閘門,在附近選擇合適的泵站站址即可。 更小的區域還可
以採用移動式泵站和租賃設備等做法,以節省費用。 因為是小區
域,水泵站機組容量相對也比較小,設計時只需考慮排出本小區內
澇積水,設計計算也不會太複雜。 這種辦法,耗資少,見效快,建議
優先選用。
對於為綜合治理洪澇災害而設置的泵站,情況就比較複雜了
。 這次較大面積受災的區域,多數是民居和商業行政設施所處的
地面高程,低於天然河道的洪水位。 河流洪水泛濫,水往低處流,
這些地方被洪水淹沒是必然的。 要解決這類地區的洪澇問題,首
先要修築堤圍,把整個區域圍起來,將洪水拒之于區域之外; 而區
域內的內澇積水,就靠修建抽水泵站來解決。 由於這一類的泵站
只是整個區域綜合治理水患的水利設施的一部分,而整體工程龐
大,耗資也大,這就得統籌兼顧,量力而行。 要多方面努力,爭取各
級政府的支持。 但面對大片居民區和商業、公共設施受洪水摧
殘,眼看數以萬計的災民流離失所,我們總應有實際行動,有所作為
才是。 依本人淺見,可先從規劃做起, 定出近期、中期和長遠的
防治標準,分輕重緩急,條件具備的先做,然後逐步完善。 那種面
對災區採取讓其自生自滅的自然主義的消極想法,是極之不負責
任的,是有害的。
四. 城市規劃中有關防治洪澇災害的問題:
洪澇災害,直接影響城市的生存和發展。 一場洪災可將整座城市
變為廢墟。 觸目驚心的事實,在世界歷史上屢見不鮮。 因此,在
城市規劃中必須高度重視防洪治澇的問題。
1. 劃定城市的發展區:
一個城市,隨著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擴大,從原來市中心向周邊擴張
,甚至重建新城。但是,向什麼地方發展？哪個區域適宜發展, 這
可不能隨心所欲。諸多考慮的因素中, 洪水問題可說是最重要的
。而河流狀況、汛期、洪水水位、淹沒地域、面積等等, 都是規
劃中必須弄清楚的。在調查勘測獲得完整可靠的水文資料之後,
才能制定城市發展的計畫藍圖。對於已成規模的城市, 從簡單和
實用著眼, 建議城市建設規劃部門, 將所管轄區域分成三類:
第一類: 有史記載沒受過洪災且流過區域的河流堤岸穩固安
全的,列為優先發展的第一類地區。 這類地區,沒有洪水威脅,只
要修建合理的排水、排污工程,不需建其他防洪設施,發展速度快,
投資省,是城市擴張的理想區域,應鼓勵開發商到那裡開發。
第二類:有史記載曾受過洪水災害,且流過區域河流堤岸需要
維護、加固工程才能保障安全的,在完成規定的防洪治澇及維修

堤岸等水利設施之後,可以開發。 這裡要強調的是要制定好防洪
標準。 比方說,定“百年一遇”,(定多少年一遇的標準,必須經過
科學論證才能確定,過高勞民傷財,過低則失去實際防洪作用。 此
處只做假定。) 那麼,這一區域要開發,首先得按照百年一遇的防
洪標準做好防洪設施,方能動工興建。 至少也得在投入使用之前,
防洪設施要滿足要求。 這樣,要在這類區域開發的開發商,就要好
好計算成本了。 因為防洪水利設施配套會使開發成本大增,除非
取得政府補助津貼,否則只能按市場規律辦事。 這一問題政府有
關部門得嚴格把關,不能含糊不清甚至有空子可鑽。 這次哈維災
害中,有些新區浸水嚴重,這是深刻的教訓。 一定要有嚴格的審批
程式,只有按標準做好防洪設施才能開發。
第三類: 地處低高程的低窪地區,歷年經常受洪災,而且淹沒
嚴重的地區,應列為不可開發的地區,以免造成勞民傷財,後患無窮
。
劃定發展區域,制定防洪標準,開發工程與防洪治澇工程同步
進行,保證城市安全發展。 根除後患,才是城市開發發展的正確途
徑。
2. 城市規劃和大型防洪排澇工程規劃結合起來:
休士頓雖不是古老的城市,但發展至今成為全美第四大城市,也歷
經近二百年。 當前規模已基本形成,區域劃分、功能配置也已確
定。 因此,只能不斷完善,從原有基本地域向四周擴大發展。 水
利工程,特別是大型水利工程應與城市基本建設同步規劃配套,以
保證城市安全。 河流流域的綜合治理,大型分洪區的設置,大型蓄
洪水庫和排澇泵站的修建,堤圍建築等等,都應納入城市規劃的範
圍,在項目安排,資金分配,區域行政協調等關鍵問題上要有所體現
,作出安排。 這樣才能使城市基本建設項目協調平衡發展,更好滿
足經濟發展需要。
有人認為,要花那麼多的人力、財力搞防洪工程,不如選擇地
勢較高,沒有洪水威脅的地方建新城。 這表面看來似有一定的道
理,但實際上是很難實現的。 要知道,中心城市的形成,要受地理
環境、資源配置、交通設施以至於人文歷史等條件的制約,還要
有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考驗。 人為地改變城市的格局,甚至
棄舊城建新城都不是易於辦到的。 況且,從這次水災的情況看,大
部分災區通過水利設施仍可以達到安全要求。 荷蘭的阿姆斯特
丹,城市低於海平面,靠修築堅固的堤防,不是也很好的存在發展嗎
? 縱觀休斯頓發展的歷史,今天她能成為全美第四大城市,世界聞
名的能源中心,太空中心,醫療中心城市,還是有它獨特的優越條件
的。
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人們生活素質的不斷提高,是人們探
索大自然,順應自然規律,不斷奮鬥的結果。 防洪治澇,興修水利
正是為了人與自然的協調,為了人類更好適應自然規律,是長期、
複雜而艱巨的任務,也是時代賦予我們重要而光榮的使命。 防治
災害、興利除弊,可說是事在當前,功在千秋。 希望休斯頓各界人
士能從這場嚴重災害中警覺起來,積極行動,切實做好防洪治澇工
作,創造休斯頓更加美好的未來!

休城工商

《擁抱春天》大休斯敦 2017 春晚答謝宴成功舉行
（本報訊）中國人活動中心-華
助中心主辦的《擁抱春天》大休斯敦
2017 春晚答謝晚宴於 2017 年 1 月 15
日在中國熊餐館成功舉行。參加宴會
的嘉賓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僑務領
事易川先生，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
主席陳珂先生，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
長范玉新博士，春晚主席楊萬青博士
，春晚秘書長方一川博士，春晚總導
演季家錦先生，春晚藝術總監王維國
先生，和其他春晚義工、藝術委員會
、獨奏/唱演員，以及協辦單位會長，
一共近 100 人。大家舉杯言歡，共同
慶祝《擁抱春天》春晚的成功舉行。
執行長范玉新主持了這個宴會，

一開場就道出宴會主題是“春晚答謝
”。他代表中心執委會感謝所有的春
晚義工，表示“今晚這個簡單的答謝
宴只能代表中心的一點心意，並不能
報答所有義工們的艱辛付出”，並介
紹了到場的貴賓和義工。易川領事贊
這次春晚非常成功，來源於各位義工
的共同努力，並代表中國駐休斯敦總
領館感謝各位義工的付出。中心董事
會主席陳珂感嘆這次春晚比以往都成
功，並感謝所有義工的另一半（配偶
）的幕後支持。接下來，春晚主席楊
萬青致答謝詞，感謝各個部門義工和
演職人員的無私奉獻和高效合作。楊
主席簡明扼要，幾乎如數家珍地介紹

了到場每個義工的絕活，個個都兢兢
業業、勤勤懇懇，很是讓人感動。春
晚總導演季家錦總結了節目花絮，並
表達了對兩位藝術總監高曉慧和王維
國老師的敬意，有了這兩位藝術家的
鼎力幫助才得以把休斯敦及周邊的舞
蹈和聲樂界的高手整合起來，形成一
個強大的春晚陣容，演職人員超 150
人。
整個晚宴沉浸在感恩、答謝、慶
祝的氛圍中。晚宴結束，嘉賓們以合
影來紀念成功，留戀 2017《擁抱春天
》的精誠合作，展望 2018《擁抱春天
》的更大成功。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冬季用車保養 10 部曲
冬季汽車需要“三分
修，七分養”，就是通過
積極的檢查和維護，去發
現和排除一些初期的、潛
在的、隱性的故障。
一部曲：雨刮器
如果清晨出門發現雨
刮器被雪水粘在擋風玻璃
上的話，千萬不要用熱水
直接沖洗，這樣容易使車
窗因為溫度變化而炸裂、
雨刮器變形。正確的方法
應該是將空調開至熱風，
吹風模式為前風擋，待雨

刮器自然化開。
二部曲：冷卻系統
冬季要定期檢查水箱
、水泵和皮帶、水管、補
水罐等各部件是否工作正
常，如有損壞或故障，最
好及時修復或更換。不然
可能為了一根小水管，浪
費了一桶防凍液。特別是
有的車夏天水溫偏高，修
理人員就把節溫器拆除，
雖然可以解決夏天的問題
，到冬天就反過來了。
三部曲：暖風

放置了一夏天的暖風
，往往會出現故障，最好
先試一下有沒有熱風、風
機運轉有無異響、風管是
否通暢。有時遇到的問題
是暖風水管中的防凍液長
期不流動，凝結堵塞了循
環管路，雖然不影響行車
，維修起來卻十分麻煩。
四部曲：防凍液
檢查是否缺液、有無
變質，如果需要，及時補
充或更換。防凍液看似小
事，但對車的影響甚大，

輕則堵塞管路，重則腐蝕
損害缸體。所以慎選慎用
防凍液，一是不要混用，
二是不要用假冒偽劣產品
。另外，一般來說，防凍
液應兩年換一次，更換之
前最好用清水把冷卻系統
沖洗乾淨。
五部曲：機油
檢查標號是否低溫，
有無缺少或變質。冬季冷
車機油過稠，會影響啟動
，還加大機件磨損。同時
熱車機油過稀會降低潤滑

和密封性能。要選用適合
冬季的優質複合油。如果
到了或臨近規定的換油時
間，最好在天氣變冷前換
掉。 （未完，下週續）
完 整 修 車 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