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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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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994年，我入职县里最大的

一家煤炭企业。当时，企业老板是市

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和县党代表，

企业做大后，主管部门来做工作，老

板虽不情愿，但还是在工商联合会、

煤炭商会、慈善协会、私营企业家协

会等机构任了副会长。老板工作忙，

协会又经常开会，所以从2006年起，

有关企业慈善的活动就都交由我负责

。这些年，我在参加了很多抗震救灾

、金秋助学、扶贫济困等活动的同时

，也参加了一些“特殊”的慈善活动

。

大企业多出，小企业少出

2009年那会儿，县里分管私营企

业的统战部刘副部长，决定组织私企

负责人去周边县市进行“红色旅游”

，“提高企业家的革命情怀”。为此

，他专门召开会议，强调了活动的意

义和目的后，宣布活动统一行动，费

用企业分摊，“大企业多出，小企业

少出”。

我们作为“大企业”，要出3万

元。我回来汇报时，老板很不乐意，

但考虑到别的企业都出了，老板只得

认了。老板最讨厌上级部门安排的培

训、参观、考查，于是又是那句话：

“你替我去吧，我没时间。”

之前，刘副部长曾规定，“私企

界别小组”每三个月就要举行一次活

动，到企业“面对面解决问题”，还

要邀请领导下基层“站台、撑腰”。

想法虽好，但具体实施起来效果却不

尽人意。每次参观、座谈、吃饭，对

于企业提出的问题，大的要集体开会

研究决定，小的反馈给主管部门，

“要求立即解决”，但最终研没研究

、解没解决，事后再没人过问，最后

大都是不了了之。

2012年，刘副部长联系老板，说

要组织“企业界别小组”开展学习报

告的活动，“你们是大企业，要树立

学习典范”。老板在外出差，便把这

件事情交于我。

刘副部长联系我时说，需要企业

提供活动经费1万元，并解释：“这

次打算去一个离城远点的度假酒店，

上午订个会议室，开会学习报告。下

午开展有奖问答和娱乐活动，晚餐后

发纪念品，散会回家。你们回企业后

，组织员工学习讨论，在煤矿、车间

、工地照几张照片传给我，我好写通

讯和宣传。”

最后还特地嘱咐了句：“这次费

用会开发票报销的，我们都安排好了

，你们给钱就行。”

在此之前，企业刚刚给当地新农

村建设捐了10万元，给乡镇敬老院捐

了2万元生活用品，按刘副部长要求

，又向贫困户和老党员捐了10万元。

所以当我把刘副部长的要求转述之后

，老板听了有点气愤，不同意给钱：

“这叫学习？企业出钱大家娱乐，我

们的钱又不是大水冲来的！”

老板想了想，交代我说：“你就

说我关机了，没找到老板。如果再说

，就叫他等下次。”

我照老板的意思给刘副部长说了

，他叫我“联系好老板后”回他，他

等着。见我始终没回话，他又打电话

催了几次，我继续说“没打通”。刘

副部长开始有些不满：“就1万元钱

，你们是大企业，要不先借出来，活

动完了，如果老板不信，到时我签个

字证明开支是属实的。”

我推说：“企业有规定，消费上

万都是大开支，必须得老板签字同意

才行。要不您改改日期，或是等下次

？”

“通知都发了，没法改期，况且

还有领导参加。这事你们必须慎重对

待，按要求办。”他的口气不容置疑

。我只能坚持，要钱必须找老板。

他打不通老板的电话，就不停地

联系我，反复阐述此次活动的“重要

性”，并强调不举办可会产生的一系

列严重后果。见他不断打，我干脆关

了手机，不再理睬。

最后，他找了另外一个企业救急

，并说“要把这个情况反映给部长”

。从此，他不再喊我们参加活动，直

到他被调走。

头都磕了，还怕作个揖？

2009年初，公安在全市展开了打

黑除恶、整治社会治安的行动。我们

县打掉了一个叫“烂李子”的涉黑组

织，除此之外，冉老板也因为涉黑被

捕了。

冉老板原是国营肉联厂的员工，

下岗后经商，公司主要经营农产品和

肉类加工。他被捕后不久，就被判了

刑，商会理事的职位也随之撤销。

商会开会时通报了冉老板的罪行

：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对不从者，

组织人员打骂威胁。当时开会的人，

有的看窗外，有的低着头，有的盯着

手，会场一片死寂。大家明白，民营

企业的底子大多都不干净。

此时，社会上关于涉黑的传言纷

纷嚷嚷，我们老板也处在风口浪尖。

有人说，我们老板的煤矿曾组织黑社

会和当地村民械斗，并打伤了很多村

民——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确有其

事，且公安部门已经过去处理过——

但如果这件事被重新定性为涉黑，老

板可能要遭殃。我们担心，就建议老

板找找关系，去上面通融一下。

2010年上半年，县公安局“异地

交换”来了一位新上任的黄局长。他

为了改善基层派出所的办公环境，请

我们企业和另外一个大企业，“赞助

”两个派出所的装修费。作为煤矿企

业，我们经常需要找公安部门审批炸

药，再加上流传着的涉黑传言，老板

痛快答应了。

装修由我们企业集团的建筑公司

负责，原本只是室内铺地砖、刷白墙

、外墙贴砖等项目，费用估算在几十

万左右。但随着施工的进行，就慢慢

增加了“整修厨房”、“搭个车棚”

等项目。建筑经理不敢决定，频频打

电话请示，老板有苦难言，只得答应

：“头都磕了，还怕作个揖？”

装修时，黄局长多次去现场指导

，我们老板知道后，为表重视，有次

和黄局长一起来到现场。黄局长在认

真检查完工的地砖和墙面后，来到阅

览室，工人正在安墙裙。黄局长眉头

皱了起来：“这墙裙怎么高了一截？

”

“现在墙裙不太流行了，太高我

觉得不协调，就锯断了点。”我方负

责人解释道。

“头次来我就给你们专门交待过

，一定要照着我给的图片做！这里是

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地方，必

须从踢脚线、灯、到吊顶的布局，全

部参照市局的文化沙龙做！”黄局长

有点生气地强调。

工程完工后，又买了全新的办公

家具换上，整个工程的费用也随之涨

到了一百多万。

老板交代我：“捐赠基层派出所

改善环境的这个费用，要走慈善，你

跟杨会长说一下，开下慈善票据。企

业争优评先，是要看社会捐赠数的。

”

我找到慈善会杨会长，他一口同

意，只是问我：“钱怎么不先从慈善

走？”因为按照规定，钱要先转到慈

善专用账户，受捐单位或个人出收据

来慈善会领取。

“先前也不知道要用多少钱。”

“现在有数了，你拿钱在慈善账

户过一下，一进一出，年末我们也好

审计。”杨会长又说，“先等公安那

边出了收据，我们再开慈善专用票据

。”

杨会长同我一起来到派出所，并

提出想实地察看下工程量，确认是否

属实。所长说有些地方没做好，需返

工，“等都弄好了，我就给你们开”

。可这些问题全部完善后，所长又表

示：“这个收据要找局里开。”

随后，我和杨会长去了局里，说

明来意后，黄局很坚决地说了句“这

收据我们不能出”，就接着径直开会

去了。我们只能无功而返。

不久，打听到黄局长有空，我和

杨会长再次找到他。他坐在宽大的老

板桌后，不悦地看着我们：“你们老

板在支助时，从没说过要走慈善，更

没说要我们出什么据，只叫把质量监

督好就行。”

我赔着笑脸，讲了企业要走慈善

的目的：一是提高企业的名誉，二是

对推动本县的慈善活动，三是合理做

账抵税。杨会长也在旁讲解：“希望

黄局从企业角度考虑下，一百多万可

不是小数目，还望提供个方便。”

见黄局长一直不为所动，杨会长

开始和他闲扯起来。杨会长是退休的

县委副书记，凡县里有重大决定，都

要征求老干部的意见。而公安局长兼

着副县长的职务，黄局长不敢怠慢，

一面回应杨会长，一面翻弄着桌上的

文件，神情淡漠。

看我们执着，他明说了苦衷：

“行政单位有规定，不能接受任何捐

赠。你说我们怎么敢给你们出据？财

政查到了怎么交待？外面传出去还不

说我们是‘吃拿卡要’？这不是黑公

安形象吗？”

杨会长听明了缘由，就说：“这

事我们去找财政局协商。”

三天后，我们找到财政局局长，

说名了来意。财政局局长是杨会长过

去看着成长起来的干部，也熟识。他

说：“您也清楚，我们是国家级贫困

县，财政经费紧张。这是办好事，解

决财政困难，我们不计较。”

打听到黄局长有空，我们又来到

公安局，说了与财政局局长协商的结

果。杨会长见黄局长还是有些犹豫，

便说：“你不放心的话，可以给财政

局局长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黄局长拿起电话，沉思了一会儿

，对杨会长说：“我们只能给你们出

个证明，证明企业为改善‘基层所’

生活办公环境，自愿捐赠。钱多少，

不写，也不从我们账上走。”杨会长

同意了。

最终，钱由我们企业转入慈善会

账户，再由慈善会直接转到建筑装修

单位，由装修单位给慈善会出收据，

并附上工程决算造价表。

十八大后，黄局长调回市里。听

别人私下说，原来那两个基层所，是

当时黄局长和市公安商量树立的“样

板所”，准备在全市推广的，所以事

成后他的职务会有大变动。

我想起那些在走道、楼梯间布置

好的文化墙、宣传墙，有些明白了其

中的奥妙。

企业说的是实事，领导讲的是政策

在2011年前，有消息传出“小型

煤矿将被政府淘汰”。于是，我们县

的小煤矿纷纷投入巨资，有的不惜贷

款“技改扩能”。2012年，随着国内

煤炭价格一路狂跌，我们县的煤矿业

也陷入“严冬”之中。

煤炭是我们企业的支柱产业，老

板更是一心一意发展煤炭，“煤炭是

不可再生资源，开发一个煤矿，要挖

几十年，比做建筑、大工程都强”。

但如今企业日子难过，投钱开发的新

煤矿也停了。

2013年，县开发区设立了“失地

农民救助基金”。县里找到老板，联

系捐赠资金。老板曾在那里修过几千

万的公路，不好推辞，就和我一起去

了捐赠现场，举了一块“50万”的牌

子，当场捐了10万元。余款签协议，

分期4年付完。

2014年夏天，我们县遭遇特大暴

雨，引发了山洪。一些乡镇水、电、

路全部瘫痪，垮塌房屋无数，2000多

人无家可归。工商联的费主席在县里

召开慈善捐赠大会，要求副会长（我

们老板）起好带头作用，“发动每一

家企业，积极参加捐款活动”。

回来后，老板跟我说：“捐10万

吧。我们是大企业，在公众面前要注

意形象，要起带头作用，捐少了不像

话。”

那天，我拿着转账支票，按时去

了捐赠现场，举了“10 万”的牌子

——其它大企业也是这个数。过去这

种场合出风头的煤炭企业现在几乎没

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房地产企业。

又过了十几天，老板叫我去县府

办参加一个赈灾方面的会议，本来只

通知了10多家有名的房地产企业，但

费主席说“你们是大企业，得参加”

。

会上，县领导通报了灾区情况，

说，“面临的困难较多，既差钱又差

物资”。费主席情绪激昂：“面对百

年难遇的大灾难，作为有良知和责任

的企业家，在危难关头，要挺身而出

。我建议，你们每家再来个100万，

为我县做个大贡献！”县领导也跟着

说，“希望在座的企业家能再次伸出

援助之手，我代表灾民和县里衷心地

感谢大家！”

闻听这一唱一和，大家面面相觑

，会场陷入寂静之中。看长时间冷场

，费主席没了笑容，绷着脸说：“我

们只是倡议，请大家发表意见。”

这时，金信房地产公司的马总先

开了口。他是东北人，过去从政，后

来下海经商到了南方，现在我们县搞

房地产开发。

“作为企业，回报社会是应该的

。但你们要弄明白，作为企业，按时

纳税、安排就业人员，就是对社会最

大的贡献。你们每次有困难，都叫企

业支援，可企业有难了去找谁？你们

给企业找过市场吗？开过绿灯吗？我

们除了缴税，政府还有几十项收费，

你们减、免、缓过没有？”马总越说

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并列举了

很多企业面临的困难。

眼见偏离了主题，县领导急忙打

断了他的话：“你向主管副县长或县

长反映过没有？”

“谁是主管副县长？姓什么都不

清楚，再说，县长我们能见得到吗？

”马总反问。

“你的意见我会汇报给县长的。”

县领导望了望神情难堪的费主席说。

马总的这一番话引起了大家的共

鸣，有个外地的建筑企业老总说道：

“私企如果挣了一元利润，最多自己

只能用五毛，剩余的五毛要用来红色

支出（慈善）、灰色支出（请客送礼

）、黑色支出（索贿行贿），以期望

企业能有更大的发展。”

眼看快到中午了，我说：“现在

煤炭企业情况不好，大家都知道。捐

款的事，我请示老板后给答复。我中

饭要陪客人，先走一步。”

接着，大家也各种理由离开了。

三天后，县里又通知了40多家有

点名气的私企开会，称“县长、书记

等领导将广泛听取企业家的意见”。

我有事没去，去的人回来后讲道：

“企业说的是实事，领导讲的是政策

，各持已见，成效不大。”

后来，有些企业还是进行了二次

捐款，但都没超过5万，其中有些还

是组织员工捐的。我向老板建议也组

织一次员工捐赠，他说：“算了，现

在效益不好。人心本就不稳，免得员

工思想又起波动。”

企业慈善，亏损也要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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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到西弗吉尼亚

当时出国潮已经兴起，班上很多

同学都陆续出来留学了，我也就跟着

潮流申请出国。当时要去法国几乎是

不可能的，因为很难找到财务担保，

签证也相当难。相比之下，美国就相

对容易，找同学或朋友担保就可以。

我就找美国的学校，申请继续念法语

硕士。这也算是幸运，因为法语是个

冷门，反而容易被接受，如果申请英

语就不一定，要拿奖学金更不可能。

后来我申请到了西弗吉尼亚大学，当

时有个法国留学生要来做教学助理但

没有来，学校看到我有法语基础，就

让我早点过来，把助教的职位给了我

，就这样我拿到了在当时极为难得的

助教奖学金。

我从上海到了西弗吉尼亚的Mor-

gantown，那里全是山脉，街道都是山

丘，停车就是停在山坡上，所以停车

都很不容易。但那里的人很友好。

我当时英语不行，所以当时的情

况就变成我教学生们法语，他们教我

英语。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堂课点名

，我连名字都念不出来，结果一堂课

下来学生们跑了一大半，但是留下来

的人后来法语就进步很快。跑去其他

班的学生不解，就相互打听是怎么回

事。结果听说是因为“那个中国助教

不会说英语，所以只能用法语跟她交

流，这样法语就进步很快！”于是，

这消息传出去，到第五第六堂课的时

候班里又全满了。

学期结束，学生们给我写的评论

都是最佳的，可惜我都看不太懂。教

授拿给我看，我问“这是什么？” 教

授说：“你是我们系里最佳的助教！

”

那时候我的班上气氛很活跃，系

主任都来听我的课，还推荐其他老师

也来听。就这样，我完成了三年的硕

士学业。

来纽约找工

到了毕业那年，要想留在美国找

工作很困难，所以我只好和同学一起

来纽约，一起找工作。当时只能找餐

馆的工作，结果找到了皇后区Queens

Village的一个中餐馆，对面正好是一

家日本川崎(Kawasaki)摩托的代理店，

空闲的时候就跟里面的美国老板混熟

了。我跟老板说在餐馆打工下班很晚

，回家没时间写论文 —— 当时我的

毕业论文还没写完。结果老板就说，

你不如来我的店里工作算了，晚上就

可以早点开始写。所以我就转到了对

面的摩托车店，负责接电话、做文案

。刚开始也闹了很多笑话，英语也不

是很好，人家想买一个头盔(helmet)，

我就问“你想买个‘哈姆雷特(Hamlet)

？”

这样工作是有了，但是跟法语又

没关系了。过了半年左右，大约90年

的时候，我想去联合国找份工作，可

是英语又不过关。这个时候正好看到

西北航空在招工的消息，而且主要是

招会说中文的员工，我就递了简历过

去，上面写着我会中文、英语、法语

。结果很顺利，很快收到面试通知。

我就飞到了西北航空的总部所在

地 —— 明尼苏达州的明尼安纳波利

斯。我是中国人，又是单身，所以没

问几句就被录用了。当时一屋子人，

大部分都是在这边长大的韩国人和日

本人，只有两个台湾女生和我一个大

陆来的。

加盟西北航空

被录用以后，我就开始了在西北航

空的六个礼拜的入职培训。如果培训通

不过，那就还是拿不到这份工作。

培训每天朝九晚五，班上有18个

人，好像有8个是男生。我们要熟悉

所有西北航空拥有的机型，包括波音

747、737、麦道等。要了解这些机型

的性能和紧急保护设备，先是课堂里

学，之后考试要85分以上，如果不过

关，最多给两次机会重考。最后是进

入模拟机舱学习，了解飞机的基本结

构、如何应对紧急情况等。其中百分

之六十的培训是关于服务流程，百分

之四十是飞机知识，包括头等舱、经

济舱的专门训练，以及领班的训练。

航空公司的培训很多东西都要靠记

忆。其中的一项培训内容就是要像调酒

师一样学着调酒，我们大陆那时候也不

懂什么鸡尾酒，所以这对我来说很困难

，但对其他同学就很容易。最后总算有

了一堂课我可以教大家，因为那堂课是

教怎么用中餐的筷子——总算有一堂课

我可以不用听就会了。

派驻檀香山

培训结束，我被正式录用，然后就

是决定谁去哪个基地。这个过程是公司

分配，不允许自己选择，有点像当时的

中国大学毕业分配一样。我们有十个基

地，当时我们整个班全分配去了檀香山

，因为那个是新开的基地，主要运营从

当地到日本东京的航线。

虽然经过了六个礼拜的培训，但

等到真正要起飞那一天，心里还是觉

得有些不可思议。我从来没想到自己

会做空姐，在国内连车都没开过，第

一次坐飞机就来美国了，怎么会想象

做空姐？我妈当时的感觉是：“哇，

你跑到那边去，一会开车了，现在又

跑到天上去了，有点像天方夜谭！”

上班第一天很新奇，第一次飞有

带飞的老师。穿上红色的制服，面对

着飞机上几百个客人，感觉自己责任

很大，好像是这些人的性命可能都在

我的手上。最好玩的是，人家看不出

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12个空乘

人员里面只有两个亚裔，还有两个东

京来的翻译。头一次飞，最难的就是

流程要做得流畅。平时训练没问题，

但真的到了飞机上，东西在哪里都不

熟悉，大家一站起来服务全乱了。当

时那班飞机上都是新手，只不过客人

一点都不知道。那个航班上全都是日

本客人，估计他们知道了也不会出声

，日本客人一般不满意也不出声，他

们通常都是周末去夏威夷打高尔夫球

的有钱人。

总之第一次飞是又开心又混乱。

之后每天就是Repeat(重复)，一个月下

来，云里雾里，老感觉睡不醒，很辛

苦。但也相当自由好玩，没有Supervi-

sor，领班不过是比较资深一点的同事

，没有上下级关系。很大的公司，有

点像上钢五厂，还有工会，很像社会

主义，一两万职工，我感觉自己好像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做了一份社会主义

的工。

Marry Me Fly Free

就这样，我在公司的檀香山基地度

过了最初的三个月。中间回过两次纽约

，因为家当行李都还在那里。回来的时

候我就去看望了一下摩托车店的老板。

当时公司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件T恤衫

，上面印着口号“Marry me, fly free(

跟我结婚，免费飞行)”。我当时穿着去

摩托车店，大家还拿这个开玩笑。当时

我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我和店老板的

关系只是不错的朋友，回去看到熟悉的

环境觉得很开心。

三个月以后，我们可以选择自己

的基地了，我就申请回到纽约。所以

1992年我就回到纽约基地，和室友一

起住在法拉盛。

回到纽约以后，我一个月差不多

有20天在天上飞来飞去，主要是JFK

到东京的长途航线，另外10天就在家

里休息。这样，我就又回到摩托车店

打零工了。

这个时候和老板相处就有点谈恋

爱的味道。过了差不多一年，他说，

我们还是应该领个证，不然说不定哪

天你就跟Pilot走掉了。所以，回到纽

约一年左右，我们就结婚了。他也可

以说是我的第一个美国朋友，整个过

程自然而然。他提出来，我也没有考

虑太多，因为已经很熟了。

飞跃17年

从夏威夷回到纽约，偶尔被安排

飞国内航线，从747大飞机换成麦道

的小飞机，里面几乎连头都抬不起来

，有些很不适应，像当初被分到了上

钢五厂。

刚开始工作也闹了不少笑话。当

初培训的时候我的调酒课没学好，有

一次在头等仓，有个乘客说想要一杯

“Virgin Bloody Mary”。Bloody Mary

我知道(伏特加配番茄汁)，可是Vir-

gin Bloody Mary是什么东西？我当时

很尴尬，就只好把酒杯和配料都端给

他，跟他说，不如您自己调吧？ 对方

笑了笑，说：“Virgin Bloody Mary就

是Bloody Mary不要放伏特加就行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

后来我就还是主要飞国际航线，从

JFK飞东京，有时候再从东京飞香港、

台北、上海，当时公司在中国的城市也

开始设立新的基地。总之，公司在美国

内外所有航班覆盖的城市我几乎都飞过

，也做过领班，还到公司总部参与了三

次招聘工作，但因为家在纽约，所以决

定不留在总部走行政这条路。

最有意思的就是1997-2000年这段

时间，飞机上中国客人越来越多。以

前从肯尼迪机场出发的大部分都是日

本客人，后来中国人越来越多，都不

会说英文，但随机翻译还都是日语翻

译。有时我就志愿为中国乘客提供一

些中文翻译服务。

刚开始的时候，跟他们说中文，

他们会反应不过来，因为飞机上的机

组人员除了我都不会中文，乘客也分

不出空乘是哪国人。我突然用中文问

他们“想吃鸡肉炒饭还是牛肉炒面？

”他们通常会楞半天，然后就猛点头

。我也觉得很开心，可以为自己的同

胞服务了。有时我会自告奋勇用中文

广播，用中文帮乘客找医生。但这样

一来很多美国同事就很不高兴，因为

一旦让公司意识到乘务人员说双语可

以省去配备随机翻译的费用，那不会

双语的人就会面临被挤掉的风险，所

以他们就不开心。

因为有工会的支持，所以公司也

就一直没有实行双语，其他公司也是

。尤其是飞国际航班的乘务人员都是

资历很深的人才能申请到，很多人都

是飞了二三十年的老员工，需要申请

才能得到这样的职位，他们就尤其担

心实行双语，他们支持飞机上聘用专

门的翻译，但是不能用双语空乘。

还有一件让我很难忘记的糗事。

当时公司在纽瓦克也开设了新基地，

主要飞荷兰阿姆斯特丹航线，我在那

条线上也飞了很多次。有一次飞机起

飞前，我去为商务舱的乘客提供饮料

。那时候是夏天，我端了一盘子的冷

饮，虽然看上去轻松，其实那个盘子

是很重的。当我给一位乘客倒水的时

候，手一抖，整盘的冰水饮料全倒在

他裤子上了，当时我就僵住了。那位

男乘客已经被冻得说不出话来。还好

我一个同事跑过来，拿出毯子给他盖

上，问他是否还有裤子可以换。结果

那位乘客缓过来之后并没有责怪我，

还说，“不要担心，你的甜美笑容救

了你。这是我的名片，你要永远保持

你的笑容。” 后来每次飞这个航线，

我就担心碰到他。结果有一年还是碰

到了，他身边还坐着一个朋友。那位

朋友说他经常提起那次的事件，然后

就让我伸出右手给他看。

我不知道他要看什么，结果这位

朋友就指着我手上的戒指跟那位遭遇

我“冰镇”的乘客说，“你看，人家

的结婚戒指都这么大，你就别想太多

了。”那位乘客其实只有40岁左右，

很帅，他就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哎

呀，我伤心啊，我好伤心……”

告别飞行生活

一口气飞了17年。到了2008年，

西北航空开始跟三角航空商讨合并的

事，公司想让老的员工早点退，可是

老员工多数都不愿退，所以公司就推

出很多优惠政策。

我那一年，公司就提出所有退休员

工可以享受终身免费飞行的福利，去全

世界都不用付钱了，没有次数限制，配

偶和子女都可以免费搭乘合并后的西北

和三角航空的航班前往世界各地。

我自己也觉得飞了这么多年，都

没法好好照顾自己的家，这工作虽然

看上去光鲜可是很辛苦。所以，那年6

月，我决定退休了。最后一次出勤是

飞旧金山，当时也没有太多想法，但

是公司事后赠送的写满同事留言和祝

福的小册子还是让我流泪了。

17年就这么飞过去了。现在我和

先生住在长岛，当初Queens Village的

摩托车店还在，我们请了十几个员工

，在长岛也开了一家分店。我经常想

起我到美国第一天那张照片 —— 里

面那个西北航空的柜台，还有那辆Ka-

wasaki川崎摩托。

沈佩君 我的美国空姐生涯
“今年是我来美国整整第

30个年头。我来美国拍的第一

张照片，是我的同学在内布拉斯

加林肯机场接机的时候为我拍的

。那张照片的背景里是一个西北

航空的客服柜台，旁边摆了一辆

摩托车。多年以后我再细看这张

照片，包括那个摩托车的品牌

（Kawasaki川崎），我恍然意识

到，原来那张照片就预示了我在

美国的全部生活。”

我1979年考入上海外国语

学院法语系，83年毕业。进去

的时候法语是相当吃香的一个专

业，可是毕业的时候形势已经变

了。那时候改革开放，进来的公

司都是讲英语和日语的，法语很

少，我们连分配的方向都没有了

，分到的地方也用不上法语。我

先是被分到上海冶金局，具体被

分到了上钢五厂，到那里做资料

翻译，但全是英语，连本法语字

典都没有，我还得自己去买法语

字典上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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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号入手挖出互联网涉毒大案

2016年11月，济南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发现

一个网名叫“我们未曾相识”的人，在互联网上

推销冰毒和甲卡西酮。侦查发现，其真实身份为

刘某昌，济南章丘人。与此同时，一个与刘某昌

联系密切的叫“叙事”的网民引起侦查员怀疑，

经侦查其真实身份叫刘某某，河南濮阳人。侦查

员从刘某某QQ号入手展开工作，发现刘某某等

人是一伙河南籍涉毒逃犯，与全国多个省市的涉

毒嫌疑人进行毒品交易。

2017年2月6日，公安部禁毒局派员赴济南

共同研究案情，决定成立部、省、市三级联合专

案组，正式开展立案侦查，专案代号“2.06”，

并将此案列为“2017-18”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

进行督办侦查。

“2.06”专案是新型网络制贩毒案件，涉案

嫌疑人身份多为网上虚拟身份，一场交易下来，

双方都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大大增强了侦破

的复杂性和困难度。

“2.06”专案涉案人员、地点、信息等线索

多达数千条之多，专案组专门成立了线索研判组

，经过8个多月缜密侦查，全面掌握了济南籍无

业人员刘某昌伙同河南濮阳、山东聊城籍犯罪嫌

疑人刘某某、付某刚、孙某洋等人，以互联网为

平台，通过广东“中间人”介绍联络，寻找毒品

来源，发展贩毒下线的犯罪事实。至此，一个全

国性的互联网制贩毒大案浮出水面。

2017年6月2日，公安部禁毒局在济南召开

“2.06”专案协调会，山西、广东、福建、河南

、江苏、山东等11省18个市的公安禁毒部门有

关负责人参加会议。公安部禁毒局邓明副局长要

求，相关省份共同梳理案情、共享信息，统一部

署案件侦破工作，实现打击效能最大化。

打响第一枪铲除4个制毒窝点

济阳县某村村民尹某某，经常在互联网上推

销冰毒和甲卡西酮，交易数量较大，具有制毒重

大嫌疑。济南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缪利军支队长、

陈忠军副支队长带领侦查员深入农村细心走访，

锁定了全部涉案人员和制毒窝点，理清了这个以

互联网为纽带，以济阳县某村村民尹某某、司某

某、司某为制毒骨干，以农村的养牛场、废弃房

屋、留守老人居住地等隐蔽场所为制毒窝点，生

产冰毒和甲卡西酮等毒品，向山西、河北等地贩

卖的制贩毒网络的来龙去脉。

2017年6月3日，“2.06”专案组在济阳县司

某村、王某村等地一举打掉隐藏在农村偏僻地带

的4个流动制毒窝点，抓捕制贩毒嫌疑人3名，

缴获新型毒品固态甲卡西酮18公斤，液态甲卡

西酮37公斤，制毒原料80多公斤及制毒工具一

宗。

据悉，2015年前后，尹某某利用互联网交易

平台做买卖化工原料、产品的生意，期间意外了

解到利用化工原料制造毒品的信息，认为是一个

赚钱发财的机会，于是他在一个QQ群中，联系

到山西长治王某，拿来了制毒配方，学会了制毒

技术。

尹某某和司某某是中小学同学，为了挣大钱

，两人一拍结合，开始生产“长治筋”。由于生

产这种东西气味大，容易被人发现，司某某找来

发小司某，选定在司某亲戚的废弃仓库中生产。

2016年7月，尹某某特地选择了下半夜有风的时

候生产，制造出了第一批六公斤毒品，挣了6万

块钱。

2016年 3月，尹某某、司某某找到司某，

想在司某岳母家的养牛场生产制造毒品，司某

就对岳母说跟别人合伙做点药，岳母就同意了

。三人从2016年 7月到10月份，在养牛场生产

加工制造毒品七次，总共生产毒品成品20多公

斤。

为逃避公安打击，三人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

方。2017年4月，他们把制毒工具转移到济阳县

司某村司某某的奶奶家。2017年4月17日下午，

司某与司某某加班制毒，从晚上一直干到凌晨，

共生产了大约18公斤多毒品和一些半成品。

200公斤毒品交易牵出特大制毒厂

2017年6月14日晚6点，在菏泽曹县某宾馆

门前，制贩毒嫌疑人顾某东将200公斤毒品装到

张某的车上，张某将这批货当即拉到聊城阳谷与

付某刚进行交易，付某刚将140万现金交给张某

，拉起毒品迅速离开阳谷，并安排同伙武某连夜

将货物再次转移至夏津县一小区内，武某旋即驾

车离开。

由于没有找到制毒窝点，缪利军支队长果断

决策放行，为了不让毒品继续外流，在武某离开

藏毒窝点后，缪利军带领侦查员悄悄靠近窝点。

因之前侦查获悉武某团伙有一支AK47冲锋枪，

毒枭随时随地可能出现在面前，侦查员冒着生命

危险将毒品取走。

2017年6月14日，专案组在曹县迎宾大道中

段一医药产业园区内，发现了主要制贩毒嫌疑人

顾某东的加工厂。6月15日，专案组一举摧毁了

这披着化工厂外衣的大型制造甲卡西酮的毒品工

厂，抓获制贩毒嫌疑人11名，当场缴获固体甲

卡西酮成品960多公斤，液态甲卡西酮3000多公

斤，自制手枪2支，管制刀具5把，毒资326.58

万元。

据介绍，制毒工厂内十几个大型制毒反应釜

并排耸立，上下需要登上一层层梯子，这种规模

的制毒工厂生产上吨毒品也就几十分钟的时间。

同时，缪利军派出三个侦查小组，赴河南省

洛阳、山东省聊城、德州等地展开侦查， 6月17

日凌晨，专案组连夜将犯罪嫌疑人押解回济南。

6月19日深夜，专案组审查取得突破，制贩毒嫌

疑人孙某文供述，嫌疑人顾某东的姐姐顾某林在

苏州建有一个制毒窝点，顾某林在大学学的是化

工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化工企业担任技术员。后

来，顾某林不甘心一直给人打工，自己在苏州干

起了化工生意。顾某林有化工厂房、实验室，本

人又有技术，在弟弟顾某东的影响下也生产起毒

品甲卡西酮。

6月20日一大早，办案民警赶到苏州。准确

锁定了窝点方位。专案组迅速赶到苏州吴中区某

工业园，成功摧毁制毒窝点，抓获顾某林等制贩

毒嫌疑人3名，缴获毒品甲卡西酮8.76公斤，制

毒工具一宗。从发现线索到打掉制毒窝点，总共

八小时，创造了一个侦破制毒案的最短时间记录

。

中学生在爷爷家猪圈里制造毒品

在湖南省醴陵市某镇，专案组陈忠军副支队

长带领侦查员对制贩毒嫌疑人刘某栋展开侦查。

由于济南的刘某某多次在他这里购买毒品，此人

有重大制毒嫌疑。但经过多方调查发现刘某栋还

是一位年仅16岁的在校中学生。进一步侦查发

现，刘某栋喜欢做化学实验，这一点引起了陈忠

军的怀疑。

2017年 5月份，刘某栋在网上看到制作毒

品的方法，便好奇地在家里操作起来。从偷

偷在家进行少量尝试，到加工毒品贩卖牟利

。刘某栋的家人清楚地知道制毒是严重犯罪

，但面对暴利暴富的诱惑，到最后一家人形

成了“一条龙”的制毒模式——邻居出资入

股，父母、姑父负责生产加工、刘某栋负责

研发、生产、销售。

2017年8月，一家人将生产窝点转移到住在

山半腰的爷爷家的猪圈里生产。就这样，在巨大

利益和贪婪的诱惑下，刘某栋周一至周五在市里

的职业中学学习，周末放学回家生产毒品。该团

伙有严格分工，其中刘某栋的父亲和姑父负责煤

气炉加热、搅拌及脱水，母亲则帮忙望风、送餐

、清理废水和废料。

据刘某栋交代，截至案发日，他的“猪圈制

毒厂”合计制造出约10多公斤“丧尸药”，先

后以每公斤7000元至15000元不等的价格通过网

络贩卖到济南等地，共获利约10.5万元。

与此同时，青岛、潍坊、滨州等地以及四川

、山西等省份警方陆续行动，相继打掉多个制度

窝点，缴获大量甲卡西酮毒品以及重点制毒物资

。

此外，“2.06”专案还向其他省市移交制贩

毒线索70余条，涉及疑似制毒场点20余处，涉

案人员近百名，目前公安部禁毒局正组织有关涉

案地区进一步经营侦控。

山东警方揭秘建国以来最大网络制贩毒案

2016年 11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公安部禁毒局、山东省

公安厅禁毒总队统一指挥下，

济南警方破获涉及全国 17省

40市的“2.06”特大网络制贩

毒案(部目标2017-18号目标案

件)，打掉制毒(制毒物品)场点

18处，抓获制贩毒嫌疑人110

余名，缴获甲卡西酮、冰毒等

各类毒品3.95吨，溴代苯丙酮

、麻黄素等重点制毒物品6吨

，其他制毒原料和配剂5吨，

仿制手枪2支，爆炸物一宗，

毒资500余万元，运毒作案车

辆40余部。

该案缴获毒品数超过

2014-2016年三年山东省缴毒量

的总和，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

最复杂的网络制贩毒案件，是

公安机关同真正意义上的制贩

毒集团进行较量的标志之战。

期间，多名干警光荣负伤，2

名干警因劳累过度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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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汽車推出科技旗艦燃料電池車款NEXO
• NEXO採用全新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包含自動停車以及道路
遵循功能
• NEXO延續現代汽車對跨界休旅車動力系統多元化的重視

北美現代汽車在位於拉斯維加斯的2018年消費電子展新聞
發布會上隆重介紹其全新燃料電池電動車NEXO，並且向大眾透
漏了全新的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簡稱ADAS)，大幅擴展其自動駕駛的潛力。NEXO是
現代汽車持續開發的環保車輛系列中的旗艦車款，同時也展現出
現代汽車對跨界休旅車動力系統多元化的重視。.

NEXO在今年的消費電子展不僅是最受大眾矚目的產品之一
，更榮獲電子展官方合作媒體Reviewed.com的編輯推薦大賞殊
榮。Reviewed.com的編輯團隊每年都會在電子展挑選出 「消費
者想要購買」 的產品，這也證明了NEXO的品質以及對消費者的
實用性。

能在無數產品中脫穎而出，NEXO對於促進氫氣動力車的發
展、其370哩的行駛距離，加上水是唯一的排氣物，都是NEXO
獲得編輯推薦大賞的主要原因。美國現代汽車產品、企業，與數
位計畫副總裁Mike O’Brien提到： 「NEXO是替代燃料科技的
集大成，同時也代表了現代在氫氣燃料以及所有替代燃料領域中
的領導地位。氫能源是邁向一個更可持續發展社會的關鍵，身為
將這個科技領域中的先鋒，現代汽車無比自豪」 。
盲點視圖顯示器 (BVM)

現代汽車的盲點視圖顯示器是業界首創的新科技，在中央控
制屏幕上顯示NEXO在變換車道時的後方和側面視角。這個系統
在車輛兩邊使用廣角環繞視圖顯示器 (SVM) 來監視傳統後視鏡
無法看到的範圍。現代是第一家為駕駛者提供車輛雙側盲點視頻
的汽車品牌。
車道遵循輔助 (LFA) 與公路行駛輔助 (HDA)

車道遵循輔助是現代汽車新開發的科技，在NEXO中首次亮
相。LFA會自動調整車輛轉向，維持NEXO在行駛道路上的中心
位置。LFA能在時速0到90哩之間保持NEXO在城市街道以及
公路上的行駛位置。當LFA與利用感應器和地圖資料來確保安
全運作以及自動在有限環境下調整車速的公路行駛輔助功能
(HDA) 搭配使用時，駕駛者能夠更輕鬆且更安全地長途行駛。
遠程智能停車輔助 (RSPA)

RSPA能讓NEXO在有或是沒有駕駛者的情況下自動停車或
是開出停車位。駕駛者只要按個鈕，就能利用RSPA自動倒車進
停車位。當面對任何困難的停車位時，NEXO的駕駛者能以百分
百的自信準確地停車。
現代汽車NEXO

韓國現代汽車公司副主席Woong-chul Yang博士提到：
「氫能源是建立一個更可持續發展社會的關鍵。藉著Tucson燃
料電池車，現代汽車公司已經是開發氫能源科技的先驅。作為節
約能源的另外一個成果，我很自豪地向各位介紹我們尖端科技的
集大成：第二代燃料電池汽車」 。

NEXO是現代汽車第二代的燃料電池車款，將於2018年初
在世界各地的特定市場開始銷售。以廣受好評的Tucson燃料電
池車為基礎來改進，NEXO的行駛距離估計為370哩，比Tuc-
son多出了105哩。此外，NEXO的加速與力量也有提升，以改
進整體的功能表現。

以能承受極端溫度和環境的理念來設計，NEXO的測試成果
證明在華氏零下20度的溫度過夜之後仍能成功發動。此外，
NEXO在低氣溫的環境下能在30秒以內發動，其燃料電池系統
能更快地加熱，為駕駛者提供最大化的功能表現，這是領先業界
的一大成就。

供氣系統的改進、在高緯度環境的優異性能表現、電池充電
的所需時間，加上整體效率和燃料經濟性讓NEXO獨樹一格。再
者，NEXO擁有與汽車較勁的電力密度和耐久性。
專用車輛架構

有史以來第一次，現代汽車的燃料電池車是以一個專門的車
輛架構來建立的，其中包含許多優點：更輕的重量、功率重量比
的改進、比Tucson燃料電池車更快的加速速度 (時速0-60)、更
大的車室空間、把電池所在位置移到後車廂、燃料電池系統設計
的改進。
NEXO與Tucson在燃料電池系統上的比較

NEXO的燃料電池組和電池本身能提供更多的動力來運轉更
強力的馬達、NEXO的動力系統更輕，並且在包裝上得到改進、
改進的儲氫罐。
動力系統上的改進

與Tucson燃料電池車相比，NEXO的動力系統更輕，並且
佔位空間更小、更有效率、更好的組件融合。

駕駛性能
與 Tucson 燃

料電池車相比，最
大加速速度增加了
25%、NEXO從時
速 0 到 60 的加速
速度比 Tucson 燃
料 電 池 車 快 了
20% 、 NEXO 比
Tucson 燃料電池
車擁有更多扭力。
行駛範圍

NEXO的行駛範圍比Tucson燃料電池車多了30%、Tucson
燃料電池車的行駛範圍為265哩，NEXO的行駛範圍則估計為
370哩。
更安靜且舒適的駕駛特性

NEXO延續了Tucson燃料電池車安靜與舒適的駕駛特性、
所有NEXO的運轉組件皆位於引擎室，將噪音隔離到一個區域。
耐久性

NEXO具有與內燃機車輛同等級的耐久性
氫氣的儲存

NEXO的儲存系統比Tucson燃料電池車還輕、NEXO的儲
存系統具有世界級的儲存密度、NEXO能在五分鐘之內充滿燃料
整體性能一覽

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 冬季用車保養10部曲(下)

北美現代汽車隆重宣布新一代燃料電池車NEXO

（接上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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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部曲：風擋玻璃

風擋玻璃保持清晰是安全行車的
基本條件。冬季應定期擦洗雨刮器，
雪天確保可刮淨風擋。有條件的話可
換防凍型風擋玻璃，以免冬季結冰。
另外，玻璃水中可加些風擋除冰劑。
風擋結冰時，將玻璃水噴上，冰即可
融化，不像普通的玻璃水，結冰時越
噴越麻煩。
七部曲：車身

入冬前，最好給愛車身上加一層
保護膜。含特氟隆高分子聚合物的車
漆鍍膜或鏡面釉等，均能抵禦酸雨雪
、鹽水的侵蝕。雪後道路灑鹽水，飛
濺到車身上的鹽水對車漆有很大的危
害，事先有所防備，雪天出行就不怕
損毀車漆了。
八部曲：底盤

冬天，汽車底盤總是直接和雨、
雪打交道，很容易生鏽。飛馳的輪胎
會把含鹽分很高的雪水甩到汽車底盤
上。雪過天晴後，汽車的底盤便開始
生鏽。所以，在入冬前您最好花點時
間，給底盤做個防銹護理。

九部曲：蓄電池
蓄電池最怕低溫，低溫環境下蓄

電池電容量比常溫時的電容量低得多
。因此在寒冷季節來臨之前，應補充
蓄電池的電解液，調節好電解液的比
重。同時清潔蓄電池的接線柱，並塗
上專用油脂加以保護，保證啟動可靠
，延長蓄電池壽命。如果車輛在露天
或冷庫停放數週不用，應拆下蓄電池
，存放在較為溫暖的房間內，以防蓄
電池結冰損壞。
十部曲：輪胎

輪胎橡膠在冬季會變硬而且相對
較脆，摩擦係數會降低，所以輪胎氣

壓不可太高，但是更不可過低。外部
氣溫低，輪胎氣壓過低，軟胎嚴重可
加速老化。冬季要經常清理胎紋內夾
雜物，盡量避免使用補過一次以上的
輪胎，更換掉磨損較大和不同品牌不
同花紋的輪胎。輪胎內外磨損大不相
同，為保證安全減少磨損，應定期給
輪胎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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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度 (in.)

寬度(in.)

高度(in.)

軸距(in.)

動力

馬達

時速0 to 60的加速時間

行駛範圍

NEXO

183.9

73.2

64.2

109.8

135kW 燃料電池: 95kW
電池:40kW

120kW 扭力: 291 lb.-ft.

9.5秒

估計370哩

Tucson燃料電池車

173.6

71.7

65.2

103.9

124kW 燃料電池: 100kW
電池: 24kW

100kW 扭力: 221 lb.-ft

12.5秒

265哩

玫瑰花的春季修剪及栽培
美南銀行英文講座(中文口譯)

(本報訊) 時間：2018年 2月 3 日 (星期六) 上午 10:00 A.M.
地點：美南銀行一樓社區會議中心 (Member FDIC)
位址：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281-685- 5566 Jennifer
微信ID：chouhwa
對於向來熱愛玫瑰花的華人朋友們，開春後一直都是一年中最忙碌

的時節，尤其今年經過冬天酷寒霜凍之後，庭院裡滿目瘡痍、慘不忍睹
。除了忙著挑選品質優良的新苗外，還要替院中已長大的玫瑰花疏欉、
修剪。美南銀行為了滿足各位華人朋友們的需求，特地透過休士頓華人
園藝協會(HCHC) ，邀請玫瑰實踐園藝專家－Baxter Williams巴克斯特
‧威廉姆斯先生，蒞臨美南銀行一樓的社區會議中心，指導大家如何在
春季適當且正確的修剪玫瑰
枝葉。此次講題是種植玫瑰花的重頭戲，各位華人朋友千萬不要錯過。
敬請大家拭目以待！

Baxter Williams巴克斯特‧威廉姆斯先生，自1967年開始栽種玫瑰
以來，已有超過50年在休士頓本地種植玫瑰花的豐富實際經驗。不僅在
自家後院種有500株以上的各色玫瑰，目前也擔任休士頓玫瑰協會(HRS)
副總裁。該協會創始於1959年8月，至今已擁有超過700名成員，是全

美最大的地方玫瑰協會。
休士頓華人玫瑰協會(Houston Chinese Rose Society～HCRS)，是

隸屬於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HCHC)及美國玫瑰協會(ARS)下的一個非營
利組織。協會這次很榮幸再度邀請到熱心慈善的Baxter Williams巴克斯
特‧威廉姆斯先生，於2018年 2月 3 日 (星期六) 上午10點，蒞臨美南
銀行一樓的社區會議中心，專為華人舉辦第四次免費玫瑰英文講座。

前幾次講座已涵蓋種植玫瑰花的入門基礎、玫瑰花各式品種的區別
認識，以及如何培育出更健康的玫瑰花。本次講座將免費指導各位花友
春季玫瑰的修剪重點，以盆栽玫瑰作現場示範。並且請來資深園藝專家
俞希彥老師，同步中文口譯，以期解決各位華人朋友們對於培育玫瑰的
疑惑難題。年近八十、熱心又和善的Baxter Williams 老先生，演講一向
深入淺出、語多幽默，非常叫座，機會難得，請勿錯過。講座現場備有
茶水、點心招待，礙於教室場地座位有限，請提早報名及入座，以免向
隅。

也歡迎同好們加入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HCHC)及休士頓華人玫瑰協
會(HCRS)，一同切磋研習種植美麗芳香的玫瑰，不僅僅侷限於Knock
Out的品種選項，期許更進一步推廣僑社華人共同來熱愛玫瑰！

2018同鄉會24週年春節晚會"不忘初心，共創未來"活動通知

【本報訊】美國華人石油協會（Chinese American Petro-
leum Association, 簡稱CAPA）將於2018年2月17日星期六下
午五點至八點半，假珍宝樓海鮮餐廳（Ocean Palace Restau-
rant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 #D01, Houston , TX 77072 電話
：281-988-8898）舉行2018年度年會， 選舉2018年度會長，
副會長，財務長，並進行理事會和董事會任職期滿成員的改選(
選舉權只限CAPA的會員) 。 CAPA主要負責人將在年會上報告
2017年度各類活動的成果，包括科技交流、業務及財務狀況。

我們真誠地邀請CAPA會員和各界朋友光臨我們的年會。除了美
味的晚餐外，並有多項獎品為參會者提供享受抽獎的樂趣。有關
晚會詳細信息，請參閱CAPA網站。

有意參加CAPA年會的朋友們請預先在CAPA的網站上註冊
（網址：http://www.capaus.org）。提前在網站上註冊的費用
是：會員和家屬每位$20.00；學生會員$10.00；非會員$40.00
。網上註冊將於星期四，2018年2月15日中午關閉，以便統計
出席人數。現場臨時註冊者，將額外收取10美元費用。

請注意，CAPA年度會員資格的有效期限到當年的12月31
日為止（終身會員不包括在內）。有關會員資格問題請與施名
剛 (Kim Shih lalakeem@gmail.com) 聯繫。關於CAPA年會註冊
的問題，請發送電子郵件至CAPAUSAEVENT@gmail.com.

2017年度的CAPA會長陳家傑博士 (Dr. Jeff Jiajie Chen) 和
董事會主席博士馬龍 (Dr. Long Ma) 代表CAPA誠懇邀請你與我
們共度一個愉快的晚上。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美國華人石油協會20182018年會年會

親愛的各位鄉親:
美南福建同鄉會在此恭祝各

位闔家幸福，喜樂安康 。
美南福建同鄉會決定於2018

年2月11日下午5點半，地址珍
寶海鮮大酒樓，舉辦美南福建同
鄉會 24 週年慶典"不忘初心，共
創未來" 春節聯歡晚會。

屆時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各兄弟社團將會與我們的鄉親們
一起歡聚一堂。

本會的2018年度會刊也開始

籌備工作。有意願的社會團體，
公司或者個人請積極與我們活動
策劃部門聯繫。屆時將會有相關
工作人員將會刊廣告贊助細節及
費用明細進行說明。並，本會初
步決定會刊相關廣告贊助及更新
活動將在1月21日截止。請各位
多多支持。

本會的春節聯歡晚會本著聯
繫鄉情，共話美好未來的理念。
歡迎各位多才多藝的鄉親積極參
與。可以將自己願意表演的節目

與我們活動策劃部門聯繫。多謝
各位支持。

本會活動策劃部門，請各位
登陸我會官方網站詳詢：www.
fujiansouthusa.org

活動報名連接：https://docs.
google.com/forms/d/e/
1FAIpQLScA3SJLYD6DFgr7AIE-
fulK-
wu5eH_zf-1E-UdU0MMo7hFr5
MXw/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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