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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中美教育，
美國教育贏在終點?

中国学生有一种说法是“赢

在起点，输在终点”。有人说：

“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在总体上

比美国好，其佐证之一是中国学

生在各种国际性学科竞赛中都能

取得比美国学生更好的成绩。”

但是，“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

顶尖人才”，这也是很多学生选

择去美国留学的原因。对比中美

两国的教育，我们需要思量：到

底是什么让美国教育赢在终点?

问道：“钱学森之问”

在很多方面，我们都主张向

美国学习，但惟独在基础教育领

域，一向不屑向其请教。理由是：

中国的基础教育引人注目的“扎

实”，而美国的基础教育出人意

料的“差劲”。事实果真如此吗？

疑问一

在1900~2001年诺贝尔科技、

经济奖获得者全世界共534人中，

美国有230人，占43%，而中国

人获奖人数极少。并且美国人获

奖比率还呈上升趋势。为什么美

国基础教育“差劲”反而顶尖创

新如此之多，相反，中国的基础

教育如此“扎实”而重大创新贫

乏？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差距的

根源在哪儿？

疑问二

有人统计了 1999~2001 年世

界3所一流大学与中国6所包括

北大、清华在内的一流大学在

《自然》、《科学》刊物上发表

的论文数。结果是，6所中国一

流大学总和只有20篇，还不及哈

佛一所大学的零头（399篇）。

难道都是基础“扎实”惹的“祸”？

美国经济之所以发达，之所

以把诺贝尔奖频频收入囊中，一

般公认的解释，就是美国的高等

教育特别发达。那么，如果我们

继续追问下去：为什么美国的高

等教育如此发达？发达的高等教

育与基础教育之间有无联系？如

果美国的基础教育真的“差劲”

到美国人无法忍受，那它又怎么

孕育如此发达的高等教育？

这些问题与著名的“钱学森

之问”不谋而合：“为什么我们

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一道艰深命

题，需要整个教育乃至社会各界

共同破解。

对比：美国见闻与中国现实

现象一

美国知名大学间竞争激烈的

表现之一，就是看谁能给既贫寒

又优秀的学生提供最优越的条件；

而在我国，各大名校之间拼得最

凶的是争夺各省市的高考状元。

哈佛大学每年的学费收入，主要

用于学生奖学金的发放。在美国，

越是名校，学费越贵，但奖学金

也越多，进名校即意味着享受免

费教育。

在一所号称美国中学届“哈

佛”的精英高中，其校长称，他

们私立高中每年学生的学费为4

万美金，但是钱不够用，还需要

花大量的精力筹钱。而在我国，

相对发达地区的民办学校每年每

生收费5000元，学校还能盈利。

原来，美国这些精英学校把学费

的很大一部分作为助学金和奖学

金，它们靠社会资助而不是学费

来办学。

现象二

美国一私立高中占地300多

亩，容纳了380名学生。可校长

说学生太多了，他期望的人数是

300人，这才能为不同学生提供

更为个性化的教育。

美国私立中学一般不设行政

班级，实行走班制。教师任课实

行模块分割，一般主讲一门学科

或一门学科的某一模块。必修课

根据学生学业水平，分成不同层

次的班级，打破年级界限，实行

分层教学；选修课则按照学生兴

趣、爱好，在辅导老师的指导下，

由学生自主选择。教师在自己所

任教的教室办公。学生流动，教

师不动，教室固定的“走班制”，

是美国课堂教学的最大特色。

而在中国，如在经济比较发

达的深圳，教育局规定中学每班

限额50人，小学45人，事实上，

多数热门学校班额均超标，一个

班六七十人的比比皆是，很难谈

得上个性教育。不少民办学校的

基础条件较差，只是在一定程度

弥补了义务教育的不足，更谈不

上优质教育。

现象三

美国基础教育阶段课程设置

由学区教育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

决定，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

修课（需要通过高中学业水平测

试取得高考报名资格的课程）与

大学招生资格考试接轨；选修课

则五花八门，完全根据学生兴趣

爱好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

定。美国知名大学录取时特别看

重学生在高中时是否上了难度较

大的课程即AP和 IB，另外，还

十分看重学生的课外活动。在大

学申请表上都有一栏：高中期间

参加过什么课外活动，参与了几

年，担任过什么职务，得过什么

奖励或荣誉，奖励或荣誉是地区

级、州级、国家级还是世界级的。

反思：是什么让美国教育赢

在终点

把学生看作资产而非产品或

顾客

对比中美两国的教育思想和

着眼点，我们发现，美国教育看

似不重结果，不求短期速成，但

却后劲十足，因为无论私立还是

公立学校推行的教育，是把学生

当作一种可以增值的资产。学生

的人生成功是其教育的目标，学

校关心的是学生的整体素质，考

量的是学生的学业水平、课外活

动、为人处世、社会参与等关系到

学生一生成功与否的诸方面因素。

而中国不少学校的教育是急

功近利追求短期效果，把学生当

作是产品或者顾客，更多的是让

学生死记硬背书本知识，取得优

异的考试成绩，满足家长社会的

阶段性要求，而很少考虑学生的

长远发展。部分民办学校更是将

学生当作赚钱工具，把教育看成

这个世纪最赚钱、最保险的行

业。因此，中国教育就走进了这

样一个怪圈：小学老师埋怨幼儿

园老师没有把孩子教好，中学老

师埋怨小学老师，大学老师埋怨

中学老师，用人单位埋怨大学老

师乃至整个教育系统。

美国顶尖大学像哈佛、耶鲁，

基本上全是私立的，主要依靠民

间的财源而不是政府的经费来维

持运转。学校不靠办班、收学费

过日子，主要经费来源是校友的

捐赠。每所名校都有一笔巨额的

捐赠基金，这是学校实力的基础。

美国教育的一个基本理念，

就是让每一个才能卓著的孩子有

机会接受一流的教育，绝不能让

经济条件挡住他们的路，让低收

入家庭的优秀孩子同样有机会上

精英私立学校。按我们一般的看

法，所谓私立学校，就是从学生

身上赚钱。美国的名校则是向学

生身上投资，通过教育，给学生

的心灵留下永久的印迹，奠定他

们一生的事业和生活的基础。这

些学生成功后自会捐助支持学校

的发展。

满足个性化选择的精英教育

早听说美国的私立学校比公

立学校好，但我一直认为这是谣

传。以我在中国的经验，私立学

校有两种：一是贵族学校，收费

奇高，培养出来的孩子从小就自

命不凡，牛气冲天；另一是简陋

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招生对象是

那些因为种种原因上不了公校的

人。可到了美国一看，还真不是这

么回事儿。在主流评判体系里，私

立学校的口碑往往超过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因为是自负盈亏，

因此，规模上要小得多。学校规

模小，是为了提供更加优质的教

育，让每个学生享用更多的教育

资源。并且私立学校学费高昂，

每年动辄3至4万美元，这使得

很多中产家庭对私校望而却步，

再加上残酷的招生淘汰，很多掏

得起学费的家庭也很难轻易把孩

子送进去。基于此，私立学校被

称为“贵族学校”也就不奇怪了。

而我国的民办学校往往想的是如

何扩大办学规模，因为它们是靠

学费生存的。

为保住“贵族”的头衔，或

者区别于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就

势必要在软硬件上强调质量。首

先，私校不论规模大小，师生比

例从不会超过1：10。一个小规

模的四年制私立中学一般只有

200到400名学生，而全校有教学

任务的老师，最少也得有40到60

名。最大的私立中学，学生也不

超 1500 人，而至少有 200 到 250

个老师“伺候”。

与国内的高中相比，这些学

校小而精，每个学生都能得到老

师足够的关注。同时，为了实现

精英教育，在每一门具体课程的

学习中，也要贯彻小班教学的理

念。有一所私立学校，每个教学

班学生不超过10人，甚至只有三

四名学生。每个学生，无论积极

与否，上课时都有发言或被老师

提问的机会。

培养“T”型人才而非“孤

独的专业主义者”

美国知名大学十分看重学生

的课外活动。如果一个学生某项

成绩中等，但课外活动十分出色，

知名大学也会抢。知名大学，如

哈佛极看重一个学生的领导能力，

出色的个性以及特殊的才能。

美国大学的价值取向直接影

响其高中教育。美国私立寄宿高

中的学分课程设置主要分为：必

修、选修、荣誉/高级课程。一些

知名中学在整个高中阶段开设课

程多达300余门。除了每个学校

规定的必修课外，选修课程的设

置可以看出这个学校教育的多样

性。如有些学校在高中阶段开设

建筑、写作、艺术欣赏等诸多选

修课程。

除此之外，AP课程与 IB课

程也是美国高中阶段的特色课

程，尤其是AP课程（Advanced-

Placement），即大学学分先修课

程，其难度相当于美国大学大一

课程。AP课程开设门数越多，证

明这所中学的师资水平越高。AP

课程的成绩达到4分或以上(满分

5分)，就可以冲抵大学学分，美

国大学实行学分制，如果修的AP

课程多，在大学里就可以省钱省

时，提前毕业或修一个双学位。

如此的课程设置，培训出来

的学生基本都是T型人才。用字

母“T”来表示他们的知识结构

特点，“—”表示有广博的知识

面，“|”表示知识的深度。两者

的结合，既有较深的专业知识，

又有广博的知识面，这类集深与

博于一身的人才不仅在横向上具

备广泛的一般性知识修养，而且

在纵向的专业知识上具有较深的

理解能力和独到见解。

中美教育大不同：
中國雙胞胎的不同求學路

据美国侨报网编译报道，

丁轩宇（Ding Xuanyu，音译）

和丁轩城（Ding Xuancheng，

音译）是一对双胞胎，从小他

们的学校、老师，甚至朋友圈

都是一样的。

直到高中，他们的人生轨

迹发生了变化。丁轩城决定留

学美国，而丁轩宇则选择留在

中国参加高考。

据《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网站 28 日报

道，这一选择让这对双胞胎兄弟

过去三年里被分隔在太平洋两

岸，他们也有了各自不同的生活

状态。美中两国申请大学方式的

不同要求已经对他们的习惯和思

维方式产生了一些影响。

丁轩城去年撰写了关于自

己青少年时期的一片论文，使

用英语参加了SAT考试并且在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

ty）暑期班研究时尚，而丁轩

宇则每天花上15个小时在数理

化以及中英语上。

兄弟俩都倾向学习艺术，

但是申请美国大学的要求不同，

让丁轩城有更多的时间发展自

己的兴趣爱好，比如舞蹈、时

尚和画画等。这种分歧甚至影

响到了他们的发型，丁轩宇的

发型更为传统正规，而丁轩城

的则相对要特立独行一些。

同样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俩兄

弟对于自己的理想有着完全不同

的准备。丁轩城说着一口不完美

但是流利的英语，他身上带着明

显的文化混搭的痕迹，会在同

一个句子里融入中国古典诗词以

及21世纪纽约的时尚。

“最吸引我的是融合和比

较旧时和现在的服装款式。”

丁轩城说道：“而且不单单是

中国的古典服装，还包括欧洲

的。这种融合可能是一个全新

的方式。”

丁轩宇也一样，希望能够

有面向世界的视野，但是他对

自己成长起来的国家和文化更

有责任感。

“如果所有人都要去美

国，中国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

发展。”他说道：“如果中国

想要有自己的特色，这里的人

民就应该担负起更多的责任。”

这种责任中有一部分意味着寻

求中国独特的只是传统，并且

依靠其来推动中国的发展。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热

衷娱乐和国际事务。他们的

追求有很多共同性，没有什么

自己的特点。”丁轩宇说道：

“而中国有我们自己的特色，

比如孔子和道教，只是现在

还没有在全世界得到足够的

理解。”

这些对自己未来愿景的不

同直接反应在了这对双胞胎兄

弟在大学的选择上。

美中两国在大学入学上的

差别不用多说。中国父母很多

都将孩子的高考当作一个改变

家庭命运的契机。多年来，高

考都是中国青少年人生路上的

独木桥。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中

国学生开始选择留学海外，其

中很大一部分选择了美国大

学。而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

影响，缺少资金的美国大学也

敞开了大门吸引国际学生。

恰巧这段时间，中国一批

人将美国大学文凭视为一项颇

有价值的投资。中国留美的学

生近些年来一直以两位数的比

例在增长。2014-15学年，留美

的中国学生数量达到创纪录的

30多万，是排在第二的印度的

两倍还多。

对这些选择留学的学生来

说，对高考的恐惧是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比如丁轩宇，在提

到自己每周的日程表的时候，

他就有些痛苦。以中国标准来

说，丁轩宇所在的学校相对自

由。作为全中国最好的高中之

一，该校要求学生多参与体育

锻炼，而且比起如何应付考

试，也更注重教学内容。不

过，丁轩宇很适应中国学校的

这种竞争。

“就算我有某方面做得不

够好，或者在一次考试中表现

不佳，不管我喜不喜欢都没有

关系，我还是会继续努力。丁

轩城则不一样。”丁轩宇说道。

虽然避开了中国的高考，

但是丁轩城很快感受到了想要

申请美国大学的复杂度，除了

各种测验，还要求有课外活动

表现、个人陈述以及推荐信。

这三项要求对中国的教育体系

来说完全是陌生的，让很多学

生和家长都无所适从。

丁轩宇幸运的是，这些年

来，随着中国申请留美的学生

数的暴增，相关的中介服务机

构也越来越多。他就找到了一

家顾问公司，帮助他校正个人

陈述。他申请的学校包括纽约

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

na-Champaign）以及华盛顿大学

等。如果成功入学，光学费他

可能每年都要花上 45000 美

元。而丁轩城在中国的目标大

学每年学费仅需要750美元。

他们的母亲温迪王（Wen-

dy Wang，音译）有过海外经

验，因此很支持丁轩宇留学美

国的决定。2013年，她曾担任

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那段

经历从很多方面都对她造成了

“很大的改变”。

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生

活，丁轩城表示自己对于在一

个新的国家就读一间新学校让

他有些紧张。“不过，这也是

我感兴趣并且为之兴奋的。”

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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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初，我经历了事业爱情的

双失败，情绪低落，在家无所事事。

发小小春得知我的情况后，打来电话

说他在南宁做工程，让我过去帮忙，

一个月5000。

第二天凌晨5点，我就到了南宁

。小春带我到了青秀区的某个居民小

区。客厅里有很多人，大家都十分热

情，指着茶几上的水果瓜子，叫我随

便吃不要客气。

稍作休息后，我和小春一起去菜

市场买菜。

途中，我问小春：“你不是做工

程的吗？怎么没看到工地？”

“其实我在做生意，一个稳赚不

赔的买卖。今天你先休息，明天我带

你去上课。”小春说得很神秘，我有

点怀疑是传销。

中餐很丰盛，一共有10个菜。

“你知道为什么刚好做10个菜吗？

”小春问。

我摇头。

“10个菜代表十全十美，然后我

还做了一盘红烧鱼，代表年年有余。

”

小春越是这样说，我心里越是七

上八下。

吃完饭，我假装接到一个电话，

然后对小春说：“一个朋友在家里给

我找了份工作，一月8000。今天我就

回去了。”

小春看出了我的顾虑，直截了当

地说：“我知道你是怀疑我在做传销

。既然咱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哥们，要

不你就留下来，帮我看看这到底是不

是传销？”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到彼此的

感情，加上我走南闯北数年，是否是

传销大抵分得清楚，很自信自己绝不

会被洗脑。

第二天早上，小春带我去上课，

是一对一的形式。

给我上课的是位女生，24岁左右

，小孩已经3岁，一家三口都住在这

里。

她给我和小春倒了茶，随后拿出

一支笔和一张纸。她一边画图，一边

给我讲：“这份生意是响应国家西部

大开发而形成的，自愿连锁经营模式

，纯资本运作，五进三阶……”

“现在投资21份，一份的价格

是3300，两到三年后回报1040万。

当然你花了69800以后，我们马上会

退还19800，让你有生活费，可以继

续学习。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必须再

叫3个人过来，让他们成为你的下级

……”

这不就是传销吗？我心想。

女生讲完，应该是等着我提问题

，却没想到我一直缄默不言。

“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别让讲

师等着，等会她还有课呢。”小春在

一旁催。

“蛮好的。”我答道。

小春火了，“什么是蛮好？”

“这是一份不错的生意。”

“那你想不想做？”

“想做，但是我没钱。”这个理

由对于我来说再恰当不过。

“那你还是不相信。若是一个人

都知道两三年后能赚1000多万，那

么他现在就是卖房卖肾都会做。”

中午午休过后，我和小春又去上

课。

走在小区里，小春遇见每个人都

会和对方热情打招呼：“早上好。”

小春解释道：“早上好的意思是

早上总，这是祝福人家。上总了就是

当上老总了，可以住到市区，每月有

十几万的工资。”

“嗯。”原来这些人都和我一样

，是去上课。

第二个讲师是一位40岁的中年

男人。给我们倒茶时，我发现他的左

手没有小拇指，伤口齐整。

他没有继续讲“生意”，而是讲

起了自己的故事。

他是上门女婿，在妻子家里抬不

起头。做了很多次生意，但都以失败

告终。后来在一家水产中心摆摊卖螃

蟹，一年能赚10多万，但他并不满

足。

当得知世界上有一种“生意”只

出69800，两三年后就能赚到1000多

万的时候，他准备出售摊位。妻子不

愿意，无数次争吵后，还是无法让妻

子理解。他愤然到厨房里拿起菜刀，

手起刀落，剁掉了自己的小拇指。

离婚后，他拿着10万块钱，马

不停蹄地来到南宁，开始做起了“生

意”。

他问我：“你说，假如我赚到

1000万后，还会要我的老婆吗？不，

是前妻。”

我说：“会要吧？毕竟你们有个

10多岁的孩子。”

他摇头，“不会，一个跟你没有

共同理想的人，你要她干嘛？”

第3天，小春继续带我上课。

上午是一个女孩，大概25岁的

样子。被男友抛弃后，来到南宁开始

做“生意”。她和男友是大学同学，

毕业后一起在深圳工作。但深圳房价

太高，像他们这样的外地人根本买不

起房，好在他们感情不错。

两年后，男朋友找了一位富婆，

和她分手了。“我找到了有钱的女人

，你再找个有钱的男人，这样咱们就

都不用过穷日子了。”

她心情很差，后来经同学介绍，

来到南宁。

“你也是刚刚失恋吧？心情肯定

不好，但是社会就是这样，男人嫌女

人没钱，女人同样也嫌男人没钱。”

她接着说道，“到时候等我赚了1000

多万，我肯定要开辆宝马从前男友身

边经过，让他后悔一辈子。”

她问：“假如是你，你会这么做

吗？”

我说：“干嘛要这么做？曾经爱

过的人，就算她伤我再深，我都愿意

在最后祝福她。”

她话锋一转，“我跟你说这么多

，其实就是想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需要通过自

己的努力赚钱，赚到钱后爱情就会不

期而遇。”

“现在投资21份，一份的价格

是3300，两到三年后回报1040万。

”“现在投资21份，一份的价格是

3300，两到三年后回报1040万。”

下午，讲师是一位20多岁男生

。他的茶几上放着一本丁远峙的《方

与圆》。

他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农村，父

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年到头只能

挣上几张干巴巴的钞票。所以，他发

誓这辈子一定要赚很多钱，让父母享

福，让后代过好日子。

他说：“每个年轻人都应该有这

样的梦想，这样人生才有意义。”

他又说：“人应该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我不置可否。

晚上吃完饭，我们坐在沙发上聊

天。

“听课听得怎么样？”小春问我

。

“蛮好的。”

“那你想不想做这个生意？”

“当然，不过我确实没有钱，再

说，家里也没存钱。”

“那你还是不认同这个生意。认

同了，就会想办法凑钱。曾经有一个

哥们，看准了这个能赚钱，就坐在十

楼的天台上跟父母打电话，如果不汇

钱过来，他就跳下去。”小春说道。

第4天，不再是讲故事，而是开

始阐述“生意”的合法性。讲师是一

位文质彬彬的眼镜男生，上来就问了

我很多问题。

“钱是由中国四大银行汇入转出

，这么多笔69800，中国网监和银监

能不知道吗？”

“如果说这是传销，那么这么多

人被骗了69800，他们难道不去政府

上访？就算当地政府不管，那就不知

道去北京？”

“在我们这里不到1000米的地

方就有驻军部队，为什么他们没有抓

我们？或者驱逐我们？”

“凡是加入这个生意的，手机都

会有短号，通话一分钟，其实不是60

秒，而是100秒，这说明其实国家是

暗地支持这个‘生意’的。”

听到这里，我实在没忍住，犯一

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开始和他争论

起来，说出了自己的怀疑。

我问：“那为什么没有国家的红

头文件？”

他答道：“其实这是国家在帮助

一些胆大的、有魄力、有助于国家发

展的底层人才，因为这样才能解决贫

富不均。如果有了红头文件，那全中

国的人都来了，赚到1000多万还有

什么意义呢？”

下午讲课的是一位年纪稍大的男

子。

我和小春一落座，他就拿出一份

南宁地方的红头文件。大致内容是鼓

励外地人来广西发展，为西部大开发

添砖加瓦，只字未提“生意”。

而后，他从珠三角讲起，再到长

三角，最后讲到西部大开发对中国的

重要性和战略性。“数年后，南宁就

会像现在的深圳和上海一样。”他斩

钉截铁地说。

晚上，小春带我到小区的广场里

闲逛。

广场上，一群外地人正拖儿带女

地玩耍，操着各自的家乡话。听口音

，大概有四川人、湖北人、湖南人、

河南人、重庆人。

“你说，如果没嫌到钱，他们这

些外地人会一家人都来这边吗？没有

钱他们怎么生活？”小春看着我说道

。

第5天早上，小春说今天不带我

上课了，改去南宁市中心玩一圈。

在南宁市中心五象广场上，小春

指着一侧的台阶，“你看那个台阶，

每阶有5级，一共有3阶，寓意着五

级三阶制。”

接着，小春指着五象广场上的灯

柱，笑着说：“一共是21根，寓意

着21份‘生意’。”

随后小春带我来到南宁国际会展

中心，介绍说：“这里是党和国家领

导人与东盟各国领导人开会的地方。

”

后来我们还到了南宁领事馆区和

南宁规划馆。路上，小春一边介绍西

部大开发的重要性，南宁未来的发展

趋势，一边说着这个“生意”与南宁

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趟下来，我们碰到了很多操

着外地口音，像我一样来了解“生意

”的人。

晚上，我住的房间里来了很多人

，大家围在沙发周围，我坐在沙发中

央，开始了新一轮关于“生意”的争

论。

我还是太高估自己了。

争论了不过短短两个小时，我真

的对这个“生意”的态度就发生了

180度的转变，感觉1000万就像身旁

唾手可得的苹果，只要我一伸手就可

以拿到。

第二天，小春再次带我来到南宁

市中心，跟“老总”——小春的上级

见面。

地点是一家西餐厅的包房，来的

是兄妹三人：已经“上总”的妹妹和

她的两个哥哥。一位是暴发户打扮，

戴着劳力士手表和小拇指粗的金项链

；一位穿着唐装，戴着檀木手串。

妹妹先给我看了一份中国银行汇

款小票，说这是她每月汇款给她妈妈

的记录。基本上每月都有三万左右，

总共10多张。

“我算了一下，从我上总后，我

总共汇给我妈46万。你说我究竟赚

到钱没有？”

接着，暴发户打扮的男士开始讲

自己的故事。他原是东莞一家加工厂

的老板，每年能赚100多万。但是为

做这个“生意”，他关闭了工厂。现

在在南宁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每年

至少能赚千万。

穿着唐装的男士说自己原先是

安利中国公司的副总，后来了解到

这份“生意”，决然辞职。现在开

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每年也能赚

千万。

我听得热血沸腾。虽然很想做

“生意”，但自己手头上确实没钱。

一群人开始给我出主意，叫我打

电话给父亲。当然不能说是做“生意

”，而是编一个合适的理由，先骗他

过来。

小春了解我的父亲，把一切有关

他的信息都吐露了出来，人品、性格

、教育程度、家庭环境、经济基础、

父子关系等等，以求突破父亲的弱点

。

我打电话给父亲，骗他说自己在

南宁找到一位漂亮的女朋友，女方的

家长想见男方家长，讨论一下结婚的

事宜。父亲相信了，答应第二天就来

南宁。

小春为了稳妥，还打电话把自己

的父亲从广州叫了过来，他父亲也在

做“生意”，而且和我父亲是很要好

的朋友。

第二天，小春父亲先到。大家聚

在一起，再次分析了父亲的性格和弱

点。最后得出结论，父亲是一个好面

子的人，只要把他架着，他就不好下

来。

可我父亲来后，并没有按照他

们的预期发展。他即不上课，也不

给任何人面子。在得知我骗他后，

和我争吵起来。

“儿子，都怪爸爸没用，给你

挣不到1000万。但不管你有没有工

作、有没有钱，爸爸也是爱你的。

”说到最后，父亲叹了口气。

看着父亲，我的心一瞬间软了

下来。第二天，便跟着父亲一起离

开了南宁。

傳銷七天，我以為自己不會被洗腦



BB55人在美國
星期一 2018年2月19日 Monday, February 19, 2018

剃光头去印度修行

24岁我去印度修行，呆了3个月

。去之前我把头剃光，我在朋友圈里

发了剃光头的照片，朋友说：你失恋

了吗？你要出家了吗？其实什么都没

发生，我想了解瑜伽，想去印度看看

，阴差阳错剃了光头。

我上学时瑜伽刚兴起，我身体不

是特别好，肠胃不好，有过敏性鼻炎

，接触瑜伽后都变了，外在疾病好了

，内在心理素质提高了，我学会控制

情绪，整个心态不一样了。

我去修行，所有人都很惊讶，我

去不丹、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

想去了解当地的传统瑜伽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跑去那里修行

。

瑞士凯诗是喜马拉雅山一个小镇

，披头士乐队去过那里修行，那个镇

很小，家家户户都设有瑜伽馆，随便

遇到一个人都是瑜伽大师，我挨家挨

户去上课。我穿着臧红色袍子，一出

门就有人问我，你是哪家寺庙的？

我走了印度北部和南部，在恒河

边，我看见河上焚烧尸体，狗舔着尸

体，尸体放在木柴架上烧，灰烬撒到

恒河里。这里的人从生到死都在这条

河上，人们在河里给出生婴儿洗澡，

男男女女在河里洗澡，洗衣服，拿河

水做饭，整个瓦拉拉西城的供水都来

自恒河。当地人觉得无所谓，但我眼

泪都快掉下来，觉得人生很短暂，就

像一场戏，恒河把人生从生到死全部

演绎完了。

然后我去了南部，在奥修静心中

心呆了十多天，全球不同的人去那里

学习，我每天冥想。在那里的经历把

我吓倒了，我看到我的一生，我的灵

魂与我对话。我们害怕，我们孤独，

我们在世上是一个过客。我还了解到

每个灵魂是平等的，释迦摩尼的极乐

世界是祥和的，不像我们生活里有黑

白对立，我感受到祥和喜乐，那个极

乐世界不是多快乐，而是祥和，就像

安全感包围着的婴儿。

我们的灵魂在极乐世界的空间里

是平等的，但我们在当下生活中要扮

演各种角色，我们不自信、不安。我

感到自己强大了，那一瞬间，我感到

自己能量很强大，即使我穿着破烂衣

服，我也不会感到不自信。我感受到

大爱，你爱的人恨的人都不重要了，

只有大爱，我明白了我要教瑜伽。

当背包客周游世界

我是西安人，14岁就离家上学和

打工，那个年龄本来是受父母呵护的

，我一个人到西安附近的学校学音乐

，自己打工赚钱，想减轻家里负担。

18岁时我去厦门，在那里开瑜伽

馆，有时候同时打3份工，卖保险、

在商店里卖工艺品、去酒吧驻唱，唱

张惠妹和邓丽君的歌。音乐刚开始是

我的专业，我从小喜欢蹦蹦跳跳，也

学舞蹈，但没下很多功夫，我当时想

得更多的是生存糊口，赚更多钱改善

家里经济状况。我赚了钱大部分寄给

父母，每年我带父母去旅行，把他们

安顿好了，就自己去旅行。

从印度回来后，我去了上海、武

汉教瑜伽。接着我想给自己放长假，

去环游世界，走一两年，去感受这个

世界，去寻找以后人生要怎么走。

我先去美国西雅图和中西部，然

后去墨西哥、危地马拉、加勒比海、

古巴、海地、多米尼加、波多黎各、

阿根廷，南美洲绝大部分国家都去了

，最后去了南极，在南极画了个句号

，然后我回国过年。

一路上我搭顺风车，睡车站。在

巴拉圭遭遇了一次惊险。巴西与巴拉

圭只隔了一个桥，巴拉圭跟中国没建

交，当地有人告诉我，走过去没关系

，我想走过桥去看一眼，还没踏进巴

拉圭领地，有个穿制服的人从保安亭

走出来，叫我出示证件，我后来才吸

取教训，不能随便给人看你的证件。

那人拿过我的护照问，你有没有我们

国家的签证？我说对不起，没有，我

这就回去。他没收了我的护照，把我

关进小屋里。我是背包客，我刚走到

门口，还没踏进去，可是就这样被关

起来。

那个保安说，你要走可以，交钱

，交8000美金。这是明抢，我把钱包

拿出来给他看，只有几十元。他说，

给你朋友打电话，叫他们来交钱。然

后他不理我，走了。

我想如果我死了都没人知道。还

好，我的手机开国际漫游，我灵机一

动，给巴西中国领事馆打了电话，问

能不能帮忙。领事馆的人说，我们没

建交，你去那里干吗？领事馆找了巴

西一个华侨帮我，那个大姐住在桥对

面。她在电话里臭骂我一顿，她说你

没签证过去干吗？有人被讹诈了好几

万，还关监狱，有多少人栽在那小屋

里，如果他们看到有人来了，会要你

10万8万，人一去了就没完没了。

没一个人帮我，怎么办？那个保

安问我，你朋友来了吗，拿到钱了吗

？我说，没人肯帮我，我也没钱。我

以为我会死在那里，死在第三世界国

家。

过一会儿他又来了，我哇一声就

哭了，我委屈极了，一把鼻涕一把泪

，说话语无伦次，我只有一条命，你

想怎样就怎样吧。那个保安叫我签一

份文件，是西班牙语，我看不懂，我

说这是什么，他不告诉我，我想签就

签了吧，我以为是送我去监狱。签了

字，他叫我出去，还把护照还给我。

我想，怎么这么轻易就放我走，于是

我撒腿就往巴西跑。我以后再也不去

鸟不拉屎的小国了。

旅行期间我做沙发客，我发20个

电子邮件，可能有2个接收我，沙发

客省钱，而且能真正融入当地人的生

活，我只有找不到接待的人，才住旅

馆，80%情况下睡人家的沙发，总共

睡了几十个沙发。有些人带我去见朋

友，有些成为我的朋友，现在还有联

系。头一两次当沙发客，我也觉得危

险，但我们在网上联系，都有经过认

证，你去了如果觉得不好，第二天可

以走人，偶尔碰到有其他企图心的人

，我会婉转地回绝。我尽量找女的，

或者夫妻有家庭的，以及接待过很多

人的。

背包客不想结伴，可能是因为喜

欢那种孤独，出了门各走各路，很少

拉帮结派，但到了一个地方，比如青

年旅馆，会互相交流信息，接着走自

己的路，不会说一起走嘛，这就是背

包客和游客的区别。

立志当瑜伽和心灵导师

本来我想去非洲和欧洲，但我想

暂停。经过一年的旅行，我感到这个

地球很小，一下子就走完了。每个国

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肤色

，但我们都有个相同点，我们都有爱

心，我碰到很多好心人，更多是帮助

我的人。无论在哪个国家，真有人过

着你想要的生活。我想，还是要相信

美好，不要放弃，你想要的美好，如

果不放弃，还是能实现的。

走了一年后，我遇到了一个瓶颈

，我看到什么景色都差不多，我越走

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这个世界需

要我去了解的太多，我感到自己的无

知。我想停下来，学些东西，再走走

。这个地球有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

，我要规划一下，充实自己，想想未

来做什么。我想，等我下次去旅行，

我能为别人带去什么。

2016年 3月，我来到纽约。纽约

有全球最好的瑜伽老师，我梦想到全

球上课教瑜伽，先要好好学英文，未

来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教课。

我申请了皇后学院，将来可能会主修

心理学。我也在曼哈顿学瑜伽，考了

各种资格证件，现在有培训老师的资

格。现在边学习边做兼职，上一对一

的瑜伽课，也到公司给员工上瑜伽课

。

练瑜伽刚开始是肉体的痛苦，身

体打开后你的感受就不一样。瑜伽包

括身、心、灵，三个境界，首先练身

体，然后感受瑜伽带来的喜悦，身与

心的结合。

在印度修行时，我觉得我感悟了

，但那是短暂的，我还会回到平常的

状态，但我学会应付，学会处理生活

中人与人的关系，修炼不是到庙里不

受干扰，在红尘中才是真正的修炼。

有时你想抓住什么，反而抓不到

，我们经常身心分离，瑜伽让我们身

心联结起来。我现在喜欢冥想、打坐

，我不跟自己较劲，生活不可能没有

麻烦，问题是怎么看待这些麻烦。

有个十多岁的孩子问我：为什么

瑜伽能让心灵产生改变？我说，我们

一直处于身心分离的状态，但你的思

想会跟体势走，我们的意念会跟着体

势走，你的身心达到连结，你就会看

到你的心了。瑜伽提醒你关注你的心

，你会往心里深挖，让我们的心更放

松。

我与瑜伽有缘，这条路就走下去

。我想当心灵导师，让瑜伽改变人的

身体和心灵，我希望到全世界上课，

帮助人们从内心解决困惑和痛苦，这

是我的使命。

周游世界的女孩丁雅兰
丁雅兰，24岁那年剃了光头去印度修行，在恒河边上感悟人生短暂如同一场戏，在修行中心感悟到众生平等，接着花一年

时间周游世界，两年前来到纽约，立志当一名瑜伽和心灵导师，希望将来到全世界各地教瑜伽。我们来一起听听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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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广东多地法院对一批涉

黑涉恶案件进行公开宣判。其中，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志伟等16

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等罪一案进行二审宣判，判处

主犯陈志伟死刑，缓期2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

人民币1000万元，罚金人民币1820

万元；分别判处其他罪犯15年至2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广东省高院查明，陈志伟于

2002年在广州市原芳村区经营迪士

高酒城、酒店夜总会、游戏机室、

网吧、餐厅期间，纠集多人在经营

场所纵容毒品贩卖、游戏机赌博，

牟取非法利益，建立黑社会性质组

织，有组织地实施盗窃、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开设赌场、敲诈勒索

、容留他人吸毒、行贿、绑架、高

利转贷、窝藏、包庇、妨害作证、

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等一系列违法犯

罪活动，严重破坏了公共秩序，社

会影响极其恶劣。

法院认为，陈志伟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该组织成员故

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一

人重伤、多人轻伤；开设赌场，情

节严重；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

巨大；多次寻衅滋事，严重破坏社

会秩序；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

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给他人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指使他人作

伪证，情节严重；容留他人吸食毒

品；盗窃国家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

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情节严

重；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

凭证，情节严重；为谋取不正当利

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并

在其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之前，非

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殴打被非法

拘禁人员，应当从重处罚；其行为

已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故意伤害罪、开设赌场罪、敲

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高利转贷

罪、妨害作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

、盗窃罪、窝藏罪、故意销毁会计

凭证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上

诉人陈志伟犯罪性质恶劣，危害后

果严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

分子，应予严惩。

12日，广东省阳西县法院对林

水涉黑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

、抢劫罪、开设赌场罪，数罪并罚

，判处林水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

。

法院查明，自2000年起，林水

参加了以郑运坚为首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在阳西县境内进行开设地下

赌场、寻衅滋事、故意伤害他人、

强建电站、强买山林，以暴力垄断

勒螺收购生意等行为，获取非法经

济利益。2005年，林水等人又在溪

头镇开设地下赌场牟取巨额非法利

益；以暴力或暴力胁迫的手段垄断

当地勒螺收购市场，强买强卖，造

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法院认为，林水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参与故意伤害致一人死亡

，伙同他人持枪、刀抢劫他人财物

，开设赌场，分别构成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

抢劫罪和开设赌场罪，严重

损害当地群众利益，造成恶

劣社会影响，依法应予严惩

。

12日，广州市白云区人

民法院对吴志杰等三人抢劫

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

抢劫罪判处被告人吴志杰有

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

金。

法院查明，2016年4月至

2017年4月间，吴志杰等人

多次于凌晨在广州市白云区

持刀、棍等作案工具抢劫公

民财物，共劫得多辆摩托车

，并将一人殴打至轻微伤。

法院认为，吴志杰等人

多次结伙持械抢劫公民财物

，已构成抢劫罪，严重扰乱

治安管理秩序，社会影响恶

劣，依法应予严惩。

12日，广州市番禺区法

院依法对何振昌等 12人开

设赌场案一审公开宣判，判

处被告人何振昌犯开设赌场

罪及行贿罪，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

，罚金 30万元；判处其余

11人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两年四个月至一年不等，最高

罚金12万元。

经查明，2013年下半年至2017

年春节期间，被告人陈江仔、梁树

添、陈浩源及何某某等四人（均另

案处理）对外称“南浦公司”股东

，利用其在番禺区洛浦街南浦一带

的势力及影响，长期于南浦某村街

开设赌场。2016年底至2017年春节

期间，被告人何振昌伙同郭仲文，

加入所谓的“南浦公司”成为股东

。该赌场持续“运营”二十余天，

聚赌人数每天有10至30余人，何振

昌从赌场分红获利6万元。

另外，早在2016年7月，何振

昌就伙同李某（另案处理）一起租

用卢某某（另案处理）位于番禺区

洛溪附近的一块建筑工地开设赌场

，每晚聚赌人数有10至20余人，何

振昌在该赌场入股并参赌约十天，

获利分红约人民币2万元；2016年7

月间，何振昌与陈伟垣为牟取非法

利益，还合作进行网络赌博活动。

黑头目身涉13控罪 二审被判死缓 优酷、爱奇艺
传播儿童邪典
被依法查处
据 中 国 扫 黄 打 非 网 消 息 ， 近 期 ，

按 照 全 国 “ 扫 黄 打 非 ” 工 作 小 组 办 公

室 的 部 署 要 求 ， 广 东 、 北 京 两 地 “ 扫

黄 打 非 ” 部 门 深 入 查 办 涉 儿 童 “ 邪 典

” 视 频 案 件 。 在 依 法 从 严 查 处 广 州 胤

钧 公 司 的 同 时 ， 对 与 该 公 司 开 展 业 务

合 作 并 提 供 传 播 平 台 的 优 酷 、 爱 奇 艺

公 司 ， 为 该 公 司 提 供 传 播 平 台 的 腾 讯

公 司 立 案 调 查 ； 对 百 度 旗 下 “ 好 看 ”

视 频 存 在 传 播 儿 童 “ 邪 典 ” 视 频 内 容

立 案 调 查 。 北 京 、 广 东 两 地 文 化 执 法

部 门 近 日 作 出 相 关 行 政 处 罚 ， 责 令 上

述 互 联 网 企 业 改 正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 警

告并处以罚款。

经查，广州胤钧公司在未取得行政

许可的前提下，擅自从事网络视频制作

、传播活动，用经典动画片中的角色玩

偶实物及彩泥粘土等制作道具，将制作

过程拍成视频，或将有关成品摆拍制作

带有故事情节的视频，上传至优酷、爱

奇艺、腾讯等视频平台。该公司 2016 年

11 月分别与优酷、爱奇艺视频平台签订

合同，利用“欢乐迪士尼”账号上传视

频，从中获利 220 余万元。经审核鉴定

，其中部分含有血腥、惊悚内容。2 月

5 日，该案在文化执法部门前期调查取

证的基础上，已由广州市天河区公安机

关刑事立案查处。2 月 6 日，广州市天

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吊销了该公司

营业执照。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负责人表

示，对制作传播妨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有害信息行为，将坚决从严打击，无论

涉及什么企业，一经查实，绝不姑息。

各互联网企业务必履行好主体责任，深

入开展自查清理，不给淫秽色情、低俗

暴力、血腥恐怖等有害信息提供任何传

播空间。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将继

续开展“护苗 2018”“净网 2018”专项

行动，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活动，欢

迎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举报，提供相关违

法活动线索。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举报中心电话 12390，或通过中国扫黄

打 非 网 、 “ 扫 黄 打 非 ” 微 信 公 众 号 或

“扫黄打非”客户端在线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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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到 www.judgechang.com 網站閱讀張法官競選訊息幫忙助選 

請將神聖的一票投給張法官. 預祝Theresa Chang 連任哈里斯第二號庭縣法庭法官! 

Pol. Ad. Pd. For by the Theresa Chang  Campaign 

共和黨初選 
02/20/18-03/02/18 (提前投票日)  

03/06/18 (週二) (最後投票日) 

 

 
請將選票翻到 

“共和黨-法官,第2號庭縣民事法庭”
那頁，即可投給  

Theresa Chang （張文華） 

(請參考選票樣本如右） 
 

 

張法官的服務成績 
 

保护宪法和公民权利. 

公平高效断案. 

自上任后减少法庭积压案件 

45%. 

上诉率小于1%. 

休斯顿律师协会投票哈里斯
郡民庭法官第一名. 

每一張神聖的一票都可決定勝負 
 

 

請細聽張法官自述2012年初選的險勝經驗 ...  
 

在2012年的黨內初選,總共有十二多萬選民投票,我只贏了

265張票.若非愛戴我的選民對我的支持,瞭解每人選票的重
要性,我就無法獲得過去六年這難能可貴的服務經驗. 
 

2012年初選結果:我得62103票;我的對手得61838票. 
 

請務必把神聖的一票投給我,讓我繼續為您服務! 

 

 

Early Voting Hours of Operation  

提前投票日及時間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3599 Westcenter Drive, Houston, 77042 
 

Alief  ISD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4250 Cook Road, Houston, 77072 

Early Voting Locations  

提前投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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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敏】“徐老師，思思拿到了600美元
的獎金，謝謝你的辛苦付出，和您分享快樂。
”

1月19號早上，當我打開微信，看到黃繹
思媽媽發來的消息，驚喜不已！我回复：恭喜
思思！這是她勤奮學習的結果，也是堅持努力
的成果!祝賀她！

榮耀，是勤奮
和努力、刻苦和堅
持後的實至名歸。

我為黃繹思慶
賀的同時，不由得
去翻看那些年在休
斯頓大學亞美研究
中心舉辦的“漢語
水平考試頒獎大會
”上，我和我的學
生們走上領獎台的
一張張照片，去翻
閱我們的獲獎感言
。想起一年年走進
我 HSK 課堂的孩
子們，想起一個個
走近中國去遊學的
獲獎者。

漢語水平考試
（HSK）是中國國
家漢辦組織研發的
一項國際漢語能力
標準化的考試。是
針對中文非第一語
言者設計的國際標
準化考試，性質類
似於“英文托福考
試”。其成績可作
為去中國遊學、留
學和企業等用人的
重要依據。

我從2003年秋
開始執教 HSK 與
至今已整整 15個
年頭了。長期的教
學實踐，摸索出了
一套行之有效的輔

導方法。針對學生的基礎不同，來源不同，對
漢字的掌握、詞彙量的積累、語法知識的理解
程度不同，我努力從中找出這些問題的癥結所
在，並採取相應的措施。亞里斯多德說：所有
的知識都是彼此相關的。

HSK的題型、結構和考試方式對學生來說
是一種全新的知識。如何幫助他們從已有的知

識中找到一些與之有關聯的東西，使他們在接
受這些新知識的同時發現自己的潛能，樹立起
學好HSK的信心並通向成功之門。那麼，教師
就是那一把幫學生去打開成功之門的鑰匙。

為此，我對每一堂課都作了精心設計和安
排，本著因材施教，因人而異的原則來展開教
學活動。一方面著重於輔導學生理解和分析題
目的技巧，教授他們如何在有限的時間里以最
快的速度找出正確的答案，胸有成竹地去應考
；一方面注重於啟發與激勵，最大程度地鼓勵
學生挖掘能量，勤於思考，擴展思路，幫助他
們在完成個體運作的過程中解決疑難問題。鼓
舞每一個踏進我教室的學生，給予他們積極的
期望。告訴學生，我為他們設置了一個成功的
起點，表述自己能幫他們做到什麼，他們能從
整個學習期間得到什麼的期許。從而，點燃了
學生心中的火花，師生鼓足了勁，為實現共同
的願望而不懈努力！

“實踐出真知”學生們懂得了題意，掌握
了識題解題的技巧，做題的速度加快了，解題
的準確率也提高了，激發了學習興趣。其實，
學生不需要一味地被灌輸，而是需要受到適量
地啟發和鼓舞。引導他們積極開動腦筋，在收
穫中感受學習的樂趣，達到自己想要的目標。
一個寬鬆和諧的學習氛圍，永遠是學生們所嚮
往的願景。學生的熱情和老師的熱情是相呼應
的。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你充滿熱情地教，學
生就一定會熱情高漲地學。每當看到他們為自
己答對了一道題，攻克了一道難關而欣喜雀躍
，每當教室裡洋溢著師生互動學生互幫的熱烈
場面，每當一個個獲獎的消息傳來，我們所有
的努力和堅持也都值得了。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漢辦設立獎學金的7
年中，我的學生全部獲得了不同級別的A級證
書。其中，有的獲得了滿分（300分為滿分）有
的獲得了 299 分、297 分和 387 分、390 分
（400分為滿分）等接近滿分的好成績。一年又
一年，孩子們的考分，平均都在280分、375分
以上。

北京語言大學的薑麗萍副教授說：“隨著
中文熱的持續升溫，學漢語的人越來越多，參
加考試的人也越來越多。很多老師能教HSK，
但是在海外，能夠向徐敏老師這樣，經常能教
出滿分學生實屬難能可貴。徐老師一定不是讓

她的學生為考試而學，一定是在平時的教學中
進行了紮實的基本功訓練。”姜教授的話道出
我切實的感受。我認為：教師在教學中必須培
養和訓練學生的基本功，從書寫到字詞、從認
讀到熟讀、從語法到寫作，都要環環相扣、節
節關聯。這樣學生才能學得紮實，才能不斷進
步，才能在HSK領域有所發揮、有所成長、有
所成效。

學生們在北京語言大學、民族大學、上海
復旦大學遊學期間，得到了別有洞天的中華文
化的熏陶。每天上午學院老師上課，下午語言
夥伴陪同遊覽名勝。在多元化的教學中，孩子
們領略了漢文化的意味和趣味，體悟漢語的可
親可愛，享樂到集美的中華禮遇。他們曾在國
慶前夕，觀摩了在天安門廣場操練的鏗鏘有力
的隊形；在奧運會即將開幕的日子裡，感受了
激盪在北京城的“奧運雄風”。在上海熙熙攘
攘的城隍廟裡，品嚐小吃漫步豫園；在黃浦江
畔，聆聽外灘的今昔對比。孩子們在美景風光
、美食文化的鑑賞中，加深了對中國的認知和
喜愛，激發了進一步走近中國的興趣。回美後
，滿分者張凱立信手書寫《走近中國》。文中
記敘了在中國的經歷和感受，以及學會漢語和
運用漢語的體會，字裡行間洋溢著對中國文化
的嚮往之情。另一位滿分得主豐大聖的感言
《有志者事竟成》情真意切，有理有據，讀來
感人。這兩篇美文，被《北美月刊.語文報》選
入刊登。有了動力和嚮往，他們把目標投向了
下一個更高層次的學習。果然，經過又一年的
努力，多名考生實現了再度赴華遊學的獎學金
！

我為我的學生而驕傲！為他們的堅持而感
動！

“一份耕耘一份收穫”當一張張獎狀捧在
我的手中，一束束鮮花獻到我的面前，一聲聲
讚揚聲縈繞在我的耳畔，真是感慨萬千!考試能
檢驗學生的學習效果，更能檢驗教師的教學效
果。實踐證明，只有教師做到最好，學生才有
可能做到最好。只要全力以赴，就會出現意想
不到的收穫和奇蹟。我和我的HSK學生們享樂
著付出後的美好！收穫著堅持後的成果！工作
中，再也沒有比自己盡心盡力有所收穫更欣慰
的事了。

我和我的我和我的HSKHSK考試的學生們考試的學生們

黃繹思黃繹思，，榮獲漢考國際榮獲漢考國際““HSKHSK 44--66級高分獎學金級高分獎學金””活動的獲獎者活動的獲獎者，，獎金獎金
為為600600美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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