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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好友发来自己裸照

2016年 2月，浏阳市邹先生打开微

信好友发来的链接，看到了自己的裸照

，这让他惊恐万分，没想到与人裸聊的

视频会被人利用。邹先生选择了沉默，

按对方要求汇款了2万元。但这并未结

束，后对方又以不雅视频未被删除干净

为由，再次找他要钱。这一次，他选择

了报警。

浏阳警方侦查期间，长沙、浏阳警

方又接到多名被害人报警。随着案件侦

查工作的深入，警方发现该案的犯罪嫌

疑人均身处国外，窝点隐秘，人员流动

大。向上级汇报后，公安部将此案列为

专案督办。

承办检察官介绍，该案多数被害人

在没有防范的情况下和对方裸聊，并被

录制视频，但陪聊者的脸则不会出现在

视频中。在此情况下，大部分被敲诈人

员会按照对方要求付款，一般情况下是

几万元。

该犯罪集团自2016年2月以来，黄

贤辉、黄锡杰、戴小丽(均在逃)等人组

织陈勇、童仲凯、陈泽青等骨干成员，

招募何文君、卢倩茜等KTV、夜场工作

人员，在柬埔寨金边、西哈努克市、贡

布市等地建立3个电信网络犯罪窝点，

租用香港服务器，建立网站，诱导被害

人微信裸聊，通过截取不雅图片，以将

照片公布在网上相要挟的方式进行敲诈

勒索。

该团伙实行公司化管理。黄贤辉、

黄锡杰、戴小丽等管理组成员负责窝点

的选定、人员的招募、组织分工、薪水

核定、财物的分配和重要事务的决策，

并购买、提供作案对象个人信息；吴智

智、田金华、吴鹏腾等聊天组成员负责

添加微信好友，诱导微信好友进行视频

裸聊；何文君、卢倩茜、郑瑞琴等裸聊

组成员负责与被害人视频裸聊，并将裸

聊过程进行录制。

经专人整理裸聊视频并制作资料后

，黄小军、吴俊超(均在逃)等敲诈组成

员将裸聊视频、图片通过微信发给被害

人实施敲诈。吴琳静、吴革强等取款财

务组成员负责取款和转移保管赃款，再

按照黄贤辉、黄锡杰、戴小丽等人要求

进行支配。

该团伙成员按照分工和“业绩”获

取不同比例的分成，保底工资为人民币

5000元到1万元不等。聊天组成员按敲

诈金额12%至20%提成，裸聊组成员按

敲诈金额8%至20%提成，敲诈组成员按

敲诈金额30%提成，取款组成员按取款

金额1.5%至2%提成，其余部分上交黄贤

辉、黄锡杰、戴小丽等人进行支配。

“这个涉案团伙反侦查意识强，经

常变换作案窝点，内部使用保密性强的

通讯软件联系，逃避打击。”承办检察

官介绍，该团伙制订了严格的管理及惩

罚制度，一般不允许窝点人员外出。对

新来人员，收取护照统一保管，加强人

身控制。

该团伙于2016年2月开始在柬埔寨

金边成立犯罪窝点，2017年2月转移至

西哈努克市，5月转移至贡布市，在贡

布市东边和北边分设窝点。陈勇负责贡

布东窝点日常管理，童仲凯负责贡布北

窝点日常管理。2017年4月，原黄贤辉

犯罪集团骨干成员陈泽青从黄贤辉团伙

中分离出来，沿用黄贤辉团伙的作案模

式，纠集12人独立实施敲诈勒索犯罪。

2016年2月至案发，两个团伙敲诈勒索

的被害人达1000余人，涉案金额1200余

万元。

74名嫌疑人被押解回国

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湖南省成

立了“2· 12”专案侦查指挥部。经过4

个多月的缜密侦查，专案组全面查清了

犯罪团伙组织构成，明确了50余人主要

涉案犯罪嫌疑人，查明了该团伙的主要

活动地在柬埔寨金边等地。

2017年7月1日，在柬埔寨警方的配

合下，共抓获该团伙涉案犯罪嫌疑人78

人(境外抓获74人，境内抓获4人)，黄贤

辉等首要分子和贡布窝点中负责敲诈勒

索的人员侥幸逃脱，扣押实施敲诈勒索

作案手机199台、赃款166万元、作案银

行卡141张、记载作案情况账本76本。

7月6日16时许，从柬埔寨金边起飞

的中国民航包机降落长沙黄花机场，74

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

提前介入，严审细查分类处理

“该案具有犯罪嫌疑人众多，作案

时间长、次数多、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被害人数多、分布广、侦查取证困难等

特点。”承办检察官说，浏阳市检察院

成立专案组，提前介入，多次参与公安

机关的案件分析研究，指导公安机关在

案件定性、法律适用、证据收集等方面

精准发力，查阅了60多册报捕案卷，仔

细审查了涉案多笔敲诈勒索犯罪事实、

500余份银行流水及百余份书证，对全部

犯罪嫌疑人进行了讯问，在案件报捕之

前做了大量工作，确保了在法律规定时

间内优质高效地将案件审查逮捕。

2018年2月27日，公安机关将犯罪

嫌疑人陈泽青等65人移送浏阳市检察院

审查起诉。为进一步了解、掌握案情，

该院办案组于3月5日、16日分别与公安

机关召开案件交流讨论会。会上，双方

进行了充分深入的交流探讨，公安机关

对案情经过、犯罪集团组织架构、证据

体系、证据收集程序等方面进行了详细

介绍。检察机关对该案的争议焦点、法

律适用、特定人员的定罪问题展开了细

致的讲解。

之后，办案组成员开始对该案一百

余册案卷进行审阅，并多次召开案情分

析会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其间，公安

机关再次抓获2名在逃犯罪嫌疑人，并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办案组一并予

以审查，至此，该案犯罪嫌疑人达67名

，案卷达107册。

阅卷工作完成后，办案组讨论进入

提审阶段。在提审之前，办案组根据各

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行为，拟定了科学、

严谨、针对性强的讯问提纲。然后，办

案组十余名检察官赶赴看守所，提审该

案61名犯罪嫌疑人，核实犯罪事实。之

后，办案组将该案6名取保候审犯罪嫌

疑人依次传唤至该院讯问室进行讯问。

在办案组的努力下，67名犯罪嫌疑人均

自愿认罪认罚，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争取从宽处理。“认罪认罚具结书的

签署，既有利于嫌疑人悔罪改造，也为

提高庭审效率、节约诉讼资源夯实了基

础。”办案组组长王金振说。

8月，办案组内部就本案数额认定

、主从犯、量刑建议、个别犯罪嫌疑人

的处理等问题多次开会研究，提交该院

检察委员会讨论，并请示上级检察院。

该院最终决定起诉陈泽青等60人，不起

诉冯路福等7人。之后，办案组成员经

过反复研究，制作出层次分明、重点突

出的起诉书，以及说理透彻、体现宽严

相济的不起诉书。

9月4日，该院办案组努力协作，顺

利将犯罪嫌疑人陈泽青等60人涉嫌敲诈

勒索一案起诉至浏阳市法院，并适用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

涉案56人均被判刑

11月8日，该案在浏阳市法院开庭

审理。法院审理查明，2016 年 2 月至

2017年7月1日，黄贤辉、黄锡杰、戴小

丽(均在逃)等人先后在柬埔寨金边、西

哈努克、贡布等地租用场地，组织人员

以女性身份与境内男性微信聊天，引诱

对方裸聊并录制对方的不雅视频，再利

用不雅视频对被害人敲诈勒索，同时雇

人在境内取款、收款、做账等。

因不满黄贤辉集团的利益分配，

2017年2月，陈泽青从黄贤辉集团内邀

集卢少通、何文君等人另组集团。商议

后，陈泽青安排部分人员与其继续在黄

贤辉集团做事，以便进一步熟悉作案流

程，然后安排卢少通等人租房、准备作

案工具等，为新集团的运作做准备。

2017年3月，陈泽青等人在金边市租下

场地，先后组织10人加入集团实施敲诈

勒索。该集团与黄贤辉集团运作方式基

本相同，但取款方式系陈泽青雇请当地

人在柬埔寨境内取款。

2016年2月至2017年7月1日，黄贤

辉集团敲诈勒索目标人员达1000余人，

总金额达人民币800余万元。2017年4月

至6月，陈泽青集团敲诈120余人，得款

人民币100余万元。

承办检察官介绍，涉案人员多由老

板在国内直接邀集或由老成员以介绍熟

人的方式进入该集团，只有小部分被邀

集的人员在出国前就知道是去参与不法

活动，大部分被邀集人员到了国外才知

情，但出于挣钱等方面的考虑，均参与

了非法活动。

“开庭时有不少女性被告人表示，

家庭比较困难，本想出国务工后赚更多

的钱。她们在国外时，有的没钱购买回

国的机票，而在团伙中一个月的工资有

1万多元。”检察官介绍，看到别人都

在裸聊敲诈，她们以为不会受到国内法

律的制裁。

11月8日的庭审中，除4名未成年被

告人另行择日审理外，其余56名被告人

均出庭受审。浏阳市检察院指派了由副

检察长王金振、员额检察官蒋磊、谭怡

芳、彭超组成的公诉团队出庭支持公诉

。11月9日上午，浏阳市法院公开宣判

，对检察机关指控的56名被告人犯敲诈

勒索罪全部予以确认，对检察机关提出

的量刑建议全部予以采纳。其中，陈泽

青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

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卢少

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

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吴淑燕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其他被告

人均被判处一年至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处1万至10万元不等罚金。

先“跨国裸聊”，再让你“花钱买平安”
2018年 11月 9日，由湖南省浏

阳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2· 12”跨

国电信网络敲诈勒索案(以下简称

“2· 12”专案)在法院进行公开宣判

，对陈泽青等56名被告人以敲诈勒

索罪判处一年至十一年不等有期徒

刑，并处1万元至10万元不等罚金

。日前，被告人已上诉，该案在二

审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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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出国留学，是考雅思还是托福

？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在申请研

究生的过程中，是入学敲门砖还是旨在

选拔的门槛型考试？如果出国读高中，

需要参加哪些考试……新东方教育科技

集团日前在京发布《2018-2019留学考试

年度报告》，就与留学考试相关的问题

，提供了参考。

雅思还是托福？

对一名在非英语环境中成长的学生

，申请就读海外大学，学校会要求学生

证明英语达到了能够顺利完成学业的水

平，这通常是指标准化考试的成绩——

托福或雅思。那么二者在适用范围上有

什么区别？考生该作何选择呢？

据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部市场及

商务总监吕惠介绍，在美国有超过3300

所大学和机构认可雅思考试，包括全体

常青藤盟校。在英国，雅思获得所有院

校的认可。雅思考试也是加拿大学习直

入计划(SDS)唯一指定的英语考试。在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雅思成绩也被院校及

专业协会认可。

“通过《2017中国大陆地区雅思考

生学术表现及英语学习行为白皮书》可

以看出，中国大陆地区雅思考生中的18

岁以下考生已跃居第二大考生群体。”

吕惠说。

雅思官方数据显示，过去3年间，

雅思18岁以下考生增长率突破50%，其

中申请英国和美国的考生增长迅猛。

吕慧也指出，中国学生的雅思考试

成绩与全球考生的雅思平均成绩相比，

仍有差距，“主要在于口语和写作”。

就托福考试的适用范围而言，美国

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区域业务拓展经

理李涛介绍说，托福考试是最受美国院

校、机构和组织青睐的英语语言考试；

加拿大的院校均认可托福成绩；大部分

英国大学及学院接受托福成绩；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院校均认可托福成绩。

科学备考研究生入学考试

对选择出国读硕士或博士的中国学

生来说，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成

为其关注的热点。

根据《2018-2019留学考试年度报告

》(下称《报告》)，2017年度，全球共

有559254人次参加GRE考试，其中参考

人数最多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印度和中

国。

据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美研项目负

责人王小丹介绍，GRE的分数由语文、

数学和分析性写作3部分组成。2014年

度至2017年度中国考生GRE的平均成绩

显示，中国考生GRE数学部分的成绩明

显处于全球领先水平(91%)，但GRE语

文部分的成绩位于全球中等偏后位置

(44%)。“语文分数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于英语非母语，语言上的短板使得中

国考生很难应对GRE考试的难度；第二

，考生缺乏对于GRE考试中逻辑学基础

的知识，使得考生在准备方向和复习效

果上出现问题。”王小丹说。

王小丹介绍说，中国考生的GRE写

作成绩一直维持在3.0分(11%)，“这个

成绩无法在申请中获得优势”。他特别

强调，对于某些特定专业，比如哲学、

文学等，学校会对GRE写作分数提出明

确要求，要求考生的GRE写作达到4.0

分并不鲜见，“所以中国考生应该根据

自己申请的专业，来决定投入分析性写

作的精力”。

就如何准备GRE考试，《报告》建

议，首先要提早开始准备考试；其次，

考生最好在完成托福考试并且取得了基

本合格的分数(90以上)后再开始GRE的

学习；第三，要使用科学方法备考，因

为GRE考试的成绩并不一定会随着时间

投入的增加而有显著增长。

低龄留学如何备考

在中国学生留学低龄化趋势之下，

“小托福”(TOEFL Junior)、美国中学

入学考试(SSAT)等对于计划让孩子出国

读高中的中国家庭来说已不陌生。

根据《报告》，“小托福”主要测

评11至17岁学生在英语教学环境下的英

语运用能力。在其评估结果中，还给出

了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CEFR)等级和

蓝思阅读水平等级，用来帮助考生定位

自己的语言水平。

被称作美国中考的SSAT考试，适

用于申请美国、加拿大私立中学的入学

，该考试注重考核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

解决问题的技能。

“值得注意的是，性格测试是

SSAT官方采用的一种新的在线评估工

具，主要评估申请者的求知欲、团队精

神、主动性、责任感等。”北京新东方

学校孙琪老师这样说道。

随着SSAT考试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考试作弊、泄题等公信度降低的现象

时有发生。近年来，另一项独立入学考

试(ISEE)逐渐走进留学家庭的视野。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ISEE考试在

全球范围内得到逾1200所私立中学的认

可，同时它也是美国众多公立中学的入

学考试，比如波士顿公立中学体系中的

一些学校就把ISEE成绩作为录取学生的

唯一标准。

三大国际课程

目前中国国际学校常见的课程主要

包括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高级水

平课程(A-Level)、美国大学先修课程

(AP)和由国际文凭组织为高中生设计的

为期两年的课程(IBDP)。

A-Level也被称为英国学生的大学入

学考试课程，许多国家都在英国A Lev-

el课程的基础上设计了本国的高中教育

体系。目前有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培

生爱德思、牛津AQA 3个考试局在中国

推广该课程。

AP课程可以使高中生提前接触大学

课程，但其不能取代高中阶段的学科学

习，而是作为学有余力学生的补充课程

。

最新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来

自 282 个学校的学生完成了 62744 科

次的 AP 考试，考试量比去年增长

14.1%，且仍然保持增长趋势。中国

考生传统类报考科目是数理化，但近

年文科报考人数也在逐年上升。为了

让考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更好的学习

和考试体验，从 2019-2020 年学年考

试 ， AP 世 界 史 现 代 的 部 分 会 从

1200CE 开 始 考 起 ， 而 不 是 之 前 的

1450CE。

IBDP不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课

程体系为基础而自成体系，其课程旨在

将学习者培养为积极探究的人、有知识

的人、善于思考的人等十大目标。

计划出国留学 需要了解这些事儿

平日里，朋友谈笑风生间会聊到“拼

爹”这个词。但是从那么多个社会新闻上

的负面案例而看，尤其是“官二代”，

“富二代”被直接当成反面案例，负面标

签儿的时候，倒是也会觉得，是否家境越

好，最后培养出来的孩子更容易是个废物

？可是看看身边很多人中俊杰，却又有很

多人不仅家境好，还：比他人吃苦，比他

人好学，比他人能干。那么到底什么因素

才是称为人生赢家的关键呢？难道家境的

好坏是称为人中龙凤的唯一出路吗？

除了在芈月传里听各位后宫佳丽叫着

“大王”“大王”的片段的话，似乎【王

】这个字与现代人的生活没有太多交集。

在美国生活了10年，中国人之间的不会

断的话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留学(微博)生

在学校里不“抢手”，为什么那么多中国

人名校毕业最后在公司做不到高管，为什

么我们中国人在国外有时候觉着自己被歧

视？我大胆的猜想：也许，【王】这个字

，其实也是中国人教育思想与美国人教育

思想里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同吧。

幼儿时期教育

中国人：把爱用在没有原则性的过度的夸

奖

美国人：把爱用在合理范围内的夸张的鼓

励

圣经，格林多前书13:11 - When I

was a child, I spoke as a child, I under-

stood as a child, I thought as a child;

but when I became a man, I put away

childish things (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

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

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美国的家长很有意思。首先，不会送

孩子去上那些提早开发智力的补习班。其

次，会夸张的鼓励孩子。美国电影里经常

会看到的桥段就是孩子画了一幅在成年人

眼里看起来很抽象，很一般的画，但是美

国的家长总会把自己对画的爱不释手夸张

的表达到淋漓尽致。这些大人在表达时候

所用的语言（单词），语气，语调，甚至

他们夸张的眉毛，额头上的抬头纹都是那

么饱满，这些细节给孩子的内心给予一种

带有震撼力的肯定！而美国家长同时会让

孩子去体验的，是挫败感。他们会鼓励孩

子去参加竞技类的比赛，尤其是团体类的

竞技性比赛。众所周知，胜败乃兵家常事

，所以失败是美国孩子从小就体会到的滋

味。以上两类案例，给孩子早期灌输自己

在做事情上的自信心，帮助拓展激情。自

信心与激情可以让家长帮孩子开发出【驾

驭】的能力。对，就是【王】驾驭事物的

能力。你看，【驾驭】则是中国人在教育

上又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了。

很多中国小朋友智商与情商的高速度

开发导致心灵上的开发不健全，这也是为

什么很多中国孩子抗压能力差。因为小的

时候一路顺风顺水。然而，为【王】者，

从小就明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的概念。

很多中国家长依然坚信只要孩子数理

化OK了，人生便可开挂

所以，我们的孩子，与美国的孩子比

起来，在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了（让你

的奥林匹克数学题见鬼去吧）

九年义务教育

中国人：学生被吩咐做事

美国人：学生被启发引导创造做事

这是一个再显而易见不过的话题了。

虽然上一次在国内的课堂上刷脸对我来说

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虽然我也知道

国内的教育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当主

流媒体上还有人在报道像“衡水二中”这

类院校的优秀教育事迹的时候，我觉得一

定要吐这个槽。衡水二中办的是考试培训

，而不是教育。

我们多少人给考试当过奴才？

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让一代又一代

的人潜移默化的适应了主子和奴才的关系

。罚站；进老师办公室老师坐着，学生站

着；日记要交给老师们批阅；等等等等。

中国一直想学习美国的先进教育理念，只

不过最后是然并卵。百家争鸣的盛世中国

不是没有过，现在的网络平台同样给了年

轻人们发声的机会，然而中国的九年义务

教育基本上搞的就是考试培训，也不给学

生们在上学期间一个百家争鸣的机会。因

此，【王】这个概念，在中国上学是很难

可以领悟到的。当然了，有些人选择不好

好学习，出去当混混。有混成样儿的，但

是更多的人混到最后不是匪气过重就是痞

气太浓。

我们又有多少人被启发过，想去做一

场激情澎湃的演讲？

【王】是有感染力，影响力，领袖气

息的人。这类人都会做的，且做的很好的

一件事情就是演讲。从古至今，凡是领袖

级的人物，不但口才出众，且谈吐间气宇

非凡。这些人有很多：马丁路德金，乔布

斯乔帮主，到马云(微博)爸爸。九年义务

教育下的学生们，几乎接触不到【王】这

个概念。九年义务教育下的学生们，几乎

接触不到【王】这个概念。

我的脑海中，九年义务教育下来，无

论是上级领导还是年级主任，所有人做的

演讲没有一个人不是念稿子的。甚至念稿

子还是磕磕绊绊的。而中国的教育者更善

于，热衷于做的事情是挑学生的’毛病“

：早恋，穿没穿校服，发型的问题，女生

有没有打耳洞。老师的精力用在这些地方

了，学生们去哪里找【王】？这层关系更

像是古装剧里面的主子与下人的关系没啥

区别呀。

我们的孩子规规矩矩过了20几年，

最后为美国人打工。

虽然美国的教育系统也有着自己的不

足，但是美国的教育系统说到底不是做考

试培训的，人家是做教育的。至少在这个

文化里：成绩不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

学生的作业是各种天马行空，且需要投入

的时间与精力不比中国学生需要投入到作

业中的要少。学生的特长会被学校得到认

可，合理的去张扬个性是整个整个美国文

化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中国家长一直

所说的中国孩子数理化比同年龄的美国孩

子优秀。很多情况下确实也是属实，只不

过最后那些数理化不如中国孩子的美国孩

子在10年后，20年后当了这些数理化优

秀的中国孩子的【王】（又名：老板，上

司，大BOSS）。

竞技体育教育

中国人：属于班主任老师的体育课

美国人：再小的学校，也要有自己的球队

参加个球队，才懂得什么叫：自我的

涅槃，铸就团体的辉煌。

我的美国高中规模小到不能再小，整

个高中男生女生加到一起也总共不到50

个人。在这样一个小规模的基督教高中里

面，我们学校依然坚持秋季踢足球，冬季

打篮球，春季拼棒球的光荣传统。刚刚来

美国的时候，抱着上体育课的态度参加了

足球队，后来参加了篮球队。美国的体育

文化之所以那么浓厚，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国家有一个非常大的体育产业链。而是因

为这个国家的人意识到体育不仅仅可以让

人强身健体，更可以让人更好的做人。美

国电影史上有数不清的体育电影经典桥段

。而这些经典的桥段并不是捕捉运动员在

某一个瞬间的英姿飒爽，而是那些关于人

性的，团队的，反败为胜前的对话，煽动

人心的台词。

对于高校的体育竞技来说，教练，就

是一个队里的【王】。他们也许身圆体胖

，他们也许老态龙钟，但是他们的气场，

神态，语言，对于队里的所有队员来说，

就是一根定海神针。教练带球员们打的是

球，教球员们做的是人。而教练的【王】

者气概，感染着他的队员们。

美国大学里体育生很少有在毕业后

可以进入到职业联盟的，因为门槛太高

了。但是他们可以在很多地方找到工作

。而且很多人工作几年后可以当上主管

，甚至自己创业成功作CEO。这些人知

道团队是如何运作的，他们知道【王】

的概念是什么，他们更知道如何对待失

败。

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猴儿

反看中国，学校不鼓励竞技体育，家

长不鼓励竞技体育，怕受伤，怕耽误学习

。学校有个篮球场，但是不让学生打球是

常有的事情。好不容易可以打球了，时间

又被班主任老师霸占了。学生们也不敢出

声，不敢抗议。

亲历者说：中国和美国教育最根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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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寒假，伟业组织了几个高中

的同学，一起去拜访高三时的班主任

张老师。

参加那次聚会的，都是张老师当

年的“重点培养对象”，只是高考时

，他们考到了全国各地的重点大学，

而我考砸了，留在本省。虽然尴尬，

我还是跟着一起去了，入座时，我悄

悄选了个离老师最远的位置。

半年不见，所有人都打开了话匣

子，场面十分热闹,而我说话很少。伟

业看出了端倪，他装作不经意地提起

了高中时的糗事，我笑着加入了调侃

的队伍，渐渐不那么窘迫了。然而吃

饭的时候，却发生了两件让所有人深

感意外的事：一是张老师半弯着腰，

给所有人倒酒，并且是按照大家就读

学校的影响力，依次碰杯、祝福（我

是最后一个）；二是在所有人用家乡

话聊天时，李佩佩用普通话和大家交

流。我怕自己听错了，又仔细听了听

，确切地说，她讲的不是普通话，而

是电视剧里说的那种“京片儿”。

“不就考到北京了吗？我就不信

半年时间她就能把家乡话忘了！”回

来的路上，同学陈曦愤愤不平地说。

李佩佩有些胖，中等长相，但她

心高气傲，高中时就没把任何人放眼

里。凭借班级前三名的成绩，她深得

张老师的青睐，我曾听同桌说，李佩

佩感冒打点滴，张老师还亲自熬了绿

豆粥给她送到学校门口的小诊所。

李佩佩自己也满怀抱负，印象中

，她从来没去过教室的后几排，对班

级里成绩中等以下的同学不怎么认识

。同学们一般也不和她打交道，唯独

伟业性格活泼，课间总喜欢调侃她，

她则常常反驳：“走开！别影响人家

考清华北大。”

那次聚会后，我很久都没再见到

李佩佩，甚至一度忘了她：毕竟在我

们竞争激烈的高中年代，能交到一两

个知心的朋友已经十分不容易，那些

仅仅坐同一个教室的同学，毕业后很

快就把彼此的长相和名字都淡忘了。

大三暑假时，我去东关街的鸟市

，想给爷爷种的那几盆花买肥料，逛

到一半了，突然看见李佩佩和一个胖

胖的男生出现在拐角处。李佩佩已经

比高中时瘦了许多，红色的修身短袖

和黑短裙显出了身材。她先喊了我的

名字，我笑笑，继而她开口说道：

“这是我男朋友，北京人儿。”说着

就把胳膊环进了那个男生的臂弯里。

我尴尬地笑着，像走错了教室的学生。

2

大学毕业后，伟业本硕连读，李

佩佩成绩好，被保送读研，我也考到

了北京读硕士，和他们的聚会多了起

来。

李佩佩虽然是女生，但挺豪爽，每

次吃完饭都争着付钱。当然，如果她带

了男友来，她肯定会喊男友付钱。

“为什么总让人家付钱？”没有

抢过她的男友，我和伟业有些不好意

思，不满地责备她。

“没事，北京人都有钱！况且他

工作了啊！咱们都是学生。”说话间

，李佩佩十分得意，撒娇地往男友身

上蹭。

那个男生有着北京男人典型的性格

特点，十分好面子，当即高声附和说：

“没错儿！哥们儿好歹工作了，不差这

点儿。下回我带你们去簋街吃……”

有段时间，我们见李佩佩很久都

没带男友跟我们一起吃饭了，就问起

她男友的情况。她不乐意地说：“分

了。”

听她的语气，我和伟业谁也没敢

再问下去，饭吃到一半，她突然没头

没尾地说：“我就不信了，离开你丫

的老娘还不能活了？”我低头装作没

听见，继续剥手里的基围虾。

一天，我约了伟业去动物园附近

的批发市场买羽绒服，路上聊起了李

佩佩和她的前男友。

“不管怎么说，那个男人还是挺

大方的。咱们还白吃了人家那么多顿

饭。”我说。“屁！你真以为那是她

男友付的钱？那是她自己自尊心强，

想在咱们面前树立东道主的形象而已

。”伟业不以为然。

“不至于吧？”

“你不信？有一回咱们吃完饭往

外走，我走在他俩后面，清清楚楚看

见李佩佩朝他男友兜里塞钱，那男的

根本没拒绝。”伟业言之凿凿。

听了伟业的话，我脑子有点发懵

，脑海中又浮现出她当时得意洋洋的

表情，“没事儿，北京人都有钱！”

3

硕士毕业那年我顺利考上了博士

，而李佩佩却因为竞争太激烈，考博

失利，最后找了个外企工作。她租的

房子就在我们学校附近，是一间半地

下室，不算水电网费，每个月房租

2300元，几乎是她工资的一半。

工作之后，李佩佩的态度和气了

一些，周末的时候偶尔会喊我一起吃

饭。有时她会有意无意地问起我的生

活，打听我的导师牛不牛。

“你这以后才是有北京户口的人

。”她常常半带感慨，半由衷地说。

这使我受宠若惊——平时，她是很少

夸人的。

一个大半夜，她突然喊我出去喝

酒，我正忙着写论文，但她那刻不容

缓的语气，又使我又不得不过去。那

天北京的雾霾很严重，我俩坐在一家

烤串店里，竟看不清外面的车灯。

“你瞅瞅！就这么个城市，还有那

么多人巴不得在这里安家呢！图什么呀

……我月底就辞职，回家创业去！”听

她这样讲，我猜她可能是在公司受了委

屈，便劝她，“一切都会过去的。”

她喝着酒，像是没听见，又继续

谴责那些没有“骨气”的北漂：“那

西单东单的购物广场，和你们有半毛

钱关系？每天朝九晚五的，再多的展

览和活动你又有多少闲情去享受？我

是没有，我都半年没去看话剧了。”

我当然明白，她只是说说而已。后

来，她再也没提离开北京的话，言谈中

依然会讲“我们北京如何如何”。

我俩的聚会渐渐多了起来，她开

始时不时地关心我。一开始，我把这

当成了老同学之间的嘘寒问暖，但次

数多了，我心头也暖了起来，对她的

好感也越来越多。

有一次，她订了北京人艺的话剧

票请我看《白鹿原》。剧中的秦腔、

演员精湛的表演让我很受震撼。从首

都剧院出来，我的思绪还停留在戏里

，她也没说话，两人默默地走在散场

的人群中间。过了半天，她突然说：

“真好看，这戏，啧啧。”

我回过神来说：“是啊，郭达简

直把鹿子霖演活了！”

她话锋一转，“除了北京，在哪

儿能有机会欣赏这样精彩的演出？咱

们老家有吗？”她严肃而激动地望着

我，“看看咱们周围的这些人，有些

生活得没准还没咱们好。日子这么苦

，可大家为什么不愿意离开？一旦回

了老家，你的追求、理想就完全断了

。是，是会有一套房子，有车子，可

是你还能有多少精神生活？我想想就

觉得可怕，看看咱们班的李巧琳，除

了在朋友圈晒老公和孩子，晒美食，

还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丫的，她就是

典型的‘死于三十岁’……”

或许是她的语调太过激昂，两个

路过的年轻人回过头，在夜色中瞥了

她一眼。她完全不在意，仍然激动地

表达个没完，似乎不这样，就不能表

达出她对李巧琳的“恨铁不成钢”。

我盯着她刚毅果敢的面容，有那么一

刻，心跟着起伏了起来。我思绪飘飞

，仿佛看到十年之后，我们还走在这

条路上，手里牵着孩子，听他讲看剧

的感受……

可没过多久，我的这一美好的幻

想就被伟业扼杀了。他悄悄告诉我，

“之前李佩佩也对我态度暧昧。”伟

业是有女朋友的，于是他刻意与李佩

佩保持距离，后来每次见面，李佩佩

都冷嘲热讽，喊伟业“北京大爷”、

“周口店人”。

其中的原因想想就很明了，伟业

硕士毕业后留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工作

，有北京户口。伟业的提醒让我有些

寒心，但多少还带着点疑虑。不过，

他的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次年五月，李佩佩顺利考上了博

士，邀请我和伟业在一家日料店庆祝

。那天，她画了很浓的妆，连呼喊服

务员时声调都是上扬的，大有“翻身

农奴把歌唱”的派头。从那以后，李

佩佩就不再频繁联系我了。

我没时间为这事感伤，进入博二

，发论文变得刻不容缓起来。每天晚

上我都要熬夜写东西，有时睡前翻一

下手机，就会看到李佩佩发的朋友圈

：或是某个学术会议的剪影，或是高

档聚会上的自拍照……

沉寂了一年，她终于又活跃起来。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了几年的

求学生活，我对北京也越来越依恋。

“留京”成了我默默追逐的一个目标，

除了这里优越的学术环境外，大概还有

虚荣心在作祟——每年回家，父亲的朋

友们在酒桌上问起我在哪里工作，一提

到“北京”，我的内心会升腾起不可名

状的兴奋，仿佛自己处于宇宙的中心。

我渐渐能理解李佩佩了。

4

2015年年底，张老师查出胃癌晚

期，来北京看病。

我和李佩佩提前赶到饭店，第一

眼过去，我甚至没能认出张老师来：

他两鬓斑白，十分消瘦，声音也低沉

了很多，再也没有当年的意气风发。

我百感交集，李佩佩也很难过，

这么多年来，我头一次听见她用家乡

话和我们交流。饭吃到一半，老师问

我们：“你们都打算留京吗？”

我叹了口气，讲起学校周边的房

价已经涨到了九万多一平米，但李佩

佩打断了我的话：“困难总是暂时的

，我还是想申请留校。”缓缓，她又

说，“在北京待过以后，其他地方都

成了将就。我不想将就。”

听她这样慷慨陈词，我们几个都

有些语塞。张老师的脸上浮现出疲惫

的笑容，那次，他没再举起酒杯。

去年暑假，我总算完成了博士论文

的答辩，却没有找到能给北京户口的工

作。北京的高校和研究所的要求越来越

苛刻，我四处碰壁，最后还是无奈地收

拾东西，准备离开。讽刺的是，我的户

籍先我一步被打回了原籍。

父亲来京帮我提行李，在去火车站

的地铁上，我给李佩佩发了条短信，告

诉她我要离开了。她回了我一条语音，

还是那种京片儿：“这会儿在给导师整

理论文呢，晚点儿打给你！”

事实是，过了很久她也没有打来

。地铁上，一个小伙子给父亲让了座

，父亲扫视四周，突然说：“哎，以

后坐不上这么方便的地铁了！”当时

，我正努力地用小腿抵着行李包裹，

听他这样说，鼻子隐约有点酸。我没

有他那样具体的感叹，只觉得特别压

抑，有些喘不上气。

那个暑假特别漫长，我体会到高

考失利以来最强的挫败感。李佩佩还

是没有给我打电话，我想，我对她是

没有那种感情的，可等不到她的电话

，我十分沮丧，这件事甚至超出了无

业对我造成的打击。

然而谁也没料到，事情会出现转

机。八月底，我面试过的一所大学的

博士后流动站竟然通知我，九月份去

北京报到上班。

得知这个消息，父亲表现得比我还

要高兴。其实他也知道，博士后流动

站只是暂时的，出站后仍要重新找工

作，可他还是打电话把所有的亲戚聚

集在一起，请大家到酒店吃饭。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他的意图：趁

我以集体户口落到北京的时候，他要

动员亲戚们帮我凑足房子的首付，这

样，我就可以正式落户北京了。

李佩佩的消息实在灵通，我回京

的第一周，就接到了她的电话。还没

等我说话，她就急切地问：“你留大

学里了？哪个学校？”

我突然有些窝火。情急之下，我

直接说出校名，甚至故意对流动站的

事只字未提。她“啊”了一声，沉沉

的失落感掉进了嗓子眼，像是刚刚错

过了大奖。后来，她又关切地 问

起我最近的生活，我突然心灰意冷，

不想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殷勤，随便编

了个理由，挂了电话。

我没有一点喜悦。想想未来的两

年要发表四篇CSSCI文章，以及家里

人凑的那些血汗钱，将手机重重地摔

在宿舍的床上。

北漂女學霸：說再流利的京片兒也拿不到戶口

每年回家，
父亲的朋友们在
酒桌上问起我在
哪里工作，一提
到“北京”，我
的内心会升腾起
不可名状的兴奋
，仿佛自己处于
宇宙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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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家庭环保机构拯救地球

Stanley 和 Spencer 兄弟俩的母亲来

自北京，父亲来自台湾，他们生于洛杉

矶蒙特利公园市长于洛杉矶蒙特利公园

市，简称 ABC（America Born Chinese

）。Stanley从小喜欢人文科学，不必太

用功，文科门门A，即使旅游，到哪里

都会被介绍当地文化历史的牌匾吸引，

今年刚刚被南加大录取；弟弟Spencer

恰恰相反，从来不去看什么历史，却总

是被科学打动，数学长期满分，还自己

玩“科研”。2016年，两个孩子创办了

一个环保非赢利组织：“拯救地球

（Planet Save）”，哥哥主要负责组织

及社会关系拓展，弟弟搞环保产品开发

，再拉上表妹Sabrina负责财务，麻雀虽

小五脏还齐的小小组织，在父母第一笔

（500美元）资金赞助下启动，运作得

有声有色，不仅获得更多赞助，在2018

年暑期，还受邀参加阿里巴巴主办的

“2018XIN公益大会”，远赴杭州，把

产品、环保理念、以及“洛杉矶蒙特利

公园市”的字样也一起代入会场。去杭

州之前，两个S还随父母游历了台湾、

北京等中国城市。几次为期不长的中国

行，让他们有很多话想说，说说环保，

说说中国、美国，说说身份、文化的认

同。

北京很脏，人人有责

“我们去了台北、北京、杭州。北

京最脏，空气质量也很糟糕，相比这些

城市，洛杉矶是最好的。”Stanley 和

Spencer说，“我们看到很多环卫工人

打扫卫生，但是却有人乱扔垃圾，环境

保护不能只靠政府，每个市民都有责任

维护城市的卫生。”

Stanley和Spencer是两位很重视环保的

少年，他们曾参加过一个环保夏令营，看到

一些受到污染的环境，受到震撼，萌生

了做环保做公益的念头。成立“拯救地

球”非赢利组织后，他们在洛杉矶蒙市

开展过多次公益活动，推广科技环保概

念。这次受邀去杭州参加阿里巴巴主办

的“XIN公益大会”，两人展示了“拯救

地球”组织的“水循环养殖系统”、

“无人机旱情监控”两项概念设计，均

由Spencer在父母以及外公的支持下，独

立设计完成。

此次杭州之行，让两位华裔美国

少年未曾想到的是，之前在洛杉矶蒙

市开展公益类、环保类活动时，曾受

到一些小打击，认为华人普遍不关心

社区的公益、环保，只顾及个人小家

庭，大S曾感慨“对华人非常失望”

，而这次来到中国，却发现作为一家

私有企业，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不少

基金组织不仅关注环保，而且投入资

金、资源大力推广，令他们脑洞大开

。不过，他们也看到问题。“我们去

了台北、北京、杭州，北京很脏。看

到挺长的水渠，滋生了很多蚊虫，垃

圾也随意扔，路上还老是有狗屎，狗

主人没有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大S

说，“我看到周围应该有很多居民，

好像生活在周围有不少垃圾的环境中

。”小S补充说，“不过我们也看到

有很多环卫工人在打扫街道。但是还

是挺脏的。”“保护环境不仅是政府

的事，也是每个市民的责任，每个人

都应该为自己的城市环境负责。”在

美国，因为人工很贵，政府不会请很

多环卫工人打扫街道，很多地区都要

靠居民自己来维护环境，包括小家庭

的前院，如果不自行除草、打扫干净

，会有政府工作人员检查后发出警告

通知，“再不清理，罚款。”

对于北京的空气质量，两位少年也

颇有微词，很委婉地表示，“北京确实

不是最好的，台北、杭州好很多，当然

，还是洛杉矶最好。”

中国很有潜力，没必要“隔断”
信息

两个S第一次来中国参加颇具规模

的公益环保活动，很兴奋，计划着现场

直播。然而他们发现，Facebook没了，

Instagram没了，连google都用不了，觉

得很沮丧。“我觉得中国很有潜力，没

有必要隔断信息平台，会伤害到发展。

”大S说。

“也许政府担心信息开放会起

到不好的影响，但我认为这样使得

中国和国际的信息交流、沟通有障

碍，对发展是有害的。我认为中国

存在很多可能性，很有潜力，可以

去成为她想成为的样子，没有必要

这样控制。”两个 S 都表达了类似

的意思，而对于中国的潜力，两个

人也都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

的私营企业很有活力，他们做了很

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或者说也帮

助政府做了很多事情。”而阿里巴

巴在环保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他们留

下深刻印象。“中国现在的民用技

术应用非常先进，我们在整个过程

中看不到钱的交易，通过 APP 账单

都直接去到网上，非常方便，美国现

在还没有做到这样。”喜欢关注技术

的小S说，“是看到很多抄版，但也

有自己一些创意，看到一些民族文化

的设计元素，很有中国特色。”

此外，通过参加活动，两位少

年感觉到了中国企业的实力，“活

动组织得非常专业，一个个环节衔

接紧密，环环相扣。我们在这里也

参加过不少活动、全国竞赛，还自

己参与协助主办方组织多项活动，

不过都无法和阿里巴巴的活动相比

，毕竟作为大企业资金雄厚，可调

动的资源也广。”他们此行住5星级

酒店，每个人配两位大学生志愿者

做助理，还有司机，照顾得非常周

全，每个环节都想得很细致。“也

许在资金方面是否需要如此开销值

得商榷。对于我们两个普通的美国

学生，草根阶层，在活动中确实感

受到温暖，宾至如归。”而在与浙

江工业大学学生志愿者的交流中，

他们也改变了对华人志愿活动参与

性不高的观念，“他们对于自己的

工作都非常认真负责。”

中国背景，美国人

当话题转到作为华裔美国人，如何

身份、文化认同时，大S小S表现得很

成熟，他们基本认定很相似，“首先我

们是美国人，同时带有中国文化背景，

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混合的，我

们为此骄傲。”

通过在北京和一些同龄人的交流中

，Stanley和 Spencer 感受到除了语言之

外的不同，他们觉得中国孩子显得”不

成熟“，“也许是文化的差异？我们感

觉他们好像比实际年龄小3到4岁。感

觉到他们可能是被家人‘保护’得太好

了。”二代移民的父母虽然大多是在中

国成长，但是生活在美国环境，学校对

学生的要求不同，孩子社会环境不同，

使得家庭教育相应发生变化。当大S看

到亚裔同学出门前被经父母各种叮嘱时

，比如家长追出门提醒孩子注意冷暖，

他常会笑着说“亚洲（Asian Mom）”

，小S同样，他们不喜欢事无巨细地被

家长安排、照顾。

“我觉得我首先是一个美国人，

我在这里生，在这里长。不过，我

从小生长在一个华人的家庭中，我

知道自己有中国文化的背景，但是

我不想割裂地说中国、美国，割裂

地说族裔问题。其他任何族裔都一

样，大家既然生活在这个国家里，

就都是美国人，只是大家有着不同

的文化背景，我不喜欢被拆分。中

国文化对我有一些良好的影响，比

如勤奋等，我也很喜欢中国的饮食

。不过，过分强调中国背景、中国

文化，把生活禁锢在一个封闭的小

圈子，好像在一个‘回音桶’里，

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不了解美国

社会，和美国社会脱离，又何必来

美国？既然生活在这里，就要了解

这里。”大 S 说，“我是‘混合型

’的美国人，我为自己有这样的身

份而骄傲。”小 S 则更加强调一些

“生物特性”，“我们来自中国，

从小生活在中国的家庭，受父母、

以及祖辈的影响，肯定带有中国文

化的影响，这点不能否定。坚持一

些原本的文化，让其他族裔了解我

们的文化，而我们也不忘记的自己

文化，是好的。但是，同样不能只

强调自己的族裔，只维护自己的文

化，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大泡泡里，

和美国社会隔离，不了解、参与美

国的文化、政治。我是一个美国人

，不过提到中国文化背景，我也为

此而骄傲。”

华裔移民二代——ABC，看中国

高更曾有个高大上的困惑：“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虽然或许，更多人更加关心“钱从哪里来？钱是个啥
？钱到哪里去？”，但是，对于移民，自打踏上新国土后，就为自己以及后代设置好了高更的命题，故意或假装忘记，都无效，穿越
时空的眼睛始终带着黑色。当移民二代逐步步入主流社会，他们果然被彻底洗白？还是每个人心中都藏一个混血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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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梅竹马到心心相印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唐

家桥一个贫苦教员之家，原名培国。父

亲任振声(又名任裕道)，为人厚道恭敬

，声誉良好。但他的婚姻却不顺利，与

陈姓女子结婚刚一年时间，妻子就不幸

病逝了。任家与陈家本是相交甚密的朋

友，出于感情上无法割舍的原因，两家

经商量作出一个特殊的决定:为永世维持

亲戚关系，任振声再娶后若生男孩，就

与陈家的女孩结“娃娃亲”。

后来，任振声娶了一名叫朱宜的女

子为第二任妻子，她果然生了个大胖小

子，就是任培国。于是按照任陈两家的

约定，任培国与陈家的侄女陈仪芳就被

两家大人撮合成了“娃娃亲”，也就是

封建传统中的“童养媳”。

陈仪芳比任培国大两岁，长到12岁

时正式进入任家，与10岁的任培国同在

一个屋檐下生活。

两个孩子因公婆为人厚道善良，受

到良好家风影响，都特别懂事。他们天

真无邪，到一起后童稚可爱的天性，让

他们很快成了好玩伴好朋友，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小任培国一从学校回来,两个

人就粘在一起玩儿,或者小陈仪芳看着小

任培国做作业,或者跟小任培国一起帮家

里做些家务事,十分亲密要好。

任培国小时比一般的孩子要活泼聪

明，他从5岁起，就跟随父亲到家族学

堂学识字，7岁时正式上了小学，学习

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12岁时，他

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离开了

家乡，也离开了陈仪芳小伙伴。背着行

李离家的那天，小陈仪芳望着已经在一

起玩了两年的小任培国眼泪汪汪地说:

“……你出去读书，再不会回来了吧？

”“以后我会接你出去的，我们还在一

起……”小任培国拉着小陈仪芳的手安

慰她，眼圈儿也开始变湿了。

任家当时生活很清贫，任培国在长

沙读书时的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家里沉

重的负担。懂事的小陈仪芳有一天对公

婆说:“我也到长沙去，在那里做工，供

弟弟上学。”公婆一想，也对，一来可

减轻些家里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让

两个孩子住得近些，好培养感情。于是

，他们托长沙的亲戚，为小陈仪芳找了

份袜厂童工的工作，小陈仪芳就高兴地

来到长沙，开始了陪任培国读书的生活

。

小陈仪芳在厂里拚命干活挣钱，常

常主动要求加班加点，为了多挣几个铜

钱给任培国交学费。而且她自己吃穿特

别俭省，几乎是把每月所挣的工钱攒起来

全交给了任培国。每逢节假日，任培国都

会去北门外那个小厂看望小陈仪芳，看着

她累成那个样子，脸盘儿也日渐消瘦，非

常心疼，就劝她不要太过劳累了。

就这样，在父母和小陈仪芳的帮助

下，任培国得以顺利读完了高小和明德

私立中学三年级。两人在这样的5年中

，渐渐长大，感情也更加深厚，产生了

真正的爱恋，互相深深地爱着对方，都

感到很幸福。

出生入死一路患难与共

1919年春天，任培国转入长郡联立

中学学习。但这时，高中昂贵的学费任

家已无法承担。

这年5月，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爆

发。一向受爱国历史人物屈原、范仲淹爱

国忧民思想熏陶和滋养的任培国，产生了

强烈的忧国忧民和济世救国的理想抱负，

遂积极投身于长沙的爱国运动，参加了湖

南学生联合会的组建和学生罢课活动。不

久他加入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组织的俄

罗斯研究会，准备到那里去勤工俭学，并

接受共产主义革命训练。1920年，他被研

究会介绍到上海参加了外国语学社俄语学

习班，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正

式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春天，任培国同刘少奇、萧

劲光等人一同赴苏联，进入莫斯科培养

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

习。为了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

身份，任培国取了一个“布林斯基”的

名字，同时将本名也改为任弼时。1922

年初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莫斯科学习的3年中，任弼时与

陈仪芳分处两个国度，互相非常牵挂。

尤其是任弼时，时常为陈仪芳在长沙打

工受苦而难过。学习之余，他常给陈仪

芳写信。陈仪芳也同样牵挂着任弼时，

得知“东大”生活很差，每天只吃两块

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房间里没有火，老

是担心他会生病。但她却不会给他写信

，请别人代写，总是不能更好地表达自

己内心的东西。后来她产生了学文化的

想法，就参加了一所职业学校的夜校学

习。很快，她会写信了，虽然磕磕巴巴

的，满纸错别字，任弼时却能完全看明

白，心里十分高兴。从此，他们之间频

繁地信来信往，热恋般的鸿雁传书，成

了任弼时同学和陈仪芳工友的殷切期待

和生活中的一部分。

1924年秋，任弼时学成回国，以在

上海大学教授俄文为掩护，担任了共青

团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委员和代理中央

书记。当时才二十来岁的任弼时，工作

出色，常列席党中央的会议，他正直果

敢，敢给总书记陈独秀当面提意见，引

起中央领导层的注意。

“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掩护

的需要，组织上决定让任弼时把“家属

”陈仪芳接到了上海。陈

仪芳1926年到上海后，改

名为陈琮英。此时，两人

已分别长达6年，忽然出现

在任弼时面前的是一个亭

亭玉立、楚楚动人的大姑

娘，令任弼时激动不已。

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长久地沉浸在久别重逢的

幸福之中。不久，他们举

行了简朴的结婚仪式，陈

琮英正式嫁给了任弼时，

也嫁给了革命运动，跟着

丈夫从事地下革命。任弼

时按党的指示，负责秘密

领导青年工人和学生开展

罢工罢课的斗争，处境非

常危险，但他们时刻相依

伴，风雨共担。

1928年秋天，任弼时在

安徽南陵县被捕。陈琮英

立即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

爬上一辆货车，在风雨交

加中赶到长沙，按任弼时

的假口供假扮一长沙老板

娘，与前来核对的敌方人

员巧妙周旋，打消了敌人

的怀疑，以少有的智慧和

镇定成功地营救了任弼时

。当她重又赶回上海去与

已释放的任弼时见面时，

见任弼时遍体伤痕，禁不

住扑上去大哭起来。这时

，任弼时也得知，女儿在

此次去长沙途中受冻而不

幸夭折了。

之后，他们在武汉、上

海两地来回转移，一直相依

相伴没有分开。1931年，任

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

去了江西苏区，陈琮英这时

挺着大肚子，两人互相牵挂

，难分难舍。女儿刚生下，

陈琮英却因叛徒出卖被捕了，在狱中半

年，她抱着孩子，向任弼时学习，坚强

不屈，与敌人斗争，受到很多折磨。后

经周恩来多方营救出狱，去了苏区，夫

妇俩再一次劫后重逢。

长征开始了，陈琮英跟随丈夫踏上

了万里艰险征途。一路上，陈琮英悉心

照顾身体已很虚弱的任弼时，使他几次

死里逃生，长征途中，他们又生了个女

儿，取名远征。任弼时怜惜妻子，吃饭

时总是把嫩一点的菜夹给妻子吃，还抽

空去河沟钓鱼给陈琮英熬汤补身体。部

队一上路，孩子总是由他背着，一边搀

扶着妻子往前走。

转战南北相依为命不分离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国共合作，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

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要与总指挥朱

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率八路军开赴抗日

前线，陈琮英留在延安，远征只好也送

回老家湘阴去。一家3口，生离死别，

不知何日才能相见。1938年3月，任弼

时受中央派遣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

际代表，他们才再一次重逢，并共同赴

苏度过了两年的异国他乡生活。

1940年 3月，从苏联回来后，任弼

时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处理书记处的

日常工作，被视为当时延安中央最忙的

人。陈琮英的工作是任弼时的机要秘书

，也是生活秘书。当时任弼时常常是通

宵工作，忙到天亮后才睡觉。陈琮英也是

这样围着他忙，不是整理和抄写东西，就

是忙着发电报，打印和装订文件……由于

任弼时在被捕和长征中身体严重受损，加

上工作特别忙，延安的生活条件又差，没

有肉和蔬菜吃，身体每况愈下。陈琮英望

着丈夫一脸的憔悴和那远远超过实际年龄

的样子，十分心疼和着急，所以她细致入

微地照料着任弼时的日常生活。延安时，

所有的人都吃食堂，顿顿是小米饭，一个

星期才吃一次馒头，中央首长也一样。有

时食堂改善生活，任弼时故意说胃不舒服

不吃或少吃几口，拨给陈琮英一些，其余

的分给卫兵和保姆。周恩来过年到中央首

长各家拜年时，同来的邓颖超会带一点糖

果来。延安很少有人能吃到糖果，特别珍

贵，任弼时和陈琮英互相推让着不吃，都

分给了勤务员、卫兵和孩子的保姆。

后来，为了自力更生，解决物质生活

问题，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当时纺线

线，人人有任务，任弼时百忙之中学纺线

，陈琮英手把手地教给他，居然让他纺出

了一等线，时常以量多质佳而获比赛的第

一名。周恩来很惊讶:“你怎么会纺得这么

好？”任弼时得意地看着陈琮英回答:“我

有家庭老师嘛！”获得纺线第一名，还有

奖金，这时，陈琮英就高兴地喊:“请客！

请客！”拿奖金买菜买肉来，大家动手在

家做饭，卫兵、勤务员、保姆和他们全家

3口围在一起美餐一顿。

抗战胜利后，中央机关在胡宗南大

围剿中，转战陕北各地。当时中央机关

分两部工作，朱德、刘少奇带一部去华

北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毛、周、任率

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

全国的解放战争，任弼时任“直属司令

部”司令员。这一时期，他更忙了，中

央机关又没有固定的驻地，一发现敌情

就得立即转移，甚至连夜长途奔波。粮

食也不能保证，有时每天只能吃一把黑

豆，他的身体健康急剧恶化，得了高血

压、心脏病、肾病和轻度糖尿病。陈琮

英带着只有几岁的孩子远远，不畏艰险

地一直随军东奔西走，服侍在任弼时身

旁，使他能够坚持工作，和毛泽东、周

恩来一起指挥全国大反攻。

到全国解放时，任弼时的病已经很重

了，中央只好送他去苏联治疗。在苏治疗

半年期间，任弼时与10年前在苏联所生并

留在那里的女儿远芳重逢。在一起住了8

天，让从来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这个孩子找

到了父亲，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幸

福。为了给国家节约钱，当时任弼时没有

让陈琮英去苏联陪治，但陈琮英在这半年

里，一天也没有放下心，她写了很多信，

叮嘱这叮嘱那，时刻关心着丈夫病情的每

一点变化，让任弼时非常感动。

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父女从莫

斯科回到北京，陈琮英率众子女去迎接

，任家的第一次大团聚让任弼时特别高

兴，他提出拍一张“全家福”。可惜这

也成了任家的最后一张全家照。当年10

月27日，作为七大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共第一代重要领导人的任弼时

，因脑病突发而不幸逝世。

患难一生、生死与共的战友和爱人

的突然离去，让陈琮英悲痛欲绝！之后几

十年中，她每每与人谈及任弼时，总是充

满着缱绻之情和深深的敬意，她说:“与弼

时相爱一生一世足矣，他是我亲爱的丈夫

，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敬爱的老师！”

任弼时与陈琮英的传奇爱情故事，

如诗一样地甘醇温馨，如高山大河一样

地壮丽。

另类任弼时：包办婚姻产生至爱真情
解放之初任弼时就不

幸因病英年早逝。他一生

的光辉经历和杰出贡献，

已载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史，将为后世人牢牢铭记

。作为满身硝烟、叱咤风

云的革命领袖人物，他的

家庭生活却少为人知。任

弼时与他的战友夫人陈琮

英有近四十年的婚姻经历

，其间不乏催人泪下的一

个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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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29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波罗

申科当天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指责

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吞并乌克兰”，

波罗申科呼吁德国总理默克尔援助危机

中的乌克兰。

而在一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

公开就刻赤海峡事件表态。普京强调，

此事完全是乌方在其总统大选前进行

“蓄意及有计划的挑衅”。

波罗申科再度求援

11月25日，在克里米亚半岛旁刻赤

海峡，俄罗斯扣押了三艘乌克兰军舰及

船员。俄罗斯称他们非法进入本国水域

，俄乌关系再度剑拔弩张。

海上军舰冲突发生后，乌总统波罗

申科一方面在国内实施戒严，另一方面

求助于西方阵营。

乌克兰当地时间28日上午，波罗申

科签署的戒严令正式生效，乌边境地区

进入战时状态。

11月 29日，波罗申科在接受德国

《图片报》（Bild）和芬克报业集团

（Funke）采访时，驳斥了俄罗斯的指

控。他表示，亚速海（Azov Sea）是俄

乌共享海域。

波罗申科对德国销量最大的《图片

报》表示，“不要相信普京的谎言”。

因为俄罗斯表示在事件中无责，波罗申

科用2014年俄罗斯否认出兵克里米亚与

此事相比较。

波罗申科称，“普京希望恢复古老

的俄罗斯帝国”，克里米亚、顿巴斯

（顿涅茨克）、整个乌克兰。他更称普

京是“俄罗斯沙皇”，“把乌克兰当作

殖民地。”

11月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公

开就刻赤海峡事件表态。普京强调，此

事完全是乌方在其总统大选前进行“蓄

意及有计划的挑衅”。

普京当天还谴责支持乌克兰反俄的

外国势力。他认为，此次事件是这些外

国势力长期纵容、未能让基辅为其恶劣

行为负责的结果，只要反俄，“如果乌

克兰要吃婴儿，他们都会给”。

普京表示，这起事件以俄扣押乌方

军舰与基辅在国内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而

告终，这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肮

脏的游戏”，他在一些地方的支持率太

低，于是开始搞事情，其需要在明年3

月份总统大选前压制政治对手。

此次冲突事件发生在刻赤海峡，该

海峡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半岛和俄

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塔曼半岛之间

。

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和塞瓦

斯托波尔市举行全民公投，超过九成投

票者同意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随

后，普京与两地代表签署条约，允许克

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以联邦主体身份

加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不承认上述公

投，反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并

入俄罗斯。

据塔斯社28日报道，俄外长拉夫罗

夫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刻赤海峡是

俄领海的一部分。

波罗申科呼吁德国介入

路透社认为，俄罗斯扣押乌克兰海

军舰艇使俄乌紧张关系达到2015年乌克

兰内战以来最高水平。

德国是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最大的

买家，因此波罗申科呼吁德国停止

修建俄德直通的天然气管道“北溪 2

号（Nord Stream 2）”，因为一旦修

通，俄罗斯会切断乌克兰天然气供

应。

波罗申科对芬克集团说，“我们要

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作出坚决、强烈的

明确反应，这意味着停止北溪2号天然

气管道项目。”

路透社介绍，德国认为俄罗斯天

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建造“北溪

2号”管道是一项私人投资，虽然默

克尔最近承认因为乌克兰的“政治影

响”，表示乌克兰将继续成为俄气西

输的渠道。

德国官员周三表示，他们在管道问

题上的立场没有变，美国和欧洲政界要

求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制裁”的言论

“为时过早”。

另外波罗申科还呼吁北约向亚速海

派遣舰船。

乌总统又向德求援：别信普京的谎言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江山代有才

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句话很好

的说明了，作为领袖或者强人的作用，

放在国家层面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很

多国家在伟大的领导人时期，表现很是

强大， 但是这个领导或者总统去世后

，国家就立刻走下坡路了。最典型是委

内瑞拉，为何查韦斯死后，国家就不行

了呢？

从世界国家来看委内瑞拉都是一个

存在感很强的国家，其存在感主要靠三

点：一是富裕，委内瑞拉是世界石油最

多的国家了，整个国家的石油资源世界

第一，因此，曾经是世界上的土豪国家

，土豪程度甚至超过了沙特。

二是，反美。委内瑞拉的泛美那也

是很高调，跟伊朗一样，整天对美国进

行言语威胁，基本上称美国那是没有存

在的必要，因此称为反美先锋。第三就

是查韦斯，前两项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

有查韦斯。查韦斯总统从20世纪末上台

后，统治委内瑞拉十几年，使得委内瑞

拉非常富裕，在世界那是首屈一指的度

假胜地。

而且委内瑞拉的美女那是非常漂亮

，产生了无数世界小姐。而凭借富裕强

大，委内瑞拉在国际上地位很高，甚至

成为南美洲反美的先锋。而因为强大，

无人敢惹。但是查韦斯死后，委内瑞拉

就开始不行了。现在的委内瑞拉已经彻

底破产，百姓民不聊生，几百万人成为

难民，整个国家一片萧条。因此很多人

都在想为何查韦斯死后，委内瑞拉就不

行了？其实主要是三点原因。

第一，油价下跌。

其实从本质上来看，查韦斯时代，

委内瑞拉能够那么强盛有钱，而且能够

那么大胆敢骂美国。最为关键的就是底

气，委内瑞拉作为石油出口大国

之一，当时油价高达140美元一

桶，利润和财富可谓是一目了然

。

但是查韦斯死后，油价不断的

下跌，到现在几乎跌去了一半了。

也就是说本来委内瑞拉能够赚取一

半的利益，而油价下跌就没有了，

因此到查韦斯死后，委内瑞拉就没

钱了，直接走下坡路，而且没钱使

得整个国家运转不灵了。

第二，趁你病要你命。

在查韦斯时代，美国想要搞

垮委内瑞拉也不容易，毕竟当时

委内瑞拉很繁荣。但是等查韦斯

死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为

何这么说呢？因为查韦斯不在了

，美国正好趁机对委内瑞拉不断

加码制裁，使得委内瑞拉国家经

济状况那是雪上加霜。正所谓是

趁你病要你命，所以可以看到，

查韦斯死后，委内瑞拉所面临的国际压

力也更加大了，国际环境恶劣下，逐步

内忧外患到了今天的地步了。

第三，人的问题。

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看，如果总统

或者领导人受极大拥戴，就会受到百姓

的拥戴，那么能够有效的团结国内力量

，共同应对内忧外患。在查韦斯时代就

是这样，因为查韦斯的个人能力和魅力

，受到广泛拥戴，所以委内瑞拉也更加

团结，克服困难。

但是查韦斯死后，马杜罗接位，但

是马杜罗和查韦斯在个人影响力方面不

可同日而语了。马杜罗也缺乏掌控力，

在经济上也没有建树。所以在国内外环

境恶化的情况下，马杜罗那是无能为力

，连国内秩序都是很难搞定的，更何况

继续维持国家的繁荣稳定了。

为何查韦斯死后
委内瑞拉就不行了？

醉卧河边君莫笑，这就是俄罗斯男

人。

跟大家说个故事。18世纪，彼得大

帝提出无论贫富贵贱，私人均可酿酒。

这一下，俄罗斯出现了全民酿造伏特加

的宏大场面。彼得大帝还宣布了一道深

受男人欢迎的法令：任何农妇如果在酒

馆里强行带走她们正在喝酒的丈夫，就

必须要接受鞭刑。喝酒中的丈夫，神圣

不可侵犯！

还有斯大林爱喝伏特加，更酷爱家

乡格鲁吉亚产的白兰地，在他的示范作

用下，苏德战争期间伏特加成为苏军的

标配战略物资。为了激励士兵们不怕死

，苏联国防部特别规定，前线的战士每

天每人都能获得100克伏特加的配给。

所以，如果你遇到俄罗斯人，很多

俄罗斯人会很自豪地告诉你：苏联之所

以能打赢纳粹，靠的就是两样东西：伏

特加和喀秋莎火箭炮。

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也是个

世界著名的酒鬼，为此闹出很多国际笑

话。1995年，在白宫访问的叶利钦喝醉

后神秘消失了，吓得特工四处寻找，最

后竟然发现堂堂俄罗斯总统只穿着内裤

在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聊天，他自称准备

去买披萨。

那么说，苏联或者说现在的俄罗斯

就没有人想禁酒吗？当然有，苏联历届

领导人中，只有两人曾经搞过禁酒政策

，无一例外全失败了。

第一个是列宁，十月革命之后，列

宁号召苏维埃政权实行禁酒政策，然而

全国人民都开始抱怨，甚至导致苏维埃

支持率下降。不得已，列宁只好撤销了

禁酒令。

另一个是戈尔巴乔夫，1985年戈尔

巴乔夫政府发布“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

反酗酒的法令”，规定每天上午11点才

开始限量卖酒，导致买酒的队伍长得惊

人，伏特加变成紧缺货，老百姓怨声载

道。

有一个笑话：人们排起长队买限量

的伏特加，有一个人实在忍受不了了，

便说：“我要去克里姆林宫杀了戈尔巴乔

夫。”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别人问他

是否杀了戈尔巴乔夫？他答道：“杀他？

那边排的队比这儿还长！”另一个不是笑

话的笑话：因为没酒喝，苏联战斗机飞行

员居然偷喝飞机的防冻液！

也就是从禁酒令开始，俄罗斯的穷

人开始寻找一些酒精代用品来满足自己

的需求：浴液、防冻液、古龙水、须后

乳、窗户清洁剂等含有酒精成分的液体

。直到今天，调查显示俄罗斯酒精替代

品消费占据了20%的酒精市场。

去年年底，俄罗斯西伯利亚城市伊

尔库茨克市发生一起恶性事件，因为喝

酒精替代品造成60人死亡，普京总统大

怒，下令内阁严打。

普京是克格勃出身，自律很严并不

酗酒。虽然酒精让俄罗斯人横死短寿、

犯罪率高，但普京绝不会重蹈戈尔巴乔

夫禁酒覆辙，因为谁都知道，要让“离

了这玩意啥也干不了”的俄罗斯人远离

酒精，是件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俄罗斯规定
喝酒中的丈夫
神圣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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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2020 Palisade旗艦款中型休旅車為駕駛人帶來無與
倫比的舒適、科技，以及安全。
• Palisade提供多達八個座位與寬敞的儲物空間，加上第三
排電動座椅以及一鍵式第二排座椅等便利功能，更易於操作。
• 身為現代汽車的旗艦款休旅車，Palisade 具有許多適合全
家開車旅遊的高科技功能與配備，像是超過十英吋寬的導航屏
幕、無線充電、六個USB插座、第二排通風座椅，以及線控換
檔等。
• 現代SmartSense安全科技功能為所有Palisade的標準配備
。

現代汽車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洛杉磯國際車展正式向全球媒
體展示了全新旗艦款休旅車Palisade。2020 Palisade採用全新
的SUV底盤以及出色的第二排和第三排乘坐空間，加上寬敞的
載物空間和重新配置的靈活性。Palisade將會在韓國蔚山出產
，並將於2019年夏季在美國各地的經銷商銷售。

北美現代汽車產品、企業，與數位計畫副總裁Mike O’
Brien提到： 「全新2020現代Palisade清楚地呈現與現代旗艦款
休旅車相媲美的設計理念。此外，Palisade還具有全新的全路
面/全天候功能、科技、安全、寬敞度，以及高效能。這款全新
的現代休旅車是給家庭的最佳選擇，既能讓日常生活更加便利
與舒適，也適用於假日全家出遊，與家人創造美好回憶。」

旗艦版休旅車的設計
現代汽車設計中心的總監SangYup Lee提到： 「現代Pali-

sade的外表和內部設計以優質、獨特，和大膽的形象反映出其
獨特的旗艦身分。身為Palisade的主要設計師，我很高興能在
一整個開發過程中與我們的全球設計團隊合作，並在洛杉磯國
際車展向大眾呈獻這個非凡的產品。」

Palisade的設計以低調的主題傳達富有威嚴的造型，展現
出配稱為旗艦款休旅車的與眾不同。從正面來看，一個搶眼與
大膽，向下流動的寬闊格柵顯然代表豪華優質的休旅車。獨立
的複合式前照燈以及垂直連接的前照燈標誌營造出強烈而獨特
的前方氛圍，加上LED大燈、LED日間型車燈，以及LED轉向信
號後視鏡。一個強大且延伸的引擎蓋輪廓雕塑出了一個令人印
象深刻的道路存在感，而大膽的車身C柱以及全景的側面玻璃
表現出寬敞的第三排座位空間。全面的擋泥板以及車身側面則
雕塑出了陽剛的整體細節。從後方來看，通過蜿蜒的細節和垂
直LED後方尾燈的設計，Palisade強調了寬廣而沉穩的姿態。後
方全景玻璃加上切割車頂為乘客提供了寬敞的空間感。此外，
可選配的超大型20英吋合金車輪進一步添增Palisade旗艦休旅
車的風采。

這個設計也具有空氣力學的優勢，其阻力係數為0.33 (Cd)
。Palisade藉由特定的設計元素實現了這個低係數，其中包含
快速的車身A柱角度、後方擾流板測的裝飾、帶有延長的內部
空氣導向裝置、空氣下側板，以及後輪空氣導流板。

富有直覺的實用性
Palisade的內部設計結合了放鬆感和舒適感，營造出一個

帶有標準八人座位的安穩環境，適合家庭出外遊玩。配有皮革

的車款採用優質縫Nappa皮革，儀表板上則配有光滑的木質裝
飾加上環繞式的室內設計，創造出一個寬敞舒適的氛圍。為了
乘客能更方便上下車，Palisade的第二排座位配備了一鍵式座
椅，第三排則配備了電動摺疊和傾斜座椅。一鍵式的第二排座
椅藉由單觸式電動操作，能讓座椅向前，以便乘客進出第三排
座椅。此外，第二排座椅還有一個標準USB插座，以便乘客使
用。第二排的座椅也可選配通氣座椅表面。一個對話鏡則能讓
駕駛人清楚看到後方乘客，而且每排座位都備有USB插座，帶
給乘客更多方便。

Palisade還提供了級距內專屬的盲點監視器，可在駕駛人
打信號燈的同時顯示易於查看的車身側面影像。導航顯示屏則
配備一個寬大的10.25英吋觸控式寬屏幕，加上12.3英吋的全數
位中央儀表板，提供各種視圖模式以及不同的駕駛模式照明。
Palisade能同時連結兩個藍芽裝置，一個用於電話連結，另一
個則用於播放音樂。中央儀表板與導航功能相結合，提供了出
色的易讀性以及易用性，並帶有可選配的抬頭顯示器。許多中
央控制板的創新功能，像是線控換檔控制，空出了許多寶貴的
空間，易於駕駛人利用最常使用的功能。線控換檔系統也包含
了自動停車功能，當車子引擎熄火，以及駕駛人打開車門時，
系統會自動把車子換到停車檔。Palisade中控儀表板的橋型設
計也節省出在儀表板區域下方的儲存空間，方便駕駛人和乘客
放置物品。Palisade內部備有六個USB插座，包含後座的USB
插座以及適用於所有電子產品的放置口袋。Palisade還帶有16
個杯架，乘客不管坐在那裡，都會有空間放置飲料。再者，每
個座位的安全帶都帶有連結通知，讓駕駛人知道每位乘客是否
有繫安全帶。

Palisade提供豐富的科技功能，包含現代汽車最新的導航
系統，加上Android Auto™以及Apple CarPlay™。為了消除對
充電線的需求，適用的Android手機以及較新的Apple iPhone手
機可以藉由選配的Qi無線充電板充電。在音響科技方面，可選
配的高級音響系統非常適合Palisade的高級內部設計。這個音
效系統採用Clari-Fi以及QuantumLogic™環繞聲科技。Clari-Fi
即時修復因為數位壓縮而喪失音效細節的音樂曲目，而Quan-
tumLogic™則從原始錄音檔案中提取信號，並將其重新分配，
以進行清晰、精緻，以及富有細節的音樂播放。結果就是更令
人享受的駕駛聆聽體驗。

抬頭顯示器
受到飛行科技啟發，Palisade可選配的抬頭顯示器 (HUD)

將一個虛擬的圖像投射到擋風玻璃，以助駕駛人更加專注在道
路上。這個功能採用一個鏡面系統，並與真彩 (TFT) LCD顯示屏
幕相結合，能調節亮度，確保日間和夜間的可視度。各種駕駛
訊息都能以最理想的虛擬距離投射到顯示器上，以確保易讀性
最大化，訊息包含車速、智能巡航控制、導航、盲點碰撞警示
、避免前方碰撞輔助、道路速限、道路偏離警示，以及音效系
統數據等等。

Palisade也提供了一個先進的Driver Talk車內對話系統，其
中包含後座對話以及睡眠模式等功能。這個系統能讓駕駛人透
過Palisade的音效系統，分別與第二排或是第三排的乘客溝通
。該系統還包含一個睡眠模式，讓駕駛人能收聽選擇的音樂，
但是該音樂不會被傳送到第二排以及第三排的音響，這樣一來
可能在睡覺的後方乘客不會被驚擾到。

Palisade的設計追求高度的開闊感和優越的能見性，大型
的固定后天窗、寬敞的後排座椅，以及可重構的後部載貨空間
等，完美地實現了這一設計初衷。透過最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
，其整個後部空間都極易於全家人使用，甚至還提供電動可折
疊和傾斜的第三排椅背。另外，Palisade的各項外部尺寸都大
於Santa Fe XL和Toyota Highlander.

內部空間方面，Palisade的第一和第二排腿部空間比High-
lander、Pilot、Pathfinder，和Explorer更大。此外，Palisade的
第三排后載物空間也比Highlander、Pilot和Pathfinder更大。

Palisade絕佳的動力和高效益來自於一具3.8公升6缸At-
kinson-cycle雙連續可變氣門正時燃油直接噴注引擎。它在轉
速為6,000rpm時能輸出高達291匹馬力，而在轉速為5,000rpm
時能輸出高達262磅-呎扭力。與同級距其它SUV車款相比，
Palisade的標準馬力更高，扭力也更強！Palisade通過一個附多
片式扭力轉換器的8速自動變速器輸出動力，並提供HTRAC®
兩輪驅動和全輪驅動，3. 648的最終傳動比也確保了強勁迅速
的的加速。引擎蓋下大面積的隔音材料、以及特殊的隔音地毯
和動力系統都大大減少了Palisade的NVH (噪聲、振動和不平順
性)。

懸架幾何機構與調校
Palisade的前後懸架寬度被最大化，所以其側傾剛度和穩

定性大幅提升。而245/60R18的標配輪胎或245/50R20的選配
輪胎，也優於對手，加強了車子的穩定性、時尚感和駕乘的舒
適度。Palisade的前轉向節和后支架由鋁製成，同時其前下臂
通過全新的設計被優化和減重，從而降低了非懸掛重量，並提
升了反應靈敏度。

Palisade還通過多種方法獲得了本級距最佳的車身扭轉剛
度，其中包括多環形結構和熱沖壓門環部件，以提供更好的強
度和剛性。另外，配備天窗與沒有配備天窗的兩種車款的扭轉
剛度，幾乎是一樣的。

HTRAC®附雪地模式
Palisade 提供現代汽車著名的 HTRAC®全輪驅動系統

（AWD）。HTRAC AWD系統是作為一種多模式的系統而研發製
成的，它包含了一個電子可變扭矩分離式離合器，主動控制前
後軸之間的扭力分配。駕駛人可選的HTRACT模式包括正常、
運動，和智能模式，有助於在各種天氣狀況下實現最佳的汽車
操控。運動模式通過向後輪輸送更多扭力，以提升駕駛的敏捷
性和動感性。與同類型的其他系統相比，該系統具有更廣泛的
扭力分配可變性，並且已經針對直線加速、中速，或是高速轉
彎，以及上坡起步等進行了相應調整。

Palisade先進的HTRAC® AWD系統還提供最新研發的雪地
模式，針對雪地的特殊情況有效地調節抓地力，並且優化可用
的抓地力和駕駛人的控制。該全新模式根據可用的抓地力等級
來調整前後扭力分配、左右車輪打滑控制、引擎扭力，和換擋
模式。另外，Palisade的AWD HTRAC®系統還包含一個AWD鎖
定差速功能，以應對抓地力的不同情況。

安全科技
Palisade提供一系列先進的標準安全配備，如前方碰撞避

免輔助附行人偵測、盲點碰撞避免輔助、線道跟隨輔助、後方
橫向交通碰撞避免輔助、安全離車輔助、遠光燈輔助，駕駛人
注意力警示，以及智慧定速巡航附停止和啟動。

現代的標準配備後方橫向交通碰撞警示(RCCA) 增強了駕駛
人對於Palisade後方的察覺。 在倒退時，使用盲點偵測系統的
雷達感應，系統除了能夠提醒駕駛人車輛是否從後側接近之外
，還會強制啟動剎車。

選配的功能包含後座乘客警示(ROA)。該系統使用超聲波感
應器監控後排座椅，有助於察覺孩童和寵物的活動。 系統會首
先提醒駕駛人在離開車輛時檢查後座，並在中央儀表組顯示屏
上顯示訊息。 如果系統在駕駛人離開車子並鎖上車門後檢測到
後座有活動，它將鳴喇叭並且通過現代的Blue Link連接系統向
駕駛人的智慧型手機發送警示。 該系統旨在避免孩童與重物被
遺忘在後座，此外，該功能也有助於減少兒童將自己反鎖在車
內意外發生的功能。

Palisade還擁有標準配備安全離車輔助系統 (SEA)。為了提
高現代乘客的安全性，安全離車輔助系統使用雷達偵測從後方
接近的車輛，並提醒想要離開車子的乘客。

如果乘客在車輛從後方靠近時要試圖打開車門，中央儀表
板將會發出視覺和聲音警告提醒駕駛人。 此外，如果駕駛人試
圖取消電子兒童安全鎖，安全離車輔助系統將會強行阻止駕駛
，並確保後座門保持鎖定狀態，直到接近的車輛通過。 一旦道
路暢通，駕駛人即可解開電子兒童安全鎖並成功解鎖後座門。

此外，Palisade還有七個標準安全氣囊：雙前，雙側，駕
駛膝蓋和翻滾感應窗簾式安全氣囊。 Palisade採用全長式側邊
窗簾式安全氣囊，包覆範圍至第三排座椅，可在發生碰撞時增
強後排乘客的安全保護。 胎壓監控、防盜偵測，第二排的三個
LATCH錨、第三排的兩個LATCH錨，以及後視相機皆是Palisade
的標準配置。

Palisade結構非常堅固，在主要懸架和碰撞區域採用先進
高強度鋼（AHSS），以提高拉伸強度。 使用先進的高強度鋼
擁有多項優勢：整體車重量更為輕盈之外，在減去使用輕質材
料的無謂成本後，車子能夠擁有更高的車輛強度和剛性。

Palisade預計將從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 (IIHS) 中獲得頂級
安全首選+ (Top Safety Pick+) 殊榮 ，並獲得美國高速公路交通
安全局 (NHTSA) 五星級的評價。堅固的車身底部和側面結構的
設計能在嚴重碰撞中增加能量吸收和減少車體內被侵入，特別
是在正面偏位小區撞擊測試中。 此外，其底部使用多個負載路
徑，以在碰撞中能更加分散潛在的碰撞能量。

BLUE LINK®汽車連結服務
配有Blue Link系統的Palisade包含了3年免費服務，提供

加強的安全服務、車況診斷、遠端遙控，以及聲控服務等多項
連結技術。Blue Link讓車主與愛車直接互動，在上班前可設定
車室冷暖空調、遠距離發動引擎，以及為車門上鎖及開鎖等。
除此之外，更有尋車功能、加強版道路救援，以及車輛失竊恢
復技術。Blue Link可通過後視鏡上的按鈕、MyHyundai App、
Amazon® Alexa聲控，以及Google Assistant等應用程式來啟
動。有些功能還能支援Apple Watch™以及Android Wear™。
更多關於Blue Link提供服務的詳情請見 www.hyundaibluelink.
com

北美現代汽車
北美現代汽車旨在藉由銷售的每一台車，為客戶提供設計

、工程，以及價值上的卓越體驗。現代富有尖端科技的房車、
休旅車，以及替代能源車款皆具有現代保固計畫的背書，這是
我們讓顧客放心的承諾。現代汽車全車系在全國超過八百三十
間經銷商銷售，並且大部分藉由在美國本土的工廠製造，像是
位於阿拉巴馬州的現代汽車製造廠。北美現代汽車的總部位於
加州噴泉股，為韓國現代汽車集團的分公司。
請至www.HyundaiNews.com查詢更多北美現代汽車相關新聞

北美現代汽車華人粉絲俱樂部 Facebook

現代汽車全新現代汽車全新20202020 PalisadePalisade中型休旅車中型休旅車
在在20182018年洛杉磯國際車展隆重登場年洛杉磯國際車展隆重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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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汽車標準SMARTSENSE 

分類 功能 名稱 應用 

駕駛安全 

前方碰撞 前方碰撞輔助 (FCA) 附行人偵測 標配 

盲點偵測 盲點碰撞警示 (BCA) 標配 

線道輔助 線道保持輔助 (LFA) 標配 

遠光燈 遠光燈輔助 (HBA) 標配 

駕駛人注意力 駕駛人注意力警示 (DAW) 標配 

安全離車 安全離車輔助 (SEA) 標配 

駕駛便利 巡航定速 巡航定速 (SCC) 標配 

停車安全 後方橫向交通 後方橫向交通碰撞警示 (RCCA) 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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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力藝術工作室日前舉行了師生們的東王維力藝術工作室日前舉行了師生們的東
歐造訪之行歐造訪之行，，繼續探討和最尋更加多元化繼續探討和最尋更加多元化
的藝術之旅的藝術之旅。。王維力藝術工作室二十多年王維力藝術工作室二十多年
來不斷發展壯大來不斷發展壯大，，不同族裔的成員來自不同族裔的成員來自3030

多個國家多個國家，，在追隨王維力探索藝術真諦的在追隨王維力探索藝術真諦的
過程中過程中，，成員之間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成員之間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體現了王維力體現了王維力““世界大同世界大同、、四海一家四海一家””的的
理念理念

王維力藝術工作室東歐之行王維力藝術工作室東歐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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