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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人物

Texas Spinal care 德州脊柱中心李醫生
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
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
行醫多年﹐
﹐信譽卓著
信譽卓著﹒
﹒車禍後請找李醫
生﹐無論是您撞人還是人撞你
無論是您撞人還是人撞你﹐
﹐李醫生幫您免費治療
李醫生幫您免費治療﹗
﹗治療車禍後遺
癥和腰椎﹑
癥和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
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
﹐病人無痛苦
病人無痛苦﹑
﹑不用專門請假
不用專門請假﹐
﹐可以
邊工作邊治療﹒
邊工作邊治療
﹒
電話﹕
電話
﹕713
713-278
278-2225
網址﹕
網址
﹕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
診所地址
﹕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Texas77063
診療時間﹕
診療時間
﹕每周一
每周一﹑
﹑三﹑五全天
五全天﹐
﹐二﹑四﹑六上午
六上午﹒
﹒

Jasmin Tseng

( 菲菲 )

長期照顧、年金、長者保險、
健康醫療，人壽、教育儲蓄

713-371-2491

專線：
保險經紀人

現在就來電預約和咨詢
●代理多家A級知名保險公司

多一份準備多一份安心，我的專業和用心讓你放心

曾玉菲

10333 Harwin Drive Suite 120E
Houston, TX 77036
Jasmin.tseng@yahoo.com
I01-JASMIN TSENG 曾玉菲_567C_4

谁在制造刘强东案的﹁迷雾

法治天地
星期一

电商平台京东的创始人刘强
东在美国涉嫌性侵一案，近日因
女方提起民事诉讼，再次引发中
国舆论关注。和数月前美国检方
提起刑事诉讼时一样，当事双方
及中国媒体、网络自媒体又掀起
了一场舆论公关战。而这一次因
为披露的案情细节更多，引发的
争议也更大。

一再反转的舆论风向
从北京时间 4 月 20 日开始，由
当事者刘女士授权发布的起诉书
中译本就在中国网络上流传，其
中披露了“性侵”事件的完整过
程，包括在酒店房间内的许多私
密细节。多数网友在看完起诉书
后，都倾向于认定“刘强东的确
对女方实施了强奸”。这一舆论
风向很快被媒体捕捉，并为之后
几日双方的公关战拉开了序幕。
4 月 22 日，微博名为“明州事
记”的账号公布了两段事发当晚
晚宴现场和公寓走道的监控视频
，显示女方“未醉酒主动跟随”
、“举止亲密主动邀请刘强东进
入（公寓）”。

相关视频被刘强东在中国的
代理律师陈曦认定“属实”，
“女方仙人跳（意指设陷敲诈
）”的观点在舆论中迅速扩展。
女方也迅速做出了回应。
4 月 23 日，微博网友陈纯 Camus 经刘女士授权发布晚宴的完整
视频，刘强东和女方“一直”分
开坐的说法被推翻，女方被十余
次劝酒的事实也得以确证，舆论
再次出现反转。
之后，为这场舆论战火上浇
油的是《南方都市报》。4 月 23 日
，该报记者发布消息，称通过匿
名邮件获得了刘强东在美国的代
理律师与女方当事人的谈判录音
，内容显示，“女方曾向刘强东
的代理律师索要钱财”。这一爆
料再次使舆论倒向刘强东一边。
但是次日，当事人刘女士即
作出回应，称媒体爆出的录音
“内容和声音均经过处理”。她
补充说，“前情是警员曾问如果
和解是否要经济赔偿和道歉，我
确认了，后来对方律师四次致电
我就说了诉求”。显然，《南方
都市报》在收到匿名邮件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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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核查录音是否真实、完整，也
未与当事人进行联系确认。
舆论继续发酵，女方于 4 月 25
日爆出完整的录音，并接受财新
网独家采访。她否认了“仙人跳
”的指责，承认由于惧怕在态度
和行为上显出疑惑和反复，但她
强调，在公寓内一直对刘强东
“表示拒绝”。对此说法，刘强
东一方尚未作出回应，但相信不
会保持沉默。

否完整、没有当事人的回应，一
家重要媒体就这样把自己完全当
成了某一方的传声筒。”
方可成称之为“机构媒体的
堕落和溃败”，这一点得到了许
多人的认同。但更重要的问题是
：这种溃败是怎么发生的？
专业媒体的信息把关机制
在此事中似乎失效，这引发了
对当前中国媒体环境的反思。
毕竟，未经证实就发布爆料信
息的媒体不只《南方都市报》
一家，有的只是加上“疑似”
二字以免责。而在数量庞大的
网站自媒体中，罔顾真实和客
观 ， 求 快 、 求 新 、 求刺激性的信
息更是常态。
曾有一段时间，中国专业媒
体人经常谈论“内容为王”，而
最近两年，这类声音已经很少听
到，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关注度、
转发量、10 万+的企求与祝贺。客
观、公正、核查事实、平衡报道
，这些仍被专业媒体人认为是新
闻报道的常识，但在现实中已越
来越难实践。对流量的追逐和对
大众的迎合，已经形成压倒性优

公关战背后的流量操纵
一场发生在美国的民事诉讼
，持续在中国舆论场掀起风波，
经过当事双方几番有针对性的爆
料后，网上舆论更加撕裂，真相
却依旧模糊。在此过程中，令许
多人感到失望的不仅是跟风的自
媒体，还有一些专业媒体的表现
。
特别是《南方都市报》披露
不完整录音的做法，显然违背了
新闻操守的基本规范。曾是中国
知名记者，现为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传播学博士候选人方可成就
撰文批评：“不知真假、不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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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刘强东案的是与非一再上演
“反转 ” ， 而 基 本 事 实 和 立 场
公正的判断依然稀缺，这本身
显示了信息环境的恶劣。但在
互联网经济、内容产业、变现
规则等名词被不断放大的背景
下，有多少人关注普通中国公
民接受的信息质量是怎样的？
当他们想要获得关于某一事件
的真相时，得到的是事实和公
正的判断，还是被情绪和利益
裹挟的舆论风暴？
当媒体主要依赖权力和资本
的供养，就会丧失独立自主的
生存空间，在中国这样的情况
一直存在。为了利益和生存，
还是为了事实和公正，成为多
数媒体运营者必须面临的选择
。因为真正恪守专业主义，则
意味着巨额的成本和极少的回
报。这种特定的信息环境所形
成的“市场规则”，正是发生
在几乎所有中国媒体人身上的
现实。它的背后有技术变革的
助 因 ， 但 更 主 要 是 结 构 性 的积
弊，想要改变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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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孩子不一般的学习之路
从读图画书开始
无论是放学后还是周末，洛杉矶
县东区圣盖博谷（San Gabriel Valley）
不同城市的图书馆停车场总是很难找
到车位。阅读着海量的图书，新移民
和他们的孩子们似乎找到了一种不一
般的学习方法。
从被开除的坏学生变成辩论高手
圣盖博谷聚居不同族裔的新移民
，这里包容和欢迎着多元文化，但新
移民们依然不得不面对融入新生活方
式和改变语言习惯的困难。对重视教
育的华人家庭来说，利用课余周末时
间补习充电已是必不可缺的手段。亚
凯 迪 亚 市 （Arcadia） 居 民 顾 女 士 运 作
着多个课后演讲培训班，她认为帮助
移民孩子们解决融入困难，最需要的
是看图书。
顾女士曾向亚市家长们介绍班里
一位叫 Brien 的华人新移民孩子，他在
一场高难度的国会式辩论赛中取得不
俗的名次。然而，许多家长立刻就认
出，这个孩子是被开除的“坏学生”
。
Brien 妈妈坦诚，作为新来的移民
，孩子在课堂上听不懂英文，因此捣
乱班级导致刚上学没多久就被开除。
之后，没有学校接收的 Brien 在补习学
校上课，谁知道又被补习学校校长开
除，最终来到了顾女士的班。与其它
补习班不同，Brien 在顾女士的班里面
首先任务是看图书。这种连补课老师
都感到无聊打哈欠的教育方式，却培
养 Brien 在一年内辩论战胜英文为母语
的本土学生。
除了 Brien，华人新移民孩子 Vic 的
经历更能说明阅读图书带来的好处。
从中国到洛杉矶后，Vic 在亚市的学校
上 6 年级，并且按规定进入了亚市学
区的英语发展课程（ELD Program）。
事实上，不少新移民孩子们都被困在
ELD 课程好几年，不但英语课程无法
考过关，正常的文化课程也被耽误，

和其他孩子的发展不在同一起跑线。
Vic 虽然也不懂英文，但采用看图书学
习的方式，短短半年阅读了 700 多本图
书，成功地通过 ELD 课程考试。
Vic 的学业进展引起了学区 ELD 课
程老师们的注意，并将其学习方法在
整个亚市学区内向新移民家长们推广
。顾女士一套阅读图书的经验帮助越
来越多的新移民孩子克服融入困难。
不要名著，要图画书
课外时间阅读书籍作为一种辅助
学习的方法，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
然而，顾女士特意强调，孩子们看必
须是图画书，而不是世界名著或者经
典书籍。她认为图书不但帮助孩子通
过图片学习英文，更重要是描述日常

生活的故事让孩子熟悉新的文化习惯
，但是如果阅读的是超出孩子年龄层
的书籍，就有可能把孩子带上“歪路
”。
顾女士的一双儿女在阅读上都有
极其出色的成绩。她的儿子在小学期
间阅读的书籍数量大大打破学校图书
馆原有记录，因此学校除了表彰外，
更是将其照片悬挂在图书馆，鼓励后
来的学生追赶其记录。在儿女的阅读
中，顾女士发现对孩子们来说，不单
止要读书，更重要的是读懂书，这才
能培养他们的内驱力。
“内驱力对孩子们和无论多大年
龄的新移民都很重要。他们对这种生
活环境不是很理解，处于一种恐惧和

渴望知道的状态。”顾女士结合自身
经历说，“我在图书馆做了很多年义
工，实验发现这些图书能培养他们内
驱力。现在的美国教育系统，百分之
八十、九十是失败的。因为我们一旦
发展这个孩子突出的时候，就会强加
他们去挑战很多不应该属于他们的东
西。这样他们到 4、5 年级的时候，读
了很多他们心智上无法理解的书。书
里面都有正面和反面的情节。他们很
容易抓住负面情节。”
目标是培养未来社会的领袖
“内驱力”在顾女士想法中，是
华裔社区所欠缺的重要事务：“当我
们华裔学生的考试优势不再存在的时
候，我们的劣势就自然暴露出来——

不善言辞。孩子们即使上了名校，也
不能做出名校毕业生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不管孩子喜欢不
喜欢，随便买架钢琴在家里先培养孩
子们的兴趣，不管孩子是否有天赋，
先报几个才艺班学习一下，体育运动
来个三项五项每周几十个小时训练。
唯独内驱力的培养、说服力和表达能
力的培养，奉献精神的熏陶往往不在
我们教育计划里面。”
在顾女士家里，第一个接触到演
讲辩论的其实是女儿 Erica。Erica 加入
了亚市学区的辩论团队后，每到外出
参加演讲辩论比赛时，顾女士作为团
队成员的家长也被鼓励参与比赛。原
因是这些比赛的裁判是由辩论团队的
成员、教练和学生家长自愿担任。这
种模式虽然无可避免造成一些裁判评
分时偏心，但也毫无疑问的加强了家
长和学生之间互相了解和交流。
这些演讲辩论比赛的要求并不简
单，内容也十分多样化，包括讲故事
、即兴辩论、科技讲演、国会辩论。每
年比赛所累计分数会被私立学校和大学
的招生官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参考。顾
女士称，2019 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决
定，将每年的三月一日定为全国演讲辩
论教育日，这显示美国政府将每一位公
民的表达能力上升到重要的地位。
春季的多场演讲辩论比赛中，顾
女士课后演讲培训班的七年级新移民
学 生 Wendy 在 加 州 路 德 大 学 （CLU）
举办的高中生演讲预赛获得总分第一
名。大家都很开心看孩子们的迅速成
长，创造力和胆量不断提高。不过，
顾女士认为学生获奖不是培养的重点
，重点是他们学会如何有效地参与社
会服务。她把自己的目标设定的更远
大：“我们的大目标是想送学生们进
入美国国家辩论队和在美国国会实习
，培养华裔未来领袖，领导这个国家
的发展。”

中美教育差异引深思！
根据最新的2018年QS全球留学报告
显示，最受欢迎的留学国家选择是：美
国 （48％ ） 、 英 国 （42％ ） 、 加 拿 大
（34％ ） 、 澳 大 利 亚 （28％ ） 和 德 国
（28％）。总体而言，美国和英国分别
排名第一和第二，吸引着大量国际学生
进入这些市场。那么，美国大学究竟有
什么特质，使得大家都选择去美国留学
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1.启发讨论式教学 传统教育中，教
师在学生群体中所形成的权威性主要源
于其对于某个专业领域知识的精通。教
师的这种专业权威性曾促使“聆听教诲
”成为校园课堂中的主要授课模式，学
生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随着信息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知
识壁垒与信息不对称逐渐被消解，源于
专业知识优势的教师权威性基础也随之
逐渐坍塌。学生不再像以往一样对高校
及其教员身怀敬畏之心，不再仅仅通过
听课来接受知识学习和让教师来决定什
么值得去了解和学习。
而美国的高校教师在课堂中更像是
一位主持人或教练，他们大多不会简单
粗暴地向学生灌输知识与科学结论，不
会擅自替学生来回答某个学术问题，而

是通过精细的课程设计，让学生通过发
现问题、海量阅读、文献查证、小组讨
论、个人演讲、课堂答辩等一系列艰辛
的努力来促使学生不断深入思辨，让他
们自己来寻找问题的答案。
一场精心设计的课堂讨论往往会促
使学生的思维沉浸在多个思考角度中，
这对于促使学生独立心智的成长颇为有
效。
2.课程计划——师生间的“契约单
” 在美国大学的第一节课上，每位同学
会拿到一份该课程的教学计划表，表单
中详细描述了课程的教学目标、考核方
式与评分细则、每一节课的教学内容以
及相关阅读书目或参考网站，老师还会
在课上做详细说明。学生一旦确认选修
这门课程，就得严格按照教学计划表中
的规定执行。
教师同时会按照计划表中的要求对
平时作业、课堂讨论、结课作业及时计
分，如果某位学生在上课期间的平时分
数过低时，还会收到教师的“黄牌警告
”。
若最终课程分数不及格，这位挂科
学生就得另交一笔费用不菲的课程重修
费 (最便宜的州公立大学，每一学分大
概需要 450-550 美金左右，每一门课 2-3

个学分不等)。在学校网站上，还能随时
查到与本专业相关的所有课程大纲。
3.课后阅读、课堂研讨、量化评分
美国大学教师一般会在课前详细规定每
节课的阅读内容甚至阅读页数，学生在
上课期间要面临大量的专业书籍阅读任
务以及平时作业，要是课前完不成规定
任务，不仅会在课堂讨论时面临巨大尴
尬，更会极大影响结课成绩。
国内一些教师也会在课上提供一些
相关书目，但由于缺少具体量化要求，
以及课堂讨论等相关考查督促机制，专
业书籍的看与不看全凭学生个人自觉，
从而难以有效激发和督促学生的实际课
后阅读行为。
而美国大学生对平时学习更为重视
，通过建立有效的过程量化评分体系以
及繁重的课业量，促使学生在平日学习
中也丝毫不敢马虎，很少有学生还能有
精力去沉迷网游、网剧或睡懒觉，从而
有效保证了学习深度与品质。
4.教授“门诊”，排队问问题 一流
大学的学生都善于思考，因而必然会有
许多学习上的问题，主动而频繁地找老
师问问题便是著名大学的一个特殊的景
观。
此外，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者都懂

得，只有从事大生产的技术工人才可以
集体培训，批量生产，而高端人才是需
反复打磨、精雕细刻才能产生的。因此
，他们都实行小班教育。
小而精办学最成功的典范是加州理
工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加起来也就
2000人刚出头，学校的教师大概300人，
然而它的成绩斐然，培养出了许多著名
的学者，其毕业生中就有 20 人获得诺贝
尔奖，按照比例甚至超过了哈佛大学。
5.拥有国际视野，及早接触前沿科学
问题 世界一流大学都很注重培养学生的
国际视野，让他们及早了解科学的最前
沿问题。
首先，让自己学校的世界一流大师
站在教学第一线，让刚入校的学生就能
零距离接触世界级大师，消除神秘感，
这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信心，树立远大的
志向。
其次，鼓励学生踊跃参加学校组织
高水平的国际会议。这些参会者除了报
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外，还与大家讨
论哪些是本领域的最前沿问题。如果一
个人能在读书期间就能接触这些杰出学
者，开始思考本学科的最前沿问题，肯
定有利于日后做出革命性的成就。
6.五花八门的学术团体和读书会 课

堂只是大学学习的一部分，世界一流大
学里五花八门的学术团体组织的各种活
动，也成为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斯坦福大学的每个系科的学术团体
，几乎天天都组织学术讲座，像计算机
系，从中午 12 点到下午 6 点，每个时间
段都安排有学术讲座。这些学术活动又
分等级，有的是针对同方向的少数专家
的，有的是针对本系所有师生的，有的
则是面向全校的乃至对社区大众公开的
。
针对大众的讲座，即使数学、物理
、生物这些高深的学科，一般人也能听
得懂。
大学里这种学术团体完全是自发的
，完全是出于兴趣，没有任何学校的领
导指使、分配，没有功利可图，顶多向
学校申请一点儿活动经费，买些开会时
用的点心和饮料，或者支付外校专家的
交通费。
组织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
往没有任何经济回报。这种自觉自愿的
献身精神，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是不可
少的。这些团体的发起者既有老师，亦
有学生。我们绝不要小觑这样的活动，
它们很可能就是某个重大科学发现的契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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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新娘背后的利益链
二

四伯尝到了动动嘴巴就来钱的好处
，自然不肯收手，经常在周边村子里乱
逛，打听哪家的男人娶妻困难。大顺本
来就什么事都做不好，这下四伯不去工
地了，他更是不跟着出去挣钱了，一家
人连庄稼都不愿动手打理。
“雇个人去干活，我有钱。”那
段时间，四伯最喜欢把“我有钱”这
三个字挂在嘴边。
锦锦看起来闷声闷气的，其实也
是个爱玩的人，于是，一家人整天想
着“去哪玩，去哪吃”，每顿都要喝
几杯酒来庆祝，日子看似过得很滋润。
甜甜出嫁后，四伯自然成了甜甜
的“娘家人”，家族里的聚餐，四伯
家都是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来，甜甜有
时也跟着，有时候甜甜的老公也跟着
来，据说是怕甜甜偷偷跑了。
几个月后，甜甜怀孕了，在她腆
着大肚子的时候，我和妈妈曾在马路
边经过，远远看到两个人坐在路边的
岩石上，又黑又瘦，像两个十三四岁
的孩子，走近后才发现是甜甜和她老
公，他们就这样呆滞地看着来往的车
辆。甜甜穿着破旧的衣服，头发凌乱
，脸上更是憔悴，和以前那个精心打
扮的小女人简直不是同一个人。大肚
子和她的瘦小的身材也极不平衡，好
像风一吹就要摔倒一样。
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再见到甜甜
——生了孩子后，她就不怎么去四伯
家找锦锦了，在我们那边人看来，一
个女人为一个家庭生了孩子，就十有
八九“不想走了”，以后所有的不如
意，都可以为了孩子而坚持下去。
然而，来得更早的锦锦，肚子却
一直丝毫没有动静。虽说四伯的“生
意”因她而成，但“无后为大”，为
了让锦锦怀孕，四伯一家也是操碎了
心。四伯母给她熬了好多汤药，也带
着她去了好多次医院，寻了几个偏方
，人是越来越胖，肚子还是没有动静
。大顺支支吾吾地竟也说不清楚到底
有没有和锦锦同过房。
2017 年的 4 月，锦锦终于怀了孕
，这下大家都说：“有孩子了，就把
她拴住了，以后要好好过日子了。”
妈妈给我说，锦锦先前怀不了孕
，是因为她带了节育环，四伯母知道
之后和她吵了一架，锦锦本想动手打
四伯母，却被四伯母扑倒，狠狠地打
了她几耳光，大顺在旁边不敢拉架，
一直低声下气地重复着说：“别打了
，别把她打跑了。”
总之，锦锦怀了孕，这无疑是一
件天大的喜事。她开始有些外表上的
变化，喜欢穿些显年轻一点的衣服，
剪了短发，还染成了红色，而刘海依
然遮着左眼。
这年年末，锦锦生下了一个女孩
，7 个多月的早产儿。孩子才 4 斤多
点，小得像个大人的鞋底一样，取名
叫芳琪，长得白净可爱，双眼正常。
她从出生就没喝过母乳，他们都说是
锦锦喝过什么不该喝的药。

那年我寒假回来去四伯家，从没
有看见一次锦锦抱芳琪，这和一般第
一次当妈妈的人很不一样。四伯母大
概也看出我的诧异，自己搂着芳琪说
：“随她吧，都这个样。”
我这才看到一旁有个七、八岁的
小女孩儿，追在四伯后面叫爷爷。我
想起前几天和妈妈一起经过隔壁村子
，妈妈指给我看一个白白胖胖的女人
，说：“这也是缅甸的，好像是叫玲
玲，也是你四伯给介绍的，她还带了
个女儿，可是这家人不要她带来的孩
子，她就随便把这个孩子放在四伯家
了。”
“那孩子不可能一直住在四伯家
吧？这可是一个孩子，怎么可以随便
放在那里？”
妈妈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你
四伯还说要把孩子过继到大顺的名下
呢。”
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觉得四伯是掉
进钱眼里了——那个女孩叫曼曼，四
伯八成是想把她养大嫁出去，赚个彩
礼钱。
曼曼很乖，不哭也不闹，虽然是
笑着，眼神里却透着不符合年龄的冷
淡。平日里一会儿拖地，一会儿擦桌
子，跟在四伯一家人屁股后面“爸爸
”、“妈妈”、“爷爷”、“奶奶”
地叫着，但就是不理我。四伯母说，
曼曼给她说过，她妈妈在“上个爸爸
家还留下个小弟弟呢”。
玲玲一共嫁了几次，四伯他们也
不清楚，但据她说每次过得都不好，
之前求着四伯给她介绍人家时，只说
之前被男人打怕了，所以逃出来了。
而这次，听说她新嫁的男人也经常对
她拳打脚踢。
一边是黑在中国领不了结婚证、
被家暴也求告无门的缅甸新娘，一边
又是被随意舍弃的未成年孩子。这更
让我觉得四伯是在做不好的事情，但
要说他贩卖人口吧，他充当的也算是
媒人的角色，而且女方父母也都是同
意的。
有一次晚饭时，听到有一辆警车
在村子里经过，我和爸妈对视一眼，
我说：“这不会是来抓四伯的吧？”
我爸支楞着耳朵听了一会儿，等
警车声音消失后，说：“不用你四伯
乱炫耀，以后有他吃亏的时候。”
可眼下，四伯还正春风得意，锦
锦有好多个小姐妹，这里有很多未婚
男孩子。
2018 年 6 月末，表弟王金发了一
个朋友圈，是他和一个女孩子的合照
。随即，一个叫“娜娜”的姑娘进了
我们的家族微信群，群里免不了一句
句的祝福。
我私聊妈妈：“王金咋这么快就
找到对象了，咋找到的，别人介绍的
吗？”
妈妈回我：“别管那么多了，我
们等着随份子钱就好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5 月份的时

候，二姑和我聊天，还拜托我能不能
给王金找个女朋友，怎么这么快就确
定了一个？
照片里的女孩子挺漂亮的，进了
群之后也很有礼貌的叫着“哥哥姐姐
”、“伯伯伯母”。
7 月中旬，我就看到了王金和娜
娜的结婚照，暑假回家后，发现娜娜
竟然也是缅甸的，和锦锦不同，娜娜
长得白净，骨架也小，五官端正，而
且还没带孩子。
我猜，条件这么好的娜娜，四伯
可能想先紧着家里侄子。听说，他本
来是想把娜娜介绍给年龄偏大一点的
大山——大山马上就 20 岁了，在我们
那里，20 周岁就相当于 23 岁，大人
总喜欢加 3 岁的虚岁，这样才足以表
达自己无比着急的心情。
然而，大山没有同意：他父母常
年在外地打工，家里都是他自己“做
主”，就算娜娜长得再漂亮，他也觉
得娶缅甸新娘太没面子，就对四伯给
他说媒这事不屑一顾。
家里的未婚男子还剩王金，大顺
给王金打电话让他来家里一趟，王金
看娜娜长得好看，就心动了，二姑虽
说有些犹豫，但现在普通姑娘都追求
房车和大笔彩礼，娶了娜娜可以给家
里省下一大笔钱。
二姑对妈妈说：“我家王金长得
又不错，还这么高，我实在不想让他
娶外地的媳妇，这四哥把主意打到自
己家人身上就算了，怎么 10 万元一点
都不少，少个 2000 我也打心里感谢他
啊。”
二姑送了钱，就把娜娜接到家里
来了。与锦锦和之前的那些缅甸女人
们相比，娜娜算是幸运的——王金和
她拍了结婚照，办了婚礼，至少在形
式上，是堂堂正正的结婚。后来娜娜
对二姑说：“她们(缅甸的小姐妹)都
很羡慕我，找到了一个好人家。”
娜娜一刻都不离开王金，二姑偷
偷地观察了她一段时间后对我妈说：
“我看娜娜挺好，她没有太多的坏心
眼，挺喜欢王金的，应该跑不了。”
很快，8 月份的时候，娜娜怀孕
了，她看二姑家彻底对自己放心了，
就对二姑说：“不要跟四舅舅家多来
往，这样不好。”至于怎么不好，她
没有说，不过就在不久后的中秋节，
我就明白了。
这天，我一个多年的好朋友突然
打电话来骂我，说我家亲戚是人贩子
，还说这事儿“差点害了她爸”。没
等我分辩几句，她便愤怒地挂了电话
。
原来，在 2018 年年初、四伯的
“生意”正风生水起时，很多人都来
打听。我朋友的爸爸本是个游走在各
个村里收粮食的人，和我爸也算熟悉
，他有个侄子离过一次婚，现在很难
再找到媳妇，听说四伯有“认识”缅甸
女人的途径，就在和我爸聊天时说起了
这个话题，想要四伯的联系方式。

爸爸不想和这样的事有牵扯，只
是对他说：“我可以给你说确实有这
回事，但是联系方式我不敢给你。”
朋友爸爸不甘心，又通过我们村
里的粮贩子要到了四伯的手机号。在
饭桌上酒足饭饱后，朋友爸爸问这些
女人是否能够安心过日子，四伯拍着
胸脯保证：“人要是跑了，这些钱我
一分不差地给你送到家门口。”
胸脯拍了太多次，保证的话也说
了好多，总有一语成谶的时候。这次
四伯给“介绍”的女人，在拿到钱后
的第三天悄无声息地跑了，事后锦锦
回想到：“当时她给父母打钱的时候
我就该想到，因为她不是打到我们规
定那个银行。”
还没等到别人来找四伯说事，当天
晚上，四伯就亲自登门，拿出自己的积
蓄去填了这个窟窿，四伯爱面子，说自
己有钱，“这点窟窿不算什么”。
我是真心希望四伯不要再做说媒的
事儿了，然而还没等我去找他，他倒来
找我了——他也被我朋友打电话骂了一
通，说觉得自己已经很仗义地给他们家
赔偿了，“她还不依不饶的”。
而被骗的事情，四伯却始终不肯
多说半句。
这一次被骗后，四伯不甘心，急
于想把钱赚回来。然而心越急，就越
容易被人抓住破绽。
又过了一阵，听我妈在电话里说
，四伯这大半年来至少被这样骗了 3
次。在村子里挣钱不容易，几次赔完
人家钱之后，四伯家里已经很贫困了
，但他从来不会显露出来，在外人面
前，他还是一副有钱人的样子。
这样的困境，让四伯不满足于自
己尽心尽力才能挣到 1 万元的回报，
也开始怀疑锦锦是不是从中做了手脚
，他对锦锦旁敲侧击了好一阵儿，才
问出来剩余的 4 万到底给了谁——
这个人是锦锦的表姐，大概 45 岁
左右，是最早一批嫁到这边的缅甸女
人，孩子都已经 15 岁了。在缅甸，一
个家庭里大多都有好多个孩子，女人
的地位很低，锦锦表姐嫁来这里后，
发现这边的生活的确比自己国家要好
得多，而且还有不少男人找媳妇很困
难，就想让自己的姐妹们都嫁过来。
锦锦的表姐家应该算是这些缅甸女
人的第二个娘家，她们通过各种途径来
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都是来投靠这
位表姐的，表姐则负责给她们提供一个
落脚的地方，直到她们把自己嫁出去为
止。当然，表姐也会要求得到一部分
“报酬”。因此，每个女人结婚时的彩
礼都会留下一部分给表姐，锦锦算是后
来嫁过来的女人之中年龄最大的，所以
也算是个主事的人。
锦锦说得恳切，四伯也不再怀疑
，他自然不可能从中再得到更多报酬
了，只想加紧多做些媒，好把赔出去
的钱赚回来。
然而，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被骗了几次之后，四伯名声扫地，再

也没人敢让他介绍缅甸女人了，四伯
虽然信誓旦旦地说要把钱给赚回来，
但也是有心无力了。
锦锦的小姐妹聚会渐渐也散了，
平时只和已经安稳嫁在这里的几个女
人说说话。至于那些骗子，锦锦咬定
一定不是她们缅甸人。面对我们，锦
锦只说，她们缅甸人是愿意在这里生
活的。
2018 年的年尾，芳琪生病发烧，
夜里 10 点钟，四伯敲响了我家的门，
面露难色：“借给我们 200 块钱吧，
芳琪需要打针。”
妈妈问他：“你家不是很有钱吗
？”
也许是在酒精的作用下，四伯低
下头红了眼睛，妈妈让爸爸拿出 1000
元给了四伯，给钱的时候爸爸说：
“以后别再做这行了，被骗了这么多
次，怎么还不改。”
为了维持生活，四伯开始重新
在周边的建筑场地工作，大顺也在
南方建筑工地上干起了老本行，我
给大顺打电话时，他刚吃过晚饭准
备去加班，他对我说：“这个工作
确实是累，但是得给芳琪挣个奶粉
钱。”
我让大顺把锦锦的微信推给我
，我加了她 3 次，她始终没有通过
我，大顺告诉我：“她知道是你
，但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她都不想
加。”
我说我就是有点好奇她的事儿，
大顺却对我说：“我都从来没有问过
她关于这方面的事，我怕她生气。”
虽说没了“生意”，四伯一家人
对锦锦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大顺，
一直对她言听计从。我也就没再勉强
了。
今年大年初一，锦锦抱着孩子来
我家拜年，她染黑了头发，闲聊时我
问她：“你们那里过年是什么样子的
？”
她说：“没有这里热闹，也没有
烟花和鞭炮。”
“那你还想回去吗？”
她低下头看着臂弯里的芳琪，好
像是在对她说：“离这么远，还回去
干嘛呀？”
那天晚上，妈妈说听四伯母私下
讲，锦锦前面嫁过人，只不过被那家
人当作生孩子的工具，所以她才选择
离开。在没有对一个家庭产生安全感
之前，她是不敢生育的，也不敢对自
己的孩子有太深的感情，不过现在已
经好多了。
那个从四伯家“嫁”出去的甜甜
，儿子已经学会走路；玲玲在新家生
了一个儿子，家里人“网开一面”，
对她拳打脚踢少了点，而且终于允许
她接回了寄住在四伯家的曼曼；而二
姑家的娜娜，等开春孩子也就出生了
……
不过，还有很多她们的小姐妹，
可能正从这一家去到了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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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火星“体检”科学家
热衷培养未来火星探索者

2018 年 5 月 5 日 ， 美 国 太 空 总 署
（NASA）“洞察号”（InSight）火星
着陆器从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
空，在太空飞行约 4.85 亿公里，飞行
约半年时间，于同年 11 月 26 日成功着
陆火星表面，用以探索火星内部核心
，开启了 45 亿年前以来人类对火星的
首次“彻底体检”：人类的太空探测
器首次对火星内部的地壳，地幔和地
核进行勘查探索，其中先进的太空电
脑系统功不可没。
美国太空总署喷气推进实验室
（JPL）华裔航太计算机专家何宇滔博
士，便是研发未来先进太空电脑技术
的专家之一。
JPL 科学家热衷引导青少年学理工科
何宇滔本科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

电机系，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获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之
后，在美国太空总署喷气推进实验室
开始其研究生涯。目前作为高级技术
专家，何宇滔领导团队为美国太空总
署的未来太空探索任务进行航太电脑
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他同时也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计算机科学系和
电机工程系的兼职教授。
身为 JPL 科学家，何宇滔多年利用
业余时间为南加州社区公众开办科普
讲座。尤其醉心于辅导和培养社区青
少年学生从小对 STEM（科学，技术，
工程，数学）的兴趣，身体力行承担
科学家的责任，推动科学技术的传承
。
生活中的何宇滔也非常热衷于公

益事业，历任南加州清华大
学校友会会长、南加州中华
科工学会会长及理事长等社
区公共服务职务。在
2012-2014 南 加 科 工 会 任 期
内，联合创立了非营利组
织 “LEAP 职业发展论坛”
，推出“导师制”的方式，
为留学生提供免费的学术指
导、职业建议、及领导能力
发展的训练，为中国留学生
未来的职业规划提供了精细
化的指导帮助。同时他也发
起了针对青少年的“影响未
来人类生活的技术”科技征
文比赛，至今仍在进行。
2017 年，在就任南加州清华
大学校友会会长后， 他在
当年 9 月 30 日成功组织了首
届“南加州水木青少年
STEAM 骇客松大赛”，至
今已举办了四次。
寻找未来火星探索者
在 2019 年 4 月 21 日南加州清华大
学校友会校庆年会期间，第四届“南
加州水木青少年 STEAM 骇客松大赛”
在洛杉矶成功举办。何宇滔博士与他
的校友黄守华博士亲手指点辅导二年
级至十年级的未来火星探索者。他讲
述，与以往的 STEM 项目不同的是，水
木青少年骇客松比赛特别添加了 3D 建
模，绘画艺术（Art）的内容（STEAM
）。参赛的学生不仅设计制作机器人
，策划火星探索，小学员还可以通过
3D 建模和绘画艺术作品展现他们对太
空探索的丰富想像力和创意。
火星机器人比赛项目每队由不超

过 3 名学员组成，何宇滔介绍，竞赛共
分三类：第一类，每组队员设计制作
一个”火星车“（Mars Rover），现场
演示各组制作的火星车机器人在测试
场地进行搜索和钻探的功能；其二，
完 成 “ 太 空 探 索 骇 客 松 ” （Exploration Hackathon）。要求每组队带来一
套未组装的部件，在现场搭建一个可
以用于太空探索的机器人或仪器；最
后一类，“火星寻梦”（Mars Exploration Dream）。使用 3D 设计软件，或
直接绘图设计与探索太空有关的物件
，运用所学的软件编程知识和 3D 建模
打印技术，在现场搭建并展示功能。
2017 年起，何宇滔与他的校友会
志愿者同伴们多次奔波于洛杉矶和尔
湾市之间，亲临教授，为参加南加清
华校友会“水木青少年 STEAM 大赛”
的学生们开办讲座辅导，指导他们组
装制作火星探索机器人。他解释，这
些机器人完全按照火星车的机械原理
和控制原理制作完成，是缩小版的真
实火星机器人。学生们利用手机 APP
和计算机软件控制机器人，如操做自
动器控制的机械手臂完成抓放物品，
以及实施其摄影功能，或遇到路障拐
弯等。火星车的安全性能要求极高，
因为火星地表坑坑洼洼，火星车一旦
翻覆无法帮助补救。所以，火星车设
计需要速度很慢，尤其底板设计很特
别，以便最大限度保证火星车不会翻
车，即使路况呈 60 度坡度也不会翻覆
。小学员们进行演示解说，不但组装
制作，更需要综合各方面的知识，包
括太空科学，火箭技术，机械电子，
软件编程，计算性思维，设计性思维
及项目管理等。

致力于引导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和科
学传承
何宇滔讲述，身为 JPL 科学家，有
在社区推广普及科学知识和传承的责
任，所以多年来他一直不吝利用周末
时间，通过科普讲座或辅导中学生科
学竞赛等方式，鼓励孩子们多思考，
引导他们从小对 STEM 的兴趣，激励他
们未来从事 STEM 方向。因为在美国
STEM 人才缺乏，需求量很大。
一些学生在他的启蒙影响下，对
某个领域的科技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激
情，以此选择为其大学专业，或进一
步研究发展的专业方向。其中非常优
秀的学员，也有机会被 JPL 招收为暑期
研究实习生，参与何宇滔导师在 JPL 的
研究课题。这些实习生将有幸获得他
本人的亲自指导，提高研究能力，并
有始有终或作出小的研究成果。
JPL 机器人科学家何宇滔博士（左
2）辅导南加州“水木青少年 STEAM”
项目火星机器人。来源：受访者提供
这些被 JPL 实验室录取的实习生，
除了 GPA 达到一定要求，他们都具有
发自内心对太空科学和机器人研究的
浓厚兴趣和激情（不仅仅因为一份好
工作和高收入），更需要卓越的研究
能力。何宇滔博士指出，因为学校教
授的书本知识，强调知识的完整性，
以考试为主解答问题，与实践中的科
学研究某种程度有所不同，甚至与实
际脱节。实际研究中，需要运用知识
深入思考，着手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
要，也要求学生快速的学习能力。录
用实习生在研究实习期间需要挑战自
我，很有主动性地投入其中，深入探
索，或有成果。
此外，何宇滔博士认为，培养学
生有意识地自己做决定，自己承担风
险，甚至有意识地制造机会带给学生
失败的经历，也是必要的。因为，走
弯路，经受挫折，经历失败，越早越
好。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学到更多，
逐渐成熟面对困难。否则思维定势形
成，进入社会后再开始经历失败会不
知所措，甚至付出超倍的代价。
他提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
子工程及计算机专业某位刚入学的大
一女生，几年前有幸被 JPL 录取，成
为何宇滔导师的实习生。她本人非
常上进，在 JPL 一个暑假的实习研究
，颇受何导师影响。返校后便和同
学创立太空兴趣俱乐部，做小卫星
小仪器等，成果斐然，其中的一台
仪器于近日由 NASA 的一枚火箭发射
上天。今年她即将本科毕业，已收
获 8 所名校提供奖学金的博士研究生
录取，包括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
学院。
另有一名华裔高中生 Steven 同学，
慕名加入何宇滔博士的无人机辅导项
目。与其学习飞行原理，空气动力学
原理，学习相关的电子和软件知识，
用零部件从头开始组装无人机。并在
无人机上装设小传感器，诸如温度测
量仪，气压仪等，所以无人机除了拍
照摄影，还具备实验飞行仪器的功能
。不同的时间点，在南加地区遥控无
人机测温度和气压，及地面交通高峰
时段空气的污染程度等。在何宇滔博
士启蒙引导下，激发出 Steven 对飞行和
宇航科学的激情和热爱，大学申请他
毅然选择宇航作为专业学习的方向。
一年后，Steven 被心仪的全美排名前六
位的 UIUC 大学宇航专业录取，实现了
多年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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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死了，大家会记得我的坚强

只有嘴和眼能动的 CEO
如果一个人脖子以下的身体都
不能动，能活动的只有她的嘴巴和
眼睛，这样的境况是不是意味着绝
望？如果是你，你会如何去面对呢
？让我们来看看安徽砀山县唐寨镇
唐寨村女孩李娟给出的答案！
她用嘴巴叼着一根智能笔打字
，开了网店，不但卖掉了自家滞销
的水果，还帮助 160 多位贫困和残
疾人乡亲，带动邻里乡亲一起脱贫
。李娟说：即使有一天我死了，起
码有很多人记得李娟曾经是多么坚
强的一个人。
医生说只能活到两岁她的生命像小
草一样坚强
记者联系到李娟的时候，她正
在用另一部手机与客户安排发货事
宜。过了好一会，她才放下嘴里的
笔说：“不好意思，今天买水果的
人有点多。”
34 岁的李娟身患脊髓空洞症，
体重仅有 25 公斤，全身除脖子可以
动，其他部位都处于只有知觉而无
力量的状态。从 2008 年开始，李娟
就这样一动不动在床上躺了 9 年。
谈起自己的患病经历，李娟语
气平和，丝毫没有怨天尤人，反而
对父母和家庭充满了感激之情，说
起很多事情依然记忆深刻、历历在
目：
我这个病是打小时候留下的病
根，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差，一直无
法确诊什么疾病，更谈不上治疗，
后续发展恶化导致现在这个状况的
。听我父亲说，我小时候和别的小
孩不一样，我的头一直低着，抬不
起来，坐也坐不住。父亲发现我不
对劲，也带我到医院去检查过。去
了好几家医院，什么毛病都没有检
查出来。我那时太小不会说话，对
于病痛只会哭。有的医生说看也看
不好，你这小孩活不过 2 岁。亲戚
朋友都劝我父母把我给扔了。但我
父亲绝对舍不得。
有一次冬天下大雪，天特别冷
。父亲带我到外地医院看病，天黑
了赶不回家，就在当地旅馆住了下
来，晚上尿了床。旅馆规定，小孩
尿床是要罚款的，大概是罚 5 块钱
吧。当时我父亲想把钱留着给我看
病，抱着我连夜就跑。结果不小心
重重摔了一跤！为了护着我，他自
己摔得特别重，隔着厚厚的棉裤把
膝盖磕破一大块，现在还留有一块
疤。
打我记事的时候，我就发现自
己与别人不同：我的左手伸不直，
背后有点驼背。这就是小时候没检
查出病根，长大慢慢就成这样了。
我上学比较晚，到 8、9 岁才上学。
上学期间我还能自己走路，写字呀
穿衣服呀都是用右手。虽然有很多
不便，但我也坚持了下来。
脖子以下都不能动了觉得活着没意
思
但李娟上到初三病情开始恶化
，手脚越来越不灵活，快毕业时病
情加重，有一次走路摔跤爬都爬不
起来，走路需要人扶着。手也不能
写字了，所以中考没法考。后来全
身肌肉退化，脖子以下都不能动了
，只能整天躺着床上。2008 年她被
带去徐州等地多家医院做核磁共振
，才确诊她患的是脊髓空洞症（这

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疾病，是脊髓的
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病变。其病变
特点是脊髓内形成管状空腔，主要
病因是先天性脊髓神经管闭锁不全
）。
瘫痪以后，李娟生活没法自理
，吃喝拉撒全靠家人帮忙，还患上
了严重的褥疮。她也曾有一段时间
很消沉，感觉人生活着就是没意思
。
2014 年，因为感冒发烧，李娟
得了很严重的肺炎，差一点没命了
，家里棺材和衣服都准备好了，所
幸最后李娟还是顽强地醒了过来。
她醒来后和妈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在阎王爷那里走了一圈，阎王
爷不收，我又回来了。
李娟的父亲说：“李娟刚出生
的时候是可以走路的，直到她初三
那年，在学校突然发病，身体不受
控制，一次摔倒之后就再也没站起
来。我们带着她去了合肥、南京的
医院，都没有办法治好。”李娟父
亲只谈给李娟治病的经历，却闭口
不谈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家庭花
光了所有积蓄，最后成为贫困户的
事情。
病床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感觉自己不
再是累赘
2015 年冬天的那场大雪，砀山
道路被封，水果收购商也被挡在了
外面。到了 2016 年年初，砀山大量
的苹果滞销，李娟家的 3 万斤苹果
也不能避免。谁也不曾料到，这场
雪灾促成了李娟病床人生的一个转
折：
当时，家里存放了大量的苹果
，卖不出去的话就只能烂在家里，
这可是家里的唯一经济收入来源啊
。看着爸妈整天愁眉不展的样子，
懂事的李娟也跟着着急，她突然想
到，自己微博上有一些朋友，看能
不能通过微博帮家里卖一点。
“李娟她当时跟我说，想在微
博上试试能不能把苹果卖出去。我
一想，孩子在床上躺着也没什么事
做，就由着她去折腾了。”李娟的
父亲谈及第一次卖出水果，依旧感
觉很不可思议，“到了晚上我从外
面回来，她跟我说，今天有位好心
人买了 20 箱苹果，打了 1000 多元的
货款。”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不
再是家里的累赘，我也能为这个家
做点什么。”首次触网的成功，让
李娟开心极了。之后李娟就想在更
大的平台上推销自家水果，便想起
了开网店。
自那之后，李娟就开始用嘴
“走”起了自己的“电商”之路。
由于躺在病床上，脖子以下不能动
，没法使用电脑，李娟只能用嘴巴
叼着智能笔，点着手机屏幕和顾客
在网上交流沟通。时间一长，脖子
会很酸痛。有时一百零几个字，她
都要点半个小时。一开始她弟弟在
外上学，李娟就让父母帮着拍水果
照片，由她在手机上选，选好看的
传到网上。除了要克服身体条件的
限制，李娟还面临着许多电商技术
上的困难，这时，幸好有了当地政
府和电商协会的帮助。
帮 160 位贫困户卖水果带动邻里乡
亲脱贫

砀山电商协会的负责人绳先生
告诉记者，2016 年协会听说当地有
个残疾女孩在网上卖水果，很受感
动。绳先生便到李娟家去看望，还
带去了一些标准的包装材料。回来
后，协会安排几个技术好为人热心
的电商在技术上和推广上给予李娟
帮助和支持。他们帮助李娟在电商
平台上注册了网店，还教她如何装
修店铺、产品上架等等细节。有了
正规的平台，又有了专业支持，李
娟的网店从一开始的几单，后来变
成十几单几百单，最高的一天上千
单。
从帮家里销售滞销的苹果，到
第二年早早地就卖完了自家产的酥
梨。进而帮助周边的贫困户和残疾
人卖水果。李娟告诉紫牛新闻记者
：“因为自家的亲身经历，我特别
能理解水果卖不出去对果农压力有
多大，有多难。开始我家也是贫困
户，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我自己
摆脱了贫困，我也要把这份爱传递
下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李娟
同村有一户果农，60 多岁了，户主
也是残疾人，家里的水果采摘之后
年年为销售发愁。李娟父亲联系他
，让他把水果采摘后直接送到自己

家来，由李娟负责销售。李娟前年
和去年共帮他们家卖了一万多斤水
果。就这样到去年底，李娟的网店
全年销售收入达到了一百多万，帮
助了 160 多位贫困户。
绳先生告诉紫牛新闻记者，李
娟的网店有了名气以后，已经自带
流量了，有了很多粉丝，她也入驻
了一些平台，平台上销量比较大。
所以左邻右舍就把梨子苹果放到她
家，托她代销，热心的李娟就帮他
们一起卖了，去年卖了几十万斤。
为了支持李娟，电商协会还帮李娟
协调了纸箱厂，以成本价供应李娟
包装箱。
李娟带动街坊邻里共同脱贫的
事迹，使她成为远近闻名的“电商
CEO”。2017 年李娟荣登敬业奉献
类“中国好人榜”，并获得“全国
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荣誉称号。
2018 年，李娟荣获“第五届 CCTV
慈善之夜年度获奖人物”。
成名之后的新烦恼网店被侵权者
“淹没”
如今，李娟的电商经营上了一
个新台阶，从一开始单纯销售鲜果
，到开发销售黄桃罐头等多种加工
产品。在当地政府和电商协会的帮

助下，她又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和商
标——祥奥娟。这是一个由她和父
亲还有弟弟名字组合起来的品牌，
商标形象是李娟自己挑选的图片
——扎着马尾的小姑娘。
随着市场名气的扩大，李娟的
网店销售量逐步提升，也给她带来
了新的烦恼：李娟和朋友们多次发
现，网上一些水果店家为了冲人气
和流量，冒名打出李娟的名号。去
年有一次，李娟在电商平台上看到
，一家水果网店产品说明上也有李
娟的名字，点开一看，惊讶地发现
，“咦，这水果图片不是我的吗？
”她就给卖家几次留言，要求删除
，可对方置之不理。
李娟想到向平台进行投诉，可
是向平台投诉需要在电脑上操作，
而自己只能操作手机，手机上没法
投诉。李娟只好委托一位朋友向一
家网店打了好几次电话交涉，该店
家的态度虽然很恶劣，最终迫于压
力还是下架了。但紫牛新闻记者发
现，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砀山、李
娟”两个关键词，会跳出一大排相
似的店铺，李娟自己的网店反而被
“淹没”其中，不太容易找到。看
来李娟的打假任务依然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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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仁天皇正式退位，平成時代落幕！

4 月 30 日下午，现任日本天皇明仁正式
举行退位仪式。这是 200 年来首次天皇生前
退位。持续了 30 年的日本“平成”时代落下
帷幕。5 月 1 日起，日本将进入“令和”时代
。
据共同社、每日新闻等日媒报道，30 日
上午，明仁在供奉着历代天皇的宫中三殿进
行参拜。下午 5 点（日本时间），明仁和皇
后美智子一起参加“退位正殿之仪”，最后
一次以天皇身份向国民致辞。最后，明仁向
宫内厅职员、皇室警察、身边人员等致辞。
相关仪式持续至夜间，至此结束“平成最后
一天”。
日媒称，明仁退位后，称呼变为“上皇
”。为了避免和新天皇拥有“两重权力”，
明仁尽量退居幕后，控制在公共场合出现的
次数，度过安定的私人生活。宫内厅方面表
示：“（退位后）明仁天皇希望继续自己的
虾虎鱼学术研究，而美智子皇后表示要多和
文化方面的朋友加强交流。”
今年 59 岁的皇太子德仁将于 5 月 1 日即
位。这是日本近代以来首次天皇生前更替。
上次的天皇生前退位是江户时代的光格天皇
。
明仁天皇生于 1933 年 12 月 23 日，1989 年
1 月 7 日继位，是日本第 125 代天皇，年号平
成。2016 年 8 月，明仁天皇发表视频讲话表
示，自己由于身体原因，很难继续履行职责
。这被视为其流露出退位意向。2017 年 12 月
8 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正式确定
2019 年 4 月 30 日这一退位时间。
29 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明仁天皇退
位表示，明仁天皇曾经于 1992 年访华，并多
次会见过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推动中
日关系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当前中日关系
重回正轨，呈现出积极发展势头，我们希望
日方同中方一道，在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的各项原则基础上，共同珍惜、维护当前两
国关系积极向好的势头，进一步加强良性互
动，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来推动中日关系持
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明仁天皇，1989 年 1 月 7 日即位，年号平
成。2012 年在接受了心脏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后，明仁天皇担心自己年老体衰无法履行
“象征天皇的公务”，向国民寻求理解。
2016 年 8 月 8 日，明仁天皇通过视频讲话暗示
“退位”意愿。然而，日本天皇退位并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情。
按照日本现行的《皇室典范》，天皇
“职业”是终身制，并没有提前退位之说。

明治天皇以来，历任天皇均是一直在位至逝
世为止。为实现生前退位传位皇太子，就需
要修改法律或特别立法。
2017 年 6 月 9 日，日本国会通过日皇退位
特例法（235 票赞成，0 票反对），为明仁天
皇生前退位作准备。同年 12 月 1 日，日本政
府召开“皇室会议”，正式确认现任天皇的
退位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30 日。
1957 年 8 月，时任皇太子明仁在一次网
球比赛中结识了平民女孩正田美智子。明仁
对美智子一见倾心，常常约她一起郊游、打
网球，两人迅速相知、相恋。
但是在当时，日本皇室太子妃的人选是
讲究门第的。美智子的父亲虽然是著名企业
日清制粉掌门人，但在门第上仍是平民。因
此，明仁与美智子的婚恋一度引来皇室内部
和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
最终在明仁的坚持下，两人冲破重重阻
力，于 1959 年 4 月 10 日举办了隆重的结婚大
典。婚礼当天，50 多万民众涌上街头观看婚
车巡游。
明仁天皇是日本鱼类学会成员，在虾虎
鱼研究方面，他被认为是世界级权威，他建
立的虾虎鱼分类体系己被世界大多数鱼类学
家所接受。迄今为止，他共发表虾虎鱼论文
33 篇。
为了致敬明仁天皇在虾虎鱼研究方面的
贡献，一种生活在珊瑚礁里的扇尾虾虎鱼，
被命名为“明仁鹦虾虎鱼”。这种鱼长约 10
厘米，身上有黄色或褐橘色斑点。
明仁天皇曾经于 1992 年访华，并多次会
见过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推动中日关
系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
为了显示日方推动中日关系的诚意，明
仁天皇还一直坚持一个行事原则—不参拜靖
国神社。2006 年，以时任外务大臣麻生太郎
为首的日本右翼分子一度鼓吹天皇参拜靖国
神社社，却始终遭到天皇的拒绝。
自登基以来，明仁天皇进行了一系列不
违背日本宪法的改革。他坚持在慰问灾民时
跪地握手、公开赞同女系天皇、开放皇居及
园林作为旅游资源等等。种种举措拉近了皇
室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也为他赢得了民心。
在很多日本民众眼中，明仁天皇是一位
慈祥的老者，“亲民”，是大部分人对他的
印象。日本《每日新闻》今年 3 月的一份民
意调查显示，87%的受访者认为明仁天皇履
行了他作为国家象征这个角色的职责，42%
的受访者称他们没有感觉到跟皇室家族之间
有距离感。

即将登位的新天皇
是个怎样的人？

日本新天皇将在 5 月 1 日正式
登基，成为日本新天皇。而日本
旧天皇已经退位，退还了代表天
皇的圣物。即将登基的日本天皇
名为德仁，是明仁天皇的大儿子
现在的天皇下面有两个儿子，一
个就是德仁亲王，是大皇子，也
是本次继承人。另一个为二皇子
。那么新天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呢？
1960 年，德仁诞生，为天皇
家长子。当时昭和天皇依然在位
，所以德仁作为皇长孙。和他的
父亲不同，今上天皇（明仁）诞
生的时候，就已经被立为储君，
而德仁则不是，因为当时他的爷
爷还在位，明仁还未即位。德仁
的父亲，也就是明仁，作为日本
的下一代天皇，不能够如一般的
学生一样进入学校学习，因为已
经注定他是下一代的天皇，所以
大多时候需要代理昭和天皇的一
些事务。
而德仁则不同，因为没有天

皇名号的束缚，他进修了研究生
，留学了英国，还取得了博士学
位。他的研究课题是水上交通，
可以说德仁的是在学习中而成长
起来的。
德仁的朋友之中（上学时的
朋友），大多都称他“会体会别
人的心情”，或许是作为皇族与
生俱来的思想。今年 2 月份，他在
接受采访时，被人问到：什么时
候开始明白自己的立场的？他是
这样回答的：我看到两陛下每日
言行以后，我开始慢慢的感觉到
自己为什么会生于天皇家。虽然
他也是和父母同住，但是和一般
的家庭还是不同，有许多侍从以
及警卫人员，从小他就已经有认
识到：未来将要成为天皇。
其实，与其他皇族相比，天
皇和皇太子的立场大多是“公事
”较多。在德仁还在上学的时候
，学校组织的活动他尽量会参加
，而且无论是谁的请求大多是满
足。也有一些皇族会拒绝见面的

请求，但是德仁经常会说：如果
不会对对方造成困扰的话......1991
年，德仁正式访问了摩洛哥，侍
从有 5 人，4 人是原本日本东宫的
人，1 位是宫内厅的职员。2 周的
访问结束以后，德仁特意到宫内
厅职员所在的事务所，向他表示
了感谢，并且邀请他去喝了一杯
。其实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出，他
并非是一个摆架子的人，无论是
对于谁都会充满着敬意，有一种
感谢之情在里面。
他的父亲即位时是 55 岁，而
德仁即位是在 59 岁，虽然比父亲
迟，但是至少也会有三十年左右
。因为研究的是“水”相关的问
题，所以德仁对于水问题还是十
分的上心。在 2007 年~2015 年还在
联合国担任了“水和卫生咨询委
员会”的名誉总裁，在国内外进
行演讲。而且对于老龄少子化也
有一定自己的认知，他上位以后
，能够在具体事务上推动多少，
还是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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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出了車禍不要緊，
，獨家牽引療法
獨家牽引療法！
！

（ 本報記者黃梅子
本報記者黃梅子）
） 在美國
在美國，
， 每個
人都要開車 ， 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
人都要開車，
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
？一
般來講，
般來講
， 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
列檢查，
列檢查
，比如腦部 CT
CT、
、胸腔 CT
CT、
、腹腔 CT
等 。 如果需要手術
如果需要手術，
， 你就不要猶豫了
你就不要猶豫了，
，
馬上進行。
馬上進行
。 如果內部器官完好
如果內部器官完好，
， 也沒有
傷筋動骨，
傷筋動骨
， 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
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
，可
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
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
。 這時候
這時候，
，
找李醫生，
找李醫生
， 他可以幫你免費治療
他可以幫你免費治療！
！ 不用
你自己掏一分錢，
你自己掏一分錢
， 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
！ 不管是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
的車禍，
的車禍
， 只要汽車買了保險
只要汽車買了保險，
， 你把保險

號告訴給李醫生，由他負責
號告訴給李醫生，
免費將你治好！
免費將你治好
！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
，包您一次就減輕疼痛 80
80%
%
！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
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
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
，
配合藥物或針灸，
配合藥物或針灸
，有一定療
效，但都遠遠比不上牽引療
法。
病人 A 先生
先生，
， 45 歲 ，
由於是一直從事體力勞動，
由於是一直從事體力勞動
，
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
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
， 起先感覺腰部酸
痛 ， 由於工作忙
由於工作忙，
， 沒有引起重視
沒有引起重視。
。 去年
開始，
開始
， 病情加重
病情加重，
， 腰椎間盤突出
腰椎間盤突出，
， 腰部
疼痛難忍，
疼痛難忍
， 並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
並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
，
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難以維持。
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難以維持
。 經幾家
醫院治療無好轉，
醫院治療無好轉
， 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
， 化費了上萬治療費
化費了上萬治療費，
， 病情不見好轉
病情不見好轉，
，
走路需要人扶，
走路需要人扶
， 並且一側臀部肌肉開始
萎縮。
萎縮
。 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
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
，
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
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
， 一個療程
下來，
下來
， 病情明顯好轉
病情明顯好轉，
， 自己可以走路了
， 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一個人
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一個人。
。再

治療一個療程 ， 癥狀基本消失
治療一個療程，
癥狀基本消失，
， 身體恢
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現能夠正常上班。
。
病人 B 先生
先生，
，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感
覺，3---4
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
、背痛
， 才想起來去求醫
才想起來去求醫，
， 幸虧找到李醫生
幸虧找到李醫生，
，
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
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
， 不光治好了病
不光治好了病，
，
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
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
， 而且有英語好的
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
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
，省心
省心！
！
病人 C 女士
女士，
， 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
李醫生，
李醫生
，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
，就
三天打魚，
三天打魚
， 兩天曬網
兩天曬網。
。 等到身體出了大
毛病，
毛病
， 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
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
， 幸虧有李
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公司
使得理賠順利，
使得理賠順利
， 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
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
不去看醫生，
不去看醫生
， 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
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
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
， 白白錯過了免費
治療的的良機。
治療的的良機
。遺憾的是
遺憾的是，
，5 年、10 年，
甚至 20 年之後
年之後，
， 大多數人
大多數人（
（ 尤其是老年
時期）
時期
） 就開始出現了病癥
就開始出現了病癥。
。 一般是頭部
、 視力
視力、
、 手腕
手腕、
、 肩部
肩部、
、 腰部以及骨骼其
它部位等，
它部位等
， 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
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
，找

不到原因 。 其實
不到原因。
其實，
，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
。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
腰痛背痛頸痛，
腰痛背痛頸痛
， 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
瘓和萎縮。
瘓和萎縮
。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
， 休息時
減輕，
減輕
， 勞累就加重
勞累就加重，
， 常常有彎腰困難
常常有彎腰困難，
，
久坐後疼痛，
久坐後疼痛
， 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
狀 。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
、 頭痛等癥狀
頭痛等癥狀，
，
甚至引發鼻炎、
甚至引發鼻炎
、 耳炎
耳炎，
， 也伴有手麻
也伴有手麻、
、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車禍後
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 20 多年的經驗
多年的經驗，
，
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
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
，行
醫多年，
醫多年
， 信譽卓著
信譽卓著。
。 他採用非手術治療
， 獨家采用牽引療法
獨家采用牽引療法，
， 並配合推拿
並配合推拿、
、註
射 、 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
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
， 治療車
禍後遺癥和腰椎、
禍後遺癥和腰椎
、 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
效 ， 病人無痛苦
病人無痛苦、
、 不用專門請假
不用專門請假，
， 可以
邊工作邊治療，
邊工作邊治療
， 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
手術治療時的 copay 還低
還低。
。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
， 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
都收。
。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
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聯繫。
。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
電話：
713-278
278-2225
網址：
網址
：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
診所地址
： 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Houston, Texas77063
Texas77063
診療時間：
診療時間
： 每周一
每周一、
、 三 、 五全天
五全天，
，二、
四、六上午
六上午。
。

Today’s Funiture 今日家具店新張開業，
鄭重承諾：全休斯頓價錢最低！

（ 本報記者黃梅子
本報記者黃梅子）
） 家是每個人最
後的港灣 ， 當您勞累了一天
後的港灣，
當您勞累了一天，
， 拖著疲倦
的身軀回到家中，
的身軀回到家中
， 與家人一起坐在溫暖
的餐廳裏一起享用 home made 的美食
的美食，
，
吃飽後往舒適的沙發上一躺，
吃飽後往舒適的沙發上一躺
， 什麼疲勞
和壓力都會一掃而光！
和壓力都會一掃而光
！ 家 ，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

而要營造一個溫
暖舒心有品位的
家 ， 就看您選擇
什麼樣的家具了
。
對於精明的
華人來說，
華人來說
， 一貫
的購物原則就是
既要質量好又要
便宜劃算。
便宜劃算
。 今天
我就給您推薦一
個新開業的家具
店 Today
Today’
’ s FuFuniture，
niture
，這家店
坐 落 在 12914 百
利大道上，
利大道上
，巨大的 showroom 寬敞明亮
寬敞明亮，
，
幾百種家具供您選擇，
幾百種家具供您選擇
，Today
Today’
’s Funiture
全面代理 VIG 家具
家具，
， 意大利 VIG 家具的風
格是超現代化，
格是超現代化
， 精致
精致、
、 獨特而迷人的圓
形外觀設計，
形外觀設計
， 讓我們感受到現代家居的
魅力，
魅力
， 絕對提升主人品位
絕對提升主人品位。
。 來 Today
Today’
’s

Funiture 買 VIG 家具
家具，
， 給您的是批發價
給您的是批發價，
，
同樣的 VIG 家具款式型號
家具款式型號，
， Today
Today’
’ s FuFuniture 承諾給您全休斯頓最便宜的價錢
承諾給您全休斯頓最便宜的價錢，
，
讓利給顧客，
讓利給顧客
，是您的上乘之選
是您的上乘之選。
。
如果您要布置您的新家，
如果您要布置您的新家
， 您心目中
的家是美式的？
的家是美式的
？ 歐式的
歐式的？
？ 還是現代的
還是現代的？
？
田園的？
田園的
？ 家具材質是喜歡實木的
家具材質是喜歡實木的、
、 板式
的 ， 還是軟體的
還是軟體的、
、 金屬的
金屬的？
？ 不管您喜歡
什麼樣的材質和風格，
什麼樣的材質和風格
，您都可以在 Today
’s Funiture 找到您心儀的那一款
找到您心儀的那一款。
。Today
’ s Funiture 在越南有家具加工廠
在越南有家具加工廠，
， 省去
了中間經銷商環節，
了中間經銷商環節
， 直接讓利給消費者
，真是太劃算了
真是太劃算了！
！
很多在美的華人，
很多在美的華人
， 尤其是老年人或
腰背不好的人睡在軟床墊上真是越睡越
痛苦，
痛苦
， 毛病越來越多
毛病越來越多，
， 睡一覺後早上起
來 ， 不是感覺神清氣爽精力充沛
不是感覺神清氣爽精力充沛，
， 而是
身體僵硬、
身體僵硬
、 麻木
麻木、
、 周身不適
周身不適。
。 Today
Today’
’s
Funiture 還 代 理 HIBER-PEDIC 床 墊 ， HI
HIBER-PEDIC 專門為亞洲人的身體特征和睡
眠習慣設計了硬床墊，
眠習慣設計了硬床墊
， 讓您一覺睡到自

然醒。戰國時名醫文摯對齊威王說：
“ 我的養生之道把睡眠放在頭等位置
我的養生之道把睡眠放在頭等位置，
，
人和動物只有睡眠才生長，
人和動物只有睡眠才生長
， 睡眠幫助脾
胃消化食物，
胃消化食物
， 所以
所以，
， 睡眠是養生的第一
大補！
大補
！ 人一個晚上不睡覺
人一個晚上不睡覺，
， 其損失一百
天也難以恢復。”
天也難以恢復
。”要想睡眠質量好
要想睡眠質量好，
，好
的床墊、
的床墊
、 枕頭非常重要
枕頭非常重要。
。 最近幾年
最近幾年，
，記
憶睡眠產品開始流行，
憶睡眠產品開始流行
， 但市場上各種品
牌良莠不齊，
牌良莠不齊
， 好的牌子貴得離譜
好的牌子貴得離譜，
， 便宜
的牌子沒效果。
的牌子沒效果
。 HIBER-PEDIC 就是性價比
非常好的睡眠記憶產品，
非常好的睡眠記憶產品
， 有床墊
有床墊、
、 枕頭
、 餵奶枕
餵奶枕、
、 坐墊
坐墊、
、 寵物墊
寵物墊、
、 腰靠
腰靠、
、 旅行
脖枕、
脖枕
、 多功能枕
多功能枕、
、 汽車頸枕
汽車頸枕、
、 抱枕
抱枕、
、美
腿枕、
腿枕
、 多功能棍
多功能棍、
、 浴室墊等五大類上百
種產品，
種產品
， 每個類別都有各種顏色和尺寸
。尤其值得推薦的是 HIBER-PEDIC 床墊
床墊，
，
從 Twin
Twin、
、Full 到 Queen
Queen、
、king
king、
、Cal King，
King，
各種尺寸一應俱全，
各種尺寸一應俱全
， 按照軟硬度來說
按照軟硬度來說，
，
則分為軟、
則分為軟
、 舒適
舒適、
、 中等
中等、
、 硬 、 超硬等五
個等級，
個等級
， 厚度則從 8 吋到 14 吋都有
吋都有，
，所
以，任何人都可以來 Today
Today’
’s Funiture 找

到您滿意的 HIBER-PEDIC 床墊
床墊。
。尤其是對
於腰椎間盤突出或頸椎病的患者，
於腰椎間盤突出或頸椎病的患者
， 也許
只需要換一個 HIBER-PEDIC 床墊和枕頭
床墊和枕頭，
，
從此您就能高枕無憂。
從此您就能高枕無憂
。
Today’
Today
’s Funiture 承諾價錢絕對全休
斯頓最低，
斯頓最低
， 如果您在今日家具店買了家
具 ， 卻在任何其他家具店看到同款同型
號的家具比您在 Today
Today’
’s Funiture 買的價
錢低，
錢低
，請您攜帶廣告前來
請您攜帶廣告前來，
，Today
Today’
’s FuFuniture 不但退給您差價
不但退給您差價，
，而且還獎勵給您
差價的 10
10%
% ！ Today
Today’
’ s Funiture 新張開業
大酬賓，
大酬賓
， 從 4 月 15 日到 5 月 15 日期間
日期間，
，
購買家具滿 500 元 ， 送一張抽獎券
送一張抽獎券，
，多
買多送。
買多送
。5 月 15 日抽出三位獲獎顧客
日抽出三位獲獎顧客，
，每
位可以得到一臺 50 寸電視機
寸電視機！
！ 機不可失
，趕緊來 Today
Today’
’s Funiture 今日家具店看
看吧！
看吧
！
Today’
Today
’s Funiture
地址：
地址
：12914 #B
#B11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72
TX
77072
電話：
電話
：832
832-315
315-6969

休城畫頁

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換屆交接大會
在休斯頓隆重舉行
務處葛明東處長、僑務領事吳曄出席大會並發表
講話，祝賀大會圓滿成功；休斯頓名流、華人華
僑領袖、相關社團負責人等二百人應邀出席了此
次盛會。
大會由美南山東同鄉會前會長，休斯頓時代
華語廣播電臺臺長美齊和總會宣傳部長潘秋辰共
同主持。
大會開始時，主持人宣讀了中國僑聯、山東

本報訊 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換屆交接大
會於 4 月 27 日在休斯頓中國城珍寶樓海鮮大酒店
隆重舉行。這是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首次在
休斯頓舉行的重大活動。
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理事會成員、美國
各州市山東同鄉會，包括紐約、南加州、北加州
、大華府、拉斯維加斯、休斯頓、達拉斯、亞利
桑那州、特拉華州、俄亥俄州等山東同鄉會會長
從美國各地聚集休斯頓參加了換屆交接大會；美
國國會議員 AI.GREEN 代表、休斯頓總領事館僑
省政府僑務辦公室、山東省僑聯、山東省海外聯
誼會和青島市、濟南市、煙臺市、濰坊市、東營
市等政府僑辦給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發來的
賀信；法國、泰國、澳門、新加坡、澳大利亞、
巴西、圭亞那等國家山東同鄉會、山東商會也給
大會發來了賀信，祝賀大會勝利召開，希望加強
兩會之間的聯系，交流溝通，互利合作，共同發
展。
大會上，劉風強總會長代表全美山東同鄉會
聯合總會第十二屆理事會向大會作了工作總結。
他在總結中說，自上任以來，總會理事會帶領全

美山東總會積極參加省政府及省僑辦等僑務部門
的活動；在美國接待省僑辦等省市的訪美代表團
，積極參加了對濰坊水災募捐活動及對美國山東
籍老鄉遇難時的捐助活動等，為山東經濟社會發
展，促進中美交流與合作做出了積極的努力。
第十二屆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理事長田
平春代表總會宣布了新當選的第十三屆全美山東
同鄉會聯合總會主要領導成員：總會長張磊、理
事長王立智、監事長徐莊、常務副會長田平春、
榮譽會長劉風強。大家以熱烈的掌聲祝賀新一屆
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理事會的誕生。
在大家的共同見證中，新當選的十三屆總會
會長張磊在休斯頓總領館僑務處葛明東處長的監
交下，從十二屆總會會長劉風強手中接過了“全
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金燦燦的大印。
張磊總會長在致辭表示：“接過總會大印，
深感責任重大”，他表示一定要發揮自己所長，
服務好山東鄉親們，不辜負理事會和 15 個各州、
市山東同鄉會會長的信任，帶領理事會成員為全
美總會的發展做出積極的努力。
他向大會宣布了在兩年任期內的主要工作計
劃: 一是繼續建設和完善全美總會的組織結構，不
斷發展壯大總會規模，搭建好總會網站，搞好各
州市同鄉會相互交流學習的平臺，提高各同鄉會
的工作能力和組織水平，更多更好的為旅居美國
的山東老鄉服務; 二是加強與世界各國山東同鄉會
、山東商會的聯系，建立互惠互利、抱團發展、
各取所需、合作共贏的戰略合作關系，為山東老
鄉們開展經貿業務提供更多的機會和平臺; 三是加
強與國內涉僑機構和山東各市政府的聯系，積極
開展經濟技術、文化交流活動，為家鄉的經濟社
會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四是在各州市領事館的指
導下，組織帶領老鄉們積極參加當地的各種社團

、公益活動，維護好山東鄉親以及當地華人華僑
的合法權益。他講到，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 70 周年，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廣大海外
華人華僑的共同心願，更是我們旅居美國山東人
的夢想。讓我們團結起來，共同努力，為中美經
濟社會的發展，祖國的繁榮昌盛做出積極的貢獻
。
僑務處葛明東處長代表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
發表講話，祝賀換屆交接大會圓滿成功，祝願全
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在新一屆理事會的帶領下
傳播儒家文化，維護僑胞權益，更好的服務旅居
美國各地的鄉親，為促進中美經貿文化的交流與
合作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國會議員奧·格林代表向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
總會頒發了祝賀狀。
交接大會期間，美國著名書家家拉斯維加斯
山東同鄉會副會長張可可為大會現場揮毫，展示
了他的書法藝術；為祝賀換屆交接大會的隆重舉
行，休斯頓華星藝術團為大會作了精彩的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