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Tel:713-952-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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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1. 糖城(Avalon)最好學區湖景房，院子大帶遊泳池。4房3. 5浴，精裝修，木地板。
Clements 高中。售價$629,900.

2. 米城(Heritage Colony) 兩層樓房，2850尺，4房加書房，3.5浴，步行到學校及
超市。僅售$325,000.

3. 糖城91年建二層樓，3房2.5浴，新空調系統，花崗巖臺面，定制櫥櫃，超大後
院。2490尺。售$216,000。

4. 福遍區3房2.5浴，主臥樓下。高屋頂，正式客廳和餐廳，保養如新，走路到小學
和高爾夫球場。售$288,000

5. 近醫學中心公寓房，2房2浴2層，步行到輕軌 - 附加車庫 - 更新所有電器，小
區2遊泳池 - 俱樂部會所 - 涼亭 - 網球 - 公園。僅售$153,500。

6. 福遍區有鐵門社區，驚人的兩層大宅，湖景，現代廚房裝修，木地板，高屋頂，獨
特陽臺。5-6房3.5浴，3880尺。僅售$ 279,900.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832-858-4838
faywang2008@gmail.com

明星地產經紀明星地產經紀

微信號：faywang2020

Fay Wang 王飛雪

1515年地產經紀經驗年地產經紀經驗，，
為您爭取最高利益為您爭取最高利益

Annie Miu（地產助理）
廣東話832-716-4656

保證短期買掉!

買賣房屋請找飛雪團隊
全美銷量第一名牌經紀公司 RE/MAX Southwest

買賣房屋﹐免費提供3天搬家車使用﹐免費送部分室內裝修﹐裝潢

B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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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先生馬先生（（Peter Ma)Peter Ma)
恒信貸款恒信貸款
房屋貸款房屋貸款﹐﹐舊款重貸舊款重貸﹐﹐利息低廉利息低廉﹐﹐經驗豐富經驗豐富
電話電話﹕﹕713713--961961--39003900
trinityloan@aol.comtrinityloan@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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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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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法治天地

大學生“被實習”
莫縱容實習單位違法違規
11月12日开始，陕西一

职校240名学生被安排去韵

达快递实习，且实习内容与

专业毫不相关，每天工作10

个小时，只有10块钱报酬，

不去不能毕业。央视节目播

出后,陕西省教育厅责成学校

停止实习并展开调查,追责处

理责任人，韵达快递称将补

发报酬每人220元。

这显然又是一起职业院

校大学生被当成廉价劳动

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典

型案例。从报道中看到，实

习协议未安排具体工种，从

11月 12日到 24日的两周时

间里学生的课表安排较满。

在“双11”后快递量猛增、

大量的包裹让快递公司人手

紧张的时间段，240名实习

学生被安排到快递公司来实

习，在时间上颇为敏感，每

天10个小时的工作时长，超

出了正常实习生的工作时

间，且只有10块钱报酬。

根据2016年4月教育部

等五部门印发的《职业学校

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明确

禁止，“不得安排学生在法

定节假日实习，不得安排学

生加班和夜班。学校应将学

生实习情况报主管部门备

案。”且明确规定，“接收

学生顶岗实习的实习单位，

应参考本单位相同岗位的报

酬标准和顶岗实习学生的工

作量、工作强度、工作时间

等因素，合理确定顶岗实习

报酬，原则上不低于本单位

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

80%，并按照实习协议约

定，以货币形式及时、足额

支付给学生。”显然，学校

和快递公司违反了此规定。

实习，本应是大学生接

触社会实践的好事，有助于

提升其所学专业劳动技能、

提前适应社会工作环境，但

现实情况，却变了味儿。学

校打着实习的幌子，让学生

参与与专业毫不相关的实习

内容，实习单位通过低薪高

强度地让实习生为其工作，

获得较高利润。对于职业院

校来说，这种实习解决了学

生的实习问题，或许也能让

学校获得一笔收益；对于实

习单位来说，这种实习解决

了“用工荒”，还能对实习

生进行利益盘剥。可谓“互

惠互利”，殊不知，此行为

已违法违规。

实习生相对于实习单位

处于弱势，又大都缺乏社会

经验，很容易受欺负，不少

实习生往往“敢怒不敢言”，

只能“逆来顺受”。如此实

习生沦为廉价劳动力的现象

屡屡进入公众视野，实习生

的权利和尊严一次又一次地

被让渡、被侵犯，频繁地挑

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怎样

维护实习生的正当合法权益？

如果实习生遇到被压榨等状

况，如何采取法律手段维权？

如何遏止大学生“被实习”

的乱象？这些问题令人深思。

首先，学校应该成为

实习生的依靠，在必要的

时候为学生提供支持和援

助。如果本来就是学校介绍

的实习，学校更应该承担责

任，保证学生人身安全和

合法权益。其次，劳动监

察部门要严格执法，加大对

实习单位监管，斩断其中畸

形的利益链条，让实习单

位付出高昂的违规成本。

再次，实习生应有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扭转大学生“被实习”

的态势，需要法律法规、部

门监管、企业责任意识、实

习生维权意识等多方形成合

力，并且不断规范完善，这

样，才能终结大学生“被实

习”的荒诞与滑稽。目前，

被曝光的实习单位和学校，

已被追责，那未曝光的实习

单位和学校呢？是否正在违

法违规进行着名不副实的

“实习”呢？

揭秘“網購退貨陷阱”：
騙子層層設套騙貸款

这个骗局可以说是各种诈骗

案例的升级版。以前是你有多少

钱，骗子把它都骗走，而这起案

例是，你一分钱没有，骗子让你借

钱来给他骗。真有这么“神”吗？

小林是位参加工作不久的上

班族，前些阵子她在亚马逊官网

上买了一根数据线。但没想到的

是，她上午付款下单，下午就接

到了一个自称是亚马逊客服的电

话，说她的订单被退货了。

受害人 小林(化名)：说我由

于没有接收到货物，导致退货。因

为中午的时候也接到了快递的电

话，快递说给我送东西，但是没

有送达。所以说我还是比较相信的。

时间、地点、没有及时收货，

一连串的细节全部吻合。这个所

谓的客服电话取得了小林的初步

信任。随后，在这个所谓的客服

人员指点下，小林登录自己的亚

马逊账户，发现自己的账户主页

上果然提示订单被退货。这时，

客服人员开始诱导小林操作退款。

受害人 小林(化名)：一开始

是让我点击官网上的一个链接，

当时让我输银行卡，以及验证

码。但是输的时候是不成功的，

她说他可以通过支付宝进行退

款，他那个公告就更新成如何通

过支付宝退款了。

小林几次输入所谓的退款密

码都提示输入错误。这时，这位

客服人员又改口说小林可以通过

支付宝的借贷产品进行退款。小

林这个时候也没多想，就再次输

入了所谓的退款密码。

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客服人

员已经盯上了小林手机支付宝里

的借贷产品——蚂蚁借呗。

小林告诉记者，这款借贷产

品对部分信用较高的用户自动

开通了借贷功能，而自己并不知

情。当她发现蚂蚁借呗上显示

16.5万元的额度时，以为是这个

客服人员按照退货流程开通的额

度。随后，小林把这笔刚刚开通

的贷款划转到客服人员指定的银

行卡上。

但从此以后，这位客服人员

声称马上返还的16.5万贷款和50

元货款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这

个时候，小林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发布网站公告 层层设套骗贷

款

短短1个小时，小林被骗16

万5，骗子究竟是怎么得逞的呢？

首先，骗子不知通过什么渠

道获得了小林在亚马逊购物网站

的个人帐号，再利用亚马逊个人

主页的编辑功能，编辑发布所谓

的退款公告，并在其中嵌入退款

网 址，也就是钓鱼网站的链接。

做好这些，他们便联系小林告知

订单已被退货，等小林信以为真，

进入了钓鱼网站，骗子便一步步

套取小林的退款验证码，再进而

利用 小林对于网络借贷产品的陌

生，诱骗他开通网络贷款功能。

此时，小林凭借自己以往的信用

额度，能够贷到多少钱，这些钱

就都是骗子的了。

其实，小林的遭遇并不是个

案。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这样

的案例，因此目前，亚马逊官网已

经关闭了账户主页的编辑功能。

遭遇网络“骗贷” 被骗者维

权艰难

受骗之后，小林第一时间报

了案，可在案件被侦破之前，她

每个月都要面对多达两万块钱的

贷款。小林质疑亚马逊网站没有

保护好她的个人账户，同时网站

编辑功能设置不合理，给了骗子

可乘之机。

而支付宝方面，小林与他们

争论的焦点则在于，自己为何有

如此大的贷款额度，以及网络贷

款的审核过程是否严谨。可以想

象，这样的维权漫长而艰难，亚

马逊与支付宝双方给予小林的答

复都是：等待警方解决。

专家传授实用防骗秘籍

账户本没钱，却贷款让骗子

骗走了16万 5，这次经历对于小

林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恶梦。为了让

其他人不再上类似的当，专家提

醒消费者，要在“手机验证码”、

“钓鱼网站”、“网络借贷产品”

这几个关键词上，增强防骗意识。

专家强调：手机验证码是一

切交易的最后屏障。骗子无论使

出什么花样，消费者任何时候都

不能告诉对方验证码。同时，消

费者还可以通过下面的小技巧识

破骗子提供的钓鱼网站。

反网络诈骗专家 刘洋：这种

涉及到银行的界面的时候，涉及

到财产的界面的时候，都要仔细

的看一下这个网址，是不是在

HTTP后面加上S，网站都应该要

加上这个S来保障你的这个，加

密的一个传输，所以这个也是很

关键的一点。

针对越来越多的网络借贷产

品，专家建议：消费者在保护好

个人信息和验证码的同时，不要

把鸡蛋放在同一个蓝子里。

网络金融专家 申磊：经常平

台验证会有两个左右的密码，有

登录密码或者是提现的密码，在

密码设置的时候呢，不要相同。

另外通过手机验证的时候呢，最

好有两个手机负责不同的功能。

这种方式可以避免互联网数据被

盗取之后 用你的个人信息去网上

去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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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在自拍！
少女在17層樓陽台欄杆上自拍墜亡
据外媒报道，俄罗斯一名12

岁的女学生奥克萨娜因为在公寓

楼的17层阳台栏杆上进行自拍而

坠楼身亡。

警察认为，她失去了平衡坠

楼。就在坠楼之前，奥克萨娜把

照片寄给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

报道称，她的朋友注意到这

张自拍的拍摄地点很危险，便试

图打电话给奥克萨娜。但是没有

人接。朋友又把照片寄给了奥克

萨娜的妈妈。然而这已经为时已

晚。

一名路人在楼下看到了奥克

萨娜的尸体，并通知了警方。这

张自拍照迄今没有被公布。

最近几年，世界各地很多人

到危险的地方玩自拍，这似乎成

为社交媒体上的流行趋势。在社

交媒体上发布照片的用户已不满

足于面对镜子玩自拍。一张好

的自拍照会为自己在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上赢得更多的点赞

和粉丝。

17 岁的俄罗斯男子 Kirill

Oreshkin自称为Drewsssik经常发

布一些从令人反胃的楼顶高度拍

摄的照片，拥有17900名粉丝。

去年他从一座9层楼的楼顶跌落

身亡。

200年後再回來！
患癌少女去世 冷凍遺體待“複活”

现代医学技术昌明，但仍然

存有不治之症，部分医学专家于

是提出冷冻身体技术，期盼终有

一天医治方法出现突破，令病人

得以复活。

英国一名14岁少女确诊患上

末期癌症后，打算死后冷冻身

体，遭父亲反对，她于是入禀法

院，最终获判胜诉，有可能成为

全球首宗获法庭裁决得以冷冻身

体的案例。据报少女曾向亲戚

说︰“我快要死了，但将在200

年后回来。”

化名“JS”的少女于去年

确诊患上罕有癌症，今年 8 月

更被告知现今医疗技术无法根

治。JS闻讯后在网上搜寻有关

冷冻身体的资料，并决定死后

要以此方法，等待复活的一天。

基于她过于年轻，无法立下获

法律确认的遗嘱，故此需要事

先得到父母同意，才能于死后

冷冻身体。

JS 父母离异，她在得到同

住的母亲同意后，联络自 2008

年起便没再相见、同样患癌的

父亲，征求对方同意，但遭一

口拒绝。JS于是入禀伦敦高等

法院，以确保在死后遗体能依

照遗愿处理。她因为病情严重

无法出庭，只能通过写信向法

官陈情。

报道指，JS父亲认为假设女

儿真的可以在200年后复活，届

时都会是无亲无故，更可能因为

长期冷冻而失忆，14岁的她未必

能够承受这一切。他还担心冷冻

过程不道德，并害怕今后可能要

负担追加医疗费用。不过JS父亲

最终回心转意，认为这是女儿死

前最后一个心愿，

于是同意她离世后

冷冻身体。

上月 6日，法

官杰克逊裁定，JS

的母亲应独享如

何处理女儿遗体

的权利，同时批

出禁制令，防止

JS 的父亲试图就

此作任何安排。

杰克逊在裁决后

翌日到医院探望

JS，对她的决定深

受感动，予以尊

重并赞扬对方是

“聪明的年轻人”。

上月17日，JS在医院安详离

世。由于杰克逊在裁决中表明，

传媒要待JS离世后一个月才能报

道事件，令案件到日前方为世人

所知。杰克逊亦要求传媒保密JS

父母身份及其他详细资料。

在JS离世后一周，其遗体依

照遗愿以冷冻方式，被放在一个

装有约40公斤干冰的金属箱，然

后由飞机送往美国密歇根州，安

放在当地一个冷冻身体设施，用

极低温的液态氮保存。整个冷冻

身体程序需要3.7万英镑，由于

JS父母无力承担，最后由其祖父

母支付。

JS是英国第10名接受冷冻身

体的人，更是当地唯一一个以此

方法等待复活的年轻人。

身披藍紅白國旗顔色
泰國鬥魚拍賣約1萬人民幣
据外媒报道，泰国一条身

披蓝、红、白泰国国旗颜色鱼

鳞的斗鱼在网上拍卖，最终以

5.35万泰株(约合人民币1万元)

成交。

据悉，泰国斗鱼一般售价

只有5美元，但这条斗鱼因为

其颜色奇特，而创下5万多泰

株的成交价。 拍得这条鱼的

买家朱察说，他在看到这条鱼

身上的条纹后，便无法自拔地

加入拍卖战。

他说：“我以前也见过类

似国旗颜色的斗鱼，但没有一

条像这条一样有如此清晰的颜

色。” 朱察在拍卖价上升至

1.3万泰株时加入竞拍，最终于

本月9日以5.35万泰株的高价

成功击败其他竞争对手。他

说：“这对我来说是一大笔钱

，但我认为是值得的。”

相关新闻

英罪犯獄中生活悠哉
喝酒吸毒甚囂張

据英国《每日邮报》11

月 16日报道，一名不愿透露

姓名的英国网友表示，2016年

3月，自己的“脸谱”好友名

单上多了这样一位身份特殊

的网友：一名正在英国多塞

特郡男子监狱服刑的罪犯!而

该罪犯的个人主页上并未体

现出他的狱中生活煎熬难耐，

相反，他的生活可谓“有滋

有味”。

浏览该罪犯的个人主页可

发现，他和他的“同僚”在监

狱服刑的日子可以称得上快

活：炸鸡、啤酒、毒品、娱乐、

群体自拍，甚至还时不时开派

对庆贺。令人困惑的是，狱中

的管理人员竟未收走他们的手

机让他们静心反省过错，争取

改过自新。这些曾经对社会造

成危害的罪犯如今却在狱中过

着休闲惬意的生活，并没有受

到应有的惩罚，更别提吸取教

训了。

目前，英国司法部已介入

调查这些罪犯的“自由生活”，

希望可以让这些罪犯得到应有

的惩罚，而不是换了一个地方

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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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不听话时，父母往往

会采取大吼大叫的方法，暂时压

制住孩子的调皮捣蛋；可过后却

发现，孩子越来越叛逆。于是，

父母只好将嗓门提高的更大，语

言也更加恶毒，可是白费了力气

不说，孩子跟自己越来越对着干！

当出现这种情况时，父母就

需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了，因为

一定是你的教育方法出了问题。

— 壹 —

睿妈身边有一个大龄女同

事，一个月之前刚刚结了婚，大

家都为她找到幸福感到高兴，可

就在前几天，她却离婚了……

同事心情不好，找我陪她喝

酒聊天。酒桌上，她说：“我真

是快被我妈烦死了，这几天我妈

天天在我耳边唠叨： 你现在一

天比一天不值钱……有这么大一

个污点，你以后怎么活下去

呀？ 你听听她这话，是不是要

我去死才比较保值啊？那我要迟

迟不死，是不是还有罪了啊。”

我看同事有些激动，赶紧安

慰道：“你妈妈肯定不是这个意

思啊，她也是为了你着想，怕没

有人照顾你，怕你过得不好……”

还没等我说完，同事就抢着

说道：“得了吧，为我好？从小

到大，我就没从他们嘴里听过我

的一句好话。鞋子摆不好就说我

太邋遢；吃饭慢一点就说我太磨

蹭；回家晚一点就说我太野……我

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得到他们欢心

啊？不怕你笑话，我当初结婚是为

了不想听他们唠叨，而我如今离

婚，也有一点报复心理的。”说

完，同事拿起酒瓶，咕噜噜的喝了

好几口，直接躺在桌子上睡着了。

我耳边一直回想着同事的

话，似乎都能看见她的童年过得

有多辛苦。可是哪有父母不爱自

己孩子的呢，同事父母也一定

爱，只不过方法似乎用错了。

很多父母以为，管教孩子时

就得严厉一点，说一些危言耸听

的话，孩子才能听得进去。但其

实，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从来不

是大吼大叫，而是心平气和！

— 贰 —

高情商的父母，会这样跟孩

子说话

1、“我们想法不一样”，

而不是“你的想法很幼稚”

例：妈妈觉得你这个想法不

错，但妈妈是这样想的

如果你问孩子：“砖头可以

干什么？”孩子回答：“盖房子”。

这是正确答案；可如果孩子回

答：“打小狗。”你可能就会觉

得孩子太淘气了。但其实两种回

答都没错啊，甚至还有更多种其

他用途呢。

小孩子的想法虽然不够成

熟，有时候甚至会说一些“胡

话”，但那是孩子在发散思维，

千万不要否定孩子。孩子小时候

常动脑筋，有益于智力开发，也能

够提高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动脑筋，

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不同的答

案，而不要限制孩子，阻碍孩子

开阔视野。

2、“你做的真棒”，而不

是“你应该这样做”

例：你刚刚在公交车上主动

让位给老奶奶，做得真棒，你是

个善良的好孩子！

高情商的父母懂得如何夸奖

孩子，给予孩子自信。都说小孩

子是“顺毛驴”，你得顺着夸他

才行。可家长又怕太顺着孩子，

孩子会更加“无法无天”。如果

出现这种情况，就说明你夸奖孩

子的方法出了问题。

夸奖孩子的时候，有一个原

则就是要按事实表扬，不要孩子

做了什么事都先夸一句，这样孩

子会对你的表扬产生疲劳感，而

且也会让孩子觉得妈妈一点也不

真诚。当孩子没把事情做好的时

候，妈妈需要做的不是表扬，而

是鼓励，可以夸孩子很努力啊，

并鼓励他下次继续努力。

另外，夸奖孩子的时候，要

特别夸奖孩子的特质，也就是把

孩子身上具体的优点说出来，比

如，“你帮妈妈打扫了卫生，你

真棒”，“你自己把玩具收起来

了，你真棒”……而不是简单的

一句“你真棒”就解决了。让孩

子知道你表扬他的原因，他才能

记住什么是好的，下次他还会这

样去做。

3、“妈妈想知道你是怎么

想的”，而不是“我就知道你想

说什么，你总是这样”

例：你的意思是你想再玩一

会儿吗？

孩子们的心思都很单纯，大

人一眼就能看透。但即使妈妈看

出来了，也最好不要马上说出

来。因为孩子之所以没有清楚表

达出自己的意思，除了他的表达

能力有限外，还有可能是因为他

不好意思说，所以妈妈们也应该

尊重孩子。

妈妈可以将自己理解的意

思，通过发问的形式向孩子确

认。这样一来，孩子就知道你已

经听明白他的话，并且清楚的知

道他的需要了。另一个层面来

说，孩子会觉得妈妈是真的了解

自己，自己还没有说出来，妈妈

就懂了。而且，妈妈的这种高情

商，也会影响孩子将来在待人接

物方面，能够理解别人的话中有

话，培养孩子的高情商。

4、“你自己做决定吧”，

而不是“这个好，就这么办了”

例：晚上你想在家吃妈妈做

的饭，还是出去吃大餐？

父母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喜

欢替孩子做决定。虽然初衷是为

了孩子好，但总归是你自己的想

法，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孩子身

上，那他肯定不乐意。

还有的父母，自己心里做好

了决定后，就直接问孩子：“你

要不要吃这个？”这样问等于已

经给了孩子答案，只需要孩子说

要或不要就好了。

而高情商的父母会把选择权

交回到孩子手里，他们会给孩子

很多种选项，比如，“你要吃香

蕉还是苹果？或者是别的水果？”

孩子自己做选择，不仅能够培养

他独立思考的能力，还能让孩子

为他自己的决定负责，从小建立

责任感。

5、“妈妈真的很担心你”，

而不是“不许这样做！”

例：刚刚真的很危险，妈妈

好担心你的，以后跟妈妈出去一

定要跟紧妈妈，好吗？

当孩子做出一些危险动作

时，父母出于紧张，往往会用严

厉的词语来教训孩子，比如，

“我看你再敢这样做的……”，

“以后不许再这样”，以此希望

能够让孩子记住这次教训。

但是这种带有强烈情绪化的

教育方式，效果往往不太好，一方

面是很容易吓到孩子，另一方面容

易使孩子觉得爸爸妈妈只知道指责

自己，而并不是真心关心自己。

高情商的父母在提醒孩子危

险时，会将最关键的信息表达出

来：你这样做会给你带来什么样

的后果，妈妈很担心你的安全，

所以你最好可以……比起一味的

对孩子说“不可以”，给孩子一

个建议，会让他更容易接受，也

更容易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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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留學生在美國：成績比國內好 過年最難熬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小

留学生远赴重洋来到美国读初中、

高中。根据《2016中国留学白皮

书》显示，中国赴美低龄留学生

的年龄已开始呈现出越来越小的

趋势，赴美留学的大潮已从本科、

研究生提前到了中小学阶段。

美国中文网报道：洛杉矶时

报消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

国小留学生远赴重洋来到美国读

初中、高中。根据《2016中国留

学白皮书》显示，中国赴美低龄

留学生的年龄已开始呈现出越来

越小的趋势，赴美留学的大潮已

从本科、研究生提前到了中小学

阶段。2015年赴美中学生数量达

到了2013年的1.5倍，中国已成

为美国高中留学生第一大来源国。

今年年初，南加州三名中国

留学生施虐同胞案宣判，三人被

判 6年到 13 年的监禁。涉嫌绑

架、殴打和折磨同学的三名中国

留学生翟云瑶、杨雨涵和章鑫

磊，于今年1月5日与检方达成

认罪减刑协议，三人分别获刑13

年、10年和6年。这起案件令人

们更加关注在美小留学生群体的

心理健康问题。

许多家长觉得，自己为孩子

付出了许多。其实对于小留学生

来说，他们也牺牲了许多.

留学生活是否适合，与每

个孩子的性格、爱好、家庭背

景、家庭教育、知识与经济基

础以及个人和家庭的期望值等

都有密切关系。以下上我们看

看这些小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成

长和经历吧。

在武汉时，17岁小曲（Al-

len Qu）的成绩是班级中游，在

习惯用成绩划分学生等级的中

国学校里，他不被老师重视。最

终，他的父母建议他来美国读书，

他同意了。小曲来了San Marino

市一所寄宿学校读书。

在这所西南部的中学里，他

交了新朋友，数学成绩很好，而

且家庭作业比国内少得多。学校

的食物不太好吃，但周末他可以

和朋友去附近的中餐馆吃饭。

小曲热爱旅行，却不敢和父

母提出。他知道自己需要做的就

是呆在学校里，申请到好大学。

每个月，他和父母视频通话

几次，他的母亲很想他，父亲忙

于经营建材生意，较为疏远。小

曲说，中国新年是他最想家的时

候，但父母并没有来看他。

这所学校中，86%学生是国

际学生，其中一半来自中国。国

际学生的父母很少出现在学校，

也不太和老师沟通，学校为孩子

们安排了“住宿父母”，以照顾

他们平时的生活。

17岁的小胡（Hsu）是一名

害羞的17岁男孩，在美国一所高

中读书。谈起来到美国，他说这

是父亲的主意，他做的决定。他

的父亲是中国一个电器公司总

裁，父亲询问他想不想来美国读

中学，他表示同意。小胡说自己

想成为一名牙医，不过他也表

示，这是妈妈的主意，但他觉得

这没问题。他的目标大学是加大

洛杉矶（UCLA）。

小胡说，他来美国才三个月，

新生活由读书、篮球和电脑游戏

组成。他也遭遇过歧视，有人朝着

他大叫要他“滚回中国”。在这

个私立天主教学校，他每天和同学

老师们一同祷告，尽管他不信教。

他的英语不太好，但成绩一直在

进步，只有体育和数学得了B。

小胡说，“我在中国的成绩达不

到平均分，但在这里我高出平均

分”。

对此，他的寄宿家庭“家长”

周先生表示很开心，认为其中不

乏自己的功劳。但他也提出了自

己的担忧：“很多中国家长早早

把孩子送出国，只因别人都这么

做。学校如何，寄宿家庭如何，

他们了解的并不多，这是很鲁莽

的行为”。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朵花，只

是花期不同而已，我们要做的就

是“静待花开”。但是，也许很

多家长并没有真正懂得这句话的

含义。他们只看到了“静待花

开”，而忽略了“默默耕耘”。

前几天，有个五年级的家长

带孩子过来咨询。

妈妈似乎很有教育意识，一

上来就跟我聊她一直以来尊崇的

教育方式：放养的，宽松的，尊

重孩子自主权利的，从不为他补

习，也不看重他的学习成绩……

嗯，这听起来是一位很好、

很有教育理念的家长。

然后我问：那孩子的数学遇

到什么问题了吗。

“他课堂上完全听不懂老师

说什么，回家的作业也基本上不

会，现在不光他自己谈到这门学

科都会情绪波动，我们的亲子关

系都因为他学数学的问题产生很

多问题了，而且，很快就到小升

初了，我们所在的区域没有很好

的教育资源，我们还面临择校，

他现在这个数学，我都不知道怎

么搞了……”

我看到那个光鲜亮丽的母亲

仿佛一下子黯然了下来。

在和孩子交流的时候，我发

现，五年级的他连三年级的数学

水平都没有达到。

末了，那个妈妈问我。老

师，您能针对我儿子这种情况帮

我们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吗。

面对她此时的焦虑，我真心

想对那个妈妈说一句：你现在知

道焦虑了，知道要整体规划了，

这么些年，你早干嘛去了。

没错，您说的尊崇宽松的，

自由的教养环境，尊重孩子自主

权利，尊重他的爱好，平等的对

话，鼓励他活出自我……我很认

同。

您说的：不会在意成绩，因

为过程比结果重要……我也很认

同。

您说的：不要过度干预孩

子，不插手孩子的人生，要给孩

子独立……我还很认同。

但是，亲，既然这样，那您

为什么要焦虑？

既然这样，您唯一做的就

是等待，等待他长大，等待他

长成他本该长成的样子，不就挺

好吗？

我有个朋友在台湾教作文，

她的工作室有很多来学写作的孩

子。

很多是到了写作文的阶段完

全不懂如何下笔的孩子，他们往

往是咬烂无数笔头，纸上也只有

一个作文题目。

而且孩子根本不爱读书。

她和家长交流的时候常常会

问几个问题：你们自己热爱阅读

吗？你们和孩子的亲子共读时光

多吗？孩子小的时候，你们经常

给孩子讲故事吗？你们带孩子外

出体验的时候多吗？

她常常得到的回答是：我们

都太忙了，经常出差，哪有时间

给他讲故事读书啊，小时候是爷

爷奶奶带的，所以很少……

就像我们身边，很多家长经

常说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也

没时间给他读书讲故事，但是我

们买了不少绘本给他，不过他不

爱读。

那个时候我们想：现在不爱

读书也没关系，没准大了就喜欢

了。结果，到现在了还是不爱读

书。

因为没有积累，也没有体

验，等到了写作文的时候，当

然也就无从下手了。

记得有段时间，有一碗很有

营养的鸡汤刷爆了朋友圈，大致

是这样的内容：

“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

只是花期不同而已。有的花开

在春天，也有的开在别的季节。

当人家的花在春天开放时，你

不要急，也许你家的花是在夏

天开；如果到了秋天还没有开，

你也不要着急跺他两脚，说不

定你家的这棵是腊梅，到冬天

开得会更动人。如果你的花到

冬天还没开放，你也不要生气，

没准你的花就是一棵铁树，铁

树不开花，开花惊艳四方，且

炫丽无比。真正的园丁不会在

意花开的时间，只会默默耕耘，

静待花开……”

多么美好的一段话。但是，

我以为，很多家长并没有真正懂

得这句话的含义。

他们只看到了“静待花开”，

而忽略了“默默耕耘”。

当你羡慕人家的孩子表达能

力强，写得一手好作文的时候，

请别忽略了，人家在孩子小的时

候开始坚持亲子共读。一有空就

带孩子走到生活中，闻花的颜

色，看树在风中舞蹈，看满天繁

星，听一池蛙鸣……

当你羡慕人家的孩子体格很

好，运动能力强，请别忽略了，

人家一有空就带孩子去游泳，周

末的时候一家三口爬山，露营，

骑着自行车去郊外漫步，徒步到

苍翠的山顶，看到了天边的云卷

云舒，远处城市的高楼……

当你羡慕人家的孩子数学成

绩很好，逻辑思维很棒，请别忽

略了，人家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带着孩子玩数学游戏、搭积

木，吃饭的时候有意识地让孩子

对应家里的人口来分配碗筷，讲

数学绘本，和孩子一起玩数独，

亦或者也会给孩子寻觅一个好老

师，带领着前行。

当你羡慕人家的孩子那么有

思想，那么多规划，那么有创意

的时候，你却忽略了，在他还小

时候，你从未为他打开过一扇

窗，让他看到这个世界的丰富，

你也没有在他的内心种下过一粒

种子，让他对他的未来产生过期

待和憧憬，你也未曾在他迷惘懵

懂的时候，给他一点指引，让他

看得清要走的路，也就离她的梦

想更近一点……

我们习惯了说“别人家的孩

子”，永远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才是理想中的孩子。但是，又有

哪个人家的孩子，是天生的那么

“好”呢？

每一个“理想中的孩子”，

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生命蜕变的

每一个阶段，父母如何引领他们

身体的发展、心灵的发展、精神

的发展才是“理想中孩子”背后

更需要讨论的课题。

孩子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

我们无法设计和干预他的人生，

但在他们成长早期的每一个关键

驿站，我们都应该在，不做决

定，只告诉他：关于这件事，我

们的建议是……

在孩子的眼界和格局还没有

足够大的时候，他需要我们的指

引。只有等他有了足够的视野、

足够大的力量的时候，他要选择

什么样的路，选择走多远，就是

他的事情了。而那个时候你要做

的，就是转过身，默默祝福和想

念。

你一定誤會了
“靜待花開”的教育

赴美讀中學
一條漫長的路

据了解，赴美读中学的留

学生人数逐年上升，赴美留学

也日渐呈现出低龄化趋势。那

么，为何选择在中学阶段赴美

留学？中学阶段赴美留学又会

面临着哪些现实问题呢？

为何去“尝试”是关键词

为何赴美读中学？不同的

学子有着不同的考量，不同的

家庭有着不同的权衡。但他们

谈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尝试”，

或想尝试一下不同的教育方式，

或想尝试一下独立生活的滋味，

或想尝试接触不同的环境……

施懿珊曾在迈阿密里维埃

拉学校读中学，现在伊利诺伊

大学芝加哥分校。“我更喜欢

美国高中小班授课的教学模式。

他们的教学方式相比于国内更

为多样，在课上大家会频繁地

开展课堂讨论、采用团队协作

的方式来完成课题。学习气氛

相对活跃、开放，更适合我。”

施懿珊说道。

肖少桂现就读于佛罗里达

国际大学，迈阿密日落高中是

她赴美读书的第一站。当提及

赴美读高中的原因时，她说：

“在国内读高二时，学校恰好

有一个与美国中学交换学生的

项目，高中的最后一年可以到

美国就读。仔细考虑后，觉得

去美国读书可以让我试着独立

生活，学会照顾自己，以提高

自理能力，于是这就成为我在

美国求学的起点。”

怎么读“麻烦”也不少

采用学生间相互提问、讨

论、辩论的上课方式被称为

“圆桌教育”。这是美国教学

理念的一个缩影，也是他们培

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手

段。但这样的教学方式却让不

少初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无所

适从。“刚到美国读中学时，

我最害怕上的就是讨论课，因

为老师会让每个学生都发表看

法。但我的口语很差劲，又不

是一个善于表现自己的人，经

常一发言就闹出笑话。这让我

感到很尴尬，恨不得找个地洞

钻进去。”司徒智强说道。

据他介绍，美国中学采用

学分制，由学生自主选修课程，

但选课前务必要将这门课的情

况询问清楚。司徒智强说：

“刚到美国的第一学期，我曾

选修过历史课和音乐课，但事

先并不清楚这两门课的难度。

一学期下来，听懂的部分非常

少。所以选修哪些课一定要考

虑自己的实际水平，不能盲目

地选择难度大的课程。”

在生活上，赴美读中学的

留学生也会面临不少困难。美国

法律规定，未成年人若是没有

家长或者监护人的照顾，不能

独自在外租房。所以大多数学

子会选择寄宿在当地家庭中，但

寄宿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

选学校 学长可请教

学子赴美读中学的第一步

就是择校。肖少桂说：“美国

的公立中学只允许留学生读1

年，剩下的3年要到私立中学

就读。所以在挑选中学时，最

好直接选择私立中学，以省去

转校的麻烦。”据她介绍，在

赴美读中学不断升温的当下，

一些滥竽充数的中学和“黑中

介”也层出不穷。“挑选中学

一定要谨慎，要擦亮眼睛。因

为美国有些私立中学收费‘虚

高’，收取昂贵的学费却不能

保证师资配备、教学质量。浪

费钱倒是其次，浪费的时间可

讨不回来。对有关信息多方了

解是关键。若是不放心，不妨

将申请留学的手续委托给正规

的中介机构办理。当然，这之

前要甄别中介的资质。”肖少

桂说道。

司徒智强感慨地说：“到

美国读中学只是一个开始，大

多数赴美读中学的学子会选择

继续留在美国读大学。因此，

学习的时间跨度可能长达8-10

年，这期间家庭得支出一笔非

常大的开销。开弓没有回头箭。

我个人建议，不妨先申请旅游

签证，去心仪的中学‘考察’

一番。毕竟环境对人的影响非

常大，当地治安、民风、学校

学风等因素都会影响到留学结

果。”

“美国中学的课程成绩是

按整个学期的综合表现来给分

的，由考勤、平时作业、小测

试以及阶段考试等几个方面组

成，不是‘一考定终身’。所

以，若想取得好成绩，就得在

平时付出相当多的精力，指望

‘临时抱佛脚’是行不通的。”

司徒智强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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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時節民間重飲食進補
流行吃栗子、核桃等物

“小雪”是中国传统的二十四

节气之一，进入该节气，中国部分

地区开始降雪，但雪量不大，故称

“小雪”。小雪到来，天气更加寒

冷，民间开始重视冬季进补。北京

民俗学会秘书长高巍表示，在时间

上来说，这个节气是过渡性的，民俗

并不多，“吃糍粑、腌腊肉则是局

部地区的习俗，并不是全国性的”。

“小雪”是反映天气现象的节

令。古籍《群芳谱》中说：“小雪

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

也。”《二十四节气解》中则记载

道：“雨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

小者未盛之辞。”农谚有云：“小

雪雪满天，来年必丰年。”

“小雪是第20个节气。按老年

间的说法，它算秋天的尾巴、冬天

的开始。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小

雪到来后没什么农活了，人们的生

活比较悠闲，北方大部分地区开始

‘猫冬’。”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

辅助写刘一达介绍道。

在这种情况下，休闲娱乐成为

小雪前后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内

容。刘一达介绍，旧日，老北京人

喜欢玩“冬虫”，即开始斗蛐蛐、

蟋蟀，“天气比较晴好的时候，还

能看到有人放风筝、抖空竹，大人

孩子都会参与其中”。

“除此之外，以前老北京还有

‘占雪’习俗。如果小雪不下雪，

农民会举行仪式祈求下雪，希望来

年收成好；城里的皮货商们则会聚

集在一起饮酒，等到夜里刚交子时，

冲西北方向烧香磕头，希望天气变

冷，衣服畅销。”刘一达笑称。

按照古代的节气划分方式，小

雪分为三候：“一候虹藏不见；二

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三候闭塞而

成冬。”意指小雪时节天地不通，

阴阳不交，所以万物失去生机，天

地闭塞而转入严寒的冬天。在寒冷

的时节，人们也比较重视饮食进补。

“过去民间很重视冬季进补。

小雪来临，冬天的一些节令食品基

本已普遍上市。”刘一达说，天气

寒冷，适宜温补，人们大多会选择

吃羊肉、牛肉等食物，“还有栗子、

核桃等一些零食，都是往日小雪前

后比较流行的食品”。

此外，同样受到气候的影响，

小雪以后天气变得更加干燥，正是腌

制、加工腊肉的好时候，民间曾有

“冬腊风腌，蓄以御冬”的习俗，一

些农家开始动手做香肠、腊肉，把肉

类用这种传统方法处理后储备起来。

“在南方部分地区，还有农历

十月吃糍粑的，大概也在小雪前

后。”高巍在接受中新网(微信公众

号：cns2012)记者采访时表示，像腌

腊肉、吃糍粑这种习俗，只是局部

地区，并不是全国性的。

开放的中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

外国人就业，特别是在时尚领域，

不少洋模特开始来到中国寻找机

会。这背后不仅体现出中国的快速

发展对国际化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

大，更反映出中国时装品牌日益崛

起和走向国际化的进程。

工作生活忙碌充实

提起模特，特别是洋模特，

人们通常会想到他们高挑的身

材，菱角分明的精致五官，以及

引人注目的靓丽造型。在聚光灯

背后，来中国的洋模特们又是如

何工作的呢？

来自英国的20岁女模特霍莉

向笔者讲述了她的工作状态：

“每天我一早起来，煮上咖啡，

做一顿健康的早餐，然后开始一

天的工作：主要是面试和拍摄。

如果在面试中获得摄影师或服装

设计师的认可，就会开始拍摄工

作。有时在摄影棚里，也常去户

外实拍。”

索尼克是来自俄罗斯的模

特，中国是她事业起步的第一

站。她坦言，模特日常拍摄工作

很辛苦，时间并不固定，甚至周

末也可能有工作，有时会在冬天

拍夏装或者夏天拍冬装。“但这

就是模特的工作。”索尼克说。

工作之余，她也会出去看电影、

逛街或是在北京城里四处走走，

亲身体验这座城市。

也有很多男模特来到中国。

来自斯洛伐克的男模特托马斯告

诉笔者，男模特与女模特不同，

保持肌肉十分重要，所以他在饮

食上以鸡肉、鸡蛋和蔬菜为主，

绝不会吃巧克力、可乐这样的甜

食，也不吃米饭。此外，托马斯

每天都会去健身房。“有时工作

结束已经很晚了，但也依然会去

锻炼，这不仅是工作需要，也是

我自己的爱好。”托马斯说。

在中国生活的外国模特，也

会学习一些基本的汉语。经常来

中国的劳瑞娜说：“学习中文首

先是生存的需要。2005年我第一

次来中国时，会说英语的人很少，

沟通十分困难。现在在中国工作

时间长了，逐渐也了解了一些平

时拍摄中相关术语的说法。未来

希望自己的中文能学得更好，不过

这确实是一门相当难学的语言。”

欧美模特纷至沓来

近些年来，中国时装行业发

展迅速，对模特的需求越来越

大，尤其是随着电子商务越来越

普及，人们在网上买衣服时，会

将网页中模特的照片作为自己的

重要参考依据。由于外国模特出

众的身材、漂亮的容貌，给中国

的电商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了视觉

上的新鲜感，因而外模受到了广

泛欢迎，同时，这也为外国模特

的职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5年前，欧美的模特还很

少到来中国，而现在大家都想来

中国。我之前主要在意大利米

兰，但最近几年，我在中国工作

的时间比在欧洲还长。”劳瑞娜

认为，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品

牌走到国外，中国人对于国际品

牌的认可度不断提高，消费能力

越来越强。在中国做模特有更多

赚钱的机会，而这自然也吸引了

更多模特来中国发展。

除了直接的金钱收益，中国

市场也为外国模特提供了多样化

的机会，更利于他们职业生涯的

发展。托马斯告诉记者：“在中

国，男模特机会虽然没有女模特

多，但是人数也相对少些，所以

经常能接到一些不错的项目，丰

富了自己的作品集，未来有可能

获得更好的机会。”

劳瑞娜也看好中国模特行业

的发展潜力。在纽约或欧洲，模

特行业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各项

工作处于一种按部就班的状态。

但中国是一个新兴市场，今天为

一家不太知名的中国品牌拍摄，

可能不久之后，这家企业会成长

为一家国际化大公司。此外，相

比于欧洲近几年不够景气的经济，

中国市场则显得活力十足，外国

模特在这里能够接触到各种类型

的工作机会，工作起来更有活

力，也更有利于职业生涯的发展。

发展步入良性状态

外国模特进入中国，时间相

对来说并不算长，但是由于近些

年来中国时尚业的开放程度越来

越高，很多企业也越来越走向国

际化，因而外国模特的发展也逐

渐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

霍莉、托马斯、索尼克和劳

瑞娜所在的北京M2外籍模特公

司的负责人陈婧向记者介绍，国

内的外国模特行业大约兴起于

2003年，现在一般的经营模式是

与国外发掘新模特的经纪公司合

作。从地域分布来看，以前在中

国工作的外国模特主要来自于俄

罗斯、乌克兰等东欧国家，但最

近几年，也有更多其他国家的模

特来到中国，如巴西、英国、法

国、加拿大等。

外模大多分布在北京、上海、

广州等大城市。在北京，主要以

拍画册和广告、杂志为主。“外

国模特来中国还有一个原因，就

是中国的时尚杂志出的片子很

好。另一方面，中国摄影师在世

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世界

知名的时尚杂志都会请中国摄影

师拍照。越来越多外国模特认为

来中国能找到优秀的摄影师。”

陈婧说。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外国模

特愿意来到中国，也得益于中国

时尚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国内各

种时装周越来越成熟、经验越来

越丰富，外国模特来到中国，也

因此有更多机会拍摄画册、广告

以及参与品牌的新品发布会。国

内专业摄影师和时尚媒体的快速

崛起，也为模特提供了更多机

会。如今，模特与摄影师、媒体

就形成了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

多赢局面。

此外，2014年国家推出相关

政策，允许到中国短期工作的外

国人申请“Z”字签证，允许包

括赴华进行时装表演(包括车模、

拍摄平面广告)在内的人群在中国

工作停留90天，此举无疑为外国

模特来中国工作提供了便利，也

有力促进了中国模特行业的规范

发展。

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活躍在中國的洋模特：：：：：：：：：：：：：：：：：：：：：：：：：：：：：：：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生活充實 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發展步入良性狀態

受台風刺激
台灣特有白櫻提前綻放引遊客駐足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

道，台湾原生特有种“雾

社山樱”每年 2月下旬至

3月中旬为开花期，不过

受暖冬及 10 月台风的影

响，南投县奥万大森林游

乐园区的雾社樱却提早开

花，园区表示，以往都是

绯寒樱、八重樱先开，雾

社樱最晚，没想到这次却

提早了4个月，这种情况很

少见。

樱花品种有上百种，

唯有台湾才有雾社樱，多

分布在海拔 1 千至 2 千公

尺，花型虽比八重樱、吉

野樱等粉红或桃红色的樱

花还要来得小，开花期也

较晚，但纯白又单瓣的花

色，加上量少，更显纯洁

高雅、珍贵。

奥万大游乐园区经理

廖庆森说，从10月中旬开

始，雾社樱竟罕见开花，

上周开最多，目前还持续

绽放中，可能是天气热、

不够冷，让花误以为春天

到了，才会导致绯寒樱、

八重樱尚未开花，但雾社

樱却开花的错乱现象。

因奥万大正进入赏枫

期，不少游客看到白樱很

兴奋，有游客说，本来要

赏枫，竟意外看到白色樱

花，不过现在开花好奇

怪，时间点不对。

“现在开花不正常！”

中兴大学实验林管处长

曾彦学说，雾社樱都是 2

月下旬才开花，提早开应

该和10月台风有关，植物

受到台风的刺激或受伤，

为了在“逆境”中赶快

开花结果，所以出现花期

错乱。

BB66人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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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人在美國

奧巴馬任內最後一次特赦火雞
美民衆慶祝感恩節

感恩节的前一天，奥巴马在白

宫参加了任内最后一次“年度感恩

节火鸡特赦大典”。在结束了简短

的感恩节讲话之后，奥巴马宣布火

鸡“托特”被选为2016年度的感恩

节特赦火鸡，但另一只候选火鸡

“泰特”也获得了赦免。奥巴马说：

“托特，我宣布你成为今年的感恩

节特赦火鸡。祝愿你在高比勒休闲

中心度过快乐的时光。”

这次的两只候选火鸡“泰特”

和“托特”都来自爱荷华州，此前

白宫开通了在线投票通道，最终

“托特”以51%的微弱优势胜出。

获得特赦的两只火鸡将能幸免成为

感恩节大餐，之后会被送往弗吉尼

亚理工大学的新居，在那里度过快

乐悠闲的余生。

今年的感恩节是美国大选结

束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早前有

媒体预测这将是一个相当尴尬

的感恩节。在此次美国大选中，

不少家庭成员由于支持不同的候

选人而产生了分歧，甚至是冲突。

早在大选尚在进行之时，许多美

国民众就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了他们对即将到来的节日的恐惧，

对家庭成员持不同政见的不满，

同时也寻求如何应对大选对家庭

带来的冲击等建议。随着大选的

落幕和感恩节的到来，许多民众

则表示，尽管分歧存在，但生活

和工作都将回归正轨。

在美国，感恩节通常标志着年

底圣诞购物旺季的正式开始，是零

售业每年最重要的圣诞销售季的业

绩晴雨表，也是一年中商家最繁

忙，商品折扣力度相当大的一天。

在纽约举行的梅西百货感恩节

游行堪称美国最著名的感恩节传统

庆典。今年，梅西感恩节大游行迎

来了第90周年，因此游行会比以往

更盛大，不仅增加了新的卡通气

球，其中还有按照1927年首次梅西

感恩节大游行时出场的加菲猫卡通

气球打造的同款，结尾更有格莱美

奖常客、美国老牌歌手托尼 班内

特与神秘嘉宾演出。由于极端组织

近来将此次梅西感恩节大游行列为

恐袭的绝佳目标，纽约警方部署了

大量警力，并调用了80多辆装满沙

子的卡车沿着2英里长的游行路线

一字排开，以作为防范恐怖攻击的

阻隔。

特朗普面對美媒表態不同以往
爲接任總統做准備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22日在《纽约

时报》的曼哈顿总部接受该报编辑记者采

访，其对民主党人希拉里的“邮件门”、

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巴以和谈和残

酷审讯手段等多个问题的表态都与以往

有所不同。

特朗普一名高级助手对此给出的解释

是，特朗普正在为接任美国总统做准备，

考虑许多不同的事情，“而一些听起来像

竞选言论的话并不在其中”。

谈竞选言论： 松口“邮件门”调查

特朗普在选战中多次称希拉里是“骗

子”，直言当选后要指派特别检察官追查

“邮件门”，把她“送进监狱”。然而，

特朗普 22 日在接受采访时语调趋于同

情，表示“不想伤害克林顿一家”。

尽管表示不排除调查“邮件门”和克

林顿基金会的可能性，特朗普依然希望

“向前”，而不是“后退”。特朗普说，

希拉里“经历了很多事情，各个方面都非

常受伤”，这么做，“会让这个国家非常、

非常不和谐”，继续追查希拉里“不是我

非常想做的事情”。

特朗普对希拉里“邮件门”的态度转

变遭到保守派抨击。保守派司法组织“司

法观察”说，此举背叛了特朗普要清除华

盛顿“政治污泥”的承诺。

也有部分共和党人支持特朗普的转

变，比如与他关系亲密的前纽约市长朱利

亚尼。朱利亚尼说：“美国政治有个传

统，在你赢得选举后，某种程度上你要把

事情抛诸脑后。”

对《巴黎协定》态度开放

除了“邮件门”，特朗普在访谈中还

对美国是否退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

黎协定》松了口。他说，“清洁空气至关

重要”，“我认为（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

之间）有一些关联，但问题是有多大的关

联”。当被问到是否会选择退出《巴黎协

定》时，他说：“我正在仔细研究，我对

它持开放态度。”这与他竞选期间宣称当

选总统就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表态

大相径庭。

改口国际问题

在巴以和谈问题上，特朗普也改口

说，“很乐意”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结

束纷争，“这会是一项伟大成就”，并表

示自家女婿库什纳能在促成双方和解中发

挥作用。竞选期间，特朗普还曾表示将致

力于恢复水刑等严酷审讯手段，用以应对

“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威胁。不过在访

谈中，他说，通过与在军中威望颇高的退

役将军马蒂斯面谈，他意识到刑讯逼供

“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能造成很大区

别”。

争议：商业与治国分开

在涉及问题广泛的访谈中，特朗普也

对一些争议问题做出辩解。比如外界质疑

的当选总统会否与他自家商业利益产生冲

突的问题。

特朗普认为，“理论上我可以完美打

理生意，接着完美治理国家”，不过他愿

意采取措施将两种职责区分开来，目前他

正逐步让子女接手产业。

法新社评论说，美国法律相对宽松，

没有硬性规定特朗普必须放弃他的商业利

益。美国宪法禁止联邦官员接受外国政府

礼金，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能与海外私企

有商业往来。

媒体关系:仍堪忧

此次访谈被《纽约时报》记者在推特

上进行了直播。而在访谈是否能举行的问

题上，特朗普团队与《纽约时报》还有过

一番“扯皮”。

按美联社说法，特朗普团队本不想把

访谈做公开报道，但遭《纽约时报》拒

绝，致使访谈一度被取消。但数小时后，

双方还是坐在一起进行了访谈，只不过特

朗普与《纽约时报》出版商先进行了私人

会面，之后才接受出版商、编辑和记者的

采访。

特朗普此前与《纽约时报》一直关系

紧张，曾多次公开宣称该报对他的竞选报

道带有偏见。不过据《纽约时报》记者发

的推特消息，在结束访谈时，特朗普转而

称赞该报是“伟大的美国珠宝，也是世界

珠宝”。

尽管与《纽约时报》达成一定程度的

妥协，但特朗普与媒体的关系前景堪忧。

特朗普21日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

家广播公司等媒体的大佬们举行闭门会面

时，对今年的大选报道大肆抨击。这引发

不少业内人士不满。

分析人士指出，这场闭门会面似乎预

示着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与媒体依然将吵

闹不休。

美国民众展望特朗普任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委托民调机构

ORC国际公司于本月17日至20日开展这

项民调，采访了全国范围的1000多名美国

公民。结果显示，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民

意支持率呈上升趋势，已经超过其在竞选

期间获得的最高支持率43％。

治理经济是亮点

根据这项民调，大约53％的受访民

众认为特朗普当总统会干得“非常好”

或者“不错”。此外，40％的人对特朗

普治理好美国经济有很大信心。民调还

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特朗普会实现竞

选期间的多个施政主张。六成受访者认

为特朗普会在具有经济挑战的行业领域

创造就业；63％的受访者期望一年后经

济向好。

外交用人成短板？

民调显示，66％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

会给美国带来“变革”，但只有43％的人

认为他会推动美国向好的方向“变革”，

远低于奥巴马上任前的63％；看好特朗普

与奥巴马实现顺利交接的民众只有46％，

远低于奥巴马、布什或者克林顿上任前的

同类民调数字。

此外，受访者对特朗普的选人用人能

力存有疑虑。民调显示，43％的受访者对

特朗普在用人方面的领导力没有信心，

45％的人认为特朗普难以为执政团队找到

最合适人选。

美國“春運”開始了
4900萬人在路上！

今年23日至27日感恩节期间美

国出行人数将达到近4900万，比去

年多出100万人，创下2007年以来

的新高。

感恩节是美国人一年中最重要

的节日之一，成千上万人会赶回家

中与家人团聚，于是形成了美国式

的“春运”。据美国汽车协会

(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

AAA)的估计，今年感恩节出行人数

将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Marketwatch援引AAA的数据报

道说，今年23日至27日感恩节期间

美国出行人数（离家出行50英里以

上的）将达到近4900万，比去年多

出100万人，创下2007年以来的新

高。其中，89%的旅行者将乘汽车

（4350万人），有369万人将通过飞

机，144万人将搭乘邮轮、火车或者

公交车

2016年下半年工资上涨带来更

高的消费信心，加上低油价都使今

年感恩节旅行的人更多。而对于汽

车旅行者来说，还有一个好消息是

现在日租车的费用是52美元，比上

一个感恩节下降了13%。

随着汽车出行人数的增加，一

些高速公路已经出现了大面积拥堵

的现象。美国ABC7台一架新闻直升

机拍下了周二洛杉矶附近405公路上

数英里的拥堵“盛况”。

405号公路原本就是美国最繁

忙、最拥堵的公路之一，感恩节出

行更是让这条公路不堪重负。

今年选择飞机出行的人也有显

著增加，旅游网站AirfareWatchdog

创立人George Hobica 说, 其中的原

因是低油价、热门线路的激烈竞争

让机票更加便宜，此外，今年消费

者对机票价格的接受程度也更高。

据该网站对1200名旅行者的调查显

示，今年只有36%的人说因为机票

贵而不选择飞机出行，而去年这一

数字是46%。

另有21%的受调查者表示，他

们宁可开车，也不愿意花更多时间

呆在机场对付飞机延误。

Hobica说，由于有些路线竞争十

分激烈，像纽约飞达拉斯，导致如今

节日高峰期票价和以前的正常票价差

不多。还有芝加哥至亚特兰大，或者

达拉斯至洛彬矶，来回程机票大概在

250美元左右，这个价格也是平时的

水平。Hobica 推荐在感恩节当天坐

飞机，这时的票价更便宜，并在周

六，周一或周二节日后返回。

感恩節來啦：除了吃玩買，
總有一些點滴值得感念

在这个美国的传统节日里，除

了美味的烤火鸡与南瓜派，游行庆

典和“黑五”狂欢，还有不少趣闻

轶事值得玩味，其间更有一些温情

点滴，值得你我在这冰冷的寒冬时

节为之心怀感念。

缘起感恩，乐享团圆

感恩节的由来还要追溯到美国

建国之初。1620年，著名的“五月

花”号船满载不堪忍受英国国内宗

教迫害的清教徒102人到达美洲。那

年冬天，他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

难，处在饥寒交迫之中。这时，印

第安人给移民送来了生活必需品，

还教他们狩猎、捕鱼和种植玉米等。

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移民们

获得了丰收，按照宗教传统习俗，

移民定下了感谢上帝的日子，并决

定为感谢印第安人的真诚帮助，邀

请他们一同庆祝节日。1941年，美

国国会正式将每年11月第四个星期

四定为“感恩节”，相应假期一般

会从星期四持续到星期天。

除了美食和游行，还有买买

买。如美国商家感恩节过后开业的

第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五”。在美

国传统的账本上，红色表示亏损，

黑色表示盈利，“黑五”也就由此得

名，这一天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圣诞采

购季节的正式开始，也是一年中各商

家最为看重、最繁忙的日子之一。

趣事多多 “天地”同乐

在感恩节，美国总统和官员也

会依照传统“赦免”一只火鸡，让其

颐养天年，这其中也留下一些有趣的

故事。话说每只火鸡的平均寿命大约

为3到4年，但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

以来赦免的火鸡中，竟有7只在得到

特赦后迅速“归天”，奥巴马也因此

被美国媒体调侃为“乌鸦手”。

而另一方面，传统也会随着时

代而变。据美媒报道，现在许多美国

家长在感恩节招呼亲朋好友时，可能

会遇到子女要求外出与朋友或同事聚

会的情况。因为在许多美国年轻人眼

中，感恩节已被“感友节”所取代，

这种与友人或同事度过的感恩节，近

些年在美国也更为流行。

点滴温情，一生感念

感恩节的主题自然离不开感恩与

感谢，表达方式也是因人而异，甚

至连动物也不例外。比如不久前，

在泰国清迈一家动物园，一头大象

就在水中救出一名照顾其多年的工

作人员，人象情谊感人至深。被救

者表示，只要人类用爱去对待与治

疗动物，它们也会付出爱来回报我

们。

常言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

报，法国一家面包店的老板就做

到了。这位叫米歇尔•弗拉蒙的

老板为报答流浪汉杰罗姆•奥肯

的救命之恩，决定将自己的面包

店卖给踏实、能干的奥肯，且仅

象征性收取一欧元，患难友情让

人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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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隨著
感恩節剛過，緊接著到來的聖誕節更是
闔家團劇的美好時刻，全家人一同享用
美味餐點同時，總是需要甜點來綜合味
蕾。為招攬顧客，商家創意無限，知名
冰淇淋甜點業者應景製作許多可愛的卡
通冰淇淋蛋糕，準備攻占消費者的心。

知 名 甜 點 業 者 31 冰 淇 淋
(Baskin-Robbins)主流連鎖甜點業者31
冰淇淋(Baskin-Robbins)每年節慶都不缺
席，推出應景造型蛋糕。除了在萬聖節
搶攻市場，製作 「南瓜趣 」 (Pinata
Pumpkin Patch cake)主題造型蛋糕，感
恩節更推出 「火雞蛋糕」 ，造型逗趣可
愛，深受大人小孩歡迎。

南瓜趣造型蛋糕，整個充滿冰淇林
內餡和五顏六色巧克力糖的南瓜燈蛋糕
，以及使用店內招牌的OREO巧克力餅乾點綴而成的搗蛋鬼蛋糕
；火雞蛋糕也是每年搶手貨，兩條火雞腿由甜筒製作，火雞外皮
淋上焦糖漿，外型逼真，搭配冰淇淋沁涼口感，令人垂涎三尺，
足夠八至12人享用，同樣深受顧客喜愛。

Westheimer分店經理葉麗雯(Polly)表示，卡通造型無國分
別，無論是華人或主流人士都非常喜愛，尤其在這節慶限定期間

，更是非常吸睛。葉麗雯也說，隨著
聖誕節接近，主題蛋糕不可少，包括
聖誕老公公、雪人蛋糕也陸續開賣。
年底佳節，許多人幫孩子辦派對，都
會要求特製卡通蛋糕，深受大人小孩
喜愛，都能抓住消費者的心。為維持新鮮，這些造型蛋糕數量不
多，想預訂的消費者，需要提前二天。

葉麗雯也說，店裡接受客製化蛋糕，但想預定的顧客，都需
要提一至兩周預定。想在年底聖誕節來些不一樣的可愛童趣嗎？
趕緊預定自己喜歡的蛋糕甜點吧。

冰淇淋造型蛋糕卡哇依 搶攻消費者心

火雞蛋糕外型逼真應景火雞蛋糕外型逼真應景，，感恩節期間訂感恩節期間訂
單接不完單接不完。。((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聖誕節主題蛋糕聖誕節主題蛋糕，，讓人愛不釋手讓人愛不釋手。。((取自取自
官網官網))

卡通主題蛋糕卡通主題蛋糕，，深受孩子歡迎深受孩子歡迎。。((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接近年底購物季，包裹投遞
量大增，郵政系統往往容易大塞車，想在聖誕節前把禮物和包
裹寄送到親友手裡的民眾，動作可要加快。

根據全國零售聯合會估計，以過去幾年的節日購物季常態
來看，網路購物比實體店面購物需求量大，今年節日期間的消
費比去年提高3.6%，網路購物又比去年同期大約升高7%到
10%，也就是表示網購商品投遞量大增，包裹收件時間將嚴後
許多。聯邦快遞(FedEx)與美國郵政局(USPS)都表示，今年從
感恩節黑色星期五至聖誕節前夕購物期間，包裹運送量將比去
年增多預計可超過12%，投遞寄送包裹件數將可超過去年的3
億1700萬個。

位於八號公路的美國郵政局郵政人員表示，每年從感恩節
一路到聖誕節期間，都是郵局最忙的時候。自11月初就開始

有許多投遞包裹的民眾，平日排隊高峰期大約在中午用餐時間
，但隨著聖誕節接近，一直到營業時間截止都有大排長龍的情
形，平均一個人等待時間都超過20分鐘以上。

美國郵政局郵政人員Malta表示，年底假期影響，這段期
間是是一年中郵件和包裹投遞最繁忙時刻，建議民眾若不希望
寄送包裹晚到失去祝賀意義，可多花些錢提早寄送快捷或掛號
，否則可能會比平日晚上一倍以上時間才順利寄送到目的地。

郵政人員表示，民眾若要縮短等待時間，首先確認包裹寄
送形式、運費和表格填寫細節，許多民眾攜帶的包裹不符合計
送標準，必須要現在再重新包裝和填寫表格都是非常浪費時間
；再者，如果只是寄送一般優先郵件(Priority mail)，可善用郵
局統一規格信封，或使用機器投遞，可省去大排長龍時間。

購物寄包裹量大增投遞動作要快購物寄包裹量大增投遞動作要快

年底假期投遞量大增年底假期投遞量大增，，郵局到處都是大郵局到處都是大
排長龍的民眾排長龍的民眾。。 ((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記者黃麗珊)第十五屆大
休士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頒獎
大會於11月6日下午4時至下
午 6 時 在 8330 Triola Lane
Houston, TX 77036-6310 的
夏 普 斯 堂 國 際 學 校 (Sharp-
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舉
行，由鄧潤京主持. 參賽者各
自準備約五分鐘短文並依次向
觀眾呈現。何筱、當喬益等11
人經角逐分獲各組第一。參賽
者準備的故事以自己撰寫的身
邊事居多，有的講述家中寵物
貓的故事，有的則講親人與自
己互動的故事。

賽事裁判長張憲寬強調，
演講比的是語音、語調、現場
表現及故事內容，能吐字清晰
、聲情並茂講述身邊故事的選
手往往能得到評委青睞。因為
身邊故事第一有新鮮感，第二
往往更能融入感情。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教育
組領事王毅致詞，很高興看到
休士頓地區的中文演講比賽辦
得有聲有色。在美國掌握中英
雙語很重要，不但自身能得到
好的發展，對中美關係發展也
能起幫助作用。

勞苦功高已經舉辦十五屆

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主
辦人董思奇表示,語言是交際的
工具。為提高各族裔學習、使
用中文的興趣，增強說中文的
能力，促進中美之間多元文化
的交流，大休士頓地區中文演
講比賽每年舉行,今年是第十五
屆.多年來，在各校中文老師與
學生家長積極努力下，參賽者
的中文演講能力不斷提高。這
項比賽得到了中國駐休斯頓總
領館教育組的大力支持，由中
國人活動中心主辦，Sharp-
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HISD 孔子學院，華夏中文學
校，海外中國教育基金會協辦
。

主辦人董思奇說明,中文演
講比賽使用語言為普通話即國
語.這次比賽在休斯頓Sharp-
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舉
辦。參賽者分組：幼兒組5－7
歲；初級組8－11歲；中級組
12－18歲；高級組是曾在中國
讀過小學四年級以上的青少年
；非華裔分為三個組，小學組
；初、高中組及成人組。今年
演講比賽時間是11月6日星期
日，下午1:30報到，2:00開始
比賽。演講時間：每人3分鐘

，約500字。幼兒組以講故事
為主，1 - 2分鐘。演講題目：
《想跟總統說點什麼？ 》11
月將進行美國總統大選。也許
你是成年人，也許你還小，也
許你會遇到總統，也許你想將
來競選總統，那你希望總統是
什麼樣的？ 《家鄉的奧運冠軍
》奧運的火炬燃起人們無限的
熱情。當奧運冠軍登上領獎台
，不僅冠軍自己和場內的觀眾
，也讓冠軍家鄉的人們激動不
已，興高采烈！說說你崇拜的
、家鄉的奧運冠軍。 《禮物》
有的禮物便宜，有的貴重；有
的是最新的高科技產品，有的
是自己的簡單製作。你希望得
到什麼禮物？你想給別人甚麼
禮物？參賽者也可以自擬其它
題目演講，內容具體，直奔主
題，要有說服力和感染力。本
項演講比賽評委由中國語言文
學藝術專家組成。為了力求公
正，我們的評委都不在中文學
校任教。比賽將根據語音標準
、表達準確、主題突出、表情
儀態、總體效果評獎。一、二
、三等獎獲得者，將得到獎狀
、獎杯及獎金，優秀獎獲得者
將得到獎狀、獎杯。頒獎大會

時間是下午4:00舉行頒獎
大會.
第十五屆大休斯頓地區中
文演講比賽獲獎名單
幼兒組一等獎 王臻真 張
素翡
幼 兒 組 二 等 獎 Albert
Zhao, 楊潺寧 付家宜 俞文
菲
幼兒組三等獎 康曜峸 唐
苒 吳悠 郭可欣 趙容毅 石
玥Vivian Stone,
幼兒組優秀獎 陳凱文 張涵秋
胡舒陽 臧啟宣 陳悅童 Lena
Lai 孫 家 文 鄭 鎧 沅 李 樂 雲
Daniel Pan
初級組一等獎 Amelia Xu, 姚柳
銥 樂陶然
初級組二等獎 李天航 王嘉彤
齊伯倫 肖楚彤 陳思琦 鍾琳
初級組三等獎 趙樂文 陳望童
董欣悅 王佳蕊 李瑞雅 Anna
Chen， Liao,Xiran，金雨萱 計
寶琪

初級組優秀獎李昀昀張德
君薛墨涵遊世恩張凱昕Qin-
wen Zhu, 周琳涵黃聞達徐涵深
陳麒聿孫若然桑漢娜 Austin
Wang， 李銘張知遙羅恩妮封
吉晴陳睿衡Emily Ji，袁恩波

Liao,Xiyou，辛宇恬馬宇航黃
鼎茗易笑婷歐天愉
中級組一等獎 蔡瑞德
中級組二等獎 趙玄文 趙姍姍
中級組三等獎 張琬雲 王犇
Michelle Sun
中級組優秀獎 魏天 魏樂 週棣
棣 林祺涵 Zixuan Ren，麥毓欣
，Emily Chen，黃敬良
高級組一等獎 何筱
高級組二等獎 王鈺堯
高級組三等獎 李喬 彭之翼
高級組優秀獎 黃逸良
非華裔一等獎 Igor Borracini，
Joey Dunkin 當喬益，Nolan
Hall 黃小博，Kara Fields 付凱
瑞，Henderson C.王尚霖，
Sandy Frieden，
非華裔二等獎 Jacob Chow，

Abigail Partridge 珍珍，Yese-
nia Ibarra， Juan Venancio，
Adam Fields 艾 丹 ， Tyler J.
Heyward 海天，
非 華 裔 三 等 獎 Luis Long
Bedolla，Kabir Samlal 科平，
Jackson Meyer傑生，Priscel-
la Carreon， Belen Fajardo，
Guillermo Córdoba，非華裔優
秀獎 Baldwin Brown，Alfre-
do Bolado Corona， Renata
Bolado Corona， Tina Mai，
Katharine Linnartz 凱靈，Sa-
mantha Rothkop， Esther
Akoma， Annie Quan ，Max
Paul馬珂，Isha Rathod， Sa-
mantha Pena ，Cristian Gue-
vara

第十五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圓滿成功舉行第十五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圓滿成功舉行
第十五屆大休士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非華裔組獲獎者與主辦人第十五屆大休士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非華裔組獲獎者與主辦人

董思奇董思奇,,評委張憲寬評委張憲寬、、陳望霓陳望霓,,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敦分會會長李少林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敦分會會長李少林
,,李允晨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教育組領事王毅李允晨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教育組領事王毅,,名主持人鄧潤京名主持人鄧潤京,,中中
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於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於1111月月66日在夏普斯堂國際學校頒獎現日在夏普斯堂國際學校頒獎現
場合影場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王維國音樂室將於 2016
年 12月 3號,星期六晚上7點
30分在Houston Baptist Uni-
versity柏林音樂廳舉辦女高音
遲晶達“Thank you for the
music”獨唱音樂會。

在這場音樂會中， 王維
國音樂室優秀的女高音遲晶達
將用中文、意大利文、德文，

為大家演唱六組十八首不同時
期、不同風格的中國藝術歌曲
、中國民歌、歌劇詠嘆調和目
前美國最流行的POP歌曲。

遲晶達是一位有十一年教
齡的家庭學校老師。兩個兒子
上大學後，她把自己對教育的
熱誠跟社區的孩子們分享。她
目前是中小學生的數學老師，

同時也兼職初中畢業生申請私
立高中、高中畢業生申請大學
的升學顧問。她在過去的四年
裡是哈佛和麻省理工年度數學
競賽的德州領隊，她的許多隊
員取得過州、全國乃至世界級
獎項。

音樂會免費入場，歡迎大
家光臨，請勿攜帶8歲以下兒

童。
2016年12月3日, 星期六

晚上7點30分
Belin Chapel and Recital

Hall,
Houston Baptist Univer-

sity
7502 Fondren Rd, Hous-

ton, TX 77074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女高音遲晶達獨唱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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