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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中國

找到适合的路

作为专业的女子健体运动员，卞瑞英的

职业之路走得顺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

就是进健身房减个肥，就拿了苏州冠军，接

着是全国冠军，又去印度业余赛拿了 IFBB

（国际健美联合会）职业卡，成为了职业运

动员，再打了几场职业赛，就上了奥赛。

故事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卞瑞英在遇到她的伯乐、魔兽健身的于

洪之前，打的比赛多是比基尼小姐，和原先

的健美梦相去甚远。在一众九头身的高挑美

女中间，穿着高跟鞋的卞瑞英明显矮了一截

，五五开的身材比例靠高跟鞋也弥补不了多

少，自然拿不到好名次。

于洪从1998年就开始参加健美比赛，那

时候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健美运动员，比如张

萍，一直是女子健美的标杆。但是2005年后

，于洪说，国内女子健美项目差不多处于停

滞状态，有女子健美项目的比赛少之又少，

活跃在健美项目的女选手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卞瑞英的困境在于，她不知道自己该打什

么样的比赛。

于洪认为，卞瑞英的个子矮小，肯定不

适合比基尼项目。她的优势是壮实、肌肉量

大，应该往健美方向发展。在2014年，奥林

匹亚健美大赛取消了女子健美(Bodybuilding)

项目，释放了健美界的一个信号：缺乏女性

特征的极致大块肌肉不再受到欢迎。于洪为

卞瑞英锁定了女子健体(Physique)项目和女子

形体(Figure)项目，比打健美的肌肉量弱一个

等级。

2017年，于洪带着卞瑞英去香港参加了

一次国际性的健美赛事。锤炼三年的肌肉和

富有表现力的台风让她拿到了前三的好成绩

。这给了卞瑞英很大的信心，她终于找到了

适合自己的项目。

师父王禾第一次夸奖卞瑞英，也是在

2017年。卞瑞英上场前，王禾给她抹身体油

，边抹边说，“从现在开始，你可以享受比

赛了。”师父的认可对卞瑞英来说尤为重要

。2015年，卞瑞英在苏州市健美比赛中拿了

冠军，不过在台下的王禾看来，那次比赛卞

瑞英一直垂着头，半边头发挡住了脸，肉眼

可见的害羞和紧张。作为裁判的王禾，想冲

上去骂她。

自打那以后，卞瑞英才有了“比赛”的

意识。台下的训练是一部分，舞台上的展示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她不断地钻研顶尖运

动员的视频，从模仿她们的动作开始。后来

，有舞蹈基础的她，将民族舞、中国武术等

元素都放到了肌肉展示环节中。在备赛的最

后，身体最虚弱最累的时候，卞瑞英依然会

拍一段视频，调整自己动作的细节。

于洪认为这是卞瑞英最大的优势。现在

每次比赛，舞台上的卞瑞英的肌肉量可能不

及第一、第二的顶尖选手，但她的展示动作

都是最抢眼的，可以给裁判留下深刻的印象

。

坚定的热爱，超越人体极限

打专业比赛前，卞瑞英有长达三个月的

备赛期。最开始的阶段，她依然将此称之为

“减肥”，要努力把肥肉甩掉，然后是减脂

，随着比赛的临近，肌肉要越来越“干”，

通过大量的力量训练把皮下脂肪减到更小，

让“老肌肉”露出来。女子健体运动员比赛

时的体脂率一般控制在7%-8%之间。

对食物的欲望是要消除的。卞瑞英形容

自己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需要定时被投

喂食物。一天六次，间隔两小时。饮食尽量

干净，少油少盐、根据体重计算碳水，由鸡

胸肉、白煮蛋、蔬菜和少量主食组成。她在

网上成箱地囤最便宜的冷冻鸡胸肉，过过水

就是一餐。

饿是一种持续的感受。随着比赛的临近

，饮食结构中的碳水在逐渐降低，饥饿伴随

着低迷的情绪涌来，如潮水般难以抵挡。卞

瑞英形容每打一次赛，精神就死一次。训练

之外，她大部分时候都只想躺在床上什么都

不干。有时候，她因小事向男友发火，男友

陪着笑说，“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吃点东西

就好了。”

备赛的最后几天，专业运动员还要对身

体进行“脱水”，这也是“脱干”的一部分

，让肌肉达到最佳形态。而身体会随着水分

的流失变得脆弱，人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在舞台上展现力与美时，正是健美运动员身

体最虚弱的时候。

身体是最诚实的。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下

，身体对脂肪和糖分的渴望达到了极点。比

赛一结束，卞瑞英会拿出几天时间胡吃海喝

那些幻想了无数遍的食物，冰淇淋、蛋糕、

火锅……对于普通人来说正常的一顿饭，对

于她来说就是久旱逢甘霖。当热量和糖分注

入身体，脂肪一下子就会长回来。王禾说，

最初卞瑞英在赛季结束后会吃得毫无训练痕

迹，小肚子把练出来的腹肌块覆盖掉，她只

能再通过训练，将脂肪作为动力源，转化为

肌肉。

多年下来，卞瑞英习惯了这样的反反复

复。健美运动员就是不断地在和身体作斗争

。

王禾有过很多徒弟。起初，他们都怀抱

着对健美的最大热情，但是一两轮备赛下来

，他们很快就被有些“反人类”的严苛生活

方式打退。王禾四十几个徒弟里，能够坚持

下来的不超过十个。卞瑞英从不起眼的小胖

子成长为顶级运动员，还是来源于她内心对

健美坚定的热爱，这种热爱可以超越人体的

极限。

上奥赛让卞瑞英在健美圈走红，上半年

她奔波于各个城市筹办粉丝见面会，体会了

一把成名的快感。2021 年 6月，卞瑞英经新

加坡隔离后，前往美国芝加哥参加职业赛，

冲击今年的奥赛。而疫情下，酒店的隔离环

境令她没有办法保持健美运动员的日常——

干净的食物和规律的训练。备赛期间，她的

疲惫和焦虑达到了这几年的顶点，进奥赛拿

名次成为了一个执念，但不论她怎么进行高

强度训练，身体都无法快速“脱干”。

“马上要比赛了，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

？”伙伴看出了她的低落。

“你的身体可能像一条绷到最紧的皮筋

。太疲惫了，就不愿意去帮助你减脂。”教

练一语道破她的状态。

一语惊醒梦中人，卞瑞英意识到紧绷的

身体不仅疲惫，还让她丧失了比赛的激情

——她想的是尽快比完赛交差，这不对劲。

考虑良久，她选择倾听身体的反应，尊重身

体，放弃这次职业赛，去烟雾山国家公园旅

行了一周。她依旧随身带着干净的食物和有

氧器械。不过游荡在这个游乐园般的城市，

她允许自己彻底地任性一次，抛下负担去吃

喝玩乐。脂肪又开始蹭蹭上涨，精神却得到

了久违的放松。

回到家后卞瑞英又投入备赛，她听到

《黑悟空》，随着音乐节奏的起承，脑海里

开始自动编排动作。她知道，她对健美的热

爱又回来了。

肌肉越老越好，37岁的卞瑞英的肌肉已

经被锤炼地越来越有质感，这是新手们很难

超越的。王禾和于洪都认为，卞瑞英现在的

状态正是巅峰时刻，女性健美运动员的天花

板差不多在四十几岁，那时人体机能会下降

，增肌更不容易。不过也有例外，女子健美

的标杆张萍，四十几岁依然活跃在赛场。

卞瑞英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可以冲击奥赛

。成为奥赛冠军，现在看来依然是一个遥不

可及的梦。但谁又能知道当年那个特别普通

的、被人嘲笑的胖姑娘，可以一路走上奥赛

的舞台呢？

她不能再回头了

做金刚芭比有个好处，再也没有人敢当

面言语羞辱卞瑞英

了。

夏 天 穿 短 袖 露

出胳膊，壮实的肌

肉让她有股生人勿

近的距离感。一次

在商场，一对男女

在吵架，人群渐渐

围拢。争吵激烈，

眼见着男人要动手

打女人，没人上前

阻止，卞瑞英冲上

前，拉住了那个男

人要挥下的手，顺

势挡在他们俩中间

，对那个男人说，

再动手她就报警了

。

一 直 以 来 ， 卞

瑞英都觉得自己是

一个胆小鬼，是肌

肉给了她对抗的力

量与勇气。

不 过 让 卞 瑞 英

遗憾的是，她在健

美上没赚过什么钱

。迄今为止，她通

过打比赛赚的最高

奖金只有两千美金

。健美运动员的日

常饮食、补剂是一

笔巨大的开销，参

加职业赛的食宿、

机票等差旅也是自

费，投入和收入完

全不成正比。

身 为 一 名 健 美

运动员，她所渴望

的财富自由很简单

——某一天，有足

够的底气说出“我

不吃冷冻的鸡胸肉

！”要走进菜市场

，现杀一只活鸡，

只取鸡胸肉部分。

刚 健 身 一 年 多

的时候，卞瑞英就

辞去了工作，失去

收入来源的她渐渐

地负担不起高昂的

日常开销，“你就

做私教，你这身材

往健身房一站，别

人肯定都来找你报

课。”师弟这么给

出建议，她也这么想。结果，往那一站，过

于大块的肌肉反而成了劝退的原因——大部

分来健身房的女孩儿，只是想减个肥，练出

肌肉不在她们的考虑范围内。

近几年好些了，她逐渐积累了一些名气

和粉丝。在社交媒体上，卞瑞英称自己是情

感博主，总是用粗犷的声音谈论家长里短的

情感问题，一副要骂醒人的凶狠姿态，一会

儿又切换为魔性的笑声，像一个喜剧演员。

她觉得人们因为她的外形关注了她，又被她

的搞笑性格圈粉，而不是健美本身——证据

是她发布的情感视频的播放量总比训练视频

高。

现在，依然有很多人在网上非议她，说

她“像男人”、“肌肉太夸张”。心情好时

，她会回怼回去，作为无聊生活的情绪发泄

。不过比起曾经的胖子时期，现在的卞瑞英

不那么在意这些言语侮辱了，她有了自己坚

定的审美，做到了由内而外欣赏自己的身体

。

也有人想练成她这样。卞瑞英在美国的

健身房备赛，老板跟她说，这里的每个女生

都想变成她。卞瑞英觉得夸张，老板再次确

认是“每个女生”。卞瑞英的自信在这样一

次次的赞美中逐渐建立。生活中的她不会像

比赛时有那么爆炸夸张的肌肉，她可以随心

所欲地搭配各种各样风格的衣服，运动、阳

光、性感，都是她。她喜欢别人夸她漂亮，

那种普遍意义上对外貌的最高赞扬，而不是

只从专业角度夸她的肌肉。

“我的自信都是别人给的。”卞瑞英觉

得自己的内心，依然住着那个备受欺辱的脆

弱胖子。“胖子只要当过胖子，不管用什么

方法瘦下来，内心依然是个胖子。”那些年

遭受过的身材羞辱刻在了她记忆的最深处。

现在坐在男友的电瓶车后座上，她依然会担

心自己是不是太重了。

好在肌肉成了包裹住她内心的堡垒。如

果没有肌肉，她还是那个身材五五开、受人

欺辱的胖子。不做职业运动员，她只是个经

常被开掉的小职员。她不能再回到那种生活

了。 （全文完）

她是中国第一个登上奥赛舞台的女人

她的肌肉比施瓦辛格还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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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深造，是很多亚

裔家庭的美好愿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是只在技术层面去迎合名校的要求，还是从

价值观层面去真正地适应西式精英教育？ 文章作

者Jerry北大化学系毕业，而后赴芝加哥大学学习

化学专业，后又转至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毕业后

一直在投行工作，09年回国。他通过自己的亲身

经历，描述了他所体验的中国、美国各自精英教

育的不同体验。

01.美国大学教育真的“难”

从北大到芝加哥大学，回过头来看走过的路

，Jerry发现“自己是被教育体系所耽误了”。当

年之所以选择化学专业，Jerry开玩笑说是“怀揣

着得诺贝尔奖的梦想”，而到了诺贝尔奖得主最

多的芝加哥大学后，Jerry的梦想却破灭了。

回顾在北大的求学经历，Jerry讲是“基本是

玩过来的”，而来到芝加哥大学后，马上就感受

到“书念得特别辛苦”。

一方面是语言有障碍，另一方面功课确实非

常的难。考试也完全不一样：在中国，考试的答

案都在讲义里；而在美国，大部分是开卷考，你

背下来没用的，因为考的不是你记住了么，而是

你能不能应用，学会应用，才是真本事。所以美

国的大学生，至少芝加哥大学的大学生，比北大

的本科生不知道辛苦多少倍。

就搞科研而言，把前人的经验记下来，是完

全没有用的。反思中国为什么没有得过科学类的

诺贝尔奖，就是因为诺贝尔奖是需要在崭新的领

域里有所建树，所以必须要有创造性。

而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本来孩子生下来都

是不一样的，而教育的过程中却不断的给出“标

准答案”，这之后再来要求孩子有创造性，这怎

么可能呢，“我们的教育体系让我们从小已经被

定性了，已经没有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了”。

02.美国基础教育的“易”

与我们的“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相比，美国

基础教育则好像“容易”很多。美国越年纪小越

轻松，小学基本没作业，美国小孩子把更多的时

间都放在了体育运动和兴趣活动上面，孩子的成

功并不仅仅是学习成绩好，更看重综合素质，组

织能力、沟通能力、社交能力等等。而到了高中

、大学、研究生，最应该学习、学习能力最强的

时候，学业则是非常的辛苦的，这和中国的大学

教育又倒过来了。

在Jerry看来，美国的小学、初中很散，可是

却是有作用的。Jerry太太对小孩管的非常严，孩

子放学回来就会问“老师布置什么作业了”，女

儿回答：“老师让我们读书。”是随便读什么书

都可以，只要读到100页、有家长签字就可以了。

Jerry当时觉得奇怪，这算什么作业，但后来

仔细思考，发现这其实是培养孩子自主学习能力

的非常重要的方法。再拿数学而言，中国的数学

强大的是算数，而美国的数学就是面积很广，逻

辑能力和分析能力都有。

03.必须反思的“学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整体比较中美教育，在Jerry看来，中国是低

年龄段厉害，而美国则更讲究自主学习；中国整

体水平比美国高，可是美国的专业性很强，“我

在芝加哥大学学化学的时候，同学的数学很多都

比我好”。

而其中，我们必须反思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学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学化学，问下

来可能只有两种答案：好出国，好找工作。而问

美国人只有一种答案就是——我喜欢。起来出国

能是最终目的吗？不过是手段而已，这是本末倒

置了，“他如果不喜欢、不快乐，他一定做不好

。每天去上班就是为了挣那点钱，他能做好吗?”

所以后来为什么Jerry在芝加哥从化学系退学

而转学金融专业，是因为他琢磨半天终于想明白

了“首先，我肯定拿不到诺贝尔化学奖了。因为

得这种奖你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是天才

，我肯定算不上天才；第二，开玩笑的说就是你

必须是疯子，钻进去只想这件事。而自己是凡夫

俗子，七情六欲太多。后来，我想想我还是喜欢

赚钱，就转去读金融了。”

再拿学语言来说，学语言目的又是什么？不

就是为了将来学习和交流吗。出国留学为什么累

，是因为刚出国，语言和专业知识都搞不懂，叠

加起来就很辛苦。而语言就是一个交流、学习的

工具，如果语言不是问题，就会轻松很多。而学

语言，说白了听说读写达到独立学习的能力就OK

了，而辞藻多华丽丰富，这都是永无止境的。

Jerry认为自己换专业这件事说明走了一些弯

路、浪费了一些宝贵的时间，希望我们的这一代

人反思好学习的目的，不会再走这样的弯路。

04.中美关于教育有效性的理解有很大差异

从教育的目的和教学方式出发，中国和美国

关于“教育有效性”的理解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

异。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提高教育有效性的关键

在于如何把价值观教育自然而然地融入教育的全

部过程之中。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统一的

高考录取体制对基础教育的制约和影响，以及社

会外部环境的变化，教育的过程正在逐步被异化

为应付考试训练的过程。

目前，这个过程正在向低龄化阶段发展。由

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比拼心理，对儿童的

早期智力开发正在进入历史上最狂热焦躁的阶段

。越来越多的孩子从教育中不能享受到快乐，不

快乐的时间一再提前。教育提供给人们的，除了

一张张毕业证书外，越来越难以使人感受到精神

的愉悦和心灵的平和。

我们之所以送孩子上学，并不是因为孩子必

须要上学，而是因为他（她）们要为未来的生活

做好充分的准备。上学是一个人为了实现人生目

标而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

也是首要的一件事是：认识到你未来会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人。

人生不是一场由他人设计好程序的游戏，只

要投入时间和金钱，配置更强大的“装备”就可

以通关。一旦通关完成，游戏结束，人生就会立

即面临无路可走的境地。

人生是一段发现自我的旅程，路要靠自己一

步一步走出来。认识到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

样的人，就像是远方的一座灯塔，能够不断照亮

前方的道路。

北大毕业的华尔街爸爸：我所亲历的中美精英教育

中国的中学、大学课堂，老师是课堂的焦点

，他们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讲课，学生在台下默

默的听课。现如今，很多学生都希望去美国学习

，那么，了解美国的教育方式以及课堂氛围非常

重要。

在美国，教授的授课方式有两种：演讲（Lecture

）和研讨(Seminar)。但是无论是这两种授课方式中

的哪一种，都与中国授课方式大不同。那么，要

先了解美国的课堂上课方式，必须要先了解美国

大学的课堂文化。

课程纲要

或许对中国学生来说很陌生，但是它在美国

大学的课堂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一门课都

会有一份课程纲要Syllabus，在正式上课之前，学

生就会得到这份课程纲要。最重要的是，学生必

须要学会研究这份资料，上面有教授的信息，联

系方式，以及他可以预约的时间，必须要的课本

，选读的课本，并且还有每节课的预习内容，上

课内容，计分方式，各类作业，完成作业的方式

以及提交due的时间。每个学期开学的第一周也被

称为“Syllabus Week”。当学生研读了每份Sylla-

bus之后，他们就大致了解了要怎么上这门课，要

准备什么资料，作业内容，作业什么时间做，怎

么做之类的。学生可以根据这份Syllabus来决定是

否要继续选择这门课或者这位教授。

课堂积极性

不像中国课堂的死气沉沉，美国学校的课堂

都是鼓励学生踊跃发言的。当教授在讲课的时候

，学生可以随时打断他的讲话，并且分享提出自

己的观点，或者是对自己不明白的内容提出疑问

。这个是跟咱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完全不同，咱们

从小就被教导别人讲话的时候不能随意打断，要

等到别人讲完之后，才应该说话。

美国是一个自由自主的国家，同时他们认为两个

成年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所谓的上下级之分。而且

，作为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踊跃发言，可以给教授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象，表明你对于今天所学习的内容是预

习了的，同时也表明你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学生。同

时，教授认为作为学生你为这节课买单了，你就有权

利在任何时候通过他来得到你应该知道的答案。虽然

可以随时提出疑问，和分享观点，甚至可以直接称教

授的名字，但是绝不意味着美国课堂是随意，没有规

矩的。上课不能迟到，听课不开小差，不能玩手机，

不私下进行交流，这些基本的事情是展示一个学生对

于老师以及其他同学的尊重。

考试方式大不同

考试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才不会用Exam

成绩去衡量一个学生，想想也是，因为除了Exam,

我们还有quiz，test, essay, paper, assignment, indi-

vidual project, group project, presentation,lab report,

attendance, participation…….多样化的考试形式能够

全面的提高一个学生的能力。而在这些考试形式之

中，Teamwork应该是美国课堂之中的“老大哥”。

美国教育不仅仅是需要一个有足够学习能力的

学生，而是希望培养一个具有学习能力 以及领导

能力的学生，Teamwork就可以很好的展现一个学生

的能力。在美国大学课堂上，总会有几个作业是通

过小组来完成的。有些甚至在开学第一节课就分好

了小组，然后这一个学期就是固定的小组成员来完

成几个不同的项目。小组成员课上或者课后进行讨

论，分工协作，最后汇总成果。当一个项目完成了

之后，小组成员都需要在台上做presentation，向教

授以及学生展示你们讨论的结果，同时台下的学生

以及教授会提出他们的问题。这一项的比重占Fi-

nal Grade很大一部分，有的甚至直接能决定你是否

通过了这门课，因为很多课程是不设有课堂考试的

，Teamwork以及presentation就是这门课的Final。

同时这项作业是没有对与错之分的，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教授希望看到小组成员是如何展示自己的学术

能力以及合作能力。同时，学生可以与教授预约，

在与教授的课下见面讨论中，让教授记住你，如果

学生能够利用好这段时间，向教授展示自己的学习

态度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考试分数

算分方式也不同。不像咱们国内的学校，不

管什么时段，都是根据各科课堂考试成绩来决定

你的成绩。有些中国学生在中国的成绩不理想，

但是却能在美国拿到A的成绩。美国考试方法有

那么多，所以算分方式当然也不会那么死板了。

一般在Syllabus上会标明每一门课成绩组成的部分

以及所占最后分数的比例，一般包括 Class Partic-

ipation, Project and Presentation, Quiz 等 ， 而

ClassParticipation, Project and Presentation,这两项是

占比最多的，有的时候这两项的总和会超过总分

的50%。而这两项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都是软肋，

所以中国学生需要在进入美国课堂的时候做好心

理准备，加强这两个方面的锻炼。

学术诚信

对于学术诚信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需要注

意的是，每一份Syllabus的最后都会指明不能抄袭

，需要学术诚信。不论是在哪个阶段的学习，诚

信在美国的教育 领域都是最重要的，学生可以没

有拿到好的成绩，但是绝对不可以有抄袭作弊的

行为。抄袭，作弊在美国人眼中就是学术犯罪，

严重的话可以开除学籍。因为还是那句话，学校

希望每一个学生的答案以及提交的paper能够反映

他的个人理解，并无对错之分。这个也是跟中国

的课堂不太一样，学生抄袭了，作弊了，只是简

单的处罚一下，并没有非常严厉措施。而在美国

，学生写paper的时候，做PowerPoint的时候，在

最后都需要标出引用的出处，包括作者，出版时

间，文章、书籍名字，网址等等比较详细的信息

。这样的话就是表明学生是用其他人的观点为他

自己的观点来做支撑。所以中国学生必须要在了

解这项规则之后才能开始学习。

对一个中国学生来说，美国课堂是陌生而又

有趣的，只要有足够的信心和积极的态度来适应

美国课堂的文化，就能收获很多。

中美教育比较：美国强调“育人” 中国强调“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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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從亞洲到全球從亞洲到全球,, 探索舞蹈世界探索舞蹈世界
““亞美舞蹈學校亞美舞蹈學校”” 春節期間系列精彩演出春節期間系列精彩演出

【美南新聞泉深】從亞洲到全球，探索舞
蹈世界！亞美舞蹈學校（ DAA Dance Acade-
my）校長葉繼瑩 (Janie Yao) 帶領學生們融入
美國主流社會。 2003年應休斯頓市政府邀請，
近 20年來在休斯頓市的米勒劇場，一年兩季為
大休斯頓地區的民眾舉辦高水準的大型舞蹈晚
會；每年應邀在休斯頓火箭隊的豐田中心
（Toyota Center） 作精彩表演；2013年校長
葉繼瑩帶領20位學生參加美國的 “達人秀”，
榮登Radio City Music Hall 這所世界聞名的文化
藝術殿堂，美國國家電視台，通過實況電視向
全美國轉播，為華人舞蹈團體進軍美國主流電
視節目譜寫了璀璨的第一樂章 。今年又將於1
月31日和2月10日再次應邀在休斯頓火箭隊比
賽中，為一萬九千名觀眾表演。春節期間，亞
美舞蹈學校將有20 支舞蹈十多場的系列演出，
以令人驚歎的舞蹈文化、迷人的音樂、多姿多
彩的服裝和曼妙的舞姿，喜迎新春，慶祝新年
！演出的舞蹈有 《昔日時光》、《且看行雲》
、《水墨丹青》、《出水芙蓉》、《北極光》
等等。

以下是演出時間、場地：
1月23日晚上7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擁

抱春天”春節聯歡晚會
地點： Stafford Centre （10505 Cash Rd,

Stafford, TX 77477）
1月29日中午1:30 時，美南新聞電視傳媒

集團春節聯歡會
地點：美南國際電視台演播廳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72）
1月29日下午3:30時 和1月30日下午4:30

時，Lucky Land春節專場聯歡會
地址：8625 Airline Dr. Houston, TX 77037
1 月 31 日晚上 7 時， 豐田體育中心

（Rockets at Toyota Center）
地址：1510 Polk St, Houston, TX 77002
2 月 10 日晚上 7 時， 豐田體育中心

（Rockets at Toyota Center）
地址：1510 Polk St, Houston, TX 77002
2月5日下午3:30時和2月6日下午 4:30時

， Lucky Land春節專場聯歡會
地址：8625 Airline Dr. Houston, TX 77037
2月 12日中午12時和下午1時，Galleria

Mall 舞蹈專場
地址：5085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56.
亞美舞蹈學校是休斯頓著名的資深舞蹈學

校，擁有世界一流的、富有愛心的教師。學生
從3歲起，按年齡和水準分班，課程設有芭蕾、
中國舞、爵士舞、現代舞、體操課等，學校不
僅培養具有紮實舞蹈基礎的學生，還注重培養
學生的學習意志，幫助學生為迎接她們燦爛的
人生。亞美舞蹈學校旨在促進和保護中國豐富
的文化遺產，配合市政府針對青少年的教育計
劃和社區活動，學生們演出的時間和次數都可
以作為學校的學分。
亞美舞蹈學校經常與
世界一流的舞蹈團體
合作演出，例如中國
歌劇舞劇院、北京青
年舞蹈團、上海舞蹈
學校、休斯頓芭蕾舞
團，達拉斯芭蕾舞團
等，融彙東方和西方
的舞蹈，拓展學生的
視野，培養了無數的
專業藝術家和業餘舞
蹈愛好者。

《北極光》劇照

《昔日時光》劇照

《且看行雲》劇照 《水墨丹青》劇照

《出水芙蓉》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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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生活

這些中美教育的差異
值得每個人深思

一对老同学夫妇产几年移居美国，

平时的联系中很少提到他们自已，每次

的主题都是关于他们的儿子在美国上学

的情况。每次联系过后，我都情不自禁

地要联想到中国的教育，比较的结果是

很有意思的。

这对老同学是怀着对美国小学教育

的很大成见，在很无奈的心境下，把在

国内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送进了美国

的学校。

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随着儿子小木

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和孩子共同喜欢上

了美国的学校和美国的教育方式。

小木喜欢美国学校里的“有趣”，

全然没有在中国的学校上课时的枯燥乏

味的感受，而且每天都有着日新月异的

快乐感受。

在美国学校里学习的内容也比国内

要广泛得多，真可谓丰富多彩。有一门

“社会学习”的课程，其中括：1、学

习看地图，并在地图上标出某次火灾的

分布区；

2、根据物理的质量及力的原理设

计一辆小车；

3、学习有关火山、地震的原理并

做相应的实验和写实验报告；

4、学习关于疾病的传播方式、病

菌的种类、基本的卫生习惯；

5、学习食品的营养成分，并参观

学生的午餐食品厂，还要自制小点心、

自己制定营养食谱等等。

与国内正襟危坐的课堂相比，美国

学校的课堂气氛要活跃得多，上课的形

式也多样化。小木刚开始因为语言不通

，常常有很多搞不懂的地方。

比如：有一天，大家都穿睡衣来上

学，而有一天，一个同学居然带来一条

狗给大家讲解。 美国学校的课余活动

很多，每逢各种节日都要组织相应的娱

乐活动，师生在一起开联欢会，学生们

互送自制的礼物。在中国，小木从来没

有看到学校组织过课外活动，即使到了

“６.１”儿童节也只是班级里组织个朗

读活动，并且很少有户外活动。亲身参

与的少之又少，他总觉得这原本是属于

自己的节日却跟没过一样。

小木在中国上学时，书包总是沉到

几近背不动的程度，但是在美国，书本

都放在学校并不带回家去，这不仅意味

着，孩子的双肩是轻松的，而且回家后

写的作业是不需要课本的。从学习内容

来看，这恐怕是中美两国的小学教育最

大的差别了。

在中国，课本包含了学校教育的全

部内容，课堂教学不出课本范围，写作

业一般也不会超出课本。 小木在中国

的学校里是不喜欢写作业的，因为作业

总是课本内容的繁琐重复，令他厌烦，

可他在美国的学校里却非常喜欢写作业

，因为每次作业都充满了新奇的知识和

强大的吸引力，使他总能从中看到更多

新奇的事物。此外，在中国上学时，放

学后的作业是当天写、第二天要交的，

而在美国上学，作业常常是一个星期以

后交。 小木的父母很惊奇地发现，眼

瞧着儿子一天到晚的玩，却有着比国内

同龄孩子强得多的动手能力和广泛得多

的知识面，特别是，小木用计算机查资

料的能力特别强，对图书馆更是熟悉，

字也打得飞快。小木的这些能力，对于

一般国内同龄孩子来说确是不具备的。

问题是，我们国内的孩子没有必要

具备这些能力，因为国内学校教育在这

些方面对学生们是没有要求的。试想一

理，几本教科书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时

，谁还会利用计算机、图书馆去大查特

查资料呢？（除非打游戏）。

与西方的孩子相比，国内的孩子不

仅缺乏动手能力、而且也缺乏广泛的知

识面，因为太局限于课本。

但美国的教育也有它的缺陷，即宽

而浅，相比较，中国的教育则是窄而深

。

小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让孩子们掌

握基本的读、写、算的能力，这一基本

的目标在世界各国的小学教育来看都是

没有多大差别的。

在小学六年的时间里完成这一基本

任务总是绰绰有余的，而在完成了读、

写、算基本技能训练之后，学校教育再

朝那个方向发展则体现了各国教育的差

异。

美国的教育是向“广，散”的方向

发展，学校教师总是设法引导学生把眼

光投向课本之外的知识海洋，并力图使

学生保持对大千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望，并注重鼓励和培养孩

子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及

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中国的教育是向“深

”的方向发展，老师总忘

不了提醒学生要“吃”透

课本内容，即使是10以内

的加减法，我们的老师也

能变换出数十种不同的题

型来。由此可见，小学一

年级的学生学数学的实际

目的也已大大超出了培养

基本计算能力的范畴，从

而演变成了纯粹的智力训

练乃至智力游戏。

目前国内小学数学的

教学方向，背离了数学的

工具性、实用性的本质，

而是追求题型的复杂性、

花样性，使原本具有工具性、应用性的

数学被数学游戏所取代。

而美国的教育是以受教者为本的，

即以小学生为本，教师讲课的好坏是以

学生听讲的效果来判断的，教学的内容

则考虑到学生的兴趣。

国内的教育是以教育者为中心的，

即以教师等施教者为中心，教师讲课的

好坏是以教育工作者听课的效果来判断

的，教学的内容则主要是以施教者认为

是否有用。而不是以学生为本。

我曾经读过一本英文版的美国语文

教科书，发现那里面基本都引人入胜的

美文，令我惊讶不已。在我们这代人的

记忆中从小读到大，中国的语文课本里

总是充满着最没意思的古文，这也是我

这几年以来的一大困惑。中国有那么多

引人入胜的美文佳品，为什么语文课本

总是选一些令人昏昏欲睡的文字，更令

人不解的是，对那些看一遍都勉强的文

字，老师还要求抄写、默写、背诵。所

以在学生时代，最喜欢读书的我，却最

讨厌上语文课。

国内语文课本的内容是以叙述文、

议论文、古诗词为主，编辑者无疑认为

这是文字的主流，以至于趣闻、笑话、

幽默小品、生活随笔、短篇小说则均被

认为不是规范文字而不适用于教村使用

。

而且语文课本中包含了太多的政治

、伦理、道德说教，选编者对所选的文

字考虑了太多的政治价值、伦理道德价

值，就是没有考虑文字的审美愉悦价值

。我们似乎不太懂得运用文字本身的感

染力和内在的魅力来达到灌输价值现的

目的。由于考虑了过多的非文学因素，

这不仅导致了学生不爱读课文，也同时

阻碍了培养学生一般的阅读兴趣。

教育是一门艺术，需要教育者用心

钻研，而研究的核心则是受教育者的心

理。我们的教育有自己的传统，但改革

那些不适应现代社会、不符合学生接受

知识的自然心理规律，不合理的教育观

念、教育方法则是势在必行的。 素质

教育的口号已经喊了许多年了，教育改

革的各种新措施也层出不穷。但是在具

体的学校教学中却常常看不到本质的变

化，似乎总是换汤不换药。问题的症结

的在于、学校的基层管理者和多数教师

的观念没有更新，还是以分高者为傲呢

？

美国的教师无论是小学教师、中学

教师还是大学教师都很关注教育研究的

各种新成果，他们把这些新的教育观念

、新的教学方法直接运用到自己的教学

实践之中，固而每个普通的美国教师都

有明确的教学目标、灵活多变的教学方

法。

譬如，当一位国内学生的家长问一

名美国的小学教师：“你们怎么不让孩

子们背一些重要的知识呢？”这位美国

教师的回答是，“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

，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

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

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

；

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

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

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

聪明。

在感叹一名普通的美国小学教师的

这番远见卓识的同时，也非常遗憾我们

国内的教师还只是停留在传授书本知识

的水平。 美国的教师可谓是名副其实

的教师，不仅传授新知识而且传授新观

念。为学生指点求知方向这方面，我国

的教师显然不如关国的教师。

尽管中国的教师业务水平都不低，

但了解教育理念、懂得学生心理发展规

律的教师可能就不多了，而把新的教育

理论运用到实际教学中的教师可能更是

少之又少。

素质教育不应在我国只是喊的响的

口号，更应付诸实际行动。教师如何不

紧盯升学率、学生如何全面发展。这应

是全社会都应为之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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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另一面 美國：快樂
背後競爭無處不在

近年來，隨著國外教育信息
渠道越來越多樣，越來越多的
中國家長似乎覺得“國外的月
亮”更圓——發達國家的教育
公平又高質，發達國家的學生
和家長沒有學業之憂，學生能
夠快樂、輕鬆地進入大學，成為
社會精英。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從學生
到學校，從區域到國家，世界各
國都存在考核與競爭，發達國
家也不例外。例如，美國的公立
學校有打分和排名，家長也要
面臨擇校和搬遷的問題；日本
的學生要在節假日趕往補習班
，以保證優秀的學業成績；英國
各類學校存在著“價格”和“質
量”的差異與競爭，少數重點學
校也有嚴苛的入學要求。

本版邀請對發達國家教育有
親身體驗或深度研究的學者和

專家，解析他們親歷與觀察的
國外教育，從不同角度還原發
達國家的教育真相。

美國：快樂背後競爭無處不
在

提起美國基礎教育的特點，
很多國人的第一反應是學生沒
有課業之憂，家長沒有擇校之
虞，其實並不儘然。在美國生活
幾年，就會發現很多與原來的
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教育現象
。
擇校並非個別現象

由於美國實行就近入學政策
，擇校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選
擇社區。

購買自己的住房之前，美國
家長，特別是亞裔美籍家長，會
很用心地選擇即將居住的社區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
就是社區是否擁有高質量的中

小學。具體而言，美國的家長在
選擇新居前，會關注提供中小
學教育質量信息的網站，上面
列有對各州中小學教育質量做
出的滿分為 10 分的評價等級，
並以此作為擇校的參考依據。
一般來說，擁有好學校的社區
房產價格遠遠高於平均房產價
格，但不妨礙學生家長趨之若
鶩。選擇社區在某種程度上來
說就是擇校。

眾所周知，教育經費對於學
校的質量來說至關重要，充足
的教育經費意味著精良的教學
設施和優秀的教師隊伍。美國
私立學校的經費來源主要是學
生的學費、私人捐贈以及基金
會資助，而公立學校的經費來
源則主要是各級政府的撥款。
按照美國的教育經費分擔辦法
，基礎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經

費很大一部分來源於社區的稅
收，所以，居民納稅多的社區的
學校就能夠獲得比其他學校更
多的教育資源，從而保證學校
擁有更高的教育質量。

一般來說，好的社區擁有好
的治安條件，多數居民有較高
的收入，繳納高額稅收；高額稅
收為當地學校提供了充足的經
費，使學校能夠聘請高質量的
師資並提供高水平的教學設施
，從而保證學校較高的教育質
量；反過來，高質量的學校又吸
引更多高收入人群來社區定居
，從而增加了稅收的數量，形成
了經費與質量之間的良性循環
。

快樂教育只是局部表像
掩蓋了很多家庭為孩子

擁有光明前途付出大量時間、
精力和金錢的事實。

美國的確存在很多
隨遇而安的學生，在校
平均成績（GPA，是美國
學生在校的平均成績，
滿分為 4 分，如果學生
選修難度係數大的課程
並通過考試，也會得到
4 分以上的成績）從來
沒有超過 3 分，高中畢
業之後或選擇上社區大
學，或選擇直接工作，毫
無壓力輕輕鬆松地過日
子。據筆者觀察，這部分
學生中，父母沒有受過
高等教育的西班牙裔學
生占絕大多數。但是大
部分美國學生，特別是
亞裔美國學生，完全是
另一種狀態。

進入以常春藤大學
（簡稱“藤校”）為代表的
美國一流大學是眾多有
志學子走向成功的第一
步。熟悉美國大學招生
情況的人都知道，學業
成績並不是這些一流大
學招生的唯一標準，學
生的特長和領導能力是

增加被錄取砝碼的重要因素。
因此，為了能夠進入心儀的大
學，美國學生積極參加各種競
賽和社會公益活動，接受各種
特長訓練和培養，以增強自己
在申請大學時的競爭能力。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一流大
學的招生要求也對美國基礎教
育階段，特別是初中和高中階
段的學生起到了指揮棒的作用
。

美國學生參加課外活動的方
式很多，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是參加學校裡的興趣
小組或運動隊，如國際象棋小
組，學校籃球隊等。

第二種是個人聘請教練或導
師來提高孩子的特長專業素養
。美國是一個崇尚競技的國家，
選擇體育項目作為孩子興趣培
養的家庭比例很高，包括不少
美籍華人家庭，為男孩子選擇
網球、游泳，為女孩子選擇鋼琴
、舞蹈的現象十分普遍。經濟條
件好的家長會為孩子聘請相關
領域的專業人士，對孩子進行
一對一的訓練和培養，條件一
般的家庭也會通過其他途徑尋
找資源為孩子提供必要的訓練
條件。同樣，除了支付不菲的學
費之外，家長依然要承擔接送
孩子參加比賽和演出的任務和
費用。

第三種是名副其實的補習班
。儘管美國大學錄取學生時很
看重學生的特長和領導能力，
但是文化課成績畢竟是基礎和
前提。為了在美國高考（SAT或
ACT）等考試中取得好成績，不
少美國學生都選擇上專門的補
習學校，因為補習學校會針對
入學考試內容為學生提供講解
和模擬訓練。
中小學生並非一概快樂

高中的孩子學業壓力巨
大，其中很多痛苦不為常人所
知。

和中國一樣，美國的中小學
質量也並非整齊劃一。儘管美

國採取就近入學政策，但同一
學區內，進入質量好的公立學
校總是要排隊很久，進入可以
跨學區自主招生的優質私立學
校更是要經過嚴格的選拔。即
使幸運地進入了心儀的學校，
激烈的競爭也令很多孩子不堪
重負。

美國高中學生的負擔本來就
很重，不僅要完成規定的學業，
預選大學的課程，還要繼續自
己的興趣培養，進行公益活動。
越是在優秀的學校裡，更多出
類拔萃的孩子在一起，競爭尤
其激烈，其巨大的壓力使有的
孩子無法承重。最近連續幾年，
每年都有孩子選擇在學校附近
輕生。儘管校方採取了很多措
施，家長也積極配合，但能否中
止這個“魔咒”，目前還不得而
知。雖然這個例子比較極端，但
還是可以看到美國中學生承受
的巨大壓力，顯然完全不是我
們印象中的快樂教育的結果。

那麼，為什麼美國的基礎教
育會給人快樂教育的印象呢？
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制度設
計。美國基礎教育階段的課程
設置和要求充分遵從了學生心
理發展的特點和規律，在幼兒
園和小學階段，尊重兒童活潑
好動樂於探究的天性，給予學
生大量的時間去探索和接觸大
自然和社會，從中獲得基本常
識；在初中階段開始，加大課業
負擔，通過提供選修課等方式，
讓學生發現並強化自己的愛好
和特長，為學生的個性發展提
供選擇空間；在高中階段，在提
供選修課的同時提供大學預選
課程，滿足不同學習能力的學
生需求，同時為學生開放各種
展示自己能力的機會，為進入
大學進一步深造或就業做好準
備。另外一個原因是尊重孩子
的個體差異，鼓勵孩子做最好
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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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什么？

有美国政治圈内人默默指出，沃伦团队

近来这一系列不俗的表现，和今年年初一

个原本并不占据新闻头条的消息密切相关

，题目是这样的：

伊丽莎白 · 沃伦任命罗杰刘为竞选总经

理

Elizabeth Warren taps Roger Lau as campaign

manager

采写这篇报道的正好是一位亚裔女记者

MJ LEE， 她当然明白这个事件的在亚裔政

治圈的意义，所以她写道：这次的任命具

有历史意义：刘是第一位出任美国主要总

统候选人竞选经理的亚裔美国人（The ap-

pointment is also a historic one: Lau appears to

be the first Asian-American campaign manager for

a major American presidential candidate）。

作为一个对海外华人在美国政治圈动向

特别关注的公众号，我们当然对罗杰刘这

样有成就的华人格外感兴趣。可是搜遍了

互联网，我们发现罗杰刘在主流媒体上简

直是特别的低调，一篇专访都找不到，甚

至连一张正面的大头照都难觅踪迹。

沃伦在接受记者采访，罗杰刘深情专注

紧随其后。

沃伦参议员在宣布任命罗杰刘的新闻中

，是这样说的：

“自从我竞选公职的第一天起，罗杰就

和我在一起作战，这是发自内心的奋斗，

正是这样的征程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罗杰

的信念是建立发自民间草根的运动，我们

将依此而行”。

可是直接和这条新闻主角相关的只有一

句 话 ： 刘 先 生 不 发 表 评 论 (Lau could not be

reached for comment)。

虽然如此低调，可是在我们搜遍网上的

大街小巷之后，还是能得出一个确凿无疑

的结论：41 岁的罗杰刘可谓马萨诸塞州民

主党政治机器第一人：

他是沃伦两次当选麻省参议员的首要功

臣，也是前国务卿约翰· 克里的参议员选举

和竞选总统的重要幕僚。

他的同辈，民主党政治新星，波士顿区

第一位非裔女议员普莱丝丽 (Ayanna Pressley)

是这样说的：“他就像我的兄弟，我 20 年

来职业生涯所有悲欢，都有他的分享和同

在”。

他也无私提携后辈。波士顿第一位亚裔

市议员，被《大西洋月刊》看好为未来波

士顿市长的的米雪吴（Michelle Wu），在沃

伦团队中获得第一份政治经验，也是罗杰

一手带出来的。她感激他是亚太美国人在

政治圈奋斗的开拓者，为他的成就和突破

感到无比自豪。

也许大部分对美国政治不关注的人，对

“竞选经理”这个角色不是很清楚。对此

，罗杰刘的前老板，国务卿克里，对他的

特长总结得非常到位：

“他承诺少而成就多，对细节了如指掌

。从不揣测，从不狡辩。竞选经理的重要

职责就是预测，防止和解决问题，最好是

在竞选人自己意识到之前。罗杰刘天生就

是解决问题的，从不怕压力”。

“有问题，找罗杰”！

（He under-promises and over-delivers. He's

meticulous about details. There's no guess-work

and there's no spin," Kerry sai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uties of a campaign manager is to antic-

ipate, prevent, and fix problems -- hopefully be-

fore the candidate knows they exist -- and Roger

is a fixer to the core and immune to pressure. If

there’ s a problem, you call Roger.”）

罗杰刘的名声早已超越了麻省政治圈子

，据克林顿总统的副幕僚长 (Deputy Chief of

Staff) 估计，美国全国，政治组织水平在罗

杰刘这个档次地位的，一个巴掌就能数的

过来。所以在 2016 之前克林顿基金会如日

中天的日子里，前总统夫妇在非洲和亚洲

重大活动，都要靠罗杰刘来打前站，就因

为他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的名气。

2009 年， 罗杰本来已经移师华盛顿，

准备在奥巴马班子里大显身手，加入了商

务部长骆家辉的团队。结果， 2010 年，服

役 48 年的民主党参议员泰德 · 肯尼迪脑癌

病逝，他的位置被共和党新秀布朗夺走，

民主党从此失去了在参院的压倒多数，奥

巴马总统也因此在奥巴马保健法之后，在

重大立法上七年一事无成。

在这个大背景下，罗杰刘回到了自己熟

悉的波士顿，从此和沃伦的名字联在了一

起，并帮助她于 2013 年把参议员宝座从共

和党手中夺了回来。

在美国政治圈，有能力的政治机器操盘

手，往往是左右两党共同争夺的对象。但

是罗杰刘却被麻省共和党圈子的一位重要

人物这样埋怨过：

“罗杰刘这个人（能力是有），但是他

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他不肯为共和党

效力。否则的话，如果我决定重返政坛，

我第一个要请的就是他”！

关于罗杰刘的出身背景，我们能找到的

有限。根据他的维基网页（一个月前才建

立的，这对于沃伦首席参谋这个级别的人

物，简直不可想象）， 他父母都是广东台

山人（小编注：据调查 70%的美国华人都是

广东台山人及其后裔），在上世纪 70 年代

移民香港，并以香港为跳板移民美国。夫

妇俩送外卖，在中餐馆跑堂，开纪念品店

，生活艰辛，苦苦培养 1977 生于纽约皇后

区的大儿子罗杰刘。

望子成龙的刘父刘母一度充满希望，因为

小罗杰非常聪明，考入纽约最好的公立学

校 Bronx Science High School。 根 据 正 常 的 期

许，他会像他现在老板的竞争对手杨安泽

一样，名牌高中毕业升入名校，毕业后或

成为专业人员，或者自己创业从政，走一

条金光大道。但是罗杰的履历上是中学退

学，原因是旷课。

没有人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对罗杰刘报道最深入的，不是主流媒体

，而是一家叫 COMMONWEALTH 的非盈利草

根刊物，就此也只采访到了罗杰刘的弟弟

ALEX， 他说哥哥在失学期混迹纽约街头

巷 陌 地 铁 站 口 ， 行 为 是 相 当 的 凶 悍 （ “a

lot more brash”）。

年轻狂野的心也会有收敛的一天。后来

罗杰通过自学，以同等资历的身份考入麻

省大学，专业是政治学，兼辅修中文。我

们不知道他在学费上是否有些挣扎，只知

道根据报道，他在大学第一年里，送报纸

，给人做园艺，在硬纸板工厂打工，尝尽

了谋生的艰辛。

也许正是这样特别的人生经历，培养了

他与人打交道的独特视角和风格。沃伦在

六年前的一位助手最近参加了她的一次政

治集会，坐在后排才十五分钟，就在准备

离开的时候接到罗杰的短信：“看到你坐

在后边了，散会了就上台来吧，大家聚一

聚”。

对细节的明察秋毫，是政治技巧，对故

旧的相待如初，是人格的魅力。

罗杰刘的成就对他自己来说，有些是别

人体会不到的。他在 2016 年一次政治集会

上说：“当我在麻省起步的时候，政治圈

里的美国华人或亚裔非常少。那个时候，

我很难找到一个榜样让自己去追寻......”

正是这样，罗杰的一位华人前辈 Lever-

ett Wing，在 1992 年担任一位参议员的助手

，他在州立法院的过道行走的时候，另一

位助手从一间办公室探出头来让他利用周

末的时间把立法院地毯清一遍。

在那个年代，亚裔在美国的科技界也许

已经崭露头脚，但是在政治圈，也许只能

在清洁团队中看到黑头发黄皮肤的身影。

时代终于不同了，罗杰在讲话中提到了

一大串在政坛崭露头角的亚裔名字，他们

都是后来者的榜样，但是他并没有提到自

己的名字。

其实罗杰自己就是突破竹子天花板的典

范。麻省民主党党主席于 2013 年卸任，在

考虑继任者人选的时候，他只给两个人打

了电话，一位是非裔州长，人称小奥巴马

的 Deval Patrick, 另一位就是罗杰刘。

从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州立法院清洁工，

到麻省民主党主席的热门人选，这是华裔

美国人在政坛不懈奋斗的结果。

不过罗杰婉拒了这个邀请，他更执着于

发轫于草根的政治启蒙运动，给更多的原

本毫无机会的人以新的希望。

因为他自己深知机会的来之不易。

就在他在大学校园最迷惘的时候，他发

现了一份招收实习生的广告，雇主是时任

参议员，后来的总统候选人克里。于是罗

杰花掉身上仅存的 40 美元买了一身在商店

当样品的西装去参加面试，获得了这个职

位。

后来他发现，这个实习生的广告其实是

一个误打误撞的结果，因为政客招实习生

是从不打广告的，完全是凭熟人介绍，而

那次报纸刚好有几天的免费广告。这个巧

合促成了本文所叙述的历史。

Ana Morales 刚来美国的时候，只是一个

完全不会讲英文的多米尼加小女孩。如今

她年仅 26，已经在 2018 担任了沃伦团队的

政策副主管(deputy political director)， 她说：

“如果不是罗杰刘给我机会， 我 绝 对 不

会有今天的事业”。因为她 18 岁第一次在

竞选活动中当志愿者的时候，她的第一个

导师就是罗杰刘。

罗杰刘这样谈自己的人生哲学：

“人生终有尽。当你有机会的时候你会

怎么做？你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完全为自己

创造一个辉煌的时刻，还是为其他人创造

一个更有意义的机会？”

“The ride ends for everybody at some point,

” he says. “What did you do during that time

when you had the opportunity? Did you make it

all about yourself for some fleeting moment when

you were in a special room somewhere or did

you make it more meaningful for someone else”?

从中学肄业生到名震美国政坛的“扫地僧”
中间是Michelle Wu, Roger Lau

2020美国总统大选初选，有两大意

外。这第一个，也许很多人都耳熟能详

了，当然是毫无政治背景的华人企业家

杨安泽。目前杨安泽在民调和捐款上排

名第六，稳稳占据9月12号民主党初选

辩论大战的十人大名单，把很多名气比

他大得多的老牌政客甩在了身后。

这第二大意料之外，是马萨诸塞女

参议员伊丽莎白· 沃伦近来在民调上的急

升。沃伦本来一直是美国民主党左派的

一面旗帜，但是她在自己声望最如日中

天的2016年，选择了避免与希拉里撞车

。三年之后的今天，民主党的总统战车

上拥挤不堪，有20位才俊各领风骚，沃

伦这位昔日左派的明星似乎难以显山露

水。更何况她曾经宣称自己有印第安人

血统而又无过硬的证据，这让她背上了

包袱。

在政见上，沃伦面临伯尼· 桑德斯这

位在2016创下佳绩的老将从左面来的挤

压；从人气上，已经70高龄的沃伦和37

岁的布特哲之(Buttigieg)，38 岁的陶西

(Tulsi)，44岁的杨安泽站在一起，显得有

点老态龙钟；在民调上，奥巴马的搭档

，前副总统拜登得到全党稳健派的沉默

而一致的支持，始终是民主党阵营的领

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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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由《長津湖》原班人馬傾力打造的續

集《長津湖之水門橋》終於來了！今日，影片正式

宣布定檔虎年大年初一，用最大的製作、最燃的故

事、最強的氣勢來為2022虎年開年！電影《長津湖

之水門橋》的出品人、總製片人，博納影業集團董

事長於冬表示：「春節是中國人合家團圓的節日，

而我們今天的團圓，是先輩們浴血奮戰為我們拼出

來的，越是這樣的日子，越是要記得他們的付出，

在這個虎年，看『一群猛虎鋼七連』，希望所有的

中國人都能帶著這樣的精神在新的一年繼續前行，

勢不可擋！」

七連向祖國敬禮！吳京：今日的和平團圓
，是先輩們用生命換來的

今日，電影《長津湖之水門橋》宣布定檔大年

初一全國獻映！定檔圖上，即將投入到新的戰鬥中

的七連戰士們整齊列隊，朝著祖國的方向敬禮。

對於飾演伍千裏的吳京來說，《長津湖之水

門橋》在虎年大年初一上映，有著更為特別的意

義，在影片中，他飾演的伍千裏率領的連隊被稱

為「一群猛虎鋼七連」；電影之外，虎年也是他

的本命年。吳京透露，此次《長津湖之水門橋》

相比前作《長津湖》更寒冷、更熱血、更殘酷、

更火爆，可以說是全面升級：「《長津湖》只是

拉開了這場戰役的序幕，《長津湖之水門橋》裏

，你會看到更多的誌願軍戰士，為了爭取最後的

勝利，為了保家衛國所做出的巨大犧牲。這次走

出影院，你不光會看到萬家燈火，還有先輩們用

生命換來的和平團圓，這一切是值得我們每個人

用一生去珍惜和守護的。」

續集征戰春節檔！於冬：用最強的大片傳
遞最有力的希望

吳京透露，電影《長津湖之水門橋》的拍攝讓

他經歷了拍戲以來從未有過的艱苦時刻：「每天面

臨的那種寒冷與艱難，刺激到了我們的每一根神經

，讓我們時刻記得，當年的誌願軍戰士們，為了保

護剛剛誕生的新中國，忍受了怎樣的寒冷，接受了

何等殘酷的挑戰，我們是帶著最大的敬意完成這部

電影的。」

電影《長津湖之水門橋》的出品人、總製

片人，博納影業集團董事長於冬表示：「春節

是中國的傳統佳節，春節檔也是屬於中國電影

人和電影觀眾的節日。2020 年的春節檔突遭疫

情，全國影院被迫停業；2021 年的春節檔，博

納跟全體主創一起，全力投入到《長津湖》和

《水門橋》的創作和拍攝工作中，希望能打造

一部史無前例的巨製，來為中國電影打氣；

2022 年的春節檔，我們帶來了超強超火爆的冠

軍續作《長津湖之水門橋》，旨在為中國電影

市場的虎年開年貢獻佳作，為廣大電影觀眾帶

來一份重磅新春賀禮。《長津湖之水門橋》在

《長津湖》的基礎上全面升級，有著更震撼的

故事和更濃烈的情感。作為中國的電影人，我

們就是要在最特別的日子，用最強的大片，為

全世界中國人傳遞最有力的希望！」

《長津湖之水門橋》定檔大年初一
為全球華人傳遞最有力的希望

剛剛過去的2021年裏，電影《長津湖》總觀影人次達到1.24億，在全國範圍內掀起
「長津湖效應」 的同時，也憑借超過57億的票房成績成為新的中國影史票房冠軍。全國

觀眾乃至全世界的華人觀眾在被影片展現出的偉大抗美援朝精神深深打動的同時，也關心
著七連戰士的命運，他們去了哪裏？他們還有怎樣的任務要去完成？

上海-2022年 1月 13日- IMAX中国

控股有限公司今日宣布，由文牧野导

演执导的电影《奇迹· 笨小孩》将经由

IMAX®专利的数字原底翻版(DMR)技

术转制为IMAX®版本，于2022年2月1

日大年初一在IMAX影院陪伴全国观众

喜迎佳节。切合 IMAX 2022 年春节档

宣传主题 “宏图大展”，《奇迹· 笨

小孩》这一展现时代变迁，以细节致

敬奋斗者为主旨的影片，将在IMAX大

银幕上铺展生活画卷，见证努力生活

造就的人生“奇迹”。 此前电影《奇

迹》正式更名《奇迹· 笨小孩》，意喻

着创造“奇迹”的往往是每一个勤奋

、努力而又平凡的“笨小孩”，也致

敬每一个为了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的

人。

《奇迹· 笨小孩》IMAX专属海报今

日同步曝光。海报中，领衔主演易烊千

玺饰演的景浩，与章宇等饰演的“城市

蜘蛛人”们脸上洋溢着质朴灿烂的笑容

，他们用奋斗者辛勤的汗水，努力追逐

着梦想和幸福。

作为IMAX 2022年新春观影盛宴最

先揭晓的“大菜”，《奇迹· 笨小孩》的

主创阵容堪称强大，电影由文牧野执导

、宁浩监制，周楚岑、修梦迪、文牧野

、韩晓邯、钟伟联手编剧。片中易烊千

玺饰演的少年景浩为了治愈妹妹并过上

更好的生活，集结田雨、陈哈琳、齐溪

、公磊、许君聪、王宁、黄尧、巩金国

等一众实力派演员组成“奇迹小队”，

“药神小队”王传君、章宇、杨新鸣也

以全新角色的友情回归，共同演绎平凡

人众生相。

作为文牧野导演与IMAX二次携手

的作品，《奇迹· 笨小孩》讲的是一群各

自不完美的平凡小人物凝聚在一起，依

靠不懈的坚持与努力，在大城市追逐幸

福的故事。为了更好地还原故事发生地

深圳的城市记忆，主创团队也曾深入采

风调研，力求在大银幕上呈现更具真实

质感的时代背景和城市风貌。

借助IMAX标志性顶天立地的超大

银幕、高清高亮的清澈画质和精准震撼

的音响系统，文牧野执导的“奇迹”故

事和创作意图将在IMAX“宏图大展”

。IMAX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和对画面

内容的纤毫毕现，都将为《奇迹· 笨小孩

》呈现出更加动人的力量，营造出温暖

幸福的喜庆氛围，助力观众在励志而温

馨的故事中收获新一年属于自己的“奇

迹”。

电影《奇迹· 笨小孩》由易烊千玺领

衔主演，田雨、陈哈琳、齐溪、公磊、

许君聪、王宁、黄尧、巩金国主演，田

壮壮、王传君特别出演，徐峥、章宇、

张志坚、咏梅、杨新鸣、朱俊麟、贾弘

逍友情出演，坏猴子（上海）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梦将军（上海）影业有限公

司、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影业（北京）

有限公司、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北

京上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麦特影业

（湖北）有限公司出品。影片已正式定

档2022年2月1日大年初一。

《奇跡·笨小孩》大年初一登陸IMAX®影院

致敬時代奮鬥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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