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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救了我們祖孫三代的命她救了我們祖孫三代的命

編輯黃梅子的話：我發表過采訪著名中醫
王淑霞教授的系列報道，所以有讀者找到了報
社，希望我們能刊登她的感謝信，以表達她對
王淑霞醫生深深的感謝之情。我這裏全文轉發
，希望能給同樣被癌癥折磨的病友帶來新的希
望。王淑霞醫師主理的國際癌癥康復中心位於
德州醫學中心，應廣大病友的要求，目前在中
國城開設了分部。
地址：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15, Houston,

TX77036
電話：281-818-7928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上午10AM—下午5PM

讀者來信：
她救了我們祖孫

三代人的命
我是一個住在西雅圖的乳腺癌病人，來自

臺灣，2018年初在一次洗澡時，突然發現左乳
外側有一小棗樣的腫塊，不痛不癢，推不動，
質地特別硬。我急忙在當地醫院看診，醫生建
議我盡快到美國最權威的治癌中心MD Ander-
son診治。經病理切片和抽血化驗，我很快被確
診為乳腺導管細胞癌。左乳腺外側和腋下淋巴
轉移，醫生讓我先做化療。待腫塊縮小後，再
做乳腺全切術，聽後我呼吸急促，大腦一片空
白，周身無力，癱坐在走廊的座椅上。我從小
離開父母在香港生活讀書，大學畢業後，在美
國西雅圖波音公司工作。我今年才34歲，還有
一個不到2歲的女兒。因為我有癌癥的家族史
，我怕患癌，但也沒能躲過去。我立即將診斷
結果告訴我在臺灣的親人，父親向我講述了祖

父和他患癌後的治療經歷。
1999年我的祖父因為感冒咳嗽，痰中帶血

。在臺灣榮軍醫院通過CT，病理診斷為左肺中
央型腺細胞低分化癌。左側鎖骨下淋巴轉移，
因體質虛弱，已經轉移，告知不能手術，也做
不了化療。在走投無路的時候，一朋友送來了
一本臺灣時代周刊，第883期刊登了題為《大
陸治癌名醫——王淑霞》的報道。並得知她12
歲開始學習中醫，畢業於中國黑龍江中醫學院
。1975年她開始投入自然療法治療癌癥的實驗
研究。1987年她研製發明了馳名中外的蛇精®
抗癌註射液，蛇精®01膠囊。神奇的療效使無
數臨近死亡的癌癥患者絕處逢生。我的哥哥還
查閱到，1992年4月21日光明日報記者張義德
，汪大勇報道題為“創造抗癌事業的未來”一
文。1994年8月20日健康報題為“探索蛇精抗
癌之路”一文。1997年4月4日大陸新華社中國
圖片報報道題為“治癌名醫——王淑霞”一文
。通過這些權威信息，使絕望中的祖父又有了
生的希望。

當時我父親幾經周折，領著我的祖父到大
陸哈爾濱市神康中醫腫瘤研究所去尋找治癌名
醫王淑霞，找到後得知王淑霞人在美國工作，
幸運的是近兩天她從美國回到哈爾濱，不定期
的出專家門診。門診前看到很多來自世界各地
癌癥患者排隊等候。我父親說，他早五點排隊
掛號，我祖父經用一個療程的蛇精®抗癌註射
液後，胸痛，氣喘，咳嗽，飲食都有不同程度
的好轉，痰中帶血也消失了。鎖骨淋巴那種腫
痛也減輕了很多。去的時候需要我父親攙扶慢
慢走，等回臺灣的路上，已經不用人攙扶了。
回臺灣後一直口服蛇精®01膠囊，3個月（三
個療程）後在臺灣榮軍醫院CT復檢，治療前肺
部腫塊3.8cm x 4.2cm大小，3個療程後腫塊已
縮小為2.5cm x 2.8cm大小。左鎖骨轉移淋巴，
治療前是多個淋巴結融在一起，大小為4.0cm
x 4.2cm大小，治療3個月後觸摸周圍柔軟，外
觀看比治療前縮小三分之一左右。連續口服治
療一年來，沒做過手術，也沒有化療，現已生
存20余年，至今健在。

2008年我的父親是一個多年乙肝病毒攜帶
者，多年的胃潰瘍病史。多年不能吃米飯，一
次飲酒後，胃疼加劇，在長庚醫院做了胃鏡，
診斷為：潰瘍性腺細胞低分化癌，橫結腸轉移
。做了部分胃切除術，腸轉移已不能手術。醫
生告訴最多也只有2年的生命期。術後兩個月
，我的哥哥領著我的父親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國
際中醫腫瘤研究院找治癌名醫王淑霞給救治。
經口服蛇精®01膠囊2個月後，體力、大便、
食欲都有很快的恢復，另外為了治療腸癌，王
醫生采用了肚臍內用藥，很快大便下來一些爛

肉樣的東西。就這樣綜合治療近一年，在長庚
醫院復查CT2次，腸轉移癌縮小一公分多，胃
癌沒有發展，沒有再轉移現象。病情穩定，現
已存活11年之久。我父親現除護理我祖父外，
還做家務。逢人便說，是王淑霞醫生和自然療
法救了他和祖父的命。並督促我想辦法盡快找
到王淑霞醫生。被診斷患癌後，我曾立即去拉
斯維加斯去尋找治癌名醫王淑霞。在當地打聽
，很多人認識並知道治癌名醫王淑霞，她的口
碑很好，不但醫術好，醫德更好，聽說她對每
一個接受治療的病人都很用心。有病人告訴我
2017年末，她調到休斯頓國際癌癥康復中心工
作，但不知道詳細地址。我又來到休斯頓，在
我萬分焦慮的時候，我去中國城吃飯，順手拿
了一份《僑報》，《美南日報》，打開一看，
上面都有介紹國際癌癥康復中心的報道。我一
口氣看完後，得知王淑霞博士現任國際癌癥康
復中心主任。休斯頓醫學中心規模相當大，範
圍包括科研，臨床實驗研究，醫務人員達幾萬
人。最著名的醫院有MD Anderson，還有貝勒
醫學院。據了解，國際癌癥康復中心是第一家
，也是唯一一家自然療法治療癌癥的醫療機構
。我太高興了，沒有患癌癥經歷的人是體會不
到我的心情的。面臨著即將來臨的死亡和年邁
的老人，年幼的孩子，我能挺過來嗎？在家人
的鼓勵下，選用化療後因副作用大，會造成身
體虛弱，沒有了抵抗力，也會加快腫瘤的復發
和轉移，好在我的父輩祖父和我的父親因肺癌
和胃癌淋巴也都轉移了，在走投無路的時候，
很幸運的選擇了馳名中外的蛇精®抗癌註射液
和蛇精®01膠囊治療後，我的祖父至今已生存
了20多年，我的父親用同樣的方法至今已生存
了11年，平時還在照顧我的祖父，我家三代人
的經歷，說明了病人和醫生也是一種緣分，我
相信在王醫生的治療和幫助下，我一定會活下
來。這天晚上是我被診斷癌癥以來，睡的最好
的一夜，也是我真正體會到了有些病人還沒有
來得及治療，由於不間斷的害怕死亡，恐懼，
先被癌癥兩字嚇死了。

第二天我按著報紙上的電話702-526-6288
打過去，不知需要提前預約掛號，因為我著急
看醫生，一聽要預約等很久，我馬上就上火了
。無奈我決定在沒有預約的情況下，在王醫生
沒有下班的前一個小時趕過去。我到7505 Fan-
nin St，Ste 120門診說明來意後，他們告知必須
預約等待。我不死心，一直坐在候診大廳，當
病人都走後，從診室走出一位60歲左右的老醫
生。從照片上我認出了她就是治癌名醫王淑霞
博士。當她了解情況後說可以晚走一會，補一
掛號給我看診，其他人可以先下班，我一聽，
眼淚馬上流下來，這就是國際著名治癌權威王

淑霞。我坐下後，她不問病，把脈後就說，
“你患乳腺癌，可能淋巴已經轉移了。你需要
我如何幫助你。”，真厲害，這才是大醫師，
大專家，一針見血說明了我的病情。我激動的
說，我有希望了，王醫生告訴我先治療調理一
段時間。王醫生說，如果腫塊能縮小的話，最
好是做乳腺全切術，讓我回家與家人商量考慮
後再決定。我帶著01膠囊回到西雅圖，口服了
一個療程後，感覺腋下淋巴開始變軟了。乳腺
腫塊腫脹明顯好轉。兩個療程（兩個月）後，
腋下淋巴開始明顯縮小。三個月後，我再次到
休斯頓醫療中心MD Anderson復查。給我看病
的醫生聽說我沒去做化療，檢查發現我的腫塊
明顯縮小，使她很驚訝。問我用了什麽好方法
。我說我采用了自然蛇精®01療法。他又說，
給你治療的是一個中國人Dr .Wang吧？我問醫
生，你怎麽知道？他說休斯頓整個醫療中心Dr.
Wang是唯一采用自然療法治療癌癥的權威專家
，她的方法獨特，醫術也很厲害，復檢後我的
醫生很神秘的告訴我，根據現在病情可以手術
啦。在西醫的幫助下我做了左乳腺全切術，淋
巴切除了一部分，醫生讓我休息一段時間後，
先去做化療，不然沒有切幹凈的淋巴轉移會很
快復發。考慮到化療的副作用，我還是選擇了
繼續口服蛇精®01膠囊治療。一年多過去了，
我的病竈一直穩定，體重又增加了5磅，近期
我又回到西雅圖波音公司工作了。

高興之余，我想讓我的癌友們來分享我的
治療結果。患癌後千萬不要恐懼，為了診斷後
治療不走彎路，選擇治療方法很重要，多走訪
幾個醫院的醫生，不要被癌癥所先嚇死。我和
我的先輩們能生存20年，11年不等，我們的體
會是選擇治療方法更重要，不論是選擇現代的
西醫，還是手術還是放化療，還是選擇采用蛇
精01自然療法，哪種方法最有效，哪種就是最
好的選擇。

我認為選擇對了，就選擇了生命，我們祖
孫三代患癌癥轉移後能有今天的康復結果，沒
走彎路，是十分幸運的。首先我要感謝，治癌
名醫王淑霞博士對蛇精®01療法的重大發明，
衷心的感謝國際治療癌癥權威王淑霞博士用她
的重大發明久了我們祖孫三代人的生命。這樣
的權威名醫確實有真材實料，名不虛傳。還要
感謝《美南日報》及時真實的報道。美南日報
是我們唯一可信的報紙。

希望貴報能刊登報道，讓更多的癌友少走
彎路，分享我們的治療結果，祝大家健康長壽
。

乳腺癌患者美國波音公司張桂榮親筆

2019年7月18日

(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美國，提供給
長者的福利待遇有許多，其中最重要的
核心之一，就是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
，俗稱紅藍卡)，聯邦醫療保險是給65歲
以上的老人，在美國工作至少10年、有
繳稅 (每年最多可拿4點，也就是要滿40

點)，當他/她滿65歲時，便可加入聯邦
醫療保險。

老人醫療保險需要申請
剛要滿65歲的長者，需要向社會安

全局提出申請，一般從申請、批准、到
拿卡需要幾個月的時間。然而，因為疫

情的關係，社會安全局的預約申請特別
花時間，萬德福保險的李淑惠經理在幫
長者申請時，發現很多的長者都預約不
到 social security時間，要拖很久才可能
申請到，所以提醒長輩們要請子女幫忙
到網上申請，免得被罰款。

李淑惠指出，新加入老人醫療健康
保險的長者，滿65歲的生日前後有7個
月的時間可以申請 Medicare Part A &
Part B。舉例來說，如果是七月份的生日
，前三個月與後三個月期間都可以申請
，最早是四月開始就可以申請紅藍卡了
，要向社會安全局提出申請(網上也可以
申請)。

疫情後情況不同於往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申請老人醫療健

康保險的情況不同於以往，建議大家能
夠申請要盡早申請，李淑惠已經幫一些
長者們上網看，有些申請順利的例子可
以直接申請下來，但如果資料不全，或
是有不清楚之處，社會安全局也會要求
某些長者要去面對面的面談。如果被通

知要面對面的面談，就需要先上網預約
時間。

然而，因為疫情的關係，目前社會
安全局的人力減縮，所以預約非常不容
易，甚至有人申請好幾個月，到現在都
還沒有下來，因此，寧願提早作業，免
得長者到時候擔心，甚至被罰款。

很多人不知道有罰款
不少即將或是已經退休的長者並不

知道，如果延遲申請美國老人醫療保險
，長者們將會面臨罰款，罰金在Part B
一個月是1%，一年是10%，二年就20%
。Part D一年是12%，加起來其實也不少
。此外，不少人是退休後來美國居住，
如果能證明，在退休前有工作，且有保
險，則不會被罰。

長者要申請email電子郵箱
因為疫情的關係，宗教的聚會都改

成zoom，許多瑜伽課、太極課、看醫生
也都改成電腦化了，保險註冊的方式也
走進電腦化。為了大家的安全與健康，
保險公司以最快的速度改成電腦註冊，

長者們要做的就是為自己開個電子郵箱
email ，這樣我們即可順利的幫長輩們註
冊了！

大約在九月中旬左右，長者們會開
始收到有關2022年保險有何改變的通知
(notice of change)，若不喜歡您保險的改
變，可以找信用可靠、服務週到的李淑
惠。如果有老人保險方面的問題，可以
電話中解說，若有需要，李淑惠將戴口
罩為長者們服務，請事先電話或是微信
預約。

服務周到，口碑相傳
李淑惠在休斯頓的華裔社區口碑超

級好，對於接受過李淑惠服務的長者們
而言，李淑惠是健康保險顧問，也是好
朋友，很多時候還是幫忙解決問題的救
星。她總是從客人的角度著想，專業而
細心地回答問題，讓長者們更明瞭老人
健康保險，她用自己的真誠與服務，打
造極強的人格魅力，讓她的客戶都樂意
把朋友介紹給她，口碑相傳。

李淑惠的電話是281-758-9152，或
wonderfulsuelee@gmail.com。 微 信 和
LINE 的ID 是kpc2056 (如果無法加微信/
Line，請直接打電話)。最好的聯繫方式
是電話，如果剛好在忙線中或沒有接聽
，請留言，李淑惠一定會回電。網站:
suelee.agentmedicareplans.com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111, Houston,
TX 77036。

將年滿將年滿6565歲的長者歲的長者 可以加入老人醫療保險可以加入老人醫療保險
盡早提出申請盡早提出申請 預約時間比過往大幅增加預約時間比過往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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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天地

新聞圖片

曲兰和王梅是大学同学，也是闺蜜。王梅家在市里，父

母都是公务员；曲兰住在乡下，父母靠种地和打零工为生。

毕业三年后，曲兰和王梅先后出嫁。尽管两人都有了自

己的家庭，但她们还是会隔三差五地聚在一起喝茶、吃饭、

聊天。

最近曲兰很苦恼，她和丈夫想在市里买套房，这样就不

用租房子住了，而且，有了自己的小窝，才有底气生孩子。

想法是好的，可钱从哪里来呢？曲兰两口子的父母都是

农民，一辈子攒下的积蓄都砸在俩人的婚礼上了，压根帮不

了他们。

善解人意的王梅很大方，痛快地拿出二十万借给曲兰。

王梅身材样貌都不错，跟模特似的，命也好，工作、家庭都

很圆满，丈夫还是著名企业的高管，所以她不缺钱，二十万

对她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感激的同时，曲兰也有些羡慕闺蜜。在大学时，她特好

强，样样都是前列，运动会、演讲、各种比赛的颁奖台上都

有她的身影，还拿了国家奖学金。

一出社会，她发现这些东西压根没用上，面试的她因相

貌平平、身材矮小而处处碰壁，最后只能在出租屋楼下的超

市工作，是她以前认为的“廉价劳动力”。

而闺蜜呢？一毕业就在父母的安排下，进了本地的国企

，在办公室里做副手，端茶倒水、写写材料、做做报表什么

的，事儿少钱多福利好。

再想到自己的婚姻生活是一地鸡毛，丈夫没一技之长，

靠开出租车为生，整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还挣不了

几个钱。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工作不顺，难免要找撒气的

地方，因此，两口子时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执不休

。一个月中，两口子有好几天都是分开睡的。

于是每次与闺蜜见面时，曲兰总跟她倒苦水，说自己的

生活是如何如何的不如意，说自己每天打两份工，这么辛苦

，还没人理解。她那个死人一样的丈夫，只会嫌她买的化妆

品贵。

生活就是这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实王梅也是有苦

难言，每个人都觉得她很幸福，她丈夫给她买大房子、给她

花不完的钱，却常常不着家。

最近，王梅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自己的丈夫好像出

轨了，他时常躲在厕所里打电话、语气很暧昧，说什么“小

心肝”之类的话。

王梅虽然知道，但也无可奈何。这个家，没有一样东西

是她的，所有的衣服、名牌包包、高档化妆品，全是丈夫买

的，要离婚，她只能净身出户。

这一切，都来之不易，她自然不肯轻易放手。当初为了

跟丈夫结婚，王梅甚至跟父亲闹翻了，就是因为父亲说自己

的丈夫心术不正，且俩人门不当户不对，不适合在一起。

果然，父亲说的话开始灵验了……

丈夫用财富打造出一个巨型的铁笼子，将作茧自缚的王

梅囚禁。王梅逃不出、也不愿逃出这个铁笼子。

相比之下，她更羡慕闺蜜曲兰的生活，曲兰至少还有个

人说话，即便是争吵；而她呢？每天面对一堆死物，丈夫也

有了出轨的苗头，也许不久后，她就得卷铺盖滚出自己精心

经营的小家了。

大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只是有的人不轻易喊疼。

有苦自知

张强生家养了五年的母猪死了，死状奇

惨，张口伸舌、口吐白沫，粪便中还带着血

，一看就是被人下药毒死的。

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消息很

快便传到了这个不足二百来个人口的小村庄

的每一个角落。

出了这档子事，大家首先怀疑的，就是

跟张强生结仇的李二狗。话说，在一个月前

，李二狗用水泵抽水灌溉稻田时，被张强生

把水截胡到了自的田里。

李二狗找上门去，与他理论，没说几句

话，俩人就大打出手，瘦弱的李二狗哪里是

懂得些拳脚的张强生的对手，当场被揍了个

半死，当真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

比起身体上的痛苦，李二狗更在乎的，

是小村庄里的人的闲言碎语——除了年迈的

老娘和老村长，没有一个人同情他，更没有

人为他撑腰，反而是冷嘲热讽不断，说他自

不量力，活该挨打。

从那以后，李二狗就记恨上了张强生，

他不敢当面骂，就背地里咒人家早死，并使

些小绊子恶心张强生——比如往张家的院里

扔狗屎、掀人家屋顶上的瓦片、拔人家栽在

地里的庄稼。

为此，他又被张强生冲到家里来，狠狠

揍了一顿。因此，张家的猪死了，村庄里的

人自然有理由怀疑他。

一头即将下崽的母猪可值不少钱哩，在

这个闭塞的地方，猪肉大抵是人们唯一的肉

食了，平常人家轻易舍不得吃，过年过节才

能上桌。

猪死后的第二天，年近七旬的老村长就

领着张强生上门来与李二狗对质了。

李二狗自然不肯承认，因为这事的确与

他无关，再借他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做这伤

天害理的事儿。

但张强生一口咬定是他下的药，无奈的

李二狗只好让俩人搜家。这一搜可不得了，

俩人从李二狗那久病卧床的老娘的床下搜出

来一罐草药。这草药熬成的汁水的味道，恰

好跟张家猪槽里的一样。

李二狗愣在当场，他哆嗦地给张强生下

跪，但固执地拒绝承认草药是他熬的。

人证物证具在，德高望重的村长即使再

如何可怜他，也不好继续偏袒，老村长一脸

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冲着李二狗直摇头。

当晚，老村长将小村庄里所剩无几的老

人和上过几天私塾的文化人张白立叫到了祠

堂，商议这事儿该如何解决。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由李二狗赔偿张强

生的损失。

于是，百口莫辩的李二狗不得不将家中

用来耕地的牛赔给了张强生，这使得原本就

很贫穷的李家，已然成了家徒四壁的景象。

躺在床上的二狗娘气得几天没吃下饭，

只能靠一口中药吊着性命，不至于翘脚。

李二狗夜里常常能听到隔壁的房间中传

来老娘的啜泣和咒骂声，他听得心里五味杂

陈，很不是滋味。

没有了牲口，地只能一锄一锄地翻，于

是李二狗只好早出晚归，每天天麻麻亮就出

门，中午也不回家，直到夜幕覆盖整个村庄

时，才往家里赶。

这天，月亮缓缓升起落在枝头上时，李二

狗才翻完村西的那块地，他揩去一头的汗水，

将锄头抗在肩上，缓缓朝小村庄的方向走。

途径村口大槐树下时，李二狗看到张白

立家的煤油灯亮着，透过薄薄的窗纸，隐约

有两个人影在床上晃动，不时还传出一阵不

可名状的声音。

李二狗顿时一愣，张白立年前刚死了老

婆，屋里咋会有女人？听那断断续续的说话

声，好像是村里的王寡妇，这俩人咋搞到了

一起？

李二狗今年已经四十五岁了，却还是单身

，外面的女人不愿嫁到山沟沟里来，村里的女

人又看不上他，所以他到现在还是光棍。

每每看到人家成双入对，李二狗都很羡

慕，他做梦都想讨个老婆暖被窝、传宗接代

，听到这为爱鼓掌的动静，顿时就心痒痒了

。

他扔下锄头，蹑手蹑脚走到窗边，用手

戳了一个小洞，伏在窗前看，映入眼帘的是

一张熟悉的面孔。看到风韵犹存的王寡妇，

李二狗眼睛霎时亮了，一脸猥琐的样子，口

水不禁顺着嘴角淌了下来。

屋里的男女一边做那事儿，一边说着话

。

张白立：美人儿，你交代的事儿我已经

办了，现在可以跟我走了吧？

王寡妇：不行，你得把张强生弄死！

张白立：我都毒死了他家的猪，还不行

吗？再说，那是我侄儿子，我咋下得去手！

你跟他到底有多大的仇啊，为啥非得弄死他

？

王寡妇：哼，俺就是看不惯他婆娘那副

嘴脸，不就是有个男人吗？谁还没有了！非

得在俺面前炫耀，俺就是要弄死她男人，让

她守活寡！

张白立：好吧，容我想想，人命可比猪

重要，要是被人发现，咱们都逃不掉。

听到这里，李二狗顿时大吃一惊，险些

发出声来。他既震惊又愤怒，但为了洗脱自

己的罪名，他没有声张，而是弓着腰悄悄出

了张白立家的院坝，之后顾不上拣锄头，一

路狂奔到了村长家。

老村长听说张白立和王寡妇滚床单，且

密谋想害死张强生，顿时大为光火，悄悄聚

集起附近的几个汉子，拿着绳子和棍棒就往

张白立家赶。

到时，那对男女还躺在被窝里，众人踹

开门后，王寡妇套上裤子就准备跑，却被屋

外的人扯了回来，看着四周虎视眈眈的众人

，俩人只好将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

考虑到王寡妇还有子女，村长不得不嘱

咐众人将她和张白立苟合的事情隐瞒下来，

只追究张白立下药毒死张强生的猪的事。

张强生从村长那儿得知此事，不禁后怕

，且对李二狗十分感激，第二天就将牛牵到

李家，还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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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文學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天阴沉着，寒

意浸心。

妈妈走完了她的人生路。我的心抽着

般的痛。当我看到乡亲们用乡俗最高的礼

仪，把她举过头顶，托举着走向墓地的时

候。我满眼的泪，滚落在脚下的土里。

岁月里的残风冷雨，荡不平路上的痕。

光阴的漫漫长河，流不尽心酸的泪。

在这片土地上，有一行清晰可见的足迹。

这是妈妈留下的印记……

（一）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是柔弱的。

那还是我很小的年龄。不懂得事，只

记得冬夜里，起来撒尿。还在煤油灯下做

针线活的妈妈，轻轻地叹息声，默默的流

着泪，还有因啜泣而甩上土墙的鼻涕。虽

然不懂事，但记得真切，因为是妈妈的泪

。

还记得，有一次妈妈带着幼小的我去

地里干活。她突然晕倒在田里。是我的哭

声唤醒了她。

长大后，我问过妈妈，她告诉我，那

是饿的。

到了记事的年龄，有些事印象就深了

些，也并不是都懂，只能记得住特殊一点

的片断。

那是妈妈生命中，自己操持盖的三间

土房子。

这件事，她让我改变了看法。我心里

的妈妈是坚韧的。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

春天的雨，连绵着。

坯码，在雨里淋着。操持盖房子的妈

妈，心急如焚地在屋子转着。她再也不想

等了，不想等到雨停的时候。找了件能披

的东西，一下子扑进雨里。

她是去求人，求可以给她帮助的亲门

近枝，求乡邻里值得她信赖的人们，求人

们帮她把房子盖起来的大事。

雨没有停，妈妈也没回来，我站在屋

门前张望着。在宅东的坯码间，我看见了母

亲。她淋在雨里，脸上无助的表情。抬眼望

天，阴云密布。雨水和着泪水流了下来…

入春，冻土层刚刚融化。妈妈就四处

张罗着盖房子的事。父亲在外工作，顾不

上家。盖房子的大事，也是靠妈妈自己撑

着。仅仅是脱坯这活，她就操碎了心。孩

子们小，处处得求人，就是一锨土，一把

麦桔，都得有个谱算。等到准备好了，求

来的人真是不少，吃饭事大呀。那年月，

分粮靠的是工分。我家年年都是缺粮户。

可是又有谁家有富裕粮呢？母亲知道脱坯

活累。再难也要让来帮忙的乡邻吃顿饱饭

呀。她用爸爸留下有数的钱，去买粮食。

回娘家要来接济，能借的再去借点。三间

房的土坯活，干了三整天。虽然只管中午

一顿饭，但也拉下了饥荒。

码起来的土坯垛子，在春风里晾着，

顺利的夯了地基，做好了砖碱。用芦苇编

好的笆，像是展开的翅膀。可是，妈妈的

心，却是一刻也没敞亮过。眼看着等土坯

干透，就起房了。偏偏春里的雨水来的早

，连阴的天，绵密的雨，一直下了两天。

别说一个女人，就是个男人又能怎样呀！

又一码坯在雨里倒了，她的心在颤抖，她

默默地祈求着。也认真的打算着，天一放

晴，立马盖房子。

起房子，是在雨后三天，来帮忙的亲

邻们，说着笑着，一层一层的土坯在逐渐

增高，还没达到高度，北墙出现了扭曲，

有的说是活干的糙，有的说淋了雨的坯没

干透，妈妈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

人们一番合计后，还是拆了一部分墙，重

垒。房子落成后，东面两间的北墙，还有

明显凹陷的地方。

三间土房，总算盖完了。母亲的心也

操碎了。她没有盖完房子的欣然和喜悦。

只是自语着：“盖完了，总算盖完了！但

愿这辈子就让我盖这一回房子！"

母亲盖完了房子，身体累，心也累。

在这三间土房里，有我们姐妹兄弟五

人的成长记忆和难忘的幸福时光。也是我

们迈出家门的起始之地。

我们永远记得，这里有妈妈的血泪和

心酸。

我们也深深懂得，是妈妈让我们有了

一个安暖的家。

（二）

妈妈用一双巧手，给她的那个时代添

了一抹色彩。

我们姐妹兄弟小时候，穿的鞋子，所

有衣衫，都是家做的。是妈妈一针一线做

成的。特别是脚上的鞋子，随着儿女们一

天天长大，今年的鞋子，明年脚就放不到

鞋里了。手巧的妈妈看一眼就知道做鞋子

的尺寸。这可不是家家都这么幸运会有个

巧手妈妈。

困苦年代人们的生活，需要人的毅力

和智慧。我们是那个年代的幸运儿。妈妈

的巧，可以让她的儿女们，穿上合脚的鞋

，合体的衣。我在家教学，是穿的妈妈做

的衣衫。去天津上学，也是妈妈做的衣衫

。依稀记得，六岁上学的弟弟，五岁就往

学校跑的小妹，身上背的书包也是妈妈亲

手做的。

记忆中，她剪出来的"鞋样“，能让所

有来找她的人，可以放心的去做一双合脚

的鞋子。她的手可以绘出年轻妈妈、待嫁

女子心仪的任何一种绣花鞋图样。她的手

也可以剪出那个时代，足以让新郎新娘心

醉的新房纸饰。记得，我的亲伯兄弟，大

哥结婚的婚房，就是妈妈手剪的花帖。富

有喻意的“花公鸡""燕白乎“，"石榴

““青蛙”，花花相连，边边相牵，连绵

着，蜿蜒着，喜庆着，吉祥着。

年轻时的妈妈，因为手巧，也比别人

付出了更多的心力。但她从来是有求必应

。她为自己，赢得了刚结婚的媳妇、爱美

的姑娘们的尊敬和爱戴。

画绣花鞋的“鞋样”，剪新人的窗花

，是那个年代的特色。一双好看的绣花鞋

，很快就会传遍十里八乡。因此，时常会

有人拿着活儿来找妈妈帮忙，妈妈常常是

放下自己手里的活，先帮人家的忙。

会画能剪的妈妈。她自己也不会记得

，她剪出了多少双鞋样，绘出来多少双绣

花鞋的图案，为多少儿娶女聘的人家，剪

过多少新房的墙围，窗花、大喜帖。可是

我们儿女们记得，她的乡邻记得。记得墙

围漂亮喜庆，记得窗花活灵活现。记得她

那双灵巧的手。动物花草信手拈来，一只

青蛙跃下剪刀，一群蝙蝠整齐划一，石榴

鲜艳，公鸡高歌。妈妈用她的手，送出一

份热情，用她的心，温暖着乡邻。

在我小时候，农家的生活，亏了有这

些巧手妈妈们，是她们装点着一个时代的

另一种精彩。

妈妈的巧手，也给她的子女们心田里

种下了美好。

（三）

巧手妈妈，会做出好看的鞋子，合体

的衣衫。当然也会做出好吃的饭菜。所以

，吃妈妈饭菜长大的我们，是幸福的。

年代虽然久远，但是妈妈做的"老酱"

的香，我会记得。十几斤豆子，在妈妈的

劳作下，经过精心的调制，就会香气四溢

了。放学回家，掰一块饼子，抹上一点老

酱，吃的那是个香哟。长大后，干活回家

，吃饭还是喜欢大葱和香香的老酱碗。

深秋的时候，天也一层一层的凉。生

产队分了白菜。妈妈就会剥下菜帮，细心

的切成菱形小块，抄一遍开水，煮一碗黑

豆，抓一把大盐，在盆里拌好，好象名儿

叫“豆显子"。早饭时，盛上一碗，淋上几

滴香油，菜脆，豆香，吃到嘴里心都爽。

困难的年代，苦涩的生活，妈妈也会

变着法的做巧，做好，做精，做细。小时

候吃过妈妈做的"金裹银“。菜团子。过年

吃过黑白两色的饺子。日子苦，我的记忆

里还是觉得甜。

记得再困难的生活，妈妈从没让我的

奶奶吃过和一家子一样的饭菜。我们吃红薯

面或是糠菜时，奶奶吃的是纯粮的饭食。我

们吃纯粮时，奶奶就是细米白面了。就是一

锅做饭，她也做出两样，贴饼子时，她给奶

奶蒸上一碗米饭。熬粥时，带出几个小小的

花卷子。包饺子了，奶奶吃的是麦面的皮，

馅也是先给奶奶包出来，再给我们吃的馅里

加上更多的菜。用奶奶的话说："日子难的

时候，儿媳妇也是给我吃了上顿留着下顿。

“奶奶各自吃一样，还是被最小的小妹给打

破了。也是后来的日子好点了，奶奶也乐得

和最小的孙女去分享了。

妈妈用她的善良和爱心，温暖着老人

和孩子。细心的过着困难的日子。

妈妈做的饭菜好吃，村里老少知道，

亲戚朋友知道。我家老姑父就说过，他最

爱吃我妈妈做的烙饼烧鸡蛋。是因为大饼

香脆层多，鸡蛋火口色泽掌握的合适，也

是老姑父人实在，喊三嫂子时亮门大嗓，

让做饭的妈妈更精心。

妈妈的人缘好，不仅仅是村里老少说

，亲人们也知道她的谦和忍让，还有她的

贤良智慧。

妈妈的味道，给她的子女们留下了永

远的记忆。

（四）

妈妈给我的不仅是这个血肉之躯。

她用血泪汗水培育着我们。

她在儿女们的身上注入了自己的灵魂。

我记得困苦的年代，记得困苦年代里

的妈妈。

她把五个儿女带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

，在外工作的父亲，没在妈妈的身边。是

她一人用自己的生命支撑着另一个新生命

的到来。

在国穷家贫的年代，妈妈支撑着家，

是在默默的支持着在外工作的父亲。

在大家庭出现变故，妈妈在舍取之间

，选择了委屈自己。担起了扶育孩子瞻养

老人的责任。

妈妈经历过人生最疑惑艰难时期。是

我的父亲在文革中受冲击挨批斗的恐惧和

屈辱。

妈妈的人生里，有太多的艰辛，也有

太多值得儿女们铭心的记忆。

在妈妈的眼里，她的儿女足够优秀。

她在儿女们心里，是平凡的妈妈，但也足

够伟大！

在妈妈的老年生活里，看着来来回回

的儿女，她的目光里全是欣赏，像是对自

己"作品"的一种肯定。

在儿女们的眼睛里，妈妈真的好慈祥

，是因为，她看我们时，总是柔柔的目光

。

农村长大的我们，是在妈妈的严格教

育下成长的。记得，我的两个姐姐都是在

文革前考上县中学的。在那个年代，农村

对女儿的教育就是做好针线，将来找婆家

。妈妈告诉我们的是，你们的唯一出路，

就是上好学。大姐是在六四年考入县中学

的。她是全村第一个到县城读书的女孩子

。仔细想想，大姐刚刚十三岁，就离家到

县城上学了，并且是步行在近三十华里的

土路上。六六年二姐也和大姐一样，考入

了县中学，她当然是全村第二个去县城读

书的女孩子。村子里并没有因为这个家庭

出了两个中学生而高兴或者羡慕，是在怀

疑妈妈的眼光。妈妈坚信，她为子女铺设

的路是光明的。

在我们姐妹兄弟的心里，无论小时候

，还是长大变老的过程中，坚持学习，认

真读书，吸取知识，已经深入在自己的灵

魂中，这是妈妈给儿女们注入的灵魂。

孩子们读书，母亲就会付出的更多。

她从不要求三个女儿学做针线，家务事都

是自己去承担。

那是在我去天津上学后的深秋。妈妈

在忙了一天的劳作后，夜里忙着给我做棉

裤。她心里想着儿子的冷暖，熬夜也得赶

完手里的活。

深夜里，晚秋的雨声。

妈妈停下手中的针线，招呼着正在睡

觉的弟弟，自己先是上了房子。她是怕房

顶上的红薯干淋了雨。在房上屋下的劳作

中，妈妈在踩踏梯子时滑落在地上，造成

手腕骨折。年龄还小的弟弟，骑自行车载

着妈妈进行了诊治。但也落了残疾。在妈

妈年老后，每当看到她错位的手腕时，我

的心念都会动。如果不是为上学的儿子熬

夜做针线，造成的身体透支，她不可能会

从梯子上滑落吧。我总是感觉我欠她的，

欠的太多太重。

在我的记忆中，自小到大，家庭氛围

里，我们姐妹兄弟说的话题，最多的是学

习。这应该是在我还小的时候。姐姐们学

过的的书本，作业本，作文本，妈妈都会

完整保存好。我上学后读过姐姐带给我的

书，更多的是看过她们的作业本和作文本

。五周岁上学的弟弟，还没上学前就识的

字，会做简单的算术题。是他的天资聪颖

，也是家里学习氛围的影响。弟弟十四周

岁高中毕业，且始终是老师同学眼里的优

秀生。到七八年恢复高考，已经过去了整

整五年。他几乎没怎么复习，完全是自己

上学期间的学习基础，就考取了大学本科

。小妹要比她的姐姐哥哥们幸运的多。在

她大学毕业工作后，有一次回来，她欣喜

地看到了自己从小学到高中的完整的课本

，作业本，作文本，甚至读书笔记。在小

妹有了自己的小家后，她幸运的搬走了自

己学习的"过程"，也是成长规迹。

这是妈妈的习惯。她认为，读书比什

么都重要。儿女们读的书，当然比什么都

金贵。

妈妈识不得多少字。在她操劳一辈子

后的晚年里，我看到了她对知识的渴求和

热爱。在妈妈的每一幅"画作”上，她写下

的每个字，年年都有变化。我看到了妈妈

从画字到真正写字的变化过程。妈妈离世

前，她为习字，竞是习写了厚厚的一本，

每个字的工整，让我每次看了都会落泪。

妈妈是言传身教的践行者。她教育了

儿女，也奠定了一个家庭未来的基础。

妈妈

【美南新聞泉深】隨著2020東京奧運遊泳中心八天決賽的
第五天的到來，美國人首先要明白的是：並不是只有邁克爾·菲
爾普斯獨領風騷，在本屆奧運會遊泳比賽中，美國隊開始意思到
他們們又來了一位英雄。

東京奧運會的最新消息和結果讓美國人明白了一件事是：他
們又有一位世界上最好的。

在泳池裏，飛來了一位世界上在水中最快的人-卡勒布·德
雷塞爾（Caeleb Dressel）。他撲入水中，遊了個來回，周圍的水
變成了咕為咕為的白色泡沫，他第一個到觸摸了牆壁，在備受期
待的100米自由泳決賽中獲得了金牌，這完全沒有辜負媒體的炒
作。

現年24歲的德雷塞爾以47.02秒的成績創造了奧運會紀錄，
也是曆史上第五快的成績，擊敗了澳大利亞對手凱爾·查默斯
(47.08) 和俄羅斯奧委會的克裏門特·科列斯尼科夫 (47.44)。比賽

結束後，德雷塞爾站在在泳池泳道上，勝利地舉起雙
臂，臉上帶著疲憊的微笑，盯著記分牌看了足有15到
20秒，然後落入水中，接受了其他參賽者的祝賀。

德雷塞爾談到他的賽後慶祝活動時說：“只是想抓
住那一刻，所以我想盡可能創造奇迹。”

這枚獎牌是德雷塞爾的第一枚個人奧運會金牌，
這位美國遊泳運動員在本屆東京奧運會上獲得了第二
枚金牌，周一參加了4x100米自由接力賽時獲得冠軍
。他在2016年裏約熱內盧的自由接力賽上也獲得一枚
金牌。本周晚些時候，若他憑借100米蝶泳和50米自
由泳獲得金牌，他將與馬克·施皮茨（1972 年）和邁
克爾·菲爾普斯（2004 年和 2008 年）一起成為唯一一
位在單屆奧運會上獲得叁枚或更多個人金牌的男子遊
泳運動員。再通過接力賽，他可以贏得多達六枚金牌

，這將讓他僅次于菲爾普斯（2008 年獲得八枚）和斯皮茨
（1972 年獲得七枚）。

德雷塞爾談到個人金牌與接力金牌時說：“這是不同的，我
不得不承認，但現在我做到了，我可以。”“這有很大的不同，
你不能依賴任何人，只有你和水，沒有人可以保證你贏，這很難
。”

甚至在德雷塞爾完成熱身並進入准備室參加比賽之前，美國
隊就已經擺脫了那種可以改變球隊金牌失利的勢頭。鮑比·芬克
剛剛贏得了奧運會男子800米自由泳的冠軍。他在進入東京的比
賽中排名世界第九，最後一為開始時他還排在第四名，但就在最
後一為以26.39秒的成績績躍升為金牌得主。

當談到遊泳比賽時，這屆奧運會被視為德雷塞爾的運動會，
如果一切順利，這位美國短泳明星有望獲得類似菲爾普斯的獎牌
，或者至少可以接近是菲爾普斯的成績。

德雷塞爾在2017年世錦賽上贏得了 7枚金牌，2019年又獲
得了6枚金牌。他本可以在本地屆奧運會獲得7枚金牌，但教練
決定讓他退出4x200自由接力賽，總數將減少了1枚。

在運動員承受的壓力及其可能造成的創傷受到前所未有的審
視的奧運時刻，在東京，很少有人比德雷塞爾承受更大的期望負
擔。

他說：“壓力很好。” “當這種壓力變成壓力時，它就會
成為一個問題......我知道我的名字被扔在那裏。我明白，但是是
否將其轉化為壓力取決于我。”

100米自由泳被設置為德雷塞爾叁項個人項目中最艱難的一
項，該領域還包括衛冕冠軍澳大利亞的查爾默斯、奧運紀錄保持
者俄羅斯的科列斯尼科夫和世界青少年紀錄保持者16歲的羅馬
尼亞的天才大衛·波波維奇。

這項運動中最好的先發球員，是排在第5泳道的德雷塞爾，
他以他典型的領先優勢開始，並在第一名的觸牆轉身。來自第7
泳道的查爾莫斯在最後一圈的中點之前開始采發力，有一次似乎
與德雷塞爾拉平。但是德雷塞爾最後一搏為升，阻止了他的對手
，並為美國隊再奪金牌。

通過NBC的衛星轉播，德雷塞爾在與佛羅裏達州的家人視
頻對話時在鏡頭前哭泣。家庭成員滔滔不絕地說：“我們為你感
到驕傲。”德雷塞爾幾乎一動不動地用手捂住嘴，看著屏幕，強
忍淚水。當美國國歌奏響時，他在獎牌台上再次哭泣。

他聳了聳肩說：“我經常哭。”
德雷塞爾在東京還有四場比賽要進行，還有四次獲得金牌的

機會，還有四次將自己標記為他那個時代的菲爾普斯的機會。如
果他在所有這些之後哭成這樣，他可能會在遊泳比賽完成之時流
幹所有淚水。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美國泳壇再出英雄
德雷塞爾100米自由泳奪冠成為水上最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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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中國隊跳水中國隊跳水賽艇賽艇舉重再添三金舉重再添三金

鼓舞後輩鼓舞後輩鼓舞後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日本J-CAST電子報報道，參加東
奧棒球賽的以色列代表團選手26日發布破壞選手村紙板床的影片，據
報是希望知道紙板床可耐重乘載多少人。

報道指，以色列選手萬格先跳到紙板床，然後隊友陸續跟進，最
後合共有9人在紙板床上跳，當他們查看紙板床情況時，發現床架已
崩毀。影片曝光後，網民的反應平平，雖然少量網民指片段有趣，但
同時有大量網友批評以色列選手的行為過火，現時影片已被刪除。

承重測試？9人齊跳終壓爛紙板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楊浩然）
日本女子泳手大橋
悠依，於28日女子
200米個人混合泳
決賽游出2分08秒
52，取得個人在今
屆奧運第 2 面金
牌，並成為日本首
位單屆奧運奪兩金
的女泳手，媲美2008年的“蛙王”
北島康介。現年25歲，被日本網民
譽為“泳壇竹內結子”的大橋2017
年才獲選為游泳國手，被視為“大

器晚成”的選手，她賽後接受訪問
時表示很開心成為日本首位女子雙
金選手，希望之後能做到盡力去
游，不論勝負都不會後悔。

大橋悠依首位日泳后連攬兩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據外地傳媒報道，在日

前東奧男子100米背泳奪金的俄羅斯奧委會泳手雷洛夫，
在頒獎禮發生了一段小插曲。一向愛貓，時常在社交媒
體公開自己和愛貓相片的雷洛夫，在出席頒獎禮時戴着
一個貓口罩出現，但卻被賽會指太特別而要更換：“組

織者跟我說對不起，
你不能戴這個口罩領
獎，那一刻我真的想
哭，但我不會因此和
他們爭論，只好換上
正常口罩領獎。”據
報，貓口罩是雷洛夫
女友所贈，合共有3
個這樣的口罩。

戴貓口罩領獎遭拒 俄泳將：想哭

中國男子賽中國男子賽中國男子賽艇艇艇零的突破零的突破零的突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 28日晚
東奧體操男子全能決賽，日本選手橋本大
輝憑最後單槓的出色表現，以總成績
88.465分力壓中國國家隊選手肖若騰取得
金牌，實現這項目的奧運3連冠。

經過預賽，中國體操隊有孫煒和肖若
騰殺入決賽，其中肖若騰表現出色，在頭
五項自由體操、鞍馬、吊環、跳馬和雙槓
項目後，以73.999總得分排首位，領先競
爭對手橋本大輝（73.532分）和俄羅斯奧
委會的納戈爾內（73.655分）。最後一項
單槓，肖若騰僅取得14.066分，總成績為
88.065分；尾二出場的納戈爾內表現一般

得14.366分，總分88.031分，只能進佔第
2位。最後出場的橋本大輝結果在難度分
6.5、完成分8.433、得分14.933分下，以
總成績88.465分獲勝。

賽後，大量網民對裁判的評分表示不
滿，認為橋本大輝在跳馬明顯出界依然獲
高分，肖若騰在單槓卻莫名被扣0.3分。消
息指，肖若騰被扣分是由於未向裁判“亮
相”，故被罰0.3分。肖若騰回應指，他知
道這是被扣分的原因：“就是加上0.3，也
是銀牌吧。有點遺憾，我很想拿金牌，但
金牌只有一個。今天我已超水平發揮了，
對自己今天的表現非常滿意。”

肖若騰為中國體操隊摘下銀牌

●●劉治宇(左)
與張亮為中國隊
實現突破。

路透社

中國奧運代表團中國奧運代表團2828日東奧賽事再有斬獲日東奧賽事再有斬獲，，於跳水於跳水、、

賽艇賽艇、、舉重項目取得舉重項目取得33金金，，金牌已累積至金牌已累積至1212面面。。除了一除了一

眾金牌健兒眾金牌健兒，，張亮張亮//劉治宇於男子雙人雙槳取得銅牌劉治宇於男子雙人雙槳取得銅牌，，是是

中國國家賽艇隊首面奧運男子項目獎牌中國國家賽艇隊首面奧運男子項目獎牌，，劉治宇賽後表劉治宇賽後表

示希望這面銅牌可讓年輕運動員後輩更相信自己示希望這面銅牌可讓年輕運動員後輩更相信自己，，未來未來

在世界大賽取得佳績在世界大賽取得佳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楊浩然

●●99人的重量再加上猛跳人的重量再加上猛跳，，終於讓終於讓
紙板床承受不住紙板床承受不住。。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大橋悠依奪大橋悠依奪
得東奧得東奧200200米米
及及400400米兩面米兩面
個人混合泳的個人混合泳的
金牌金牌。。 美聯社美聯社

●雷洛夫戴上貓口罩等頒獎，卻
被工作人員阻止。 法新社

●石智勇以破世界紀錄的佳績摘下73公斤級舉重金牌。
法新社

●●((左起左起))陳雲霞陳雲霞、、張靈張靈、、呂揚和崔曉桐代表中國賽艇隊摘呂揚和崔曉桐代表中國賽艇隊摘
下金牌下金牌。。 美聯社美聯社

●謝思埸(左)、王宗源的組合，勇奪男子雙人三米板冠
軍。 法新社

●肖若騰(右)獲得銀牌，逆轉獲勝的橋本大輝
(中)與納戈爾內則分別贏得冠軍和季軍。

美聯社

●●劉治宇劉治宇((左左))與張亮與張亮
為中國賽艇隊贏得為中國賽艇隊贏得
首面男子項目獎首面男子項目獎
牌牌。。 法新社法新社

賽艇向來為歐美隊伍的強項，尋求突破一直
是中國國家賽艇隊努力的方向，自1988年

至2016年，中國隊獲得的所有奧運賽艇獎牌（1
金4銀4銅）均來自女子項目，男子賽艇隊從未
取得獎牌。綜合新華社報道，中國男子選手（尤
其是公開級項目）在身高體重、肌肉類型等方面
與歐美選手還存在先天差距，中國賽艇協會主席
劉愛傑談到男子隊突破的難度時，也直言“如同
虎口拔牙！”故張亮/劉治宇28日以6分03秒63
成績衝線獲得銅牌，也標誌着賽艇隊取得歷史性
的突破。

女子四人雙槳創世界最佳成績
經過多年苦練創造歷史，現年34歲的張亮

賽後似乎終放下心頭大石：“我們的目標是升國
旗、奏國歌，但銅牌也是一種突破。”現年28

歲的劉治宇希望這枚銅牌可證明，中國人賽艇也
有力與列強抗衡：“奧運比賽壓力較大，但我們
今天發揮得不錯，希望這銅牌可讓後面的年輕運
動員更相信自己，只要練得好，我們是可以在世
界大賽取得好成績的。”中國賽艇協會副主席、
中國第一代賽艇運動員高敬萍，對賽艇隊員的精
神致敬：“敢破敢立，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任何事在不斷前行中都需要這樣的精神。”

雖然張亮/劉治宇未能如願奪金，但女子賽
艇隊則完成目標。28日女子四人雙槳決賽，由
崔曉桐、呂揚、張靈、陳雲霞組成的中國隊率先
衝線，6分05秒13的決賽表現還創下世界最好
成績。

謝思埸 王宗源3米板封王
跳水項目，中國“夢之隊”派出新組合謝思

埸/王宗源出戰男子雙人三米板比賽，這是跳水
隊在里約奧運未能奪金的唯一比賽，最終謝/王
配以總成績467.82分，力壓美國組合卡波比安
科/希克森奪金。謝思埸賽後指自己實現了夢
想，覺得所有辛苦、汗水淚水都是值得的。王宗
源則表示：“我到現在還是難以置信，我就這樣
成為奧運冠軍了。”

石智勇破世績實現兩連霸
舉重男子73公斤級較量，中國選手石智勇

以364公斤獲得冠軍，並且創造總成績世界紀
錄，這亦是石智勇連續第2屆奧運會稱霸（里約
奧運會69公斤級、東京奧運會73公斤級）。

而在28日晚的女子三人籃球賽銅牌賽，中
國隊以16：14戰勝法國隊，贏得這個奧運新增
項目的首面獎牌。

●●肖若騰在跳馬比賽取得肖若騰在跳馬比賽取得
1414..77分的成績分的成績。。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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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近日，Boss直聘研究院发布了《中

国留学生回国就业报告》，内容显示，

2020年下半年以来，积极在国内寻找工

作机会的海归人才规模同比增长103%。

此外，在国内寻找机会的海归人才

平均期望薪资为 14035 元，同比增长

4.3%，与2019年同期相比，在回国求职

的人群中呈现高知趋势，拥有海外高校

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才规模较2019年同

期大幅增长，硕士增长了1.6倍，博士

增长了1.2倍。

在不同学历的海归人才中，只有硕

士学历人才的平均期望薪资较2019年同

期有5.1%的增幅，其他学历人才的平均

期望薪资均有不同程度的回落。本科生

回落2.9%，博士回落13.1%。

而三月初，全球化智库（CCG）与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共同研究编著

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0～2021

）》蓝皮书也显示，留学人员回国人数

持续增加，拥有国际视野成为海归群体

核心竞争力。随着海归群体不断扩大，

海归就业的紧张形势也进一步凸显。海

归群体由2000年的 13万人增长到2019

年的423.17万人，增幅超过31倍。在海

归发展优势方面，2019年的数据显示，

“具有国际视野”取代“语言沟通能力

强”成为其在国内发展的主要优势。

从留学生归国求职的行业来看，金

融、互联网技术和教育类仍然是海归最

集中选择就业的三大类岗位。另外，海

归在国内的职业选择日益多样化，更多

人才进入实体经济行业。2020年下半年

以来，选择制造业（135%）、供应链/

物流业（132%）、医疗行业（112%）

的海归比例显著增长。

可想而知，留学生们的回国求职之

路将面临严峻挑战，人才市场竞争势必

更加激烈。尤其在互联网技术、金融这

两大热门留学领域，归国学子数量的猛

增势必导致竞争的加大。

但一方面，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快速

发展，多个行业将面临重新洗牌的机会

，对于具备多元文化视角、良好的英语

表达能力、宏观视野和适应能力的留学

学子来说，会有更多的能力展示机会，

即便求职难度增大，但职业价值将比以

前更高。

另一方面，根据硕士学历海归人才

与本科及博士学历海归对平均期望薪资

期待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海外硕士学位

的价值依旧不容小觑，同学们也可以选

择在海外继续就读研究生项目，增强个

人能力及职业竞争力。

此外，学历并不是企业考察人才的

第一要素，企业普遍更看重与“实际工

作表现”相关的素质，比如实习/工作经

验、相关工作技能。曾有调查数据也显

示，约八成的受访企业更倾向拥有2次

及以上实习经历的海归。实习对于整未

来发展而言至关重要。而很多美国大学

为学生们提供了丰富的实习活动和项目

，提供部分学校，供大家参考：

东北大学：东北大学以"co-op(合

作课程)"最为突出，除了文理科之外

，其他大多数学士课程都要修读五年

。因为学生要有一年时间是在工商机

构实习和工作。几乎所有的学生在毕

业前都会参加 co-op，每年大概有5400

名学生参加。

罗彻斯特理工学院：每年都有600

多家公司到RIT招募实习生，超过1900

家公司跟学校有合作的带薪实习项目。

辛辛那提大学：学校工程和应用科

学学院的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参加3-5次

带薪实习项目，这一规定已经有100多

年的历史了。

伍斯特理工学院：伍斯特理工学

院位于美国东北角马萨诸塞州的伍斯

特市。坐落在文化氛围浓郁的美国东

北部，伍斯特拥有众多博物馆，音乐

和戏曲表演中心。伍斯特前往波士顿

的交通非常便利，一个小时的车程即

可到达。伍斯特理工学院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所在地是美国东北

站的生物科技中心，附近有不少高科

技的机构，支持学院的科研项目，不

少学生都有机会在美国甚至去到海外

实习。

康奈尔大学：康奈尔大学的实习项

目非常不错，学校为了丰富学生的工作

经验，于暑期开设了各种为期10周的创

业实习项目，参与的企业从小公司到上

市公司均有。另外电影相关专业的学生

更能凭借学校在好莱坞的强大的校友网

，获得相对多的实习机会。

德雷塞尔大学：“带薪实习”项

目属于部分学生(如工程类专业学生

）学位课程的必修课部分，每年都有

超过9500名学生参加。项目的1300家

企业遍布全美28个州和亚洲、欧洲和

拉丁美洲的 25 个国家或地区。学校

Steinbright 职业发展中心(SCDC)每年帮

助4000多名学生进入该项目并找到工

作。

佐治亚理工学院：该校更与世界著

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合称

为美国三大理工学院。学校的co-op实

习项目丰富，其中更有一个可选5年的

Co-op项目，方便学生能在全职工作和

上课间做好切换。

最后，祝所有回国求职的同学都可

以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也希望准备前

往异国留学的同学们能够获得理想的录

取，学有所成报效祖国。

回国就业留学生数量同比翻倍
高强度竞争中你的赢面有多大？

最近，某社交网站上，有个帖子火

了，内容是字节跳动的员工发布的，吐

槽字节跳动的面试难度就像考985一样

：

1. 首先简历筛选，一般的简历根本

过不了筛选，基本上要满足：重点大

学+大厂经验+符合成长年限的经历。

2. 首先说项目经历，能把你说死，

如果你是工作三年左右，还停留在执行

者的思考，那基本完了。必须你要更深

的思考，哪怕没做过，也要会像P7以上

的人思考。

3. 再说一下代码，基本和bat大厂

一样的难度，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只要

是技术类（包括测试），不论年限，难

度都一样。运气好，能碰到 leetcode的

题目，运气不好，题目都看不懂。

4. 基础知识部分，这将是地狱。什

么开源框架，架构设计，原理模型。问

你分布式，一致性，sql锁都算轻的。

5. 其他部分，包括行测题，未来规

划，职业生涯规划等，都不是简单轻松

的，稍有不慎就是坑。落下“不会长远

规划”“潜力低，可塑性差”“成长不

符合年限”等评价。

6. 最后可能你进来发现，什么叫面

试造航母，进来拧螺丝。

大厂难进，已经成了求职者的共识

。

据统计，互联网大厂的笔试通过率

为20%，面试通过率更低，只有15%。

有同学跟球球讲了他自己做大厂笔

试题的感受：

我打开卷子，傻眼了。

笔试题第一部分十道题是文字语言

逻辑题，刚开始做自认为还行，毕竟我

是文科生。到了第二、第三部分，试题

考数理和图形的关系。只有第四部分的

两道题与运营有关。花了一个多小时做

完，脑子是懵的，根本没有为此做其他

准备，这像考公务员的行测题。

后来我得知，互联网大厂非技术岗

位的笔试普遍采用行测题，包括语言理

解、数理计算、推理判断、资料分析和

常识判断五大块。而大厂的行测题每一

道都会有答题时间，一般在60~80秒。

根据多位互联网行业的资深导师反

馈，不论你应聘的是什么岗位，笔试都

会遇到行测题，这是为了考察应试者的

分析能力、逻辑思考能力、记忆力以及

应变能力，以筛选出能够尽快适应行业

，并具有发展潜力的人才。

大厂笔试考行测题，同学们还可以

通过疯狂刷题来提高笔试通过率，但更

难的是大厂的面试。

就连已经进入大厂的人都会忍不住

吐槽：

每次听到同事面试时出的题，我都

会怀疑自己咋进来的 —— 字节员工

内推了块200份简历，1个通过筛选

，然后1面挂了 —— 字节员工

既学google、fb考算法，又学国内

bat考八股，能不难么？—— 虾皮员工

面校招岗，问的问题简直是专家级

别，我想说我还是个学生啊，你们到底

要找什么人，可太卷了！

我感觉考985比面字节简单些。面

试要看面试官眼缘，有时候出些莫名其

妙的题。—— 华为员工

现在正值春招，有不少同学都在关

注面试这件事情。与其让同学们胡思乱

想还摸不着头脑，CareerComes特邀请资

深的互联网导师来为同学们揭秘互联网

大厂面试的三大法则：

从面试官角度认清面试的本质

对互联网招聘略有了解的都知道，

互联网大厂面试的特点就是：轮次多，

单次面试时间短。

有的同学可能会窃喜：面试时间短挺

好的，面试越短，越不容易暴露缺点和短

板。但导师要说，这种想法大错特错！

互联网大厂的候选人很多，要想在

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就要在面试中

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和优势，获得面试官

的认可。

面试时间短，就意味着你需要充分

利用面试时间，准确察觉面试官问题背

后的意图，以及你应该如何回答才能打

动他。所以，面试时间短，对面试者的

要求反而更高。

如果你只想着糊弄面试官，避免暴

露缺点，那么在面试官眼中就只能泯然

众人，一轮游之后被迅速淘汰。

面试前重新认识自己

一般来说，在投递简历之前，我们

就会深刻剖析自己的性格特点，找到最

适合自己的岗位和职业发展方向，然后

仔细分析岗位JD，相互匹配。

在接到面试通知后，我们应该再对

自己进行一次分析，梳理自己的各种经

历。即便我们简历上的经历没有丝毫水

分，也请按照以下步骤梳理一次：

1）对过往经历进行一个提炼总结

，尤其是写在简历上的、能体现个人性

格特点或者优势的经历。包括自己想到

了什么，做到了什么，与其他人相比自

己的贡献如何，最终学到了什么等等。

2）去企业的官网、官方微信公众

号了解企业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念，以

及对应聘者的要求，根据企业的招聘偏

好来挑选最合适的经历，调整经历的侧

重点，反复打磨细节。

3）提前组织好语言，先列出重点

，再展开叙述，既要有广度，也要有深

度。做到“言之有物不空洞，言之有理

有逻辑”。注意篇幅，不要太短，也不

要太长。最后，在面试之前进行多次模

拟面试，提前适应面试的氛围，避免因

为紧张而语序颠倒、结结巴巴等问题。

面试前除了“知己”还要“知彼”

同学们都知道在面试前多看面经，

了解面试流程。

对于没有面试经验也没有人脉资源

的同学来说，看面经确实是还原真实面

试最有效、最简便的方法，但需要注意

的是，面经所呈现的信息有限，仅仅是

面试官基于简历和现场情况所提出的问

题。

面试的随机性非常大，不同的面试

官有不同的面试风格，针对不同的简历

提出的问题不同，面试官提问其他同学

的问题，未必会再问你。所以，面经帮

助有限，切忌太过依赖面经。

面试中面试官会根据每位同学的简

历进行提问，针对简历上的经历追问同

学们一些细节问题，这是面经无法体现

的。面试官希望看到同学们的个人特点

，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照搬面

经反而会减分。

除了了解企业的招聘标准和用人偏

好，在春招中及时获取企业招聘信息尤

为重要。

春招与秋招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春

招没有明确的截止时间，所有岗位招完

即止。对于面试官来说，只要候选人达

到及格线就可以拿到offer，先到先得，

招完之后也不会及时向外公布。所以很

多投递简历后没有回应并不是因为自己

能力不足，而是因为招满了人之后企业

已经关闭了网申通道。

比985更难进的是大厂？
字节员工吐槽：运气不好题目都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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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蒸烤箱烤油条和蛋撻蒸烤箱烤油条和蛋撻，，味道棒棒的味道棒棒的

（本報記者秦鴻鈞 ）疫情肆虐，
造成大家近二年來生活型態的改變，愈
來愈多的人這段期間宅在家工作，經常
下廚（總不能天天吃外賣），也開始關
注身處的環境和健康問題。休士頓首家
樂廚家居旗艦店（LeKITCHEN )已於
（7 月 17 日）上午 11 時在糖城百佳超
市內隆重開幕。開幕當天，嘉賓雲集，
包括：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
德州地產總經理彭梅女士，中國人活動
中心執行長、安穩保險董事長楊德清先
生，Decor Floor 銷售總監何佳先生，
維也納廚櫃董事長孫自平先生，雅坤地
板區域銷售總監Jacob等人。

開業典禮由劉金璐主持，出席嘉賓
各自發表祝詞：祝賀 「樂厨家居」 風調
雨順，生意興隆，開張大吉。突破 「網
購」 不方便，不一定合適的缺失，祝賀

大家能親自登門體驗、見識，享受樂廚
家居旗艦店所提供的各種高質量的設施
，和一流的銷售及售後服務 ！

「樂廚家居旗艦店」 董事長武渠林
先生致詞表示：感謝大家一起來見證此
歷史時刻！樂廚家居是 「樂廚家電」 在
德州第一家旗艦店。他是加州品牌、生
產廠家，是一家集研發、設計、生產、
銷售、服務為一體的專業全屋定制家居
的企業。 「樂廚家居旗艦店」 主要為您
提供安靜、高質量的抽油煙機系列、爐
台系列、蒸烤箱系列，以及廚房櫥櫃、
廚面、地板、整體衣櫃、玻璃移門、餐
邊櫃、衛浴櫃、廚房電器等多種產品。
另外，旗艦店擁有100多種不同面板搭
配，1000 多款特色五金配件及智能設
備。使家具除了家具本身，還兼具實用
與美觀雙重的藝術品呈現家中。並由經

驗豐富的師傅為您作安裝服
務。

其中以油煙機、爐灶、地
板、廚櫃四大項為該店的主
打重點：

「強力抽油煙機」 是樂廚
家居的主打品牌。能夠迅速
吸走升騰的油煙，為您營造
安全、無煙的烹飪環境。它
與高BTU配置天然氣爐灶的
強強組合，可以用大火力爆
炒出中國味道，讓您享受烹
飪美食的樂趣。

「蒸烤一體機」 堪稱烹飪
神器，不但能勝任清蒸和烘
焙的各種需求，還有蒸汽解

凍、蒸汽發酵、高溫蒸氣清潔的功能，
一機多能，使用便捷，讓您輕鬆搞定一
桌美食。

另外還： 「蜂窩紋不粘炒鍋」 ，耐
磨耐高溫，持久不粘。還有地板和各式
橱柜，歡迎上門來親自選購。

武董表示：樂廚家居第一次以實際
行動回饋大家：凡在7月16日至8月16
日（開幕首月）前來採購的客人，有抽
取抽油煙機及蒸烤箱的免單大獎的機會
；凡購買油煙機者，贈送蜂窩紋不沾鍋
（價值$169 ）；凡購買蒸烤箱者，送
紫外線消毒刀架（價值$109 ）；或購
買油煙機或爐台者，送超長質保服務
（包括五年免費人工，10 年免費更換
零件，電機終身服務）。並且，凡入店
了解產品者，或每一位入店並掃碼樂廚
微信群者贈送禮品一份。數量有限，送
完為止。

一場疫情，使太多的人從戶外廣闊
的活動空間，重新回歸平常生活的家庭
。而只有長時間相處，才發現家中平常
忽略的缺失，如抽油煙機的作用不完整
，長期影響我們的心肺功能甚至健康。
而位於糖城百佳超市內收銀台對面的
「樂廚家居旗艦店」 更是您出入百佳超

市，一眼可見，不會錯過的名店。讓
「樂廚家居」 陪我們度過每天共處的每

一寸空間，大家共享 「樂廚家居」 之
樂 ！

「樂廚家居旗艦店」 地址：3412
Hwy 6， Suite M， Sugar Land，
TX77478， 電話：（832）328-3157

圖為休士頓首家圖為休士頓首家 「「樂㕑家居旗艦店樂㕑家居旗艦店」」 於上周六上午舉行正式開幕剪綵儀式於上周六上午舉行正式開幕剪綵儀式。。由武由武
渠林董事長渠林董事長（（中中 ））與嘉賓與嘉賓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董事長彭梅女士董事長彭梅女士（（右三右三 ））執行長楊執行長楊
德清先生德清先生（（左三左三 ））及及 「「華人華人ITIT 協會協會」」 會長江岳會長江岳（（左一左一 ））等人共同主持剪綵儀式等人共同主持剪綵儀式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樂廚家居旗艦店盛大開業樂廚家居旗艦店盛大開業，，
買抽油煙機送大禮還有幸運抽獎機會買抽油煙機送大禮還有幸運抽獎機會

㕑房枱面㕑房枱面、、櫉櫃櫉櫃、、地板系列展示地板系列展示。。圖為圖為 「「樂㕑家居旗艦店樂㕑家居旗艦店」」 的武渠林董事的武渠林董事
長向來賓介紹各式抽油煙機長向來賓介紹各式抽油煙機、、煤氣爐煤氣爐、、

各種櫥櫃和地板的特色各種櫥櫃和地板的特色、、功能功能。。

圖為圖為 「「樂㕑家居旗艦店樂㕑家居旗艦店」」 的武的武
渠林董事長向來賓介紹各式抽渠林董事長向來賓介紹各式抽
油煙機油煙機、、煤氣爐煤氣爐、、各種櫥櫃和各種櫥櫃和

地板的特色地板的特色、、功能功能。。

「「樂㕑家居旗艦店樂㕑家居旗艦店」」 董事長武董事長武
渠林渠林（（右右 ））與貴賓與貴賓 「「中國人活中國人活

動中心動中心」」 執行長楊德清執行長楊德清。。

店中展式各種廚房櫥櫃店中展式各種廚房櫥櫃、、枱面枱面、、
地板各種面板地板各種面板。。

Decor FloorDecor Floor銷售總監何佳先生銷售總監何佳先生
致賀詞致賀詞。。

圖為樂厨電器的品種介紹圖為樂厨電器的品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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