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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信-讀者來信
--她救了我們祖孫三代人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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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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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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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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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2-526-6288;
281-818-7928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上午
10AM—下午 5PM

休城工商

專業團隊打造 「松園居
松園居」」 高端養老社區
符合亞裔長者需要 提供全天候服務與關懷

(本報休斯頓報導) 本著東方文化的
精神，休斯頓第一個亞洲風格的養老社
區 「松園居」已經開放入住了， 「松園
居」從建築規劃、健康照顧、活動設計
、餐飲準備等，無論是硬體或軟體設備
都由專業團隊執行，希望能為長輩們開
創一個舒適又安靜的空間，提供值得信
賴的關懷，讓他們在身心兩方面都能受
到良好的照顧。
「松園居」位於休斯頓中國城，提
供老人家高級生活補助及失智護理，其

豪華服務包括:用藥提醒、24 小時護理以
及工作人員、個人照顧、渡假式餐飲、
交通車輛安排、日常居民活動、郊遊散
心、禮賓和沙龍服務、家政清潔等等，
讓住在這裡的長輩們能開心又安心。
多種特惠等著您
最近， 「松園居」推出了數種的特
惠，包括一個月房租免費加上指定單位
的額外優惠，歡迎需要的長輩們參觀及
入住，有興趣的長者們可要把握機會。
符合亞裔長者們的需求

松園居從一開始構思，就以亞裔社
區為主要的目標，建築內部設計非常雅
緻，無論在顏色搭配、裝潢布置、以及
所用的家具都呈現亞裔的文化特色，是
一個高端的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與
失智照護(Memory Care)養老社區，為長
者們提供量身訂做的家庭生活方式。
建築設計師李兆瓊表示，亞裔長者
們的生活方式與需要都和西方社會不太
相同，像是飲食、語言、生活模式、習
俗文化等，亞裔社區需要有符合我們自
己需要的養老場所。
7/24 全天候服務
松園居位於休斯頓的中國城，佔地
75,000 平方英尺，是免維護型長者社區
，一周 7 天 24 小時全天候服務，配有多
語言看護人員和工作人員，有餐館式的
食堂、定時的接送服務、定期舉辦社區
內活動、提供家政及洗衣服務、精心打
理的花園，還配有水療、以及前臺禮賓
服務。
塔倫蒂諾副總裁 Nastasya Shannon 表
示: 「現代的老年人希望有一個無憂無慮
、精彩充實的生活。松園居是一個專為
亞洲長者設計的社區，為日常生活需要
協助、和記憶障礙長者提供護理與照顧

，從豐富日常社交活動昇華到健康充實
的生活。」
專業認證的護理人員
松園居有經過專業認證的護理人員
，為有患有阿爾茨海默症（老人癡呆症
）長者提供護理，社區會為每一位長者
進行個性健康評估，從而提供量身定制
的護理計劃。這裡還擁有自己的社區健
康中心，裡面有執業護士，經過專業認
證的護理人員給長者提供服務，包括健
康審查、尿失禁護理、用藥管理、家庭
保健、以及有醫療機構提供現場的服務
。
符合風水原理
「
松園居（The Pines At Bellaire）」
由專業團隊精心策劃，採取中國風水的

觀念，建築的材料、方位、顏色等，都
符合風水原理，以期能增進住戶的身心
健康，進而延年益壽。同時，松園居還
有正宗的亞洲美食和各項身心靈活動，
來滿足亞裔長者們的生活上的需要。
網上 360 度參觀鏈接：https://www.
pinesatbellaire.com/virtual-tour/index.html
歡迎長者們參觀及入住，洽詢請致
電: 281-729-8434。
松 園 居 地 址: 12420 Bellaire Boulevard,
Houston, TX 77072。網址 www.pinesatbellaire.com。

華人工作市場的新契機
免費講座::了解認證護士助理
免費講座
了解認證護士助理CNA
CNA
(本報休斯頓訊) 如果你正在為你的
學歷和工作經驗擔憂，掙扎在美國主流
市場尋找體面的工作，一個全新的工作
崗位正悄悄地變得越來越熱門，那就是:
認證護士助理 CNA。
美國勞工統計局估計到 2028 年市場
對 CNA 崗位的需求量，將以每年 9%的
速度增長，超過同等其他任何勞工崗位
。
這樣熱門的崗位要求並不苛刻， 很
適合華人接軌主流社會，並且將來有很
光明的發展前景！

1.認證護士助理 CNA 的證書 需要
4-5 個星期的培訓
2.認證護士助理的崗位不需要以前
的工作經驗， 高中畢業學歷
3.認證護士助理 CNA 可以繼續深造
發展成為註冊護士 RN
4.認證護士助理 CNA 的工作時間和
地點靈活，有些可以自己選擇
5.認證護士助理 CNA 正式簽約後，
公司提供個人甚至家庭的醫療保險（包
括眼科，牙科）
6.CNA 崗位收入是 W-2。雇主支

付部分稅款。這將幫助他們成為合格的
納稅人，以便在退休時獲得社安保障和
醫療保險！（穩定和豐厚的福利）
7.通過考試取得 CNA 證書後，保證
工作機會
如果你想了解和諮詢更多的信息，
請參考附圖，歡迎報名參加公益免費講
座！時間是 8/15 週日的下午二點。
詢 問 電 話:872-228-6038、
346-252-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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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芝加哥舉行橡皮鴨“
美國芝加哥舉行橡皮鴨
“賽跑
賽跑”
” 獲勝者可得 SUV 汽車

美國伊利諾斯州芝加哥舉行年度“
美國伊利諾斯州芝加哥舉行年度
“橡皮鴨比賽
橡皮鴨比賽”。
”。比賽中
比賽中，
，組織者
向河中放置了 7 萬只橡皮鴨
萬只橡皮鴨，
，捐贈者以每只 5 美元的價格贊助了
美元的價格贊助了“
“參加
比賽”
比賽
”的鴨子
的鴨子。
。第一只沖過終點的鴨子捐贈者將贏得一輛 SUV 汽車
汽車。
。據
悉，該慈善活動將幫助伊利諾伊州特奧會籌集資金
該慈善活動將幫助伊利諾伊州特奧會籌集資金。
。

影響水位上漲
閩江受臺風 盧碧

中國閩江福州段水位高漲，
中國閩江福州段水位高漲
， 福州金山寺周邊礁石
已被淹沒。連日來
已被淹沒。
連日來，
，受今年第 9 號臺風
號臺風“
“盧碧
盧碧”
”影響
影響，
，
福建多地普降暴雨，
福建多地普降暴雨
，閩江水位不斷上漲
閩江水位不斷上漲。
。

柏林舉辦激光投影展 數字藝術美輪美奐

﹁
﹂

德國柏林，
德國柏林
， 遊客參觀名
為 “ 零小時
零小時”
” 的激光投影展
， 沈浸在美輪美奐的數字藝
術中。
術中
。據悉
據悉，
，該展覽由 Vasi
Vasily Fedotov 和 Balthazar
Jungnell 打造
打造。
。

故事天地

那一抹蓝色
他在信里说到他的新培训班人更多
，他的同学专业水平很高，吉他已经
熟练了，而他才堪堪入门。我一想也
是，他一边打工一边学，自然没有人
家学得好。
03.
在我去城里读高中之后，就再也没
有收到过他的回信，大概是他很忙吧
！那时我学业也很繁重，桌上堆了一
大摞作业，晚上回宿舍还得开着台灯
预习功课，渐渐的也没有时间去给他
写信了。
于是我们就这么断了联系，好在我
们两家离得不远，倘若他过年回家我
应该可以去看他。所以我就这样扳着
指头算着日子，一边学习一边憧憬着
再次看到他。
那年过年，他没有回来，只寄了一
封信给他父亲，封面上的地址是个陌
生的城市，那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的远
方。
拆开一看，信上只有短短的一行
字 —— 一 切 安 好 ， 勿 念 ！ 连 敬 称 和
落款都没有，大概他对他父亲当年
不肯支持他上艺术班还是有怨言的
术班里。
抽着旱烟摇了摇头；他的母亲转身过去 吧 ！ 字 很 好 看 ， 行 云 流 水 地 排 列 在
信签纸中央，简洁而有力，如同他的
在那个年代，读书被乡下人视为唯 ，偷偷揩了揩眼泪。
性子一般。
一的出路，早早地辍学会让父母脸上无
02.
我过年没能看到他，很是遗憾，又
光。因为这事儿，他没少挨他父亲打骂
。一家子都是倔驴，谁也不肯让步，最
我去了镇上的中学读书，一个月只 不好冒昧写信打扰他，于是便只能走一
后他以离家出走要挟，他父亲这才作罢 能回家一次，我们倒是很少见面了。我 步看一步，期待着命运能给我们安排一
场久别重逢。
，勉强同意他辍学去上艺术班，条件是 忙着学习，他沉浸在音乐世界里。
学费和生活费都得他自己挣。
学校的生活平淡如水，我每日重
04.
我去他家看他的时候，他正在后山 复着三点一线的生活，与课本为伴，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一家建筑公司
的青石板上开嗓呢！他先是往喉咙里灌 跟作业、试卷做斗争；他换了一个更
了一大口水，然后用手扯了扯嗓子，就 大的艺术班，远离家乡亲人小伙伴， 做文职。像在学校一样，还是每天重复
开始“开嗓”了——咪咪咪，啊啊啊。 不用听父母的唠叨，我不由很是羡慕 着三点一线的生活，乏味而又不得已而
为之。
这声音实在不堪入耳，就像一群苍 他的自由。
经过五年的摸爬滚打，我在公司渐
蝇在脑袋旁转来转去一样，扰人心神。
但一想到他那双往外渗血的手，我
我不堪其扰，看他练得入神，便原路返 突然觉得读书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儿， 渐有了一点地位，从一个小小的文职升
回了。
至少没那么累，虽然每天作业做到深夜 到了经理。总经理安排了一个项目给我
对接，那是一个学校的运动场的招标，
自那时候起，他早上去艺术班学 ，试卷垒起来比我还高。
习，下午在镇上的餐馆给人家做小工
那时还没有手机，我们只能通过书 被我们公司投标了，此行是陪同校方验
，做的是打扫卫生、刷盘子之类的活 信交流。我和胡子约定好，每个月给对 收。
我和几位同事驱车前往，那个学校
。那家餐馆的生意是镇上数一数二的 方写一封信，用以联络感情。我们要走
是当地最好的一个高中，每年的升学率
，所以他的工作很是繁重，手长时间 的路本身就是不一样的，倘若再缺乏交
泡在水里，慢慢开始起皱变白，一幅 流，那么我们的感情就会变得和水一样 位居全省前列。地址位于郊区，远离喧
嚣，很适合当做学校。
皱巴巴的样子，像极了他父亲积攒了 的淡。
刚到校门口，校方的代表和施工队
很久的零碎的钱。
我写信告诉他我最近的事儿，写
回到家里，还得练吉他，这是艺术 到我的成绩下滑是因为我暗恋了一个 的代表就迎了上来，两个大腹便便的领
班的老师特意交代的，务必要在今年之 女孩子；写到家里最近开始种玉米了 头热情地带领我们进了学校的运动场。
我赶着验收完好下班，便没有跟他
内学入门，不然明年就不收他了。起皱 ，我顶着炙热的阳光和父母去山坡上
的手碰到弦，没弹几下就开始渗血，直 播种；写到镇上的那家餐馆因为卫生 们多做交流。其实我只是来充当一个看
客，真正的验收是由我身后的这些专业
看的人瘆得慌。他的父亲在一旁看到， 问题关门了。

追梦
那些碎了一地的梦，最后都只能化
作尘埃，渐渐湮灭在岁月长河中。
01.
12 年我小升初，从一个熟悉的地方
辗转去陌生的地方，更多的是惶恐与好
奇。毕业前夕的某天，我躺在小学的草
坪上，身旁是我的铁哥们——胡子。
我对他说了我的惶恐，他故作深沉
地说：你这全是因为没有目标，假如你
有了目标，知道自己想要做的事儿，然
后再朝着这条路去努力，你就不会感到
惶恐了。
我听得似懂非懂，但为了保住我的
面子，就反问他：你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吗？
他：我想做个歌手，自己作曲、写
词那种。
我：歌手？啥是歌手？
他：简单来说，就是唱歌的人。
我：哦哦，这样嘛。
他：……你就不鼓励一下我？
我：我觉得不太靠谱，哈哈哈，你
还是想点实际的吧。
他：呸，我肯定能成功的，明天我
就去学。
后来他果真去学了，偷了他爹藏在
箱子里的钱去报了一个艺术班。学也不
上了，整天沉迷在那个只有几个人的艺

的人来做的。
这个运动场规模颇大，所以验收
比较耗时，我又不懂行，便在学校内
四处走一走，感受一下激情燃烧的岁
月。
我走着走着，忽然看到一个略微熟
悉的身影，那是一个全身沾满泥灰的工
人，双眼呆滞，清瘦的身形，黝黑的脸
，布满老茧的手。
我揩了揩眼镜镜片，定睛望去，正
是久别重逢的胡子。我激动地叫住了他
，他转过头来，看到我，首先是惊喜，
然后是羞涩。
我忽然明白了这“羞涩”的意思了
。在小学的草坪上，他曾经说以后会做
一个歌手，现在却做了一个与钢筋水泥
为伴的工人。当然我并不觉得歌手会比
工人高尚，大家都是讨生活，无所谓职
业。
05.
我们找了一家餐馆，点了一些菜，
跟老板要了一瓶酒，边喝边聊，他唏嘘
地说到年少时的梦——“那会儿我是真
想当一个歌手，学了个大半我才突然发
现自己跟不上时代了，那些 APP 排行榜
上所谓的‘歌曲’实在……。”
“我这才明白我所向往的乐坛已
经变了味，你看现在那些歌手，有几
个是能独立作曲、写词的？都是拿别
人的来用，歌词俗不可耐，强行押韵
，故作矫情，实则狗屁不通。我一想
，我实在不能同这群人同流合污，于
是退了学费，来了这里，做个工人，
踏踏实实地做事儿，挣良心钱，自己
也安心些。”
我没有接话，这话不太好接，倘若
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那不就是在否定
他之前的努力了吗？于是我只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我们俩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说
些无关痛痒的闲话。临走的时候，我同
他辞别，再次提起了幼时的那个问题
——那你以后准备做什么？
“挣钱，我爹的病……”我这才想
起来，他父亲去年年末出了车祸，落得
个半身不遂，现在还在医院的病床上躺
着。
他的梦被社会的现实放逐了，就像
被人扔在地上的玻璃，碎了一地，再也
拾不起来了。只能当做回忆，组成人生
的一部分。
不知他年迈后，是否能想起他的歌
手梦；想起那双渗血的手；想起那颗炙
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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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激光牙周病治療
白牙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199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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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州長諾姆：為了自由美國人開摩托車
來到最自由的總統山州集會

【美南新聞泉深】南達科他州斯特吉斯摩托車集會（The
Sturgis Motorcycle Rally)是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車愛好者集會之一
。雖然集會一直倡導獨立精神，但過去兩年因新冠疫情，美國人
民對自由有了新的意義。
除了七月四日國慶節之外，斯特吉斯摩托車集會一定是美國
最具標志性的自由慶祝活動之一，還有哪裏比在全國最自由的南
達科他州更適合慶祝？
盡管存在新冠病毒的 Delta 變種，但隨著美國人從新冠病毒
中清醒過來，今年斯特吉斯摩托車集會吸引了數百萬人。 8 月 15
日是摩托車拉力賽的最後一天是，雖然集會還沒有結束，但有參
加人數遠遠超過 2020 年的出席人數。
現在是南達科他州有史以來最好的旅遊季節之後。創紀錄數
量的美國人湧向擁有拉什莫爾山（總統山）的州，尋求以小城鎮
、州立公園和國家紀念碑作為他們選擇的自由目的地。
總統山無疑是美國最知名的標志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南達
科他州的座右銘：“在上帝之下，人民統治”（Under God the
People Rule）。
個人的權利孕育了美國這個國家，而這種獨立精神驅使美國
不僅成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而且成為整個世界的領導者。
美國《福克斯與朋友們》電視欄目于 8 月 12 日上午 8 時（美
國東部時間）播放了南達科他州州長克裏斯蒂·諾姆（Kristi No-

em）在斯特吉斯摩托車集會中發生的事情和討論的話題。
南達科他州州長諾姆于 2021 年 8 月 9 日在參加斯特吉斯摩
托車集會慈善騎行之後，在斯特吉斯布法羅奇普（Buffalo Chip
）營地迎接外州來的客人。
州長諾姆說：“斯特吉斯摩托車集會是通過在廣闊的大馬路
上騎上摩托車來探索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家。騎摩托車的人來到這
裏是因為他們想念這裏，我們喜歡看到他們！”
州長說：“我一直處在我的權力範圍內，並授權公民和企業
為自己做出決定。我沒有強制他們那樣做，而是選擇讓人們為政
府無權做出的決定承擔個人責任。”
“與我交談過的許多遊客說，他們是特意來到南達科他州，
因為這讓他們想起了他們長大的美國-免費、獨立。擺脫大城市
和左傾意識形態強加給他們的限制和麻煩。”
“與此同時，我們目前擁有美國最低的新冠病例數。我們還
與輔導員一起努力為藥物濫用者提供服務，在全國範圍內減少了
15.9%的藥物過量死亡人數。”
“這些都表明我們在南達科他州所做的工作正在發揮作用並
幫助我們的公民。”
但華盛頓和媒體猛烈抨擊斯特吉斯摩托車集會是新冠病毒
的 “超級傳播者”，並發放騎行集會的圖片和視頻。
州長接著說：“然而，華盛頓特區的官僚和媒體對斯特吉斯

摩托車集會進行誹謗，而無視音樂會的觀衆、豪華生日派對以及
美墨邊境持續的危機。”
“這是一種雙重標准，讓所謂的精英們可以隨心所欲，並要
求其他人按照他們說的去做。這是他們領導力的失敗，也是為什
麽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逃離大城市和藍州前往南達科他州等地的原
因。”
“我們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存在風險，像今年參加拉力賽
的騎手們比任何人都好。”
州長說：“毫不奇怪，當我在周一的傳奇騎行開始時騎著馬
舉著國旗穿過戴德伍德市中心時，迎接我的是自由和我攜帶的美
國國旗的歡呼聲。”
“在同一場活動中，我們拍賣了一幅畫和我攜帶的那面國旗
，共計 80,000 美元，以支持‘珍愛生命’的慈善機構，該慈善
機構幫助被人口販子販賣的受害者。”
“這次斯特吉斯拉力賽之旅令人難忘。拍賣結束後，我跳上
摩托車，帶領 300 名騎摩托車的人從戴德伍德騎行到斯特吉斯的
布法羅奇普，在那裏繼續慶祝自由。”
州長最後說：“在上帝之下，人民統治——他們在南達科他
州的開闊道路上自由騎行！”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紀實文學

2001 年杜月笙女儿回国
只有我一个回家，他们都走了
纸醉金迷的旧上海，书写的是一段历
史往事。
作为青帮“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
曾是这里的“土皇帝”，无论是什么达官
显贵，只要来到这里，都要给“三分薄面
”。
可随着时局变化，旧上海也一去不复
返，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中国。
这些历史的罪人，最终大多都选择逃
离这里，其中就包括杜月笙，他当初家大
业大，手下党羽无数，做尽了坏事。
可他的女儿杜美如在2001年再次重回
故里，来到了宁海路。
这里有一篇上海现存不多的老洋房当
中，而房中却有着不一样的历史，它所承
载的历史，正是那个年代的一处缩影。
这位当年的“上海千金”，可能此刻
也是感慨万千，望着昔日夜夜笙歌的杜公
馆，也会有黯然神伤的感情。
她说：“只有我一个人回家，他们都
走了。”
杜美如的人生跌宕，和父亲无法脱离
或许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削苹果的毛
头小子，最后能在上海叱咤风云。
杜月笙在上海打拼多年，几乎每天都
受尽了白眼，可加入青帮之后，他也找到
了一条飞黄腾达的路，只是起初，每一天
都提心吊胆。
他把“三碗面”吃得淋漓尽致，很快
成为了青帮的龙头人物，那会他师从黄金
荣，负责法租界的赌场，逐步建立了威信
。
后来，他的生意如日中天，越做越大
，再加上穷困出生让他身边信徒无数，很
多别人办不成的事情，只有他能办成。
因此，杜公馆逐渐成为了社会名流的
聚集地，只要他振臂高呼，无数人必将前
赴后继。
旧上海的巅峰时期，可以说正是在杜
月笙的统治下进行的。
旧时代流氓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听戏。
那会戏曲界有著名的母女，母亲唱老
旦、大女儿唱须生、小女儿唱武生，三人
配合十分默契，很快成为了上海滩戏曲界
有名的存在，两个女儿正处青春年华，姿
色姣好，很快吸引到了杜月笙的注意。
为此，杜月笙主动接近母女三人，还

提供了不少帮助，母亲当然知道杜先生的
用意。
可，想要在戏曲界立足谋生，如果得
罪了杜先生，无异于自杀。
大女儿姚玉英就因为这样而不堪其辱
自杀，小女儿姚玉兰也是杜月笙的心头所
好，一番操作后，她也顺理成章成为了杜
月笙的四姨太，两人在婚后生下了两对子
女，其中就包括杜美如。
杜月笙虽然厉害，可只是在某种特定
的场景之下。
当国民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他和他的
青帮也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
解放前夜，蒋介石的部队早已是兵败
如山倒，可杜月笙当过反动政府的走狗，
还迫害过一些普通老百姓，这些如果算起
来，砍他的头一点都不为过。
杜月笙挂念女儿的安危，干脆托人将
她送到香港去，从此以后，杜美如就有半
个世纪的时间没有再回到家乡了。
他的人生辉煌，也彻底成为旧账，再
无往日风光。
落魄的时候，就算是生活都得要靠朋
友去接济，还在香港重病缠身，行动都成
为了一件难事，可自己还有一家人要养，
此时他也不知如何是好。
还没等他想明白，他便离开了人世，
曾经的“阔太太”和“富家女”，如今已
然变成了一堆孤儿寡母。
可是，杜月笙并不是普通人，他的身
上沾着太多的政治色彩。
这也就同时说明了，作为他的后代，
也不会就这么轻而易举的生活着，要么锦
上添花，要么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1953年，杜美如的母亲接到了一封来
自宋夫人的信件，邀请她们前往中国台湾
定居。
母亲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他当然知
道这份邀请背后是什么含义，可是就算在
香港，顶着“青帮老大”女儿的头衔也没
有办法生存，父亲在世的时候仇家多的数
不清，现在几乎个个都想要了她们的命。
她们终于因走投无路来到了台湾，不
过对于杜美如来说，她是幸运的。
在这里，她认识了中校飞行员蒯松茂
，两人在不久后结为夫妻。
平淡的生活开始了，几年之后，由于
丈夫出任约旦大使馆军事参赞兼助理的工

作，杜美如陪同丈夫一同来到约旦国，谁
也没想到，这便成为了一个新的契机。
由于约旦国王对中国的历史非常有兴
趣，夫妻俩一拍即合，要不干脆直接开家
中餐馆吧！
结果馆子一开，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可对杜美如来说，这位“富家千金”也变
成了“劳动人民”。
天天洗衣做饭什么的都是生活常事，
最要命的就是服务客人了，有些客人比较
挑剔，只要菜品稍微有点不满意，便会指
手画脚，可这位当年呼风唤雨的富家千金
终究还是忍了下来。
这家饭店，一开就是三十七年。
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的一生一共娶
了五位妻子，加上领养了一个儿子，家里
一共有十个子女，他是流氓，却非常注重
教育，这也许是女儿能够任劳任怨做好一
件事的原因。
后来，这些子女中有高官、有商人、
还有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可没有一个人去
做坏事，杜家的家风培养的还是相当不错
的。
杜月笙的后辈们各个都没有父亲的影
响力，可“名人效应”在他们的身上体现
得更加明显，一言一行都会受到社会各界
的关注，可大家似乎有一种默契：不依靠
父亲的影响力做事。
杜家有不少后代过得非常艰难，比如
杜美如，挣的钱也都是辛苦钱，难道父亲
没有留下家产吗？
其实，当初在杜月笙去世以前，他把
一生中拿到的所有欠条全部拿出来，这里
面都是别人欠他的钱，当着所有人的面，
他将所有欠条全部丢到了火盆当中，里面
光一个叫王新衡的就欠了杜月笙500根金
条，这在这些欠条当中都是少的。
可能在他的眼里，授之以鱼不如授之
以渔。
在子女教育的过程中，他也一直都在
灌输这个道理，所以杜美如能享受富家女
的生活，同样也能吃“打工”的苦。
杜美如从来没有靠自己的父亲名头去
挣钱，一步一个脚印去把自己的中餐馆开
大。
魂绕梦牵的，还是上海
对于杜美如来说，一生中最为幸福的
时光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才是真正的

家乡。
在外漂泊了几十年，当了一辈子“普
通人”，对她来说，自己挣的钱已经完全
够花了，不过人的内心深处，总有最为在
乎的地方。
开了一辈子餐馆，杜美如的心中总有
遗憾，或许人老了，就会想着“落叶归根
”。
2000年，两人年事已高，已经没有什
么精力在约旦继续经营餐馆了，索性直接
退休，当“幕后老板”，将餐馆交给员工
去打理，这样自己就有了大把的时间。
一闲下来，杜美如便迫不及待地想要
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回家。
第二年，杜美如已经是87岁高龄了，
这一年她重新回到祖国，不想给人生留下
遗憾。
她从浦东机场下的飞机，这里的浦东
已经跟她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了，一种自豪
感油然而生，自己的家乡，在这几十年的
时间里，已经完全变了另外一幅模样。
杜公馆的门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
着：竹苞松茂。
让人惊讶的是，这是杜月笙当年题的
词，只是小时候自己并没有太过注意，此
时她一惊的原因，是这个“松茂”竟和自
己丈夫名字当中的“松茂”如出一辙。
这就是一个天大的巧合了，因为杜月
笙去世的时候，杜美如的丈夫还没有出现
呢。
丈夫蒯松茂同样也是离开了家乡半个
多世纪了，他也有一个愿望：带自己的妻
子回老家去看看，那里是安徽。

两位老人在安徽呆了一段时间，又辗
转到苏州去游玩了一番，虽然年龄都大了
，可他们回来以后却格外的精神。
当杜美如重新回到斑驳的老房子，那
些童年的回忆总是跃然于眼前，在她的记
忆中，儿时的杜公馆，宛如一个“菜市场
”，不过来来往往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之
人，自己因为是“小公主”，也受到了大
家的热烈欢迎，那种日子无拘无束，只不
过一切都是暂时的。
当历史不断地向前推进，杜月笙在滚
滚的历史长流中仅仅就是一粒较大的尘沙
，他逐渐沉入了海底，消失了踪迹。
当年无人敢惹的“富家千金”，也在
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当着普通百姓，人
生总是如此难以预料。
回想到当年的点点滴滴，杜美如难以
克制自己的情绪，不禁掩面而泣，她说：
“只有我一个人回家了，他们都走了。”
从那以后，每到春节，她都会和自己
的丈夫踏上返乡的路程，后来，《海上传
奇》的剧组还专门联系到了两位老人，希
望拍摄一部关于杜月笙的纪录片。
据杜美如回忆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有高层领导联系自己的父亲，希望他能
够返回大陆。
因为杜月笙在抗日中捐赠了大量物资
，也算是有功之人，杜月笙思来想去，原
本也是计划回到上海去，还写下了一封答
复。
不过，到最后，杜月笙还是没能回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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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網報道，隨着中國體育代表團的最後一批成員
抵達北京，所有參加東京奧運會的中國體育健兒們都
已凱旋。根據防疫要求，運動員們將在多個城市進行
隔離。賽場上虎虎生威的奧運健兒，在隔離期間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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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生活枯燥？

做些什麼呢？

中國奧運健兒

可“ 玩 ”出新花樣
中表國

代
團
共 收 穫 38
金 32 銀 18
銅 ， 38 枚 金
牌，追平了境外奧運會的
最佳成績。賽場上的出色發
揮源自於平日的艱苦訓練，即使
是回國後的短暫隔離生活，通過訓練
保持身體狀態，也成為多數運動員的日常，
網友們直呼“太自律了”。

侯志慧廚房變力量訓練房
●汪順展示
一些基礎訓
練。 汪順抖
音截圖

隔離房間的廚房被改造成了侯志慧的力量訓練
房；被譽為“寶藏女孩”的李雯雯進行着簡單的拉
伸、力量訓練；摘得男子 200 米混合泳金牌的汪順，
則進行了俯臥撐、瑜伽等基礎訓練；幫助中國隊時隔
13 年奪得蹦床金牌的朱雪瑩，
進行着團身跳的練習。
東京奧運在社交媒體和
視頻平台引起了熱議。面對
熱情的媒體和網友，“直
播+連麥”互動同樣受到
了不少運動員的青睞。
射落兩金的楊倩人
氣爆棚，在直播中回應髮
卡和保研等話題；在東京以
“金雞獨立”聞名的李發彬，則
是和演員趙文卓互動，說期待對方
可以參加自己的婚禮。

隔離伙食變美食 Vlog
由於運動員們不能隨意出入，每日
三餐會有專人送到房間，那麼隔離期間
的伙食如何呢？運動員們的美食 Vlog 可
以給你答案。
“吃的還是豐富的，有一份湯、一
份水果和一份盒飯，不過我的飯量比較
大，一次要吃兩份盒飯”，汪順對於伙食
的評價頗高；中國三人籃球女籃隊員楊舒
予則是為網友們送上了沉浸式視頻，四菜
一湯是“基本操作”。
●李發彬展
示 “ 金 雞 獨
立”。 李發彬
抖音截圖

健兒們一個緩衝的機會，不少運動員們趁此機會展示
了不為人知的才藝。
重劍冠軍孫一文身穿入場禮服開啟了一段舞蹈慶
祝表演；射擊冠軍楊皓然同樣“文體兩開花”，熟練
地彈起了吉他；同在射擊隊的張常鴻則是在鏡頭前一
展歌喉；近期爆火的“袋鼠搖手舞”，你看過奧運冠
軍版嗎？平衡木冠軍管晨辰為大家表演了一番。
本次奧運會，中國代表團的出色表現令人欣喜，
在回國之後，運動員們便開始整理自己的“奧運總結
報告”。
“現在是不是所有的運動員都在寫總結啊，我已
經修改了 6 遍了了了了了了”“沒有不務正業，總結
早寫完了”，賽艇女子四人雙槳冠軍呂楊、蹦床亞軍
劉靈玲紛紛在社交媒體晒出了自己的總結，楊舒予拍
攝的 Vlog 中同樣出現了“2020 東京奧運總結”，網友
們不禁表示：“是寫論文時候的我”。

傳授健身妙招
平日裏，運動員們有着嚴格、科學的訓練計劃，
早前的“全民健身日”，不少奧運選手面對鏡頭介紹
了健身妙招。
“背挺直，手扶牆，跟着雨霏練力量”、“左伸
手，右抬腿，強健腰腹看孫煒”，在公益宣傳片中，
奧運選手帶着大家一起健身。羽毛球女單冠軍陳雨菲
拍攝了“我沒有小肚腩”、
“奧運冠軍陳雨菲教你房間
內練步伐”等視頻，向網友
們介紹如何鍛煉腹肌、怎樣
在室內練習羽毛球步法。
原本有些枯燥的隔離生
活，被運動員們“玩”出了
花樣。希望他們都能夠順利
結束隔離，為奧運征程畫一 ●楊舒予變身美食專
個完美的句號！
家。 楊舒予抖音截圖
●楊皓然熟練地
彈起了吉他。
彈起了吉他
。楊
皓然抖音截圖

展示不為人知才藝
此次隔離也給了在奧運賽場拚盡全力的

足總分享會暨嘉許禮
劉潤兒膺
“香港足球小姐
香港足球小姐”
”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足球總會日前舉
辦“香港足球總會分享會暨嘉許禮”，
為本年度“香港足球小姐”得獎者揭
盅，結果由大埔女足中場劉潤兒奪得。
會上亦頒發“女子足球優秀表現獎”及
“女子足球傑出發展獎”兩個由有心人
士捐款而新設立獎項，為各女足選手和
球會的努力作嘉許。
應屆“香港足球小姐”劉潤兒，過去
一季作為大埔女足主力，在賽馬會女子甲
組足球聯賽上陣14次，並攻入6球，最終
幫助球隊以第6名衝線。對於今次獲獎，
劉潤兒表示：“經常聽到以生命影響生
命，之後我亦會教導自己球會的年輕球
員。由於我是從事教育行業，我亦希望可
以用自己的能力去影響或感染年輕球員，
令他們喜歡踢足球。希望往後的日子，我

可以成為年輕球員眼中，一位努力及態度
積極的好榜樣。”
此外，公民（女子）、樂天（女
子）、車路士足球學校（香港）（U18
女 子 ） 和 公 民 （U15 女 子 ） ， 亦 獲 頒
“女子足球優秀表現獎”。於剛剛過去
的女子甲組聯賽奪得冠軍寶座的公民
（女子），亦連同港會（女子）、傑志
（女子）和大聯盟足球學院（女子），
贏得“女子足球傑出發展獎”。至於香
港足球總會副主席霍啟山則在嘉許禮上
分享感受：“感謝各位運動員在過去一
年的努力，同時亦感謝各間球會和背後
的工作團隊。香港足球總會會一直支持
女子足球發展，希望各女子足球員繼續
努力，成為香港代表隊成員，為港爭
光。”

▼一眾出席分享會的
嘉賓大合照。
嘉賓大合照
。
足總圖片

●蘇炳添希望到內蒙古走走
蘇炳添希望到內蒙古走走。
。 法新社

蘇炳添想到內蒙古感受大草原
10 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文化和旅遊廳黨組書
記、廳長鄭東波向“亞洲飛人”蘇炳添發出邀請：“熱忱歡迎奧運英
雄來草原。”
蘇炳添在東京奧運會男子 100 米半決賽中，以 9 秒 83 的成績打破
亞洲紀錄、排名第一進入決賽，成為中國首位進入男子100米決賽的運
動員。
近日，蘇炳添在社交平台表示，假期要來內蒙古感受下大自然的
空氣和當地的旅遊文化，因為那裏很乾淨沒有太多的雜音，希望去內
蒙古好好休息一下。
鄭東波回應稱：“我們的奧運英雄蘇炳添（副）教授，聽說您要
來我們內蒙古度假，我代表內蒙古各族人民向您表示熱忱歡迎，歡迎
奧運英雄來我們內蒙古大草原。”
“這裏正像您所說的，這裏的天是非常遼闊的，這裏的風也是非
常柔和的，來到這裏，給心靈放個假，希望您帶着自己的家人和戰友
們一同來內蒙古大草原。另外，內蒙古的文化非常厚重，因為我們國
家 56個民族在內蒙古大地上生活的就有 55個，每一個民族都有非常璀
璨的文化，一定會讓您發自內心的感受到我們偉大祖國的多彩民族文
化。”鄭東波表示，大草原安排好了！
●中新網

鄧亞萍讚馬龍為定海神針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楊浩然
楊浩然）
）奧運冠軍
奧運冠軍、
、乒乓球女子單打大滿貫
得主鄧亞萍，日前就東京奧運會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得主鄧亞萍，
日前就東京奧運會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當談到贏得男團和
男單金牌的後輩馬龍時，
男單金牌的後輩馬龍時
，鄧亞萍稱讚這位奧運 5 金得主
金得主，
，絕對撐得起
“龍隊
龍隊”
”這個稱號
這個稱號。
。馬龍在早前東奧拿下個人第 5 枚奧運金牌
枚奧運金牌，
，超越鄧
亞萍、
亞萍
、王楠
王楠、
、張怡寧
張怡寧，
，成為國乒隊史上奪得奧運金牌最多的選手
成為國乒隊史上奪得奧運金牌最多的選手。
。在談
到自己金牌數被超越時，
到自己金牌數被超越時
，鄧亞萍誇讚馬龍
鄧亞萍誇讚馬龍“
“了不起
了不起”，
”，並指出馬龍正手
並指出馬龍正手
的打法非常有殺傷力，
的打法非常有殺傷力
，應當堅持下去發揚光大
應當堅持下去發揚光大。
。
作為國乒領軍人物之一，
作為國乒領軍人物之一
，馬龍有着
馬龍有着“
“龍隊
龍隊”
”的稱號
的稱號，
，鄧亞萍則指
馬龍絕對是球隊的定海神針：“
馬龍絕對是球隊的定海神針
：“馬龍是一個偉大的運動員
馬龍是一個偉大的運動員，
，在團隊最困
難的時候，
難的時候
，他能夠頂住
他能夠頂住，
，為男隊能夠起到一個定海神針的作用
為男隊能夠起到一個定海神針的作用；
；至於
他本人在自己最困難的時候，
他本人在自己最困難的時候
，又能咬牙堅持
又能咬牙堅持，
，掃清所有的障礙
掃清所有的障礙，
，
最後跟隊友會師。
最後跟隊友會師
。不管怎麼樣我覺得
不管怎麼樣我覺得‘
‘龍隊
龍隊’
’這個稱號他擔當
得起，
得起
，作為男隊的一哥
作為男隊的一哥，
，承擔着最重要的任務
承擔着最重要的任務，
，最重的壓
力，我覺得他做得非常好
我覺得他做得非常好，
，真是了不起
真是了不起，
，祝賀他
祝賀他，
，也恭
喜他。”
喜他
。”

●劉潤兒
希望用自
己的能力
去感染年
輕球員。
輕球員
。
足總圖片

長話
短說
鍾伯光望改善中小學體育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隊在今屆
奧運獎牌大豐收，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兼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教授鍾伯光(圓圖)11
日表示，這象徵香港體育發展已步入成熟期，
並指特首所提出支持體育發展的五項政策措
施，只回應精英項目的訴求，但香港體壇要進
一步發展，就要着眼改善小學及中學階段的體
育發展。鍾伯光11日在電台節目上建議，政府
可探討能否容許運動員的中學教育延長至 8 年
內完成，讓學生在訓練的同時能完成學業，亦
要為他們提供額外課堂或考試，不能單靠體院
照顧。他又認為，提供予學界的資源不能只集
中於傳統體育項目，也要多元化，此舉不但令
學校更易組織校隊，亦為退役運動員提供出
路。體育產業化方面，他認為，
政府可為商界提供稅務優惠
等誘因，讓商界贊助非精
英的運動項目，並為運動
員提供到政府及大企業實
習機會，相信能令家長更
支持子女做全職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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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对就业无用？海归就业内卷严重？

帮你分析真正的海归就业
互联网大厂员工内卷、鸡娃们内卷
、考研内卷、留学申请内卷、应届生就
业内卷......
受国外疫情影响，留学回国的人数
也大幅度上升。据 2020 年底教育部官
方统计，2019 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
总数为 58.03 万人，增速达到 11.73%。
2020 年度选择回国发展的海归数量激
增，较 2019 年猛增 33.9%，增幅远高于
2019 年（5.3%）、2018 年（4.3%）的同
比增幅。
海归就业真的如此内卷吗？还有必
要留学吗？今天跟着小编，带你走进真
实的海归就业情况。
海归求职者年轻化、高知化
年龄主要集中于 25 岁至 34 岁区间
。有 72.04%的求职者最高学历为硕士研
究生，博士为 1.7%，本科为 25.6%。
就“高知化”而言，小编认为最高
学历集中在硕士研究生的原因在于有些
海外国家（如法国硕士学制一般 1-2 年
）的硕士学制较短，吸引了大量本科毕
业生申请，在结束硕士学习后回国就业
，基本不存在与国内发展脱节等问题。
博士为最高学历的求职者比例低，主要

是因为博士学习时间长，而且一般而言
博士在国外能够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所
以回国的刚需不大。
福利薪酬成为最看重的因素
近 9 成的海归都会优先考虑福利薪
酬好的单位，而且海归们薪酬的预期会
普遍高于全平台的求职者，但有近 58%
的海归薪资要低于他们的预期。
留学对就业无用？海归就业内卷严
重？带你分析真正的海归就业
作为也是海归一员的小编也挺有感触的
，因为海外留学的费用不低，所以在找
工作的时候总会考虑要多久才能赚回这
点费用。
笔者在法国一年学费加生活费，总
计十八万的开销，可以说非常“价廉物
美”。如果预计两到三年回本，那么一
个月的收入税前就要在 8000-15000。等
真正找工作了，发现能够达到这个薪资
水平的只有少数，更不要说希望在一线
城市扎根，需要的生活成本就更大了。
大家都有同一个梦想——尽快把花
出去的学费赚回来。
科技业、制造业、零售贸易成为主
要方向

有 22.1%的海归希望进入 IT/通信/电
子/互联网工作；有 12.3%的希望进入生
产/加工/制造行业；10.5%的希望进入贸
易/零售行业。
挺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海归们一
边默默想念国外悠闲的生活，一边挤破
头进入互联网大厂，“快乐”996、内
卷、大小周。因为动辄 15w+的起薪很难
让人不心动，而且有大厂作为第一份工
作的背景，无论是跳槽谈薪还是深耕发
展，都让人觉得未来可期。
但是小编没想到的是还有很多海
归希望进入生产、加工、制造业，如
果有成功入职的海归宝宝们可以在评
论区里跟我们聊聊你的心得体会和选
择理由。
与全平台求职者差值高达 4.8%的金
融行业也是海归们最希望选择的职业起
点（小编个人觉得可能跟起薪高、工作
体面、工作环境西化有关），而文娱行
业也进入了海归们的就业选择中。
除此之外，随着现在经济下行、岗
位 不 稳 定 的 大 背 景 ， “ 大 厂 996” 、
“35 岁被优化”“加班熬夜猝死”等话
题频频刷爆社交媒体，所以大家越来越

倾向于去一个福利好、薪酬略高于平均
水平、岗位稳定的工作单位——教师、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三大“就业安全感”
巨头，求职的海归们也不例外。
还有必要出国留学吗？
虽然海归就业内卷的情况的确存在
，但是也不能无视留学对于就业的积极
影响。
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说，前不久发
布的《2020 年中国留学白皮书》中显示
，88%的用人单位在招聘时更加认可留
学带来的价值和实际意义。与此同时，
33%的企业更倾向于招聘海归，绝大多
数企业受访者认可留学带给就业方面的
正向影响。
57%的用人单位在招聘海归的倾向
上仍呈上升趋势。而在用人单位倾向录
取留学生的背景上，“有相关的工作经
验”“专业对口”“实习经验丰富”位
列前三位；此外，对比不同类型的用人
单位，企业通常更为看重“相关工作经
验”，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则最为看重
“专业对口”。
就专业需求方向而言，求职的海归
整体目标行业和需求海归的行业还是比

较对口的。
企业招聘海归对于专业的要求上主
要以计算机科学专业、金融类、管理学
专业为主。
另外，企业的海归人才需求逐年增
加，从行业上看主要集中在金融、文化
教育、咨询业和政府机构中，也与海归
投递的情况相符合。
此外，在大专业下的细分方向中，
根据猎聘提供的数据来看，企业对商科
背景的海归需求比较大，金融学、会计
学、工商管理类专业的留学生简历“下
载 量 ” 最 多 ， 分 别 为 3.48% 、 2.44% 、
2.01%，也给在选择专业的同学们提供
一些参考。
整体来说，企业对海归的需求逐年
上升，辐射的行业领域扩大，求职海归
们内部存在一定的“内卷”，薪酬福利
不如预期，海归们在职场上的潜力还是
比较大的。
如果目标是回国就业的话，比起一
味的追求 QS 排名靠前的藤校，不如优
先考虑专业的选择（包括自己的意向和
就业情况），还有自己对留学国家文化
、学术环境的喜爱程度。

海归就业观察：
海归们的“就业时差”
金融等领域热度不减 教培从业存变
尴尬在哪儿
“我太难了。”这句网络流行语
对毕业留学生而言，是个贴切的形容
。据媒体报道，近 10 年来我国留学归
国 人 数 平 均 增 长 率 为 24% 。 2018 年 ，
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 66.21 万人
，而留学归国人数达到 51.9 万人次。
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归国
，他们在就业上却遇到了不少尴尬，比
如与国内高校不同步的毕业时间，海外
高校的招聘信息差异，身在国外而无法
及时跟进国内的招聘流程等。
作为一名曾经的留学生，笔者和
身边的朋友都经历过这一“就业时差
”，我们把它总结为四大尴尬：时间
尴尬、经验尴尬、选择权尴尬和信息
不对称的尴尬。而这些尴尬，常常会
造成“赶场式”留学，也压缩着留学
生辗转腾挪的空间。
对于时间尴尬来说，其实不仅仅
是留学生毕业时间与招聘时间错位的
问题，更多的还是“应届生”身份所
带来的紧迫感。由于平日学业紧张，
不少同学都希望在毕业后“慢就业”
，在国外实习、工作，积累一些工作
经验后再回国。可是，“应届生”的
身份却不等人。虽然理论上并不对留
学生进行应届、非应届的区分，但许
多用人单位会对招聘留学生的毕业时
间加以限制，成为事实上的“留学应
届生”。
更重要的是，与“留学应届生”
这一身份息息相关的，是相关的落户
政策。例如，北京和上海的留学落户
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对毕业时间、回国
时间等条件加以限制。对于留学生来
说，回国后的首次就业是办理就业落
户的最佳时机。随着一些一线城市落
户政策的收紧，不少留学生只能选择
尽快回国。
与国内的应届生相比，留学生也
常常会形成“实习经验洼地”。当国
内的小伙伴手握各种大厂的 offer （录
用信）时，留学生却常常得不到这种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一方面
，留学生常常会面临高强度的学习压

力。国外许多高校都秉持着宽进严出
的原则，陌生的语言和生活环境也考
验着留学生的适应能力。笔者认识的
一位同学因保持着全 A 的学习成绩和
两份同期实习而被奉为“神人”，可
代价却是每天八杯咖啡和三四个小时
的睡眠。另一方面，初来乍到的留学
生往往缺少当地人脉资源，而当慢慢
熟知环境之后，又很快到了毕业时间
。
此外，留学生还要面临着是否留
在国外的选择权尴尬。以美国研究生
为例，留学生毕业后通常可申请为期
一年的 OPT 期（专业实习期），在此
期间可以在美国实习、寻找可以支持
工作签证的工作，而这一年往往又是
在国内应聘的黄金时间。因此，对于
想同时在中美寻找工作机会的留学生
来说，往往就会在毕业前夕面临毕业
论文和中美应聘的三重撞期压力。有
人可能会说，这种选择未免有“骑墙
派”之嫌。可是问题在于，理性选择
的前提在于对双方环境的基本了解，
体验过国外的就业环境其实可以帮助
留学生更好地进行就业选择。
与国内“春招”“秋招”季密密
麻麻的招聘信息相比，留学生也面临
着一层信息不对称的尴尬。相比国外
，国内很多校招和就业宣讲会内容都
会更为全面，涉及行业和单位所属性
质也会更加丰富。而参与国外校招的
单位往往同质性较强，以国际化程度
较高的互联网公司和跨国公司为主。
这对于学习 STEM 专业（科学、技术、
工程、数学）的同学当然利好，可是
却限制了不少文科类学生的选择权。
其实，留学的意义绝不只是拿到
一个文凭，而更多的是视野的拓宽和
视角的转换，这样的经验需要时间的
积累和发酵。可是若一味地被“留学
时差”推进着流程，就必然会错失和
消解那份最宝贵的留学价值。因此，
针对留学生的特殊状况，给他们一段
优雅的毕业缓冲期，也许会让留学生
的价值更加充分地释放出来。

就业，归根到底是选一份工作。抛去就业地选择等原因，“做什么”，才是留学生的核心关切。是否与所学
专业匹配、是否能发挥自身专长、未来是否持续拥有广阔前景……以上种种，使海归就业在一些传统热门行业之
外也有了新选择。“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老话在如今更有了一份独特的新内涵。

“金融热”不改 科研储备人才
若是问及“出国留学的热门专业有
哪些？”管理学、金融学、经济学一定
位列前茅，优渥的薪资预期、良好的工
作环境与职业发展前景，都是金融专业
热度居高不下的原因。
留学专业直接影响了回国时的就业
领域，选择金融业作为自己的职业起点
，是不少海归回国之初的共同选择。根
据《2020 海归人才求职趋势报告》中的
有关数据，今春海归应届毕业生中管理
学专业人才比例位居各大专业之首，约
占近三成，经济学则排在第三位。
与此同时，海归科研工作者同样在
就业市场占比靠前。根据日前发布的
《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2018)》(
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底，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 10154.5
万人，规模继续保持世界首位，提升质
量应成为未来科技人力资源发展战略的
重点。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园淅表示，首先需要明晰“科技人力
资源并不等同于科技人才”，科技人力
资源不仅包括科技岗位工作者，还包括
具有科技工作潜力的人员，以此反映国
家或地区科技人力储备水平与供给能力
。

疫情有冲击 教培从业存变
2010—2018 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
数逐年增加。2018 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
已超 66 万人，同比增长 8.83%。“留学
热”带火了教育培训机构，作为吸引归
国留学生就业的另一大传统领域，教培
行业长久以来为海归创造了大量就业机
会。
单看今天第一季度的海归招聘情况
，在受疫情影响及一段时间以来全球金

融市场动荡、开放岗位招聘缩水的背景
下，教育培训成为吸纳海归人才就业的
主要领域，招聘需求优势不减。
但不可忽视的是，从春季到现在，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是不少海
归在疫情发生之初始料未及的，疫情客
观上给教培行业带来的不利影响，也让
一些从业海归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未来的
发展前景。
“疫情给留学市场带来的冲击或许
是暂时的，随着疫苗或相关特效药的问
世，疫情将会得到控制，一些家长的隐
忧在于复杂的国际形势是否给留学带来
新变数，孩子在外的人身安全能否得到
有力保障。”留加海归安娜对记者说。
她在北京一家著名留学中介里担任留学
顾问，从业经历已有 4 年，家长重估留
学前景、已定的留学计划陷入两难，这
些都给安娜的工作带来困难，她也动了
“换份工作试试”的念头。

“打游戏”获高薪
7 月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
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向社
会发布了一批包括“区块链工程技术人
员”“互联网营销师”等在内的 9 个新
职业，以及“直播销售员”“互联网信
息审核员”等 5 个工种。早在 2019 年 4
月，人社部就已发布了包括数字管理师
、电子竞技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等
在内的 13 个新职业。今年，网约配送
员、呼吸治疗师、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
员、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等一批新
职业再次发布。
互联网技术的深度发展，为多样化
就业模式提供了新契机，新职业从业者
自身就业技能的提高、不断探索与学习
，为新行业、新领域的发展贡献了崭新
机遇，也给海归就业拓展了新天地。
对于留加海归孟凡来说，“电子竞

技员”“电子竞技运营师”等工作成为
“新职业”，让父母终于对他的工作有
了新认识。“以前爸妈认为我每天就是
打游戏，或者给别人讲解打游戏，他们
常会问‘这也算工作？’，多少令我有
些无奈。”孟凡告诉记者，他从小确实
对“打游戏”情有独钟，留学回国后也
试做过与专业对口的市场营销工作，但
国内电竞市场几年来的飞速发展，让他
看到了将儿时热爱与人生职业相联系的
机会。辞职改做电竞选手之后，孟凡还
成了团队的金牌教练，并与业内著名平
台高薪签约，成为了一名电竞比赛专业
解说员。
围绕近年来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
，以“带货主播”为代表的互联网营
销师在数字化信息平台运用网络交互
性与传播公信力，对企业产品进行多
平台营销推广，在助农、推动农产品
销售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其中
，除了为本公司或机构产品营销带货
之外，也有一些海归“变身”成为专
业的全品主播，将在国外所学的市场
营销知识与消费者心理相结合，为商
品打开销路。
毕 业 于 英 国 伍 斯 特 大 学 的 Cecilia
便是其中之一，去年 8 月同平台签约成
为一名全职主播之后，她最高的一次
销售额已突破 15 万。“这样的数据在
行业内来说刚刚起步，与大 V 相比只
是个零头，但这也是我一点点摸索出
来的结果。”Cecilia 说，这份工作比外
界想象得更辛苦，试货、选品、与厂
商沟通价格、设计文案，最后再一口
气直播几个小时。“有时准备了几周
最后也没卖出多少，但我觉得这份工
作很有意思。‘带货’不是逼人买东
西，而是用最短的时间向消费者证明
这款商品是有用的。消费者愿意相信
我的判断，我就没白忙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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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廚家居上周日舉行家用空調日常維修保養公益講座
日後將每月定期舉行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糖城百佳
超市商城內的 「樂廚家居」 上周日（8
月 8 日）舉行樂廚家居公益講座系列
（一）： 「家用空調日常維修保養」 ，
由空調專家 John Xu 主講，介紹空調常
見的問題及如何保養。Xu 先生演講的
重點包括：如何了解你的空調？家用空
調常見的問題及空調的維護、保養。擅
長電路研究的 Xu 先生，對諸類空調和
暖氣設備問題有獨到的見解，參加者皆
感獲益良多！
「樂廚家居旗艦店」 董事長武渠林

先生在講座之前表示： 「樂廚家居」 為
滿足大眾的需求， 「樂廚家居公益系列
講座」 將繼續舉辦，在每月第一、二週
的周日下午三點至四點半舉行。為了嚴
格控制聽講人數，（因店內座位僅限二
十人），每位來聽講的人士，必須繳交
5～10 元的成本費，希望大家理解，支
持！
「樂廚家居旗艦店」 董事長武渠林
先生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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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食書生
為食書生))仲夏之夕上榮記 楊楚楓
踏入 休市八月,便是進入仲夏時節.仲夏亦是年
中一個美好的日子，象徵著陽光燦爛, 心情開朗. 中
國尚書上有言及，當今這段時光, 適宜 「易卷友約」
意思是暫時拋下書券，跟友好良朋外出相聚。
走筆至此，我憶起筆者兩位師長級的長者： 休
市書畫大師趙青坪及 「頤康講座詩社」 會長何天祐,
過去我曾在這個仲夏時節,向他倆請益中國文化大網
, 獲益不少.
如今斯人已逝，願今年今夕. 秋花滿枝頭, 肺炎
一掃空, 人人開心得意, ，個個事事順心，如意吉祥
！
趁仲夏的一個週日午間, 我夫妻二人，從城外驅
車 30 公裏，來到華埠 Willcrest 跟 Bellaire 交界上的

新榮記飯店之內，享受一頓怡然的夥食。
我尊重太太，由她發辦。先來一窩蚧肉魚肚羹
，其後點上兩度小菜： 腰果雞丁、梅菜扣肉來佐飯
。
當 天 是 週 日, 一 般 華 人 多 愛 去 飲 茶, 不 過 正 是
「鹹魚青茶,各有所好」 ,是以小型飯店如榮記，也有
食客來捧場。我留心一看，堂上大枱有兩張，約 15
、16 人。細枱食客也 5、6 位。這應是不錯的上座
率。更為可喜的是它的外賣生意，認真不錯，來電
叫餐，不絕於耳。
當天我倆所點的菜式，十分可口精良。榮記的
蚧肉魚肚羹的蚧肉，乃是真材實料的 「魚腸公子」
蚧肉的肉身，而不是似坊間有些酒家，以紅白兩色

的人造假蚧肉來代替；而湯中的魚肚，也是正貨，
食之十分爽口。配上雪白的蛋白來蓋頂調湯，十分
受用。至於 「腰果雞丁」 乃家父當上澳門陶陶居大
酒家頭廚時的撚手小菜之一，相隔 60 多年後異地嚐
試，榮記師父炒出來的雞丁，香滑可口，腰果炸得
恰當， 「卟卟脆」 。另一道梅菜扣肉，乃我休斯頓
「頤康講座」 創辦人何天祐老師的心頭所好，不少
人誤以為食扣肉，容易肥伴，故不敢下箸。不過，
作為醫生的何會長卻認為： 什麼食物均可以進肚，
只要不是多食、大食，食之無妨。今天細細品嗜這
道粵菜，在滿口香滑之余，頓時也想起己逝的何恩
師來。

www.afnb.com

我們為客戶準備了便攜式消毒用品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First Colony Branch

Harwin Branch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713-596-2888

713-596-2588

713-273-1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281-762-6699

9999 Bellaire Blvd.,

4915 Hwy 6 S.,

7038 Harwin Dr.,

1318 Blalock Rd.,

1231 South Mason Rd.,

3412 High way 6, Suite J,

Houston, TX 7703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Houston, TX 77036

Houston, TX 77055

Katy, TX 77450

Sugar Land, TX 77478

*便攜式消毒產品免費提供恆豐銀行現有客戶，每個客戶可領取一款便攜式消毒產品，先到先得，發完為止。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California Area: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972-272-3375

469-429-2422

Nevada Area: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702-777-9988

775-751-1773

469-429-2422

702-216-5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