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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行駛中發動機有爆燃響，尤其是加速
時明顯。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爆燃聲響類似氣門桿的響徹聲

即“喀喀”聲。由於新型發動機大都使用液壓
挺柱，不會發生氣門桿間隙過大的響聲，實際
是一種爆燃聲。這種響聲多由於使用了低標號
燃油所致。要排除這種故障，必須更符合要求
的高標號燃油。這種異響在切諾基車上最明顯
。若一時買不到符合規定的燃油，則應對點火
正時進行適當調整。

39、發動機液壓挺柱響。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裝用液壓挺柱的發動機，不需

要調整氣門間隙，但由於液壓挺柱功能衰退或
其他因素影響，有時也會有異響發生。在發動

機怠速運轉時，在發動機中部、氣門液壓挺柱
側會聽到“咔嗒”的聲響。響聲規律不明顯，
提高發動機轉速後聲響減弱或雜亂，高速時消
失。冷車較明顯，熱車響聲逐漸減弱。若斷火
試驗，響聲依然存在。這種響聲容易誤判，即
誤認為是其他部位的金屬敲擊聲，因此引起讀
者的注意。產生液壓挺柱異響的原因是，柱塞
磨損，閥門漏油、供給挺柱子機油壓力不足、
柱塞與挺柱體被油污阻塞。排除故障時，對磨
損、漏油嚴重的零件應予以更換。磨損較輕的
部件通過修理可繼續使用。

40、真空膠管有漏氣聲。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在使用中，由於真空膠管老化

鬆動、脫落及變形，在怠速運轉時，發動機上
部便會聽到一種“噝噝”的漏氣聲，隨著轉速

的提高，聲音逐漸消失，冷機、熱機響聲無變
化。同時，發動機在怠速運轉時，還伴有“突
突”聲響，有些附件因真空度不夠而不工作，
響聲雖小，但有隱患。上述故障原因是由於真
空膠管鬆動、脫落後，因發動機運轉產生真空
，在真空管接頭處有較大的吸氣而產生氣流的
響聲。排除這種故障的方法比較簡單，檢查各
真空軟管、管接頭處有無老化變形、龜裂、脫
落，若有損壞應更換新件。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李醫生引進最新設備治療下肢疼痛李醫生引進最新設備治療下肢疼痛！！
第一次治療第一次治療$$4949元元CouponCoupon！！

（本報記者黃梅子）步入中年，不少人會
發現膝關節靈活不比從前，患有膝關節炎
（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的風險也隨著年
紀大了而提高。膝關節炎由軟骨及其周圍細胞
耗損而引發，屬於相當常見的人體老化疾病之
一。膝關節炎病發是由關節細胞耗損程度和修
復程度失去平衡而導致，癥狀包括關節疼痛、
僵硬和功能減弱。情況嚴重時，還需要手術治
療。

還有一部分患者下肢疼痛是Lateral
Patellar Compression Syndrome髕骨外側壓縮
綜合癥。另有些患者是因為頸椎腰椎或坐骨神
經引起的下肢疼痛。還有些患者是車禍後遺癥
，有些人在車禍過去幾年以後才感覺到身體各
種疼痛。

總之，不管您是哪種原因引起的下肢疼，
都要引起重視，積極做康復治療，不管是膝關
節炎還是車禍後遺癥，康復治療總是比動手術
更保險。康復治療一定要在醫生的指導下進行
，否則有可能使得病情惡化。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引進最新的多功能下肢牽引治療
儀，幫您減輕疼痛，快速恢復健康！這個機器
經過FDA批準，是目前最先進最有效的下肢疼
痛治療儀，其組成包括固定裝置，放松裝置，
牽張裝置，能刺激雙腿內側肌群及穴位，可通
經活絡，緩解肌肉攣縮，激活運動神經元，恢
復下肢運動功能。李醫生還有儀器測試足底，

電腦掃描足部定做康復鞋墊，能很大程度地緩
解下肢疼痛以及行走困難。

我們首先來看一看膝關節炎的病因，常居
潮濕、寒冷環境的人多有癥狀，與溫度低，引
起血運障礙有關。第二是體重因素，肥胖和粗
壯體型的人中發病率較高。第三是年齡因素，
從中年到老年，隨年齡增長，常發生關節軟骨
退行性變，關節多年積累性勞損是重要因素。
第四，營養不良也有可能致病，關節軟骨內沒
有血管，其營養依靠從關節液中吸取。軟骨的
修復是靠外層的軟骨細胞分裂繁殖和軟骨細胞
分泌基質來完成的，由於營養和氧供應不足，
影響到軟骨細胞的增殖時，就會導致軟骨基質
減少，軟骨新生不足而變軟弱，極易在負重部
位發生磨損。

髕股關節綜合征占到了所有運動相關的膝
關節問題的25-40%，在膝關節功能障礙與運
動損傷中十分常見。髖股疼痛綜合征風險最大
的人群是跑步者，騎自行車者，籃球運動員以
及相關跑跳較多的愛好者到運動員，當然主要
還是動作模式問題與過度不正確使用所引起，
病癥發作可能是由於慢性損傷或者單次急性損
傷直接引起，癥狀包括膝關節彌漫性疼痛和局
部髕下疼痛。髕骨周圍和下方、膝蓋前部、膝
蓋骨的內側邊緣經常有壓痛，髕骨周圍後方發
生持續的鈍疼疼痛，運動後有時會出現腫脹。
在上下山坡、上下樓梯、久坐起身時，髕股關

節位置疼痛往往更嚴重。膝蓋彎
曲時可能伴隨發出哢哢聲 「關節
噪音 」 ，髕股關節綜合癥往往伴
隨著大腿肌肉 「股四頭肌」 的肌
張力異常，髕骨周圍的圓圈性疼
痛範圍，久坐後癥狀加劇，無力
疼痛伴有膝關節屈曲減少。

髕骨與股骨組成髕股關節，
髕骨關節和我們的脛股關節共組
成了我們身體上著名的——膝關
節，而我們的髕股關節形成在髕
骨和股骨遠端之間，可謂是在夾
縫中成長。治療中最重要的第一
步是避免使問題惡化的活動，並
且及時休息，光嚷嚷“疼”而不
去治療的人是打算坐輪椅過下半
生？

我們的髕骨本身沒有血液和淋巴液供應，
所以一旦損傷恢復會非常的緩慢，停止進一步
的損害是十分必要的。

李醫生治療下肢疼痛，先用電腦掃描儀掃
描足部，幫您定製復健矯正鞋墊，能極大地緩
解走路時的疼痛，然後再用下肢牽引治療儀來
復健治療，配合使用醫用去痛風濕乳液和營養
素，是目前治療下肢疼痛的最佳治療組合。您
攜帶這篇文章可以在第一次檢查和體驗治療時
抵49元錢。

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
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
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至五全天，周六上午。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7373 汽車維脩大全汽車維脩大全((十二十二))

(本報休斯頓訊) 每個人都想擁有一
個健康的身體，尤其對於退休的長輩們
來說健康的身體比什麼都重要。但強健
身體就必須鍛煉，但若想找健身房鍛煉
，費用高昂，而且還不保證每天都可以
去使用。於是去健身房鍛煉身體逐漸變
成一種奢望。

有些長輩們說：“反正散散步也算
鍛煉身體，不需多花錢？”但健身房裡
有許多專業健身器材，可提供有系統的
鍛煉，讓健身有成效；其次，健身房有
受過專業訓練的服務員，若突發狀況，
將有人可幫忙報警或送醫；最關鍵的一
點，就是健身房通常都設有游泳設施，
也有專業免費瑜珈課程（YOGA)，這是

在小區裡甚少擁有的享受。所以誠懇推
薦長輩們，若想要保持一個健康的身體
，要捨得去健身房。

最後我們來談談費用的問題，若購
買健身卡兩年大約需花費$400以上，分
期付款每月更需負擔$30以上，而原始
醫療保險(Original Medicare)均是不包含
健身房費用的，於是就您更需慎選保險
。我們這裡擁有能幫您付擔健身房費用
及Part B，還有牙齒和視力的賠付，也
就是說能讓您上健身房完全免費！甚至
還有海外緊急醫療，歡迎您趕快來與我
們洽詢喔！

何謂美國老人醫療保險制度Medi-
care？

美國的醫療保險制度係由私人醫療
保險公司為主，再加上政府社會醫療保
險為輔所構成。人們常說的 「聯邦醫療
保險(Medicare)」，便是屬於政府提供
的社會醫療保險項目，但它只給予基本
上的保障，而其他不足的部份，便開放
給私人保險公司自由競爭，來提供額外
的保障供民眾選擇。像是 「政府補助老
人保險優惠計畫(Medicare Advantage-
Plan，一般簡稱為Part C)」、 「處方藥
計畫(Prescription Drug，簡稱 Part D)」
、 「老人補充醫療保險(Medicare Sup-
plement Insurance， 又 稱 為 Madigap)
」…等等，另外還有 「低收入戶政府醫
療補助(Medicaid)」。

申請 「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
保險計畫，必須先符合以下其中一項資
格：

(一) 這保險基本上是給 65 歲以上
老人的福利，只要有繳稅，工作至少
10 年(每年最多可拿4 點，最高40 積分
點)，滿65 歲時就可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二) 若小於65歲，有三種疾病患者
可加入：

1. 殘廢要超過24個月。
2. 特 殊 疾 病 AL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
症)。

3. 洗腎者(ESRD-End Stage Re-
nal Disease)。

為了讓大家更明白Medicare的相關
規則與內容，我們會陸續介紹如何加入
及如何選擇一份好的全方位保障。希望
大家能為自己選擇最適合的保障，不再
無所適從。

如對本文所述有何疑問，請與 「李
元鐘保險經紀公司 John Lee Insurance
Agency」聯繫。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華埠大
廈)， Tel: (832) 500-3228， E-mail:
houston@johnleeins.com， 微 信 或 Line
請加 johnleehouston。本專文全部內容
，倘未經過筆者之書面同意，一律不得
翻印或轉載。

美國老人保險美國老人保險 助您保持健康的身體助您保持健康的身體
如果選對計畫如果選對計畫 能免費參加健身房能免費參加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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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權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民權議題投票權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民權議題
維權人士要求制定國家標準維權人士要求制定國家標準

投票權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民權議
題

維權人士要求制定國家標準
Mark Hedin 報導／ETHNIC ME-

DIA SERVICES
維權人士表示，投票權是 「我們

這個時代的民權議題」 ，但三個為了
加強和制定國家投票權標準的不同提
案，現在都被擱置在國會中。

民權和人權領導會議（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Civil and Human Rights
，簡稱LCCR）執行長韓德森（Wade
Henderson）11月 5日在與少數族裔
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
）共同主辦的媒體簡報會中說： 「美
國民主正面臨著我們這個時代前所未
見的挑戰。」

光是今年，美國已經有 19個州
通過33項讓投票變得更困難的法案
，而全美49個州已提出的新投票規
定已累積到425項。

韓德森指出，整體來說，在原本
就具有挑戰性的地區，這些新法律讓
投票變得更加困難。例如，在佛羅里
德州和喬治亞州，提供水或零食給正
在等候投票的人現在是一種犯罪行為
。

這股新投票法 「洪流」 （https:
//tinyurl.com/New-2021VotingRules
）是最高法院最近推翻《1965年選舉
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
的兩項裁決，和仍在試圖推翻2020
年選舉結果的前總統川普煽動的 「大
謊言」 共同造成的。

紐約大學法學院布雷南中心
（Brennan Center）民主計畫的莫拉
雷斯多伊爾（Sean Morales-Doyle）
說： 「我們手中仍握有工具，只是比
過去少。」

莫拉雷斯多伊爾指出，最高法院
也承認，在他們最近兩項推翻《選舉

法案》的裁決中，2013 年的 Shelby
v. Holder和 2021年 7月的Brnovich v.
DNC，國會對制定聯邦投票標準負有
最終的責任。

莫拉雷斯多伊爾說： 「事實上，
我們有兩項立法可以幫助我們度過這
個艱難的時期，那就是《投票自由法
案》（Freedom to Vote Act）和《約
翰路易斯投票權促進法案》（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dvancement Act
）。」

11月3日，共和黨阿拉斯加州參
議員穆考斯基（Lisa Murkowski）投
下第51票贊成票，支持對《約翰路
易斯投票權促進法案》再進行討論。

原住民權利基金（Native Ameri-
can Rights Fund） 的 德 利 昂 （Jac-
queline DeLeon）指出，穆考斯基之
所以能在2012年補選中當選，部分
原因是阿拉斯加原住民在學會其姓名
拼字後，在漆黑的雪地中長途跋涉到
投票站投票支持她的結果。

但根據參議院的阻撓議事規則，
100票中只有51票贊成是不夠的，必
須有60張支持票才有足夠的權力做
大部分的事情。參議院目前有50位
共和黨議員、48名民主黨議員和2名
無黨籍議員。

不過，51張支持票已足以變更阻
撓議事規則，例如為投票法案訂立例
外情況，類似2017年為最高法院的
大法官提名訂立例外情況。

莫拉雷斯多伊爾說： 「現在所有
的目光都集中在國會和參議院身上。
」

此外，原住民地區也早該做出改
變。

德利昂指出，部分原住民保留區
完全沒有投票站，迫使貧困的原住民
選民必須開100英哩的泥土路，到不
友善、有種族歧視的邊境城鎮去行使
他們的投票權。

糟糕的郵政服務也使選民註冊和
郵寄選票措施難以落實。

德利昂說： 「如果給原住民一個
公平的機會，他們會去投票，但他們
很少會獲得公平的機會。」

德利昂的結論是： 「為了保護美
國公民不受種族虐待、不被剝奪參與
美國政治進程的權利，我們必須跳脫
投票權是民主黨的要求這個框架。」

亞美公義促進會（Asian Ameri-
cans Advancing Justice-AAJC）執行
長楊重遠（John C. Yang）也強調無
黨派、每個人的聲音都被聽見的重要
性。

楊重遠說： 「如此，我們才能就
價值觀和議題展開辯論，嘗試說服選
民我們的政策是有道理的，這正是民
主的美妙之處。」

亞裔已成為美國增長最快的少數
族裔。楊重遠說： 「我們的社區十分
多元化，有各種不同政治背景的人。
我們想要確保每個擁有投票權的公民
都有機會以最有效的方式投票。」

他同時說明為何選民身份法律有
時會與語言障礙發生衝突。一個人獲
得投票權後，獲得多語言投票資料和
郵寄投票對他來說同等重要。

他說： 「這是為了讓少數族裔選
民不會因為其移民身份、有限的英語
能力，或因為不同的社經條件不允許
他們在上午9時到下午5時之間投票
，而感覺自己是次等公民。」

韓德森指出，上周反對《路易斯
法案》的13名參議員，包括德州參
議員柯寧（John Cornyn），過去都
曾投票支持維持《選舉法案》。

韓德森說： 「我們必須進行抗爭
。這是一項權利，我們應該要求擁有
它，而且，我們應該製造政治熱度來
獲得它。」

民權和人權領導會議已準備好14
份記錄美國13個州投票權現狀的報

告（tinyurl.com/Votingreports），包
括阿拉巴馬州（第二份報告）、阿拉
斯加州、亞利桑那州、加州、佛羅里
達州、喬治亞州、路易斯安那州、密
西西比州、紐約州、北卡羅萊納州、
南卡羅萊納州、德州和維吉尼亞州。

莫拉雷斯多伊爾說： 「要向前邁
進必須透過國會，但國會需要我們不
厭其煩、一遍又一遍地提醒。」

與此同時，他和其他投票權維權
人正在使用他們剩餘的工具，將這場
戰爭帶進法庭。

美國司法部最近參與了布雷南中
心、墨裔防禦和教育基金會（Mexi-
can American Defense and Educa-
tional Fund）和其他組織針對德州新
法提起的訴

訟。莫拉雷斯多伊爾說： 「儘管
我們正在等候國會採取行動，也需要
國會採取行動，但我們的工作並未因
此停止。」

「除了提起訴訟，我們還需要繼
續努力改變公眾對這個議題的看法。
毫無疑問，民眾確實希望擁有一個更
全面的民主！

人造肉新玩法人造肉新玩法！！以色列公司推出以色列公司推出33DD打印牛肉打印牛肉

以色列特拉維夫以色列特拉維夫，，以色列初創公司以色列初創公司Redefine MeatRedefine Meat推出了整塊植物推出了整塊植物
性肉類替代品性肉類替代品，，用用33DD打印人造牛肉打印人造牛肉。。

日本首次開展新幹線列車自動駕駛試驗日本首次開展新幹線列車自動駕駛試驗日本遊客紅酒池中慶祝日本遊客紅酒池中慶祝
““博若萊新酒節博若萊新酒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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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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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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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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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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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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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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婚姻觀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

时光的无涯的荒野。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

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

“噢，你在这里吗？”

01

“我这辈子想娶一个怎样的女人陪我过完整个人生

？”

这样的问题，大多数男人都在心里问过自己。是美

丽动人的，是大方得体的，是善良可爱的，是温柔贤淑

的……

一千个男人有一千种答案，甚至更多。

在你贫穷时，仍然愿意嫁给你，心甘情愿地陪你走

过将要面对的风风雨雨，这样的女人，可娶；在你落魄

时，无怨无悔地陪着你重新东山再起，这样的女人，可

敬；在你孤单时，温柔安静地陪你度过漫漫长夜，这样

的女人，可爱。

遇到这样的女人，真的值得好好珍惜，同样，有这

样一种女人，要是娶到了做妻子，也可以说得上是男人

一生最大的幸福与幸运。

就是一个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尽力去包容你，

明白你，在生活里肯陪你疯，陪你痴，陪你傻的女人。

她可以这样做，理由不多，一个足够，那就是你是

她眼中世间无一的那个挚爱。

02

年轻时的二叔是一个带点“多动症”的大人，总爱

捣腾家里的那辆早已掉漆掉得很严重的摩托车，由于使

用时间过长，基本不能开了，街坊四邻走过路过都会经

常看到他在自家门口一本正经地对着那辆摩托车修这擦

那的。

所以以前就有人开他玩笑说：“对你老婆都没这么

好，老是围着这辆摩托车转。”

二叔每次都是笑笑不说话，又低头认真仔细地继续

摆弄着他的心肝宝贝，对此，我却从未见二婶唠叨过，

抱怨过他半句，只是得空的时候，或站着，或蹲着帮二

叔递一下工具，还有抹布什么的。

记得有一天，二叔把整部摩托车都成功翻了新，于

是得意地向我们炫耀着他的新成就，还开了起来，脸上

开心满足的笑容就像那阳光般灿烂。

转头看看二婶的反应，只见她也笑得很开心，仿佛

眼睛里装满了星星一样，还鼓起掌来为他默默欢呼，等

二叔把车开回来停在那，她又马上拿抹布擦一下，再笑

着对二叔说：“这下你可够威风的，以后多开开，坏了

，咱们再修。”

他们就这样，相视一笑，那一刻，没有比他们更像

夫妻的夫妻了。

不知道的人，可能都会觉得这两夫妻是不是傻了，

一辆破摩托车有什么好修的，值得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在

上面吗？简直是有点“疯”了，不如用这些时间去好好

睡个觉。

后来在二婶的嘴里得知，原来这辆摩托车是他们谈

恋爱的时候，二叔开着它经常带二婶去大排档吃河粉，

去江边吹风，去看日落……

难怪二叔二婶这么宝贝那辆摩托车，事实上，它承

载了很多他们一路走来共同的回忆，装满了他们在岁月

里的变迁，也见证了他们大半辈子爱情的开花结果。

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无需懂。不得不承认的

是，爱情或婚姻里，的确需要有一点“疯”的成分存在

，可要遇到能够全盘接受并陪你一起“疯”的，欣赏这

份“疯”的伴侣，真的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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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本来就是一场博弈，有赢的人，自然有输的人

。

大多数时候，其实可以真正全身心投入，把控过程

中的起伏，再对症下药，在过好原来正常生活的同时，

还能在某些看似不着调的事上，既能让对方感到幸福，

又能愉悦自己，就已经在这盘婚姻的棋局中赢了。

至于那些对自己的丈夫动不动就拆台，动不动就大

声指责，动不动就无理取闹的婚姻，迟早都会在时间的

流逝中，失去最初的爱与甜蜜，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

果。

在看《外来媳妇本地郎》这部系列家庭短剧的时候

，其中有一集的剧情是这样的：

一家之主康伯整天闷在家里，不怎么出去走动，于

是他的三儿子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让父亲可以爱上钓

鱼这项有益身心的运动，后来在家人的极力劝说下，康

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他的老婆为了支持他钓鱼，也为了他身体着想，于

是咬牙用了几千块帮他买了最好的鱼竿还有一些钓鱼需

要用到的东西。

就在康伯第一次钓鱼回家的时候，全家人都以为康

伯会钓到很多大鱼，看着他拿着个桶进来的时候，每个

人都纷纷拿着大桶小桶跑了过来，颇有一副“太公分猪

肉”的架势。

就在康伯把桶里的鱼倒在盆里的时候，儿子和儿媳

妇都惊呆了，拨开水面的水草，只看到一条只有小指头

那么大的鱼在游来游去。

这一下，所有人都大失所望，摇头耸肩地走开了。

康婶看到这样的氛围，马上走过去坐在康伯的身边

，用手把老公凌乱的头发打理好，还拿着纸巾帮他擦脸

，然后温柔地说：“辛苦你了，你真有本事，钓了这么

大的鱼，换了其他人，可能什么都钓不到呢，你说这条

鱼是清蒸，红烧还是白灼好？”

康伯带点腼腆地回答说：“不如用榄角来蒸吧，或

者酸笋，蒜蓉也行。”

“不行，你吃了胃痛，其他的吃了口臭臭的，还是

红烧好。”康婶继续说道。

两个人就这样一唱一和地商量着怎么弄那条本就难

以真正做菜的鱼，就算彼此心里明知道是那样，还是愿

意互相配合着对方装疯卖傻地享受着那份最平凡温馨的

幸福。

好的婚姻绝不是彼此被改变得多，而是彼此适应得

好。

这样的事，在剧里还有很多，妻子一如既往地愿意

陪着自己的丈夫“疯”，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迁就，此爱

，无关风月，更无关贫富，对错。

康伯这辈子，可以娶到康婶这样的老婆，可谓是他

前世积德的福分，即使自己经常给她惹麻烦，她依旧在

纵容着自己的任性，疯狂，毫不动摇地鼓励自己，给足

自己面子，做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捧场王”，相信他

也很感激生命对他有这样的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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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最好的模样是：你喜欢你的喜欢，我保护着你

的喜欢，却有心照不宣的温暖。

如果说爱情是激情，婚姻是责任，在这份责任中，

能让对方保持最真实的自己，那么这份激情，将会在她

的心中永不熄灭。

现实生活中，有些人自私自利地禁锢着对方的思想

和行为，甚至一味地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对方的身上，

不允许对方有一点点偶尔的放肆，这会抹杀了对方的精

神生命，变得如同枯井一样，没有半点生机可言不知不

觉，走到了相看两厌的地步，难以收场。

值得庆幸的是，世间从来不缺美丽的爱情。

民国才女杨绛和清华才子钱钟书的民国浪漫爱情故

事，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不说不知道，才华横溢的钱

钟书生活上原来是一个自理能力低下的人。

他笨手笨脚的，不会系鞋带，不会绑蝴蝶结，不会

划火柴，就连左右脚都分不清，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

谁嫁给他，应该都是一件特别头痛的事，因为他不但照

顾不了自己，还要女人来照顾他，打理他生活里的一切

大小事务。

可他很幸运，24岁那一年他娶到杨绛做了他的妻子，

杨绛自己本来就出身很好，从小到大可以说是娇生惯养的

，想不到后来却嫁了一个比自己更娇生惯养的男人。

杨绛她是一个很睿智平和的女人，她压根没打算

在婚后改变自己的丈夫，让他从此可以褪去本色，做

一个真正的男人大丈夫，要真这样做，估计她当初也

不会嫁给他，也不会为他从此过上洗手做羹汤的生活

。

在杨绛怀孕住院的时候，钱钟书像个孩子一样告诉她

家里的台灯，门锁坏了，还有墨汁弄脏了房东的桌布，最

后杨绛都会耐心温柔地说一句：“没关系，我来搞定。”

杨绛说过：“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

气和那一团痴气。”

他的傻，他的笨，对杨绛来说，不是累赘，不是负

累，而是她切切实实爱上的地方，让她觉得自己是被需

要的，是被依赖的。

就像他62岁那一年才会划亮第一根火柴，做了一

顿早餐给她吃，她感动之余，对钱钟书说：“这是我吃

过最香的一顿早餐。”

钱钟书低头腼腆地笑了，因为杨绛知道，他需要这

样的肯定。

她的付出，得到了他的回应，他尽自己的最大能力

去为她做早餐，先不说好不好吃，就单凭那份心意，换

谁都会感动。

钱钟书曾经说过自己不喜欢林徽因，在这期间还发

生了一个至今让人哭笑不得的小故事：

林徽因跟他都喜欢养猫，有一天，钱钟书发现自己

的猫被林徽因的猫欺负了，于是拿起一根竹竿去打林徽

因的猫，就算是冬夜里听见有猫交，他一样可以从被窝

里跑出去跟猫干一架。

对此，杨绛知道以后就笑呵呵地跟他说：“打猫也

要看主人啊！”

钱钟书并没有理会，而杨绛也没有非要他制止他这

样做，因为，正如她所说，保留着他的真性情才是对他

最好的爱。

桩桩件件在杨绛的心里化成了一句话：你开心就好

，尽情做自己，天塌下来，一切还有我。

可以这样说，没有杨绛在背后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还有陪伴，钱钟书几乎没有可能可以过上轻松自在去创

作自己作品，经营好自己事业的机会。

是她，给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生命。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

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的确，像钱钟书这样的男人，很难找出第二个像杨绛那

样的女人来配他。

在钱钟书的眼里，他从未后悔娶她，她是他嘴里最

贤的妻，最才的女，足以看出这是他对于自己这位万中

无一的妻子的最高评价。

过去人们常说：“再深厚的感情，也敌不过柴米油

盐的消磨。”可杨绛与钱钟书的爱情，却完美地从琐碎

的婚姻生活中跳脱出来，他们懂得相互包容、相互理解

彼此。

有谁不羡慕这样的感情？他们已经将彼此揉进了生

命里，无怨无悔。

05

很多人总是拿性格不合，三观不同来为自己婚姻的

结束做借口，其实就是不够爱，没有好好经营，像上面

例子中的人物，要是真的够爱，所有的难处都会设法去

克服，若是不能，那就是差一个决心奔赴，跨越山海的

念头罢了。

若是自己的伴侣没有过多的缺点，没有不能原谅的

错误，不妨给个机会给他，也给自己一个去“盲目”去

爱的机会，走进“要爱，请深爱”的人生，爱上他的傻

，他的痴，他的疯。

待到明年花开，又会是一段值得继续携手前行的爱

情。

爱情里最好的模样：陪他“装疯卖傻”一辈子

【美南新聞泉深】本周開始，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將成世界乒乓
球之都，這是一個曆史性的時刻，因休斯頓成美洲以及美國有史以來第
一個舉辦該活動的城市。

從今天11 月 23日開始，世界上最好的乒乓球選手將在喬治·R·布
朗會議中心對陣。這是人們記憶中最精彩的世界乒乓球賽事之一，讓我
們都想知道誰將成本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冠軍。

此次旗艦賽事首次采用經過改進和擴展的賽制，將有 128 名單打
（男子和女子）選手和 64 對雙打選手比賽（男雙、女雙、混雙）以直
接淘汰賽的形式進行比賽。

這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通過數字和線性平台在 200 多個國家/地區
播出，在全球擁有超過 5 億粉絲，將是一次難忘的經曆。

在美中“乒乓外交”50周年之際，休斯頓也將在世界乒乓球界以及
美中關系方面創造曆史，美國和中國再次將聯手，由美國和中國球員組
成的兩對混雙組合參加比賽。

兩國之間再次進行這種乒乓外交非常重要，這項運動將兩國人民緊
密地聯系在一起，將增進兩國的友誼。

今天是比賽的第一天，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名運動員悉數登場，正
在參加比賽或觀摩比賽，正渴望著進入自己緊張激烈興奮的比賽，筆者
有機會捕捉到球員比賽的精彩瞬間。

2021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今天開賽 各國球員精彩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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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蘇帥終落鑊蘇帥終落鑊蘇帥終落鑊
紅魔潰不成軍紅魔潰不成軍

曼聯在大
敗給屈

福特後 21 日發表聲
明，表示“蘇斯克查已

離開主帥一職。奧利（蘇斯克
查）永遠都是曼聯傳奇，很遺憾
結果得出這樣的決定。即使過去
數星期充滿失望，卻不能抹殺他

的貢獻，在這3年為球隊長遠的重建
打下基礎。”球會重申對蘇帥“不言倦
的付出衷心感謝，祝願他未來一切順利。
他在球會歷史中的位置永固，不僅作為一名
球員，還有作為一名出色的人以及一位曾給過

我們偉大時刻的領隊。作為曼聯大家庭一分子，
我們任何時候都歡迎他回來。”

施丹羅渣士成接班熱門人選
曾帶領皇家馬德里實現歐洲聯賽冠軍盃三連霸的施

丹盛傳最有希望接掌曼聯兵符，更有消
息指這位現時賦閒的法國名宿已開始補習
英語，李斯特城教頭羅渣士則被視為次熱
門。曼聯在昨天聲明的文末表示，助教卡
域克將暫代主帥職務，“球會將會物色能

於賽季結束前出任看守領隊的人選”，似乎將肩負
“紅魔”長遠領軍重擔的真命天子，未必會在短期

內有分曉。
球員時代外號“娃娃臉殺手”的蘇斯克查是曼聯

1999年“三冠王”功臣，2008年退役後留隊執教了預備
組3年，及後回祖家挪威母隊莫迪初當主帥並贏得3個冠
軍，2014年短暫執教過卡迪夫城卻未能助球隊留班英
超，之後回掌莫迪兵符。2018年他重返曼聯接替被炒的
摩連奴出任領隊，雖然上賽季在強敵環伺的英超取得第2
名，但同年歐霸盃決賽卻與其任內首座冠軍獎盃擦身而
過。本屆英超開季12輪更得5勝2和5負，近7輪1勝1和
5負已落後第4位的韋斯咸6分。

任內有功有過 頹勢不止致命
轉會方面，蘇斯克查既有簽入般奴費南迪斯的成功

之作，亦有引進雲迪碧克及查頓辛祖卻未能善用的例
子。雖有被譽為具爭冠實力的豪華陣容，蘇帥被認為最
大弱點卻是戰術思路不清及調兵欠章法，一洗摩連奴的
防守戰術銳意進攻，卻時有陷於攻不入卻守不穩的困
境，今屆12輪已失21球，守力屬英超20隊第三差。這在
C朗拿度今夏回巢後更為明顯，球隊整體表現好壞受其發
揮的影響程度很大。

本輪作客護級的屈福特，佔61％球控率的曼聯得3次
射正龍門不及主隊的8次。雖然門將迪基亞初段救出12
碼，但球隊之後連失兩球，換邊後後備入替的雲迪碧克
縱扳回一城，但今季欠穩的後防大將哈利馬古尼又犯下
致命失誤，後場控甩腳後剷跌對手兩黃變一紅被逐。
“紅魔”反撲鬥志驟熄，完場前空群出擊更再失兩粒慘
輸1：4。蘇帥賽後接受採訪時還竟一度露出笑容，雖已
立即道歉，卻已引起一些“魔迷”不滿。

曼聯在大敗於利物浦後曾堅持給予蘇斯克查翻

身機會，可惜依然一沉不起，而且更是低迷無下

限，在21日凌晨結束的英超比賽遭護級球隊屈

福特血洗，慘輸1：4而回。經過球會高層開

會緊急商議，最終決定以雙方“分道揚

鑣”的方式結束合作關係，為這位球會

的冠軍名宿保全一點面子。盛傳施丹

和羅渣士都是接班的熱門人選，

而根據球會的聲明，似乎將

肩負長遠領軍重任的人選

未必會在短期內有

分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志達

馬古尼又做罪人 慘敗護級隊成奪命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亞洲足協公布了2022
年港超球會審批牌照結果，傑志、東方龍獅及理文都順
利獲發亞冠牌照，冠忠南區、標準流浪及晉峰則獲批核
亞協盃牌照。由於朝鮮球會沒有發牌制度，其分組賽席
位料由香港球會頂上。中超球會方面，則只有6隊獲發亞
冠牌，分別為兩支上海代表、山東泰山、深圳隊、廣州
隊及長春亞泰。

今年的亞冠決賽將於北京時間周三凌晨零時舉行，
由希拉爾與浦項制鐵爭冠，後者主帥金基東賽前收到好
消息，這位前韓國國腳獲得國際足球歷史和統計聯合會
（IFFHS）提名，與杜曹、哥迪奧拿等名帥一同成為
2021年最佳教練候選人。

金基東獲提名競選年度最佳
IFFHS 全名為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Football

History & Statistics，是一個由FIFA認可的足球數據與歷
史統計的機構。該會提名了24位今年帶領球隊表現出色的
主帥，競逐2021年度最佳教練。候選人包括杜曹、哥迪奧
拿、普捷天奴、施丹及剛與曼聯分手的蘇斯克查。浦項制
鐵主教練金基東則是當中唯一的亞洲代表，另一亞冠決賽
分子希拉爾，其葡萄牙籍教頭李安納度查丹亦有入選。兩
人周三凌晨將各為其主，帶領球隊角逐今屆亞冠錦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賽艇環島大賽”於剛剛過去的周日
在維港上演，75位海岸賽艇高手共分3
個組別，22隊作賽。所有參賽者在銅
鑼灣起步，順時針沿海岸線到鶴咀、
石澳、赤柱、經過香港仔、數碼港、
中環碼頭及灣仔，最後再回到銅鑼灣
衝線，賽道全長45公里。

今年的賽事焦點分別落在“女子
單人雙槳艇”、“混合組雙人雙槳
艇”及“四人雙槳有舵手艇”三大組
別。香港賽艇運動員白麗琪單人上陣
環繞香港島一周。白表示今年單人出

賽，最終以5小時3分10秒摘金。趙顯
臻今年伙拍港隊女將許詠淇出戰“混
合組雙人雙槳艇”項目。二人雖然首
次一同以“拍檔”的形式出戰環島
賽，不過由於日常在港隊訓練時已合
作多時，加上二人狀態大勇，最終以3
小時38分10秒稱雄。

在“四人雙槳有舵手艇”方面，謝
欣妏、黃湘儀、梁瓊允、梁穎桉、洪詠
甄這個5人組合曾一同出戰“2019世界
海岸賽艇錦標賽”凱旋。這個組合在今
次再一同挑戰這場“海上馬拉松”。最
後5人以3小時54分26秒奪得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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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2021中國網球巡迴賽·佛山站暨
“維品諾”佛山網球公開賽21日在世
紀蓮體育中心網球場落幕。上海小伙玉
蘇普艾力·艾則孜在男單決賽上演大逆
轉，擊敗廣東選手于宗丙，在拿到冠軍
獎金的同時，收穫500個積分。

作為國家級賽事，中國網球巡迴
賽是中國網球界全新賽事IP，賽事分
為四級體系——職業級CTA1000、
CTA800， 精 英 級 CTA500、
CTA200。本次佛山站的比賽屬於
CTA500系列賽事，是年度收官之戰。

當日，在男單決賽中，20歲的玉
蘇普艾力·艾則孜迎戰主場作戰的于宗
丙。後者一路領先，一度將比分拉開
至5：2。就在大家認為冠軍歸屬無懸
念的時候，玉蘇普艾力·艾則孜開始強
勢反擊，將比分追至6：6。在搶七大
戰中，他更勢如破竹，領先5分率先破
七，強勢奪冠。

在其他比賽中，來自廣東的蘇晉
億/余星翰、苑天緣/郭嘉淇分別奪得
男雙、女雙冠軍，四川的羅熙奪得女
單冠軍，京滬組合王介甫/唐好辰奪得
混雙冠軍。

中國網球巡迴賽佛山站落幕

港隊精英囊括環島大賽三冠

●●傑志在今年的亞冠盃首次殺入傑志在今年的亞冠盃首次殺入
1616強淘汰賽強淘汰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玉蘇普艾力·艾則孜（左三）奪中巡賽佛山站男單
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梁穎桉梁穎桉、、梁瓊允梁瓊允、、謝欣妏謝欣妏、、洪詠甄及黃湘儀奪洪詠甄及黃湘儀奪
““四人雙槳有舵手艇四人雙槳有舵手艇””冠軍冠軍。。 帆船會供圖帆船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蘇
斯克查在曼聯官方頻道的告別專訪中，
祝福球隊未來贏得佳績，“我會支持下
一任教練，希望他成功，我已為實現目
標奠下基礎，在隊內建立出一個足球環
境。”

片段中眼有淚光的“蘇B”，對球
員、球迷和球會上下的人衷心致謝，
“在我回來的第一分鐘到最後一刻，我
都十分享受這些時光”，“相信人們都
知我為球隊付出了一切，這球會對我來
說亦是一切。”

多位曼聯球員都通過社交媒體向這
位曼聯名宿道別，其中C朗讚揚“奧利
（蘇斯克查）是一個傑出的人，祝願他
未來一切順利！祝你好運！我的朋
友！”施丹、羅渣士、普捷天奴和安歷
基盛傳都是接掌曼聯兵符的熱門人選，
但現任西班牙國足主帥安歷基在回應記
者提問時則以“今天是愚人節？”妙答
闢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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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斯克查告別專訪眼有淚光蘇斯克查告別專訪眼有淚光。。
網上截圖網上截圖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11月23日（星期二）5

●馬古尼在
危險地帶控甩腳
後攔截犯規，被
罰紅牌離場。

美聯社

●蘇斯克查
在大敗1：4給屈
福特後最終還是
烏紗不保。

美聯社



BB77星期五       2021年11月26日       Friday, November 26, 2021

海歸就業

教育部的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到

2019年期间，我国出国留学回国人数为

201万人。大约近80%的学生在完成学业

后都会选择回国工作。

可以说“海归”是我国就业人潮当

中不可忽视的群体。但随着近些年来就

业人群的增加，“海归”也开始面临一

些前所未有的困难。

2021年智联公司发布的《2020年中

国海归就业创业报告》显示，2020年海

归人员求职时间较以往更长，且多数海

归人员认为自己获得的实际薪酬水平要

低于平均水平。

“海归”就业遭冷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近年来海归人

才学成归国的热情高涨，大部分留学生

在毕业之后都会选择学成归国。

但很多留学生在回国后却会遇“冷

”。2019年发布的《2019海归就业力调

查报告》显示一些海归人才在回国求职

中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某一岗位海

内外求职者众多，竞争压力大。”

海归人员的前进道路确实并非一帆

风顺，2020年对海归最不友好。

在2020年年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在国内暴发，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留学

生担心自己的留学目的国没有能力遏制

扩散的新冠病毒，因此很多留学生便选

择了提早回国，加入就业大军中。

据了解，去年的海归人员求职人数

同比增长了近67.3%，大量的海归人才

涌入求职市场造成个人求职时间普遍增

长。在求职过程中，他们也碰到了不少

问题。

2020年5月，在社交平台豆瓣上。

用户“马修两个羊”建立了一个旨在让

海归人才互相帮助，协助寻找就业机会

的用户小组“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

。

小组的名称只是一种戏谑的调侃，

实际上加入小组的成员大多是从海外学

成回归的海归人才，他们加入这个小组

也正是为了互相帮助，解决问题。

在这个小组中，有的用户抱怨自己

由于常年在海外生活，并不了解国内的

工作情况，回国后获取的信息并不对等

，因此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也有

的用户抱怨自己并不知道求职的困难，

没有在留学期间掌握过硬的本领，回国

后空有一纸文凭，没有求职公司需要自

己。

对于留学生来说，新冠肺炎疫情是

一剂催化剂，其实早在疫情暴发之前，

海归人才求职当中的一些问题就已经显

露了出来。

2019年5月22日，《光明日报》发

表文章《海归，贬值了？》，以调查数

据为基础，详细讲述了海归人才目前面

临的困境。

《光明日报》表示“海归的光环没

能带来预期的收入，一些留学生的薪资

水平甚至不及国内同学历学生。求职简

历回复率低、收入的落差感、超预期的

竞争压力，成为留学生‘求职大军’普

遍诉及的问题。”

同时，《光明日报》还表示“‘留

学’正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

《光明日报》认为如今从国外留学归国

的学生并不都是精英了。

事实上，很多留学生出国留学的目

的并非深造，而是躲避“高考”，为自

己的简历“镀金”而已，留学生群体其

实良莠不齐。出国留学本来可以提升自

己全方位的能力，获得在日后有用的技

能，但是一些留学生却选择浑浑噩噩地

过海外生活，以至于连英语沟通能力都

没能提高多少。

对于海归人才来说，部分问题是留

学生自己造成的。而另有一些问题既受

留学生自身影响，也受人才市场因素影

响。

比如有些学生认为在海外完成学业

就是一劳永逸了，归国后人才市场上肯

定会哄抢海归人才。这样的想法是不切

实际的，其实如今的就业市场对海归人

员已经见怪不怪了。海归人才多，但优

质的少。

而且海归人才只是个标签，究竟用

人单位需要哪些海归人才，哪些海归人

才可以胜任用人单位的工作都需要学生

自己收集信息。近些年来，招聘人员对

海外院校渐渐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仅

仅靠一纸文凭就能找到心仪的工作也逐

渐变得困难。而归国人才不了解国内的

招聘情况以及行业的情况也对自己求职

造成了很大影响。

回国就业需早做准备

即将毕业的留学生都会面临一个问

题，即是否回国就业。这个问题的答案

取决于多种因素。

如果留学生不打算继续深造，那么

可以选择回国就业，但回国就职的时间

也应该仔细选择。每年的4月到6月是

国内招聘的旺季，这时正值海内外院校

学生即将毕业之际，用人单位会在此时

招聘需要的人才。

此时归国的留学生可以直接加入到

求职大军当中，当然竞争也相当激烈。

如果留学生打算在其他时间回国求职，

竞争可能不如旺季激烈，但就业岗位也

不会很多。此时回国的留学生可能需要

等到明年的毕业季才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

其实，留学本身就是在为求职做准

备。毕业前，留学生应该不断完善自己

的能力与技能。而在归国求职前，留学

生应该对自身的能力、定位有一个正确

的认识，预估自己的情况适合哪些工作

。

留学生同时也应该对想要进入的行

业有所了解，特别是要了解国内的行情

，毕竟留学生工作的环境是国内而非国

外。这就要求留学生广泛收集信息，了

解情况。

最直接的了解行业人才需求的方法

，就是下载求职、招聘应用，了解这些

应用上都有哪些亟需人才的岗位，用人

单位的要求是什么。通过了解这些信息

，留学生可以对行业产生足够清晰的认

识。

另一个了解行业的途径则是向从事

工作的中国校友求助。职场的经历是宝

贵的，而校友有着丰富的阅历，往往能

给出适合自己的建议。通过与校友交流

，留学生也可以对行业有更深入的了解

。此外，如果留学生回国，一定要将学

历认证的时间提前留出。

国家鼓励海归人才创新创业

为了帮助海归人才解决许多实际问

题，2020年10月，教育部答复十三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337号建议，表示支

持留学人员回国服务，鼓励他们成为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力军。

教育部表示，为了让留学生拥有适

合在国内发展的环境，目前我国已经提

出了很多倡议，在未来教育部会继续改

善国内的留学生发展环境，为留学生在

国内发展提供便利。

近年来，我国各地方也在疏解海归

人才的就业困难。为了吸引高质量人才

，各地方也在不断增改海归人员落户政

策。

此前，深圳、上海市为了吸引海归

人才落户，都出台了包括生活补助、租

房补贴在内的一系列留学生落户政策，

吸引海归人才发展。

根据上海人力社会资源保障局发布

的《上海海归300指数（2021）——城

市软实力与海归创业生态》显示，目前

，在上海工作的海归人员大约有22万人

。通过实施留学生落户政策，海归人才

就业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

而除了为海归人才提出落户政策外

，近年来求职季还多举办海外人才交流

大会。这些人才交流大会多由政府自己

举办。

如今年于深圳举办的第十九届中国

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就是由科学技术部

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人才交

流会。据悉仅这一次招聘会就可以为求

职者提供近3000个岗位。近些年来，诸

如此类的招聘会不断举办，也是在帮助

海归人才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一段新旅程的起点——“海归”的就业路

随着时间进入10月，2022年度应届

毕业生秋招已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国内

的秋招季主要集中于每年的9月至11月，

对于毕业生来说素有“金九银十”的说法

。

找工作，是大部分准毕业生们

必经的过程：去什么地方工作、到

什么样的企业工作、从事什么职业

，是每个求职者要做的选择，而对

于即将毕业的留学生来说，多了一

个需要抉择的选项——回国还是留

下。近年来国外就业市场形势复杂

多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英国

、美国等留学热门国家劳动力短缺

的情况日益严重；中国国内企业虽

对“海归”人才青睐有加但国内的

应届毕业生就业市场竞争激烈……

这些无一不影响着留学生的决定。

位于美国匹兹堡从事教育产业

的Forward Pathway集团董事长曾

表示，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倾向于留

在美国工作，但是他们想要留在美

国工作的原因不是因为更高的收入

，而是因为在美国工作可以对他们

未来的就业发展有更大的提升。

但是毕业后继续留在国外工作

绝非易事，即便被企业所录取，能否成功

申请到工作签证又是另一道坎。

以英国为例，Tier 2普通工作签证要

求为：申请人首先需要找到一份全职工作，

并且雇主徐具有雇佣外籍员工牌照（Spon-

sor License），如果没有的话，公司牌照需

向移民局提出申请，申请一般需要2-4个月

。另外还需要雇主为申请人申请到COS

(Certificate of Sponsorship)，工作职位需

要满足年薪至少在20,800镑，工种一般要

求达到NQF Level6。

美国工签（H1B）的获取，则更多是

靠运气。根据美国官方所发布的数据，

2020年，共有275,000人参加H1B抽签,

本科中签概率 23.6%，研究生中签概率

为 44.2%。且获批H1B的学生中大部分是

计算机相关专业。

中国留学生想要在国外找工作确实是

很难，很多留学生对此深有体会。

难以获得合法工作身份是在英、美等

国找工作最大的难题之一。有些企业在招

聘面试的过程中也会以身份问题作为是否

雇用的参考之一。此外，中国学生在留学

专业的选择上更多倾向于兴趣或是与本科

学习方向一致的专业，而不是选择外国雇

主最需要的或是最容易找工作的专业。

Forward Pathway集团董事长表示，数据

显示，中国留学生选择最多的专业是商科

、工科、理科，虽然在STEM相关专业的

学生留美几率更高，但中国留学生在选择

专业的时候不太会去迎合美国就业岗位的

需求。

留学生回国求职仍有优势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由于国内更

好的疫情防控效果以及更快的经济恢复态势

，回国求职，成为了更多留学生的首选。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中国海

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下称“报告”)。

疫情促使2020年留学生回国求职同比增

长67.3%。

尽管，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一

些质疑留学生的声音。但是数据显示，国

内企业仍然认可留学所带来的眼界的增长

、经历的丰富、教育背景的提升、较强语

言能力及适应能力所能为企业带来的优势

。根据58同城日前发布的《2021毕业生

就业报告》，2021年企业招聘海归的平均

月薪约为10k，而2021届国内毕业生的平

均月薪只有7k上下。

此外，不少大型企业的校招也为招聘

留学生开辟了专属通道，从技术岗位到业

务岗位再到职能岗位一应俱全。有数据显

示，超过60%的“海归”首选外资、民营

企业工作。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通过“人才

计划”、“留学生落户”等政策鼓励优秀

留学生回国就业、创业。

日前，《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

政府关于深入实施人才引领战略加快天津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意见第二章指

出，支持留学回国人员创新创业。具有中

国国籍的本科以上学历留学回国人员，可

直接在津落户。留学回国人员自愿放弃外

国国籍并申请加入或恢复中国国籍的，优

先为其本人及随归、随迁的配偶、子女办

理加入或恢复中国国籍并落户天津手续。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20年11月更新的《留学回国人员申办

上海常住户口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

则”）。更新的细则中不再限制第一份工

作的所在地，只要在归国两年内来上海工

作即可。对于院校的要求也逐渐放宽。针

对在国内有过本科或研究生学习经验的同

学，修改要求为国内毕业院校为双一流，

海外毕业院校为高水平大学。

对于留学生来说，在哪里就业和在哪

里学习一样，虽有选择，但同样面临挑战

。国外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竞争日益增加

，只有不断强化自身各项能力，明确发展

目标，方能在求职当中脱颖而出。

留学生求职，归国与留下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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