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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冬季低溫時，汽車停放時間
一長，發動機起動較為困難。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因氣溫低，燃油的氣化

率下降，混合氣變稀而不易燃燒造成起
動困難。同時因氣溫低，機油粘度變大
，發動機運轉阻力增加而造成起動困難
。另外，蓄電池電解液的化學反應慢，
造成起動時輸出的電量不足、起動機功
率不足和點火電壓不足，使發動機難以
起動。所以，汽車在寒冷的季節起動之
前應先對發動機進行預熱。可向散熱器
和水套中灌注熱水或蒸氣，利用水套中
的溫度傳導至氣缸壁，使起動時進入氣
缸中的燃油易於氣化，並可提高可燃混

合氣的溫度，以便利於燃燒。還可根據
需要對蓄電池進行預熱以增強蓄電池的
電量，提高起動電流和點火電壓。

16、汽車在空車與重載行駛時轉向
盤均擺動，且在平坦路面上行駛擺動較
嚴重。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是由於前束不符合

技術標準以及橫直拉桿球頭、轉向機內
部配合間隙磨損過大或轉向機固定螺栓
鬆動、轉向節銷與襯套磨損過大所致。
上述原因造成的松曠所形成的合成力矩
，會推動轉向盤左右擺動。

17、汽車在行駛時一遇到故障即引
起轉向盤擺動，且重車時擺動更嚴重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情況下是由於前輪

輪胎磨損不均，使用新補的輪胎或墊胎
不均及鋼圈變形所致。因為，車輪轉速
較快時，驅動轉向盤旋轉的力矩主要來
自於化胎或鋼圈的偏擺度。當輪胎或鋼
圈的擺差超過3 mm時，偏擺力矩就能
驅動轉向盤左右擺動。應去修理廠檢查
，視情更換化胎或鋼圈。

18、在良好的路面上高速行駛，重
、空車時轉向盤均擺動，重車時擺動嚴
重，且車速越快，擺動越嚴重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是由於製動鼓與輪

轂連接螺栓鬆動，輪轂軸承孔松曠以及

製動鼓鏜削偏離中心而使製動鼓厚度不
一，產生不平衡量所致。因為，在高速
行駛的情況下，車輪轉速很快，驅動轉
向盤擺動的力矩主要來自於製動鼓與輪
轂的旋轉均勻度及其平衡量，在不平衡
量的作用下，慣性與前傾角均產生驅動
轉向盤擺動的力矩。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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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orpC Corp和和S CorpS Corp的不同的不同

美國的公司形式有S Corp、LLC 和
Partnership，這些公司形式是有限責任
而且不繳公司稅，但是稅表是要報的。
股東或夥伴或成員，從公司拿到的是
K-1，K-1報在個人稅表的E表和1040表
的第17行。

一， LLC和Partnership
LLC：股東沒有身份限製，外國人

也行。這種公司形式分為一個人的LLC
和兩個及以上合夥人的LLC，一個人的
LLC稅務申報相對簡單，每年只要在4
月15日之前，在報個人稅的時候一起報
自雇稅就可以了，只要報 1040 表和
Schedule C。如果是兩個及以上合夥人
的 LLC，就報 1065 表（Partnership）。
特別要指出的是，美國有些州，比如加

州和亞利桑那州，夫妻兩個人組成的
LLC，可以當作一個人的LLC，當你申請
公司稅號（EIN）時，可以向稅務局申
請為一個人LLC或者是合夥人LLC。LLC
的最大優點是適合控股公司 Holding
Company，比如房地產物業或設備租賃
業務，這樣LLC就沒有必要繳自雇稅的
15.3%。如果成立LLC經營業務，那麼你
是作為自我雇傭（self-employed），必
須要交15.3%的自雇稅。這就意味著，
參與LLC公司實際運營的合夥人的K-1
都要交15.3%的自雇稅。

LLC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利潤分配
較靈活。比如說，老張和小王合夥辦了
一個LLC公司。老張已經工作一段時間
了，有了一些積蓄，就拿出４萬美元投
資。小王剛剛從學校畢業，有技術有幹
勁有時間，可是沒有多少積蓄，所以只
能出資１萬美元，但是呢，承擔公司
90％的工作。大家說好，有錢出錢，有
力出力，利潤雙方平分。如果是LLC，
就可以這麼辦。如果是S Corp的話，就
不能這麼辦，必須是按股東比例，老張
４萬：小王１萬，那就是４:１，所以
利潤分配的時候就是80％:20％。S corp
在這方面不如LLC靈活。

3. S Corporation
S Corp：有很多客戶出於省稅的考

慮，選擇開S Corp，而放棄LLC。上面

說過，成立LLC，你是作為自我雇傭的
，必須要交15.3%的自雇稅。就是說，
LLC的全部凈收入都要交15.3%的自雇稅
。如果成立 S Corp，只有支付給自己
（又當老板，又當員工）的那部分工資
才要交15.3%的自雇稅。其余收益，作
為公司一般收入(ordinary income)，不
用交自雇稅。這樣一來，就節省了非常
多的自雇稅。

比如說：老張開了一家電腦咨詢公
司。根據業界的平均工資標準，老張開
給自己的工資是５萬美元。老張這一年
的全部收入是８萬美元，５萬給自己支
付了工資，剩下的３萬作為S Corp的一
般收入(ordinary income)。如果老張開
的是S Corp公司，那老張只要繳納(50,
000*15.3%)=$7,650的自雇稅。如果老張
開的是LLC，那麼他的全部收入８萬美
元 都 要 交 自 雇 稅 ， 也 就 是 (80,000*
15.3%)=$12,240。S Corp公司，為他節
省了(12,240-7,650)=$4,590的自雇稅，
這還是相當可觀的。

有的朋友就會問了，那我能不能給
自己開很低很低的工資來避稅呢？美國
的國稅局（IRS）也註意到這個問題了，
所以，他們根據行業標準製定了合理的
工資標準。如果國稅局認為你給自己的
工資太低了，不合理，他們會采取措施
讓你重新調整工資。關於Payroll Tax，

雖然S Corp可以幫你省很多自雇稅，但
是，選擇 S Corp，你每個季度都要做
payroll tax，這對於外行人來說是非常
頭痛的事情。因為一旦出錯或者延誤，
就會吃利息和罰金。

S Corp和 LLC的區別在哪裏？要成
為S Corp的股東有一些限製。股東人數
不能超過100人。而且股東必須是綠卡
（美國永久居民）或者公民，不可以是
non-resident alien，也就是說，沒有取
得綠卡的時候，是不能成為S Corp股東
的，這一點，對於很多尚未取得身份就
想在美國創業的中國留學生來說，是要
註意的，並且Partnership、C Corp或者
LLC不能夠作為股東入股。S Corp股東
間的利潤分配完全按照股份比例進行。

4. C Corporation
C Corp：與 LLC、S Corp 不同，C

Corp公司的本身是納稅實體，需繳公司
稅，我們可以利用個人和C Corp公司稅
率差異，進行收入分配，俗稱（倒賬）
。比如個人稅率是37%，C Corp公司稅
率是 21%，轉移$20,000 個人收入到 C
Corp公司將節省 $3,200的稅。C Corp
維持起來比較麻煩，因為要遵循固定的
程序運營。比如：年度會議（annuel
meeting），但是扣除（deduction）政
策最寬松，如果有收入的話，最省稅。
此外C Corp公司稅收的最大缺點是雙重

征稅，公司不但被征收入稅，股東收到
的任何股息（利潤分配）也要征稅。
關於自雇稅的說明：

自雇稅比例是15.3%，它是由兩部
分組成的，一個叫做Social Security，稅
率是12.4%，另一個叫做Medicare，稅
率是2.9%，兩個加起來正好是15.3%。
12.4%的部分上限到$128,700 (2018年)，
再高的就不收了。2.9%部分，上不封頂
。

另外補充一點，每個州 LLC 和 S
Corp的年費都不同。公司註冊在哪個州
是有不同的，涉及到更多的稅務籌劃，
這就和為什麼一些很有名的公司註冊在
百慕大、英屬維京群島一個道理。比如
新澤西州，S Corp每年最少要交mini-
mum 的 corporate business tax $500，
然後年費$50，總共最少每年要交$550
，如果LLC的話，就只有年費$50，沒有
corporate business tax。
趙廣華（CPA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 址 ： 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退休生活就該過的無憂無慮退休生活就該過的無憂無慮
Brookdale Memorial CityBrookdale Memorial City社區社區 讓長者開心讓長者開心

(本報休斯頓報導) 許多華裔朋友在
美國奮鬥多年，當年紀輕時為生活與事
業打拼，忙進忙出，總希望能有多一些
自己的時間；而一旦真的退休後，時間
多了許多，又該如何規劃呢？其實，退
休是新生活方式的開始，有更多自己可
以掌控的時間，那些想做卻沒做的事、
想去卻沒去的地方、想聚卻沒時間聚的
朋友、想學卻沒空閒學的愛好，現在都
可以一一實現。而一些懂得生活的長輩
，還會考慮搬到退休社區，不用打理諾
大的家，也不用操心三餐，有各種活動
安排讓自己愜意的生活，同時，還有專
業團隊隨時待命，不用擔心萬一身體出

狀況怎辦。這樣，退休便是另一段黃金
生活的開始。

Brookdale是全美最大的老年生活公
司 (America’s largest senior living com-
pany)，共有675+個退休社區，以為長者
們創造優質生活而著名。在休斯頓也有
十九個社區，其中，距離中國城最近的
是Brookdale Memorial City，地理位置超
優越，近十號與八號公路，交通方便，
卻又鬧中取靜，目前已經有一些華裔住
戶。

搬來Brookdale是為了讓自己更幸
福

一位 Brookdale Memorial City 華裔

住戶蔡淑英女士表示，自己是在看過多
個退休社區之後，經深思熟慮，而選擇
Brookdale Memorial City，這裡的生活機
能好，制度健全，附近還有大華九九、
Mall、餐館、醫院，距離中國城和自己
原來的家也不遠，退休後不想再打理太
大的空間，Brookdale Memorial City能提
供所有自己的生活所需，更有非常多的
活動可以參加。從搬來之後，生活得很
滿意，調整了生活空間後，也讓退休後
的自己更省心省力。

每週 七天提供交通服務
Brookdale Memorial City是屬於In-

dependent living的社區，也可以依住戶

的需要選擇額外的治療服務或是護理。
這裡所做的一切都以居民的需求為中心
，每週 7 天都提供交通服務，接送居民
去購物、看醫生、教會、銀行等等。同
時，居民如果有任何建議，有暢通的交
流管道，住戶每週都能得到答案。

餐廳級的伙食
充實的生活少不了美食，Brookdale

Memorial City的三餐頗受居民肯定，住
戶可到餐廳點餐，有前菜、主菜與點心
，也可以叫到自己的房間用餐。專業烹
飪團隊與營養師提供健康、又吃得舒服
的不同菜樣選擇，菜單每週更換一次，
最大重點是新鮮與美味。

安全措施
Brookdale知道安心對於社區居民及

其家人來說至為重要，所以將安全放在
首位。社區有員工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
時隨時待命，隨時收到緊急警報。社區
提供安全功能，例如： 24小時保安系統
、每日簽到系統、每個房間的緊急警報
等。

讓居民更方便的設施
Brookdale社區提供大量現代化的方

便設施，讓住戶有更多的便利、同時又
減少操心，這樣住戶就可以充分利用自
己的空閒與時間，讓居民的生活更輕鬆
的便利設施包括：圖書館、電腦室、寵
物友好、雜貨店、診所、美容院/理髮店

、交通服務、禮賓服務、治療室(Thera-
py Room)等。

娛樂與活動
退休後時間比以往充裕許多，更應

妥善規畫，Brookdale社區提供多樣的娛
樂設施、以及每天不同的活動，讓住戶
能享有更加活躍的退休生活，並與鄰居
互動。娛樂設施包括：遊戲室、健身中
心、工藝與美術室、撞球、圖書館、劇
院、步道、游泳池等等。

社區裡有12個不同主題的庭院和花
園，讓住戶與朋友們一起聊天或是聚會
。也有酒吧、運動台、教堂、客廳、自
然採光的陽光房、園景門廊和露台等，
社交空間頗足。

有些居民喜歡烘培麵包糕點，想學
如何製作新的點心；有些住戶喜歡討論
經典小說、或最新的暢銷書。 無論點燃
您的熱情何在，社區裡都提供了不同時
段與場所，讓居民的生活更有趣，從烹
飪班、教育工作坊、到運動課和讀書俱
樂部，住戶有多種趣味的活動可以選擇
。

對 Brookdale Memorial City 有興趣
了解更多，或是參觀社區品嘗餐飲，歡
迎 聯 絡 李 小 姐 （Katie Li）:
713-253-6772。地址: 11900 Barryknoll
Lane, Houston, TX 7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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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天地

王强大学毕业后进了机关，很快学会了看人

办事这套功夫，几年下来混了个一官半职。他一

直觉得学习能改变命运，若不是自己当年考上了

名牌大学，说不定现在还在农村混呢。

这天，王强开车去接儿子放学，见时间还早

，便在校门口溜达起来。突然，他看见学校对面

的墙角下有个擦皮鞋的摊位，摆摊的是个女人。

他见自己的皮鞋有些脏了，就走过去在摊位上坐

了下来，让那女人给他擦皮鞋。

那女人当即手脚麻利地给王强的皮鞋上油，

擦了起来。王强搁着脚，有一搭没一搭地和那女

人闲聊起来。那女人告诉他，自己是从农

村老家出来打工的，由于没有文化，找不

到什么好的工作，于是干起了这擦皮鞋的

行当。

王强乐了，趾高气扬地说：“这年头，

学习改变命运。你没文化，还想干啥？也

就只能擦擦皮鞋了。”那女人一听这话，

正在擦鞋的手突然停了下来，抬头朝王强

看了看，又低下头继续擦起来，再也不搭

理王强了。

王强自顾自地东拉西扯，话还没说够，

那女人却说鞋擦好了。王强一看，皮鞋擦

得锃亮。“嚯，手艺还不错！”他当即付

了钱，踱到了学校门口。

这时，学生已经开始放学了，王强瞪着眼张

望着。不一会儿，王强的儿子出来了，他拉着

儿子的手，往自己停车的地方走去，边走边问

儿子，期中测试考得怎么样。儿子支支吾吾地

说：“没……考好，只考了73分……”

王强一听，叹了口气，正想教育儿子两

句，突然又看见了刚才那个擦皮鞋的摊位

，当即眼前一亮，有了主意，便拉着儿子

走过去，重新在女人面前坐了下来，要那

女人为他擦皮鞋。

那女人一看，傻眼了：“你不是刚才来擦

过了吗？难道是嫌我擦得不够亮吗？”

王强搁起了脚，满不在乎地说：“让你擦你

就擦，照顾你生意还不好吗？反正我有的是钱，

想擦几次就擦几次。”说着，他拿起手机，对着

摊位上的二维码扫了一下，支付了擦鞋钱。那女

人见王强把钱都付了，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又

开始麻利地上油擦鞋。

这时，王强掏出手机，递给儿子说：“儿子

，来，你给老爸拍张照片。记住，要把那擦鞋的

拍进去。”啥意思？那女人一听，不由得又抬起

头来看看王强。

王强得意地点了根烟，一边吐着烟圈，一边

对儿子说：“儿子，你看见没有？擦皮鞋的都是

没文化的人。你可要好好学习，只有学习才能改

变命运，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不将成绩赶上去，

将来考不上好的大学，你也只能和她一样擦皮鞋

！你懂吗？”

那女人愣了一下，还是没有出声。王强的儿

子听了，似懂非懂地点了点頭。

擦好鞋，王强就带着儿子走了，一路上继续

说道：“儿子呀，你如果不好好读书，将来低人

一等，只能给人家擦皮鞋……”到了停车的地方

，王强一摸口袋，突然发现手机不见了，忙说：

“儿子，老爸的手机呢？快还我。”儿子惊讶地

说：“我刚才就给你了呀，你正好要点烟，就随

手放凳子上了。怎么，你后来没拿吗？”

王强顿时觉得脑袋“嗡”的一声，这下坏了

，这手机要是丢了那还了得？王强让儿子在车旁

等着，自己则三步并作两步往校门口跑。幸好，

他大老远地看到那女人还在。王强跑过去，气喘

吁吁地问：“你……你看见我……我放在凳子上

的那个手机了吗？”

那女人平静地说：“一开始我还真没看见，

后来手机响了，我才发现有个手机。我还以为是

你打过来的，就拿起来接了一下，谁知道，电话

里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还骂我是‘黄脸婆

’……”

啊？王强傻眼了，知道是那个和自己不明不

白的小美女打来的电话，他不由得脸上一红，说

：“快、快把手机还给我，别人的闲事莫多管！

”

那女人一听，说：“还你？就这么简单？我

被侮辱了，你还说我管闲事？”

“这……”平时伶牙俐齿的王强一下子不知

道说什么才好，他定了定神说，“这样吧，我给

你钱。”

那女人“哼”了一声，说：“告诉你，不是

我挣来的钱，我是不会要的。手机可以还你，但

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那女人指指地上的擦鞋工具，说：“我的要

求很简单，喏，你给我擦一次皮鞋。”

“什么？”王强愣了一下，气呼呼地说，

“我一个堂堂的机关干部给你擦皮鞋？你是哪根

筋搭错了吧？”

那女人笑了：“不擦？不擦也行，我就把刚才那

个电话给回拨过去，我也来试试骂人的滋味。”

王强一听，急了，此事一闹大，校门口的人

都过来看热闹，这面子往哪搁呀？趁此时还没人

注意，擦就擦吧。想到这里，他不耐烦地说：

“行行行，我给你擦还不行吗？”

这下好了，两人互换了位子，王强坐到了摊

主的位子上，给那女人擦起了皮鞋。可这王强没

怎么擦过皮鞋，再加上心急，手忙脚乱的，怎么

也擦不好。

这时，那女人扭头朝旁边喊了声：“小毛，

你过来。”

王强抬头望去，见一旁的树荫下有个小男孩

正趴在凳子上做作业。那小男孩听见叫唤声，当

即放下作业本走了过来。王强明白了，这个小男

孩一定是那女人的孩子，在等妈妈收摊。

那女人见儿子走过来了，便对他说：“小毛

呀，你今天虽然又考了100分，但是妈妈要告诉你

，除了好好学知识，还要好好学做人！否则读书

再好，将来哪怕当了官，也照样给人擦皮鞋！”

说着，那女人 用手指指王强：“喏，甚至还

会像他这样，连皮鞋也擦不好……”

听了这话，王强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

……

就要你擦鞋

“今年辣椒结得不知有多好，你哪天有空回

来带点回去！”母亲在电话那头欣喜地说。

我情绪不高，眼前火苗般的辣椒和炙热的阳

光交织着，闪过一个穿着蓝色布褂佝偻着腰身的

身影，“行吧，等我忙过这阵就回去。”“这个

星期就来？”“尽量吧。这天太热，你也不要在

地里忙了，累倒了都没人知道，让你到城里来又

不肯……”

“好啦好啦。”像是怕我絮叨下去没完，母

亲挂断了电话。

立秋这天，心里挂念着母亲，我踏上回家的

路。母亲还住在老矿区，灰色的砖墙和黑色的瓦

沿着山脚连成一片。明丽的阳光下，青郁郁的山

顶上矗立着斑驳的井架。我从长途车上下来，沿

着坑洼的水泥路走进一条小巷，经过一个个挂着

锈蚀大锁的院门。

邻居陈阿婆正好出门，看到我眯起眼笑道：

“小思回来了，稀客啊。”“呵，阿婆好。”

自打矿产枯竭，大批职工家属涌进城里，矿

区只剩下母亲这样的老人，以至于我回趟家都成

了客人。

“妈，我回来了！”走进小巷最里面的院子

，我大声喊。

里间的“嘚嘚”声立时停住，母亲拎着菜刀

出来，手上红彤彤的，粘着辣椒籽，微红的眼睛

瞪大，牵动着额上细密的皱纹，“怎么今天回来

？”“今天休息。”我抬脚进屋。

吊扇呼呼地转，一只木盆放在地上，上面搁

着一块砧板，旁边是一篮红辣椒，斩碎的辣椒散

在盆里，辛辣味霸气地萦绕着。母亲跟我进来，

坐到木盆前的小板凳上：“指望你们回来，打了

你哥电话，说没时间，你姐又说小孩明年要中考

，都不回来，辣椒分不了，只好做辣椒酱。”

和母亲说过多少回了，让她去城里住，好歹

哥姐和我都在城里买了房子。母亲不肯：“你们

孩子都大了，不用我带，我一个人住在鸽子笼楼

房里，谁也不认识。在这里种种地，你们还有新

鲜蔬菜吃。”

“你不戴手套口罩，受得了辣吗？”“不辣

的。”“那我试试。”我夺过母亲的菜刀。

怎么不辣呢，我感觉手上的温度就像燃烧的

炭火，火苗蹿动起来，眼前一片模糊。

“辣椒酱我准备做两样，一个蚕豆酱的，一

个黄豆酱的，到时你们每家一样一瓶，两种酱都

买回来了。”听母亲幽幽地说着，我的泪终究没

有忍住。

两瓶辣椒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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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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本地新聞

【美南新聞泉深】由于德克薩斯州哈裏斯郡法院最近通過了
一項重大的重新分區措施，休斯頓國際區和西南區由哈裏斯郡第
四區（Harris County Precinct 4)接管。第四區專員（Commission-
er) 由共和黨人傑克一·卡格爾（Jack Cagle）擔任。卡格爾于
2010年在選舉中獲勝，于2011 年1月1日上任，此後在2014年
和2018年的選舉中再次獲勝連任。本屆任期將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結束，目前正在競選連任。卡格爾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從共
和黨初選中晉級，將參加 2022 年 11 月 8 日與民主黨獲勝的候選
人在大選中決選。

卡格爾率代表團于3月15日首次考察訪問休斯頓國際區和西
南區，這是這位專員首次訪問休斯頓以亞洲人為主的地區。在國
際區區長李蔚華先生和西南區區長李雄先生以及兩區區委會成員
的陪同下，考察了國際區正在開發的農場和身心修行之地普德精
舍，以及西南區的慈濟佛殿堂和為窮人提出免費看病的希望診所
，共商投資開發合作項目。

順便提一句，無經濟來源，無醫療保險的民衆都可以來這裏
免費看病，與身份無關。只交少量的挂號費，剩下的費用由政府

買單。
卡格爾是哈裏斯郡第四區級別最高的政府官員，代表近 130

萬居民，手下有 445 名管理員工。第四區每年的預算金額為
2.905 億美元。他說，第四區正在考慮對國際區和西南區進行一
些項目的投資。

他說：“我對國際區和西南區的印象深刻，這裏過去十年發
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感謝過去的十年，我很享受它的每一分鍾
， 我期待著為您們服務，與您們合作，並聽取您們的意見，了
解我們如何讓哈裏斯郡第四區成為一個經濟繁榮，一個更適合居
住的地方。”

他說：“西南區也是一個安全隱患的地區，打砸搶案例在休
斯頓排名第一。一方面要在治安方面要增加更多的投資，加強警
力（民主黨要減少投資，減少警力）；另一方面也要提高自我防
禦的能力，不給罪犯可乘之機。”

他說：“我主張發展經濟，增加就業，這兩個區就是最好的
範例。我是納稅人的擁護者，我傾向于認為，作為納稅人的政府
一方，我們應該尊重納稅人將其交到我們手中的每一分錢。十多

年來，我們一直在第 4 區非常努力地為人民服務，無論你是共和
黨人還是民主黨人。”

他還提到自己的女兒收養了一個華人女孩，對華人充滿感情
。

他最後說：感謝您們今天帶我們參觀休斯頓國際區和西南區
！我們度過了愉快的時光，並期待著我們即將到來的合作！如果
您們對我如何更好地幫助您們解決郡內的相關問題，或有任何疑
問、意見或想法，請致電 713-755-6444 聯系哈裏斯縣轄區 4。
感謝您們對我的信任！”

卡格爾畢業于休斯頓著名的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
有南方哈佛之美稱。主修經濟學、曆史學和管理學叁個專業，並
畢業于貝勒大學法學院。在過去30多年，他任地方法院法官。
作為法官，卡格爾 一直獲得休斯頓律師協會的高度評價，並獲
得了來自法律、商業、政治和社區團體的衆多獎項。卡格爾曾兩
次被執法團體評為“年度法官”，還獲得休斯頓墨西哥美國律師
協會的認可，並擔任女律師協會的一名官員。他被同行選舉爲郡
民事法院行政法官和德克薩斯州郡法院法官協會主席。

哈裏斯郡第四區專員卡格爾考察休斯頓國際區和西南區

共商投資開發合作項目

專欄 杏林夜談22
談天說地之五： 風雲際會 （上）

（本報訊）（1）化疫情為頤情
丁大夫臉色有幾分開朗，仍有感而發的說： 「真沒想到，你不但治好了我許多的疑難雜症

， 既設法保我的命，還延我的年，這是任何其他醫生無法顧得了的，你的那些發明派上大用場，
感佩在心，在此申謝。請你依次序談下去，新冠肺炎瘟疫以來，百業蕭條，時光似乎停頓了，我
有的是時間，願洗耳恭聽。」

我知道丁大夫對肺炎瘟疫具悲天憫人逆來順受的觀點，和我的積極挑戰的阿Q看法有某些出
入，所以我不厭其煩的談開來： 「哎呀！肺炎瘟疫對全球人類來說確實是個大災難，但對我們醫
家來說卻是個大轉機，天賜的良機。自從2020年3月以來，我診所病人數直線下降，但我沒有一
天缺席診務，享受不擁塞的交通，來回上下班，因交通通暢省下了一小時，我拿那寶貴的時間來
寫文章、做運動，既健腦又強身。我寫文解析現今流行的“連花清瘟飲”實係以張仲景的“傷寒
雜病論＂為主軸，而衍生出的治肺炎疫情方劑。我寫“追念知音毛志江醫師＂，又說明了毛醫生
為何因COVID-19而病逝。也可以跟你丁大夫長聊細談文學與醫學呀！你有閒我有空，這是因瘟
疫而得福了，其實也正是我們醫家大顯身手的機會，歷史上那些出人頭地的醫家哪一個不是如此
，包括張機、華佗、孫思邈、王唯一、劉完素、唐慎微、錢乙、葉天士為等等，我一口氣講不完
，他們都把握了活人無數的良機，正所謂：應運而起，成就了時勢所造之英雄啊！

去年2020年瘟疫初起時，我早料到我發明的富鹼寶PHB正當時令，一定是救治危急病患的良
藥，因為那些醫院無法救活的晚期病患，都因酸中毒（acidosis)而死亡，酸中毒的原因是肺要排出
的二氧化碳無法順利進行，因受到痰涎（mucus)之阻塞，以主流醫學的科學治療即使大灌氧氣，
也因阻塞而難達肺細胞，此時肺中該排出的二氧化碳又溶解於血液循環之中，久而久之更增酸中
毒的嚴重性，所以有許多灌氧灌了好幾個月的，仍難逃噩運，甚至那些活過來的人們也由於體質
變酸了，產生許多後遺症。如果這些病患能及早服用我發明的富鹼寶，就可解除酸中毒的危機而
活過來，而且會健康地活著，不易得後遺症，豈不大快人心嗎？我曾致信獻策給弗奇（Dr. An-
thony Fauci)，信自然是石沈大海，可惜呀，可惜！在這個以主流醫學為主的國度，中醫、中藥早
被打壓得透不過氣來，還談什麼救死扶傷？我不過乘這個機會向老兄吐吐塊壘，我該做的，做過
了，問心無愧而已。

到了這把年紀，我的經驗和智慧到了人生的巔峰，我信服“人盡其才”的道理，如果沒那分
寧靜致遠、淡泊明志的功夫，那能實踐出一個成果來唷？我既沒喪氣也沒喪志，在此人人自危之
刻， 我獨有閒情作研發，反而因C0VID-19又助我發明一種防病毒的噴霧劑，它不但可防肺炎瘟
疫，一切呼吸氣道的病毒都可防，我免費供應給那些需要的人。總之過去的兩年我生活得更加充
實，每日和妻子24小時相處，須臾不離，享受她烹調的美食，夫妻恩愛更加濃蜜，同時師生情誼
直線上升，這難道不是天縱的良機良緣嗎？還有，我嗜蒜葱如命，開懷食之，口罩遮之，除我爽
之外，有誰被熏之？哈哈！丁大夫你說我阿Q不阿Q呀？

丁大夫想插播，我沒給他機會，接著說： 「老兄如此有興趣的想知道更多，請放心，我會把
要講的話講出來，我如果不說，沒有人比我知道得更詳細，因為我可以權當白頭宮女話當年為。

（2）念起林道紹醫生
我第一位要說的是林道紹，林道紹算是早期在德州執業的醫師，來自馬來西亞的華人，醫術

有他獨到之處，一些僻遠的德州病患常以私人飛機接送他出診，頗有口碑，他經常閃示病人致贈
的滿天星名貴手錶，炫他的人緣財富，他經常樂道，他的牧場豪主病人送贈百磅新鮮牛排之舉。
他辦事賣力，林太太是個護士幫忙主持業務，夫唱婦隨相得益彰。德州醫務局嚴厲執行取締無照
行醫的針灸師時，林醫師首當其衝，他以強硬態度不服調查員的處理方式，爭執之下被調查員以
手銬鎖上，投入監獄，後雖付保出獄，但法律事件仍有勞他的律師去解決。將林醫師投入監獄的
調查員，正是對我禮遇有加的同個調查員，丁大夫你讚我是＂處變從容＂比＂處變不驚＂更上層

樓，調查員對我的一助，對林的一罰，兩者之間使我悟出，事在人為如何把握分寸而已，更不能
財大氣粗硬闖。更可惜的是幾年之後林醫生得了肺癌，採用了中西醫的各種治療，仍然復發轉移
到腦癌，去世的那年針灸法案仍未通過，他走得有點匆促，我不幸而言中的“太過吃得、少了吃
德＂非常婉惋惜斯人早逝，故以記之，以資懷念。

（3）細說李贊宏醫生
第二位李贊宏醫師，李贊宏是印尼華僑，他是一位想學醫報效祖國的海外青年，高中畢業以後回
國，就讀於北京中國醫藥針灸科，然後繼續深造讀研究所。1964到1968年間在北京第三醫院中醫
科學研究所跟隨名醫趙教授當實習醫生。據李醫師告之他跟隨幾位全國的名師學習針灸，先跟從
研究所的劉教授，學得劉教授的個中真髓。以我觀察李醫師身手確實不凡，李醫師的腹部深針獨
具一格，禁針穴位亦能膽大心細以微針取之。尤其難得的是他在治療病患時非常有耐心，經常願
花一兩個小時在一個病人身上，找出病因和病源，因此許多病患進一步願意跟隨他學太極拳、練
氣功以及打坐一些健身的招數。

有一次他和我談起： 「你的姓氏雖列百家姓中，仍算稀少姓氏，我知道一件有關成剛將軍的
事，不知你知曉這位將軍？」我說： 「成剛正是家父，他已於1964年過世，今年是1975年，你所
知道的事一定是歷史了，儘管說來聽聽，我很想知道詳情。」

（4）題外的往事 － 成剛將軍
李醫師驚喜的說： 「天下的事情竟這麼巧，想不到幾年之間居然見到了成剛軼事中的後人，

大約在1967年年底，我在北京第三醫院中醫科學研究所，跟隨趙教授當實習醫生，有一天，趙教
授吩咐我：今天會有位大人物來，他是參選過副總統的國民黨元老程潛，你好生在旁招呼一下。
這個噐宇不凡的大人物準時出現了，趙教授開方投藥並且施針治療，在留針治療時，程潛有感而
發的說： 「如今文革搞得如火如荼，當年我和平起義湖南時，偏偏遇上了十四軍（原先的102軍
）軍長成剛，他硬生生的阻擋湖南全境解放，達三個月之久。我那時不是不知道這傢伙難對付，
只要把成剛收拾了，湖南解放水到渠成，我當初想儘辦法要收服這個軍，派了這軍中我安排的一
個嫡系師起義擒拿成剛，可惜功敗垂成，反被成剛控制住西南半壁湖南。等後來林彪率四野 攻向
西南時，在邵陽一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強敵，雙方攻略難分難解，當軍情緊急時，據軍情報知，
成剛還親自率軍部警衛連，支援火線去衝鋒陷陣啦，他親自救援惡劣的戰局，因而大振前線軍心
，轉危為安逆轉弱勢為優勢，光在邵陽以北一帶的地區，四野精銳損失慘重，林彪不得不退兵整
軍休戰了三個月。如果我在事先能狠狠加把勁，早把成剛擒來，就不會是林 彪兵敗的局面，勝敗
雖為兵家常事，而影響林元帥早未受毛主席的提拔重用了為。」

李醫生接著說： 「這件事我聽程潛說得很清楚。沒多久程潛於1968年4月逝世了，然而成剛
是何許人？一直在我心裡留下強烈的疑問，心想想他能擋得住林彪的四野，必定是個不凡的人物
。想不到你就是成大將軍的三子，我何其有幸得識成將軍後人，而且成了同行同事啊！」。我說
： 「你所知道的就是史稱的青樹坪一役，國共內戰中，這是共軍渡過長江後，唯一的一場失敗的
戰役，我曾寫過一篇“危疑震撼青樹坪”的文章，記述這場戰役。當年在兵慌馬亂中僥倖安全撤
退到台灣的軍、公職等人員，均係感受到那場戰役的勝果呀。

那一仗其實也是家父從未打過敗仗的軍旅生涯中最後之勝利。可惜由於種種政治因素國共雙
方對這次戰役卻都諱莫如深，任其埋沒在戰史洪流中。無論在此戰役及戰役之前後期間，家父幾
度身陷危境，也數度命懸一線，居然能脫困脫危化險為夷。對這一戰役，我用兩句話概述家父用
兵之略“成算在胸，剛柔有度”作為結論。數月之後在大局將傾倒時，家父率軍入越，在越南羈
留達三年之久。光那一年的戰亂，我就讀了三所三地三種方言的小學校，基礎教育的不穩固可想
而知了。」(未完待續)

成彥邦成彥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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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更替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中国

式的王朝兴替，在佛法叫轮回，；在经

济学中叫经济周期，都要经历繁荣、衰

退、萧条、复苏；在历史学家眼中称之

为历史周期律。

明清这两朝是距离我们最近的的朝

代，我们对于他们的了解也更多。每每

到了王朝的末端，都处于衰败时期，军

事能力低下，不敌而灭亡。但明朝末期

的军事能力并不低下，在整个明朝后期

，中原王朝根本不缺良臣名将，前有李

成梁，戚继光，后有袁崇焕，祖大寿，

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等不胜枚

举。虽是王朝末年，但却是一个英雄辈

出的时代，堪比三国时代。

明朝灭亡不是军事问题，而是多重

问题的共同作用而导致的结果。许多历

史学家说，明朝非亡国之朝，但皇帝却

有亡国之命，崇祯手下有四支强军，如

果用好了，扫平叛乱平定辽东根本不成

问题，满清八旗根本不可能入主中原。

本文将介绍一下明末崇祯手下的“四大

强军”。

NO.1 关宁铁骑
司令：袁崇焕袁司令

士兵来源：无家可归辽东本地人，

袁崇焕奉行“以辽人守辽土”，人数在

三万左右。

关宁铁骑由袁司令和他的老师孙承

宗孙老师一块建立的，关宁铁骑的前身

是万历年间辽东总兵李成梁手下的精锐

部队“辽东铁骑”，“辽东铁骑”战斗

力极其凶猛，多次对草原上的霸主蒙古

骑兵追着打。

女真是游牧民族，骑兵十分厉害，

后来的八旗骑兵，但袁司令的关宁铁骑

始终当着后金的进攻，努尔哈赤、皇太

极父子一生，直至明朝灭亡，后金的骑

兵都没有彻底的战胜过这只部队。

关宁铁骑的战斗力如此强悍，离不

开袁司令奉行的政策”以辽人守辽土”,

外地人到辽东打仗都是混日子，没有什

么积极性，辽东本地人不一样，他们脚

下的土地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家和地（有

正经的地契），如果不拼命，就无家可

归了。袁司令这个人

也是胆大，只要是战

利品，不管是金银还

是土地，全部都分给

作战的士兵，让他们

打仗更积极。手底下

的士兵何乐而不为呢

，既能捞一个保家卫

国的光荣称号（这是

真的保家卫国，本地

人嘛），还时不时的

那些工资外块。打仗

不积极，心理有问题

。

关宁铁骑和明朝其他

军队不一样，这是一

群不正常的人，不但

长期按袁司令的要求

积极训练，主要是装

备还好，配高头大马

，装备当时先进的火

器三眼火铳，近战当棒子使，又能当枪

使，战斗力没得说。

关宁铁骑的结局：袁司令崇祯这个

总司令逮捕后，又将关宁铁骑一分为三

，一部分归祖大寿指挥，一部分归吴三

桂指挥，还有一部分随马科、周遇吉被

调进关内，镇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

祖大寿和吴三桂的关宁铁骑都随着二人

的投降归清朝所有。后来吴三桂造反的

时候关宁铁骑还是相当能打，能和满清

的八旗五五开，最后随着吴三桂的失败

也消失殆尽。

NO.2 秦兵
司令：孙传庭孙司令

陕西榆林是明朝九边之一，从明

朝建立之初，这里人的主要职业就是当

兵，很少有种地的，平常唠嗑都是谁谁

杀了多少人。几百年下来，这里的士兵

都有一个特性，具体表现为，进攻时，

就算只有一个人，都敢冲锋；剩下一个

人也绝不投降。

秦兵的主要对手是农民军，尤其

喜欢打闯王，与第一任闯王高迎祥在子

午谷黑水裕交战，秦兵和洪承畴的洪兵

联合，以逸待劳一举击溃强大的高迎祥

并生擒。孙司令极善练兵治军，通晓兵

法，胸有筹谋，在明末实是第一等的帅

才，手下的秦军攻守兼备，进退有据，

与流贼鏖战多年，屡建战功。最猛的时

候将第二任李自成打成只剩18人，差点

要了李自成的小命。

秦兵结局：崇祯十六年，今非昔比

的李自成进攻潼关，下狱的孙司令再次被

起用，孙司令带着乌合之众的新兵被崇祯

逼着仓皇应战，孙传庭和他的秦军全军覆

没。明史记载“传庭亡，而明亡矣。传庭

者，孙传庭也”不禁让人唏嘘。

NO.3天雄军
司令：卢象昇卢司令

天雄军拥有极强的战斗力，主要是

因为两个字：“团结”也叫关系，部队

里的人不是父子兄弟，就是同学同乡，

都是关系户，和后世曾国藩的湘军一样

。这种团结的关系在打仗的时候特别容

易体现，如果进攻的话，全部都会拼命

冲锋，为自己的亲人报仇，但是如果有

一个人要逃跑，全部人都会跟着逃跑，

曾国藩同志就遇到过这种事，开打不久

，就有人开始逃跑，自己的兄弟都跑了

，我得赶紧跟上呀，一跑全跑，追都追

不上，曾国藩当时只能投河逃生，他跑

不过他们。

当时卢象昇卢司令没有遇到过这种

情况，卢司令长得白，下手却特别黑，

每次开战，他都站在最前面带头冲锋，

箭术也是十分高超，谁要是逃跑，卢司

令抽空就给你一箭。卢司令如此治军，

天雄军每次都拼命冲锋，绝不逃跑，谁

也不想挨一箭。

天雄主要对付的也是农民军，比孙

司令早些时候，崇祯七年，击溃张献忠

农民军，崇祯八年，卢司令以两千配备

强弩的天雄军打败上万高迎祥的重甲军

，击败李自成农民军，天雄军成为高迎

祥、李自成农民军的噩梦，挥之不去。

天雄军结局：崇祯十一年，卢司令

担任兵部尚书，力主抗清，守卫京师，

连战皆捷，反被太监高起潜陷害，免去

尚书职务。崇祯十二年，卢象升率部在

巨鹿贾庄被清军包围，高起潜拥兵不救

，终因炮尽矢绝，战死疆场。

NO.4 洪兵
司令：洪承畴洪司令

士兵来源：家丁、仆人、伙夫反正

就不是正经当兵的

洪承畴是一介书生文臣，没有上过

战场，但他却是天生的军事天才，天生

会打仗。崇祯二年（1629年），农民军

王左挂、苗美率兵进攻韩城。杨鹤手中

无将，情急之下，令当时还是参政的洪

承畴组织起自己的家丁、仆人、伙夫就

上了战场，没有丝毫的害怕，凭借卓越

的军事指挥才能，洪承畴斩杀敌兵三百

人，解了韩城（今陕西渭南韩城）之围

，顿时名声大噪。

主要对付农民军，与孙传庭的秦军

合作生擒了高迎祥，将李自成打的只剩

下18人，差点要了李自成的小命。

洪承畴就是属于人狠话不多的人，

其他军队对于降将还是优待、招降。但

洪承畴比较狠，因为没有闲钱养饥民，

所以对于投降的一律屠杀，干净利落脆

，喜欢投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也不敢向

洪承畴投降。

洪兵结局：洪承畴带领洪兵出关对

付满清，松锦之战，战败被俘，成为满

清的降将的降将，手底下的洪兵自然而

然也归新主人满清所有。

满清最能打的就是八旗骑兵，明

朝崇祯拥有以上这四支强军按理说也

应该能五五开，抛开袁崇焕和洪承畴

不谈，就凭借卢象升、孙传庭之才干

，如果得到信任和重用，就可平天下

。然而朝廷上下，政暗主庸，倒行逆

施，陷忠义于死地，毁社稷于无存，

再加上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许多积

重难返的历史遗留问题，明朝灭亡是

必然的。

明末崇祯手下的——“四大强军”

据一项统计表明，在中国的创业场上

，天使投资人的失败率高达95%！这就意

味着，当天使投资人投资100个项目时，

有95个是大概率失败的。低成功率，高风

险，长线付出……种种迹象表明，天使投

资人承受的压力并不比创业者小。

在元末的创业史中，最成功的“天使投

资人”莫过于马皇后了，因为她的“投资”

对象是在群雄逐鹿中最终胜出的朱元璋。从

朱元璋的事业起步开始，马皇后就紧紧跟随

左右，可以说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倾情投入、

鞠躬尽瘁。这个在史料中都没有留下名字的

女子，却在朱元璋的功劳簿上留下了浓重的

一笔，也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贤后”。

马皇后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她在朱元

璋的成功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创业之初的帮扶

在25岁这年，穷小子朱元璋迎来了人生

的两大转折：第一，立了业。他投奔了农民

起义军领袖郭子兴，事业开始起步；第二，

成了家。郭子兴看到朱元璋有勇有谋，对他

很是欣赏，于是便把义女马氏许配给了他。

马氏，在民间传说中大名为“马秀英

”，其真实姓名在史料中已不可考。马氏

的母亲早逝，父亲和郭子兴交好，临终前

将女儿托孤。郭子兴夫妇对这个义女视如

己出。在他们的培养下，马氏“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既聪慧又有见识。

此时，朱元璋刚刚“入行”。成为郭

子兴的乘龙快婿，无疑给了他身份上的加

持。然而，朱元璋很快就会知道，比起郭

子兴一时的帮扶，马氏才是他生命中最重

要、给予了他最长久支持的“贵人”。

婚后，马氏很快进入了妻子的角色，

给予了朱元璋最全面的支持。

郭子兴性格多疑，他对能力出众的朱

元璋一面重用，一面猜忌，有时候甚至还

会刻意打压。马氏常常从中斡旋，消除双

方之间的隔阂。危急时刻甚至不惜铤而走

险。一次郭子兴将朱元璋关押起来，并断

绝伙食。马氏偷偷前去探望，匆忙之中将

刚出锅的饼塞入怀中。这些饼救了朱元璋

一命，却将马氏严重烫伤。

朱元璋常年领兵在外。马氏不顾战时艰

苦，常常随军出征。为了让朱元璋吃饱，她会

提前备好干粮醃肉，而这些口粮都是马氏平时

从自己口中省下来的。除了照顾朱元璋的饮食

起居，马氏还充当了秘书的角色，把朱元璋在

行军作战时的军令文书、随手写下的札记、备

忘录整理得井井有条。朱元璋一有需要，她

“即于囊中出而进之，未尝脱误”。

即使没有随军到前线，马氏也会在后

方组织妇女为士兵缝制鞋子和衣裳。一次

，大战在即，马氏敏锐地觉察到军心浮动

，当机立断“尽发宫中金帛犒士”，很快

稳定住军心。

在朱元璋初期创业的岁月里，马氏的

到来让他这个经历过家破人亡的人又有了

一个家；她的倾情支持也让朱元璋在危机

重重的创业路上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上市”之后的冷静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

京）登基，册封马氏为皇后。

此时，马氏已经年近40岁，距离两人

结合已经过去16年。这16年间，她陪伴朱

元璋走完了创业的全程，可以说把最好的

年华都奉献给了朱元璋和他的事业。如今

，朱元璋大业已成，马皇后“名利双收”

，是时候可以功成身退、享受荣华了。

对于马皇后的付出，朱元璋都记在心

里。或许是一种“补偿”心理，他迫不及

待地要回馈马皇后。但是，马皇后却表现

的异常“冷静”。

朱元璋在朝堂上经常夸赞马皇后，还

对大臣们感慨说：“家贫思贤妻，非后德

齐一，安有今日？其敢以富贵忘贫贱哉！

”赞扬之声传到马皇后耳中，她却劝谏朱

元璋更应该把群臣百姓的功劳记在心上。

朱元璋主动提出寻访皇后的宗族亲戚，要

给他们封爵赏官。马皇后知道后以“官禄

私给外戚不合法治”为由极力推辞。

虽然已经贵为皇后，马氏还是保持着

之前的生活习惯。她节俭朴实，吃的是粗茶

淡饭，穿的是缝补后的旧衣。朱元璋已经贵

为天子，身边自然有专人打理饮食起居。马

皇后却还是像寻常夫妻一样，操心着朱元璋

的日常饮食。朱元璋在前朝理政，马皇后仍

然要负责管理后宫。她的仁德、慈爱、以身

作则让后宫嫔妃、皇子公主都十分敬服，大

家都众口一词称赞她为“贤后”。

可以看到，即使在朱元璋成功之后，

马皇后也没有早早“套现离场”。经历过

创业艰辛的她知道，创业阶段的成功只是

另一种开始，前面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发现漏洞时的纠错

都说“高处不胜寒”，越往高处，朱元

璋似乎越孤独，也越来越少有人敢于向他提

出意见。马皇后就成了唯一能劝导他的人。

朱元璋登基之后，性格越发暴躁多疑

，经常在朝堂上大发雷霆，动辄对大臣用

刑甚至屠戮。马皇后会等朱元璋下朝之后

，对他婉言规劝，也因此保护了很多人。

翰林学士宋濂的孙子卷入胡惟庸案，

宋濂因此受到牵连，被判处死刑。宋濂是

太子老师，为了保宋濂，马皇后极力劝谏

说：“平常百姓家为子弟聘请老师，尚且

能始终以礼相待，何况我们皇家呢？而且

宋濂一直住在家乡，对子孙的所作所为必

不知情。”朱元璋不听，坚持原判。马皇

后见朱元璋不悦，便不再坚持。当日一起

用餐时，朱元璋见马皇后不喝酒也不吃肉

，询问原因。马皇后说自己这是为了将要

受刑的宋濂做福事。朱元璋听后动了恻隐

之心。于是赦免了宋濂的死罪。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但凡马皇后听

说朱元璋的裁决出了问题，都会尽力劝说

他三思而后行。

马皇后非常细心，总能发现细小之处的

问题。在亲自品尝朝臣的工作餐后，她认为

食物不可口，于是提醒朱元璋“待士之道，

自奉要簿，养贤要厚，如今朝官的饭菜冰凉

无味，不是圣上养士之道！”朱元璋听后立

刻采纳了她的建议，改善了朝臣的伙食。

朱元璋时，太学生已经有几千人。马

皇后提出太学生虽然衣食无忧，但是如果

他们的家人受苦，就会影响其安心读书。

朱元璋因此设立了“红板仓”，专门为太

学生家属提供粮食。

如果说朱元璋是大明王朝这艘巨轮的

掌舵人，那么马皇后就是瞭望手，因为她

希望这艘巨轮继续乘风破浪，所以她对任

何细小的问题都不会袖手旁观。

她要的回报是？

天使投资人不是一无所求的“天使”

。马皇后为了朱元璋的事业鞠躬尽瘁，她

真的不图回报吗？

当然，她还是有自己的“索求”。

一次，马皇后问朱元璋：“现在老百

姓的日子过的如何？”正常人这么问，便

是触碰了朱元璋的逆鳞，因为他在开国之

初就下令：妃嫔不得干预朝政。面对马皇

后，他虽然心中不悦，还是压下火气说：

“这不是你应该过问的事儿。”马皇后说

：“陛下是天下之父，妾身是天下之母。

子民的安宁与否，我怎能不问呢？”朱元

璋竟然被问的一时语塞。

是的，马皇后的“索求”就是天下。

创业初期，她只是一个普通女子，对

朱元璋全力支持可能更多出于伉俪情深。

多年的并肩作战，她越来越懂得朱元璋的

雄心壮志和家国天下。

所以，当国家遭遇灾害，朱元璋在前

朝指挥救灾，她就率领后宫妃嫔粗茶淡饭

，虔心祈祷；当听到百姓生活困顿，她就

时时提醒朱元璋要谨记：“法令屡更则弊

端必生，法有弊端则奸邪必生。民众屡经

骚扰则困苦必至，民众一旦困苦则叛乱必

起。”一个女子能有这样的见识，无怪乎

让世人赞不绝口。

1382年，马皇后病重，直到生命的最

后，马皇后心里挂念的仍然是家国天下，在

留下了“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

皆贤，臣民得所”的遗言后与世长辞。

马皇后死后，朱元璋悲恸大哭，不能

自已。

相信此时的朱元璋是发自内心的悲恸、

悲凉和孤独。因为，他失去的是和自己相濡以

沫30年的结发妻子，更失去了和自己并肩作

战30年的“战友”，还有把一生都奉献给自

己的“天使投资人”。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对朱元璋来说，皇后之位再也无人堪坐。

《明史》中对马皇后的评价是：高皇

后从太祖，备历艰难，赞成大业，母仪天

下，慈德昭彰。马皇后为什么能成功？不

过是倾尽一生的“投入”。

马皇后：她活成了最成功的天使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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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对海归人才的吸引

力持续提升，在全球疫情及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下

，海外人才“归国潮”趋势进一步明显。日前，智

联招聘发布一份《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综合平台大数据和问卷调研结果分析了2021年海

归群体的就业形势。

根据该报告，2021年海归求职者进一步年轻化

、高知化，主要求职岗位集中在一线、新一线城市

，占比近8成，求职行业也更多流向文体教育、互

联网、商业服务、金融等。此外，海归更加关注工

作体验及生活平衡，更偏好外企。

八成海归优选一线、新一线城市

根据此次发布的调查报告，海归优先职位的地

域分布44．5％集中在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占34

．4％，两者占近8成。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企业云

集，员工需求量大，自然提供着更多职位选择。同

比变化来看，仅一线城市海归优先职位同比增长7

．6％，其余地区均同比下降。说明海归优先职位

进一步向一线城市集中。

从企业类型分布方面，民企仍是海归招聘主体

，海归优先职位数占总体58．3％。而股份制企业

、上市公司分别占9．1％、8．4％，合资企业、国

企、外企分别占6．7％、4．8％、4．1％。而从行

业分布来看，文体教育行业海归优先职位占比最高

，为34．9％。IT互联网、商业服务、金融业对海

归的需求量也较大，海归优先职位分别占19．3％

、13％、11．3％。

不过，同比来看，受“双减”政策影响，2021

年教培业招聘需求骤降，文体教育行业的海归优先

职位同比减少13．1％。相对而言，IT互联网、商

业服务行业海归岗位均同比增长15％以上，对正

在求职的海归来说是不错的选择。

而在薪资待遇方面，海归优先职位的平均招聘

薪酬连续三年走高，2021年达13719元／月，高出

全平台职位平均月薪（9364元）46．5％。增速来

看，2020年及2021年海归优先职位平均薪酬同比

涨幅分别为7．3％和8．9％，均高于全平台职位

（2．1％和7．5％）。虽然国内企业面向海

归优先的职位数量在减少，但是一线城市岗

位增加、IT互联网等高科技行业岗位增加，

使得海归职位结构趋于优化，招聘薪酬随之

提高。

2021年海归求职者进一步年轻化、高知化

分析 2021 年求职海归的画像，年龄

结构上，比 2020 年进一步年轻化。2021

年，16－24 岁海归求职者占总体 3 成，

比 2020 年提高 2 个百分点；25－34 岁海

归求职者占 62．8％，比 2020 年下降 2个

百分点；35 岁以上的海归依然不足 1 成

。

此外，海归求职者学历结构也比2020

年小幅提升，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75．4％

，比去年提高1个百分点，本科学历占比24

．6％。

企业类型方面，2021年向国企投递简历的海

归人数同比增长3．7％，向上市公司投递

的海归人数同比增加5％。而向民营企业投

递简历的人数同比下降5％。上市公司平台

大，晋升机会多，工资更高，受到越来越多

海归青睐。

关于回国求职看重的条件，2021年留学

生依然最看重“薪酬福利”，占比71．6％

，与2020年持平。37．2％留学生关注企业发展前

景，这一比例比2020年提高2个百分点。不过，去

年以来，海归们对“工作内容是否感兴趣”、“工

作与生活是否能平衡”，“通勤时间”这三个因素

的关注度比2020年明显提高，可见在薪酬之外，

他们越来越关注工作体验及与生活的平衡。

海归回国后首份工作求职周期趋于分化

2021年调研显示，海归回国找到第一份工作的

时长在一个月以内的占比26．2％，较2020年提高

了6个百分点。花费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占比5．6％

，相较于2020年提高了近2个百分点，展现出两极

分化的趋势。而花费1－3月找到回国第一份工作

的海归人数占比减少了8个百分点。

分学历看，本科学历海归找第一份工作时长比

2020年拉长，用时4个月以上的比例提高5．6个百

分点；硕士学历海归找第一份工作时长比2020年

缩短，用时1个月内的比例提高11．8个百分点。

尽管海归优先职位的平均招聘薪酬连续三年走

高，但2021年调研显示，归国海归中有45％的人

认为自己目前的薪资低于预期，25％认为远低于自

己的预期。相较于2020年，该两项占比都有所上

升。基本符合预期2021占比27％，较2020年下降

了11个百分点。此外，认为自己薪酬高于预期的

人数占比也由2020年的5％下降至2021年的2％。

2021整体归国海归对自己薪酬的满意度下降。经历

2020年疫情下预期降低后，2021年海归薪酬预期有

所提高，这是造成满意度下降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对海归人才偏好减弱，

回国求职的海归群体增加，海归在国内的求职压力

有上升趋势，2021年相对平稳。但面向海归的岗位

结构有所优化，薪酬水平也大幅提高。从归国海归

的求职情况看，高学历人才找到首份工作的用时缩

短，低学历拉长，趋于分化。可见在整体就业压力

加大的形势下，依然有更加优质的工作机会，对于

海归人才来说，提升学历和技能，能够帮助自己找

到更好的发展机会。

海外学成回来更好找工作？

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出炉

留学很妙，给了你一个新的环境，可以随心

所欲以学生身份，完全浸入在迥然不同的意识形

态中，在咫尺间拥抱世界。有人说，留学其实跟

婚姻很像，很多人的留学都不是一拍脑门儿就确

定的事情，而是经历少则一年的准备。需要去了

解国家背景、选择学校、准备各种资料申请，最

后等待面试。所耗费的精力如同恋爱一样，等踏

入婚姻以为万事大吉。

最后拿到录取通知书如释重负，来到异国他

乡，呼吸着“资本主义”的空气，事实上，真正

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除了学费、住宿费及基本的

生活费支出外，还有很多不在你预料之中的留学

成本，如书本费、挂科费、生病、受疫情影响的

生活费及实习成本等。试想一下，留学花费130万

，结果回国后找工作处处碰壁，最终获得一份月

薪4300的工作，是种什么感受呢？

一位留学“海归”坦言，之前留学只是为了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增加自己综合竞争能力，但

怎么也没有料到，最终结局和预想存在如此大的

差异。面试官指出，以往留学生在语言上占据较

大的优势，但现在很多“985”“211”高校的学生

语言能力也很不错，在其他方面来说，中国知名

高校学生比外国高校综合能力更高。

这对许多从国外“镀金”归来的留学生是不

小的打击，最终不得不降低自己的预期薪资，入

职一家月薪仅四千多的公司。那么，现在出国留

学的优势还大吗？其实就留学而言，除非是一些

国外名校，能获得企业更高的认可，否则单纯通

过留学进行镀金，是难以占据优势的。但到现在

有个奇怪的现象，留学热潮只增不减，80%以上的

留学生不想回国发展，究竟外国有什么吸引力呢

？

其根本原因是那些留在国外的留学生都有了

不错的发展，随着现在高学历人才不断增加，留

学含金量大不如前，但一些能力突出的人才在国

外，仍是各大企业疯抢对象。众所周知，高科技

依靠人才，无其他可替代，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

为什么留不住人才？这一点要深思，本人认为原

因有多方面，首先国情不同，很多家长从小教育

灌输有钱就有一切。体制不同，学子们的心态当

然也不同。不可否认，美国科技水平、科研环境

以及对科研人员的待遇都比我国先进，是对高科

技人才的向往。因此，重视科研已迫在眉睫。

留学热潮只增不减，究竟国外有什么吸引力？

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很多留学生也感受到

了求职季的残酷。不过与国内应届生相比，留学

生的整体就业形势还不错。根据智联统计的数据

，今年海归平均月薪为10,996元，最近一份职业的

收入平均值接近12,000元（国内毕业生为7K）。

从就业去向来看，留学生也颇受大厂和国企的青

睐。那么海归回国求职最吃香的专业是什么？

根据全球化智库(CCG)《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

告》的数据显示，海归回国好就业的专业前五分

别是：金融业、计算机科学专业、人工智能专业

、传媒专业、工程专业。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

一下这几个专业的优势所在：

1、金融业

金融专业的学生在国内的需求和就业率是很

高的，而且金融行业的收入属于社会顶级，所以

金融专业是当之无愧的留学热门。金融专业的毕

业生将来可以从事的职业方向有：

传统商业银行：主要从事柜台，大堂助理，

银行管培生等职位；

投行券商：主要从事投行IBD、Sales&Trading

、Research等工作。一周80小时工作时间，一个月

20天出差，高薪，社会地位较高；

基金、信托、私募及风投机构：主要从事分

析师的职位，行业壁垒高，分析师发展几年价值

很高；

专业咨询：主要从事审计、税务、财务顾问

及公司发展战略顾问；

保险公司：主要从事精算及风控业务，属于

公司的高薪职位；

大型集团公司：主要负责集团企业财务部分

的会计核算、资本管理、成本控制、内部控制等

工作。

2、计算机科学专业

目前，整个高科技行业依旧都是对CS有极大

的需求，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现在的状况都是这

样。计算机专业包含范围太广泛，包括软件工程、

软件开发、计算机和IT类管理和销售、网络通讯、

网络工程、网络安全、信息系统、电子商务。

3、人工智能专业

人工智能毫无疑问是最火爆的职业话题，并

且不断爆出高薪！谷歌中国的人工智能岗位年薪

最高达56万元人民币，其次是微软的算法工程师

岗位，年薪51万，第三是谷歌的算法工程师岗位

，年薪50万。博士生的薪资更被爆年薪高达到80

万！

4、传媒专业

随着社会发展，大部分人开始追求更多的娱

乐文化需求。传媒又分为影视传媒、互联网传媒

、广告传媒三大类，各自的侧重点也都不一样。

影视传媒：大都从事编导、影视策划；

广告传媒：更多的是做广告写作、广告策划

、创意战略、广告战术、传媒管理、广告心理、

广告摄影、广告设计等一系列工作；

互联网传媒：更多在互联网科技公司工作，比

如新浪、搜狐、今日头条、各个新媒体网站等等。

5、工程学专业

工程类的专业需求量非常大，而且所涉及的

行业融合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比较好就业的

工程类专业包括：

电机、电子工程：市场需求量巨大，是工程

类专业中需求量排名第2位的专业；

建筑、环境设计：主要职业为建筑师、企业

管理人员；

化工：市场需求很大，化工在全美工程类专

业中需求量排第3位；

计算机系统工程：市场需求量较大。80%的学

生毕业后在公司工作，一半左右的毕业生成为计

算机工程师、IT业的程序师、网络管理员；

工业工程：市场需求量很大。70%以上的学生

毕业后进入工业界，成为企业管理人员、部门主

管、工业工程师或机械工程师等；

机械工程：就业市场巨大，约80%的学生毕

业后进入工业界工作。

如果对自己听、说、读、写四项能力没有明

确的认知，可以先进行一次免费的雅思在线测试

，了解自己的词汇量掌握情况及雅思水平。

海归回国就业最吃香的专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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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fnb.com 

隨時隨地 

  掌握您的帳戶  

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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