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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31、化油器車發動機熱車不易起動
。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如果發動機熱車狀態不

易起動，這也就是自動阻風門系統出現
了故障，造成阻風門不能自動打開或是
不能完全打開。車輛在行駛時，由於節
氣門開度較大，因此在大的進氣壓力下
，空氣流沖擊偏離中心軸的阻風門，使
得阻風門此時能全開，但是在發動機低
速或怠速時，節氣門開度很小，因而進
氣壓力不大，此時阻風門只能處於半開
或者開度很小狀態。在阻風門的作用下
，進入氣缸的混合氣較濃，如果發動機
此時停止運轉，阻風門將關閉，等再起
動發動機時，過濃的混合氣進入氣缸將

火花塞打濕，使得發動機很難起動。遇
到此情況時可採取將加速踏板全部踩下
，將阻風門和節氣門全開，轉動起動機
，通過吸入新鮮空氣將過濃的混合氣沖
淡，使發動機起動。當火花塞嚴重淹濕
時，可拆下晾乾，但重要的是要去修理
廠找出阻風門不能全開的原因。

32、車輛在行駛中高速行駛時排氣
管冒黑煙。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情況下，車輛在中

、高速時冒黑煙是自己駕駛進不易察覺
的。不過，可以採用計算燃油消耗量來
確定。化油器發動機主要由以下四種原
因造成：油平面過高，造成混合氣過濃
；真空省油器失靈，造成不適當的加濃

混合氣；主空氣量孔沫管堵塞；空氣濾
清器堵塞。應首先檢察空氣濾清器濾芯
是否堵塞。若堵塞，會在高速時排黑煙
，動力性、經濟性惡化，此時應更換空
氣濾芯。然後檢查化油器，上述操作需
要專業的人員進行。還有就是對點火系
統和發動機要進行整體檢測。

33、冬季時，車輛的天窗不能開啟
。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在冬季，在室外停放的

車輛，因頭天晚上車內溫度較高致使飄
落在天窗周圍的冰雪溶化，而隔夜後，
車輛的整體溫度降低，溶化的雪水凝結
成冰，所以，極易使天窗玻璃與密封膠
框凍住。如強行打開天窗易使天窗電動

機及橡膠密封條損壞，因此要待車內溫
度上升確認解凍後再打開天窗。同樣，
冬季洗車時，即使熱水洗車如未完全擦
淨，車輛在行駛中天窗邊緣殘留水分也
會凍住，所以洗車後應打開天窗，以便
擦乾周圍水分。另外，天窗密封條表面
經過噴漆或植絨處理，為避免凍住，噴
漆處理膠條最好用軟布擦乾，再塗上些
滑石粉。而植絨處理膠條擦乾即可，切
勿粘上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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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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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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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這麽辦。如果是S Corp的話，就
不能這麽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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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他的全部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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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和為什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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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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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買奧巴馬保險嗎可以買奧巴馬保險嗎？？如果是來美就醫如果是來美就醫，，買哪一種保險好買哪一種保險好？？

(本報休斯頓訊) 有很多朋友對於旅
遊簽證B1/B2在美國購買醫療保險都有
很多疑問，到底買哪一種保險好？費用
怎麼樣？可以買奧巴馬保險嗎？看病如
何報銷？今天，志鵬保險就為大家梳理
一下，旅遊簽證來美，究竟有哪幾種醫
保的選擇，以及不同類型保險的優勢和
劣勢！

旅遊保險可以購買的醫療保險有兩
種：旅遊保險和奧巴馬保險(無補貼)

那麼這兩種保險的區別在哪裡呢？
旅遊保險
旅遊保險顧名思義就是來美國旅遊

探親所購買的短期的醫療保險。
旅遊保險的優勢是：

--保險期限靈活，可以按天購買
--隨時取消
--價格低
--如果需要醫療服務，自己承擔的費用
低

旅遊保險的劣勢是：

--有很多不覆蓋的項目
不保之前已經存的疾病（比如說您

之前有慢性病、癌症）。那麼，如果是
由於慢性病導致的緊急情況（比如說突
發心臟病）這種是可以保的，但是慢性
病的治療，保險是不承擔的。

不保全身體檢和打疫苗、不保懷孕
生子

--保額上限低（很多保險只有 5
萬-50萬的最大保額）

--非急診看醫生很多醫生不收
所以旅遊保險確實是只適合來美國

短期旅居，身體健康，只是預防一下意
外的受傷和突發疾病的人群。

如果您需要購買旅遊保險，您可以
點擊如下鏈接進入中文網站進行購買：
https://zip.brokersnexus.com/guoji-yil-
iao-baoxian/

奧巴馬醫療保險
很多朋友來美國探親或旅遊，打算

長期待在美國，需要更周全的醫療保障
，或者說是需要來美國就醫，那麼旅遊
保險就不適合您了。這種情況的話，您
就可以購買奧巴馬醫療保險。

很多朋友在這裡就非常疑惑，我是
旅遊簽證，能買奧巴馬保險嗎？奧巴馬
保險算政府福利嗎？

這裡大家一定要清楚奧巴馬保險究
竟是什麼樣的保險。

奧巴馬保險不是政府辦的保險，也
不是政府福利，是一類保險的總稱。

奧巴馬保險是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
規則，並且搭建了一個保險市場(Mar-
ketplace)的平台，符合政府要求的保險公
司就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銷售他們的保險

計劃。所有在保險市場上銷售的保險計
劃，我們把他們統稱為奧巴馬保險。所
以奧巴馬保險，有很多不同的保險公司
和計劃可以選擇。

消費者在這個平台上購買保險的時
候，可以根據家庭的收入拿到一定的補
貼而已。所有在美國有合法身份（不論
是簽證，綠卡還是公民）都可以在這個
平台上購買保險。

對於旅遊保險的朋友來說，在美國
是不能工作、不能報稅，所以就拿不到
補貼而已。所以簡而言之：旅遊簽證可
以購買奧巴馬保險，但是只不過享受不
到補貼，需要自己支付全部保費而已。

奧巴馬保險的優勢是什麼呢？
因為在保險市場上銷售的保險都要

滿足政府制定的規則，那麼政府都制定
了哪些規則呢？
--保險公司必須要保之前存在的疾病
--必須要保懷孕生子
--不能根據被保人的健康狀況多收或者
少收保費
--必須要保一年一次的基本體檢和疫苗
--不能設置保額上限

那麼，所有的奧巴馬保險，都是符
合這些要求的。所以，奧巴馬保險是我
們普通消費者能買到的最好的醫療保險
。

但是奧巴馬保險也有他的劣勢：
--必須在每年的年底，或者入境之內60
天購買保險。錯過了就只能等年底了。
--價格相比旅遊保險較高
--看醫生時自己需要承擔的自付額比較
高

如果您在美國旅居或者就醫，預算
充足，需要全面的醫療保險保障，那麼
奧巴馬保險就是您最佳的選擇。

如果您需要購買奧巴馬醫療保險，
但又不知道該選擇哪一個計劃，不知道

如何看醫生的話，現在就聯繫志鵬保險
，我們的醫療保險專員會為您支招，幫
您選擇最適合您的計劃。

關於志鵬保險
志鵬保險有可靠穩定的專業保險團

隊、搜索醫生+更換家庭醫生、幫您看醫
療帳單信件、隨時打印保險卡，是您身
邊最專業貼心的保險經紀。

志鵬保險電話: 832-460-5669。地
址: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8, Hous-
ton TX。



BB33
星期五       2022年4月1日       Friday, April 1, 2022

傳奇人物

相信大部分宝宝选择出国深造不仅仅是为了

看看外面的世界，更多是为了提高自己就业的竞

争力。名校学历拿出手，月薪一万应该不是梦吧

？

但是！受疫情冲击，近年就业市场开启“疯

狂”内卷模式；加之一直以来存在的对留学生的

刻板印象，部分人开始唱衰海归就业形势，海外

留学回国的人数暴增，留学成本高，工作难找工

资待遇差，留学开销难以回本。

豆瓣甚至连夜成立“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

”，吐槽就业难；各大求职app海投简历，却都

石沉大海，boss直聘变boss无聘，智联招聘变失

联招聘...

先别急着躺平...好消息是大数据显示并非如

此！智联招聘发布《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显示，2021年回国求职的海归薪酬连续三年走

高，并且加速上涨。

首先，趴趴带大家和国内应届生就业情况对

比来看看。

据58同城发布的《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

报告》显示，目前仅有34%的国内应届毕业生找

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平均税前月薪为8720元

。而今年企业招聘海归的平均月薪为10,996元，

远高于国内应届生的薪资水平。

下面，从《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中

的各项数据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海归人数

海归求职者呈现年轻化、高知化等趋势。多

为25-34岁群体超过65%，16-24岁的海归群体位

列第二，35岁以上人数较少。硕士是向国内求职

海归的中坚力量（73.5%）。

从近几年在国内求职的海归人数变化来看，

总体规模指数虽呈增长趋势单较平稳。应届留学

生规模指数有明显增长，以2018年为基数1直至

2021年增长为2，应届留学生的回国意愿较为强

烈。

在本次报告调查中显示，回国原因主要在于

“国内疫情管控效果更好”，不用冒更大的风险

在国外生活；国内生活便利、经济恢复好、就业

机会多等都是回国因素；“担心国际关系变化对

留在国外发展不利”已不再是归国的首要选项。

薪酬情况

根据报告数据显示，海归身份在求职过程中

确实属于加分项。但也导致其月薪期望高于整体

求职者。海归求职者的期望薪酬整体偏高，主要

分布在8000-10000元/月与10000-15000元/月。

而实际薪资情况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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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增速远高于全平

台职位。

虽低于预期，但一些国家的就业保护政策和

自身海外学习带来的经验优势都使求职者愿意归

国求职。国外开放了工作签证年限并没有让工作

机会更加容易获得。

求职难度

薪资水平上涨，但海归求职难度还是上升的。

有83.1%的海归认为目前国内的求职难度提高了。

海归人数增加，海归优先岗位减少，该原因

占比64%。2020年、2021年，海归优先岗位数量

同比减少为23.5%和0.4%。第二原因是“国内企

业对海归偏好减弱”（占比39.5%）。

就业趋势

很多宝宝选择留学是为了能够在大城市立足

。但因为激烈的竞争现在的海归求职者已不再局

限于一线城市，同时放眼于小城市的各种机会。

海归优先职位44.5%集中在一线城市，新一

线城市占34.4%，两者占近8成。2021年海归群

体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发展的意愿明显增强，投

递人数同比增长了24.5%，而新一线城市由于发

展潜力大、基础设施完善，具备极大的吸引力，

所以投递人数同比增长2.6%。

关于工作环境，海归求职者也不再仅局限于

外企，更加追求稳定进入体制内。2021年向国企

投递简历的海归人数同比增长3.7%。59%留学生

认为海归群体中存在“考公热”，但需要注意的

是，部分公务员岗位有专业限制和学制限制，并

非所有海外专业都可以报考。

上市公司平台大、晋升机会多、工资水平高

，同样一直受海归的青睐，投递人数同比增长了

5%，而民营企业投递人数则同比有所下降，降

低了5%。

就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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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也比较受

欢迎（19.3%、13%）

由于国家对中小学生课外辅导的限制，k12

行业大幅裁员，部分人才流向留学行业；加之国

内考研竞争压力增加，留学回暖。留学生因自身

语言优势、申请经验丰富等原因成为留学辅导相

关岗位的宠儿。

除了语言培训之外，留学行业一系列的相关

岗位如：教务管理、市场推广的部分增速也比较

明显。运营类岗位需求也大幅上涨，业务运营、

电商运营、新媒体运营岗位招聘海归数量增幅均

在50%以上。而金融行业一直稳定居于前位。

相关政策

面对留学生就业问题，部分企业也推出了友

好政策。

部分国企、央企、事业单位向海外归国留学

人员开启特殊通道，如建设公司和人民日报特定

岗位公开面向海归招聘。

大厂如华为，开设留学生专属招聘通道，包

括研发、销售到法务、人力等岗位。

国内高科技人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人才稀

缺，软件开发、网略通讯、信息系统等方面的岗

位有大量的需求。如：百度、字节跳动、腾讯等

。

“唱衰”留学生就业形势的主要原因在于：

1.留学成本高。导致就业时产生高回报的心

态，毕业生薪资要求过高。

2. 存在部分企业对留学生缺乏了解和信任

。中外教育制度存在差异，一些企业因为不了解

，会对学生大学的经历产生质疑；名字看似“野

鸡”的大学会让hr产生误解。

3. 供大于求的就业市场。

但是看了关于《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各项数据的介绍，是不是觉得也没有想象的那

么困难呢？

虽然疫情对就业市场影响很大，我们又不得

不身处于内卷的时代，但是作为海归尤其是研究

生，在就业上还是一直具有优势的。

要调整好心态，保持自信的同时适当放低一

下要求；拓宽信息渠道，做好职业规划选择适合

自己的行业；更要发挥出自己的留学优势哦～

“海归”求职别躺平！
来看这份真实的留学生就业形势分析！

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对留学归国人

才的吸引力持续提升，加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海归回国创新创业的意愿进一步加强。近日

，智联招聘发布《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其中涵盖海归求职岗位分布

、意向薪酬、留学生求职行为特点等方面，重点

关注2021年海归群体的就业形势，也能为有回国

求职意愿的留学生提供有效参考。

留学生回国意愿增强

《报告》显示，2021年回国求职的留学人才

数量有所增长，留学生回国意愿增强。根据平台

内求职数据，2020年在国内求职的留学生总人数

同比增长33.9%，2021年在国内求职的留学生总人

数与2020年基本持平。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国内高校毕业生

质量提高，国内招聘企业面向留学人才优先的职位

数量持续走低，2019年、2020年、2021年同比增幅

分别为-25.4%、-23.5%和-0.4%。分析指出，回国求

职的留学人才增多，但优先职位减少，一增一减使

得留学人才在国内的求职压力有所加大。

2021年求职网站面向海归所做的调研显示，

超过八成的留学人才认为在国内求职难度相较从

前有所提高，其中位列首位的原因是“回国海归

增多，竞争加大”(占比达64%)，紧随其后的原因

是“国内企业对海归偏好减弱”(占比达39.5%)。

职位需求量向一线城市集中

观察招聘需求中注明留学人才优先的职位地

域分布，44.5%集中在一

线城市，“新一线”城

市占34.4%。一线和“新

一线”城市的相关职位

海归需求量高，也吸引

了更多留学人员。但从

变化趋势来看，仅一线

城市海归优先职位呈现

增长，为7.6%，其余地

区均同比下降，海归优

先职位进一步向一线城

市集中。

从企业招聘需求端来看

，文体教育行业留学人才

优先职位占比最高，为34.9%；IT互联网、商业服务

、金融业的海归需求量也较为可观，留学人才优先

职位分别占19.3%、13%和11.3%。不过，文体教育

行业海归优先职位同比减少13.1%；IT互联网、商业

服务等行业的优先岗位同比增长均超15%。

与行业分布一致，对留学人才需求较大的职

业仍以语言培训、留学辅导、教务管理等教培类

岗位为主。招聘需求前20位的职业还包括翻译、

市场/品牌推广、银行及金融服务、运营，等等。

随着留学市场回暖，2021年留学辅导岗位的需求

有了大幅提高。

实体产业就业吸引力上升

从年龄结构来看，海归人才求职年轻化特点

更为明显。2021年，24岁及以下的海归求职者占

平台上留学人员求职总体的三成，比2020年提高

两个百分点；25-34岁求职者占62.8%，比2020年

下降两个百分点。

学历结构也比2020年小幅提升，硕士及以上

学历占比达75.4%，比2020年提高1个百分点，本

科学历占比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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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海归群

体的求稳心态。而在行业方面，2021年向能源/矿

产/环保、生产/加工/制造这两大类别投递简历的海

归人数有所增长，同比增幅位居前两名，涨幅分

别为11.3%和6.7%。投身实体产业及学术科研，已

成为更多海归的就业选择。

海归就业呈现新特点

疫情一晃已数年，受到海外疫情爆发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新移民选择在这期间回到

中国发展，在此背景下，智联数据研究所近日发

布了《2021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通过这份报告，同学们可以清楚地了解

2021年海归群体的就业形势，为海归求职提供

参考。下面就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下吧！

总体就业形势

海归人数与去年持平：在疫情初期对2020

年的海归整体就业形势做出过调查。

调查显示，2020年全年海归人数较2019年

增长了33.9%，其中应届留学生增加了67.3%。

而今年的数据显示，2021年在国内求职的

海归总人数基本与2020年持平。

简单说，2021年海归回流人数依旧很多！

海归优先岗位

通过观察海归优先岗位的地域分布，大部

分岗位都集中在一线城市，其中，新一线城市

占34.4%，老牌一线城市占44.5%。

仅老一线城市海归优先岗位在2021年同比

增长了7.6%，其他地区均出现下降，从趋势来

看，海归优先岗位在2021年进一步向一线城市

集中。

根据企业类型分布来看，民企是海归群体

的招聘主题，占到了海归优先岗位的58.3%。

2021年，外企招聘恢复迅猛，海归优先岗

位是增幅最大的企业类型（19%）。

2021海归薪资

通过薪酬对比，海归优先岗位的平均招聘

薪资已经连续三年增加，2021年达到了13719

元/月，从增幅来看，海归薪资在2020年和2021

年的涨幅为7.3%和8.9%，均领先于平均水平。

留学生回国就业力报告出炉

海归平均薪资已达13719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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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周四簽署了一
項關於春季徵兵的法令，確定應徵134,500名年
輕人入俄羅斯武裝部隊的目標。

俄羅斯每年有兩次徵兵，軍方有一個混合
的人力系統，其中包括應徵人員和合同服務人
員。

據俄羅斯國家通訊社塔斯社報導，去年春
天約有 134,650 人被徵召入伍，2020 年春季有
135,000 名俄羅斯公民被徵召入伍，這兩個數字
均略高於今年的徵兵人數。

普京最初聲稱，俄羅斯應徵入伍的人不會
參加俄羅斯委婉地稱為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
動”。但俄羅斯國防部隨後承認，應徵入伍的
人正在烏克蘭作戰，烏克蘭軍隊聲稱俘虜了相
當數量的俄羅斯應徵入伍者。

自俄羅斯入侵以來，澤倫斯基已在全球17
個國際議會上發表講話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於今天在第 17 個國際
議會上發表講話，以爭取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期間獲得支持。

週四，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將澤倫
斯基形容為“民主的雄獅”，澤倫斯基還向三
個多邊機構——歐洲理事會、七國集團和北約
——發表了講話，上週末，他在多哈論壇上發
表了虛擬講話。

澤倫斯基於 3 月 1 日首次在歐洲議會上發
表虛擬講話，並於週四在澳大利亞、荷蘭和比
利時議會的特別會議上發表講話。

他的第二次講話是在 3 月 8 日向英國議會
發表講話，隨後每隔幾天向以下國家的政府發
表講話：波蘭、加拿大、美國、德國、瑞士、
以色列、意大利、法國、日本、瑞典、丹麥和
挪威。

意大利總理：普京說現在不是烏克蘭停火
的合適時機

意大利總理馬里奧·德拉吉在周四的新聞發
布會上被問及前一天與普京的電話時說，俄羅

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告訴他，烏
克蘭停火的條件尚未到位。

德拉吉還表示，普京告訴他，目
前的天然氣合同仍然有效，歐洲公
司將繼續以歐元和美元支付，而不
是盧布。

德拉吉說：“我的理解是，但我
可能錯了，付款的轉換......是俄羅
斯聯邦的內部事務。”

當被問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增
加的國防開支時，德拉吉表示，意
大利將在 2028 年達到北約將 GDP
的 2% 用於國防的目標，並補充說
，這在他的聯盟成員之間沒有爭議
。

然而，德拉吉表示，政府即將發布的經濟
預測文件不會具體說明國防開支的增加。

烏克蘭官員稱，俄羅斯對尼古拉耶夫地區
行政大樓的轟炸造成至少20人死亡

烏克蘭國家緊急服務部門在周四公佈的最
新數據中說，俄羅斯週二對烏克蘭西南部尼古
拉耶夫地區軍事長官辦公室發動襲擊，造成至
少 20 人死亡、33 人受傷。

據州長維塔利·金（Vitalii Kim）稱，俄羅
斯的轟炸摧毀了一半的建築物。

澤倫斯基在澳大利亞議會發表講話敦促對
俄羅斯實施新制裁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週四在澳大利亞議會
的虛擬演講中呼籲進一步製裁俄羅斯。

澤倫斯基說：“我們國家之間的距離很遠
，但與俄羅斯人對我們烏克蘭土地的殘暴行為
沒有距離。”

澤倫斯基警告說，如果不阻止俄羅斯，將
對全球安全產生重大影響，並談到戰後將會發
生什麼，並呼籲各國和公司投資於恢復烏克蘭
。澤倫斯基特別談到了黑海港口和城市的發展
以及海軍部門的重建。

澳大利亞隨後承諾“為烏克蘭武裝部隊提
供額外 2500 萬澳元的防禦性軍事援助”。

根據一份政府聲明，新的一攬子計劃將包
括戰術誘餌、無人機和無人機地面系統、食品
和醫療用品。

在早些時候的一份聲明中，澳大利亞總理
斯科特·莫里森回復了澤倫斯基——他稱其為
“民主的雄獅”——表達了與澳大利亞的團結
。

莫里森說：“ 總統先生，我們與你站在一
起。總統先生，我們不與莫斯科的戰犯站在一
起。總統先生，我認識那個人，你認識那個人
，我們認識那個人，我們知道他的政權。我們
已經看到他們對你們的孩子、你們的醫院和庇
護所造成了無法形容的恐怖。”

澳大利亞已對 500 多名俄羅斯個人和實體
實施制裁，其中包括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以及
俄羅斯財政部關係密切的寡頭。

澳大利亞向烏克蘭提供了軍事和人道主義
援助，還宣布禁止向俄羅斯出口氧化鋁和鋁礦
石。據澳大利亞政府稱，俄羅斯近 20% 的氧化
鋁需求依賴澳大利亞。

哈爾科夫地區遭受“不斷的猛烈砲擊”
烏克蘭東北部哈爾科夫地區的軍事指揮官

週四在一份聲明中說，該地區在過去 24 小時內
連續遭到俄羅斯不斷的猛烈炮火襲擊。

哈爾科夫地區軍事行政當局負責人奧列·辛
耶胡博夫在 Telegram 上發表聲明說，強烈的轟
炸阻止了該地區疏散走廊的開放。

辛耶胡博夫說：“過去一天，俄羅斯軍隊
在皮亞蒂哈特基、奧列克西伊夫卡地區和哈爾
科夫拖拉機廠區居民區用火砲、迫擊砲、坦克
襲擊，並進行了 47 次空襲。”

他補充說：“記錄了大約 380 次來自 Grad
和 Smerch （火箭炮）的砲擊。在薩爾蒂夫卡，
敵人破壞了天然氣管道，發生了一場大火，救
援人員已努力將其撲滅。”

辛耶胡波夫說，俄羅斯軍隊還向哈爾科夫
市西北部的德爾哈奇（Derhachi）猛烈開火，造
成一人死亡、三人受傷，並摧毀了一座市議會
大樓。

他說：“哈爾科夫地區戰鬥最激烈的地方
仍然是伊齊烏姆，戰鬥和不斷的砲擊仍在繼續
。我們每天都在努力開闢‘綠色’疏散走廊，
但到目前為止，俄羅斯還沒有給我們這樣的機
會。”

切爾尼戈夫市長：儘管莫斯科表示將減少
對城市的襲擊，但襲擊事件有所增加

烏克蘭切爾尼戈夫市長表示，儘管俄羅斯
承諾將“大幅減少”對基輔和切爾尼戈夫的軍
事攻擊，俄羅斯對其城市的襲擊實際上正在增
加。

市長弗拉迪斯拉夫·阿特羅申科在醫院接受
采訪時通過翻譯告訴 CNN 的約翰·伯曼：“自
從俄羅斯代表團承諾減少基輔和切爾尼戈夫的
轟炸強度以來，我們實際上一直在觀察砲擊和
迫擊砲襲擊的強度增加。在過去的 24 小時內
......我們的醫院已經 到 20 名傷者人，這裡有
軍人和平民。”

他說，病人此時只能住在醫院的走廊裡，
因為這是目前最安全的地方，遠離窗戶。

他說，當俄羅斯軍隊向邊境撤退時，砲擊
和迫擊砲襲擊正在增加，官員們在一夜之間看
到多架俄羅斯飛機進入烏克蘭領空，飛往切爾
尼戈夫。

他補充說：“俄羅斯人正在使用迫擊砲
——這就像一種非常古老、非常古老的武器

——它不是一種精確武器，他們在離城市四五
公里的地方向我們發射迫擊砲彈……而且還在
用飛機從低空投擲炸彈，因此故意針對平民和
居民區的破壞。”

伊斯坦布爾外交談判後，澤倫斯基幕僚長
說：“這看起來像是對話”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幕僚長安德烈·耶爾
馬克（Andriy Yermak）表示，在伊斯坦布爾與
俄羅斯進行外交談判後，他“有一點樂觀”，
“看起來像是對話”。

耶爾馬克週三在基輔告訴 CNN 首席國際
主播克里斯蒂安·阿曼普爾 (Christiane Aman-
pour)：“我們有一個非常有原則的立場，我們
希望做出與我們的獨立、領土完整和主權相對
應的任何妥協。我對此持非常非常小的樂觀態
度。我們繼續這個話題，但如果一些真實的事
情開始發生，我們就會開始相信現實……”

耶爾馬克說：“我們想停止這場戰爭，我
們希望俄羅斯軍隊撤出我們的領土。我們堅持
人道主義走廊將再次向馬里烏波爾開放。”

馬里烏波爾市中心的整個街區都已被夷為
平地。

提到這座城市的破壞，耶爾馬克說：“馬
里烏波爾市已經消失了……俄羅斯軍隊迫使成
千上萬的馬里烏波爾公民遷往俄羅斯。

他說：“我認為馬里烏波爾的災難，我可
以說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的事情非常相
似 - 列寧格勒被封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
人們實際上沒有食物，沒有水就死了。”

當被詢問烏克蘭是否有足夠的武器來抵抗
俄羅斯的侵略時，耶爾馬克說：“我們沒有足
夠的武器，我們需要它，我們需要它來繼續我
們的戰鬥，我希望我們所有的合作夥伴現在完
全理解。”

他補充說：“我們正在為我們的土地而戰
。我們正在為我們的國家而戰，我們正在為世
界上所有的民主國家而戰。”

馬里烏波爾市議會：巴士車隊前往別爾江
斯克協助馬里烏波爾疏散

馬里烏波爾市議會表示，由 17 輛公共汽車
組成的車隊將前往烏克蘭南部城市別爾江斯克
，參與被圍困的馬里烏波爾市居民的疏散。

一份聲明說：“一個由 17 輛公共汽車組成
的新疏散車隊，在警察和國家緊急服務部門的
陪同下，於早上離開。它將加入昨天站在瓦西
里夫卡的縱隊，今天也去了別爾江斯克。疏散
縱隊共有45輛公共汽車。” 該聲明沒有提供有
關時間的詳細信息。

根據聲明，車隊將於週四抵達別爾江斯克
，並於週五開始疏散馬里烏波爾居民。

聲明說，自戰爭開始以來，共有 80,442 名
馬里烏波爾居民被疏散到扎波羅熱。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三十二
普京簽署春季徵兵法令 確定徵召近 135,000 名新軍人的目標

30岁之前，何椿不想结婚。因为她

相信，“在这个时代，一个人生活也能

很快乐”。

在中国，像何椿这样的单身青年实

在太多。他们多出生于1985年至1995年

，是中国“独一代”和“独二代”。按

照媒体对这一群体的“画像”，他们的

父母大部分都还在职，因而他们赡养压

力较小，家庭负担轻。与此同时，城市

的便利性与生活压力，也延迟了他们进

入婚姻的时间。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们的消费方

式逐渐呈现出与传统观念不同的一面

——不再集中于房地产、医疗和教育等

产业，而是更注重“及时行乐”，更愿

为眼下的舒适生活方式买单。

这种敢消费，甚至超前消费的消费

观念，催生了中国“一人经济”的起步

：一人食、迷你家电和迷你KTV等囊括

了各种消费场景和领域的产品，一时间

备受热捧。

人们不禁想，“一人经济”风何以

刮到了中国，又如何改变了中国单身群

体的生活态度？

19世纪，美国作家梭罗在静谧的瓦

尔登湖畔搭建了一座小木屋。此后两个

月，他独居于此，并写下广为流传的散

文：“我就像住在大草原上一样遗世独

立，我拥有属于自己的太阳、月亮与星

辰，一个属于我一个人的小小世界。”

彼时，“单身社会”尚是个遥不可

及的名词。但如今，新的浪潮正到来

——年轻群体正成为独居人口中增长最

快的一个群体。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单

身成年人口已经超过2亿，独居成年人

口超过7700万。

何椿是其中之一。24岁的她目前在

成都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并于2018年，

在父母的帮助下买下一套房，约50平米

。

这是一套典型的单身公寓，推门而

进，左侧是厨房吧台，右侧是卫生间，

再往内走，一张大床正对一台挂壁电视

。阳台上，何椿养的边牧犬正躺着晒太

阳。

在这座朝气蓬勃的新一线城市，这

种没有客厅的公寓设计备受单身青年们

青睐——毕竟，对于单身而言，这种”

公共区域“的使用率已然很低。在北上

广等一线城市，更是如此。

单身公寓已少见客厅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状态挺好。”

何椿称，尽管偶尔也会想谈恋爱，但在

真正心动之前，一个人的生活反而更加

自在。

以家庭需求为首的传统观念，正在

土崩瓦解。结婚生子、养家糊口不再是

人生头等大事，追求个人舒适度成为了

他们更看重的事。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

恐惧单身，而是乐在其中，热衷消费，

看淡储蓄。

尽管何椿仍然会因父母隔三差五的

催婚电话倍感苦恼，她想晚婚的决定却

少有动摇，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我如

今已经习惯按照我的个人意愿消费，哪

怕只是晚饭吃什么。生活状态是孤独的

，但心态是愉悦的，我很享受孤独。”

以前，何椿最想恋爱的原因是“想

吃火锅却找不到伴”。

何椿的朋友如今大部分都在一线城

市工作或上学，留在成都的好友寥寥。

单身的她即便约不到昔日好友，也不愿

和同事一同吃火锅，“工作时的社交已

经让人很累了，出了办公室的时间只想

留给挚友或者自己。”何椿坦言，只有

这种时候，她会不那么享受孤独。

但如今，她不必再为此困扰。

2018年，在距离何椿公司不到500

米的一个转角处，一家有些特别的火锅

店开业了——这家火锅店辟出三分之一

的店面，一改八仙桌和四条长凳的摆设

，设计出两排单人小隔间，木质的隔板

为每个人提供了独自品尝火锅的空间。

何椿成为了上述火锅店的常客。与

何椿一样有着想“独自吃火锅”愿望的

人，聚集于此，而互不打扰。

“其实，中国的一人食餐厅很多都

是模仿日本。”何椿曾到日本旅游，专

程去了以“单人小间隔设计”闻名的一

兰拉面。

当时的她为此颇受感动，这家理念

为“鼓励顾客一个人专心吃好面”的餐

厅，充分考虑到顾客隐私，服务员和顾

客间也有一帘之隔，小隔间内还配备自

动接水的龙头、杯架和餐具。“你需要

做的，就是认真享受独处时刻”。

凭借“一人食”主题，连拍了八季

的《孤独美食家》是何椿最爱的一部日

剧。她以男主五郎曾说的一句话，阐述

了一人经济背后的态度，“孤独也是有

正能量的，它代表着每个人所能拥有的

自由和独立。”

如今，“一人食”餐厅也悄然在中

国兴起，何椿在这里也能感受到同样的

“对独立的追求”。

人们突然发现，面向单身人群的这

个市场体量庞大，并为多个消费领域提

供了新的商机。

仅是在“吃”这项最基本的需求上

，就蕴藏了极大的空间。《中国消费族

谱餐饮特篇》数据显示，在90后消费者

群体中，55%的人有独立在外用餐且不

超过1小时的习惯。

外卖虽然方便，但更好的体验仍在

门店。一时间，除了主打“一人食”的

餐厅遍地开花，“一人一锅”的呷浦呷

浦备受热捧，卖零食的良品铺子也推出

了即时方便火锅。不可避免地，大分量

的饮食场景正在减少。

尽管有着“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

的共同需求，但与何椿不同的是，年近

30岁的“北漂”晏菲更乐意自己做饭。

至今单身的她是“被工作耽误了”，晏

菲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工作时间弹性

大，但实际上时时刻刻都得紧盯工作群

，“很少有时间约朋友，更别提恋爱”

。

“北京物价高，每天都在外吃饭不

划算，我也不太习惯北方的口味。”每

逢闲暇，她总爱自己做饭。但中餐往往

更适合聚餐，一人份的菜不好烧，“常

常烧了一锅菜，剩下一大半放冰箱，最

后也逃不过被扔掉的宿命”。

尽管偶尔可以请朋友来家里共享，

但更多时候，晏菲一个人面对着大份额

的食物，难免觉得“有些凄凉”。

家电商们，看中了这个机会。

以九阳等老牌家电商为首，开始灵

敏地为单身群体量身打造迷你家电。后

来居上的小熊电器则凭借煮蛋机、酸奶

机等“小而美”的产品，快速成长并顺

利上市。

晏菲在淘宝发现这些小而美的家电

后，立马下单了迷你榨汁机和迷你火锅

。后来又在办公室里添设了迷你冰箱。

“一人份的饭菜配上一人份的饮料

，一切刚刚好。”晏菲很快把这些迷你

家电推荐给了办公室里的单身同事。

另一面，微博和小红书等平台上，

迷你餐具也正走向爆红，“时尚、便携

、智能化“成为它们的关键词。

这只是一个缩影——一份来自天猫

榜单的消费报告显示，过去 10 年，从

快消品、 家电、家居，到美妆护肤，

人们的日用品在集体变小、功能更细分:

迷你微波炉销量增 970%、迷你洗衣机

销量增 630%......

2016年，天猫平台上的单人份商品

市场供应同比增加5.6倍、消费增加2.2

倍。

但一人经济囊括的生活场域远不止

饮食。在精神娱乐层面，也有商家试图

为单身群体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28岁的程序员李瑞当下没有恋爱的

打算，“在大城市恋爱和结婚的成本实

在太高。

他在下班回家前，常会先走进小区

附近的一个商场，并不是为了购物，而

是直奔负一楼的迷你KTV，钻进一间小

如传统电话亭的KTV房间，花费30元钱

，唱上近20分钟的歌。

这20分钟间，在这间透明却隔音的

红顶玻璃房，戴上耳机的李瑞，能够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曾几何时，“一个人唱歌”还被排

在孤独十级榜单上。疲于社交的李瑞，

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却常因凑

不够包间人数而止步门外，“适合单身

的娱乐方式少之又少，和同事去KTV，

话筒难得轮到手里一回，也很难真的释

放”。

“前女友觉得两个人包一间KTV包

间唱歌，又太过奢侈。”在和前任恋爱

的两年里，李瑞只和她这样“奢侈”过

一回。

但独居生活将人们从家庭以及婚姻

伴侣的需求和限制中解放出来，令单身

青年李瑞们可以更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

。

并且，如今迷你KTV正不断涌现在

各大商圈。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

截至2019年，迷你KTV的投放量已达到

8.4万台，至2020年有望达到11.8万台。

艾媒咨询发布的调查数据则预计未

来两年迷你KTV市场将快速扩展，2019

年有望突破140亿元大关。

此外，根据公开数据，30到40岁人

群中，近40%的人会选择独自享受电影

。

34岁的刘忻曾多次迫切地想要摆脱

单身的状态，但“越急越容易出错”。

在几段仓促开始，又匆忙结束的恋爱之

后，刘忻决定“试图享受单身”。

开始真正独居后，刘忻才意识到，

谈恋爱限制了多少个人选择，“两个人

的消费观一旦不同，就得有一方迁就。

前男友不爱看电影，所以我为了迁就他

，错过许多热门电影。”

如今，爱看电影的刘忻，干脆买来

投影仪自己在家放映，每个季度她还会

赶去看上几场演唱会。

事实上，在有的城市，传统意义上

服务团体客户的多个行业，如保龄球馆

、旅行社等，现在也开始服务于个人，

甚至可以预订电影院中的单人隔离座位

。

刘忻不清楚自己对单身状态的热爱

能持续多久，但她坚定“消费要只为自

己开心”。

不可否认的是，单身群体的确正影

响经济，而科技公司也正重塑单身群体

的生活。

正如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

克・克里南伯格曾在《单身社会》里写

道，商业分工带来的城市生活便利性的

增加，使得传统家庭的其他功能进一步

被替代了——吃饭不一定依靠家庭厨房

，出门去街上的任何餐厅，随时都有现

成的，如果连门也不想出，还可以选择

外卖；购买大件商品也不再必须依靠家

庭中的成年男性，可以付钱请快递公司

的工人送货上门；以及洗衣、清洁等各

种家务劳动都可以转为付费服务……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支具有货真

价实购买能力的消费者队伍正在形成，

并有望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来自美团外卖的数据显示，2017年

上半年，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的外卖

单身用户数占比超过了60%，其中北京

的单身用户数量占比高达73%。

淘宝大数据则显示，平均每天千人

次在淘宝上寻找“陪伴”。包含了叫起

床、道晚安、催睡觉、求安慰，送祝福

等情感虚拟商品，据调查，一人经济中

65%的订单来自未婚顾客。

而十一年前，淘宝也正是用“光棍

节”的营销噱头，开启了“双11”这个

网络购物大狂欢。

如今，单身青年们更看重的，是这

一经济体系背后呈现出的，社会对单身

群体的真诚认可与包容。

许多打着对单身友好的幌子，在单

身顾客餐桌对面摆放玩偶的餐厅或咖啡

馆，明显有些吃力不讨好。

“这种就完全没必要。”何椿曾在

一家餐厅独自用餐时，面对一只与她等

身高的玩具熊，“比自己吃还尴尬，仿

佛恨不得让全餐厅的人知道我是单身。

”

相比于产品的形式，单身青年何椿

们更希望，产品能释放出“一个人也能

生活得很舒适”的信号。这也正是他们

在采访过程中，反复表露的态度，“即

便状态是孤独的，我们也是享受的。”

所以，面向单身群体的产品如何突

出单身的文化属性，让单身不再是一种

尴尬的生活方式，或许才是所有单身消

费品牌需要努力的方向。

一人经济：孤独背后的商业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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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逆淘汰的大清朝公务员体系里，

要官场得意，就得学会刮钱和油腻。

但凡有清朝戏便会有官。但凡有官

，便会有好官和坏官。

一个典型的好官应该是怎样的？儒

家经典《大学》中有这样的说法：「民

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

之父母」。

无论是古代写话本的乡野读书人，

还是现代的影视编剧，总会在故事中设

定一个符合这种理想的青天老爷，借由

他们之手实现理想中的社会正义。

然而，大清国的广大草民对此恐怕

并不认同。在真正来自民间、有别于文

学作品的谚语中，人们嘲笑道：「当官

没好人，好人不做官」。

毕竟，当好人和当好官，完全是两

回事。在大清官场上，好人要么变坏，

要么就会被逆淘汰涮下去。

文官如何不爱钱？

什么是符合大清国要求的好官？吏

部明面上的考核规则大概最能说明问题

。

清代的官员考核有所谓四格八法与

四格六法之说。所谓四格，第一是操守

，第二是才干，第三是政务，第四是年

龄。操守清廉、才干有长、为政勤劳、

年龄青壮，就是上等人才，可以升官一

级。

按道理，朝廷如此重视官员操守，

官员们总要作出个清廉的样子，糊弄也

得把上级和吏部糊弄过去。然而吊诡的

是，清代大部分官员都将此视为空文，

一上任就毫不避讳的搜刮榨取。

这是因为，这些铨选规则只是空泛

的要求，照着来根本没法活。无论在衙

署生涯中，还是升官道路上，只有银子

才是硬道理。

整个朝野上下，为公为私，最缺的

就是银子。

清代的财政体制被称为「不完全财

政」，每年的支出都是按照《会典》和

《则例》的明文记载定死的，无论社会

经济发生怎样的变化，均不得突破法典

所规定的支出范围和额度。不管黄河发

了大水还是临时用兵，预算就那么多，

不能因事设费，因而在制度上存在巨大

的财政缺口。

这一制度体现到地方衙门，就是朝廷

只负责条例定死的官员俸禄，其余的行政

经费一概没有着落，需要地方官自理。

以州县官官员为例，他们是第一级

的亲民官员，最主要的行政事务是钱谷

刑名两项，也就是缴税纳粮、审断判案

两件事。而做这些事都得用钱。

要通知花户纳粮，就需要差役跑腿

，如果是下乡收粮，还要差人用车将粮

食运回来。如果折粮为银，也要找银匠

融碎银铸成整块。审案也是同理。押送

凡人，追捕逃犯，走访证人，查验证据

，勘验尸体，每一件事都要钱。

办事成本还不是最可怕的。在清代

，维持衙门里一整套行政班子的经费，

也全要由地方官自己来承担。

光是衙役数目就不少，小县数百人

，大县数千人。清代名宦刘衡上任四川

巴县之时，县内衙役有7000多人外加他

们的妻儿老小要靠他养活。即便在刘衡

削减差役人数之后，也还剩100多个人

，每年的薪水就不是小数。

除了公家的人，县官自己的师爷、

长随、丫鬟、厨子，也都要知县自己养

着。

正印官基本都要聘请师爷以保证钱

谷足额、刑名无错，不被批驳。在电视

剧《雍正王朝》中，河南巡抚田文镜的

师爷邬先生狮子大开口，要价年薪八千

两。历史上州县官员的师爷们一年最少

也要一二百两

那么，有着这么一大帮人要养活的

县官，每年薪水是多少呢？

按照康熙八年（1669年）最终确定

下的规定，45两，外加2700斤大米。

这个收入，别说雇师爷长随，就是

知县夫妇二人都要节省着花。真正一分

不取的官员，收不了粮食、断不了案子

，更别说修路、筑桥、建学校、整堤坝

、捕盗贼之类公共事务，最后恐怕只得

让差役自己养活自己，纵容其勒索草民

。

若是更有追求，想要做一番政绩，

那更加要学会百般花样变出银子，练就

搜刮揩油的本领，精通「刮地皮」。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被晚清官场视

为人格楷模的曾国藩，为了不给皇帝添

麻烦，不惜禁止下属向朝廷奏请拨饷，

转头加倍盘剥被战火和水灾蹂躏的江西

省，还痛批陈情的地方官是「捏报灾区

」。

到了这一步，大清衙门在民间的观

感，也就可想而知了。

多磕头，少说话

真正的一文不取的「好官」，不光

在地方公务上被处处掣肘，想要升官更

是难上加难。

清代官员的考察主要分为「京察」

和「大计」两部分。考核在京官员为

「京察」，考核在外官员是「大计」。

不管是京察还是大计，官员的升迁都操

之于上官之手。

每逢大计时，总督、巡抚会撰写对

省级的评语，提交吏部，再由皇帝进行

考核。而省级以下官员的考核要次第考

察各自属下官员，经过督抚之手上报。

对地方官来说，督抚的一封保荐足

以让人飞黄腾达。强势的督抚，如年羹

尧，其保举的官员不容吏部干涉，再如

曾国藩，一封保举书，就能让左宗棠成

为浙江巡抚。

如果上官对于下属的升迁如此重要

，那利益输送和百般讨好就不可避免了

。

清代官场有「三节两寿」的说法，

每到此时下官都要多少要「孝敬」一点

。所谓三节，就是春节、端午节、中秋

节，两寿是长官寿辰和长官夫人寿辰。

除此之外，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

如果上北京一趟，临走告别时还有别敬

。

这些半合法的金钱往来对京官尤其

重要。冯桂芬曾说过：「大小京官，莫

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

个人生活勤俭如曾国藩，进京面圣之后

，也要「送别敬一万四千余金」。

这尚且是明面上的官场通用规则，

如果想要上官的格外青睐，礼节之外的

重礼更不可少。如果遇到爱钱的上司，

那就更是如此了。

咸丰时期甘肃臬司明绪，除了三节

两寿外，还要给自己母亲过两次生日。

母亲去世后，借着丧礼，再和各位同僚

收一笔丧仪。甘肃总督乐斌给自己家奴

娶妻纳妾，也要官场同僚出钱。

一个州县官员，直属上司就有知府

、道台、巡抚，有时还有总督。上司之

外，还有同僚和不直属的上司，甚至连

上司的门房长随也要算在孝敬范围之内

。每人每年最少要送五次礼物，这些钱

要从哪里变出来？只能「刮地皮」。

光会送钱还不够，想要升官，还得

精通宦术，也就是官场成功学。有清一

代最通行的官场诀窍，莫过于「多磕头

，少说话」六个字。

这句话出自从乾隆到道光年间，屹

立官场五十载的曹振镛。他官至军机大

臣、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成为万

千官员仰望的成功案例。一次，门人向

他请教多得恩宠的秘诀，曹说：「无他

，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清代京城有人写过一曲《一剪梅》

，讽刺以曹振镛为代表的庸庸碌碌的大

清官迷，曲曰：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

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

谦恭。

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

精忠；

万般人事在从容，议也毋庸，驳也

毋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

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

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

郎中；

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

文恭。

换今天大白话说，要官场得意，就

得修得中年油腻。

不料曹公谥号文正，还高于文忠、

文恭一等。终清一世，只有八个文正公

。另一位著名的文正公曾国藩，也是谨

小慎微的人精，足见这六字诀的奥秘。

当然，一味圆滑油腻也是不行的，

该担当时还需担当。

稍好者如胡林翼，和上司的小妾结

拜成了义兄妹；差点的，送歌姬舞妓给

上司；再不济者，还要送自己的妻妾去

上司处「当差」。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就写过

某候补道台将妻子送去总督家「当差」

。时人嘲道：「不怕头巾染绿，须知顶

戴将红。」

银子花了，头磕了，其他马屁也拍

好，上官们自然也要照拂下属，多少有

替他们「弥缝」的义务。所谓弥缝，就

是调和斡旋，设法补救，有时只需寥寥

数字就能改变下属的命运。

乾隆时期，云南巡抚推荐他手下的

一个道台，推荐语是「老成持重」。在

乾隆复查前一位巡抚的评语时，发现对

该人的评价是「年老体衰」。年龄大本

是大清官员考核中的重要扣分项，该巡

抚小笔一挥，便转劣为优了。

两难的朝廷

掌握全国特务系统的皇帝和朝廷，

对于普遍的腐败当然不是毫无觉察。

然而，抄一两人的家是容易的，改革

财政制度则要动摇国本，朝廷又不能真的

逼官员们都去吃土，还仰仗他们办事。权

衡之下，只能一年又一年的裱糊过去。

由于财政制度的缺陷和巨大的疆土

，大清国年年缺钱，年年亏空。整顿吏

治见效太慢，而抄没赃款为国纾困则立

竿见影。雍正以后，大清国实际上承认

了贪官的普遍存在，甚至把他们当成了

提款机。

清朝对「火耗」问题的政策变化就

很能说明问题。

所谓「火耗」，就是地方官在每年

正常税赋之外巧立名目收的一种手续费

。草民纳税用的是碎银子，州县官员需

要将其铸整后上交，「火耗」名义上就

是是碎银铸整过程中损耗的部分。

当然，实际情况远不止如此，借着

这个名目，地方官会把本地的行政经费

、州县官不够用的工作生活开支、给上

司的孝敬都摊进去。各省各县火耗数目

并不相同，最高的山东和河南，在正额

之外，还要加上八成火耗。

皇帝其实清楚，官员不贪就活不下

去了。康熙四十八年的一道上谕写道：

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

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

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

，此外不取，便称好官。若一概纠摘，

则属吏不胜参矣。

雍正对此也清楚的很，即位后施行

火耗归公，将火耗改为法定税，充当地

方行政经费，再匀一点出来发给官员作

养廉银。如此一来，州县官员似乎就能

脱贫了，也就不用贪污或向民间额外搜

刮了。

雍正的做法，常被现代人赞美为用

制度建设解决贪腐问题的高明方案。然

而与此同时，雍正实行的另一项措施却

为贪官网开一面，对清朝中后期吏治败

坏埋下伏笔。

《大清律》对贪污罪的惩治本来非

常严苛。雍正为了让贪官交钱补贴财政

，广泛实行康熙晚年发明的「完赃减等

」政策：贪污的官员只要在三年内把赃

款全部交出来，就能轻罚轻判。他还大

幅提高贪污入刑的门槛，小贪官只要还

钱，就不会被问罪。

雍正年间的贪官没有一人被杀头。

就连侵贪450万余两，最后仍有四十万

两没有「完赃」的原山西巡抚苏克济也

被特旨释放了。结果，贪污蔚然成风，

对贪官的罚款成了朝廷的公费来源。

乾隆即位初年，发现竟然有京官为

了交罚款，把自家房子都卖了的。没了

钱，继续捞就行。

乾隆对雍正对贪污犯的宽纵深感诧

异，决议废止「完赃减等」，在位时期

因为贪污杀了二十多个封疆大吏和无数

州县官员，数量为历朝第一。然而，杀

人并没能解决问题。

为了继续补亏空，乾隆皇帝乾纲独

断，将本来用于本省地方公费的火耗统

一由中央统筹，转调他省，又要求官员

们交出养廉银用于赈灾。搬东墙补西墙

到这份上，雍正的养廉计划已全面破产

，大大小小的官员又回到了不搜刮就活

不下去的地步。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言，自乾隆四

十五年以来，贪墨大吏，日甚一日。嘉

庆皇帝即位后，面对垮塌的吏治和空虚

的国库，只得再次恢复了「完赃减等」

，在艰苦的整肃吏治和现实的拿钱放人

中选择了后者。

对朝廷来说，官员队伍里混入了庸

人、蛀虫，虽然是违反圣人之道的政治

不正确，但年年都会爆发的因旱涝饥荒

、四方兵灾、大建宫殿造成的财政短缺

，才是头等大事，才是最现实的危机。

节流节不下来，就只能开源；开源

又没有现代财税或金融手段，只好走上

买官卖官的老路。

自清初以来，每次朝廷缺钱，就会

特开捐纳，科举考不过的人只要交够钱

，就能成为候补官员。如咸丰十年，捐

到福建候补道台的陈淮汉原本是个茶行

伙计。他的弟弟陈翀汉，因为斗殴结仇

在广东呆不下去，竟也跑到福建捐了个

候补知府。

这不由得让人替朝廷操心：只要捐

钱就能当官，那读书人还考什么科举？

那不得满街洪秀全吗？

好在，朝廷对考上科举的人才也是

公平的，捐纳面前人人平等。那些本已

经有功名的进士、举人或在职官员，也

可以通过捐纳，加快自己获得职位的速

度，甚至获得更高官职。

那些苦读多年、等着论资排辈晋升

的进士、举人和在职官员，为了不被其

他交钱的人压过一头，也只得纷纷解囊

捐纳。动辄千百两的经费出自何处？自

然只能动歪脑筋。

太平天国之役后，清代145万有功

名和官衔的人中，有53万是新近捐纳，

占总额的36%。官员如商人，官职如买

卖。到这时，升官已经成为了比拼底线

和良心的战争。

此时的大清朝廷，还在吹嘘自己实

现了「同光中兴」。然而等到天朝画皮

撕破，财政彻底溃烂，逆淘汰恶果显现

之时，满朝庸碌之辈已然无力回天了。

怎样在大清国当一个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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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有人不解，为什么许多健康饮食推荐食谱中

会推荐食用葡萄干，特别是黑葡萄干呢？跟这类

疑问相对应的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葡萄干不就是

糖么？它有什么营养价值？经过干燥之后，它还

有抗氧化活性么？

的确，葡萄干中含有大量糖分，因为它浓缩

了葡萄里的糖。但是，葡萄干 ≠ 糖。

葡萄干属于水果干，水果干就是指将水果干

制，并且在制作过程中未添加任何糖分、脂肪的

产品。其实，干燥处理虽然会损失维生素C，但

不会损失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在除去水分之后，

水果中的钾、镁、铁等矿物质、低聚糖、果胶和

纤维素等成分，以及大部分抗氧化成分，都被浓

缩了。作为水果干的优秀代表，是时候科普一下

有关葡萄干的诸多健康真相了！

葡萄干的健康真相之一：是抗氧化物质、矿物

质和膳食纤维的优质来源

葡萄本身富含多酚类物质，在干制的过程中

有部分损失，但大部分仍能保留在葡萄干当中。

因为我们平常吃新鲜葡萄时通常会吐掉葡萄皮，

而葡萄干都是带皮吃的，所以吃葡萄干能够得到

果皮中的营养，包括皮里的大量果胶和纤维素，

以及多酚类抗氧化成分。

有研究发现，在常见水果干中，葡萄干中的

多酚类含量是最高的一档。按重量来比较，超过

黑李干和杏干，更超过大部分新鲜水果。一般来

说，多酚类物质含量越高，抗氧化作用越强。

葡萄干中的钾含量相当丰富，一个成年人每

天的钾参考摄入量是2000毫克，吃一小把 25克

的葡萄干，就能供应超过180毫克的钾，作为一

种少量吃的零食

，这就很优秀了

。

连 皮 吃 的 葡

萄干也是膳食纤

维的好来源。100

克葡萄干中的膳

食 纤 维 含 量 是

3.3-4.5 克 ， 是 精

白大米的 6-9 倍

。在制作葡萄干

的过程中，其中

的部分蔗糖和果

糖会形成低聚果

糖 ， 最 高 可 达

8%。低聚果糖是

甜味的，人体不

能在小肠消化吸

收它，但可以在

大肠中发酵，属

于能调整肠道菌

群的益生元，算

是广义的膳食纤

维。

理 论 上 来 说

，和浅色葡萄干

相比，红色、黑

色等深色的葡萄

干会有更好的抗

氧化性质，因为

深色葡萄干中还

保留了一部分花

青素（能看到黑

色，就说明花青

素大部分并未损失，否则它就褪色了），另外深

色葡萄干中也有更高的膳食纤维和铁元素含量。

葡萄干的健康真相之二：属于中GI食物，不伤

血糖

葡萄干本身是一种中低GI（血糖生成指数）

食物，用葡萄干替代部分米饭等主食，并不造成

血糖的更多上升。有研究发现，和每周喝3次果

汁相比，每周吃3次葡萄干与较低的糖尿病风险

是相关联的。

有研究者让超重肥胖者和糖尿病患者每天3

次在餐前吃一包28克的深色葡萄干(总量84克，

约含270kcal热量)，替换传统零食(如饼干曲奇等

，含300kcal热量)。在12周后，两组受试者的胰

岛素水平无差异，但葡萄干组的糖化血红蛋白水

平和餐后血糖水平都显著降低了，说明胰岛素敏

感性提升了。对糖尿病患者的数据进行分析，发

现空腹血糖也有降低趋势。

在针对健康人进行的实验中也发现，用含25

克碳水化合物的葡萄干来替代一半白米饭，餐后

血糖反应并没有上升，峰值血糖浓度和血糖波动

幅度都和米饭相当。

葡萄干的健康真相之三：有利于血压和血脂

因为葡萄干是钾、镁和多种抗氧化成分的良

好来源，也富含低聚糖和果胶，所以适量食用有

利于心脏健康。调查发现，每周吃至少160克的

葡萄干，高血压的风险显著下降。

又有研究表明，用葡萄干替代饼干、蛋糕等

零食点心，更有利于控制血压。

葡萄干的健康真相之四：合理食用并不会导致肥

胖

有调查发现，每日摄入超过20克混合水果干

的人群，和摄入水果干较少者相比，热量摄入更

高，平均体重、BMI及腰围却显著较低。在消除

各种混杂因素后发现，摄入较多水果干的人，和

不吃水果干的人相比，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量

比较高，膳食纤维比较丰富，而超重、肥胖及腹

部肥胖的人数及比例会更低。

额外摄入水果干之后，热量高了，碳水化合

物供能比也高了，为什么却反而不容易发胖呢？

这可能是因为吃了甜味的水果干之后，就不

再想吃饼干、甜点等零食了，而水果干和这些食

品相比，营养素密度更高，健康成分也更多。就

像调查发现，适量吃坚果的人和不吃坚果的人相

比并不会更胖一样。

葡萄干的健康真相之五：不像甜食那样有害牙齿

牙科研究发现，在正常刷牙漱口的前提下，

每天吃一把葡萄干并不像吃甜食那样损害牙齿。

葡萄干中含蔗糖非常少，果糖和葡萄糖在牙

齿表面附着时间短，其中的抗氧化成分还略有抗

菌效力，所以吃葡萄干后牙齿表面的pH值下降

不多，达不到损害牙釉质的程度。

当然，每一种食物都有自己的合理份额，若

贪吃过多的水果干，而且不替代其他碳水食物，

或者其他食物吃得少，只吃大量葡萄干，那也一

样是不利于营养平衡的，一样会发胖或伤害健康

的。

那么，到底吃多少葡萄干比较好呢？按照文

献中的数量，每周吃160克就有健康效应，平均

每天是23克。如果水果能吃够每天200克，那么

就可以按23-25克的量来摄入葡萄干；如果日常

吃水果比较少，则可以再增加一些葡萄干摄入，

吃到30-40克。当然，这个数量里也可以包括其

他水果干，还不仅仅是葡萄干，枣、杏干、无花

果干、蓝莓干、柿饼、枸杞干等也要包括在内。

吃葡萄干等于吃糖？看看你对葡萄干的误解有多深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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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士頓亞裔商會（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於3月25日在Westin Galleria
Houston 舉行的午宴，邀請到市長Sylvester
Turner 以 「Leading Houston’s Economic
Growth & Support for Small Businesses」 為題發
表演講。

春暖花開的三月，在裝潢大方高雅的會場
，政商名流及企業、社區等各界代表，聚集到
這場令人矚目期待的餐宴現場；約兩百名賓客
在餐宴前招呼交流的動能，恰與大窗外明麗的
藍天呼應，展現休士頓這個特殊時刻的欣欣向
榮。

首先由亞裔商會主席李雄向所有在場人士
表達歡迎之意，他除了介紹休士頓亞商會的成
長及目標，也準備了詳盡資料解說商會各類活
動及潛能實力，還說明了亞裔人士在經濟活動
上，於各個占有面的成績呈現。

在Turner 市長演說前，還有一項特別安排
，就是由亞裔商會成員包括前任主席喻斌、現
任主席李雄、以及印裔、韓裔等不同族裔商會
及企業領袖，和社區領導包括中華文化中心執
行長華啟梅，西南區管理委員會執行長李成純
如等，分別就過去幾年與Turner 市長帶領的市
府各項合作的經驗，發表談話製成影片在會場
播放。

如主席李雄的談話就指出，市長帶領去中
國的經貿訪問團拓展了商機，而和台灣台北的
情誼，更是姊妹市中歷史最久遠，成就多項交
流促進友誼及合作。

亞裔商會更以各種活動照片製成背景，特
製成大幅牌匾並且印上感謝Turner 市長的字樣
於現場揭牌。現場熱烈掌聲中，Turner 市長並
在這份別致的禮物前，與出現錄影中的代表們
及其它貴賓，包括訪問行程正在休士頓的全美
ACE總會長董繼玲合影。

因為這滿滿的友誼，市長表示他先將原來
的講稿放在一邊，而要談談他的感受。他首先
稱呼亞裔商會主席李雄為Mayor Kenneth Li ，引
起現場歡笑及掌聲。隨後他說到友誼的重要，
並指出休士頓已是全美最多元城市，而除了多
元，休士頓還必需包容性強並對不同族裔表示
歡迎。如同亞裔商會不只是商會，它還給予、
回饋社區，這就是友誼的展現。而亞裔社區的
資源及能量，也使休士頓市的優勢提高；因為
如今的競爭不只是全國，更是全球性的。而一
個城市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它匯集不同市民的
力量。

市長並以幼時家中九個小孩，但餐桌只能
坐5、6個人來舉例，說時間到了，就應該換人
坐在餐桌邊，這就是分享和友誼的例子。市長
表示如公車部、城市財務工作、警局......應該考
慮由亞裔在現階段擔任領導了。市長說：輪到
你們了。而針對一個多元、機會平均、各方一
起工作並整合的城市，還有許多可以著力之處

，而這也正是休士頓的前景。

Turner 市長也表示，市府團隊即將出發訪
問墨西哥，日本在接下來的訪問行程中；他希
望在卸任前要訪問韓國、並再訪印度，他還說
休士頓市府上次訪問台灣是十年前，他認為應
該計劃再次訪台。而除了亞裔社區的力量，市
長還提到要給予年輕世代機會；他說：亞裔、
年輕人，必須坐在桌邊，時間就是現在。他並
感謝餐會贊助者之一 Wells Fargo ，特別是他們
於疫情時期，對中小企業的基金計劃及其它協
助，都是包容、歡迎及友誼的優秀範例。他結
論說不論我們來自哪裡、說哪種語言，面對這
個城市，其實就像照鏡子，我們看到的是自己
，而我們不會要傷害自己。市長說這就是一個
我們大家要去營建的城市，休士頓一定可以做
到更多更好，同時他對自己接受到的友誼及支
持表達由衷感謝。

僑務委員劉秀美,領袖基金會董繼玲,2023年休士頓市長候

選人 J區市議員Edward Pollard,泌尿科徐醫師夫婦合影

亞裔商會亞裔商會03250325邀請市長專題演講邀請市長專題演講

Sylvester Turner 以「Leading Houston’s Economic Growth &

Support for Small Businesses」為題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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