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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瀑濤醫師  

 
 

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斯頓

（UTHealth）McGovern 醫學院的

腫瘤內科副教授。同時，她也在

UT Physicians Memo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 擔任主治醫師職位。

岑醫師於 1999 年在中國中山大學

獲取醫學學位，並於 2005 年在紐

約的 St Luke’s Roosevelt Hospital 完
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隨後，岑

醫師於 2008 年在德州大學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進行了腫瘤

內科與血液科的專科培訓。岑醫師

已經成功撰寫並評審了多篇關於食

道癌的文章，並且在世界多家醫學

會議上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同

時，岑醫師還獲得了 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 血液學和腫瘤

內科專科的認證。自 2011 年以來，岑醫師一直被 US News & World 
Report 評為頂級醫生。她在治療癌症患者方面有 16 年的經驗。岑醫師

不僅是 Chinese American Doct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的繼續醫學教

育主任，15 年來她也一直在美國亞裔社區的健康領域十分活躍。 

 
  

 

 

 

 

 

（本報記者黃梅子）休斯頓西南區一名無家可歸的街友在睡夢中無緣無故被槍殺。 9月21日週
三上午 11 點 45 分左右，有人報警說，在休斯頓西南區方郡路 3800 街上，看到一名無家可歸的男子
沒有動靜，似乎昏倒了，需要就醫。

當警察趕到現場時，他們發現了彈殼，看到該街友頭部中彈，已經死亡。警方隨即調看了附近
商家的監控錄像，顯示一名年輕人在午夜左右走到受害者身邊，朝他的頭部開槍，然後向南逃逸。

嫌疑人是一名年輕男子，身穿淺色運動褲、深色運動衫、連帽衫、白色網球鞋，背著黑色的背
包。警方說，在受害者被殺之前，還看到嫌疑人在該地區徘徊了幾分鐘。目前，槍擊動機尚不清楚
，但警方初步估計是一起隨機的暴力行為。

休斯頓西南區一名無家可歸的街友在睡夢中被槍殺

（ 本 報 記 者
黃梅子）休斯頓
西南區一名2歲的
男孩被發現死在
一輛被盜的汽車
內。
9 月 20 日 下 午 1
點 45 分左右，在
休斯頓西南部的
某 5500 街區，兩
名黑人男子之間
發生了爭吵鬥毆
。在爭吵中，一
名男子掏出一把
槍，向另一名 38
歲的男子胸部連
開數槍，受害者
當場死亡。然後
，開槍的犯罪嫌
疑人開著被害者
的 SUV 逃跑，這
是一輛帶有紙質
車牌的黑色雪佛
蘭 SUV， 當 時 在
附近加油的目擊
證人見到車內有
一名兩歲男孩在
這輛車上又哭又
鬧。嫌疑人將車開到榆樹街5800號街區以後，獨自棄車
逃跑，遺留2歲的孩子在車上。晚上6點半左右，孩子的
母親報案說，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都不見了，警方通過
GPS定位找到汽車，但是2歲的男孩在高溫天氣下被鎖在
密閉的汽車內大約5個小時，已經中暑死亡，情形非常
悲慘。
警方描述犯罪嫌疑人為黑人男子，身材單薄，下巴上留

著長鬍子，身穿白色 T 恤和黑色短褲，頭戴“非常有特
色”的黑色雷達帽。

警方分析說，這兩人有可能一起搶劫了Almeda Mall
商店，但目前尚不清楚他們的關係如何以及為何起了衝
突。

如果您對此案有所了解，請致電 (713) 308-3600 聯
繫休斯頓警察局兇殺案部門。

休斯頓西南區2歲的男孩死在一輛被盜的汽車內

年滿年滿6565歲需申請加入聯邦醫保歲需申請加入聯邦醫保MedicareMedicare
李元鐘保險免費協助申請李元鐘保險免費協助申請 專業細心服務專業細心服務

(本報休斯頓訊) 聯保醫療保險(Medicare)即
我們俗稱的老人保險，是聯邦政府為65歲或以上
老年人、或是不足65歲但長期殘障的人士所提供
的政府醫療保險。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其內
容分為兩大部分，Part A 提供住院，而Part B則

負責門診部分。除
了一部分人在 65 歲
前就開始領取社安
退休金會自動獲得
聯邦醫保Medicare，
其他人都需要聯繫
社會安全局進行註
冊 (Sign up)。而非自
動生效。

休斯頓著名的
李元鐘保險公司提
醒長者們，在美國
工作多年退休之後
，只有 A 部分(Part

A)是自動加入的，B部分(Part B)必須長者們自己
去申請，而您要知道Medicare申請是有時間限制
的，晚加入就會被罰款喔！

在您年滿65歲的前3個月，要特別留意是否
有收到社會安全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的歡迎信(Welcome Letter)。此信的內容是恭喜您
快滿65歲，您可以獲得美國政府的福利，共有7
個月 (生日當月，生日當月前3個月、或生日當
月後3個月) 。
Medicare申請的途徑

很多客人，尤其是新移民過來的客人，往往
對Medicare申請的流程一無所知。由於語言障礙
無法了解到正確的咨詢，以及社安局排隊時間長
，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而錯過申請時間
的情況屢見不鮮。

通常加入聯邦醫療保險的途徑有三個: 一是
透過電腦網路線上申請 (On-line Apply), 二是透
過電話撥打免費專線800-772-1213申請，三是
直接前往社安局辦公室申請 (Visit Local Security
Office), 這些都是政府認可的辦理方式。
免費協助顧客申請Medicare

李元鐘保險專業團隊，對於聯邦醫療保險申
請的資格和流程都非常熟悉。李元鐘保險承諾對
於協助顧客申請獲取聯邦醫保資格不收取任何的

費用。
通過李元鐘保險專業團隊協助您獲得聯邦醫

保資格，將免去您電話申請時由於自己母語不是
英文而感到的莫名壓力，避免您由於看不懂英文
對申請的流程不熟悉對著社安局網站一無所措的
憂慮，以及避免了跑去社安局苦等數小時無功而
返的不愉快經歷。

李元鐘保險代理市面上個大Medicare老人保
險計劃，為您量身選擇符合您需求的保險。我們
提供完整的售後服務，幫您查找醫生，查詢處方
藥價格，解答各種賬單問題，以及指導您使用保
險附帶福利。目前李元鐘保險已經在達拉斯、艾
倫、以及休士頓都設有公司，致力於服務廣大德
州華人群體。選擇李元鐘保險，選擇專業誠實服
務的保險經紀人。

休士頓公司地址: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華埠大廈)
電話(832) 500-3228。簡訊(832)469-6877
微信或者Line請加: johnleehouston。找謝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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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就业问题，是很多想去留学的同学很容易纠结

问题：假如我去留学，就业机会真的会比在国内求

学的学生更好吗？

每年中国留学生那么多，我毕业后回国求职还

有优势吗？

留学生回国就业优势有没有，我们还是要看数

据说话。

先来看看2021年度全球大学就业力排名 (Glob-

al Employability University Ranking)情况。

去年的统计中共有250所大学上榜，地跨43个

国家和地区，美国有54所大学入选，德国18所，

法国17所，英国15所。

根据官网上的排名规则，这份排名完全基于

“雇主调查”得出，每位被调查者有15票，用来评

估2000+所大学的就业能力表现，直接展示顶级公

司的管理人员，喜欢招聘哪些大学的学生。

该排名由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0名

管理者参与投票，他们每年在全世界内招聘超过30

万名大学应届毕业生。

他们需要在全球超过2000所大学中，选出最多

15所毕业生工作表现最佳的大学。

如果参与调研的雇主面向全球进行招聘，雇主

需要对本国院校和国外院校分别进行投票。

最终上榜的学校达到250所，跨43个国家和地

区。

从学校来看，就业竞争力排名全球TOP 5的学

校依次是：

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剑

桥大学、斯坦福大学。

除此之外，日本的东京大学和新加坡的新加坡

国立大学同样跻身世界前10位。

不难看出，虽然近年来我国高校在排名中算得

上一路向上，但国外高校的就业优势也还是很明显

的。

这是全球的就业情况，单就国内的就业情况下

，海归留学生的优势也显而易见。

根据前程无忧应届生求职网的调查，15个行业

领先的企业中，86.4%的企业招聘同时面向国内和

留学生，8.3%的工作机会仅面向海外留学毕业生，

5.3%的工作机会希望有工作经验的留学生。

26.3%的雇主表示海归的薪酬会略高于国内毕

业生。

近八成雇主认为海归可以胜任工作要求，近一

半企业雇佣了海归留学生。

以上是企业招聘的角度。从海归求职的角度来

看，也能发现留学生归国就业是具备一定优势的。

以英国为例，1978年至2019年度，各类出国留

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其中165.62万人正在国

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或研究；490.44万人已完成

学业，423.17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

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6.28%。

其中，近八成英国海归在3个月内找到第一份工作

。

那么，留学生回国就业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哪里

呢？

特色专业的领先地位

必须要正视的一点是，在某些领域中，国外的

一些高校的确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比如德国的

机械、电气等，法国的数学、艺术设计等，荷兰的

环境工程、食品科学等，意大利的工科、艺术设计

等。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优势领域，在留学过程中

，同学们能够深入地了解、学习专业内的前沿知识

，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优势。

这直接导致在某些行业和岗位上，海归留学生

在求职竞争中确实领先一步。

雇主对留学生的能力评价

在独立思考、问题解决能力、创意方面，海归

得到了较高的认可度，分别有 41.7%、36.0%和

28.9%的选择占比，远高于国内毕业生的22.4%、

13.6%和6.6%。

贝塔斯曼中国人力资源总监吉涵斌表示，不管

求职者是不是海归，我们都会考察其商业头脑、团

队合作、创新胆魄和思维、学习、执行能力，以及

人格的成熟度。

相对而言，海归的见识、思维方式、文化和多

样性的包容度以及社交圈子可能因为一段时间国外

的教育和工作经历而变得更为开放。

但同时，也有一部分人的心理预期会与现实有

反差，造成心理上的落差，能否把握好情绪会影响

回国以后的适应性。

中华英才网人力资源专家刘兴阳认为，海归在

语言沟通、思维习惯等方面具有优势，但这些优势

需要和专业能力充分结合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切忌只抱着海归的招牌而不会解决实际问题。

此外，在海外求学期间，应积极寻找企业实习

的机会，积累工作经验，这也会成为回国找工作的

差异化优势。

“和本土人才一样，缺乏工作经验，但随着本

土人才学习能力的提高，海归的优势逐渐被弱化。

”安利中国人力资源负责人表示，每年校招中约有

5%来自于海外留学生。

在她看来，海归拥有良好的英文应用能力，其

出众的表达和沟通能力在竞争中优势很明显，另外

，国外课程设置灵活，海归的实践能力相对要强。

年龄优势

另外，容易被忽略的是，相比国内读研，留学

生们依旧具有年龄优势，特别是英国、爱尔兰、中

国香港这些地区毕业的研究生们，一年时间读完研

，很多毕业生在24岁左右就可以获得硕士学历，较

国内提前两年进入社会，跟同龄人相比会有更多的

工作经验，特别在一些领域，距离悬在头顶35岁的

大刀相比国内研究生，要晚两年时间。

跨文化沟通与国际视野

海外学习过程中，同学们也会遇到各种国籍，

各种宗教、文化背景的人，与他们的相处也就成为

了一个学习和适应跨文化环境的过程。

能接受或者不能接受某些文化习俗，该如何表

达才能有自我又不失礼貌，显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

练习的技术活。

这会成为同学们在未来工作中优秀的人际交往

能力。

还有不得不说的一点是国际视野优势，即使在

疫情期间，海外院校也经常会提供一些国际交流活

动和实习实践机会，使得学生能对海外的社会环境

，职场环境相对熟悉，让留学生们拥有一定的国际

视野。

在留学生的就业选择中，一般包括以下几个就

业方向：

1. 公务员、事业单位

一般留学生回国如果想参加国考或省考，除需

提供《招考公告》和《招考简章》中规定的材料外

，还要出具教育部门的学历认证、我国驻外使领馆

的有关证明材料，所以一定要在报考前完成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办理学历认证。

在符合选调资格的高校毕业的同学，可以报考

选调生。

绝大部分省份选调生对于海外院校的要求并不

高，基本QS前100高校就足够，以2021年的四川定

向海外选调为例，大部分英国院校、香港的四所院

校、新加坡的院校都可以报考。

2. 传统500强企业

企业招聘时，看重学生通过接受国际化教育培

养出的全球视野、跨文化沟通、多元角度思考等能

力，因为这些能帮助企业创造价值、解决问题。”

某跨国公司高管认为，“如今，雇主更看重一个人

在职场上的学习能力和上升潜力。其中，全球视野

就是留学生的一大优势。”

3. 互联网巨头

像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大厂也更加

偏爱留学生，很多产品端的职位会希望招到更接轨

前沿技术的、反应更快的、对新鲜知识了解更多的

求职者。

其招聘规则中，海归背景已经成为一个优先录

取的优势所在。

然而，据记者调查，海归们回国找工作往往不

是一帆风顺。“名校头衔再响，也会毕业，也要考

虑工作。” 海归这个身份，很多时候并不是一种

优势，反而是一种劣势。

名校毕业生回国找工作很多时候并不顺利，

“很多企业看简历就觉得不适合，要么担心在国外

的待遇比较高，回来后能否在企业安心工作，要么

觉得其缺乏一些本土工作经验，高不成低不就。”

HR普遍认为，企业除了看重应聘者过去的经

验以外，还看重其职业规划。

安利中国人力资源负责人表示，不同的部门对

人才有不同的需求，一般来说，对市场、项目管理

等位置，有跨国学习背景的海归会加分，但主要还

是看个人能力。

今年的高校毕业生突破 1000 万，国内目前就

业市场是各路神仙打架，竞争激烈程度高到爆。

根据留学生归国求职就业情况和招聘市场雇主

的反馈数据来看，留学生归国就业的优势依旧存在

，希望各位同学保持积极的态度，稳定的心态，投

身求职市场，祝福大家都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中国每年这么多留学生出国
回国就业的优势在哪？

1.时间的优势

一般来说海外留学读的硕

士可能在1年到1年半左右，而

国内的硕士基本都是在2-3年，

这个时候海外留学的小伙伴的

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完全不用

担心，国内一般硕士3年，22

岁本科毕业，硕士毕业一般都

是25-26左右出来找工作，所以

你的年龄对方相当，完全没问

题。

从目前来看，1-1.5年的优势

，你可以干很多事情，也可以在

职场上比别人先起跑，这一点就

超过国内的大部分人，千万不要

白白浪费！

2.身份的优势

国内对海归留学生的认可

度还是非常高的，博士就不提

了，就是硕士的话就足够了，

比如最近上海出台的《留学回

国人员申办上海常驻户口实施

细则》就可以看出，各个城市对

于吸引海归人才是不遗余力，基

本上各个城市在吸引海归留学生

就业方面都会有些补贴，所以各

位海归留学生在回国求职方面要

有些聚焦好城市，第一次落户会

有“大礼包”的！

3.学校的优势

国内的保研和考研市场竞

争非常残酷，相比较而言，申

请国外的QS100的高校硕士研

究生相对会容易一些（只是相

对，承认大家都很努力！不过

我们要讲究效率！），许多知

名公司的HR许多都要求QS100

，QS200，而海归留学生的学校

能排进这样的榜单的有很多！

4.语言的优势

语言的优势我就不用说了

，这里只是建议大家如果雅思

考的时间比较久了，可以在简

历语言栏目多说两句，比如：

长期学习生活在国外，英语可

作为工作语言。或者索性准备

一份英文简历，这样会让你的

英文水平更让人信服。

当然，如果你学过其他的

外语，也可以往简历上放，即

使是比较初级的也没关系，简

历上放上去了，就会显得不同

。

5.市场的优势

留学生吃穿住行学玩都在

海外，无论是否留学，至少耳

濡目染都会接触到国外的文化

、生活、商业等等，而此时此

刻，国内有大量的公司正在想

着开拓或者已经开拓着海外市

场，这个时候，他们需要对国

外市场更了解的人来加入到这

个团队中来，而具有海外留学

背景的你可能就是最适合的人

选。

6.人脉的优势

最后就是人脉的优势，校

友会当然是一个很不错资源，

特别是回国的同学一定要找到

自己的组织，还有本地城市的

欧美同学会（这可是官方的）

以及其他的一些留学生组织。

当然，这些并不是真正的

人脉资源，真正的人脉资源是

由这个海外高校链接的全球的

牛人资源，虽然可能你和对方

并不是很熟悉，当然“校友”

级的元素链接，足够你去吹吹

牛，或者找到中间人联系到对

方了，而这个的作用或者好处

，我们要单独来细细地讲了。

总之，海归留学生回国求

职的优势还是有的，各位小伙

伴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一定要

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把

你的特点发挥出来，找到自己

优势行业和优势岗位，你的求

职之路不会太难！

海
归
留
学
生
归
国
求
职
就
业
的
六
大
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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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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要求聯合國特別法庭
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實施“公正懲罰”，包括經濟處罰和剝奪俄
羅斯在安理會的否決權。

澤倫斯基週三在聯合國大會上向世界領導人發表講話之前，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下令莫斯科自二戰以來首次進行戰
時動員，並威脅要使用核武器保衛俄羅斯，這是他所說的一場決
定性的東西方衝突。

莫斯科計劃徵召約 300,000 名士兵，明顯升級其從 2 月開始
的對烏克蘭的入侵，造成數千平民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並
將城鎮夷為平地。

俄羅斯的動員可能是普京執政二十年來最具風險的國內政治
舉措，而在克里姆林宮數月承諾不會做這樣的事情之後，俄羅斯
正面臨一系列戰場失敗。

對被徵召入伍的擔憂導致從俄羅斯起飛的航班機票迅速售罄
，被監禁的反對派領導人阿列克謝·納瓦爾尼呼籲舉行大規模示
威遊行反對動員。

獨立抗議監測組織 OVD-Info 表示，截至週三晚間，俄羅
斯 38 個城市的近 1,400 人在抗議活動中被拘留。

澤倫斯基列出了他所說的五個不可談判的和平條件，其中包
括對俄羅斯侵略的懲罰、恢復烏克蘭的安全和領土完整以及安全
保障。

澤倫斯基告訴聯合國機構：“對烏克蘭犯下了罪行，我們要
求公正的懲罰。”

聯合國的許多代表在澤倫斯基的演講結束時起立鼓掌。
普京在電視講話中下令徵兵，他還宣布了吞併烏克蘭四個省

份的行動，並威脅要使用核武器保衛俄羅斯，並宣稱：“這不是
虛張聲勢”。

美國總統喬·拜登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講話時回應說：“就
在今天，普京總統再次對歐洲發出公開核威脅，魯莽無視防擴散
機制的責任。”

加拿大總理賈斯汀·特魯多譴責普京“不負責任地升級戰爭
”，稱“普京的行為只能表明他的入侵失敗了”。

歐盟外長周三同意準備對俄羅斯實施新的製裁，並增加向基
輔運送武器。
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何塞普·博雷爾在部長們開會決定如何

回應後告訴記者：“很明顯，普京正在試圖摧毀烏克蘭。”
日本外相林義政表示，七國集團（G7）發達經濟體的外長

周三在紐約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證實，他們將合作擴大對烏克
蘭的支持。
監獄戰俘交換
週三，俄羅斯和烏克蘭進行了一次意外的戰俘交換，這是自

戰爭開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涉及近 300 人，其中包括 10
名外國人和今年早些時候領導烏克蘭對馬里烏波爾進行長期
防禦的指揮官。
獲釋的外國人包括兩名英國人和一名摩洛哥人，他們在為烏

克蘭作戰而被捕後於 6 月被判處死刑。據沙特政府部門稱，
在由沙特阿拉伯斡旋的交易中，另外三名英國人、兩名美國

人、一名克羅地亞人和一名瑞典國民也獲釋。
澤倫斯基辦公室負責人安德烈·耶爾馬克 (Andriy Yermak) 說

，今年早些時候，在港口城市馬里烏波爾進行了長時間的戰鬥後
，獲釋的烏克蘭人被捕，其中包括高級軍事指揮官。

幾位西方軍事專家表示，徵召數十萬新兵將需要數月時間，
對減緩俄羅斯的損失幾乎無濟於事，甚至可能通過從戰場上抽走
資源來訓練和裝備新兵，從而使情況變得更糟。

迄今為止，這場戰爭似乎在俄羅斯得到了民眾的支持，獨立
媒體已全部關閉，公開批評“特別軍事行動”的言論也被禁止。

但對於許多普通的俄羅斯人，尤其是城市中產階級來說，被
派去參戰的前景將是戰爭影響到他們個人的第一個跡象。

在莫斯科地鐵上，可以看到男人在研究徵召文件。
一位莫斯科居民說：“在這樣的時刻，你總是會感到擔心。

因為你有妻子和孩子，你會想到這一點。”

澤倫斯基呼籲懲罰俄羅斯
剝奪其在聯合國的否決權

防疫情秋冬復燃美CDC建議12歲以上接種次世代疫苗追加針

感冒藥煮雞肉掀TikTok挑戰潮 美FDA急籲勿仿效

（綜合報導）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天
公布的調查顯示，國內大量青少年在過去7年間捨棄臉書，更傾向
花時間在YouTube及TikTok等影音分享平台上。

法新社報導，讓人們以影音照片表達自己社群網站．吸引了年
輕族群，臉書如今已被視為年紀較大者使用的網路平台。

皮尤研究中心報告指出，在受訪青少年中，約95%稱自己有使
用YouTube，有67%說自己是TikTok用戶，僅32%稱有使用臉書。

皮尤研究中心約在7年前作過類似調查，當時美國青少年臉書
使用率為71%．如今使用人數已大幅減少。

美皮尤研究：青少年捨棄臉書
改用YouTube及TikTok

（綜合報導）美國
疾病管制暨預防中
心（CDC）今天建
議含 12 歲以上的數
百萬合格民眾，應
接 種 針 對 Omicron
的改良版疫苗追加
針，以防疫情入秋
後因 BA.4、BA.5 等
亞變種病毒肆虐而

復燃。
美批准接種COVID-19二價疫苗 對抗Omicron新變異株
路透社報導，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建議12歲以上民眾

接種COVID-19次世代疫苗作為追加針，籲12歲以上族群使用
輝瑞BNT的改良版疫苗、18歲以上族群使用莫德納（Moderna）
改良版疫苗。

隨次世代疫苗獲准使用，數百萬劑新疫苗將於週末展開配送
，加入全國各地的接種行列。

CDC的預防接種諮詢委員會（ACIP）投票表決，以13比1
支持開放輝瑞BNT及莫德納的次世代疫苗接種。

CDC主任瓦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在聲明中說： 「升

級版的COVID-19加強針更能防止最近流行的COVID-19變種
。」

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8月31日授權俗稱二價疫苗
的次世代疫苗使用，二價意指疫苗藥劑除能對抗COVID-19原
始病毒株，也能對抗Omicron的BA.4、BA.5亞變種。

FDA官員當時表示，他們認為相較原本的疫苗追加劑，次世
代疫苗應更廣泛地開放接種對象，因為它能幫助年輕族群免於長
新冠後遺症，避免染疫者在後續數月中飽受虛弱症狀所苦。

FDA同樣授權輝瑞BNT次世代疫苗用於12歲以上，莫德納
次世代疫苗則可用於18歲以上成人，但接種者必須距打完基礎
劑系列或前次加強針至少2個月以上，往後單價疫苗將不再提供
這些族群作為追加劑使用。

輝瑞今天表示，他們可望10月初向FDA提出申請，授權讓5
歲至11歲兒童使用次世代疫苗。

CDC和FDA官員先前表示，他們相信接種次世代疫苗能趕
在冬季來臨前強化人們對病毒的免疫力，屆時人們待在室內的時
間變長，病毒將更易傳播。

美國目前僅開放50歲以上、免疫低下族群或高風險對象接
種第2次加強針。

今天的會議中，CDC官員建議染疫民眾應至少等完成隔離
後再接種次世代疫苗，不妨考慮間隔3個月再施打。

疫苗製造商尚未完成次世代疫苗的人體臨床試驗，CDC的
預防接種諮詢委員會裡有部分成員因數據不足持保留態度。多數
次世代疫苗的可用數據，都來自實驗室及動物試驗。

委員會成員、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小兒
科教授桑傑士（Pablo Sanchez）在表決時投反對票。他說： 「我
明白我們需要更好的疫苗，因為很顯然儘管已大規模接種，卻仍
有大量染疫個案。但我對是否要建議民眾施打沒有完成人體試驗
的疫苗，感到相當掙扎。」

根據FDA在6月時的說法，人體試驗不是授權次世代疫苗的
必要條件，就好比每年流感疫苗都會轉換病毒株一樣。

「華爾街日報」引述CDC的資料指出，美國有約70%的人
打過兩劑的基礎劑，這些人中又有約一半接種過加強針，50歲以
上符合第2劑追加針的人裡有1/3已打過第2劑加強針。

CDC指出，BA.5是美國目前的流行株，超過88%的確診者
都是感染BA.5。

「紐約時報」採訪一些免疫學家指出，專家認為接種次世代
疫苗作為加強針，應與前次接種疫苗或確診間隔4到6個月，如
此方能誘發較強的免疫反應。

（綜合報導）用感冒藥水煮雞肉的 「瞌睡雞肉」（sleepy
chicken）挑戰，最近在TikTok上爆紅。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
警告，這樣做既蠢又不好吃，還很不安全，呼籲千萬別學。

NBC News及路透社報導，美國食藥局（FDA）15日發布警
訊指出，最近TikTok出現大量用感冒藥水NyQuil煮雞肉的挑戰
影片，煮完後可能吃下肚。

這類治療咳嗽和感冒的藥物中含有乙醯胺酚（acetaminophen

）、右美沙芬（dextromethorphan）和多西拉敏（doxylamine）等
藥物成分。

FDA表示，藥物經烹煮後不但濃度會變高，特性也會改變，
「即便你不吃，烹煮時吸入藥物的蒸氣也可能使高濃度藥物進入

體內，對肺部有害。簡單講，有些人可能在不知不覺間，攝取到
過高且危險的感冒藥劑量。」

對於社群媒體上使用非處方箋藥品進行挑戰的活動，FDA已

不只一次提出警告。非處方箋藥品無須醫師處方，也為社群媒體
上的挑戰帶來更大風險。

FDA 曾於 2020 年 9 月提出類似警告，當時 TikTok 正流行
「苯海拉明挑戰」（Benadryl Challenge），大搞讓人吞下大量抗

過敏藥物引起幻覺的噱頭；據報導，許多青少年因服用過量藥物
送急診或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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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女籃世界盃 9

月 22 日至 10 月 1 日在澳洲悉尼

舉行。面對外界較高期望值，近幾

年世界大賽成績穩中有升的中國

女籃將保持清醒頭腦，自身放在

力拚對手的位置上，希望能夠打

出最好的水平，以最好的精神面

貌和狀態完成這次比賽。

◆新華社

中國隊在 2018年女籃世界盃上排名第 6
位，在去年東京奧運會上位列第5位。在

今年2月女籃世界盃預選賽上，中國隊三戰全
勝，出色的表現讓外界看好她們在本屆世界盃
的前景。

不過，中國女籃在備戰過程中遭遇到了很
多挑戰。結束在塞爾維亞的預選賽征程後，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國女籃經歷了較長時間
的隔離與恢復。主教練鄭薇介紹說，隊伍5月
下旬開始集中後，用了一個月左右時間恢復
身體狀態和訓練個人技術，真正磨合集
訓的時間只有兩個多月。

這帶來的直接影響是缺少實戰
檢驗機會，因此隊伍決定8月前往
歐洲進行海外拉練，以賽代練。
“出來訓練的條件環境肯定不
如在家裏能夠得到保障，但是
我們為了更多去比賽，去積
累這樣的經驗。”鄭薇表
示，每場比賽都能看到球
隊的進步，比如關鍵球的處
理、落後或對手緊迫的情況
下如何應對等，相信會越做

越好。

韓旭李月汝遲
歸隊影響磨合
由於內線球員韓

旭和李月汝，此前在
美國女子職業籃球
聯賽（WNBA）打
球，中國女籃集訓大
部分時間人員並不
齊整。兩人於8月
下旬抵達塞爾維亞
與球隊會合，並隨
隊前往澳洲。2018
年女籃世界盃見證
了初登世界大賽舞台
的韓旭和李月汝冉冉升

起，如今兩人得到更多關

注，進入國際籃聯評選的本屆世界盃最受關注
的20名運動員之列。但由於兩人回歸國家隊的
時間較晚，與隊伍磨合程度尚待檢驗。“經過
這個賽季在WNBA的鍛煉和成長，我現在要擔
負起更多責任，希望可以用自己的行動給隊友
和教練帶來正能量。”韓旭說。

進入新的奧運周期，中國女籃正處於新老
交替階段。東京奧運會結束後，老將邵婷和孫
夢然離開，隊伍在保留多數主力球員的基礎上
補充進了新鮮血液。世界盃備戰過程中，中國
女籃在技戰術方面進行了一定調整，着力解決
此前存在的失誤多、對抗性差等問題，對困難
的準備也做得很充分。“很高興能夠得到大家
的認可，但同時我們又保持冷靜的頭腦。（近
年來）這支中國女籃還沒有在哪一次世界大賽
上真正衝擊到前4名，所以我們首先還是把自
己的位置擺正。”鄭薇說。

對美國隊為檢視實力好機會
中國女籃的同組對手包括比利時、波斯尼

亞和黑塞哥維那、波多黎各、韓國和美國隊，
其中與美國隊一役將是檢驗中國隊實力的最好
機會。2018年世界盃，中國女籃在小組賽中以
12分分差不敵美國隊。4年後兩隊再度小組賽
相遇，國際籃聯也將本場較量看作本屆世界盃
最具看點的比賽之一。

本屆世界盃，美國隊陣容中不再有蘇伯
德、陶樂西、福爾斯這些熟悉的面孔，這支世
界女籃傳統強隊同樣迎來了更新換代。儘管如
此，目前世界盃已連勝22場的美國隊目標仍是
實現4連冠。上屆世界盃最有價值球員斯圖爾
特以及威爾遜將是她們的主要進攻點。美國隊
主教練里夫希望打造出一支快節奏的隊伍，同
時注重進攻效率，能夠在快速進攻中完成高質
量的得分。

對於東道主澳洲的球迷來說，最受矚目的
運動員無疑是41歲老將勞倫傑克遜。2016年
退役的傑克遜今年宣布復出，這將是她的第五
次世界盃之旅。“我一踏上球場，年齡差異就
消失了。如果我能發揮作用，讓我們登上領獎
台，那麼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傑克遜
說。

綜合新華社報道 2022賽季中超聯賽日前進行了第16輪
的5場補賽，其中上海海港客場2：1擊敗河南嵩山龍門，從
西甲愛斯賓奴回歸的武磊後備登場，完成回歸海港後的首
秀。

海港隊本場第25分鐘先聲奪人，新援蔣光太在一次角
球攻勢中先開紀錄，同樣首度上陣便取得入球。第40分
鐘，河南隊球門再度失守，保連奴送出助攻，蔡慧康冷靜射
門將比分改寫為2：0。易邊再戰，河南隊在57分鐘獲得12
碼，但鍾義浩主罰被顏駿凌擋出。第65分鐘，武磊和外援
巴爾加斯後備入場。

4分鐘後，武磊獲得射門機會但被對手門將封出，巴爾
加斯跟進補射角度太正，未能拉開紀錄。第72分鐘，張華
晨領到本場第二張黃牌被罰下，海港隊以10人應戰。第80
分鐘，托馬斯皮納在一次角球混戰中抽射得分，為河南隊扳
回一城。比賽結束前，顏駿凌用一次精彩撲救保住了海港隊
的勝利果實。

武磊賽後表示，自己的比賽感覺還和以前一樣，但身
體還沒恢復到最佳狀態，會慢慢去調整。“很高興能夠回到

海港隊，雖說已經離開了三年多，但整體感覺和球隊沒有陌
生的地方，（比賽中）一切都還和以前一樣。”武磊說。

此前武磊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期待球隊能在比賽中展
現出新的面貌和氣象，不過他的目標遠不止於此。在回歸海
港後的球迷見面會上，武磊曾說：“我們聯賽拿過（冠
軍），超級盃也拿過，但足協盃一直沒拿過，所以我希望能
達成國內賽事冠軍大滿貫。”

中國舉重隊2022年舉重世界錦標賽第
二次選拔賽，日前在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
舉行，多位奧運冠軍亮相，東京奧運會冠
軍李發彬和小將廖桂芳均舉出了超世界紀
錄的抓舉成績。

女隊有13名選手參加49、59、71、81
公斤級和81公斤以上級五個奧運級別的比
賽，蔣惠花、羅詩芳、廖桂芳、汪周雨分
獲49、59、71、81公斤級第一名，21歲的
廖桂芳以118公斤的成績超過了女子71公
斤級抓舉世界紀錄。81公斤以上級只有東
京奧運會冠軍李雯雯一人參賽，她進行了
兩次試舉便結束了比賽。

男隊方面，有10名選手參加了奧運級
別61、73、89公斤級以及非奧級別81公斤
級的比賽，李發彬、袁程飛和劉煥華分別
在三個奧運級別比賽中排名第一，其中61
公斤級李發彬抓舉成績為146公斤，超出
他自己保持的抓舉世界紀錄1公斤，318公
斤的總成績平了同樣在他名下的世界紀
錄。對於自己在比賽中五次試舉全部成功
的表現，李發彬表示，他每一次比賽都是

奔着超紀錄的目標去努力，雖然今年初才
恢復訓練，但61公斤級的激烈競爭激發了
自己的潛力。

女隊主教練王國新表示，隊伍長時間
沒有參加國際比賽，因此對國際上對手的
情況不太了解，這次世錦賽中國隊可能會
遇到比較大的挑戰，要通過這次比賽摸清
自己目前在世界上的位置。男隊主教練于
傑說：“老運動員要爭取更好的成績，保
持我們重點級別的優勢，年輕運動員要去
這種大賽中鍛煉，盡快擔起大任，為巴黎
奧運會打下堅實的基礎。”2022年舉重世
錦賽將於12月初在哥倫比亞舉行，這也將
是巴黎奧運會的資格賽，國家舉重隊將綜
合兩次選拔賽的成績以及平時訓練表現，
於近期確定最終參賽隊員名單。 ◆新華社

海港險勝嵩山龍門
武磊首度登場後備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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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舒予楊舒予遺憾無緣世界盃陣容
遺憾無緣世界盃陣容中國女籃隊員楊舒予20日晚通過個人社交媒

體發文稱，加入中國女籃備戰世界盃到現在四個
月的時間，從一開始不適應到慢慢跟上球隊的
腳步，摸索學習一套完整的體系。“我感觸
最大的就是這個過程比結果重要，歷練與經
驗是最寶貴的收穫。”中國女籃日前公布了
2022年女籃世界盃參賽名單，楊力維、
李月汝、李夢、黃思靜、張茹、潘臻
琦、韓旭、李緣、王思雨、武桐

桐、迪拉娜．迪里夏提、金維娜
等12人入選。雖然遺憾落選，但楊舒予坦言，
“我感觸最大的就是這個過程比結果重要，歷練
與經驗是最寶貴的收穫。雖然結果有些許遺憾，
但是我不缺從頭再來的勇氣，能夠代表國家在賽
場上拚搏始終是我為之奮鬥的夢想。”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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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舉重隊舉行世錦賽第二次選拔

◆蔡慧康（右一）在比賽中慶祝入球。 新華社

◆鄭薇希望球員能拚鬥
到底。 新華社

▶▶韓旭希望替女韓旭希望替女
籃擔負起更多責籃擔負起更多責
任任。。
新華社新華社//法新社法新社

◆◆李月汝已成為女李月汝已成為女
籃主力籃主力。。 新華社新華社

◆◆楊舒予表示今次集楊舒予表示今次集
訓收穫良多訓收穫良多。。中新社中新社

◆◆李發彬在男子李發彬在男子6161公斤級比賽中公斤級比賽中。。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籃小組賽賽程
日期

9月22日
9月23日
9月24日
9月26日
9月27日

*以上均為北京時間

時間

15:30
12:30
12:30
15:30
11:30

戲碼

中國對韓國
中國對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
中國對美國
中國對波多黎各
中國對比利時

中國女籃世界盃參賽名單
後衛：李緣、王思雨、武桐桐、楊力維、金維娜
前鋒：李夢、張茹、黃思靜、潘臻琦
中鋒：迪拉娜．迪里夏提、李月汝、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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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掌握叛逆期女儿的动向，父亲在网上求购

神秘软件，按照客服要求不停地在微信群中发红包

，直至察觉被骗才报警。经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被告人张某等21人被法院

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十一个月不等，各并

处罚金。此外，该案另有40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

关抓获归案，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以软件为诱饵，骗被害人钱财

王先生的女儿正处于叛逆期，经常不回家，

王先生很担心。2021年3月，女儿又不知所终，焦

急的王先生上网求助，当他在某网站搜索关键词

“实时定位”时，一条广告出现在网页顶端，按

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王先生添加了客服微信。

“这款软件采用黑客技术，可以根据微信、

QQ、手机号实时定位，还能同步查看聊天记录，

而且有专业技术人员一对一指导，包教包会。”

客服向王先生介绍道。

定位追踪、同步聊天记录，这让王先生心动

了。客服又说道：“这个软件售价580元，但因

为属于灰色产业，不能走正规渠道售卖，您建个

群，直接在群里发红包。”

王先生按照要求建群后，客服陆续将昵称为

侦探、技术、财务的几个人拉进群中。王先生先

后发了180元和400元两个红包，财务收了红包后

，客服又发来了一个下载链接。然而，王先生安

装好软件后无法使用。此时，客服提出需要交软

件服务费1390元，王先生也照做了。随后，技术

、侦探轮番上阵，以诚意金、保证金、解码费、

服务器租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王先生在群里发红包

。爱女心切的王先生稀里糊涂地发了100多个红

包，金额共计4.5万余元，可软件依旧无法使用

。王先生这才发觉不对，提出退款，客服则表示

“退款三天后到账”。然而第二天，王先生发现

群成员都已退群，自己也被客服拉黑，只好报警

。

抢红包赚佣金的轻松兼职

警方迅速立案侦查，一伙专门帮助上游诈骗

犯罪团伙收款的“点包手”浮出水面。2021年1

月，张某经朋友介绍，结识了微信好友“美丽人

生”。“美丽人生”给张某提供了一个轻松的兼

职机会，只要在群里抢红包，就能赚佣金，每抢

1万元红包就可以获得400元报酬。

这个兼职零门槛、零投入，只要用手机简单

操作就能在短时间内轻松获得几百元报酬。张某

心里清楚这份兼职见不得光，但仍然乐此不疲，

不仅自己做，还在“美丽人生”的授意下，拉了

几个同事、朋友一起做。此外，张某还负责统计

流水，将诈骗所得资金汇总，按照“美丽人生”

的要求通过收款二维码转账给上线。

张某的同事陈某到案后交代：“张某让我们

把微信昵称改成财务，换掉头像、关闭朋友圈和

好友添加功能，然后进群抢红包，抢到之后把钱

转给他，其他什么都不让问。”“我知道这可能

是违法的，但这钱挣得又快又轻松，而且同事们

都在做，我也就做了。”该团伙中的另一名犯罪

嫌疑人说。

21名“点包手”落网

经进一步侦查，公安机关发现这是一个销售

虚假定位软件的诈骗团伙。该团伙通过在网上发

布虚假定位软件广告，吸引被害人加微信咨询购

买，进而以诚意金、保证金、解码费、授权费、

服务器租用费等理由骗取被害人钱财。

与以往电信诈骗案件采用银行卡支付不同的

是，该团伙以微信群红包形式收款，雇用“点包

手”冒充财务人员专门收红包，再通过线下二维

码收款、转账使得涉案资金在不同账户中多次划

转、层层分流。但由于公安机关无法对微信红包

启动类似于银行卡的快速止付程序，一旦涉案资

金通过红包流入人群，追查难度极大。经查，

2021年1月至4月，张某等21名“点包手”共为

诈骗分子点收红包233万余元。

今年6月15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常州经

济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审查后认

为，张某等人明知所抢红包为诈骗所得赃款，仍

然假冒财务等名义进入被害人建立的微信群收取

红包，将收取的涉案钱款转移给诈骗分子，并按

照一定比例从中获利，应认定为诈骗犯罪共犯。

此外，常州经济开发区检察院积极推进追赃挽损

工作，张某等21名“点包手”认罪认罚，已退回

赃款32万余元。

7月19日，常州经济开发区检察院以涉嫌诈

骗罪先后对21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近日，法

院作出上述判决。据悉，该案主犯仍在逃，公安

机关正在追捕中。

为追踪叛逆女儿，父亲陷入诈骗套路

湖北江陵人王某在出租房内安装了168部固

定电话，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公安

机关抓获。8月10日，经湖北省江陵县检察院提

起公诉，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王

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8000元。

因手头紧，从2月开始，王某就在百度贴吧

上寻找兼职，有这样一则帖子吸引了他：“公司

外包电话线路，有需要做兼职的可以联系我。”

发帖人“星辰”自称其公司是做淘宝、京东等客

服回访的，兼职者只需跟当地通讯公司沟通开通

固话、宽带业务，并租10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用

于办公即可。

“你放心，每天的车费、生活费、住宿费都

会给你报销的。”“星辰”向王某保证不需要他

垫付任何费用，所有日常开销均由公司安排。在

高额兼职费的诱惑下，王某按照“星辰”的指示

与营业厅沟通办理了固话、宽带等业务，与江陵

某公司签订《综合通信业务合作协议》，安装了

168个固定电话，并租了一间民房，用于安装政

企网关、交换机等设备，一切准备就绪。

3月19日上午10点，接到“星辰”的指示，

王某正式开机试运行，一直到晚上7点才关机。

“星辰”承诺除了每天给王某200元的生活费外

，开机后每使用一条固话线路就给其50元报酬。

按照王某的设想，开机后每天能使用10多条线路

，自己每天的收入能达到500元。19日当天，

“星辰”给王某结算了8000元“工资”。

3月，全国多地被害人报案称遭遇网络诈骗

，接到了以0716开头的诈骗电话。经查，犯罪嫌

疑人使用的固定电话登记信息为江陵县郝穴镇辖

区，随后，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归案

。

“我认为他们就是在做违法犯罪的事情，特

别是第一天就给我发了8000元的工资，这更加让

我深信不疑，但他们具体在搞什么违法犯罪的事

情我不清楚。”王某交代说。

据承办检察官介绍，王某抱着侥幸心理，在

明知上线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情况下，仍然

按照上线指示继续将168个固定电话用于电信网

络诈骗活动，致使全国各地多人被诈骗共计600

余万元，王某获利1.8万余元。因“星辰”身份

不明，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一间出租房里安装了168部固定电话

徽州城里有一家叫“满堂春”的糕点作坊，

一向生意兴隆。最近，作坊主人刘掌柜有了一件

烦心事。

刘掌柜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刘家继，小

儿子名叫刘家承，都已二十多岁。自古以来，兄

弟大了要分家，而且，刘掌柜知道自己年事已高

，到了该将生意交给儿子的时候了。让他感到烦

恼的是，家产可以一分为二，但“满堂春”的招

牌却只有一块，该将它交给谁，他实在是心里没

底。

“满堂春”作坊里，有一位三十多岁的伙计

，名叫鲁秋生，他不但勤快，而且脑子灵，深得

刘掌柜的信任。刘掌柜的烦恼没能瞒过鲁秋生的

眼睛，这天，刘掌柜正紧锁眉头，鲁秋生道：

“掌柜的，您何不将招牌传给最孝顺的儿子？俗

话说，百善孝为先。”

刘掌柜不禁眉头一展：鲁秋生的话有道理！

可随即，他又为难起来，两个儿子都很孝顺，实

在难以分高下。鲁秋生又道：“掌柜的，您何不

出个难题，试出他俩之中，到底谁更孝顺？”

刘掌柜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办法，于是，他对

两个儿子说，他想吃些梅子和桑葚。两个儿子立

马上街去买梅子和桑葚。可他俩找了一圈，却没

能买到一颗梅子和桑葚。他俩为啥买不到呢？因

为时下正是五月，桑葚的成熟时节是四月，此时

，桑葚早已下市了。梅子的成熟期是六月，远远

未到上市的时节。

见两个儿子空着手回到了家中，刘掌柜不住

地摇头叹息。刘家继道：“爹，您别着急，我明

天便出门去给您寻找梅子和桑葚，一定让您尝到

它们。”

刘家承也说：“爹，我明天也出门去找寻，

定将梅子和桑葚带回家。”

第二天一早，刘家继和刘家承早早出了门，

分头赶往乡下寻找去了。望着他俩急匆匆的背影

，刘掌柜得意地笑了。他早就盘算好了：虽然两

个儿子肯定寻找不到梅子和桑葚，但谁更晚回家

，哪怕只迟一天，都能说明他最肯花时间，都能

说明他寻找得最为用心。

第十天上午，刘家继回来了。他一进家门，

刘掌柜便想：既然大儿子先回了家，那么只要小

儿子今日没回家，那块“满堂春”的招牌便是他

的了！

刘掌柜正在心里头嘀咕着，却见刘家继从怀

里掏出了一只小布袋，打开，道：“爹，您看这

是啥？”

刘掌柜伸头一看，只见袋子里装满了一种圆

溜溜、黄澄澄的果子，不是熟透的梅子是啥？他

不禁大吃了一惊：眼下，离梅子

上市的时节还早着呢！这些熟透

的梅子是从哪里弄来的？

刘掌柜正在疑惑，刘家继开

口说，他走过了一村又一村，一

路打听哪里有成熟的梅子，哪里

有桑葚。可一直没能打听到。两

天前，他走进一座村庄，忽然发

现一棵树上挂着满树熟透的梅子

。主人告诉他说，那棵树上的梅

子，每年都比别的树上的梅子早

一个月成熟，想来，它肯定是一

种很少见的早熟的品种。刘家继

惊喜之余，买下了一小袋子成熟

的梅子。为了让父亲尝上鲜，他

顾不上去寻找桑葚了，连忙往回赶。

刘掌柜尝起了梅子，正尝得起劲，忽然，一个

人走进屋来，刘掌柜抬头一看，那人竟是刘家承。

这兄弟俩一前一后回来，相隔不到半个时辰。

刘家承也从怀里掏出一只小布袋，打了开来

，袋子里竟装满了桑葚。这个时节怎么可能找到

桑葚？刘掌柜惊讶得张大了嘴，一时竟说不出话

来。

刘家承说，他到了乡下后，到处打听哪里有

桑葚和成熟的梅子。两天前，他在一处深山之中

，见到了一片桑树林，枝头挂满了或紫或黑的桑

葚。主人告诉他说，那片大山之中，常年云雾缭

绕，气温比别处低，因此，山中的季节变换比别

处缓慢，那片桑树林每年都比山外的桑树迟一个

月挂果、落果。刘家承买下了一袋子桑葚，为了

尽快把那些桑葚带回家，他没有再去寻找成熟的

梅子，而是赶紧踏上了归途。

吃着梅子，尝着桑葚，刘掌柜的心头不禁充满

了甜蜜的感觉。可他没高兴多久，便又犯起愁来：

两个儿子在同一天里回到了家中，并且都带回了一

样他们所要寻找的果子，孝心实在难以分出高下，

那块“满堂春”的牌子，到底该传给谁呢？

次日，鲁秋生见刘掌柜愁眉不展，便问他咋

了。刘掌柜就把自己的为难之事说了出来。鲁秋

生沉默了一会儿，说，既然刘家继与刘家承的孝

心不差上下，那不如试试他俩谁最能干——谁最

能干，便把那块招牌传给他。

刘掌柜一想，觉得这个办法倒是值得一试。于

是当天，他便让两个儿子，一个赶往芜州，一个赶

往池州，去和那里的店铺谈生意，以一个月时间为

限。刘掌柜是这样盘算的：芜州、池州距离徽州城

，都有三百多里的路程，在一个月的期限内，哪个

儿子谈下生意多，便说明哪个儿子最能干。

刘家继去的是芜州，他进了城之后，找了一

家店铺，试图说服老板买卖“满堂春”的糕点，

可那老板却拒绝了他，说芜州城里有不少的糕点

作坊，自己何必舍近求远，去跟远在徽州城里的

“满堂春”做买卖？

一连三天，刘家继都缠着那位老板谈生意，

可那老板总是懒得搭理他。第四天，那老板又对

刘家继不理不睬。刘家继正无计可施，一个老汉

走进铺子，看样子是想买糕点。

老汉在铺子里看了一圈，往铺子外走去，刘

家继连忙拦住了他，为他介绍起铺子里的各式糕

点来。这四天里，刘家继曾自掏腰包，尝过了铺

子里的不少糕点，因此，他介绍起来头头是道。

老汉动了心，买了几大包糕点。

老汉走后，那老板再也不好意思不理睬刘家

继了，他连忙请刘家继坐下喝茶，刘家继趁机拿

出了几样自己带来的“满堂春”糕点，请那老板

品尝。那老板品尝过后，发现这些来自徽州的糕

点的口感，与芜州众多的糕点坊制作出来的糕点

大有不同，吃起来别有风味，于是，这生意就成

了。当天，刘家继又赶往另一家店铺。

再说刘家承，他赶到池州后，进了一家店铺

，与老板谈生意，可那老板也不愿意同远在徽州

的“满堂春”做生意。一连两天，生意都没谈成

。第三天，刘家承来到了店铺中，正在思考怎样

才能说服那老板，忽然，天下起了大雨。这时，

正巧那老板的一批货物被运到了店铺门前，如果

不尽早将货物搬进铺子里，那损失可就大了。刘

家承想都没想，立即又抱又扛，帮着搬运起货物

来。不一会儿，货物搬完了，刘家承却被淋了个

透湿。那老板过意不去，便推心置腹地与刘家承

谈起生意来。

一个月的期限到了，兄弟二人按时回到了家

中。刘掌柜一问结果，不禁傻了眼：两人在一个

月的期限内，用套近乎、攒交情的法子，分别与

五家店铺谈成了生意。两人谈成生意的店铺数量

一样多，一样能干，那块招牌该交给谁呢？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刘掌柜天天左思

右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个结果。这天，刘掌柜正

要询问鲁秋生，还有没有别的法子。忽然，鲁秋

生接到了他的家里人托人捎来的一个口信：他的

父亲病倒了。

鲁秋生急着想连夜赶回远在六十里外的乡下

老家。这时，刘家承举着一只灯笼走了过来，说

要送鲁秋生回家。

六天后，刘家承和鲁秋生回到了“满堂春”

作坊，鲁秋生顾不上喝口茶水，便立即干起活来

。刘掌柜一问才知，这几日，刘家承都呆在鲁家

，鲁父的病已经好了。望着刘家承疲惫的脸色，

和鲁秋生卖力的身影，刘掌柜忽然心中一动。

当天晚上，刘掌柜说出了自己的决定：他将

把“满堂春”的招牌传给小儿子刘家承。刘家继

很不服气地问父亲，为何要把招牌传给刘家承。

刘掌柜道：“你俩都很孝顺，又都很能干，我一

直拿不定主意，该将招牌传给谁。这回，鲁秋生

的父亲生病一事，终于让我拿定了主意。”

原来，刘掌柜见刘家承不但连夜将鲁秋生送

回了家中，而且在鲁家一连呆了六天，帮着请医

问药，直到鲁父病愈，不禁想到：“满堂春”之

所以生意这么红火，与伙计们的尽心卖力很有关

系。刘家承体恤伙计，如果把“满堂春”交给他

，他必定能领着伙计们，齐心合力地把生意做得

更红火。

听完父亲的一番话，刘家继若有所思，久久不

语。一个月后，刘掌柜将“满堂春”交给了刘家承

，而刘家继则另开了一家作坊，另立了一个字号。

招牌该传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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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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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Texas Asian Republican Club (TARC) - 德
州亞裔共和黨的年會晚宴於 9月16日 6時到9
時在休斯頓 Ocean Palace Restaurant 舉行. 約
500 嘉 賓 參 加 TARC2022 年 度 最 佳 政 治 家
(Texas Statesman of the year) 的 年 會 晚 宴.
TARC特邀德州州長Greg Abbott領導致辭. 主
題包括關注加強美墨邊境非法移民的管控, 州
長稱讚華裔和共和黨有相同的價值觀, 鼓勵亞
裔主動投票來支持美國共和黨, 作為支持亞裔
的政治力量。

TARC特邀德州州長Greg Abbott領導德州亞裔共和黨年會

年會晚宴嘉賓合影年會晚宴嘉賓合影 年會晚宴嘉賓團體合影年會晚宴嘉賓團體合影

德州州議員德州州議員Dennis PaulDennis Paul 宣誓宣誓 20232023年年TARCTARC的新領導的新領導 from left to right:from left to right:
Anthony Nguyen (Ex-Officer), Jennifer Knesck (Secretary), David HsuAnthony Nguyen (Ex-Officer), Jennifer Knesck (Secretary), David Hsu
(Treasurer), Elisa Chan (Vice President) and Michael Sabat (President)(Treasurer), Elisa Chan (Vice President) and Michael Sabat (President)

合影合影from left to right:from left to right: 德州州議員德州州議員 Dennis Paul,Dennis Paul, 德州州長德州州長 (Greg Abbott),(Greg Abbott),
Dennis Paul'sDennis Paul's 華裔華裔wife.wife.

德州州長德州州長 (Greg Abbott)(Greg Abbott) 關注加強美墨邊境非法移民管控關注加強美墨邊境非法移民管控 德州州長德州州長 (Greg Abbott)(Greg Abbott) 在在TARCTARC年會領導致辭年會領導致辭

合 影合 影 from left to right: Dr. Danielfrom left to right: Dr. Daniel
Wong,Wong, 德州州長德州州長 (Greg Abbott)(Greg Abbott)僑灣社嘉賓合影僑灣社嘉賓合影 from left to right: Kevinfrom left to right: Kevin

Yang, Howard Paul,Yang, Howard Paul, 德州福遍共和黨主席德州福遍共和黨主席
Bobby Eberle, Dr. Daniel Wong, JamesBobby Eberle, Dr. Daniel Wong, James
Cheng and his wife, Michael LiuCheng and his wife, Michael Liu

僑灣社會長浦浩德博士與德州州長僑灣社會長浦浩德博士與德州州長 GregGreg
AbbottAbbott 合影合影

TARCTARC新任主席新任主席 Michael SabatMichael Sabat 特向州特向州
長頒獎長頒獎 約約500500 嘉賓參加德州亞裔共和黨的年會晚宴嘉賓參加德州亞裔共和黨的年會晚宴

德州州長德州州長 (Greg Abbott)(Greg Abbott) 稱讚華裔和共和黨有相同的價值觀稱讚華裔和共和黨有相同的價值觀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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