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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Reuters) - President Joe Biden’s push 
for a $1.9 trillion COVID-19 relief bill took a step 
forward on Friday as a U.S. House of Representa- tives 
committee unveiled the legislation Democrats hope to pass 
by late next week.

FILE PHOTO: A person drives past a Los Angeles Region-
al Food Bank semi trailer at a drive-thru food distribution 
in West Covina, California, U.S. December 29, 2020. 
REUTERS/Bing Guan
The 591-page bill, stitched together by the House Budget 
Committee, would carry out Biden’s proposals to provide 
additional money for COVID-19 vaccines and other medi-
cal equipment.

Biden toured a Pfizer vaccine manufacturing plant in Por-
tage, Michigan, amid efforts to ramp up production, with 
only about 15% of the U.S. population vaccinated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so far.

He said he was open to proposals to make the package less 
expensive. Referring to Republican critics, Biden said, 
“Let me ask them what would they have me cut, what 
would they have me leave out.”

Besides the additional funding for medical supplies,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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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s of the massive aid plan focus on stimulating the 
country’s economy, which has struggled over the past year 
under job layoffs and shuttered businesses resulting from a 
pandemic that has killed nearly 500,000 Americans. The plan 
would offer direct payments to households, extended federal 
unemployment benefits, aid to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other steps.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has said she was aiming for a 
vote in the Democratic-controller chamber on passing the bill 
-- a top priority of the new Democratic Biden administration 
-- by the end of next week.

Earlier on Friday, Senate Majority Leader Chuck Schumer, a 
fellow Democrat, said his deeply divided chamber will pass the 
bill before March 14, when the latest round of federal unem-
ployment benefits expire.

While Schumer said he welcomed “constructive amendments” 
by Republicans, he added in a letter to rank-and-file Demo-
crats: “Make no mistake: the era of Mitch McConnell’s legisla-
tive graveyard is over.”

Senator McConnell, a Republican, served as majority leader 
from 2015-2020 and had proudly labeled himself the “Grim 
Reaper” of legislative initiatives from the Democratic House.

Included in the House bill is a controversial proposal to gradu-
ally raise the federal minimum wage, now set at $7.25 an hour, 
to $15 by 2025.

The provision faces multiple difficulties: Republicans oppose 
it and at least two moderate Senate Democrats have warned 
theytoo, would vote against it, which would sink the 
wage increase in a Senate split 50-50.

More importantly, the Senate parliamentarian might 
prohibit the measure altogether, under arcane Senate rules 
governing “reconciliation” bills such as this one that allow it 
to move through the chamber by simple majority votes. Most 
other bills need to have the backing of at least 60 senators to 
clear procedural hurdles.

The House Budget Committee is set to meet Monday to weigh 
amendments to the bill before sending it to the full House for 
debate and passage.

U.S. House Democrats advance $1.9 trillion 
COVID-19 aid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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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test O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Vaccines

Go Here: https://www.cnn.com/world/live-
news/coronavirus-pandemic-vaccine-up-

dates-02-02-21/index.html

U.S. to send some vaccines 
straight to pharmacies; Rus-

sia reports 91.6% effectiveness 
rating for Sputnik vaccine: Live 

COVID-19 updates

Go Here: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
news/health/2021/02/02/covid-news-cali-

fornia-washington-struggle-vaccine-equi-
ty-50-m-shots-distributed/4349572001/

Moderna Increases COVID-19 
Vaccine Shipments While Pfizer 

Lags Behind

Go Here:  https://www.npr.org/sections/
health-shots/2021/02/01/962954518/moder-
na-increases-covid-19-vaccine-shipments-

while-pfizer-lags-behind

Covid-19 Live Updates: Mod-
erna Wants to Add 50% More 
Vaccine to Each Vial to Speed 

Rollout

Go Here: https://www.nytimes.com/
live/2021/02/02/world/covid-19-coronavi-

rus

Covid-19: Snowstorm Disrupts 
Vaccinations Across Northeast
 

Go Here: https://www.nytimes.com/
live/2021/01/31/world/covid-19-coronavi-

rus
(To Reach a topic, use Google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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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line Healthcare Workers At The                

Top Of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List

“The frontline worker” occupies the num-
ber-one slot in Modern Healthcare’ magazine  
2020 list of 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healthcare.
Those frontline workers include physicians, 
nurses, respiratory therapists, environmental 
service workers, and administrators, accord-
ing to the list’s companion article.
Modern Healthcare praises the healthcare 
workers for their selfless labor under danger-
ous conditions during the COVID-19 pan-
demic. They also receive high praise for the 
compassion they’ve shown to patients, espe-
cially those dying alone in the hospital.
The other top-rated healthcare influencers on 
the list are more typical of those that Modern 
Healthcare places on its list every yea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are CEOs of big health-
care systems, insurers, an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e healthcare executives who occupy slots 2 
and 3 on the list describe in the article what 
each of their systems did for the other during 
the public health crisis.
At the height of the pandemic last April, re-
calls Marc Harrison, MD (3), CEO of Inter-
mountain Healthcare, his organization sent 
50 clinicians to the New York hospitals of 
Northwell Health. Michael Dowling (2), CEO 
of Northwell, returned the favor in September 
by sending several teams to Salt Lake City to 
help with COVID-19 patients when a big vi-
rus surge hit Utah.
In Dowling’s comments on Harrison, he re-
calls that Northwell was desperate last April, 
and “staffing was by far our biggest concern. 
Among the first people I called for help was 

Intermountain Healthcare President and CEO Dr 
Marc Harrison, saying, ‘We’re inundated here, 
and I’m wondering if you can help us in any 
way?’ His immediate response was, ‘Absolutely, 
what do you need?’ “ 
Tech and Politics
As on the 2019 list, the 2020 roll also includes 
several leaders of technology companies. Among 
them are Judy Faulkner (8), CEO of Epic Sys-
tems; Jason Gorevic (10), CEO of Teladoc; Karen 
DeSalvo, MD, MPH (26), chief health officer of 
Google; Kieran Murphy (27), president and CEO 
of GE Healthcare; and Paul Black (86), CEO of 
Allscripts Healthcare Solutions.
The only politician on the list this year is Presi-
dent Donald Trump, who falls to 28 from 9 last 
year. In 2019, besides Trump, the politicians on 
the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roster included Eliz-
abeth Warren (8), Nancy Pelosi (15), and Bernie 
Sanders (24).

However, there are plenty of government offi-
cials on the 2020 list, including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ecretary Alex 
Azar (46),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administrator Seema Verma (16), and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er 
Stephen Hahn, MD (11).
Anthony Fauci, MD,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is 
listed as the ninth most influential individual. 
Modern Healthcare’s article credits Fauci with 
standing up to Trump on the value of science. He 
is also praised for his tireless advocacy of public 
health measures like wearing masks and social 
distancing.
Deborah Birx, MD (31), who serves with Fauci 
on the White Hous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is 
described as “a leading clinical voice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But the article notes that 
“Birx has drawn fire over actions some critics 
say have undermined the role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during the pan-

demic.”
Activism Applauded
Susan Bailey, MD (20), president of the Amer-
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was applauded for 
defending physicians trying to save the lives 
of COVID-19 patients. Bailey, it is noted, 
took on Trump for claiming that doctors make 
more money when they diagnose patients with 
COVID-19.

Another important voice during the pandemic 
has been that of Bonnie Castillo, RN (17), ex-
ecutive director of National Nurses United. The 
union chief, the article recalls, has been a strong 
advocate for nurse safety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She has also criticized hospitals for their 
lack of pandemic planning and preparedness, 
Modern Healthcare points out. Castillo is on 
Time’s list of 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of 2020, as well.
Some hospital executives were placed high on 
the list partly because of their social activism. 
Gene Woods (7), president and CEO of Atrium 
Health, contributed $1 million of his own mon-
ey to start an emergency care fund for Atrium 
Health employees. He was also reportedly vo-
cal about “social equity” during the racial un-
rest of last summer.
Penny Wheeler, MD (22), president and CEO 
of Allina Health, was selected for a similar 
reason. Last May, as COVID-19 patients were 
overrunning Allina’s hospitals in the Minneap-
olis area, the George Floyd protests broke out. 
Wheeler signed a letter denouncing racism, 
along with other local CEOs. This occurred 
just after healthcare workers rallied at the state 
capitol to protest what they said were unsafe 
conditions at an Allina hospital. Wheeler said 
Allina had tried to obtain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from more than 500 sourc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Stay Home!          Wear Mask!

DATELINE: COVID-19™
    This news page is dedicated to frontline healthcare workers and the

world they live in every day to defend the health of the community.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More than 22 million people across the
southern states were under a hard
freeze early this week. In the meantime,
the electricity shortage has broadened to
encompass food, water and health cri-
ses. Since last week 16 Texans have
died from the winter storm.

Since Monday morning the Southern
News compound was in the dark without
water and power. Our outside LED sign
had no power and no picture, the water
fountain had frozen over and the whole
Chinatown and International District area

had closed down for business.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continued
to slam the Electric Reliability Council of
Texas (ERCOT) for what he says was a
failure to prepare the state for the winter
storm.

This storm has left thousands freezing in
the dark without running water.

This is a shame that while we live in
America, we also live in the energy capi-
tal of the world-Houston.

0202//1919//20212021

We Are Out Of Power In TheWe Are Out Of Power In The
Energy Capital Of The WorldEnergy Capital Of The World



Cars make lines at a food distribution site run by West Houston Assistance 
Ministries after winter weather caused food and clean water shortage in Hous-
ton, Texas, February 19, 2021.  REUTERS/Go Nakamura

Makeshift insulation surrounds a faucet as the city of Houston remains under a boil water advisory 
in Houston, Texas, February 19, 2021.  REUTERS/Callaghan O’Hare

Tyler Riese, a plumber, reaches underneath a house to investigate a pipe, which burst after 
freezing, following an unprecedented winter storm in Houston, Texas, February 19, 2021.  RE-
UTERS/Callaghan O’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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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yler Antoine rests at a shelter run by the Salvation Army after winter weather caused electricity blackouts 
in Plano, Texas, February 18, 2021.  REUTERS/Shelby Tauber

Tyler Riese, a plumber, fixes a pipe, which burst after freezing, following an unprecedented winter 
storm in Houston, Texas, February 19, 2021.  REUTERS/Callaghan O’Hare

A shopper at an H-E-B Plus! supermarket faces empty shelves in the Flour Bluff 
neighborhood of Corpus Christi, Texas, February 18, 2021. Courtney Sacco/Call-
er-Times/USA Today Network via REUTERS

Contractors remove material from a ceiling in a recently purchased home that sustained water 
damage due to busted pipes, which froze during an unprecedented winter storm, in Houston, 
Texas, February 19, 2021.  REUTERS/Callaghan O’Hare

Empty shelves are seen at snack section in Fiesta supermarket after winter weather caused food and clean water 
shortage in Houston, Texas, U.S. February 19, 2021.  REUTERS/Go Nakamura



婚姻觀

一切问题，皆自我成长。当你成为

一个更好的自我时，婚姻对你来说就是

件人生小事。

当婚姻出现矛盾，就要有所改变。

不是你要改，就是他得改。问题是，到

底谁改变呢？

很多人去参加了自我成长的课程，

越学越委屈，他们会发出一种疑问：两

个人的婚姻，凭什么我改变呢？

是啊，改变从来都是自愿的，没有

人强迫过你改变。对方只是不愿意改变

而已，但没人说你一定要改变啊。对方

不改变，就意味着你必须改变吗？

其实，在婚姻关系里，关于谁改变

的问题，遵循着这几条定律：

1.谁更需要关系，谁改变

矛盾的本质是权利争夺，就是咱俩

的关系中谁说了算。你也不想让步，我

也不想让步，于是就有了矛盾。

可是，为什么要让步呢？为什么是

你让步，而不是对方让步呢？原因之一

就是，对方没你那么在意关系。并不是

说对方完全不在意关系，而是没你那么

在意。

改变自己为关系妥协，就可以留下

关系。但是，妥协会让自己不爽。这时

候潜意识里就会有一个冲突：自我更重

要，还是关系更重要？

认为关系更重要的人就会先妥协。

这就像是人贩子在跟妈妈夺孩子，人贩

子大概率会赢过妈妈，因为人贩子对孩

子死活的在意远远低于妈妈。在婚姻关

系里，认为关系更重要的人，就会先妥

协改变了。所以，让你改变的，其实是

你想优先维护关系的愿望。

这时候，你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我

会比他更在意你们的关系呢？

2.谁更需要和谐，谁改变

矛盾也不是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很多人能承受矛盾，认为矛盾是生活的

常态。如果一个人从小在父母的矛盾中

长大，他就会对矛盾有一个夸大的想象

，认为矛盾是灾难，是必须要解决的。

这时候，他就会非常渴望和谐，并把愿

望带到婚姻里来。

可是，和谐是必须的吗？如果对方

对和谐没有那么大需求，他就不会有改

变自己解决矛盾的愿望了。他会不停地

指责你、挑剔你，不停地制造矛盾出来

。而你可能就会选择忍让、制止等方式

，希望他停止冲突，维护和谐。

这时候，你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我

那么需要和谐呢？

3.谁更难以耐受不满足感，谁改变

矛盾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此刻，我

不愿意满足你了。因此，当婚姻出现矛盾

，人之所以会介意，是因为那一刻他内在

的需求无法被对方满足了，可是，他又很

想被满足。于是，他就会想去改变自己或

者改变对方来重新获得满足感。

因此，婚姻中那个强烈的对被满足

有需求的人，就会推动着关系赶紧改变

。而对被满足需求不强的人，则会觉得

改变不改变无所谓，也就不会改变了。

这时候，你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我

对婚姻里的不满足会那么难以耐受呢？

4.谁更难以耐受悬浮，谁改变

矛盾的意思也是不确定性。你不知

道你们的关系接下来会怎样，生活会被

暂时搁置，充满了不确定性。我把这种

状态叫作悬浮，就是对于你们的关系，

你不确定下一刻要做什么、怎么做。

一个对生活充满了计划、缺乏安全

感、无法忍受不确定的人，就会有强烈

的想改变彼此的冲动，来消除这种不确

定感，让婚姻回到自己熟悉的轨道里。

而对方如果觉得这样也行，那样也行，

对关系中的悬浮状态是耐受的， 他就

不会着急改变。一个人之所以对婚姻的

悬浮状态不耐受，是因为婚姻生活占据

了一个人生命的主流。他的工作、娱乐

、学习都是围着婚姻转的，他就对悬浮

不耐受了。

这时候，如果你着急要改变，要思考

的就是：婚姻是否占据了我生活的主流？

成长从来不是改变自己，成长是为

目的服务。很多人对于自我成长有个误

解，以为个人成长就是要改变自己。实

际上，自我成长就是我们更清晰地认识

到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为自己的目的选

取合适的方法而服务。

通过以上4点，你可以感受到，你

之所以要比对方先改变，是因为你的需

求、你的目的、你的耐受度要比对方差

，所以，你不得不先改变。这时候其实

你是在做一些让自己舒服的事，只不过

你自己在做，你心理不平衡。

自我成长的目的从来都不是改变自

己适应对方。如果你觉得是在适应对方

，就会觉得委屈了。你要知道的是：我

成长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舒服。难道

让自己舒服这个事，我还要幻想着让别

人来帮我做吗？

自我成长包括几个部分：

1. 提高自己对关系破碎的耐受性。

当你对关系的在意小于对方的时候，就

是他改变了。

2. 提高自己对矛盾的耐受性。当你

比对方更能接受你们之间有冲突的时候

，他就改变了。

3. 寻找更多内心获得满足的途径。

当你内心的满足感不仅仅依赖于婚姻的

时候，他内心的需求就凸显出来了，他

就开始着急改变了。

4. 提高对悬浮状态的耐受性。婚姻

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你还有自我、

娱乐、工作，不妨先把婚姻放一放。

你这些改变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

更舒服，而不是为了维护婚姻，你的舒

服，比婚姻本身更重要。

也许你会担心，你放着放着婚姻就

破碎了，那你就需要思考：为什么他不

担心呢？为什么婚姻对你的重要性要显

著大于对方呢？婚姻对你们的意义不平

等，才是问题的根源。更在意的那个人

，就是要先改变。

两个人的婚姻，为什么要一个人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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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New Zealand now has active no coronavi-
rus cases in the community after the final 
six people linked to the Auckland cluster 
recovered, the country’s Health Ministry 
confirmed in an email Wednesday. The 
country’s second outbreak won’t officially 
be declared closed until there have been “no 
new cases for two incubation periods,” the 
ministry said. Auckland will join the rest 
of NZ in enjoying no domestic restrictions 
from late Wednesday, Prime Minister Jacin-
da Ardern said, declaring that NZ had “beat 
the virus again.”

New Zealand Prime Minister Jacinda 

Ardern (L) visits a lab at Auckland                               
University in December. Photo: Phil 
Walter/Getty Images
By the numbers: Globally, more than 1 
million people have died from the nov-
el coronavirus and over 35.7 million 
have tested positive, Johns Hopkins data 
shows.
• The U.S. has reported the highest death 
toll and case count from the novel coro-
navirus, with nearly 210,800 fatalities 
and almost 7.5 million infections — with 
President Trump among those being 
treated for the virus.
• Brazil has reported the second-high-
est number of deaths from COVID-19 
— nearly 147,500. India has the sec-
ond-highest number of cases (almost 6.7 
million).
What’s happening:

•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aid in 
a statement Tuesday that Europe is expe-
riencing “rising COVID-19 fatigue” as 
cases increase across the continent. “De-
spite the hardships, COVID-19 is urging 
us to move beyond biomedical science,” 
the WHO said.
• Ireland’s government has rejected health 
experts’ advice to return the country to a 
“full lockdown” despite rising infection 
numbers, the Guardian reports.
• France’s Prime Minister Jean Castex said 
bars in Paris will close for two weeks from 
Tuesday as part of new measures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per the EU Observer.
1. Health: Axios-Ipsos poll: New strains, 
not school spread, drive virus fears — A 
longer, deadlier pandemic.
2. Vaccin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ship 
COVID vaccine directly to pharmacies — 
CDC: Vaccine database on race and eth-
nicity paints incomplete picture — Vac-
cine chaos may undermine second doses.
3. Politics: Trump administration lob-
bied against states on COVID-19 vaccine 
funding — GOP senators release details of 
$618 billion COVID relief package.

Australian Open
4. Economy: COVID-19 prompts food 
stamp spending increase — The state of 
the U.S. economy after one year of the 
coronavirus.
5. World: Russia’s Sputnik V vaccine is 
highly effective, study finds — Bushfire 
burns Perth Hills homes while Australian 
city is on lockdown.
6. Sports: Australian Open set to bring a 
slice of normalcy to the sports world.
Cases:
1. Global: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2 
p.m. ET Tuesday: 103,645,110 — Total 
deaths: 2,245,649 — Total recoveries: 
57,532,314 (no longer includes U.S. re-
coveries as of Dec. 15) — Map
2. U.S.: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2 p.m. 
ET Tuesday: 26,349,627 — Total deaths: 

444,336 — Total tests: 306,049,697 — 
Map
Between the lines: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have been every-country-for-it-
self and — in the case of the U.S. and Chi-
na — tinged with geopolitical rivalry. But 
the scientific work to understand the virus 
and develop a vaccine has been globalized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Coronavirus symptoms include: Fever, 
cough, shortness of breath, repeated shak-
ing with chills, muscle pain, headaches, 
sore throat and a loss of taste or smell.

Rich Countries’ Pandemic 
Preparedness Failures

Reproduced from Branko Milanovic 
using GHS Index and Worldometer 
data; Chart: Axios Visuals
Some of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 the ones that had been considered the 
best prepared to handle a pandemic — 
turned out to be the ones that suffered the 
highest death rates. The SARS-CoV-2 vi-
rus has proven that preparedness needs to 
be global, and coordinated.
 Just before the pandemic,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he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and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re-
leased a World Health Preparedness Re-
port ranking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on 
its pandemic preparedness.
• The highest-ranked country was the 
U.S. — but now, only eight of the 153 
countries in the study have a worse death 
rate than the U.S.
• The U.K. came in second for prepared-
ness; its death rate is even worse than 
America’s.
• Thailand and Sweden were ranked 
equally on preparedness, but Thailand 
has seen only 1 death per million people, 

while Sweden has seen 1,078.
The big picture: The virus spread in large 
part because of two big failures. Fir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iled to contain it 
and tried to cover it up. And second, the 
U.S. failed to take on the global lead-
ership role that most pandemic special-
ists expected to see. Once the virus was 
spreading internationally, it traveled first 
along the world’s densest travel and trade 
corridors, and proved most lethal to the 
elderly, who are overrepresented among 
rich countries.

Where it stands now: The Biden White 
House has promised to rejo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elp lead the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 and create pro-
tocols for coordinating and deploying a 
global response to any future pandemic. 
That’s all part of a broader attempt to fight 
the current pandemic and put the world 
on a stronger footing when the next one 
emerges.
What’s next: As Princeton economist 
Angus Deaton points out, future deaths 
may well fall more heavily on poorer 
countries, especially if rich countries vac-
cinate themselves first. For the time being, 
however, even after accounting for possi-
ble measurement and reporting errors, the 
virus has disproportionately hit the richest 
and best-prepared nations.
The bottom line: The preparedness re-
port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most countries 
were ill positioned to combat a global 
pandemic. What no one predicted was that 
the best-prepared would end up seeing the 
highest death rates. (Courtesy axios.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Axios Data: The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Johns Hop-
kins; Map: Axios Visuals

DASHBOARD
World Coronavirus 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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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吃鱼还得看中国“脸色”
明明自家海里的鱼很多，为啥美

国人吃的鱼还得依赖进口？因为鱼还

得加工成鱼块才能销售。欧美人吃鱼

怕刺是出了名的，所以，一般吃的也

都是没有肌间刺（小刺）的鱼，而且

美国各大超市卖的，都是处理好的，

冷冻鱼块或者鱼柳。抓鱼可以用高效

的工业拖网渔船，那么如何处理抓上

来的鱼呢？如今市面上还没有出现能

够跟一位熟练的杀鱼工人相比的加工

机器，所以处理一条鱼，主要还是得

依靠人工。

美国的人工，相比我们国内，贵

出不少，所以，不只是美国，还有欧

洲的俄罗斯等渔业大国，在上世纪末

，就把目标对准了水产加工业已经初

具规模的中国，因为中国不但人工便

宜，而且产业发展已经相对成熟，加

工出来的产品质量又有保证。所以，

欧美就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骚操作

”。

他们先把原料鱼卖给中国水产公

司，再从中国水产公司手里购买加工

出来的成品鱼肉制品。去中国转一圈

的成本，跟自己在国内搞相比，反而

优势明显，这也是为啥这么多年过去

了，中国的水产加工业发展成了全球

的行业标杆，而美国的水产加工业，

特别是针对部分像鲽鲆类、黑线鳕和

蟹类（帝王蟹、雪蟹和珍宝蟹等）水

产品的加工业至今没有发展起来，这

也是美国人吃的水产品90%以上一直要

依赖进口的一大原因。

除了水产加工业薄弱外，还有一

个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本土对自然

环境的保护政策，让自然水域内的水

产养殖一直无法发展。保护政策执行

最彻底的莫过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

全州禁止在自然水域内养殖有鳍鱼类

，本来该州的自然水域非常适合养殖

三文鱼，如果开发起来，完全能够满

足全美三文鱼消费市场（2018年，三

文鱼消费量，欧洲100万吨，美国40万

吨，中国8万吨）。

为了保护当地的野生三文鱼资源

，美国果断放弃了“自给自足”的生

活，转而从智利和欧洲进口养殖三文

鱼，就连自家产的各种野生三文鱼，

大部也是送到中国去加工，然后再进

口，确实非常“辛苦”。虽然现在美

国国内也开始发力三文鱼养殖，但因

为政策限制，清一色采用的都是陆基

RAS养殖系统，也就是在陆地上全封

闭的循环水养殖系统，成本高，但胜

在养殖密度大，而且还可以省下运输

成本和关税，所以还是有一定的操作

空间。

当然，除了阿拉斯加，其实整个

美国联邦都差不多，超长的海岸线，

几乎都不被允许开展近海水产养殖。

特朗普在搞贸易战的时候就发现了美

国水产业是个“烂摊子”，虽然交易

额不大，但水产品毕竟是涉及民生，

也就是涉及美国食品安全的重要领域

，处处受制于中国水产业，让他的贸

易战打得一点都不酣畅，于是他痛定

思痛，在去年五月份，第一次将联邦

的自然水域养殖给放开了。

不能放开手脚搞水产养殖，确实让

美国的水产业非常被动，中国的罗非鱼

也正是利用了美国的这一弱点，在最近

十几年强势发展起来的一个特例。罗非

鱼这种给点水就泛滥的外来引进鱼种，

在国内一直不温不火，却经过中国广东

和海南地区的养殖企业这么多年的不懈

努力，终于让它跻身全美鱼类消费量排

行榜第四的养殖鱼种。而且罗非鱼的成

功不但体现在消费量上，更是在知名度

、消费年龄跨度、消费地理覆盖等数据

上，跟鳕鱼旗鼓相当，不得不说是一个

水产界的“奇迹”。

这 个 奇 迹 还 真 得 打 上 引 号 ，

因 为 这 个 成 功 算 是 个 “ 惨 胜 ”

。 罗 非 鱼 为 啥 能 够 打 开 美 国 市

场 ， 并 占 据 一 席 之 地 ， 就 是 因

为 便 宜 。 在 美 国 本 土 ， 有 阿 拉

斯 加 产 的 狭 鳕 鱼 作 为 强 有 力 的

竞 争 者 。 因 为 产 量 大 ， 阿 拉 斯

加 的 狭 鳕 鱼 每 年 的 捕 捞 配 额 超

过 100 万 吨 ， 在 阿 拉 斯 加 当 地 也

形 成 了 一 定 规 模 的 狭 鳕 鱼 加 工

业 ， 大 部 分 能 够 国 内 自 己 加 工

， 无 法 处 理 的 则 出 口 中 国 进 行

加 工 。 狭 鳕 鱼 作 为 美 国 传 统 的

白 肉 鱼 类 ， 有 非 常 好 的 市 场 基

础，而且价格也比较亲民。

另一个竞争对手，则是越南产

的巴沙鱼。巴沙鱼跟中国的罗非

鱼走的都是低价路线，都是去皮

去骨的鱼块，价格也极具竞争力

，除了前几年经常暴出食品安全

问题，在美国市场带来了一定的

负面影响。

想要跟这两种鱼类竞争，罗非

鱼只能更便宜。罗非鱼是出了名的

好养，饲料用全素的就好；抗病能

力强，用药少，可以大密度养殖，

而且成熟快，所以在国内的价格一

直上不去也是这个原因。除了在养

殖上控制成本，还有就是在加工上

下功夫。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

的罗非鱼全产业链几乎发展到了极

致，在将成本控制在最低的同时，

品质却没有打折扣，反而因为加工

业的各种黑科技，拥有了无法比拟

的竞争力。

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

AA）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罗非

鱼进口均价为$2.79/kg，除了我国台

湾产的罗非鱼价格低于该价格，其

余进口国的价格均远远高于这一均

价。洪都拉斯进口量排第三，进口

均价为$5.82/kg；之后的印度尼西亚

和哥伦比亚的均价更是超过每公斤

6美元。

就 是 靠 着 极 致 的 成 本 控 制 ，

高 性 价 比 的 罗 非 鱼 才 能 在 美 国

市 场 ， 俘 获 大 批 美 国 中 低 层 消

费 者 。 特 朗 普 上 台 后 ， 贸 易 战

就 很 快 波 及 到 了 罗 非 鱼 ， 原 本

就 依 靠 价 格 优 势 打 江 山 的 中 国

罗 非 鱼 ， 在 25% 的 惩 罚 关 税 面 前

， 很 快 成 为 让 美 国 人 也 吃 不 起

的 “ 高 端 ” 鱼 种 ， 因 为 罗 非 鱼

产 业 链 能 吸 收 的 关 税 有 限 ， 大

部 分 都 加 到 消 费 者 头 上 了 ， 很

多 美 国 人 只 能 多 花 钱 选 择 其 他

的 可 替 代 鱼 类 。

在贸易战面前，除了罗非鱼受

到打击，很多美国送到中国加工的

真鳕、黑线鳕、帝王蟹、野生三文

鱼等鱼类也受到波及，因为关乎美

国自身利益，美国又对这些鱼类进

行了关税豁免。就在美国疫情刚爆

发那会儿，也对小规格的中国产罗

非鱼制品给予了短期的关税豁免，

为的就是给美国中低端消费市场一

个缓冲时间。

水 产 贸 易 额 ， 只 占 到 中 美 贸

易的 1%都不到，却像一根鱼刺一

样，一直卡在美国人的喉咙里。

想要寻求解决之道，无非就是发

展国内的水产加工业和国内的水

产养殖业，但这两条路都不好走

，而且短期内也很难见到成效。

水产业对于美国，跟芯片业对于

中国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有大力发展芯片业的动机和

决心，可美国对于水产业来说，

真心没那个劲儿。要不了多久，

美国人就会对中国的罗非鱼招手

：快到碗里来！

美国原本就拥有超长的海岸线，特别是东部的缅因湾，那是曾经跟纽

芬兰渔场齐名的鳕鱼黄金产地，虽然鳕鱼资源在上世纪90年代崩溃以后，

至今没有得到有效恢复，但现在却还有波士顿龙虾撑场面，美国如今是全

球最大的波士顿龙虾产地。

当然还得算上从俄罗斯手里“购买”的阿拉斯加。别的不说，光是阿

拉斯加的渔业资源，就是个超级大鱼矿，野生三文鱼、帝王蟹和狭鳕鱼等

底栖白鱼都是美国水产业的龙头产品，所以，美国也当之无愧，是全球水

产品出口排名第四的国家，妥妥的渔业大国。但颇为尴尬的是，美国同时

也是个渔业小国，因为美国人吃的90%的水产品都依靠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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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越南，自诩为东南亚儒家文化的监

护者，法兰西帝国遗产的远东继承人。

上溯自1885年以来，越南就在为民

族解放，国家富强而奋斗：

赶走了法国人，消歇了日本人，耗

退了美国人，赢得了东南亚革命一枝花

的身前身后名；

更为美苏攻守易势，东风压倒西风

，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后转身之间，越南就利用赫赫军

势，强吞柬埔寨，兵指老挝，靠着背后

的苏东集团，做起了继承法国殖民遗产

的美梦（法国印度支那殖民地包括越南

、老挝、柬埔寨三国），屠龙少年变身

恶龙，不得已之下，北方神秘高手出手

，将其打回原形，清醒一下。

1986 年，在沦为殖民地，经历了

100年动乱和炮火，错过了两次全球产

业转移潮后，越南决定发力经济，从东

南亚革命一枝花转型东南亚经济一枝花

。

越南人认为自己身怀儒家的勤劳文

化和教育基因，又深得法兰西人文思想

之真传，学贯中西，发展经济那都不是

事。

于是，一阵操作猛如虎，越南效法

北方神秘高人：农业联产承包，施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大搞国家资本主义，近40年下来，终于

在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潮中迎来了高光

期。

三星、优衣库、耐克等跨国巨头纷

纷从珠江两岸进驻红河三角洲，国内私

营经济也进入繁荣，越南成为全球第二

大电子产品出口国，第三大纺织品生产

基地，经济连续30年保持了年均约7%

的增长，东南亚诸国无出其右。

一时间，越南工业崛起，越南取代

中国，越南即将成为下一个发达国家的

舆论甚嚣尘上，甚至连中国都出现了越

吹。

那么越南是否真的有资格，和中国

相提并论呢？越南的工业化是否初步完

成，是东南亚版的日韩呢？ 甚至越南

现在的成就，比之泰国、马来西亚，孰

高孰低呢？

山川禀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先天条件决定人成功的一半，国家

也是如此。

起源于横断山脉的湄公河和红河，

分别在越南的南北部冲积入海，为越南

带来了两块肥沃的平原，仅红河平原大

小就和成都平原差不多；再加上越南地

处热带，雨热充沛，一年三熟，让越南

的农业先天条件相当不错。

1960年代之后，越南进行了深彻的

土地革命和绿色革命（大规模施用化肥

，农药），让越南的人均谷物产量，完

美超越东亚诸国（中日韩朝蒙），在东

南亚各国中也名列前茅。

2017年，越南人均谷物产量501公

斤，是日韩的五倍，比中国、印尼还高

，只比泰国、柬埔寨等湄公河平原国少

。

全球比较，越南的农业生产条件和

人均谷物产量，也属于中等偏上水准。

在矿藏资源方面，越南的石油天然

气、煤矿、铁矿等核心资源处在东南亚

前三的位置，相比几乎没有资源的日韩

，几乎是碾压。

越南铁矿储量13亿吨，相当于泰国

储量的26倍；石油和天然气12.5亿吨，

是泰国的6倍多。

不错的农业和丰富的矿藏，对于越

南工业化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可以

出口筹集宝贵的工业化资金，并发展资

源相关的工业树。

2004年，越南出口中国原油534万

吨，占中国从亚太地区进口量的37.71%

，

当然了，越南的矿藏资源相对于沙

特、俄罗斯、澳大利亚等资源强国，根

本不够看，但也不存在明显的短板，能

不能完成工业化，主要看后天努力。

错误的时间，遇见错误的农地改革

一国欲实现工业化，必然先实现农

地改革（农业革命）。

大规模投资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

需要巨额资本、脱产的产业工人以及海

量的粮食、原料，这些在一个落后的农

业国家，都需要建立在提升农业生产效

率的基础上：用更少的人，更短的时间

，生产更多的粮食。

而在重化工业反哺农业，提供廉价

的机械、化肥、先进种子之前，提升农

业生产效率，更多的依靠以下策略实现

：

A、均分土地，让每个农民都有自

己的土地，让土地和劳力得到更合理的

资源配置。

B、集约化生产：利用合作社的方

式，动员集体力量，建设水库、灌溉渠

等农业基础设施；集中农民的零散资本

，进行机械购买、肥料种子研发、资本

借贷等规模性投资，自我累积农业资本

。

C、减少地主、高利贷者等农业食

利阶层，让更多剩余资本，投入工业和

农业再生产。

由于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北方在

1955年就进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80%

的农民均分到了土地，1975年统一后，

南方照此办理。

但是，越南在进行土地革命后，一

直在进行战争，打法国、打美国、打北

方神秘高手，导致通过剪刀差积累的农

业资金一直在为战争服务，并消散于炮

火和病菌中，在1980年代之前，越南工

业积累寥寥，红河平原只剩下大地茫茫

一片真干净。

到了1978年，越南又搭错车，站队

苏联，成为‘经互会’的一员，虽然得

到了每年约10亿美元的援助，但很快苏

联自身难保，摇摇欲坠。

越南看势不对，立马调头，1986年

宣布革新开放，拜师北方神秘大国：农

村施行土地联产承包，工商业试行商品

经济，支持私有经济发展，大搞国家资

本主义。

甚至连五年计划都依样画葫芦，全

盘照抄，自以为是东南亚儒家小干将，

学到了儒家大宗师的精髓，但岂知刻舟

求剑，大谬亦。

万国滋养的越南水稻

正如前文所述，越南在1950-1980年

，枪炮游击真忙，通过农业剪刀差和集

体农庄筹集的资金全部被战争消耗，发

展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的若干个五年计

划形同虚设。

而当越南在1980年代末期国内真正

稳定下来，与全球诸国也缓和了关系，

农村已经实行了原子化的小农承包制，

断绝了农村进行集约化生产，大规模为

本国基础工业和农业相关工业提供资金

的可能。

当然，越南也可以选择继续集约化

农业，但半个世纪的战争已让农民困苦

不堪，积怨甚深，再用农业剪刀差和集

体农庄的形式，让他们过苦日子，引发

大规模暴乱也不是不可能。

且全球自由化的大势，南方系的极

力阻挠，让越南劳动党不敢逆势而行，

更何况越南要通过小农经济，缓解与资

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换来投资和贸易解

封。

在本国没有支撑现代农业的工业品

（化肥、种子、农业机械、农药）和维

持全国人民温饱的矛盾中，越南只能通

过引进外国产品以解燃眉之急，大量中

日韩的（化肥、种子、农业机械、农药

）产品如海水般冲入越南，瓜分市场。

直到近些年：

越南化肥自给率不到一半，相当部

分需要从中国、马来西亚、挪威进口；

农业机械80%需要进口，进口中6

成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占4成。

70%稻种需要进口；主要来源地是

中国和印度。

越南水稻被万国牌工业品滋养，长

势喜人，越南人均粮食超过了中国，但

也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

基础工业化的功败垂成

这个严重后果就是：越南相当一部

分农业利润被拿走，更无余力向工业输

送资金。

富余的私营资本，虽然活跃了越南

经济，但是他们对回报周期短，利润低

的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不感兴趣，更喜

欢回报周期短、利润高的商业贸易和轻

工业。

工业发展没有充足的资金，不仅没办

法提供廉价的现代农业商品（化肥、种子

、农业机械、农药）反哺农业，自身的工

业规模和全球竞争力也在逐渐下滑，国内

非农商品市场也被万国牌占领。

由于脆弱的基础工业实力，拥有丰

富石油煤炭资源和充沛水资源的越南，

至今未实现能源自给，40-60%的全国电

力长期要从中国、马来西亚进口。

越南铁路等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只

能满足陆路客运需求的9%，货运的4%

，最高时速90公里/小时（相当于中国

70年代末的水平）。

越南的化工产品、机械、汽车甚至

大量轻工业产品（家电、消费电子等）

都需要进口。

万国牌畅行十里洋场，正是现今越

南胡志明市、河内等中大城市的普遍现

象。

激进的道路：押宝外资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越南本土市场

无法累积大规模的工业资金，引进外资

，完成工业化，至少是（轻工业化），

就成了越南战略押宝的另一条道路。

在1994年后，越南就积极引进日韩

台资本。

趁着2007年后，中国制造升级以及

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的时机，越南

更积极转向欧美集团；在新世纪东西方

意识形态对抗中，大赚其利，不仅牺牲

司法独立，上杆子加入T-P-P；更在南海

兴风作浪，换取欧美投资越南的政治资

本。

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每年外国资

本占越南总投资的比例大约保持在15%

左右，2007 年猛增为 24.3%，2008 年

30.9%，其后每年保持在25%上下。

也就是说，越南的全国投资，最多

时，三分之一要靠外商拉动。

在金融危机后，每年外商直接投资

占GDP的比例平均高达10%，相比中国

最激进的年代：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

比例不超过5%（长期保持在2%左右）

；越南引进外资的政策不可谓不激进，

孤注一掷，AII IN。

这种押注的手段，短时间取得了非

凡的战绩：三星、优衣库、耐克、英特

尔等跨国巨头纷纷从珠江两岸进驻红河

、湄公河三角洲；工厂起来了，人群聚

集了，商业繁荣了，大楼拔地而起了。

越南城市，以令人惊羡的速度变得

繁华。

而外资对越南参与全球市场分工、

赚取外汇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

2018年，外商企业出口额占出口总

额的71.7%，其中越南三星占到了手机

和零部件出口的99%。

越南三星公司2018年营收657亿美

元，占越南总GDP的28%，保守估计，

三星电子对越南GDP的贡献至少在15%

以上。

一个国家GDP的15%靠一个外国财

团贡献，不知道对越南是幸运，还是抱

火卧薪；但有一点可以知道，越南经济

和这些外国财团高度绑定了，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

不过，三星、英特尔、耐克这些外

国财团来到越南建厂，看重的是其低廉

的人工成本以及优良的港口，带来的工

业也只是低端的、劳动密集的产业。

对于是否愿意进一步向欧美同盟外

的国家，特别是共产主义国家，转移中

高端技术产业，未来并不乐观，毕竟他

们没有前例，对曾经的亚洲四小虎（泰

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也是用

后即弃。

工业突围战：造船

越南政府也明白靠外国资本和低端

制造业，并不能持久，所以很早就效法

韩国，企图利用国家财阀的形式，大投

入，高积累，企图在少数几个工业类目

取得突破。

根据越南自身良好的海岸线以及技

术积累，越南选择了在造船业上取得突

破：2002年开始，越南造船业大跃进，

组建了越南造船财阀-船舶工业集团，激

进发展造船业，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和技

术研发，迅猛扩张，赶日超中的意志十

分强烈。

2002年越南还只能制造小型船只，

2006年就已经可以接大型油船的订单了

，2007年更跃居世界造船国排名第四名

（按照订单吨位数）。

但可怕的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

到来了，全球造船需求萎缩，市场竞争

惨烈升级，越南造船一下子漏了地盘：

由于糟糕的基础工业能力、严重的贪腐

和相比中日韩荷的低竞争力，越南造船

业遭遇滑铁卢：

越南船舶工业集团在拿不到订单的

同时，债台高筑：

2010年其负债高达44亿美元，占到

当年GDP的5%，相当于2017年中国造

船企业总利润的4.4倍，按照越南造船

的利润，什么时候能够还清债务，将是

一个世纪谜题。

尽管如此，越南依然没有放弃，对

越南船舶工业集团进行资产从组，并大

力引进日本大岛、韩国尾浦、荷兰达门

造船等国外先进造船企业到该国投资，

提升越南造船业的整体实力。

实事求是的说：我们不能就此盖棺

论定越南造船业失败了，毕竟它在低端

造船业市场已经有了一席之地；作为国

家战略突围的产业，它最后能够成功，

取决于国家持续投入的意志，以及在越

南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外国财团迁徙道

下一个低廉劳动力栖息地前，越南造船

业能否取得突破。

中等强国的野望：高配泰国 低配韩国

如何看待越南经济崛起，这是近些

年舆论上热炒的一个话题，给相当多的

小伙伴带来了困扰，美吹，日精等余风

还未散去，印吹、越吹的歪风又新鲜出

炉，导致国人都有点中年危机了。

事实上，越南基础工业极其薄弱，

经济又依赖外国资本拉动，市场规模又

有限，和当初的亚洲四小虎（泰国、印

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条件比较类似

，靠着转口贸易实行了经济高速增长。

但近些年越南的经济增长率，并不

比曾经的亚洲四小虎更高，甚至还没有

达到小虎们的高度。

尽管我们愿意相信：越南相比亚洲

四小虎，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农地革命，

又具备良好的海岸线，北靠最大的全球

市场，比亚洲四小虎更具潜力，以后可

能超越亚洲四小虎，但只是可能，毕竟

越南欠账太多了。

同时我们也要清楚的认识到：越南

在没有完成基础工业化的条件下，进行

产业升级，成为日本和韩国一样的发达

国家，难度也颇高。

日本有明治维新以来的殖民掠夺和

美国战略扶持；韩国也是日美倾力打造

的对抗苏联阵营的样板，越南是否由此

条件和幸运，恐怕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且欧美集团的产业资源日韩之间尚且争

夺，能够留给越南多少，愿意转移给多

少中高端产业，也将是另一个世纪谜题

。

所以，硬把亚洲小虎和全球大龙强

行比较，把一个超级大国的种子选手和

中等强国的野望选手进行对比，显示了

我们一部分人极度的不自信。

不是说好的，我们的未来是星辰大

海吗？

越南真的要工业崛起了？



CC77
星期六       2021年2月20日       Saturday, February 20, 2021

副刊

海外学子密集“回归”的8月刚刚

过去，我们发现，刚回国的海归一方面

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环境适应的忧虑，

另一方面又常常缺乏关于国内求职的具

体信息，对个人发展方向有些无措。

海归有归来“迷茫期”吗？

普遍存在的隐性“迷茫期”

海归回国是否存在“迷茫期”？答

案是肯定的。

海归学成回国，或开始进入工作单

位，或雄心勃勃地开始自主创业。但我

们接触的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会倾诉

自己刚刚回国的那一段感到迷茫的阶段

。原本以为是回到了熟悉的家乡，结果

发现人脉、工作节奏内容，甚至周边的

街景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因中外社会环

境、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差异，海归在回

国找工作时难免会有一些不知所措，如

果对个人的职业发展缺乏明确的规划，

就会更感茫然。

但是，这种普遍存在的迷茫现象又

是隐形的。

在互联网上查询，可以找到许多

“迷茫”的实例，但对此却少有专门的

研究。这种持续时间或长或短、程度或

轻或重的抑郁情绪，给海归带来了困扰

，浪费了个人和社会资源。

许多海归将这个“迷茫”的阶段描

述为“干啥都没有劲头”“怀疑自己能

力”“感到自己出去留学是白费钱”

“羞于提起自己出国留学经历”，甚至

“不愿出门”。

分析海归产生迷茫情绪的原因，主

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应届毕业的海归，

其就业优势并不明显，有些企业甚至偏

爱国内毕业生。二是创业海归，会面临

所有创业者在创业初期所遇到的困难，

各种不熟悉的日常事务，让他们应接不

暇，处理不利，从而产生沮丧和自我怀

疑的情绪。三是一些海归没有足够清晰

的个人职业目标，对于工作高不成低不

就，个人期待与现实产生落差，造成失

落感。四是对去国多年后的回归存在文

化“断层”的担忧，许多人反复问自己

：“我真能够融入国内的社交圈子吗？

”

不少海归回国初期虽然感觉这样那

样的不适应，但并没有意识到这段“迷

茫期”给自身发展带来的影响。

那么，海归该怎样克服不适应，尽

快度过“迷茫期”呢？我们采访了一些

已经就业或者创业的海归“前辈”。

困惑：我能适应国内社交环境吗？

化解之道：通过工作 进入圈子

“我高二就到澳洲留学，一待就是

9年。去年刚回国的时候，我感觉自己

就是一张白纸，对国内的生活环境非常

陌生，社交圈也很窄。”曾在澳大利亚

西澳大学攻读市场营销和商务法律硕士

学位的钟汉斌，毕业回国刚满一年。在

这一年的时间里，他逐渐克服回国后的

迷茫，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加明确的规

划。

“距离硕士毕业还有不到一年时间

的时候，我就在构想回国会有怎样的发

展。其间也对自己的回国决定很纠结，

一方面不确定自己能不能适应国内的社

交圈子，另一方面又对回国后即将面临

的挑战有一点憧憬和期待。”

“现在回想起来，让我坚持下来的

就是一个信念——既然做了这个决定，

再难也要克服。”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深圳人，考虑

到发展的机遇和平台，钟汉斌回国后选

择了回家乡寻找机会。令他惊讶的是，

“回国后，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脱节。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肯定会遇

到许多不顺手的情况，但只要花点心思

去理解周围同事的工作行为、说话方式

等，就会发现自己可以适应全新的环境

。”

经过一年的努力，钟汉斌颇为自豪

地说：“现在，我担任深圳市光明新区

留学人员联谊会的秘书长。这个位置给

予了我很多学习的机会，而我也喜欢尽

自己的能力帮助身边更多的海归朋友。

一步步走过来，我对今后的发展路线也

更加明确——建立、经营平台，在保证

自己发展的前提下帮助其他人。这就是

我向往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其实，早在澳洲留学期间，钟汉斌

就常常做新生的“心灵导师”。回国后

，他依然乐于帮助更多海归融入国内的

工作和生活环境，“一些澳洲的学弟、

学妹在刚刚回国时，往往担心自己不能

融入新的环境，常来问我有没有什么办

法更快地适应。这时我就会告诉他们，

不要害怕面对问题，勇敢尝试，你的适

应能力远比你想象中的强大。”

困惑：我该进入什么行业工作？

化解之道：找准定位 发挥才能

“刚毕业时，压力很大。身边的不

少同学在回国前就已经通过校招和线上

面试，陆陆续续地收到了国内用人单位

的录取通知。相比之下，我的行动慢了

很多，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究竟该往哪

儿走，心里越来越慌。另一方面，父母

的期待也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焦虑

。他们认为从名校毕业的我应该很快就

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毕业于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商务分析与战略管理专业

的陆一彤，于2016年回国。

最初的一段时间，陆一彤一直有一

种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疏离感。海投

简历、更换工作，兜兜转转始终难以融

入国内环境中。“后来我接触到一位资

深的人力资源前辈，他问了我3个问题

：第一，你喜欢做什么；第二，你擅长

做什么；第三，做什么事业有发展前景

。找到这3个点的交集，就能找到对于

个人发展来说最好的机会。这番梳理之

后，我找到了方向。”

陆一彤放弃了“东奔西跑”式的行

事方式，“我喜欢跟人打交道，适合交

流性强的工作，之前的实习也都与销售

有关。我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进入猎头

行业，帮用人单位寻找他们想要的人才

，帮人才匹配他们想要的工作。”

陆一彤认为，想要真正融入国内的

环境、职场，搞清楚自己的定位非常重

要。“很多中国的企业要开拓海外市场

，也有许多外国公司想到中国发展，双

方都对有留学背景的海归非常青睐。

‘海归’的标签可以在前期帮助我们获

得这个工作。当然，走上工作岗位之后

，需要踏踏实实地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

，再结合自己的海外学习生活经历帮助

公司发展。”

困惑：我能否担起创业的重担？

化解之道：打造平台 展现自身价值

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数据科学

硕士林桂民，在2012年毕业后决定回国

创业。“大四的时候，我就跟着同学一

起创业，有一定的经验，也一直想有机

会自己做点事情，所以回国后决定继续

走这条路。我喜欢看书，也乐于帮助别

人。开发幼儿英语教育的线上平台，既

有效地运用了我的专业技能，又能找到

适合我的工作方式。”

但是，由于社会交往能力、市场营

销经验比较欠缺，林桂民在创业之初屡

次碰壁。

林桂民回忆起自己事业的起步阶段

，“当时，我对于要创办的公司只有一个

模糊、宏观的概念，很多细节还需要打磨

。因此，产品还没出来，自己的钱就花光

了。这时，远在美国的同学听说了我的创

业想法和处境。在和我详细探讨之后，他

用自己的积蓄投资了我的公司。这样的雪

中送炭，让我特别感动。”

作为一个有“工程师”背景的“理

工男”，林桂民表示，“开发能够提高效

率的工具，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他打

造的不仅是一个提供幼儿英语教育的平台

，也是他展现自我价值的创业平台。

海归回国就业优势不明显
部分羞于提留学经历

近日，一份关于留学生回国求职现

状的调查报告走红网络。其中，针对留

学生回国求职回复率低于国内学生的调

查结果，引发网友热议。

曾带着理想出国的他们，求学归来

却面临种种困惑。有人惊讶海归简历也

屡屡石沉大海，有人无奈留学的投入与

回报相去甚远，也有人困惑现在的洋学

历为何越发黯淡……

落差感 留学归来，实际收入远低预期

如今，已是陈玥在成都某商业协会

工作的第二个年头。但无论是在职场还

是生活中，他都不愿主动提及自己“留

学生”的身份，也不愿被别人这样介绍

。

“奔波于两点一线，挤着地铁上下

班，领着几千块的薪水，我和同龄人没

什么差别。”陈玥描述着自己的工作现

状，但这个现状却不是他当年的梦想。

过去，陈玥坚信留学能让自己前途

光明。于是，2009年高中毕业的他，舍

弃了西南财经大学的本科录取通知书，

奔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就

读金融工程专业。

2013年，陈玥本科毕业回到老家成

都。然而，这张留学毕业证却没能为他

打开国内的求职局面。自6月回国后，

他用了半年时间考进某银行成为柜员。

可陈玥没想到，实际收入水平和自

己的预期远不成正比。月薪到手3500元

，这是他入职后拿到的第一笔工资。算

算自己本科4年耗费的近50万学杂费，

他觉得对不起父母。

陈玥的收入落差感不是个例。据猎

头公司猎聘网2019年1月发布的调查报

告，2018年有八成“海归”留学生的预

期年薪在20万元人民币以上。但事实

上，半数以上受访“海归”年薪在10

万元以下。

“我的收入还比不上高中时考上国

内三本大学的朋友。”不甘心的陈玥在

国内工作三年后，于2016年再度回到美

国攻读MBA。

经历了长达4个月的无业状态后，

陈玥最终进入到一家商业协会，从事着

与专业无关的工作，依旧领着没有过万

的月薪。

“没有企业会因为一张海外毕业证

就出高薪。”国内一家知名市场营销公

司人力资源部HR耿女士告诉记者，根

据单位多年来的求职信息，总体上留学

生的期望月薪的确略高于国内同学历水

平的学生。

Lockin China联合全球高校中国就

业联盟发布的《2019海外人才职业发展

分析报告》数据也显示，2019年海外人

才期待薪资水平集中于6000-8000元人

民币每月，占比超过35%；期待月薪

8000-12000元人民币的人群占比为28%

。

“但企业不会为学历买单，只会为

能力更高者提供高薪。”耿女士说。

竞争大 海归人数激增，留学不再是

“杀手锏”

2018年5月，拿到美国乔治华盛顿

大学会计专业硕士学位的方雨，就职于

广州某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去年还是一

名新人的她，如今已在办公室里和同事

们议论着今年刚送达的求职简历。

“和我们去年的情况一样，多数都是

留学生。”回想起自己去年的求职过程，

她为今年的海归求职者捏了一把汗。

据普林斯顿大学前不久发布的一份

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海归”回国求职

时收到回复的几率，甚至还不如国内普

通大学的毕业生。

“留学生求职，其实没什么光环。

”方雨回忆起自己当初找工作的遭遇：

“简历投出去40多份，只有7家单位发来

面试通知，最后也只收到两个offer”。

实际上，方雨就读的美国乔治华盛

顿大学，位列全美前50名。但在招聘

面试中，甚至有不少出自常青藤名校。

“当初面试时，应聘者有100多人

，绝大多数都是留学生，但能留下来的

不到5个。”方雨说，本以为海归硕士

文凭能稍具竞争力，但没曾想竞争对手

很多也是留学生。

这一现象同样发生在另一家知名互

联网企业中。据该公司人力资源部梁熙

（化名）介绍，过去4年，公司海外留

学生求职人数增加了30倍。但吸纳留

学生人数的总量却低于国内学生。

此外，与国内同等学历的应届生相

比，海外文凭也不再有过去的含金量。

方雨解释：“我面试的几家单位，很多

都更愿招收广州本地重点大学的学生。

相比之下，国内学子因为积累了更多本

土实习经验，在资源和熟悉程度上都比

留学生更胜一筹”。

对此，梁熙也提出：海外留学生的

外语水平通常较高，适应性较强。但在

实习经验方面，国内学生机会较多。因

此在用人上，并不会更偏向海外留学生

。

求职难 校招信息跟不上 ，国外所学

“水土不服”

凌晨1点，许博从成都某建筑工地

走出。脱下工作服，他打开电脑记录下

一天的工作里，自己学到的新技能。

今年是许博从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的第一年，本以

为海归找工作能顺风顺水，但很快“没

有实习经验、所学用不上”等问题就成

了他求职的拦路虎。

“即便入职了业务也不太熟练，和

我一起入职的同事，他们都很快上手，

好像只有我还在学。”许博感叹：“明

明自己是国外留学回来的研究生，工作

效率却赶不上国内毕业生。”

这不是许博当初留学预料到的结果

：“国外学的理论，回国后用不上。国

内学生积累的实习经验，我又很欠缺。

”

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的许博，于2015年9月进入意大利米兰

理工大学攻读土木工程硕士专业。三年

后，他来到成都找工作。

然而，国内外所学的区别，很快作

用于他的求职经历。他还记得自己求职

时陷入的窘境：“面试官问的都是工程

上的业务问题，很多名词我没有接触过

。但我在国外学的知识，对方却没有问

。”

这不是许博一个人面临的问题。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

，不少“海归”回国后，所学多多少少

会遭遇“水土不服”。这是因为国内外

培养方向存在差异，导致留学生在国外

所学，回国后很难落地。

海归求职记：“洋学历”怎么就成了鸡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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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贾平凹

，你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他没有想象中高大。

实际上他个头不到一米七。如果读他的

小说，你会想象贾平凹是一个正义凛然的关

中大汉，穿着传统长褂，目光如炬。

相反，贾平凹最常穿的衣服是西装，但

不太系领带，他的话不多，听到别人讲话他

总是低着头一直记笔记，一会儿就写满了一

张纸。

这几年来，贾平凹多了一些烦恼，身为

陕西省作协主席的他，大部分时间都被迎来

送往占据。对于贾平凹来说，现在的状态就

是抽一切零碎的时间写作，但他倒是想得开

，说反倒是养成了可以迅速投入写作的本事

。

贾平凹拿遍了国内的文学奖，国外也拿

了不少，好像就差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

东西不是想一想就有的”，现在贾平凹还是

想多写几本小说，在他口中好作品是翅膀，

有了翅膀才可以飞得更远。

想换个名

贾平凹最近一段时间开始怀疑自己，他

突然觉得自己写的东西不行了，陷入了自我

否定。

贾平凹是中国最勤奋的作家之一，平均

三年就能出一本长篇小说，上一本《山本》

字数更是达到了五十万字。现在，他又在谋

划着自己的新小说，题材和方向他都不透露

，只说“已经开始干了“。

他想着每个作品都得写出点不一样的东

西，如果一直重复自己，读者也觉得烦，就

没人愿意看了。更为重要的，贾平凹说他自

己也会烦自己。

贾平凹这十年的创作一直是“新老”交

替，单说故事发生的时间点，就是一本发生

在当下，一本发生在过去几十、一百年，这

么交替着来。《高兴》写进城打工的农民，

《带灯》写一个基层公务员，《山本》写民

国的秦岭和其中人。

上一本小说《山本》，甚至成了不太景

气的出版业的佳话：一本书出了三个版本，

精装版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

了平装，而这本五十万字的小说在正式出版

前一个月曾经全文在文学期刊《收获》上全

文连载。

即便是这样刻意避免自我重复，贾平凹

还是没过了自己那关。他开始意识到自己需

要大刀阔斧的改变，与此同时，他也清楚把

自己早已经熟练的路数都推翻重来，时间已

经来不及了。

贾平凹感到焦虑和紧迫，甚至不知道应

该怎么办。最极端的想法，就是“换个名字

出来”，让贾平凹这个名字消失，自己变成

一个新人再去写作。

“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不停地冲击，不

停地创新。”因为有冲击，所以要创新，贾

平凹觉得这两者在这个时代是结合在一起的

，现实在发生剧烈的变化，逼着每一个写作

者必须做出改变。

贾平凹深知，这种改变实在是太难了。

他用跳高运动员对比作家，跳高运动员

一次次起跳，打破世界记录只是提高一个几

厘米。写作也是一样，但是写作更难的点在

于，对于写作而言这种突破是没有标尺和依

据的，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突破。

“业余”作家

还有三年，贾平凹就七十了。按理

来讲，他马上也要从陕西省作家主席的

位置上退下来了。2007年贾平凹从前任

陈忠实手中接任主席一职，一干到现在

。贾平凹说自己“太累了”，恨不得现

在就退休。

贾平凹每天除了写作就是开会。陕

西省任何的文学活动，贾平凹都得亲自

到场，“这不说你想参与或者不参与，

你必须参与”。除了活动，还得迎来送

往，有熟人、领导来了，一个电话他就

得去招呼。这样的事情占据了贾平凹百

分之七八十的时间，他现在基本没有整

块的时间写作。

贾平凹离开老家后就把家安在了西安，

为了安心写作他单独买了个地方做书房，他

在家里是写不下去的。之前没做主席的时候

，他能在书房里一呆就是一天，从早写到晚

，他觉得不写脑子就不动了。现在的贾平凹

很难再有这样的时候，需要接待的人来了，

他就去接待，人一走，他就赶紧回来书房写

东西。

“但是这也好”，这几年贾平凹也培养

出来了可以迅速进入写作状态的本事。

如果有一整天的空闲，早上八点贾平凹

就到书房坐下开始写东西，中午在书房自己

做点吃的，“陕西人对吃不讲究，一碗面一

碗饺子就可以了”，吃完了他睡会儿又开始

写，一直到五点。五点以后，作协的人来跟

他说单位的事情，说完了就晚上了。

晚上贾平凹就不写了，跟普通人一样吃

吃饭、打打牌、吹吹牛，“别人干什么，我

就干什么”。

长时间的独自写作，让贾平凹不再喜欢

热闹的场合，即便是大年初一，他也“见不

得人多”，孩子来时间长了也烦，吃一口饺

子，他就直接到书房来了。

“你们权当我是个高级干部”，贾平凹

跟家里说，别指望自己给家里干这样干那样

，高级干部也管不了家。事实上，贾平凹现

在也是个厅级干部。

快七十岁的贾平凹依旧很有激情，

新的长篇小说明年就要出版了，像他这

样高产的作家已经不多了。“面对生活

一定要有激情之心，对社会和时代一定

要敏感，和社会不能脱节”。

贾平凹喜欢给自己制定计划，比如

三年一本长篇小说。他见过一个老教授

，老教授跟他说自己每一年的三十儿晚

上，都会列新一年的计划。老教授当时

都80多了，他已经列到120岁了，“这好

像和阎王爷说，我还有事情，我还没有

干完，阎王或许就把你留下来了”。

贾平凹觉得，人和所有的动物、植

物一样，一旦有了后代，一旦传宗接代

完成，任务就算完成了，“就该死的”

。贾平凹希望能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来延长自己的寿命，至少让阎王爷觉得

自己有事情做，“不停地工作，不停地

奋斗的人，寿命反倒是长的，而且身体

是好的。”

贾平凹现在恨不得马上从作协主席

的岗位上退下来，这样的话他见人就说

，他是真的累了。“退吧，就是摆脱那

些繁杂的事情，可以专心地搞创作，搞

你所喜欢的一件事情”。

一文成名

贾平凹一开始是写不上小说的，差一点

也没念上书，但是他终究赶上了好时候。

贾平凹念书到初中一年级，学校里都不

上课了。初中校舍是个平房，除了大门，只

开了一个小窗口，这就是图书馆的借阅处，

平常学生想看书，里面的老师把书从里面拿

出来给学生。

这下好了没人管了，贾平凹和两个同学

这个窗口偷着钻进去偷书看，一人摸了一本

出来，一本是《鲁迅杂文》，一本是《红楼

梦》上册，另一本是《矿山风雷》。

他拿着《红楼梦》看了一遍又一遍，爱

不释手。大家族的兴衰离贾平凹很远，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深深吸引了贾平凹，他觉得这

书写得通透，把中国这点事都写明白了。

中断了学业，只能在农村呆着的贾平凹

日日想的事情就是离开农村，到城里去工作

。技术工人没他的份，养路工也没有，更不

要说部队来征兵了，他只能在村里跟妇女们

一起做做农活。

靠着表现好，他终于争取到了水库宣传

员的工作，任务就是拿着油漆满山地刷标语

，再就是在工地上办简报。白天去工地采访

，回来写稿子，印出来就拿着大喇叭去工地

上念。

政策有了转向，他终于能去念大学了，

他以工农兵的身份获得了读大学的资格。毕

业后分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干了五年，又到

文学杂志《长安》当编辑。

文学杂志有个规矩，编辑是不能自己写

作的，贾平凹就偷着写，下班以后写，领导

也老批评。1978年，贾平凹参加了全国优秀

短篇小说奖的评选。

第一次参赛就获奖了。

和贾平凹一起获奖的，还有王蒙、刘心

武、张承志，获奖的那天晚上，王蒙到他房

间，笑着跟他说：“你看你写那么长才获奖

，我写这么短就得奖了。”

那年王蒙五十岁，贾平凹二十四岁。

后来说起这段往事，贾平凹不免心生怀

念，因为那是一个文学唱主角的时代。中国

人太需要文学了，他们需要文学来代替他们

说话，他们需要文学来补充自己消失很久的

属于个人的生活。

获奖的小说叫《满月儿》，写的是“我

”在乡下老家养病认识了姨家的两姐妹：姐

姐小满和妹妹小月。她们性格相反，小月爱

笑爱闹，而小满却温柔、内敛。

两个人虽然身在农村，小满却在几乎不

可能的条件下学英语、做麦种的科研实验，二

人从未放弃对知识的追求，这种精神深深感染

了“我” 。这个故事切中了，年轻人对知识

的渴求心理，他们太想重新走出阴霾了。

小说一发表，在青年之间就引起了讨论

，大家纷纷问这个贾平凹到底是谁？

一文成名说的正是那个时候，现在说起

来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叫“文学热”，贾平凹

回忆说，“大部分人都在读文学作品，一篇

作品可以使你一夜成名。”

坚持手写

贾平凹是中国最出名的作家之一，这也

是他名声最噪的一次。

《废都》1993年上半年出版，下半年

贾平凹一气之下躲到四川山里不出来，看看

山水、画个画，日子也过得舒服。贾平凹消

失的那段时间，流言四起，大家甚至怀疑他

不堪重压自杀了。

2003年《废都》再版，也没敢多印，

按照贾平凹的意思一切低调，甚至也没什么

宣传，他生怕重蹈覆辙。朋友喊贾平凹搓一

顿庆祝《废都》再版，他没去；因为再版媒

体找他采访，他也没应下。

直到贾平凹拿到样书，他才放下心来，

贾平凹看着新出的封面说：“粉色封面，艳

乍得很，挺好。”

为了上一本小说《山本》，贾平凹到复

旦大学参加了一系列活动，现场的读者有的

拿着第一版的《废都》神色甚至有些骄傲，

四处跟人说这是第一版。这本初版的《废都

》内页已经泛黄，但是被保存地完好，但是

又看得出被翻了多次。

《废都》写的是一个文人圈子的故事，

主人公庄之蝶是西京知名作家，他身处西京

的名利场中，贾平凹想写的就是市场经济下

文坛里的那些糟污事，免不了要写性。

在复旦活动现场，一位生命科学学院的

女生站起来问：“我觉得你们这些作家为什

么都这么油腻，写来写去都是性器官。”提

问惹来现场哄笑，贾平凹显得很委屈，“不

是我故意要写啊 ，现实就是那样的啊。以

前世道不好，上一代人压力太大，都不太顺

，就往女人身上靠。”

贾平凹似乎有点用这个回答来为往事解

释，他意思是，现实就是这样，他只是写下

来罢了。

写《废都》的时候，贾平凹承受着不小

的精神压力，甚至身体状况也受到了影响，

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县城，一天就吃两顿饭

。写完书，贾平凹托人带给编辑，是他手写

稿的复印品，厚厚的两大本。

到今天，贾平凹依旧是手写书稿，直接

把手写稿给出版社，负责的编辑再给打上电

脑里。贾平凹的字写得好玩，圆滑清晰，又

有“体”在。有人找他买字，四个字卖上万

，甚至上了新闻。

故乡

贾平凹的文学土壤在陕西，但他又发

现自己的故乡没有了。

他口中的故乡是爹妈在的地方，爹妈

没了，就不太回去了，也就不算是什么故

乡了。故乡得有人，有人的地方才是故乡

。现在贾平凹的父母都走了，但是这故乡

没有像他说的那样消失，反而愈发明显。

20岁的时候，贾平凹恨不得赶紧离开

故乡去城里，“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最有幸的事情”。贾平凹年轻的时候想

成名成家，恨不得全县人都知道他。年老

以后的贾平凹发现，自己曾经的奋斗让他

失去了故乡，他现在觉得这是一生最悲哀

的事情。

贾平凹到现在写了16部长篇小说，每

个故事都发生在陕西，他甚至为了秦岭写

了一本书，这就是他的上一本长篇小说

《山本》，贾平凹坦言说这本小说里的人

好像都有点没头没尾，动不动就死了，真

正的主人公是小说里巍然不动的故事背景

：秦岭。

贾平凹的老家其实叫商洛，从80年代

，贾平凹就不断回老家采风，一直采到曾

经的老人们都离开了人间。贾平凹一直以

商洛起点，看中国。后来离开家乡到西安

，他就站在西安的角度，再看家乡。商洛

，贾平凹一直都没绕过去。

“至今，我的胃仍然是洋芋糊汤的记忆

，我的口音仍然是秦岭南坡的腔调。”在一

次活动中，贾平凹直接表达了对家乡的感情

。他说商洛也爱他，就这么让自己写了几十

年，“素材是那么丰富，胸怀是那么宽阔”

。

贾平凹说自己商洛的一棵草木、一块石

头、一只鸟、一只兔，一个萝卜、一个红薯

，最后还俏皮了一下说自己是“是商洛制造

。”

贾平凹忘不掉商洛和陕西，陕西这片土

地也放不下贾平凹。即便贾平凹动辄就出现

在西安的各个文化场合，但是每次有贾平凹

出现的活动，依旧会被围个水泄不通。

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曾经回忆，有一

次他到西安跟贾平凹吃饭，在饭店里有人认

出了贾平凹，直接下跪，四肢贴在地面上，

表达对他的崇敬，“不要小瞧了贾平凹的影

响”。

贾平凹如今抱怨多了点，说自己忙，说

自己想退休。但是总有人问他和文学无关的

问题，怎么看《长安十二时辰》？又是怎么

看高考政策，贾平凹就含糊过去，说不知道

，说不了解。

现在的贾平凹和年轻的时候判若两人，

他好像已经知了天命。年轻的时候贾平凹觉

得自己无所不能，自己干干这个，做做那个

都不在话下，“感觉自己挺有才情一个人”

。年纪大了，贾平凹越来越觉得自己微不足

道的，而且无能为力。

唯一不知道的是，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机

会，他会不会还会选择成为一名作家。

但是现在贾平凹想做的事情还是赶

紧退休，他想象中的退休生活轻松愉快

，“很快乐，都是快乐的那种写作”。

照他自己的说法，现在他每天都很紧张

，“匆匆忙忙的活法”，自己确实不愿

意。

贾平凹：我想让贾平凹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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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近日，从英媒传来消息，英国政府

考虑针对中国学者展开安全审查，这些

限制将影响在44个领域学习或工作的学

者，包括人工智能，化学，物理和数学

等。

其实早在去年，英国《泰晤士报》

曾报道，当地时间10月1日起，英国政

府加强了对外国学生在英国大学学习科

目的安全审查。此举措会导致数百名中

国研究生被禁止在英国大学学习所谓的

“敏感学科”。

当时，英国外交部也证实了这一消

息，并回应称，英国欢迎包括中国学生

在内的所有外国学生前来学习，但“不

会接受有损我们国家安全的合作项目”

。

《泰晤士报》指出，更广泛的审查

范围将包括“先进的常规军事技术”，

如飞机和网络；还可能包括人工智能、

化学、物理、数学、计算机科学和一系

列工程课程。

ATAS网站补充，所有申请上述“敏感

学科”的非英国公民研究生必须事前获

得批准；来自欧洲经济区国家、瑞士和

特定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学生

则拥有豁免权。

《泰晤士报》和路透社均认为，英

国政府的这一举措是针对来自中国的留

学生。这些措施预计将阻止数百名中国

学生进入英国，而那些已经在英国注册

的学生，如果被认为存在风险，他们的

签证将被取消。

英国拟限制中国留学生申请44个

“敏感专业”

据《泰晤士报》报道，由于担心知

识产权被盗，成千上万的中国学者和研

究人员可能被禁止进入英国。

英国外交部、联邦和发展办公室

将为希望在与国家安全相关领域学习

或工作的海外学者和研究人员引入安

全审查。

这些限制来自对中国留学生，学者

和研究人员获取可能有益于中国的技术

和知识的日益关注。

同时，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

）已警告大学，针对英国机构的“敌对

行为者”“窃取个人数据，研究数据和

知识产权”可用于其自身的“军事，商

业和利益”。

一旦展开安全审查，一系列的限制

将影响在多达44个领域学习或工作的学

者，除了上文提到的几个专业，还有计

算机科学和一系列的工程领域。

另外，该限制还适用于在英国企业

中从事研发工作的专业人员，预计这些

措施将阻碍众多中国研究人员在英国工

作。

特别注意的是，英国政府在2月15

日发布的留学生限制政策针对的是所有

海外留学生。

未来想要申请敏感专业的留学生，

首先必须在通过安全审查后，凭借英国

特别专业计划许可证（Atas）来报考英

国大学。

什么是ATAS？

ATAS (Academic Technology Ap-

proval Scheme)是来自非欧洲经济区

(non-EEA)的留学生在报读某些学科课

程的研究生时，必须通过的一道附加的

审查。

这项名为 ATAS的审查由英国外交

部进行，申请人在得到大学入学通知书

后，可通过英国外交部网站的网上申请

表格递交申请。

申请过程免费，时间为至少20个工

作日。

除了个人资料和课程代码外，申请

人必须提交配偶、学历、雇主等资料。

ATAS 是英国反恐战略下加强对外

国留学生审查的步骤之一，所涉及的课

程都属于理工生物等学科。

ATAS 与就读院校直接挂钩，如

果申请人转换院校，必须重新申请

ATAS。

《泰晤士报》报道，有 3560名中

国公民在英国大学担任一些理工等学

科的讲师和博士后。他们将在签证续

签时接受新的审查。如果已经在英国

工作和学习的人的签证构成风险，将

被吊销。

在公司相关领域从事研发工作的人

员也将首次需要通过ATAS，申请者被

要求必须披露广泛的背景信息和拟议研

究领域的详细信息。

外交政策智囊团亨利 · 杰克逊学会

（Henry Jackson Society）的传播总监萨

姆· 阿姆斯特朗（Sam Armstrong）表示

：这项令人钦佩的大胆变化是英国的正

确回应，现在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挑战

的规模。

《泰晤士报》报道还称，智囊团

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900所中

国大学的毕业生在33所研究密集型英国

大学中攻读了研究生课程。

这些措施可能将面临一些大学的反对，

这些大学越来越依赖于中国的投资。中

国留学生是许多英国大学重要的收入来

源。2018—2019年度，英国就有7330名

中国研究生，其中大多数的学科都需要

获得ATAS。

英国政府发言人说：“我们不断评

估ATAS和其他工具。这包括确保ATAS

定位在正确的区域和正确的位置。”

英国留学跟进特朗普时代的美国

，对于中国赴英留学设置了很大的

障碍，限定了很多中国学生在英国

的专业选择和持中国公民身份在英

的研究人员的发展。从英国本国安

全的角度来看，都能够理解，然而

这一操作的实际结果却是学术和留

学的闭关锁国。

我们没法去改变英国的政策，但是

可以考虑如何打破这项限制！

从其具体的规定来看，所有申请上

述“敏感学科”的非英国公民研究生必

须事前获得批准；而来自欧洲经济区国

家、瑞士和特定国家（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和新加

坡）的学生则拥有豁免权。

因此对于很多中国留学生来说，获

取英国公民身份或者拥有豁免权的国际

公民身份，才能够突破这一限制。

如果觉得获取这些国家身份比较艰

难的话！选择爱尔兰移民进而获得爱尔

兰护照可能是一个非常优先的选择。

英国效仿美国？
44个专业被限制留学

如何才能突围

近年来，许多大国移民政策不断收

紧，一些热门国家的申请排期也十分之

长，加上疫情导致的边境封闭，许多国

家根本无从登录去办理身份。

于是，国内很多投资人另辟蹊径，

看准了以第三国跳板的方式曲线奔赴英

美大国，而土耳其作为跳板英美大国中

的佼佼者，其甚至还可以做到线上全程

无接触办理，完全满足了疫情时代对于

零接触的安全需求。

土耳其身份——E-2签证赴美

众所周知，EB-5这种移民签证不仅

有配额限制，申请人也多，配额少，就

导致积压案件多，排期超长。有机构预

计，中国大陆EB-5的排期进展缓慢，甚

至需要等待10年以上。

但美国其实还有一种允许外国人在

美国永久无期限地开公司工作的投资签

证，叫“E-2条约投资签证”。

E-2签证是发放给与美国有商业和

航海条约的国家国籍商人，在美国投资

或开办企业的一种长期、可续签的非移

民类工作签证，其通过为美国经济注入

资金，创造就业机会，并保障其正常盈

利，即可快速携配偶和21周岁以下子女

登陆美国长期居住、工作、学习。

美国政府不会像对绿卡持有人一样

对E-2签证持有人的全球收入征税，并

且对持有人没有居住要求，被称为不是

绿卡“胜似”绿卡的签证。

并且E-2不是移民签证，所以不受

配额限制，仅需4~6个月，申请人及其

家庭成员就可以前往美国经商、工作、

生活和学习。

根据2008年~2018年这十年间的数

据统计，通过EB-5获得绿卡的人数大约

是 7 万，而同期获得 E-2 签证的则是

EB-5的5倍，高达35万余人。

如何才能申请美国E-2签证？

首先，你要有一个E-2签证合约国

的身份

土耳其作为美国E-2签证签约国，

拥有土耳其身份即可申请美国E2签证

，实现快速赴美。E2签证可以无限次延

期，申请人全家能够自由进出美国，自

由居住，享有与美国公民同等的社会福

利，合法就业创业，无全球征税烦恼，

子女享受免费公立教育。

土耳其身份申请的美国E2签证有

效期为5年，而且据美国官方数据显示

，土耳其身份成功申请美国E类签证的

人数呈良好发展趋势，2016年为687人

，2017年为 629人，2018年为 598人，

2019年617人，2020年受疫情影响成功

获批人数为227人。

土耳其身份——通往英国跳板

土耳其国籍便于申请英国身份是有

历史渊源和法律依据的。根据1963年土

耳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的安卡拉协

议(TheAnkaraAgreement)，英国将为土耳

其公民提供合法的居留入口。

2018年7月6日，英国修订了移民法

，规定土耳其身份的人可以到英国工作

或者做生意，持有特定签证并且在英国

居住满5年之后就可以申请英国永居。

这就是土耳其身份现在可以申请英

国永居的法律渊源。

高性价比，无需登陆

综上所述，土耳其护照含金量真的

不容小觑。并且申请土耳其身份的材料

及其简单，无相关背景要求，申请阶段

可以更改姓名，而最终不显示曾用名。

最重要的是，办理土耳其身份全程

无需登陆，线上极速办理，4-6个月即

可获得身份，完全满足了后疫情时代下

，投资人对于安全、高效办理方式的需

求。此外，还有居住、语言要求等要求

。可谓一举多得。

土耳其有身份优势

● 材料简单，无需登陆，4-6个月获得

身份；

● 美国跳板，可申请E2签证；

● 英国跳板，满足条件可申请英国永

居；

● 高性价比医疗，费用低效果好

● 出行自由，免签全球127个国家和地

区；

● 普及免费义务阶段教育，教育设施

完备；

● 性价比高，购买25万美元以上房产

。

想要曲线赴英美？土耳其身份助你一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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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在于唤醒而不是塑造

；知识绝非他人所能传授，而是学生

在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自我领悟

的… …

越来越多的孩子不快乐

越来越多的孩子从教育中不能享

受到快乐，不快乐的时间一再提前。

现在的学校似乎只提供一张毕业

证书，越来越难以使人感受到精神的

愉悦和心灵的平和。学生反社会的行

为越来越严重。

教育的价值在于唤醒每一个孩子

心中的潜能，帮助他们找到隐藏在体

内的特殊使命和注定要做的那件事。

说到中美教育的差异，一个看起

来是悖论的现象，却特别引起我的浓

厚兴趣：

一方面，中国学生普遍被认为基

础扎实，勤奋刻苦，学习能力——特

别在数学、统计等学科领域——超乎

寻常，在国际大赛中屡屡摘取桂冠，

将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生远远甩在后面

。

另一方面，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

术舞台上的整体地位不高，能够影响

世界和人类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陈

，至今也只有一位本土科学家获得了

诺贝尔科学奖，这是一个令人尴尬而

又痛心的老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

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与此类似的另一个现象，看起来

也是悖论：一方面，美国基础教育质

量在世界上被公认为竞争力不强，就

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中国、

印度——相比，美国学生在阅读、数

学和基础科学领域的能力和水平较差

，在各种测试中的成绩常常低于平均

值；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

独步全球，美国科学家的创新成果层

出不穷，始终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

的前沿。

中美教育的“悖论”

在通常情况下，就整体而言，优

秀学生的基数越大，未来从中涌现出

优秀学者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

然而，当下中国教育正在验证我

们的担忧：优秀的学生和未来优秀学

者之间的相关性似乎并不显著。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就不禁

要问：我们的教育是有效的吗？这也

促使我们反思：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

教育？

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帮助

人们实现了教育的目的。

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我们——

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已经

渐渐忘记了教育的目的。

恢复高考以来的三十多年里，我

们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来越快

，也越来越累，却很少停下来问一问

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奔跑？

教育似乎正在变成我们日常生活

中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教师上

课是为了谋生；学生上学在义务教育

阶段是国家规定，在非义务教育阶段

是为了通过上一级的考试；校长看上

去像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等等。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教育的有

效性正在慢慢消失。

教育的实质不仅包含知识训练，

还涉及社会和人生的伦理学训练。

古代中国的教育固然有其功利化

的一面，但也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学

生们通过反复阅读经典的经书来完善

自己的道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务，

进而服务于国家和天下苍生。

科举制废除之后，基于政治经济

文化的颠覆性变革，中国教育走上了

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由此形成了一整

套语言、学制和评估体系。

这一源于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教育

体系尤其强调功利性，即认为教育只

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存在的：读书

是为了救国；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工

具等等。

到了当代，教育更加呈现出相当

显著的工具性特征：学生们希望通过

教育获得一些“有用

”的技能，使他们能

够通过竞争激烈的考

试，增强他们在就业

市场上的竞争力，进

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

位和物质财富。

如果教育不能让

他们实现这些功利目

标，他们便会毫不犹

豫地抛弃教育——这

就是为什么近年来

“读书无用论”渐渐

开始抬头的思想根源

。

教育需要“不实用主

义”

反观美国，其教育也有功利性的

一面，但其功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

是附着于公民教育背后的产物。

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越强调教

育对人本身的完善。即使是公立教育

机构，也依然把提高本州人民素质作

为最根本的教育目标。

因此，实用主义哲学最为盛行的

美国，在教育领域却非常地“不实用

主义”：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教给

学生的越是些“无用”的东西，如历

史、哲学，等等；越是优秀的学生，

越愿意学这些“无用”之学。

实际上，美国学生之所以基础差

，和美国中小学的教学方式有直接关

系。

美国教育界深受古希腊苏格拉底

“产婆术”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教

育是一个“接生”的过程，教师就是

“接生婆”，人们之所以接受教育是

为了寻找“原我”以不断完善自身。

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唤醒

而不是塑造；知识绝非他人所能传授

，而是学生在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逐

渐自我领悟的。

所以，在美国课堂里——无论是

大学、中学还是小学——教师很少给

学生讲解知识点，而是不断提出各种

各样的问题，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

。

学生的阅读、思考和写作的量很

大，但很少被要求去背诵什么东西。

美国学校教育是一个观察、发现

、思考、辩论、体验和领悟的过程，

学生在此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寻找资料

、得出结论的技巧和知识。

虽然他们学习的内容可能不够深

不够难也不够广，但只要是学生自己

领悟的知识点，不仅终身难以忘记，

而且往往能够举一反三。

与此相反，中国学校教育深受孔

子“学而时习之”思想的影响，老师

把知识点一遍又一遍地硬塞给学生，

要求学生通过不断地复习背诵，使之

成为终身不忘的记忆。

这种教学方式对于传统的人文经

典教育或许是有效的，但对于现代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而言，其弊端是显

而易见的：

学生的基础知识普遍比较扎实，

但也因此束缚了思想和思维，丧失了

培养创新意识的机会；更重要的是，

死记硬背、繁重异常的基础教育，令

中国学生普遍地厌学、不喜欢思考、

动手能力差。

根源在于“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即自由教育，是对心

灵的自由滋养，其核心是——自由的

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自

由地发挥个人潜质，自由地选择学习

方向，不为功利所累，为生命的成长

确定方向，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

出贡献。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会把

完成通识教育作为学生获得学会的一

个必要条件。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

理查德· 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

说：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

，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

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因为

，他认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不是

耶鲁大学教育的任务，而是学生们根

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

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

简单来说，通识教育不强调专业

本身，而是着重培养人在思维，艺术

，历史，哲学等方面有所进步。

中国教育侧重于专业技能的养成

，而美国教育则相反，他不培训专业

技能人才，却因此造就了数量庞大的

诺贝尔获奖者，推动世界的发展。

耶鲁教授：中美教育是“差别”
，还是“差距”？

谈及教育，很多人都会对美国教

育赞不绝口。美国历史只有几百年

，而历史源远流长的中国教育却

“技不如人”，中美教育究竟“差

”在哪儿，和威久留学小编来看看

吧!

我们的教育方式并不是被美国教

育绝对的碾压，只是基于国情现状

和公众认知，我们和美国的教育之

间确实还存在一些差距。

本身从公共教育 GDP 上来看，

我们常年维持的 4%就决定了教育资

源的稀缺与大人口基数的不匹配;

同时美国是强调人人平等自由的

社会情况，我国目前还处于等级划

分、贫富差距较为明显的阶段，教

育作为打开上升通道的唯一途径，

让功利性和目的性变得更加强烈。

清华学生的苦恼

曾经，在一档网络脱口秀节目中

，一名看起来极优秀的清华学生向

高晓松吐露自己正在为找什么样的

工作而烦恼(说句实话高晓松这个人

小编真不太喜欢)。

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生的高晓松当

时就怒了：“一个名校生走到这里

来，一没有胸怀天下，二没有改造

国家的欲望，反而问我们该找什么

工作，你觉得你愧不愧对清华十多

年的教育?”

他的话看似说的对，但其实也不

对，中国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但结

果却把锅给了清华……

清华又说了，我为啥接这个锅，

老夫不接!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提

出了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

概念，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描述：

“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

而且是精心设计。他们高智商，世

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

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们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

，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

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

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

标。"

这种精致的利己

主义者并不仅仅存在

于中国，美国也同样

存在。

毕业于哥伦比亚

大学、任教于耶鲁大

学的英文教授威廉·

德雷谢维奇曾在2014

年出版《优秀的绵羊

》 (《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

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

一书。

书中写到：“上

常青藤的人，熟悉的是一套适合在

那成功的套路。他们一路学习成绩

拿A，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彰显自己

的‘领导力’，或扩大‘社交网络

’，忙得团团转，但是没有发自内

心的参与。此前的申请阶段，也按

这种方法预备。他们参与各种课外

活动，蜻蜓点水地做‘义工’。按

照名校的要求逐项打勾完成，好比

是在完成某个游戏。”

其实，当我们谈到教育的时候，

不应该只是培养那些浮与表面的

“好好学习才能有好工作”的精致

的利己主义者。

教育于我们，首先是对自己，其

次是对家庭、对国家甚至世界的责

任。我们需要的不是“乖乖听话”

的人，而是敢于创新，敢于对自己

人生和国家以及世界负责的人。

但是显然，在这方面，我们还需

要努力。这也就为什么我们最牛的

大学还是和美国哈佛这样的大学存

在很大的差距……

中美教育究竟“差”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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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过节”一出本地搜索激增

由于全国各地相继下发“就地过年”倡议，

不少消费者取消了跨地域旅游过节，选择就地过

年。

在“就地过年”效应影响下，春节旅行市场

发生显著变化，与往年相比今年春节出游以本地

游客为主，“宅酒店过年”的趋势更为明显。同

程旅行大数据显示，近十日，随着各地发出“春

节期间非必要不返乡”的倡议，同程旅行平台上

本地旅游产品的相关搜索量增长近八成，周边游

酒店+景区组合套餐的搜索量增长近六成。携程

数据也指出超八成用户倾向本地出行。

据多家旅行社显示，自卫健委公布春节返乡

政策后，当地游迎来咨询、预订高峰。驴妈妈平

台数据显示，牛年春节当地游、周边游产品日搜

索量环比增长最高达137%。上海、苏州、无锡、

杭州、广州、成都、南京、重庆、常州、厦门位

居热门目的地前十。

至于在马蜂窝平台上，其旅游大数据显示，

春节假期旅游热度最高的国内目的地分别为：三

亚、广州、长沙、上海、重庆、西安、南京、杭

州、哈尔滨和北京。今年1月以来，各主要城市

的周边游和深度玩法均受到年轻游客关注，关键

词“周边游”的旅游搜索热度上涨71%。

21世纪经济报道注意到，今年春节热门旅游

目的地较往年有了明显的不同，三亚、昆明、丽

江、桂林、西安、珠海、西双版纳、北海等往年

常驻国内春节热门目的地榜单前十的城市，跌出

了不少旅游平台的热门榜单。反而往年会空城的

几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江浙多

地，今年春节异常热闹了。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上海、湖州、广州、成

都、重庆、武汉、贵阳、宁波、长沙、郑州本地

访问量上涨。其中，上海本地访问量增幅约为

61%，湖州本地访问量增幅约为55%，成都和重

庆的本地访问量也增加了4成。

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上海、三亚、广州、

北京、重庆、苏州、杭州、宁波、深圳、南京为

今年春节期间酒店预订量前十城市，基本集中在

一线、新一线或休闲度假型城市，本地客源贡献

了绝大部分订单。

马蜂窝旅游大数据研究中心负责人马禹涛介

绍，随着春节临近，留在当地过年的年轻游客

开始计划春节期间的本地出游，众多一线和新

一线城市的周边自驾、一日游等本地玩法受到

游客关注。各类博物馆等文化类景点和桐庐、

古北水镇等城市周边的乡村游景点也将成为春

节出游热点。

“宅酒店过年”追美食

相比往年，今年春节当地游、省内度假，有

哪些新趋势呢？驴妈妈旅游网CEO邹庆龄表示，

春节预订中游客尤其关注“安全”、“年味”、

“品质”等内容；3天2晚或4天3晚的酒景套餐

、小型跟团游套餐预订人气大幅超过预期；“酒

店+”打包产品也受欢迎，如度假酒店+下午茶、

酒店+滑雪票+晚餐、酒店+儿童乐园/博物馆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春节不少人不再选

择以走亲访友的方式度过年，而是带着孩子、家

人一起“宅酒店过年”。和家人吃个团圆年夜饭

，和爱人过个浪漫情人节，带着孩子共同“撒欢

”，这也让“酒店+年夜饭”、“酒店+景点”、

“酒店+大型游乐场”等“酒店+”玩法和产品热

度不断上升，适合全家出游的家庭房、亲子房、

温泉房等，相比往年出现较快增长。

携程数据显示，截止目前，春节酒店订单量

中，高星酒店占比约为66.8%。上海、三亚、北

京、广州、苏州、杭州、南京、大理、深圳、重

庆为今年春节期间全国酒店预订量前十城市。上

海金茂君悦大酒店、上海南郊宾馆、上海东方佘

山索菲特大酒店、三亚· 亚特兰蒂斯、上海浦东

嘉里大酒店深受用户喜欢。听音乐，泡温泉，和

孩子在酒店乐园嬉戏，也能享受过年的欢乐。

对于选择留在“奋斗城市”的年轻人而言，

更倾向于和三两好友一起“开房”，通过在酒店

“开黑”、“追剧”、“打牌”等娱乐方式度过

春节假期，电竞房、影音房、棋牌房和轰趴房等

主题酒店持续升温。

小马今年准备留在北京过年，在他看来，春

节期间，出门娱乐机会小，独自宅家又无聊，所

以他和“留京过年”的朋友一起预定了电竞酒店

，一起“开黑”过大年。“电竞酒店不仅环境、

卫生条件好，而且不用担心打扰室友，费用AA

的话也不高。”小马解释道。

即使原地过年，也不能阻挡好吃嘴对美食的

追求。来自携程美食林1月4日—1月17日的数据

显示，春节前夕美食搜索量出现上涨，预计越临

近春节，上涨幅度会越明显，一般到大年二十四

前后为涨幅峰值。在美食热搜中，本地热搜美食

占比超50%。

数据显示，重庆、上海、成都、北京、广州

为本地热搜美食热门城市Top5。其中，重庆本地

美食搜索上涨约30%，上海则上涨15%左右。从

携程数据中可看出，自助餐、火锅、海鲜、烤肉

、羊肉等美食品类最受大家欢迎。

迎合这类对美食有追求的本地客群，各大酒

店集团行动起来了。

洲际集团旗下各地酒店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

年夜饭外卖服务。福州世茂洲际酒店的“年夜饭

到家”活动可根据宾客需求提供4-6人餐及8-10

人餐，真空包装，到家加热

即食。西安经开洲际酒店推

出“星厨到家”外卖家宴、

公司小型宴会套餐，酒店厨

师均接受核酸检测，所有酒

店食材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

，前往预约人的私人厨房烹

饪一份洲际美味。泉州泰禾

洲际酒店则推出多种线上主

厨烹饪课程，包括自制点心

、家常菜等，配合销售盆菜

等年货礼盒、半成品礼盒，

并附上烹饪方法，让自己的

客人在家也能轻松烹饪出美

味菜肴。

政府OTA联手把人留
下

为挽留务工人员在当地过年，创造更好的过

节体验，今年全国多地政府、企业、酒店等，也

纷纷推出多重利好诚意及丰富多彩的活动。如上

海市推出了“2021网上年货节”，包括旅游产品

在内均能享受相关优惠。

浙江嘉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为了让外地人员

开心“留嘉过年”，组织南湖、西塘等景区，推

出一系列迎新春特惠活动；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整合双龙风景区、牛头山国家森林公园等10家

景区，推出春节“留金”过年专享优惠，并携手

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浙江婺剧团），安排了46

场婺剧专场演出，邀请百姓免费看大戏；台州市

政府开展了“我在台州过大年”主题系列活动，

向外来员工送上旅游门票等节日“礼包”。与此

同时，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借助浙江旅游综合服

务平台“浙里好玩”，开展了“浙里过大年”线

上活动，推出多款“留浙过年”旅游产品套餐，

并发放了价值1000万元的优惠红包。

携程门票玩乐在今年的春节活动中主打本地

游，针对本地景区门票产品，通过大额补贴、大

牌贺岁、爆款直降等优惠，鼓励消费者探索发掘

本地之美。同时联合全国各地分会场，进行本地

游政策整合宣发，为亲子、家庭、情侣、学生等

全客群提供更多本地出游的场景和选择。日前，

携程门票在微博发起#不论在哪陪你过年#春节假

期本地游倡导，已有东方明珠、欢乐谷、横店影

视城、海昌海洋公园等100余家国内景区响应。

在上海，携程门票联合上海各大热门景区，

推出“一日一大牌早鸟福利站”，为上海过年的

居民提供“0元秒杀”、限时早鸟特惠、上海必

玩榜单等提前预订福利；此外针对家庭游、亲子

游人群，推出“在一起，过沪年”活动，携程与

上海各大景区联手专门推出家庭票、春节特惠联

票、情人节双人套餐等产品，为家庭游客提供丰

富的本地过年旅游选择。除了上海，国内其他省

市也将有本地游优惠活动陆续上线。

同程旅行也积极响应政府“就地过年”倡议

，推出了“就地过年周边游”专题活动，并送出

0.88元限时秒杀和亿元红包雨等多种福利，引导

、鼓励人们留在所奋斗的城市。

“就地过年确实需要做好服务保障，需

要提供更多的、更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相

关活动，让就地过年的群众无论在哪儿都能

感受到家的感觉，都能过一个好年，”赵辰

昕也表示，为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更好满

足就地过年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通知》

上已经明确提出，要增加网络、电视、广播

等文化体育节目供应，鼓励提供免费流量，

网络视频 APP 限时免费电影放映等线上服务

，在做好疫情防控和限量、预约、错峰的前

提下，要保障公共空间开放时间和旅游产品

供给等赵辰昕透露，春节期间还会有多部优

质电影上映，并会积极组织云剧场、艺术直

播，鼓励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等公共文

化场馆开展线上服务，同时鼓励各地结合实

际，提供乡村游、周边游等丰富的旅游产品

和假日休闲活动，要开放公园、体育场等户

外活动空间，更好满足就地旅游休闲需求。

不过，各地却因疫情防控实际收紧了景区旅

游和演出。据记者搜索多地景区官网，国内不少

景区景点近期纷纷宣布临时关闭，其中不乏热门

景点，比如泸沽湖、嵩山少林寺、上海城隍庙道

观、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等，有些则是景区没关闭

，但是里面重要的演出临时暂停了。如平遥古城

《又见平遥》演出、丽江古城的暂停纳西人家婚

俗展演、接风楼艺人协会巡演、四方街打跳、和

美大研系列文化活动等。

大文旅 春节旅游市场迎巨变
2021牛年春节即将到来，外出、返乡人

员增多，聚集性活动频繁，疫情传播风险进

一步升高，疫情防控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在此背景下，1月27日，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倡春节假期非必

要不流动，就地过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

长、新闻发言人赵辰昕指出，在国家有倡议

、防控有需要、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我

们选择就地过年，这是对疫情防控最大的一

种支持，选择这种方式，也是共同度过一个

更有意义的春节。”

“就地过年”由此成为2021年新热词，

也给春节旅游市场带来一系列的变化。今年春

节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短周期、近距离、慢节

奏的出游方式，“宅酒店过年”的趋势更为明

显，适合全家出游的家庭房、亲子房等备受青

睐，受年轻人喜爱的电竞房、影音房等主题酒

店持续升温，美食搜索也激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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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年之始壹年之始，，萬象更新萬象更新。。欣逢農曆辛醜年新春欣逢農曆辛醜年新春
，，本會舉辦壹系列春節活動本會舉辦壹系列春節活動，，包括除夕晚上的包括除夕晚上的
““誦持藥師經和叩鐘誦持藥師經和叩鐘”，”，正月初壹的正月初壹的””佛前大供佛前大供
”，”，和初三的和初三的””新春贈送福慧便當及吉祥紅包新春贈送福慧便當及吉祥紅包””
。。

由於美國疫情嚴重由於美國疫情嚴重，，無法舉辦聚衆的法會活無法舉辦聚衆的法會活
動動，，除夕晚和初壹的法會除夕晚和初壹的法會，，用視頻直播用視頻直播。。

22月月1111日除夕晚上十壹點半日除夕晚上十壹點半，，宏意師父帶領宏意師父帶領
常住法師在本寺大雄寶虔誦常住法師在本寺大雄寶虔誦““藥師如來本願功德藥師如來本願功德
經經”，””，”藥師偈藥師偈””和藥師佛聖號和藥師佛聖號，，為與會大衆眷為與會大衆眷
屬祈求消災延壽屬祈求消災延壽，，新春吉祥如意新春吉祥如意。。到子夜時分到子夜時分，，
在虔誦在虔誦””叩鐘偈叩鐘偈””後後，，便叩鐘便叩鐘，，打鼓迎春打鼓迎春，，

正式進入牛年後正式進入牛年後，，宏意師父祝福大家身體健宏意師父祝福大家身體健
康康，，平安吉祥平安吉祥，，法喜充滿法喜充滿，，增福增慧增福增慧。。師父與大師父與大
衆分享三句話衆分享三句話:: 希望我們藉著這三句話在日常生活希望我們藉著這三句話在日常生活
中好好照顧自己中好好照顧自己，，同時發心好好照顧身邊的親友同時發心好好照顧身邊的親友
大衆大衆。。

一一 發菩提心發菩提心，，駕大白牛車駕大白牛車，，自度度人自度度人。。
大白牛車是佛教的專有名辭大白牛車是佛教的專有名辭，《，《法華經法華經》》裏裏

用大白牛車譬喻車子很大用大白牛車譬喻車子很大。。佛教裏有三種修行人佛教裏有三種修行人
，，聲聞聲聞，，緣覺兩種修行人著重自度緣覺兩種修行人著重自度，，自己的解脫自己的解脫
，，所以經裏面說他們的車子是羊車所以經裏面說他們的車子是羊車，，鹿車鹿車。。羊車羊車
，，鹿車力量不大鹿車力量不大，，只能載自己壹個人只能載自己壹個人，，所以叫小所以叫小
乘乘。。佛經裏面說我們行菩薩道的人佛經裏面說我們行菩薩道的人，，要修大乘法要修大乘法
。。乘是車的意思乘是車的意思。。經裏用牛車來譬喻經裏用牛車來譬喻。。從這譬喻從這譬喻
，，我們要學習怎麼樣發菩提心我們要學習怎麼樣發菩提心，，自己駕大白牛車自己駕大白牛車
，，自己度自己自己度自己，，同時也能度別的人同時也能度別的人。。所以在新的所以在新的
壹年裏壹年裏，，我們希望自己能安樂幸福我們希望自己能安樂幸福，，同時要發心同時要發心
，，也要祝福週圍的大衆安樂幸福也要祝福週圍的大衆安樂幸福。。佛教的大乘小佛教的大乘小
乘是根據發心來說的乘是根據發心來說的。。泰國泰國，，緬甸也有很多出家緬甸也有很多出家
在家大德行菩薩道在家大德行菩薩道，，關懷社會關懷社會，，蓋學校蓋學校，，建醫院建醫院
，，照顧大衆照顧大衆。。我們行菩薩道的人壹定要發慈悲心我們行菩薩道的人壹定要發慈悲心::
無緣大慈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同體大悲。。無緣大慈是說我們的慈心無緣大慈是說我們的慈心

，，不用任何的條件不用任何的條件，，自然發露自然發露，，不受時空的限不受時空的限
制制，，對象不分恩寃對象不分恩寃，，認識不認識都用慈心對待認識不認識都用慈心對待
。。同體大悲是把大衆看成是跟我壹樣同體大悲是把大衆看成是跟我壹樣，，是壹體是壹體

的的。。我們應在疫情期間讓這大悲心俱足我們應在疫情期間讓這大悲心俱足，，增長增長，，
我們經過了壹年的疫情我們經過了壹年的疫情，，深深體會到人與人之間深深體會到人與人之間
是不可分割的是不可分割的，，我們互相依靠我們互相依靠，，互相影響互相影響。。要結要結
束疫情束疫情，，不是自己不受感染便可不是自己不受感染便可，，必須要整個社必須要整個社
會會，，國家國家，，以致整個世界不受感染以致整個世界不受感染。。因此我們應因此我們應
該發壹個心該發壹個心，，希望人人都好希望人人都好，，人人都健康人人都健康，，幸福幸福
。。發心的時候發心的時候，，要駕大白牛車要駕大白牛車，，不是駕羊車鹿車不是駕羊車鹿車
，，照顧自己的同時照顧自己的同時，，也要照顧大衆也要照顧大衆，，把大家壹起把大家壹起
度向彼岸度向彼岸。。我們應該響應政府的號召我們應該響應政府的號召,, 註射疫苗註射疫苗，，
讓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抗體讓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抗體，，全體免疫全體免疫。。

二二 腳踏實地腳踏實地，，努力耕耘努力耕耘，，修福修慧修福修慧
學習牛耕田學習牛耕田，，把福德和智慧的因種種下去把福德和智慧的因種種下去，，

修福修慧修福修慧。。修福是廣結善緣修福是廣結善緣，，修慧就是明辨因果修慧就是明辨因果
是非是非，，了解善惡了解善惡。。我們要深信因果我們要深信因果，，知道種瓜得知道種瓜得
瓜瓜，，種豆得豆種豆得豆。。行善時無需顧慮別人知道與否行善時無需顧慮別人知道與否，，
當我們默默行善時當我們默默行善時，，因果會有記錄因果會有記錄。。因果絲毫不因果絲毫不
爽爽，，行善自然會變成我們的善業行善自然會變成我們的善業，，同樣同樣，，因果也因果也
有記錄我們做的不善有記錄我們做的不善。。跟據這個思維跟據這個思維，，我們應該我們應該
想辦法在日常生活中把人生充份利用想辦法在日常生活中把人生充份利用，，珍惜光陰珍惜光陰
，，珍惜機會珍惜機會，，該做能做盡量做該做能做盡量做，，把握因緣莫空過把握因緣莫空過
。。例如菩提中心每年春季所辦的敦親睦鄰活動便例如菩提中心每年春季所辦的敦親睦鄰活動便
是壹個好例子是壹個好例子，，我們要與當地的居民和鄰居廣結我們要與當地的居民和鄰居廣結
善緣善緣，，邀請他們來了解菩提中心邀請他們來了解菩提中心，，保持壹種友誼保持壹種友誼
和溝通和溝通。。因為過去十六年來從不間斷因為過去十六年來從不間斷，，這次疫情這次疫情
發生之後發生之後，，美國暴起種族衝突的時候美國暴起種族衝突的時候，，大家在當大家在當
地這個保守的小郡都比較安心地這個保守的小郡都比較安心。。雖然該郡居民非雖然該郡居民非
常保守常保守，，但法無定法但法無定法，，壹切都會改變壹切都會改變，，菩薩畏因菩薩畏因
，，衆生畏果衆生畏果，，行菩薩道的人常常在因上用功夫行菩薩道的人常常在因上用功夫。。

三三 在牛年裏在牛年裏，，依據正道依據正道，，直直向前直直向前，，不離正不離正
念念

宏意師父小時候在緬甸居住宏意師父小時候在緬甸居住，，因祖父出家因祖父出家，，
建了壹座觀音寺建了壹座觀音寺，，要去小村裏參加觀音寺的開光要去小村裏參加觀音寺的開光

，，落成儀式落成儀式，，有機會坐牛車到另壹鎮去有機會坐牛車到另壹鎮去。。車上有車上有
壹大男孩建議大家壹路上可以睡覺壹大男孩建議大家壹路上可以睡覺，，當時年小的當時年小的
師父非常懷疑師父非常懷疑，，生怕牛會走錯路生怕牛會走錯路，，認不得方向認不得方向。。
但出乎意料之外但出乎意料之外，，大家壹睡醒來時大家壹睡醒來時，，發現已經順發現已經順
利到達目的地利到達目的地。。原來牛熟悉了軌道之後原來牛熟悉了軌道之後，，便會沿便會沿
著軌道走著軌道走，，這是師父小時候的經驗這是師父小時候的經驗。。換言之換言之，，依依
據正道據正道，，就是依據佛教的八正道就是依據佛教的八正道，，八正道就是路八正道就是路
軌軌，，從八正道從八正道，，我們應想辦法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們應想辦法在日常生活之中，，
照顧我們身口意三業照顧我們身口意三業。。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思想，，要有正知正要有正知正
見見。。語言要講正語語言要講正語，，慈悲語慈悲語，，誠實語誠實語，，我們身上我們身上
的行為的行為，，要培養正業要培養正業，，正命正命，，根據正業正命來生根據正業正命來生
活活。。如果我們每壹個人都能把三業照顧到正確如果我們每壹個人都能把三業照顧到正確，，
沒有過失沒有過失，，就成功了就成功了。。依佛教來說依佛教來說，，照顧三業的照顧三業的
時候時候，，壹定要有正念壹定要有正念，，如果沒有正念如果沒有正念，，我們實踐我們實踐

沒有辦法落實沒有辦法落實。。沒有辦法將道理用在曰常生活之沒有辦法將道理用在曰常生活之
中中。。正念如車子的鑰匙正念如車子的鑰匙，，車子再貴再好車子再貴再好，，若沒有若沒有
鑰匙點火鑰匙點火，，車子開不了車子開不了。。如果大家沒有聽過八正如果大家沒有聽過八正
道道，，或記不得它的內容或記不得它的內容，，師父贈送大家三個字師父贈送大家三個字，，
可使我們依循正道可使我們依循正道，，身心安樂身心安樂，，身心安定身心安定。。這便這便
是是:: 停停，，靜靜，，轉轉。。人生在世人生在世，，不怕有煩惱不怕有煩惱，，怕的是怕的是
有煩惱時停不下來有煩惱時停不下來，，跟著煩惱跑跟著煩惱跑。。所以第壹個功所以第壹個功
夫要停夫要停。。第二個功夫要平靜第二個功夫要平靜，，安靜安靜。。不思善不思善，，不不
思惡思惡，，暫時放下壹切暫時放下壹切，，回到自己的呼吸上回到自己的呼吸上，，隨心隨心
唸佛唸佛，，或數息或數息，，或深呼吸或深呼吸，，把心情放平靜把心情放平靜。。等到等到
內心平靜的時候內心平靜的時候，，便要轉便要轉:: 轉念轉念。。用正面轉負面用正面轉負面，，
用慈悲心轉憤怒用慈悲心轉憤怒，，用包容心轉計較用包容心轉計較，，用放下轉執用放下轉執
著著。。轉念可使我們走向康壯大道轉念可使我們走向康壯大道，，壹定可消除煩壹定可消除煩
惱惱，，保持喜樂保持喜樂。。

德州佛教會新春活動報告德州佛教會新春活動報告 :: 除夕叩鐘除夕叩鐘
新春贈送福慧便當及吉祥紅包新春贈送福慧便當及吉祥紅包 ((一一))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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