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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7/3/2021

（中央社）美國2019冠狀病毒
疾病疫情趨緩，就業市場隨景氣回
溫迅速復甦。勞工部今天公布，6
月非農業就業人口增加85萬人，優
於市場預期，且創下去年 8 月以來
最猛就業成長。

不過，隨著投入勞動力的民眾
略增，美國失業率從 5 月的 5.8%微
升至5.9%，高於市場預期的5.6%。

美國一年多前陷入2019冠狀病
毒疾病（COVID-19）危機，經濟
活動大規模停擺，去年 4 月失業率
衝上破紀錄的 14.8%，此後逐步下

滑。即使勞動市場加快復甦，最新
失業率離去年 2 月疫情爆發前的半
世紀低點3.5%仍有一段差距。

更多民眾接種2019冠狀病毒疾
病疫苗，全美各地防疫限制鬆綁或
完全解除，疫情期間加碼失業給付
截止，都促使業者增聘人手、失業
已久的民眾重新謀職，使得 6 月新
增就業人口高於5月的58.3萬人及4
月的26.9萬人。

美國勞工部昨天公布，上週全
美36.4萬人初次申請失業給付，較
前一週減少5.1萬人。這份數據近幾

週屢創疫情爆發以來新低，令人更
加看好就業市場復甦前景。

即使如此，美國就業市場離完
全復甦仍遠。根據勞工部數據，6
月非農業就業人口仍較疫情爆發前
短少 680 萬人；疫情期間放棄工作
、退出勞動力的民眾未完全回歸，6
月勞動參與率保持 61.6%，比疫情
爆發前低1.7個百分點。

這場疾病大流行一度導致美國
逾2200萬人失業，歷經一年多來艱
困復甦，美國國會預算處（CBO）
預期明年中前可找回疫情期間流失

的所有就業人口。
這段期間，餐旅業在經濟重啟

下受惠甚深，餐廳、酒吧、旅館等
營業場所重現人潮。這些產業 6 月
就業人口激增34.3萬人，但仍較疫
情爆發前水準少220萬人。

美國經濟復甦刺激徵才需求，
但就業市場近期呈現職缺激增、實
際聘用偏少的現象，反映疫情期間
民眾積極跳槽，業者難以找到適合
的員工。企業為此提高薪資吸引人
才上門，根據勞工部統計，6 月平
均時薪較去年同期提升3.6%。

美美66月就業增加月就業增加 近一年來最猛成長近一年來最猛成長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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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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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ere was a big crowd at the town hall
meeting sponsored by City Councilwoman
Tiffany Thomas yesterday when we all met
the new Houston Police Chief Troy Finner.

Becoming the chief of police in the fourth

largest city in the nation is not easy job.
Houston’s murder rate is skyrocketing to
over five hundred by end of this year.

Houston is located in Harris County and the
population from Latinos, Africans and Asians
has almost reached a majority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economy was
down until now. Many Californians are now
moving to Texas, especially to Houston,
Dallas and Austin.

In the town hall meeting, many residents
complained about the crime in the southwest
area, especially the criminals that are
targeting Asian women. People also worry
about the open carry gun issue that goes into
effect after September 1 of this year.

Chief Finner answered all the questions and
promised that his team will work more closely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Chief Finner is a native Houstonian and has
worked for the Houston Police Department for
31 years. His experience and community
connections will make his working together
with local groups much easier.

Because of the nationwide anti-police
violence atmosphere, it makes all the police
chiefs’ jobs very difficult.

Houston is such a diverse city. In the different
ethnic communities, the police need to treat
all the citizens very equally. We a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on the many issues facing our
city. Otherwise, a growth in the crime rate will
become a serious challenge for the new
police chief.

We welcome our new Chief to serve our
community.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District
is ready to cooperate with our new leader.

0707//0202//20212021

Welcome To The NewWelcome To The New
Houston Police Chief FinnerHouston Police Chief Finner

參加了週三下午的休斯敦西南及國際區
之市民大會，有幸和新上任的市警察局局長
菲尼見到面， 他在大會上和市民們交換了
肺腑之言。

這個全美第四大城市，經過了新冠病毒
之洗劫，可以說是百處瘡疾，今年預計至少
有五百人以上被殺害。

位處於哈里斯群的能源大城，一年來更
是湧進了許多合法或非法的居民，許多不滿
加州重稅的工商企業紛紛往德州各大城市搬
遷，眾多要到美國逃難的中南美洲難民，都
已在休城紥根，因此，我們此地拉丁、亞裔
、非裔居民已經成了多數人口，這種種族組
合現象，彻底改變了生活和政治生態。

市民大會上情緒激動的市民對當地之治
安敗壞表達極大不滿，亞裔是被搶劫最多的

受害者，警力不足，反應時間過長，九月一
日過後大家都可以帶槍上街，這些問題都想
聽聽警長的意見，當了三十一年警察的警長
，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本地人，他在講台上非
常親切而又從容地表示，保護市民就如保護
家人一般，他將帶領團隊重新分配和充實在
各區之警力，主要是請他的同事和社區打成
一片，他同意九月一日後的攜槍法令，將對
警察構成巨大壓力和威脅。

今天在美國各大小城市出任警長是件非
常吃力不討好的艱難工作，在全美各地反警
察暴力的大環境下，執法人員左右為難。

隨著疫情帶來的後遺症，對這位新任之
警長是非常重大之挑戰，他對於加強和社區
之合作是首要任務，其主要目的是做到警民
一家親。

臨危受命的休斯敦警長臨危受命的休斯敦警長



AA44要聞3
星期六       2021年7月3日       Saturday, July 3, 2021

(本報訊)世界衛生組織(WHO)秘書長譚德
塞2日警告，傳染力極高的Delta變種病毒(首
先於印度發現)已在至少98個國家/地區發現，
世界各地疫情無疑已進入 「非常危險時期」。
他呼籲各國領導人9月前至少為10%的人口接
種疫苗，並加強公共衛生措施與疫苗分享，來
抵制新冠肺炎確診數的激增。

在每兩週一次的新聞記者會上，譚德塞提
醒在疫苗覆蓋率較低的國家，醫院爆滿而癱瘓
恐怕成為常態；不過，仍未有任何國家走出困
境。特別是Delta變種病毒株相當危險，會持
續進化與突變，需要不停地評估並調整公共衛
生的回應措施。

他強調，Delta變種病毒至少在98個國家/
地區發現，不論是疫苗覆蓋率低甚至是高的國
家，該病毒都快速傳播。

世衛流行病學家范科霍芙（Maria Van
Kerkhove）也補充道，新冠病毒自首次現蹤以
來持續進化，這就是病毒會做的。目前追蹤且
關注的新冠病毒變種有4，分別為Alpha、Beta
、Gama與Delta。其將持續進化，會出現並篩
檢出更多變種；其中一些變種更會列為值得關
注的變種。

不過，目前專家主要追蹤 Delta 變種的亞

譜系，各國應擴大Delta變種的基因體定序工
作。

另一方面，為阻止新冠肺炎確診數不斷激
增，譚德塞提到全球可透過兩種方式抑制新冠
肺炎的蔓延。第一種就是公共衛生與社交措施
，前者具體做法包括強有力的篩檢、戰略性篩
檢、隔離；後者則包括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避免前往人群擁擠處，以及維持室內良好通
風。

第二種方式就是全球分享醫療防護裝備、
氧氣、篩檢工具、治療與疫苗。譚德塞呼籲各
國加強疫苗接種，讓明年此時每個國家接種率
達70%。這使減緩大流行、拯救生命的最佳途
徑，更能促進全球經濟復甦，防止再次變種的
病毒再度 「占上風」。

不過，現階段各國領導人應盡速為至少
10%的人接種疫苗，確保醫療工作者與最危險
的族群獲得保護，這將有效終止大流行的急性
階段並拯救大批生命。 「這是一項挑戰，但卻
是可能的，畢竟全球已分發至少 30 億劑疫苗
。集結一些國家的集體力量，以加強並保證疫
苗共享、增加疫苗製造、確保資金到位，來購
買所需的工具」。

Delta病毒蔓延98國並持續突變
WHO：全球進入非常危險時期

就在美國國慶前夕, 拜登總統與第一夫人
親自到佛州瑟夫塞德市(Surfside) 那棟坍塌的12
層公寓大廈現場視察並與搶救的工作人員及受
害家屬見面, 在紀念牆前拜登難掩心中的哀痛
和失落, 他對所有人說,這次災難是全美的悲哀,
但面臨困境時” 我們永遠不要放棄希望!”

這棟海濱公寓大樓是在一星期前的凌晨時
分突然倒塌的, 迄今已至少 18 人死亡，145人
失踪, 現在數百名搜救與急救人員戰戰競競地
在薄薄的瓦礫中尋找存在的生命, 專家估計, 超
過 5 天能存活的機率微乎其微, 事實上,大樓倒
塌後, 還沒有發現任何一位倖存者, 那些失蹤的
人只能靠奇蹟才能在廢墟中苟延殘喘, 當然，
人世間並不是沒有奇蹟的,我們也不要絕望！

大樓建築的安危的確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邁阿密市曾在1974年發生過類似大樓的倒塌事
件, 於是佛州通過了一條州法律, 規定所有水泥
建材的建築在40年後必須定期受檢驗, 否則將
被處罰或禁用, 好巧不巧, 這棟大樓正好是年滿
40的屆齡建築, 而根據州府紀錄,在2018年時該

樓曾被住戶投訴過,因此大樓還進行過一次檢驗
,被鑑定為安全無虞, 況且大樓的樓主成員之一
與家屬也一直住在裡面, 證明大樓並未有隱瞞
危險的事實。

後來大樓需要一千兩百萬元的維修費, 因
預算過於龐大而未即時修建, 所以才造成不幸,
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所現已調派大批工程
師在進行調查與評估,不過專家估計真正倒塌的
原因需要3個月才能完成，當然,與此同時,搶救
工作依然進行中, 拜登已承諾, 聯邦政府將
100% 承擔搜索和清理費用，並妥善安置所有倖
存者的住所, 這也是政府所應該要做的事。

這次災難發生後聯邦與地方政府打破官僚
主義歪風,開啟政黨合作的新章篇, 佛州州長德
桑蒂斯與聯邦參議員盧比奧和斯科特都是共和
黨籍, 而發生災難的城市市長卡瓦則是民主黨
籍，平時大家常常針鋒相對, 但處理這次毀滅
性災難時卻跨越黨派, 共體時艱, 美國所需要的
不就是這種政黨合作的精神嗎!

【李著華觀點 : 另一種國殤
佛州公寓大樓倒塌的哀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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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爾塔毒株占比持續上升
德國衛生部長呼籲防範秋季疫情反彈

綜合報導 德爾塔變異毒株已占到德國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病例

的15.1%。針對該毒株持續上升的占比，德國聯邦衛生部長施潘警告稱

，前往德爾塔毒株傳播較廣的國家度假的遊客應當意識到將病毒帶回國

的風險。他呼籲不應讓暑期旅行季成為秋季疫情反彈的前奏。

德國疾控機構當天公布的數據顯示，德爾塔毒株在該國新增確診病

例中的占比已經連續第三周激增，增幅均接近倍增——從兩周前的4%

上升至上一周的8%，再到如今的15%左右。

盡管德爾塔毒株被認為傳染性更強，但德國國內疫情數據目前仍維

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疾控機構當天公布的數據顯示，24日新增確診和

新增死亡人數分別為1008人、93人。德國“時代在線”實時數據顯示，

截至當地時間24日21時，德國累計確診3732773人、死亡91250人。截

至當天，德國已接種6950萬劑次疫苗，共有27836951人實現完全接種，

占總人口33.5?%。

施潘當天在德國《商報》采訪中作出前述表示。他呼籲德國所有計

劃外出旅行的人士密切關註目的地的疫情信息，並主動接受檢測，認真

執行隔離規定。

盡管德爾塔毒株在包括英國在內的多個歐洲國家快速蔓延，但施潘

認為，總體上看，人們仍可放心預訂夏季外出度假的機票和酒店，“但

對於那些目前德爾塔毒株已經在大面積傳播的旅遊目的國，情況就並非

如此了。”

施潘表示，如前往這些國家旅遊，則在當地被感染、將變異毒株帶

回德國的風險將會高得多。他呼籲人們避免將暑期的旅行季變成秋季疫

情反彈的前奏。

中亞多國疫情反彈 防疫措施再收緊
綜合報導 6月中旬以來，中亞多國疫

情由於“德爾塔”毒株蔓延等因素出現反

彈跡象，為遏製病毒進一步傳播，包括哈

薩克斯坦在內等多個國家近期宣布將恢復

或加強防疫限製措施。

在哈薩克斯坦，除首都努爾蘇丹外

，哈最大城市阿拉木圖與阿特勞州、西

哈州和卡拉幹達州再次進入疫情風險等

級“紅區”。為遏製病毒變異毒株蔓延

，努爾蘇丹自27日起加強限製和檢疫隔

離措施。

根據該防疫限製措施規定，綜合購物

中心、餐廳及非食品類零售店周末禁止營

業，位於商場內的新冠疫苗接種點，藥房

、超市及參與健康小程序 Ashyq的商業設

施除外；根據衛生防疫要求，禁止民眾在

戶外舉行體育賽事、宗教集會等大型聚集

活動；企事業單位八成員工需轉移到遠程

模式工作，已接種過疫苗者除外；學生考

試活動改為遠程模式進行。

哈首任總統納紮爾巴耶夫日前在接種

俄“衛星V”疫苗後表示，在變異病毒蔓

延期間接種疫苗非常重要。他呼籲民眾嚴

格遵守防疫規範，積極接種疫苗。

截至當地時間27日14時，該國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和具有新冠肺炎癥狀但實驗室

病毒檢測結果呈陰

性的肺炎病例累計

達 47.4 萬例，過去

24小時新增確診病

例逾1700例。

另一中亞國家

烏茲別克斯坦疫情

再趨嚴峻，確診患

者數量不斷激增。

對此，烏衛生部宣

布，自本月28日至

7月 12 日將加強防

疫管控措施。烏衛

生部表示，除特殊

必要情況，限製首

都塔什幹以外車輛進入市區。其中，該

市常居人員、擬通過塔什幹國際機場離

境人員、赴塔什幹看病人員等除外。此

外，該市內餐飲娛樂場所營業時間限定

在 8時至 20時，且客容量限定在 50%以

內。

據塔吉克斯坦衛生部消息稱，該國暫

未發現“德爾塔”變異毒株，但不可放松

警惕且要遵守防疫政策。塔衛生部表示，

疫苗接種是阻止病毒傳播的唯一途徑。另

據塔人口衛生和社會保障部表示，首都已

開始為18歲以上人群集中開展疫苗接種工

作。

塔吉克斯坦上議院主席兼杜尚別市長

魯斯塔姆近日在關於加強衛生防疫措施的

工作會議上表示，該市已為民眾接種疫苗

做好準備，並督促醫院及相關衛生機構完

善所需藥品與醫療設備的儲備工作。此外

，要嚴格要求民眾遵守衛生規則並保持社

交距離。

截至當地時間27日，塔吉克斯坦累計

確診病例達13415例。

48小時內兩次打破溫度紀錄！
“高壓鍋”式熱浪席卷美加

世界氣象組織表示，美國西北部和

加拿大西部的氣溫在48小時內兩次打破

溫度紀錄，而這種“高壓鍋”式的熱浪

正在席卷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區。

世界氣象組織的發言人努利斯在日

內瓦舉行的記者會上說: “一股異常危

險的熱浪正在美國西北部和加拿大西部

肆虐。很明顯，這是世界上更習慣於涼

爽天氣的地區，但現在氣溫可能在五天

或更長時間內每天達到45攝氏度。”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的數據，2018年

，脆弱的65歲以上人群經歷的“熱浪”

比1986年至2005年的平均水平多出創紀

錄的2.2億人次。

空前高溫
加拿大的歷史最高溫度紀錄於27日

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利頓被打破，最

高溫度為46.6攝氏度。努利斯說:“通常

情況下，當溫度紀錄被打破時，差距很

小，但這次打破的記錄的中間差為整整

1.6攝氏度。”

努利斯說，然而在不到24小時的時

間裏，利頓在28日再次打破紀錄，這次

溫度升高至47.9攝氏度，盡管事實上這

一創紀錄的高溫發生在不列顛哥倫比亞

省，在落基山脈和冰川國家公園，但人

們看到的這種溫度更像典型的中東或北

非的氣溫。

極端威脅
世界氣象組織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該地區不習慣這樣的高溫，許多人沒有

空調，如此極端的溫度對人們的健康、

農業和環境構成了重大威脅。氣象組織

對當局發布一系列早期天氣警報以使最

脆弱人群規避風險表示歡迎。

世界氣象組織援引加拿大環境和氣

候變化氣象學家卡斯特蘭的話說，本周

早些時候，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沿海地區

的氣溫可能會達到峰值，而內陸地區的

氣溫可能會在本周中旬達到峰值。隨後

，烘烤式的熱浪預計會向東移動，抵達

阿爾伯塔省。

卡斯特蘭說: “育空地區和西北地

區不僅達到了6月份的歷史最高溫度，

而且是一年中任何時候的歷史最高溫度

。我們正在創造紀錄，但在這個季節這

麼早就創造紀錄實屬罕見。”

世界氣象組織發言人努利斯解釋

說，酷熱是由“大氣阻塞模式”引起

的，這種模式導致兩側的低壓形成

“熱穹”。

她說：“通常人們會看到一條巨大

的高速運動的風帶形成的‘急流’推動

天氣變化，但這次不是這樣……現在經

歷的幾乎就像一種高壓鍋效應，氣溫達

到非常非常高的程度。”

初夏炎熱風險
目前的熱浪是在不到兩周前出現的

另一個酷熱時期之後發生的，那個酷熱

時期使美國西南部和加利福尼亞州的沙

漠受到灼烤，創下了數百個氣溫歷史新

高。

北半球的其他地區也出現了異常炎

熱的初夏天氣，包括北非、阿拉伯半島

、東歐、伊朗和印度次大陸西北部。

幾個地方的日均氣溫已經超過 45

攝氏度。在撒哈拉，溫度超過50攝氏

度。

俄羅斯西部和裏海周邊地區也出現

了異常高溫，這是大面積高壓的結果。

世界氣象組織表示，莫斯科地區的

氣溫預計白天將達到30攝氏度左右，晚

上將保持在20攝氏度以上，而靠近裏海

的地區預計氣溫將達到40攝氏度左右，

並保持在25攝氏度以上。

世界氣象組織表示:“在這場熱浪中

，很可能會創下一些空前歷史最高溫度

紀錄。”

該組織強調，人類引起的氣候變化

所造成的影響已經導致全球氣溫比工業

化前水平高出1.2攝氏度。

巴西這個州打完兩劑新冠疫苗可抽獎

最高贏一萬雷亞爾

綜合報導 為鼓勵人們完整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巴西馬拉尼昂州發

起了一項“打完第二劑疫苗即可參加抽獎”的活動，獎金從1000至

10000雷亞爾(約合人民幣1300至13000元)不等，首批獲獎人員已於6月

25日抽取。

據報道，馬拉尼昂州長弗拉維奧· 迪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州

政府將為這個活動投入300萬雷亞爾左右的資金，預計共抽取700個1000

雷亞爾、200個5000雷亞爾和100個10000雷亞爾的中獎名額。首批獲獎

人員已在6月25日抽取，下一次抽獎應該在15天後進行。

州長稱，自從這項抽獎活動和另一項“疫苗接種營”活動發起以來

，效果顯著，疫苗接種曲線出現了急劇增長。

報道稱，一個月前，該州在一艘船上發現了首例感染“德爾塔”新

冠變異毒株的病例，為一名54歲的印度籍男性船員。從那時起，這艘船

一直停在距該州海岸60公裏處。

州長說，其他船員最近再次接受了檢測，沒有人受到感染，而確診

的印度籍船員在連續復發後仍在聖路易斯市住院治療。為遏製在印度發

現的變異毒株進入巴西，衛生部在機場設置了衛生屏障。

綜合報導 韓國農林畜產食

品部發布的一項統計資料顯示，

2019 年韓國泡菜消費總量為

186.7 萬噸。約 42%的家庭自己

直接腌製泡菜，一半的韓國餐飲

企業都使用泡菜商品。

韓國農林畜產食品部發表

《2019年泡菜產業實況調查》結

果顯示，2019年韓國泡菜總供給

量為190.7萬噸，其中韓國國內生

產為160.1萬噸，進口30.6萬噸。

除了出口的3萬噸之外，187.7萬

噸全部供給給韓國國內。

供給方面，187.7萬噸的供

給總量中，家庭腌製占比最多，

為111.5萬噸。其次是來自韓國

國內泡菜廠家的48.6萬噸(含出

口3萬噸)和進口的30.6萬噸。

據報道，按供需情況分類，

2019年全年總需求189.7萬噸中

，家庭消費占比最多，為106.7

萬噸，其次是外餐和學校食堂

80萬噸。除去出口的3萬噸外，

韓國國內泡菜凈消費量為186.7

萬噸。

此外，41.7%的消費家庭直

接腌製泡菜食用，58.3%的家庭

食用泡菜是通過買泡菜產品或家

人朋友分享的渠道。

2019年，49.8%的餐飲企業

購買並使用了泡菜商品。41.7%

的餐飲企業是自己腌製，8.5%是

同時購買泡菜商品和自行腌製。

另一方面，韓國616家國內

泡菜廠家2019年的銷售總額為

1.619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92.4

億元)，從業人員9510人。按流

通渠道看，大型超市和食品商店

等線下門店占65.7%，網購等線

上平臺占34.3%。

一半的餐飲企業都需要！
2019年韓國消費186.7萬噸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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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一項針對美國軍人的新研究發現，接種
mRNA疫苗的軍人後，心肌炎的發生率有些微增加，這可能是
同類型疫苗的潛在副作用。

軍事網(military.com)報導，發表在 美國心臟醫學期刊
《JAMA Cardiology》的一篇論文指出，美國三個軍種的醫生匯
報了 23 起健康的男性，在接種mRNA疫苗後的4天，出現心
肌炎的情況，比平時心肌炎的比例來的高。

論文稱， 43萬6千名軍人接受兩次 mRNA 疫苗後，有20
人在第 2 次疫苗接種出現心肌炎，其中 14 人是接種莫德納
(Moderna )，有 6 人接種輝瑞-BNT(Pfizer-BNT)，另外有 3 人
是第1劑接種完後就出現心肌炎。

報告稱，所有心肌炎的患者年齡從 20 歲到 51 歲不等，在
接種之前都身體健康，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們在接種前已罹患
疾病。

所幸心肌炎並不嚴重，16 名患者在一周之後已好轉，但有
7名患者在論文發表時還有胸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首篇mRNA疫苗與心肌炎相關
的論文，以色列在今年2年就提出了相似的報告。

於是，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在上星期，通報輝瑞
和莫德納的疫苗在隨附文件中，要加注心肌炎的警語，主要發
生於年輕男性。

論文稱，這些疫苗可能會 「增加患心肌炎和心包炎的風險

，尤其是在接種第2劑之後。」
迄今為止，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已在接種新冠疫苗

後，追踪了至少 323例29歲及以下的心肌炎病例，並正在審查
另外148起病例。

官員們表示，每 100 萬接種疫苗的人中，發生心肌炎的可
能人數是12.6人，考慮到疫情與新冠患者的嚴重併發症風險，
CDC 繼續建議，12 歲及以上的每個人，都接種新冠疫苗。

研究人員表示，罕見的副作用不應降低對疫苗接種的整體
信心，但是確實有必要增加對心肌炎的關注。

美眾院通過２法條 收回總統動武權

近半美參議員致函戴琪
籲為美台洽簽貿協做準備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眾議院29日以366票贊成、46票反
對的懸殊比數，通過廢除1957年和1991年兩項授權總統動武
的法律，而所有反對票都來自共和黨。在此之前，眾院才在18
日表決通過廢除2002年給予總統對伊拉克用兵的 「作戰授權法
」。但未來這3個作戰授權法（AUMH）送交聯邦參議院審議
時，能否通過仍是未知數。

根據美國憲法，國會擁有宣戰權，總統則擁有戰時指揮權
。不過在1957年中東戰爭和1991年波斯灣戰爭期間，國會通
過法案，授權總統發動戰爭的權力。

在眾院表決廢除1957年和1991年兩個作戰授權法前兩天
，拜登總統才第二度下令空襲伊拉克及敘利亞邊境的親伊朗民
兵組織並炸毀其軍事設施。但2月與6月這兩次空襲，拜登均
未援引作戰授權法。

眾議院18日也通過廢除2002年針對伊拉克戰爭的作戰授
權法。只不過2002年該法案在表決時，兩黨涇渭分明，這次廢
除相關法條時，獲得跨黨派支持。

支持廢法的眾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米克斯表示，作戰授權法
早就超出它原本設計的目的，過了這麼久還繼續保留，恐會對

政府濫權開綠燈，國會應收回發動戰爭的權力。
美國總統和國會圍繞宣戰權的爭奪由來已久。總統身為三

軍統帥，本身就有權力下令軍隊展開行動，但憲法規定若要向
某一個目標宣戰，並進行長時間（超過60天）的戰鬥，必須得
到國會授權。然而總統在宣戰權上，往往處於強勢地位，美國
史上多次對外用兵，經國會宣戰的極少，絕大部分都是總統先
斬後奏（如韓戰、越戰等），事後也未被究責。

美國軍方發現美國軍方發現：：
罕見心肌炎與罕見心肌炎與mRNAmRNA疫苗有關疫苗有關

（綜合報導）第11屆TIFA順利落幕，美國參議員盧比歐
今天公布會前偕同多名跨黨派議員寫給美國貿易代表戴琪的信
函。他們在信中懇請戴琪著重TIFA，開始為雙邊洽簽自貿協定
做準備。

睽違近5年，美台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30日透過
視訊重啟，雙方會談長達8小時。會中同意成立農業在內的多
個工作小組，雙方也承諾強化互動解決貿易問題，包括美豬美
牛業者所面臨的市場准入壁壘。

共和黨籍參議員盧比歐（Marco Rubio）今天公開與民主
黨籍參議員華納（Mark Warner）在TIFA復談前夕，偕同其他
40名跨黨派參議員聯名致給戴琪的信件。

連署議員中不乏重量級人士，例如參院共和黨黨鞭圖恩
（John Thune）、參院商務委員會共和黨首席成員韋克爾

（Roger Wicker）、參院軍委會共和黨首席成員殷荷菲（James
Inhofe）等，也有多位參院財政委員會成員在列。

議員們向戴琪表示，很高興看到她在建立早期優先事項時
，把美台TIFA復談納入重點之一。前一次TIFA召開是在2016
年10月，這對把台灣視為重要貿易夥伴的美國來說，實在太久
遠以前。

議員們懇請戴琪，應著重TIFA會談，並開始為美台洽簽
自由貿易協定（FTA）或其他初步協議的工作做準備。他們指
出，美台貿易對話有其重大戰略重要性，維持美國在該區域的
經濟影響力、降低台灣對中國的依賴，對確保印太區域的開放
和自由十分必要。

議員們說，去年8月，總統蔡英文宣布計劃移除特定美豬
美牛產品的進口限制，並在之後廢除，這些限制長期是雙方簽

署FTA的重大阻礙。 「美國是時候予以回報，展開（雙邊貿易
協定）洽談，這麼做美方顯然也能有不少獲益。」

議員們表示，台灣是美國第10大貿易夥伴，超越人口較多
的印度、法國和義大利，也是美國農產品第8大出口市場，且
對勞工權益、環境保護採高標準。他們都確信美國與台灣洽簽
的FTA，能作為高標準FTA的典範。

除了商業投資外，議員們指出，台灣已向外界證明他們是
美國的 「真朋友」、是蓬勃民主的典範。疫情期間，中國當局
不許當地美國企業運送個人防護設備（PPE）回國，但台灣卻
在美國最需要的時候，擴大PPE生產線。

他們說： 「即使北京不斷試圖孤立、霸凌台灣，台灣仍擁
有美國希望印太區域具備的所有特質：一個民主、擁有自由市
場經濟，且值得美國信賴的夥伴。」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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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納疫苗供應跟不上！
日本暫停受理職場接種申請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多名政府

相關人士透露，日本政府於當地時間25日17

時，暫停受理以企業和大學為對象的新冠疫

苗職場接種申請。原因在於申請踴躍，但使

用的美國莫德納公司產疫苗的進口速度無法

跟上。

據報道，關於莫德納疫苗，日本簽訂了

到9月底前獲得5000萬劑(2500萬人份)供應的

合同。行政改革擔當相河野太郎在記者會上

宣布了配額：面向企業和大學的為3300萬劑

(1650萬人份)，面向中央和地方政府大規模接

種會場的為1700萬劑(850萬人份)。

截至本月25日，企業和大學的申請數達到

3642萬劑(約1821萬人份)，已經超過了配額。

河野稱，由於存在多家企業過多申請疫苗

量的情況，已指示詳查申請內容，例如確認員

工人數等。首相官邸消息人士預測說，部分內

容不完備的企業申請有可能不會獲批。

報道稱，暫停受理的方針發布後，部分

企業和大學紛紛趕在期限前申請。也有大學

因難以確保醫務人員而不得不放棄申請。

日本政府與美國輝瑞簽訂了9700萬人份、

與莫德納簽訂了2500萬人份的供應合同，基

本決定優先與兩家公司商談提前進口事宜。

政府反復說明稱，無需要求追加供應。

日本政府還就包括美國輝瑞公司產疫苗

在內的整體供應量強調，確保了接種對象年

齡的全體國民的劑量，並非陷入短缺。

泰國曼谷等地收緊防疫
禁止堂食關閉工地

綜合報導 泰國政府憲報網站發布

公告，宣布自6月28日起，進一步收緊

曼谷及周邊地區佛統府、暖武裏府、巴

吞他尼府、北欖府、龍仔厝府以及泰南

4府(陶公府、北大年府、也拉府、宋卡

府)的防疫措施，以控製新冠肺炎疫情

傳播。

由泰國總理巴育簽署的這份公

告，針對上述疫情嚴重地區采取了

一系列嚴格的防疫規定，其中包括：

暫停建築工地施工30天，禁止工人流

動；餐廳禁止堂食，只提供外賣；商

場、購物中心僅營業至21時；酒店、

展覽中心、會議中心等可正常開放，

但禁止舉行會議、研討會及宴會等；

未經允許禁止舉辦超過20人的聚集性

活動。

此外，公告還規定：各地方政府在

發現群聚感染時，可依法下令封鎖、關

閉轄區內的高風險社區或場所；相關部

門設立檢查站點等，對進出南部4府、

曼谷及周邊地區的人員進行為期至少30

天的嚴格防疫篩查；盡可能實行居家辦

公，減少出行和人際接觸；禁止在疫情

嚴重地區舉辦聚集性社交活動、派對宴

會等。

泰國軍方表示，已開始部署軍隊封

鎖有關建築工地及工人營地，防止工人

流動。

近期，曼谷等地的疫情形勢持續嚴

峻，社會出現建議“封城”的聲音。泰

國總理巴育日前表示，他希望避免使用

“封鎖”一詞，但必須采取一些暫時性

的措施以防控疫情。

泰國官方通報，新增3995例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新增死亡病例42例。截至

當天，泰國累計確診244447例，累計死

亡191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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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為強化東奧防疫，日本政府

或將針對來自印度等德爾塔毒株蔓延的國

家或地區的海外選手，要求其在出境該國

或地區前 7天，必須每天進行病毒篩檢。

這項新防疫措施預計以 7 月 1 日實施作為

目標。

據報道，日本現行政策是要求所有

海外選手，在入境日本時接受新冠病毒

篩檢，及在出境該國或地區前 96 小時內

接受篩檢兩次、入境日本後每天都要接

受篩檢。

為 防 止 傳 染 力 強 的 德 爾 塔 毒 株 流

入 日 本 境 內 ， 除 入 境 時 及 入 境 後 的

檢 查 外 ， 現 在 進 一 步 將 增 加 流 行 國

或 地 區 選 手 出 境 該 國 或 地 區 前 的 篩

檢 次 數 。

日本政府也將要求部分來自德爾塔毒

株蔓延的國家或地區的選手，在出境該國

或地區前的 7 天內，及入境日本後的 3 天

內，除了一同入境教練及同團成員的“共

同活動的團隊”外，不要跟其他人有所接

觸。

能做到上述要求，日本政府才會同意這

些國家的東奧代表團成員在日本境內集訓與

練習。

報道稱，新對策的實施對象，預計包括

印度、斯裏蘭卡、尼泊爾、巴基斯坦、馬爾

代夫及阿富汗等6國。

馬來西亞總理：全面“封城”延長
不設期限直至數據達標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總理穆希丁27

日宣布，該國當前針對新冠肺炎疫情的

嚴格防控措施在28日到期後延續，直至

單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等數據達到

相關標準為止。

穆希丁指，目前該國單日新增病例仍

高於4000例，只有在這一數字持續低於

4000例、重癥監護病房床位較為充裕、疫

苗接種增加後，才會從當前實施的“國家

復蘇計劃”第一階段轉向第二階段。

“國家復蘇計劃”是穆希丁本月15日

發布的馬來西亞“解封路線圖”。在該計劃

第一階段，馬來西亞實施全面行動管製，限

製大部分社會經濟活動，嚴禁社交活動。

按照規劃，馬來西亞只有在單日新

增確診病例低於4000例、醫療資源較為

充裕及該國一成人口完成新冠疫苗接種

後，才轉入允許大部分社會經濟分批重

啟的第二階段。

包括27日在內，近5天馬來西亞單

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都維持在5000

例以上；截至26日，該國約6.2%的人

口完成了兩劑新冠疫苗接種。

雖然此前馬社會輿論普遍預期政府將

繼續執行現有防控舉措；但多個企業聯合

組織在近日發聲，指工商業者因防控措施

受到巨大經營壓力，恐出現倒閉失業潮。

穆希丁表示，馬政府將在未來一兩

天內推出新的援助措施，這些措施將涵

蓋中小企業和中低收入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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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

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张伯驹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14日

，张伯驹出生于河南项城，父亲是张锦

芳，后过继给了直隶总督张镇芳，还是

袁世凯的表侄。

自幼天性聪慧，7岁进入私塾，9岁

就能写诗，而且过目不能忘，一本《古

文观止》倒背如流，被人称为“神童”

，也深受张镇芳的喜爱。

民国时期，他与袁克文、张学良以

及卢小嘉等人一起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

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平凡的度过

一生呢？

1916年，张伯驹前往袁世凯麾下混

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两年后投身军界

，先后担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

西督军公署参议，并在曹锟、吴佩孚、

张作霖等人手下担任提调参议，不过基

本都是虚职。

无奈，张伯驹家里太有钱了，看不

惯官场之中的贪污腐败的风气，他认为

做军人简直是自辱，就脱下军装，赋闲

在家，每日只写诗作画，看戏唱曲，每

天生活逍遥自在。

不过张伯驹不同于一般的富家子弟

，他丝毫未沾纨绔之气。

他生活素淡，也不故作清高刻薄，

喜同名士交涉，正因如此，他对书画名

品也有一定见识，经常会为收藏名品一

掷千金。

有一天，他溜达到一个出售古玩字

画的地摊边。突然，看到一幅写有“丛

碧山房”四个大字的书法。

张伯驹凭着本身的文学根底，断定

此作不俗，马上掏了一千大洋买下，回

家后发现，这幅画居然是康熙御笔。

父亲让他打理银行事务，他却漫不

经心。

1930年，他还与李石曾、齐如山、

梅兰芳、余叔岩、冯耿光等组织了“国

剧学会”。

为此，母亲整日在家哀叹：“让你

做官不去，让你开银行不好好开，就知

道花钱买字画！”

1935年，时任盐业银行董事的张伯

驹被父亲派去上海查账，而工作之余，

也会到风月场所应酬一番。

后来听说了“潘妃”的名头，于是

前去观看。

初见潘素，一身好才华的他立即提

笔，写了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

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

入琵琶。”

张伯驹便暗下决心，发誓要娶潘素

。而风流倜傥的张伯驹也很快俘获了潘

素的芳心。

但当时的潘素，已和国民党的中将

订婚，在得知二人的事情，中将就命人

将潘素软禁了起来。

迫于无奈，张伯驹在朋友的帮助下

，买通看守的兵卫，连夜将潘素带回北

京迅速成婚。

这一年，张伯驹37岁，潘素20岁。

张伯驹为与她厮守，以重金遣散了

家中旧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三

房妻妾。

两人又皈依在苏州虎丘寺印光法师

门下，法师为两人起了法号慧素和慧起

。

“慧素”成了她的字，“素”成了

她的名，此后，她改“潘妃”名为“潘

素”。

一个是妻妾成群的富家子，一个是

欢场卖笑的风尘女，两人却谱写了后半

生的情爱传奇故事。

婚后，张伯驹见潘素聪慧，绘画上

很有天赋，便引荐她拜在朱德甫门下，

又先后为她请来汪孟舒、陶心如等名师

教她，将收藏的《游春图》等名作拿出

来供她临摹，带她游历名山大川，从大

自然中找寻灵感、获取真谛。

潘素果然没有辜负张伯驹的栽培，

悉心钻研工笔画法，日后成了颇有造诣

的青绿山水画家，连张大千都赞叹不已

。

画文物鉴定家史树青曾为她的《溪

山秋色图》题跋：

“慧素生平所作山水，极似南朝张

僧繇而恪守谢赫六法论，真没骨家法也

，此幅白云红树，在当代画家中罕见作

者。”

从此，潘素抚琴泼墨，张伯驹填词

作诗，琴瑟和鸣。

不过关于张伯驹收藏字画方面的爱

好，潘素一向都是选择支持。

这让张伯驹更加醉心于名品字画，

整日里四处寻访名家，收集奇珍异宝。

他们既是夫妻，又是知己，在兴趣

上志同道合，在精神上旗鼓相当。

1936年，一件事情轰动了整个中国

文物界。

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被与张大

千有着“南张北溥”之称的溥儒，以一

万大洋卖到了日本人手里。

这让张伯驹很气愤，但没过多久张

伯驹听说溥儒又要把西晋陆机的《平复

帖》，卖给洋人。（溥儒是恭亲王之孙

，手上有大量字画珍品。）

这下张伯驹就再也坐不住了。

当即托人给溥儒带话表示愿收购

《平复帖》；但没想到溥儒一开口就是

20万大洋，一毛钱都便宜不得，奈何实

在有心无力，张伯驹也就只能作罢。

20万大洋这在民国时期是什么概念

？

根据相关史料显示：民国普通公务

员年工资大约在60大洋左右，20万差不

多等于他们300年的收入

而且还是不吃不喝那种。

就算张伯驹家里是开银行的，他爸

也不能会为他掏出来这么大一笔钱，于

是这次求购以失败告终。

第二年，张伯驹请了张大千出面帮

忙求情，但溥濡仍旧不肯松口，死死卡

着20万元要价。

直到1937年，当张伯驹得知溥儒母

亲病危，正是缺钱的时候，他二话不说

，就借出一万大洋，这令溥儒愧叹不已

。

次年1月，张伯驹偶然从故宫博物

院院长口中得知溥儒的母亲前段时间去

世，办丧事急需用钱现在去问或许有机

会能拿下。最终张伯驹以 4万大洋把

《平复帖》给买了过来，为中国保住了

这一无价国宝。

此后，张伯驹又陆续买下，李白真

迹、杜牧手卷、黄庭坚书法等，十多卷

珍品。

而其代价，是变卖了家中，在京津

两地的几乎所有房产。

1941年6月6日，一条新闻轰动了上

海滩：文物收藏家、民国盐业银行的总

稽核兼常任董事张伯驹被绑架了！下落

不明！

寄居上海的张伯驹出门办事，被三

个大汉绑架了（有76号的身影），差点

令张伯驹丢掉了性命。

绑匪向潘素开口索要300万作为赎

金，否则便撕票。

潘素后见了张伯驹，张伯驹千叮万

嘱：“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

是《平复帖》，那是我的命，我死了不

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如果卖掉换

钱来赎我，我绝不出去。”

潘素含泪应允，她深知于丈夫而言

，这些字画的价值远胜于他的生命。

别后，潘素谨遵丈夫的话，宁死也没

动过家中的收藏，那一年，她只有25岁。

经过八个月讨价还价，绑票从300万

降到40万，除了字画，潘素把能卖的东西

都卖干净了，凑足了40万元送了过去。

日本投降后，溥仪自身难保，珍藏在

伪满皇宫的众多国宝也散失东北民间。

1946年，张伯驹得知拥有《游春图

》马霁川，要把“天下第一画卷”之称

的珍品卖给外国人的消息后，提出要收

购《游春图》。

这幅画布局得当，运笔细腻乃隋代

著名画师展子虔传世的唯一作品。

张伯驹很快就找上了门：

“马掌柜，听说《游春图》在你手

中，你开个价吧？”

在了解张伯驹是为了保护文物的情

况下马霁川决定趁机敲上一笔：

“只要你出得起800两黄金，这就

是无价之宝就归你了。要是换做洋人，

少说也得1000两黄金。”

赌的就是他无论怎么都会吃下这个

亏。

但这次，马霁川猜错了，因为在这

几年里，张伯驹为了文物早已经负债累

累，无力筹措！

无奈之下火速通知故宫博物院，建

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

但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

无奈之下，张伯驹只好故意将此事

公之于众，他说：“此卷有关中华民族

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

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

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

他！”

马霁川迫于压力，也害怕事情闹得

太大，只得降价了：“200两黄金，有钱

来拿！”

最后，为了这张《游春图》，张伯

驹卖掉了北京弓弦胡同占地15亩的四合

院。

这套四合院可不一般，原为大太监

李莲英的宅院，模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

建造，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名宅。

马未都当年曾说：“这宅子搁在今

天，光拆迁，就得一个多亿。”

结果，马霁川又借口成色不好加价

：“还要再追加20两，否则我就卖给别

人了。”

无奈之下，只得把妻子的陪嫁首饰

也拿去典当才勉强凑够。

“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

海涵。”

这是后来，南京总统府派人来京，

以500两黄金向张伯驹买《游春图》时

，张伯驹的回绝信函。

1956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

份神秘大礼：八件价值连城的宝贝。其

中包括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

虔《游春图》、杜牧《赠张好好诗》卷

、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

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頫

《千字文》等。

这些都是张伯驹夫妇捐赠的，现在

件件都是镇馆之宝。

国家给了20万元作为奖励，但被张

伯驹婉言谢绝，他曾对朋友说：“我看

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

烟一样”。

后来收下了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茅盾）亲笔颁发了一个褒奖令，留作

纪念。

而且在后来的几年里他更是陆续捐

献了共计118件文物每件都价值连城！

据相关资料显示，张伯驹一人所捐

献的文物，件件价值数以亿计，其中故

宫中的顶级书画，一半是他捐赠的。

然而，就在捐赠字画的没两年，张

伯驹被打为“右派”，家里被抄。

后来在陈毅的帮助下，张伯驹和潘

素来到长春，在吉林省国家博物馆工作。

他将《百花图》等30多件藏品捐给

了吉林省博物院，当时的馆员说：“张先

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了。”

等他和潘素回到北京后，家已经被

别人占了，只得蜗居在海大杂院内一间

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这成为他仅有的

一点房产。

没有户口，没有单位，就意味着没

有粮票，没有收入。一年多的时间里，

他们的生活只能靠亲朋好友的接济，潘

素有时还给北京国画厂画5分钱一张的

书签。

1982 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大

红灯笼挂满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张伯驹

因为感冒，住进了北大医院。

他走进病房一看是八人间，坚决不

住。潘素好说歹说，把他暂时安定下来

。

寒冬之中，病房里嘈杂非常，条件

十分简陋。

随后，她立即向院方申请换房间，

得到的回复是：不够级别，不能换。

两天后，被同病房的患者传染肺炎

。

2月26日，张伯驹去世，享年84岁

。

后来有人跑到医院门口大骂。

“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

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单人病房？呸

，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

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

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

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

1982年3月26日，举行了张伯驹追

悼大会，叶剑英、邓颖超、王震、谷牧

等领导人送了花圈，赵朴初、夏衍、胡

愈之、牛满江、刘海粟等二百多人送了

挽联，五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张伯驹用了一辈子来保护国宝，其

实，张伯驹本人又何尝不是国宝呢！

张伯驹不在了，幸好国宝还在，并

且还将留存很多年。如果你有机会在博

物馆，见到这些字画，请在心中默默地

缅怀一下张伯驹。

永远忘了那一句话：“为人不识张

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

张伯驹：捐了半个故宫，却在病重住
院想换间病房，被告知级别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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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球化智库（CCG）和智

联招聘联合发布了《2018中国海归就

业创业调查报告》。报告通过2190份

有效问卷调查，对海归留学以及回国

后的选择等热点话题进行了调查。

如今，越来越多家庭选择送子女

出国留学，2017年中国留学人员回国

人数达到48.09万人，其中获得硕博研

究生学历及博士后出站人员22.74万。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教育、科技、文化

、卫生等各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成

为中国国际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

调研发现，“体验他国文化、生

活，丰富个人阅历”是海归群体选择

出国留学的主要原因，占比达到76%

。与此同时，较为功利化的留学因素

均呈下降趋势，从侧面说明留学更趋

于理性化。“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发

展不断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生想要

体验异国文化以增加自己的阅历，而

非单纯的提高自己的学历和技能。”

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苗绿表示

，中产阶级的家庭愿意让孩子感受国

际化教育，培养多元思维和自主学习

能力。调查发现，回国后，97%的受访

者能够在回国发展中实现社会融入，

其中能够“顺利实现融入”和“有困

难，但能渐渐融入”的比例均占48%

。约 3%的受访者始终无法融入，与

2017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始终无法融

入的海归比例降低了2个百分点。在最

近一次留学中的主修科目中，经济学

与商学类占比最高，达到43%。其次

，分别是艺术与人文科学（14%）、工

程学（10%）、计算机科学（5%）、

管理学（5%）、社会科学与公共卫生

学（4%）、及语言学（3%）。在主修

科目的数据中，除经济学与商学类男

女比例接近之外，其他主修科目因文

理区分在男女比例的分布上差异明显

，文科类专业（如艺术与人文科学、

语言学等）女性占比高于男性，而在

理工科类专业上则男性比例较高。

中国95后海归留学生生存现状：留国

外不易，回国更难混，为何？

报告显示，61%的海归群体在回国

后并未发生迁移，而是更多地回到自

己的家乡发展。其他迁移的海归人群

中，有13%的海归迁往北京，8%的海

归群体迁往上海，7%的海归群体迁往

广东。对产生迁移的海归群体进行城

市选择的具体分析来看，“经济发展

快”、“国际化程度高”、“具有多

元文化，包容性强”、“产业基础好

”为海归群体最为关注的城市要素。

读完这份报告之后发现，年龄集

中在23岁到28岁海归不知不觉成为了

“海归大军”的主力，95后海归正式

走入大众的视线。

CCG主任王耀辉表示，中国留学

生现在呈“大进大出”的状态，每年

大概有60万学生出国留学，但是有50

万的留学生都会选择回国就业。

这份报告也用大数据给近年来甚

嚣尘上的“留学价值缩水论”啪啪打

脸，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如今海外留学

和海归就业的新趋势：海归仍然吃香

是事实！

下面一个真实的故事告诉你，当

初选择回国的留学生现在都过的怎能

样？

用H1B“杀死”一个美国留学生！

三年，终于抽到了H1B。

不过，用了一段时间H1B我还是

回来了。

很多朋友都吃惊我的选择，但事

实上抽H1B本就是给自己留的一个退

路。我现在如果找到工作还可以再回

去。

我走的时候H1B的形势已经非常

严峻。但实际上，我找工作那会儿

（特朗普已经上），签证缩紧的趋势

已经愈发明显：

我在EY工作时参与了校园招聘的

工作，明显地感受到四大招国际生的

数量在严重缩小。

各大公司只是没有办法明确的说

他们不要国际生！

但有几家在实际操作中已经不太

招国际生了！

这是直接导致很多中国留学生现

在很难就业的客观原因。留学生找工

作真的不容易，现在很多留学生毕业

都直接回国了，我很多同学也陆陆续

续选择回国。

H1B现在应该算是最严格的时候

，未来的发展应该会有所缓解。因为

像四大是非常需要国际生来填补它的

用人需求，现在这种趋严的政策对企

业非常不利。我觉得美国会慢慢地感

受到，外来人都离开的时候对他们实

体经济造成的冲击，后面的移民政策

不会说越来越严格，应该会有方向性

的放宽。

回国是大方向上的长远考虑！

现在，我在北京主要是做一级市

场的债权和股权方面的投资，一个前

台的职位。

回国前我在美国EY做税务相关、

比较偏中后台的工作。当我做到Senior

之后，发现自己更想去做金融前台方

面的业务。但是面前的种种阻碍使我

不得不另寻出路。

1. 留学生在美国进前台太难

从中后台跳到前台是一个比较大

的职业方向上的转变。但现实来讲，

国际学生在美国想去做金融方面前台

的业务是比较难的。虽然在美国可以

有一个比较舒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但是容易看到自己的瓶颈，发展的空

间也比较受局限。

2. 留学生竞争压力太大

同时，中国留学生的竞争压力很

大，可以明显的发现：亚洲人和同等

职位、同等级别的当地人相比综合素

质、专业能力方面都会更强。除了和

Local竞争，中国人内部的竞争也是很

激烈的，但是给你的机会又比较有限

，但是这种问题在国内就不存在了。

3. 职业天花板、潜在歧视，限制

留学生未来发展

这是我回国比较重要的原因，国

内比较看重本地人，减少了一些在美

国求职的壁垒，也没有一些潜在的歧

视。同时，回国也是因为国内这个职

业发展的空间比较大。

回国不是你回来就特别顺利，或

者说是会达到很高的位置。但至少你

有这样的空间和机会，美国机会确实

太小了。所以回国是大方向上长远的

一个考虑。

OPT一年再回国？倒不如直接回

国？

虽然回国是一个长远的考虑，但

是在国外有一段工作经历和只是去读

书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如果有机会

可以在当地有一段时间的工作体验还

是很难得的。

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在美国

长留，既然早晚要回来的话，就不要

在外面待太久。呆太久话对你回来是

不太有利，两年半到三年，我觉得在

这一个行业也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理

解，对于一些基本的业务也相对比较

上手就差不多了。

对于国内的公司来讲，你在国外

的经历固然是加分的；但是并不一定

是优于别人，比如说你在国外工作三

年的经验，跟别人在国内这个行业三

年的经验相比是没有优势的。

国外毕竟跟国内不太一样，所以

工作经验不能百分百的被挪回来运用

，相对来讲这是一个弊端。

回国之后工作基本上还是达到了

我的预期。我回来入职一个礼拜，部

门的领导就让我直接接手一个项目，

并且在一周之内就做了第一次的汇报

。回国可以明显感受到自己真的会被

重用，可以真的自己能做一些事情，

这个在国外比较难实现。

很多同学比较关注回国后和在美

国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差异。其实，我

刚回来的时候觉得非常大的 culture

shock! 花了挺长时间才适应。 不过很

幸运一开始就做好了心里准备，适应

国内生活方式很快。下面是几个当时

体会比较深的方面对比：

1. 中美薪资差异

美国四大薪资不太高，应届毕业

生在EY第一年可以拿到年薪6-7万美

元左右。回国的话，从事金融行业就

比较广了，因为国内有国企、民企和

外企不同性质的用人单位，所以差距

很大的。如果你想要选择薪资比较高

的工作就不建议去央企，薪资会非常

的局限。

2. 从舒适到高压环境的不适应

回国之后是有想过回美国的，最

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的问题。回国之

后工作压力和生活上面的压力都要比

在美国高出几倍的。从比较舒适的状

态突然到一个压力比较大、薪资又不

令人满意的状态，肯定会对之前舒适

的环境有所怀念。

大家要对过渡期有一个比较比较

平和的心态，在任何一种转变的周期

里面，都会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对新环境、

工作的适应和熟悉，这些都会慢慢有

所好转的。

3. 生活的方方面面变化挺大

中国的趋势很快，我们刚回来的

时候像傻子一样，不会微信付款、支

付宝扫码，也没有用过共享单车。包

括国内外卖平台变得这么发达，大家

生活的便利性有了很大的这个改善。

生活上面会有一个习惯的过程，

我觉得和之前在美国相比，最大的一

个差异就是国内人太多，比较容易看

到不礼貌、不谦让的现象；工作上面

不规范也比较常见。这个可能会让在

国外待久了的人很不适应，会比较容

易产生不好的情绪。

不过从总体上，回国后的生活和

工作还是很好的。

如今，越来越多的留学生“裸归

”回国，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质疑

：“你是不是混不下去才回国”、

“出国留学不也没用吗？”

笼子里的人拼命想出去，

外面的人却挣扎着要回来。

关于留学的价值和意义，

寻找的过程本身就是答案。

留学并不意味着你回国之后功成

名就，坐享完美人生；也不意味着你

比在留在国内的朋友有着更多更好的

选择，它不会帮你消除焦虑，你还是

会面对房价、工资等等只要活着就会

面临的问题。

但是它能让你知道，这些并不是

人生的全部。

中国95后海归留学生生存现状
留国外不易，回国更难混，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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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為支持拜登-哈里斯政府的 「抗
擊疫情，我們可以做到」 公共教育推
廣活動，以提高人們對COVID-19 疫苗
的信心並鼓勵接種疫苗，TDW+Co 公
司與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合作，為
亞裔美國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
島民(AANHPI) 媒體於6 月10 日星期四
舉行了線上新聞發布會。

在線上活動期間，來自不同州的
醫學專家提供了他們的疫情經驗，以
及最新的、值得信賴的 COVID-19 疫
苗信息。特別演講者包括：美國衛生
與公眾服務部醫務總監Vivek H. Mur-
thy醫學博士；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
醫務辦公室 Adelaida M. Rosario 博士
；兩位來自舊金山的本地醫生，包括
全美亞太醫生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Asian Pacific Islander Physicians,
NCAPIP)、美亞醫療集團(All American
Medical Group, AAMG)的眼科醫生梁
禮崇和美亞醫療集團 (All American
Medical Group)的內科醫生陳鴻傑。

在現場提問環節，醫學專家回答
了有關COVID-19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問題，如何確保安全，防止新冠進
一步蔓延，和AANHPIs面臨的健康衛
生不公平。

COVID-19給數百萬美國人帶來了
巨大的痛苦，但 COVID-19 疫苗給許
多家庭和社區帶來了希望。截至6月
10日，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報告說，現
在有1.72億居住在美國的人已完全接
種疫苗。其中，至少6.1 % 的亞洲人
（非西班牙裔）和0.3 % 的夏威夷原
住民和太平洋島民群體至少接種過一
次疫苗，估計有626萬人。

「僅在美國，我們就已接種了3
億多劑疫苗。這為我們積攢了大量的
疫苗經驗，」 醫學博士、工商管理學
碩士、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醫務總
監Vice Admiral Vivek H. Murthy說到。
「而我們在這些經驗當中看到了兩件

事情：第一，疫苗在預防 COVID 方面
仍然非常有效。 第二，它們還保留了

非常強大的安全性。」
AANHPI 社區在疫情期間面臨著獨

特的挑戰，包括由於語言障礙、對計
算機技術的熟悉程度低、錯誤信息以
及對疫苗或疫苗背後的科學的誤解而
難以獲得有關 COVID-19 和疫苗的信
息。

「作為一名科學家，最讓我擔心
的是缺乏關於 AANHPI 人群的分類數
據，」 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醫務辦
公室中尉 Adelaida M. Rosario 博士說
。 「缺乏針對我們多元人種的特定數
據掩蓋了由社會經濟、健康和可及性
所造成的不平等現象。 這樣會讓我們
的多族裔社區不被看見，讓人覺得隱
形。」

醫學專家們一致同意以下的CDC
指南盡快接受疫苗注射，來保護能到
你的家人，親人和社區。所有 12 歲及
以上的人現在都有資格接種 COV-
ID-19 疫苗。

現場的醫學專家分享說，人們對

疫苗有疑問是正常的。但現在這些疫
苗已經被證明是安全有效的。醫生鼓
勵大家與您信任的人進行可信的對話
，以便消除疑慮。

「對於那些仍然對疫苗猶豫不決
的人，我們需要告訴他們疫苗是安全
有效的，」 梁醫生說。

醫生們一致同意孕婦接種疫苗也
是安全的。 「疫苗有助於保護母親和[
未出生的]孩子，」 陳醫生說。 「事實
上，疫苗既可以幫助母親產生對病毒
的抗體，也可以通過臍帶將這種抵抗
力傳遞給孩子。」

「我鼓勵每一個人都應該履行自
己的公民義務，為了國家和我們的社
區去接種疫苗，」 陳醫生說。

最後梁醫生補充說， 「我接種過
疫苗的患者告訴我，他們現在鬆了一
口氣，很高興終於能與家人和孫子團
聚。」

除了梁醫生和陳醫生為華人媒體
朋友主持了這次問答會之外，其他會

議還由來自全美各地的菲律賓裔、韓
裔、日裔、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島
民、南亞裔和越南裔醫生主持，他們
提供了基於事實的信息來解決各自社
區的疑慮，並提高對疫苗安全性和有
效性的認識。

有關疫苗的更多信息
在接種任何疫苗之前，請務必諮

詢您的保健醫生。如果您正在尋找其
他資源，請向您信任的當地領導人求
助。如果您可以上網並能夠在線搜索
信息，請訪問CDC等可信來源、訪問
vaccines.gov 或將您的郵政編碼發送
至 438829以查找您附近的疫苗點。抗
擊疫情，我們可以一起做到。

# # #
關於抗擊疫情我們可以做到
HHS COVID-19 公共教育推廣活

動 ( wecandothis.hhs.gov ) 是一項全國
性舉措，旨在提高公眾對 COVID-19
疫苗的信心和接受度。

美國醫務總監和醫學專家發表關於美國醫務總監和醫學專家發表關於 COVID-COVID-1919
疫苗進展的講話疫苗進展的講話：： 「「抗擊疫情抗擊疫情，，我們可以做到我們可以做到」」
Vivek MurthyVivek Murthy 博士博士、、Adelaida RosarioAdelaida Rosario博士博士、、梁禮崇醫生及陳梁禮崇醫生及陳
鴻傑醫生為華人社區分享有關鴻傑醫生為華人社區分享有關COVID-COVID-1919疫苗安全性的信息疫苗安全性的信息

Adelaida M. Rosario PhDAdelaida M. Rosario PhD Tim Wang TDWTim Wang TDWEric Leung MDEric Leung MD Kenneth Chang MDKenneth Chang MDVivek H. Murthy MDVivek H. Murthy MD

休士頓臺灣留學生齊發聲休士頓臺灣留學生齊發聲 感謝美國捐贈疫苗感謝美國捐贈疫苗

佛光山中美寺 7月18日供僧法會通啟

（本報訊 ）去年因為疫情嚴峻，愛心組織
CARE 沒有國慶園遊會。只做了去年捐 50 萬口罩
以及去年底聖誕節捐食物給貧困家庭。

愛心組織一年一度的美國國慶園遊會是為了籌
募基金,購買全年學校文具用品贈送給貧困小學。

今年才於本月（六月份）取得市府批准將與市
府合辦園遊會，地點在 PlazAmericans east parking
lot （750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愛心組織將於現場舉辦園遊會，，時間是下午
4:00到晚上8:00，其中有特色小吃以及各種攤位還
有精彩的藝文表演，義賣活動。晚上8:00之後巿府
會放國慶煙火。

目前還有一些攤位徵求贊助，若是廠商或私人
願意贊助攤位捐愛心，

由下午四時至晚上八時收費$300
也如往年售愛心券每張十元
以上愛心組織所得將買全學年學校文具用品捐

出給貧困小學校，請大家共襄盛舉。附上當天的
flyer請作參考. 詳情請洽休士頓愛心組織會長 陳煥
澤 電 話 （832） 282-2828 或 連 絡 Nancy Chen
832--818-6688

愛心組織國慶園遊會愛心組織國慶園遊會

（本報訊）一年一度僧寶節即將來臨，本山開山大師恪遵佛制
，定為孝道月，以供僧功德，表達孝親之意。

休士頓協會將於7月18號(日)10:30am在中美寺大雄寶殿舉辦供
僧法會，憑供僧福田劵入場，與法師一起用齋及觀賞精彩節目表演
，法會圓滿前供應僧寶，功德款作為供養全球佛光山法師們一年的
道糧，以此法會誦經功德回向護法信眾闔家平安，吉祥如意。

為順應部分信眾上午不克參與法會，亦提供12:30pm-3:00pm
來取便當。

供僧福田券$20，包括便當一份，歡迎大家到中美寺櫃台報名
。電話：281-495-3100

（本報訊 ）德州休士頓地區臺灣留學生於
110年6月30日齊聚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
共同發聲感謝美國在臺灣疫情嚴峻且疫苗不足

之際伸出援手，捐贈臺灣
250萬劑莫德納疫苗。

本次計有來自萊斯大學
、貝勒醫學院 (Bayor College
of Medicine)、德州大學健康
科學中心公衛學院(The Uni-
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Houston)及德州大
學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生物
醫 學 研 究 所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UT
Health Graduate School of
Biomedical Sciences)等臺灣學
生會成員近30人到場，同學
們手持自製標語感謝美國對
臺灣堅定的支持和密切的夥

伴關係。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
處長偕教育組楊淑雅組長前往探視與會臺灣留
學生，萊斯大學助理副教務長暨國際學生與學

人辨公室主任Adria Baker在場歡迎致意。
羅處長除感謝美國以實際行動協助臺灣對

抗疫情，亦表示109年12月駐美國台北經濟文
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共同簽署 「臺美國際
教育合作瞭解備忘錄」，推動 「臺美教育倡議
」，增進並擴大現有的雙向教育交流計畫，深
化雙邊中英文語言教育合作，推動美臺教育機
構進行更密切的交流。羅處長期許同學在留學
期間專心課業之餘，同時積極協助臺美文化教
育交流，成為強化臺美堅定友誼的推手。又目
前我政府推動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其中再
生能源、生物及醫療科技恰與同學們所學專業
領域對應，期盼未來能夠返國服務，貢獻所長
。

教育組楊組長補充提醒同學美國疫情雖有
緩解，仍需持續防疫，並注意自身安全。尤其
疫情期間全美傳出多起亞裔遭襲擊或歧視對待
案件，請同學們外出時結伴同行，注意週遭環
境變化，縮短在公共場所及人潮聚集地點的逗

留時間。另外8月起將有新生陸續報到，盼會長
及學長姐們協助瞭解各校有關國際學生最新疫
苗接種的規定，俾及早因應以順利就學。

休士頓是全美第4大城，亦是最多元的地區
之一。休士頓長期被譽為世界能源之都，座落
於休士頓地區之能源相關公司超過5,000家。大
休士頓地區有全球知名的詹森太空中心(Johnson
Space Center, JSC) 作為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
署(NASA)太空任務控制中心，亦是最大的研發
機構之一。 此外，國際知名的德州醫學中心
(Texas Medical Center, TMC)位於休士頓商業區
，為全球最大的綜合型醫療體系，致力於提供
全世界最優質的臨床、疾病預防、研究及教育
服務。萊斯大學、貝勒醫學院、德州大學健康
科學中心以及德州大學MD安德森癌症中心均
在此醫學聚落中。每年在休士頓地區的臺灣留
學生約2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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