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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當中國的留學生和新移民們懷揣夢想來到美
國時，心中是否有一絲焦慮，害怕找不到一份安
身立命的工作？

隨著美國移民政策的變化，想要在美國找工
作或者更換工作並非易事。

再加上天災、疫情、經濟不景氣，即使擁有
綠卡和公民身份的新移民，也面臨著失業，被裁
員，乃至找不到長期穩定高薪工作的風險。

事實上，技術專家總是頗受世界五百強名企
的青睞，但不是人人都能成為專家。 究竟是不甘
心地離開，還是踏實鑽研某個專業博一搏? 有人選
擇了後者。

您可能聽說過一家公司叫做思科Cisco，但很
少有人知道什麽是“CCIE”。

CCIE (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Expert)是美
國Cisco（思科）公司推出的專家級考試認證，被
認為是IT業內權威的專家級技能證書，具有終極IT
專家認證的美稱。

CCIE共有7類技術認證：
CCIE Enterprise Infrastructure 企業構架
CCIE Enterprise Wireless 企業無線
CCIE Data Center 數據中心
CCIE Security 安全
CCIE Service Provider 服務運營商
CCIE Collaboration 協作
CCDE Design （網絡）設計
其中單【企業架構】一項就占據了信息技術

領域近10萬的專家級工作崗位。
取得CCIE認證代表了你在專業技術領域中成

為一位極具競爭力的人，不僅可以找到薪資豐厚

的好工作（一般都有10萬美元的起薪），還能得
到整個行業的認同。

快捷培訓（LaneCert.Inc）是美國州勞動局授
權的正規職業學校，提供Cisco System, Data Ana-
lyst, Juniper, Microsoft和其他IT培訓，致力於幫助
更多的人成為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LaneCert提供理論加實操，行業認證，就業
服務三位一體（培訓、實習和就業一條龍）服務
，幫助學生順利通過CCIE考試，並且幫助就業，
找到高薪工作。

如果你低收入乃至沒有工作，或者是退伍軍
人，都可以申請政府項目(WIOA or Gi Bill）免費學
習。

學校創始人是Jeffrey Liu，他早年從電子科技
大學無線電專業畢業，成為了電視機廠的一位電
子設計師。 但不甘平庸的他感受到了這份工
作的無趣，無意之中了解到思科認證互聯網專家
CCIE認證。 用了10個月的時間，Jeffrey攻克了英
語和電腦難關的同時，完成了CCNP的培訓，成為
中國第一代Cisco網絡工程師之一。

之後，他又用了三年時間，考了三次，終於
在2003年8月4日取得了路由和交換CCIE的認證
。

2004年技術移民加拿大，成為加拿大公民。
2007年Jeffrey考過了安全CCIE，2009年又考過了
IP電話CCIE（Collaboration）。

在2012年3月，他被AT&T雇到美國做高級網
絡架構師，2014年6月又通過了電信營運商CCIE
。在為AT&T工作三年之後，2015年 7月又成為
AT&T專業技術架構師。

在這個行業中摸爬滾打多年的Jeffrey劉，心
裏一直感謝當年把CCIE介紹給他的梁先生。

2014年當Jeffrey劉50歲時，他決定開辦一所
學校將自己所學用來幫助更多想要像他一樣取得
成功的人。 於是2014年，LaneCertInc快捷培
訓 2014年在達拉斯成立，2017年5月在休斯頓，

2019年12月在洛杉磯，2020年9月在聖地亞哥，
依次成立了分校。

學校名稱Lane，意味著通往成功的一條高速
大道。Cert，則代表著CCIE的Certification。 整體
寓意是幫助學生快速獲得行業認證，成為Cisco互
聯網專家。

眾所周知，互聯網是高新技術，技術人員供
不應求，而在其中CCIE這種職業人員更為突出。

Cisco互聯網專家（CCIE）的職能是設計和維
護互聯網高速公路，Jeffrey劉認為它是數據時代
的首選工作，因為Cisco互聯網操作系統相對獨立
，對於知識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要求，任何人
只要勝任工作即可。

這個工作職位缺口大；
工作薪水好；
工作相對輕松；
聘請CCIE的往往是大公司，容易解決身份問

題。
問

為什麽選擇LaneCert Inc
（1）精英式訓練

普通大學成批培養出來的多是基層，中層。
LaneCert培養的頂級專家，由行業專家授課

，Lab Assistant手把手、一對一指導真機實操，因
材施教。

線上理論，
線下實操，遵循
獨家教材設計路
線教學，使學員
輕松通過業界都
望而卻步的CCIE
認證考試。

我們的學員
無論什麽年齡段
，結課後，通過
職業規劃和行業

內推，在幾周內就能高薪就業。
（2）就職式培養

全方位打造包裝——專業學習、實操訓練，
專業考證、簡歷修改，模擬面試，崗位內推……

所學即所用，與實際工作掛鉤，不與行業脫
節，畢業後直接進入頂級專家高薪行列。

100%實習崗位，保證就業，更為F-1留學生
提供CPT、OPT乃至H1B，叫您無後顧之憂。
（3）項目周期短

800小時培訓，平均3-4個月，包教包會，直
到就業為止。
（4）因材施教，包教包會

4個月的項目，提供一年的服務。
根據學員情況可調整教學進度，因材施教，

每一位目標成功的學員都能成為業內精英。

思科電腦學校
www.lanecert.com

郵箱：info@lanecert.com
達拉斯分校: 2850 W Parker Rd,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 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洛杉磯分校: 1455 Monterey Pass Rd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654
電話：972-268-7129（達拉斯），

832-539-3333（休斯頓）
323-488-0011（洛杉磯），Cell:682-333-3292
了解詳情，請聯系我們，可預約免費公開課。

招聘人才
招聘開相關工作人員。發展潛力大，有經驗者優

先，無經驗培訓上崗。
校區經理三名，熱愛教育事業，樂於助人，一定

經濟實力者
市場開拓者若幹名，無區域，年齡，性別，背景

限製。有意請附履歷書到 info@lanecert.com

【【低收入低收入 OrOr 老兵免費學老兵免費學】】高薪高薪、、穩定穩定、、升職加薪升職加薪
只用只用44個月個月OfferOffer拿手軟拿手軟 ！！

休斯頓使徒教會將於七月十八號的休斯頓使徒教會將於七月十八號的
星期天舉行今年第一次的夏令醫治特會星期天舉行今年第一次的夏令醫治特會

地址：美南新聞大樓的國際貿易大廳 (二樓）
11110 Bellaire Blvd.

時間：七月十八號，上午十一點
特會特別邀請了兩位主耶穌的聖靈大大膏抹的

傳道人：
福伊斯坦理弟兄

以撒歐巴塔主教
以撒 歐巴塔 主教是聖靈大大恩膏的耶穌

基督的仆人，他在非洲及美國巡回講道，許多
醫治的神跡奇事發生。幾年前，他在亞利桑那
州一個四千人的教會講道，一位有二十年歷史
的精神病患者奉耶穌的名當場被完全治愈。榮

耀歸給主耶穌基督，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如果您有任何醫生無法醫治的疾病，這

是一個絕好的機會讓創造天地萬物萬靈的獨一
的上帝，生命的救主耶穌基督來親自醫治您。

(本報休斯頓報導) 本著東方文化的
精神，休斯頓第一個亞洲風格的養老社
區 「松園居」已經開放入住了， 「松園
居」從建築規劃、健康照顧、活動設計
、餐飲準備等，無論是硬體或軟體設備
都由專業團隊執行，希望能為長輩們開
創一個舒適又安靜的空間，提供值得信
賴的關懷，讓他們在身心兩方面都能受
到良好的照顧。

「松園居」位於休斯頓中國城，提
供老人家高級生活補助及失智護理，其
豪華服務包括:用藥提醒、24小時護理以
及工作人員、個人照顧、渡假式餐飲、
交通車輛安排、日常居民活動、郊遊散
心、禮賓和沙龍服務、家政清潔等等，
讓住在這裡的長輩們能開心又安心。

多種特惠等著您
最近， 「松園居」推出了數種的特

惠，包括一個月房租免費加上指定單位
的額外優惠，歡迎需要的長輩們參觀及
入住，有興趣的長者們可要把握機會。

符合亞裔長者們的需求
松園居從一開始構思，就以亞裔社

區為主要的目標，建築內部設計非常雅
緻，無論在顏色搭配、裝潢布置、以及
所用的家具都呈現亞裔的文化特色，是
一個高端的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與

失智照護(Memory Care)養老社區，為長
者們提供量身訂做的家庭生活方式。

建築設計師李兆瓊表示，亞裔長者
們的生活方式與需要都和西方社會不太

相同，像是飲食、語言、生活模式、習
俗文化等，亞裔社區需要有符合我們自
己需要的養老場所。

7/24全天候服務
松園居位於休斯頓的中國城，佔地

75,000 平方英尺，是免維護型長者社區
，一周7 天24 小時全天候服務，配有多
語言看護人員和工作人員，有餐館式的
食堂、定時的接送服務、定期舉辦社區
內活動、提供家政及洗衣服務、精心打
理的花園，還配有水療、以及前臺禮賓
服務。

塔倫蒂諾副總裁Nastasya Shannon 表
示: 「現代的老年人希望有一個無憂無慮
、精彩充實的生活。松園居是一個專為
亞洲長者設計的社區，為日常生活需要
協助、和記憶障礙長者提供護理與照顧
，從豐富日常社交活動昇華到健康充實
的生活。」

專業認證的護理人員
松園居有經過專業認證的護理人員

，為有患有阿爾茨海默症（老人癡呆症
）長者提供護理，社區會為每一位長者

進行個性健康評估，從而提供量身定制
的護理計劃。這裡還擁有自己的社區健
康中心，裡面有執業護士，經過專業認
證的護理人員給長者提供服務，包括健
康審查、尿失禁護理、用藥管理、家庭
保健、以及有醫療機構提供現場的服務
。

符合風水原理
「松園居（The Pines At Bellaire）」

由專業團隊精心策劃，採取中國風水的
觀念，建築的材料、方位、顏色等，都
符合風水原理，以期能增進住戶的身心
健康，進而延年益壽。同時，松園居還
有正宗的亞洲美食和各項身心靈活動，
來滿足亞裔長者們的生活上的需要。

網上360度參觀鏈接：https://www.
pinesatbellaire.com/virtual-tour/index.ht-
ml

歡迎長者們參觀及入住，洽詢請致
電: 281-729-8434。

松園居地址: 12420 Bellaire Boule-
vard, Houston, TX 77072。 網 址 www.
pinesatbellaire.com。

「「松園居松園居」」 :: 適合亞裔的高級養老社區適合亞裔的高級養老社區
提供值得信賴的關懷提供值得信賴的關懷 推出數種優惠推出數種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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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天地

僑鄉廣東

曲曉海刚和郝春贤处对象时，喊郝

裁缝郝叔，见了几次面后，把“郝”字

省去，直接叫叔，显得亲热又随意。郝

裁缝是细心人，嘴上不说什么，一到换

季，准备给曲晓海做件新衣服。曲晓海

感动得鼻子发酸，背地里和郝春贤说了

几次：“你爸真是个好人。”

两个人春天开始处对象，转过年，

又到了春天，两家的长辈——郝春贤爸

和曲晓海妈，就张罗让他们结婚。婚礼

上有个步骤是改口。郝春贤已经鞠完躬

，喊过了妈，红包也揣进了怀里;曲晓海

鞠了躬，“爸”字却咋也喊不出口。他憋得脸通

红，额头上暴起了青筋，又鞠一个躬，还是没喊

出来。郝裁缝也没计较，把红包硬塞进他手里。

晚上，曲晓海向郝春贤解释：“我爸死得早

，那个字几十年没喊，一时半会儿不适应。”

郝春贤反驳：“我妈死得还早呢，我咋就能

冲你妈叫妈？”

他们俩都是人民教师，也都是讲理的人，约

定中秋节一定改口。

中秋节到了。曲晓海病倒了，高烧不退，头

晕头痛。

郝春贤叹息一声，只好自己回了家。假期结

束，曲晓海病也好了，准时准点站到了讲台上。

郝春贤讥讽：“都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你倒好

，愣让一个字憋出病来了。春节时，你说啥也得

把口改过来。”

曲晓海听说还有春节要过，脑袋就“嗡”的

一声响。

一转眼，春节就到了。

去郝春贤家的路上，曲晓海一直给自己鼓劲

儿，鞠个躬，说一声“爸过年好”，一天云彩就

全散了。可他一看见郝家大门，腿肚子就开始打

哆嗦，眼前一阵阵发黑，勉强支撑着走进房门，

刚挪到郝裁缝面前，就“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曲晓海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炕上。郝裁

缝什么也没说，把一件新棉衣递到他面前。曲晓

海跪在郝裁缝脚下，“叔”不能叫了，“爸”又

叫不出口，眼泪就流了下来。郝裁缝拍拍他肩膀

，什么话也没说。

从那以后，郝裁缝照样给曲晓海做衣服，但

再也不和他说话。郝春贤劝过几次，郝裁缝不住

地点头，但再见曲晓海，照样不说话。曲凤、曲

龙出生后，曲晓海开始叫郝裁缝“小凤她姥爷”

或者“小龙他姥爷”。郝裁缝特喜欢隔辈人，但

不管叫他谁姥爷，照样都是一言不发。

郝裁缝不和曲晓海说话，但交流还是存在的

。有时候，小凤很严肃地告诉曲晓海：“我姥爷

不让你再喝凉酒，凉酒有酒寒，对胃和肝都不好

。”有时候，小龙板着小脸说：“我姥爷说了，

穿西服别把扣子都系上，显得板，看着发傻。”

每当听到这些话时，曲晓海心里都热乎乎的

，那个“爸”字就在他喉咙口转圈子。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小龙读初中时，郝裁缝的耳

朵聋了，眼睛也开始发花，除了女儿一家人的衣服，

不再接外人的活。小凤读高中时，曲晓海母亲去世了

。安葬完母亲，曲晓海就张罗把岳父接到家里住，但

郝裁缝却死活不同意。第二年冬天，郝裁缝上炕时一

条腿磕在了炕沿上，骨折了，曲晓海一直把他背到医

院。出院后，郝裁缝就在女儿家住了下来。

转过年，小凤考上大学，走了。两年后，小

龙也考上了大学。

家里一下子就冷清了，到了晚上，夜显得格

外长。郝春贤张罗打扑克，玩五十K。郝裁缝一

玩就上了瘾，每张牌都特别较真儿。曲晓海收了

他的分，他就质问郝春贤：“他大小王咋就能管

上我的五十K呢？”

郝春贤解释：“你不是纯五十K，是杂五十K。”

隔一会儿，郝裁缝又问：“他四个小3咋就收

了我的纯五十K呢？”

郝春贤又解释：“四个的最大，啥都能管。”

说着话，她就冲曲晓海使了个眼色。往下再

打，曲晓海有牌也不出了。

一天夜里，正打着扑克，郝裁缝一头栽倒在

炕上。医生诊断是肝癌。郝春贤有洁癖，护理不

了病人，都是曲晓海负责照顾，喂饭喂水，接屎

接尿，背着老人去做各种检查。郝裁缝临死前，

把郝春贤、曲凤、曲龙叫到枕边，分别说了一句

话，然后，就拿眼睛看曲晓海。曲晓海走到老人

身边，嘴抖得像掉进了冰窟窿，那个“爸”字到

底没叫出口。郝裁缝笑了笑，脑袋就歪在了一边

。曲晓海跪在床前，扇了自己两个耳光。

在郝裁缝墓碑前，郝春贤告诉曲晓海：“我

爸临死前说，我找了个好男人。他还说，真盼着

能把那个疙瘩解开。”

曲晓海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郝裁缝是冬天去世的，几个月后，到了清明

节。郝春贤高血压发作，头晕得出不了门，曲晓

海只好自己去了县西公墓。他把两盘菜摆在墓碑

前，说：“您不用担心，郝春贤身体没啥大事，

过几天就能来看您。”

曲晓海说：“家里挺好的，小凤、小龙学习

很努力，您不要惦记。”

曲晓海说：“这些年都怪我不好，硬生生结

了一个疙瘩，现在，我要把疙瘩解开，让您老在

地下安心。”

说完这句话，曲晓海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划

着火柴，在坟前点燃了。

那是一张稿纸，三百个格子，每个格子里都

写着一个“爸”字。

改口

破旧的窗台上，搁着半壶油，亮堂堂的明

黄色，在阳光下闪着柔光。只要外面伸进来一

只手，这半壶油就会被偷走。

这里是汉阳南岸嘴的高公街。1998年的夏

天，为避水患和兴建晴川桥的需要，多数巷子

都在拆迁中。

林芳租住的对门，住着当地的两户下岗职

工。胖嫂一家有存款，一日三餐还正常。旁边

的林兵两口子，家里已有几天没有炒菜，仿佛

成了神仙，不食人间烟火了。

林兵在林芳搬来的那天，跟她套过近乎，

说一笔难写两个林字，五百年前是一家。

林芳知道，林兵夫妻俩都下岗了，没有油

炒菜了。她不能主动送油过去，怕伤了他们的

自尊心。

林芳希望林兵能把她放在窗台上的半壶油

偷了。

两个月前，本已下岗一年多的林芳因为晴

川桥开工，才得以复工。所以，她能理解下岗

人家的艰难。

一天下班后，林芳想炒菜，发现那半壶油

不见了。

胖嫂正在她旁边做饭。听到她说油不见了

，把嘴往前一努，小声说：“八成是他偷的，

你骂他！”

林兵正背着身炒菜，今天是周六，他读中

专的女儿回来了，一家三口准备聚在一起吃晚

餐。

林芳暗喜：他终于把油偷走了。

过了半个月，林兵家又没油炒菜了，两口

子还是进进出出，忙忙碌碌。

林芳新买的油，恰恰又只剩下了半壶，还

是随意地放在窗台。

她住的巷子，是条冷巷，还没轮到拆迁，

外人很少来。这半壶油，外人偷去的概率就很

小。

她还是希望林兵把它偷了去。天天吃粥，

不是常事，炒点菜吃，才是正常人的生活。

她这样想的时候，那半壶油又不见了。

胖嫂又叫她骂林兵。林芳笑，我不骂他。林

芳心里清楚，她分明看到窗台上掉落的几片

小鱼鳞，那一定是林兵钓鱼后的手，在慌乱

中蹭上的。

整条巷子，下岗的人会急着再就业，只有

林兵一个人去汉江钓鱼。

林芳的半壶油不见之后，林兵开始准时炒

菜了。隔着五米远的距离，林家锅中煎鱼腾起

的青烟，翻滚中带着香味，像一条龙游走在青

石板的巷子里。

林芳看向这股青龙的时候，林兵从不与她

的眼神交汇。她和他，仿佛处在两个平行时空

。

二十来天后，林芳忽然一股脑把窗台

上的油盐调料都收到柜子里了，此时的林

兵家已断炊没烟三四天了。胖嫂瞅着林芳

，碰碰她的胳膊说：“你怎么不放油给他

偷了？”

林芳装作没听懂，也不解释。

当天晚上，一个气势汹汹的女人打上了林

兵的门，大骂着他的老婆不要脸。不仅跑到她

家勾引她男人，还把她的头花戴走了。

其实那支头花，是她进门之后才发现赫然

戴在了林兵老婆的头上。这就更加证明，林兵

的老婆确实去过她家。

林兵的老婆解释，“我和你伙计是同学，

我去你家只是为了借钱。”伙计，在汉话里，

就是丈夫。

“算了吧，我家枕头上有女人的长头发，

是直的，我的头发是卷过的！”打上门来的女

人又骂又砸，把林兵家掀了一个底朝天。

一条巷子里的人，都以为林兵的老婆会羞

愧地去跳汉江，也都以为林兵会把他老婆打一

顿。可是，两人还是和以前一样，进进出出，

忙忙碌碌。

后来，1998年那场洪水暴发了，南岸嘴全

部被淹没。四散而去的人像水渗进了沙子里，

把美好和丑恶都带走了。

林芳为什么不肯给林兵施舍油了？原

因只有一个：一天中午，午睡的林芳忘记

关门。林兵路过，发现她的老公不在家，

就进来摸了她一把，鱼腥味留在了她的胸

脯上。

当28岁的林芳追出去时，45岁的林兵匆忙

拐进另一条巷子的背影，真切地被她看到了。

半
壶
油

侨 乡 广 东

粤港澳百年奋进 大湾区征程再起
数日前，一声“开工”令下，汽笛鸣响，钩

机挥舞，在广东省第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主会场，湾区半导体产业园 7 个项目开工，总投资

531 亿元，致力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集成电路

产业核心集聚区。

创新引领，湾区崛起。在《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迎来四周年之际，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成为推动“一国

两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正向着国际一流湾区

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加速前行。

珠江水奔流不息，伶仃洋浩浩荡荡。粤港澳三

地见证了国家民族百年沉浮，也经历了中国走向繁

荣富强的奋斗历程。如今正全力以赴积极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不断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百年奋进

在粤港澳大湾区行走，细数这片土地历经革命

洗礼的红色印记：工农运动从海丰县出发，省港大

罢工联动粤港两地，中央红色交通线途经香港、汕

头……

在这里，中央红军通过万里征途的第一站，东

江纵队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战场，海陆丰等革命根据

地见证一代英雄热血。

走进惠州东湖旅店——保持至今的民国风格建

筑让人仿佛回到 20 世纪 40 年代。彼时，香港沦陷，

日军严密封锁并搜捕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

一场秘密大营救以香港为起点展开。

东湖旅店作为重要的“秘密交通站”，茅盾等

100 多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曾在此辗转，

而后沿江而上安全撤离。四年前，香港导演许鞍华

执导的电影《明月几时有》上映，记录了这段肝胆

相照、生死与共的故事。

历史上，香港的命运一直同祖国紧密相连。如

著名香港史专家、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

究部高级研究员刘蜀永教授所言：“建党百年，每

个发展阶段亦都和香港有所关联。”

澳门亦如是。在这片 32.9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有 30 多座博物馆，记录着与祖国命运休戚与共的

不凡历史。

夜幕之下航拍，粤港澳大湾区灯火璀璨，凝结

了一代又一代大湾区人的奋斗心血。

1979 年，蛇口工业区响起“改革开放第一炮”，

如今，“春天的故事”已步入新的时代。粤港澳大

湾区不断创造经济奇迹，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奋斗。

“踏出这自我风采的路，以百年热血深耕国

土。”在原创歌曲《百年之路》中，香港青年歌手

丁政凯如是写道。“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使命，通过

音乐创作，让更多香港青年了解祖国的发展环境，

也希望内地的朋友知道，香港有很多爱国爱港的青

年。”丁政凯说。

创新气象

放眼全球，那些地理位置优越的滨海湾区，

已从地理概念嬗变为经济实体，不断吸引着人口、

产业、信息、资金等资源加速集聚。

珠江三角洲 5.6 万平方公里，8000 万人口，

超 11 万亿元的经济总量，香港、澳门和广东珠三

角九市，共同组成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

最强的区域之一，即为粤港澳大湾区。站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粤港澳携

手全力推进大湾区建设，三地处处掀起建设热潮，

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湾区建设，互联互通先行。港珠澳大桥、南

沙大桥、广深港高铁等建成通车，深中通道、黄

茅海大桥等加快建设，白云机场、深圳机场、香

港机场等世界级机场群展翼腾飞，“跨境理财通”

试点落地，人民币成为大湾区第一大跨境结算货

币，魅力湾区释放澎湃活力。

湾区建设，科技创新支撑。大湾区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获批建设，光明科学城、松山湖科学

城等先期启动区全面提速，南沙科学城联动协同

发展区加快建设，创新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大湾

区人才高地建设行动方案出台实施，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全面落地，创新人才纷至沓来。

湾区建设，改革开放引领。出台《个人破产

条例》，实施营商环境改革 20 条，与国际接轨推

行项目攻关“悬赏制”、项目评审“主审制”、

项目经费“包干制”，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

跑出“加速度”。前海、横琴、南沙、河套等粤

港澳合作重点平台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全面

参与国际合作迈上新台阶。

在经济学家、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

长范恒山看来，湾区经济正成为当前全球经济的

重要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活

力和潜力。

谋定未来

每日清晨，实习律师张思远从澳门出发，搭

乘公交到横琴口岸，步行至珠海横琴粤澳合作青

年创业谷开始一天的工作。

“70 后”港商郑伯渠在肇庆置业，时常搭乘

高铁往返于广、深等地，与青年创业者及企业家

会面。

如今，经常往返珠江口东西两岸的郑伯渠们，

最为期待的深中通道正在加快建设。近段时间以

来，伶仃洋大桥海上施工平台机器轰鸣，已将大

桥主塔推进至 260 米高程，计划今年内封顶。

从“硬联通”到“软衔接”，大湾区生活正

从梦想走进现实。

日新月异大湾区，谋定未来谱新篇。不久前，

广东“十四五”规划纲要发布，紧抓粤港澳大湾

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重大机遇，以粤港澳大

湾区为主平台，引领带动广东形成推动国家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步入“十四五”，融通再提速。粤港澳将继

续加速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打造“轨

道上的大湾区”，努力实现主要城市间 1 小时通达，

聚焦深入实施“湾区通”工程，促进各类要素高

效便捷流动。

步入“十四五”，改革更深入。广东将全力

推进深圳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围绕出台省

级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措施，探索实施省

级行政管理权限负面清单模式，在制度创新、放

权赋能、激发活力、营商环境上实现新突破。

步入“十四五”，创新立潮头。粤港澳大湾

区正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一批

科技创新和产业协作项目有序推进，三地科技设

施联通、科技要素畅通、创新链条融通的创新网

络初步形成，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呼

之欲出。

历经百年绽芳华，谋定未来再出发！历史与

未来在此交汇，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强音将继续响

彻南粤大地，引领湾区崛起。

（李凤祥 唐子湉）

图为一桥连三地的港珠澳大桥。钱文攀 摄

政府“客服”来解忧

“粤省心”正式上线
6 月 28 日，“粤省心”正式推出，它集成

了广东政务服务网、粤省事、粤商通等平台的

群众诉求入口，将实现公众政务咨询、民生诉求、

政民互动、投诉举报、效能监督等多项政务服务。

作为广东数字政府建设最新成果，“粤省心”

将为企业和群众反映问题建议、促进政府科学

决策、推动解决政务服务问题提供快速反映通

道。

“粤省心”到底怎么省心？最大特点体现

在“多业务一号受理”。“粤省心”上线后，

全省除 110、119、120、122 等紧急热线外，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实现 12345 一个号码对外服务，

并提供全天候、多媒体的服务。

目 前，“ 粤 省 心” 小 程 序 已 开 通 14 类 共

154 项快办服务，覆盖公积金、社保、户政、交

通、企业开办等群众和企业最关心的领域，提

供 7×24 小时全渠道多媒体服务。

用户可通过“粤省心”向广东省 21 个地市

提交诉求工单，诉求将被分派给对应的省、市

热线中心处理，实现诉求“一处提交、分地办结”。

此外，将广泛推行“领导接听日”制度，

邀请各厅局领导上 12345 话务间，与企业群众

“直接对话”，积极为百姓解难题、办实事。

“‘粤省心’将在发挥好政务服务‘总客服’

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平台在协同联动‘总

枢纽’及社情民意‘总参谋’的作用，助力推

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广

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数局局长杨鹏飞说。

从政务服务“总客服”的定位来看，“粤省心”

形成了“多点服务，一站汇聚”的统一诉求信

息视图，实现省、市话务对接、数据互联互通。

而作为协同联动“总枢纽”，“粤省心”

建设了事件、流程、规则、监察、督办等服务

支撑能力，通过一个工单体系贯通的五级协同

联动体系，以诉求事件为载体，实现“分级分类、

限时办理”。

汇聚了广东全省政务热线大数据的“粤省

心”，同时也是社情民意的“总参谋”，将起

到基于企业群众诉求热点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作

用，通过强化 AI 数据分析，发现民生热点、预

判预警风险，辅助政府决策，使平台运营更智慧。

平台还提供自助问答及人工在线客服，并

全面对接“好差评”系统，就像网络购物一样，

可对诉求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评价。“粤省心”

将实施“红黄牌”督办制度，对未能按时保质

处理的工单发放红黄牌，对评价为不满意的工

单进行跟踪回访，形成监督闭环。

（王彪 肖文舸）

“粤省心”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正式上线。受访者供图

“家门口”通关降成本

7 月 1 日凌晨，汕头海关关区内 2 批货物通

过跨境电商 B2B（海关监管方式代码 9710）顺

利通关，货值 28 万美元，标志着汕头海关复制

推广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出口（简称“跨

境电商 B2B 出口”）监管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粤东地区跨境电商出口迎来全新发展机遇。

当天，汕头市一家商贸有限公司通过“9710

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口”模式出口一批玩具至

泰国，该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跨境电商

B2B 大大便利了企业的操作，实现“家门口”

通关。梅州一家科技有限公司当天也通过新模

式出口了一批货物，该公司负责人表示，新模

式出口申报流程极大简化，降低了企业运营成

本。

陈郁璇 余丹 何苑妮 胡瑞

黄冰儿 陈文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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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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實文學

『教养和文化是两码事，有的人虽然很有文

化，但是很没教养；有的人虽然没有什么学历和

学识，但仍然很有教养、很有分寸。』

记得前几年，在YouTube上有一个点赞很高的

视频，视频中的主角是一个流浪汉。

流浪汉正坐在路边休息，这时候一个男人走了

过来，向他询问有没有见到过一个女孩，并表示女

孩是他的女儿，已经走失两天了，十分着急。

流浪汉表示自己并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一个女

孩儿。当男人转身准备离开时，流浪汉叫住了他

，并表示自己可以帮他一起寻找这个女孩。

男人写下了女孩儿的一些特征，并给了流浪

汉一些钱表示感谢。

到了这我们其实就已经知道，这条视频的拍

摄者，一定就是这个寻找女孩的“父亲”了。

当男人离开之后，他通过镜头默默的观察着

流浪汉的行为，这期间，流浪汉从没有想过要放

弃，从下午到晚上，一直在帮男人寻找他的“女

儿”。

流浪汉虽然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乞讨者，但是

我们在他身上却看到了一个人最真挚可贵的东西

，那就是善良与教养。

他本可以拿着钱离开这里，也可以完全把这

件事抛诸脑后，美美地睡上一觉，但是他没有，

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不求任何的回报。

他可能没有让人惊叹的学识，也没有多么高

的学历，但是他却用自己最真诚和友善的行为，

向人们诠释着一个人最难能可贵的样子。

在最新一期《向往的生活》中，张子枫的表

现又一次让人们见识到了这个姑娘的可爱与教养

。

当时在节目中，张艺兴正坐在床上进行音乐

创作，而这时候陈赫站起来想要出去，却一不小

心踩到了一滩水渍。

张艺兴本以来这就是一滩水而已，然而陈赫

一下子就联想到了这可能是狗尿。

这时候画面回放，发现果然狗狗趁屋子里没

人时，进屋撒了一泡尿。之后陈赫赶紧跑到客厅

向别人诉说自己的囧事，这时候李诞和李雪琴纷

纷大笑，并“嘲笑”陈赫的衰样。

只有张子枫在听到屋子里有狗尿时，立刻下

意识地拿起了纸巾跑到了卧室。

跑到男生的卧室之后，张子枫第一时间找张

艺兴确认是不是有狗尿，然而张艺兴给出的回答

却是让人大跌眼镜。

他不仅对自己屋子里有狗尿这件事毫不在意

，更是表示自己又不会睡在地上。言下之意似乎

就是说，这完全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张子枫对此并没有回应，而是默默的蹲在地

上开始清理狗尿。而张艺兴几乎全程没有询问或

者要帮忙的意思。

张子枫在清理完狗尿之后，又再一次确认了

一遍，表示“我觉得这样应该可以了”，然后连

同垃圾一起带出了房间。

陈丹青说过：“所谓教养，就是细节。”

一个人的教养往往体现在一些细节上，而这

一期《向往的生活》，张子枫的表现完全出乎人

们的意料，也再一次看到了人与人之间，有教养

和没教养的差异。

更有网友评价张子枫说：你有教养的样子，

真美！

胡歌作为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他每次出现

，都必然会带来一部经典作品，从《仙剑》到

《琅琊榜》再到《伪装者》，胡歌一路都是用作

品在说话。

当然喜欢胡歌的人，也绝不仅仅是因为喜欢

他的作品，更是因为喜欢他的人品。

华为总裁任正非在选择胡歌作为手机代言人

时就曾给出过12字评语：始于颜值，陷于才华，

忠于人品！

胡歌的成功绝不仅仅是巧合，而是无数个不

经意的瞬间积累下的必然。

记得在上海举办的一场《如梦之梦》发布会

现场，一位退休老师对胡歌说：“我的母亲今年

89岁了，患了癌症，她很喜欢你，希望你能写句

话鼓励一下她。”

当胡歌听到之后，二话不说直接跳上高台，

单膝跪地写下了自己对这位“老母亲”的祝福。

而胡歌的这种表现更是让人们再一次看到了他的

人品和教养。

实际上，作为娱乐圈的明星，有的人会选择

把粉丝当成韭菜来收割获利，有的人会选择把粉

丝当成是一种累赘欲抛之而后快；也有人把粉丝

当成是真心朋友去对待。

同样是明星，同样是对待粉丝的态度，却能

够看出每个人不同的教养和人品。

卡耐基说过：感恩是极有教养的产物。

明星之所以会成为明星，正是因为有着无数

喜爱他们的粉丝支持着他们，也正是因为有了粉

丝的存在，明星也才能称之为明星。

如果明星连这最基本的感恩之心都没有的话

，那么粉丝与明星之间，就有些像“农夫与蛇”

的故事了。

当然一个人的教养不仅仅是体现在他在对待

一些事情的态度上，更取决于他是如何让两者达

到一种平衡的技巧处理上。

记得李健在担任《中国好声音》的评委时，

遇到过这样的一位选手，他叫做郝亚青，是一位

活动歌手。

当时郝亚青在介绍自己时，颇为不好意思，

而李健似乎并不懂什么叫做“活动歌手”。

而旁边的哈林则解释称，就是大楼开幕和剪

彩的时候去演唱的歌手。这时候郝亚青实际上是

有一些自卑情绪的。

然而李健却说“哦，和我们也差不多啊。”

一句简单的话，就把选手和自己拉近了同一

个层次中，也消除了选手心理上大半的不安与自

卑。

一个人的教养并不是拿自己的优势去贬低别

人来抬高自己，一个人的教养是不歧视不做作，

以一颗平常心去对待弱者，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去

和弱者交流。

人们常说：你对陌生人的态度里，藏着你最

真实的教养。

因为陌生人和你的利益不相关，对利益相关

者的态度取决于智商和情商，对不相关者的态度

则是取决于你的素质和修养。

在电影《美丽人生》中有一个情节让人记忆

犹新：

集中营里，老人和小孩被送到毒气室去“洗

澡”，更衣室里，一位德国女警官走到圭多叔叔

身边时摔了一跤，圭多叔叔赶忙上前把她扶了起

来，关心地问：“你有没有跌伤？”

教养就是我们对待弱者时的态度，教养就是

我们在面对陌生人时的一种底气。

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 戈尔曼在《情商》一书

中写道：“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能抵达

的高度。”

一个有教养的人，一定是一个可爱的人，一

定有着一个美丽的灵魂。

愿你我，都能够成为这样美丽的人！

你有教养的样子，真美

【美南新聞泉深】周叁晚上密爾沃基雄鹿隊的克裏斯·米德
爾頓狂砍40分，在落後10分的情況下反超，以109:103擊敗菲尼
克斯太陽隊，總分2:2 扳平NBA總決賽。這意味著本次NBA總
決賽又重新開始。

雄鹿隊的米德爾頓的手感火熱和揚尼斯·安特托昆博的大蓋
帽讓雄鹿隊在本屆系列賽的勢均力敵的比賽中先連續輸掉兩場，
然後又連續獲得兩場勝利。

阿德托昆博得到26分、14個籃板和8次助攻。盡管他的連續
兩場比賽獲得40分的記錄結束，但對雄鹿隊來說，唯一重要的
數字是系列賽記分牌達到了2:2，比賽重新開始。

米德爾頓是一名全明星球員，對自己的投籃充滿信心，他總
是相信無論他的開局有多糟糕，他都可以扭轉局面。

他可能已經扭轉了本屆NBA總決賽的進程。
太陽隊在比賽還剩 2 分30秒時領先兩分，然後米德爾頓在

接下來的兩個籃下投籃得分，讓雄鹿隊在比賽還剩1分28 秒時
以101:99 領先。看起來太陽隊會用吊球傳給中鋒德安德烈·艾頓
將比分扳平，但安特托昆博猛撲過去蓋帽。當雄鹿隊在快攻中投

籃時，他向籃筐後面的人群展示了他的肌肉，快速進球得分。
米德爾頓錯過了幾次跳投，但保羅在第二次跳投失誤丟球，

他在運球時滑倒並摔倒，這讓米德爾頓抓住機會上籃得分，隨後
他又罰球四次，將比分改寫107:101。

布魯克·洛佩茲雄鹿隊得到14分。朱·霍樂迪得到13分、7個
籃板和7次助攻。盡管他20投僅4中，但他防守保羅做的非常成
功。

在米德爾頓閃光之前，比賽看起來像是德文·布克的夜晚。
他從第叁場比賽的14投僅3中大幅反彈，這是他季後賽的第叁場
比賽中獲得40分的成績。

布克太陽隊拿下42分，但他的犯規問題讓他們失去了在下
半場建立大領先的機會。他在第叁節和第四節的部分時間裏在犯
規後不得不坐在替補席上，沒有他，他的隊友就無法取得成績。

克裏斯·保羅顯得廉頗老矣，在一個晚上13投5 中的比賽中
苦苦掙紮，最終只得到10分和 5 次失誤。

太陽隊在之前兩次進入NBA 總決賽的旅程中從未獲得超過
兩場勝利，但似乎他們終于想在周叁前往密爾沃基拿下第叁場勝

利。布克在第叁節完成了一場精彩的比賽，讓他們以 82:76 領先
，但他在比賽開始後不到一分鍾就收到了他的第五次犯規，並在
板凳席上坐了大約五分鍾。

在他在第四節中途回歸之前，雄鹿隊僅將領先優勢縮小了叁
分，但米德爾頓確保他們在關鍵時刻取得領先。

安特托昆博以他的進攻統治了上一場比賽，這位 2020 年度
最佳防守球員在這場比賽中沒有統治比賽，但在另一端取得了最
大的成就。

雄鹿隊在第叁場比賽中第二節表現出色，在這場比賽中途又
以 8:0 的比分取得了不錯的成績，這給了他們四分的領先優勢，
並且分差一直保持在那裏，但隨後球隊交換了領先優勢，直到米
德爾頓的叁分球在中場休息前將比分扳 52 平。

憑借在賽場上唯一一支獲得過總冠軍球隊的優勢，雄鹿隊在
季後賽主場戰績提升至 9勝1負。他們正試圖在季後賽中第二次
克服 2:0 落後的劣勢，扭轉局勢，他們辦到了。

第五場比賽于周六晚上在鳳凰城舉行。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米德爾頓狂砍40分
雄鹿109:103擊敗太陽 2:2 追平 NBA 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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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出征東奧的431名運動員來自全國28個
省區市，平均年齡25.4歲，年齡最小的是

跳水隊的全紅嬋，14歲，最大的是馬術隊的李
振強，52歲。運動員中參加過奧運會的有138
人，佔運動員總數的32.02%，其中131人參加
過2016年里約奧運會。有11個項目的24人為奧
運會冠軍，其中19人為里約奧運會冠軍，包括
曹緣、趙帥、石智勇、朱婷、鍾天使、馬龍、諶
龍等。

首次參加奧運會的有293人，佔運動員總數
的67.98%。參加過亞運會的有291人，佔運動
員總數的67.52%，沒有參加過亞運會的有140
人，佔運動員總數的32.48%。女子田徑運動員
鞏立姣、女子跆拳道運動員吳靜鈺、男子射擊運
動員龐偉、男子蹦床運動員董棟等將第四次參加
奧運會，是代表團中參加奧運會次數最多的運動
員。

本屆奧運會共設33個大項339個小項，中
國體育代表團共報名參加除衝浪、棒壘球和手球
之外的30個大項225個小項的比賽，為境外參賽
小項最多的一屆。其中乒乓球、羽毛球、舉重、
跳水、花樣游泳、蹦床、射箭、皮划艇靜水、現
代五項、山地自行車、高爾夫、三人籃球、攀巖
等滿項報名參賽。

孫春蘭會見代表團
另外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14日在國家體育總局
會見即將出征第三十二屆夏季奧運會的中國體育
代表團，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代表團全體人
員致以親切問候和良好祝願，勉勵體育健兒們牢
記習近平總書記的殷切囑託，使命在肩、奮鬥有
我，努力取得運動成績和精神文明雙豐收，讓五
星紅旗在奧運賽場上高高飄揚，為黨和人民爭取
更大光榮。

中國奧運代表團 14日下午正式亮

相。東京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總人數

為 777人，其中運動員 431人（女運動

員 298 人、男運動員 133 人），教練

員、領隊、科醫人員等運動隊工作人員

307人，團部工作人員 39人，是中國體

育代表團境外參賽規模最大的一屆奧運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北京報道

先頭部隊抵東京
中國帆船帆板隊升國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旻南京報道）江蘇省
體育局14日下午召開新聞發布會，江蘇省體育局
副局長王偉中公布：在即將舉行的東京奧運會中國
體育代表團777人中，有江蘇省運動員37名、9名
教練員和7名工作人員入選，參賽運動員人數為該
省參加境外奧運會最多的一次。參賽江蘇運動員中
有5位奧運會冠軍，分別是許安琪、張常寧、龔翔
宇、吳靜鈺、趙帥。

王偉中介紹道，在即將出征東京奧運會的江蘇
37名運動員中有男運動員12名、女運動員25名。
其中咼俐、梁馨枰、尤浩、張雨霏、趙帥、高陽、
王嘉男、張常寧、龔翔宇等9名運動員是第二次參
加奧運會，許安琪、薛晨是第三次參加奧運會，吳
靜鈺是第四次參加奧運會。參賽運動員年齡最小的
是射擊項目的盛李豪，尚未滿17歲。年齡最大的
是跆拳道項目的吳靜鈺，34歲。

王偉中特別提示，在本屆奧運會上，江蘇體育
健兒將參加17個大項20個分項37個小項的比賽。
其中女子排球張常寧、龔翔宇，擊劍女子重劍團體
許安琪，跆拳道女子-49公斤級吳靜鈺、男子-68公
斤級趙帥，花樣游泳咼俐、梁馨枰，游泳男女混合

4×100米混合泳接力張雨霏，射擊男子10米氣步
槍個人、10米氣步槍混合團體盛李豪，體操男子團
體孫煒等值得重點關注。

發布會上，“2020東京奧運會江蘇健兒獎勵
基金”正式發布。據介紹，該基金由江蘇今世緣
酒業股份有限公司向省發展體育基金會捐贈100
萬元設立，專項用於獎勵在東京奧運會奪得金牌
及獎牌的江蘇健兒，以激勵江蘇運動員在賽場上
奮勇拚搏、再創佳績，為國爭光、為省添彩。

江蘇37運動員入選包含5位奧運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郭正謙）東京奧運
舉行在即，香港各個運
動代表隊已整裝待發準

備前往日本參賽，繼滑浪風帆隊13日啟程成為首
支赴日港隊後，劍擊、乒乓球、羽毛球、體操及賽
艇等代表亦將於後日飛往東京，而李慧詩所在的場
地單車隊則分別於7月27及29日抵達日本。

東京奧運將於7月23日正式開幕，不過由於當
地疫情仍然嚴峻，東奧防疫措施成為各界焦點，已
經出發的香港滑浪風帆隊表示每名隊員均已準備好
200個口罩，亦會盡量避開用餐高峰期，並會在進

食及水上訓練時間外時刻佩戴口罩，做好個人衞生
下不太擔心受到疫情影響。此外國際乒聯亦針對東
京奧運頒布新措施，包括不准球員在比賽期間觸碰
球桌以及禁止球員在發球時向乒乓球吹氣，不過
香港乒乓球隊總教練陳江華及女隊教練李靜均認
為對球員影響甚微：“國際乒聯所禁止的都是一
些球員的小動作，不會影響球員發揮，而且也沒
有特別註冊罰則，相信相關措施只是提醒球員盡
量避免這些動作，港隊在半年前已採取這些措
施，已經習慣了這些新規則，對球員不會有影
響。”

東京奧運針對海外媒體的防疫措施十分嚴厲，
除檢測、口罩令及保持社交距離等一般措施外，更
要提交詳細行動計劃，甚至外出便利店也要規定在
15分鐘內往返，違者有機會被收回記者證，國際運
動記者協會會長梅洛日前聯同十幾間美國主要媒體
體育版負責人發出抗議信，強調理解日本正面對疫
情衝擊的艱難境況，但媒體也是比賽的一部分，希
望和日本有關方面一起找到解決辦法。

身高2米
開外的中國跆
拳道選手孫宏
義，14日接受
訪問時指出現

在最大期望是在東京奧運會上成為一匹黑馬，
創造奇跡。

對於今次奧運會之旅，孫宏義相信“老天很
眷顧自己”。今年5月22日，孫宏義在約旦安曼
賽場靠着必勝信心戰勝對手，鎖定中國隊最後一
個跆拳道項目的奧運資格。孫宏義在覆盤這場決
定他命運的賽事時，特別感謝了中國跆拳道國家
隊總教練管健民對他的悉心培養：“由於東京奧
運會延期一年，這一年自己狀態調整得非常好，
在各地集訓時提高了不少，總教練的指導非常關
鍵，這也是能夠拿到東京奧運會入場券的主要原
因。”

作為最後一個拿到東京奧運會跆拳道項目參
賽資格的中國選手，孫宏義希望能夠延續一路以
來的好運，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奧運時間”。
“如果能做一匹黑馬，為什麼不呢？”說完這話
後，孫宏義笑個不停，可以感受到他的興奮。

●中新網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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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整裝待發
香港代表隊陸續出征

據中國帆船帆板協會消息，
14日早晨，中國帆船帆板隊在東
京江之島碼頭舉行升旗儀式，全
隊將 470級帆船的桅杆作為旗
杆，升起五星紅旗，奏唱國歌。
中國帆船帆板隊是中國代表團第
一支出征的運動隊，在女子帆板
項目上有衝擊金牌的機會。

東京奧運帆船帆板賽事設有
10個項目，中國隊已獲得8個項
目的參賽資格（女子帆板、男子

帆板、女子 470 級、男子 470
級、女子激光雷迪爾級、男子芬
蘭人級、女子49人FX級和混合
諾卡拉17級），其奧運參賽資格
的數量僅次於北京奧運會。

中國帆船帆板隊日前已公布
奧運參賽名單，男女共12名選手
出征東京。其中女子帆板是主要
奪金點，來自於福建的25歲選手
盧雲秀，在2019年美國邁阿密世
界盃賽中獲得冠軍。 ●中新網

孫宏義望成奧運跆拳道黑馬

▲▲李振強為中國隊今屆
最年長運動員。 新華社

●●李慧詩將於本月尾出李慧詩將於本月尾出
發到日本發到日本。。 新華社新華社

◀◀全紅嬋為國家隊今屆
最年輕運動員。新華社

●●東京奧運會江蘇健兒獎東京奧運會江蘇健兒獎
勵基金正式發布勵基金正式發布。。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攝攝

●●孫春蘭會見參加第三十二屆夏季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孫春蘭會見參加第三十二屆夏季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 新華社新華社

2424名奧運冠軍出征名奧運冠軍出征

港隊港隊
速遞

專訪
人物

東奧

●●孫宏義孫宏義（（左左））希望可成希望可成
為賽事黑馬為賽事黑馬。。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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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人生最有活力、最强调自主性

、最愿意冒险的阶段，青年们竞相选择

安稳、体面、高福利的体制内单位作为

其事业起点，不外两个原因，一是体制

外给他们提供的空间过少，体制外的环

境也在逐渐变差；二是中国的青年受原

有体制驯化的程度较为严重。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分

所谓体制，其实包括一系列具体的

制度性安排，如户籍制度、公务员考试

制度、教育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劳动

就业法规等。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这

些制度性安排有时并未带来平等，而是

使人群分化。如户籍制度中的城乡二元

分割体制导致城市居民与农民的分化;

重要行业的市场准入规定造成国有垄断

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公务员

考试漏洞太多使得“拼爹”成为可能，

等等。

上述暗含社会歧视的制度安排，通

常会造成社会成员中部分人获利和另外

一部分人受损。在现有体制中长期获利

的社会成员属于体制内，其他领域的社

会成员则属于体制外。二者的利益差别

是巨大的：体制内的人群不但享有更加

安稳、体面、更受制度保障的生活，而

且其所在的机构往往握有更大的政治权

力和经济权力（政府机关、垄断企业等

）；相对来说体制外的人群更难保障自

己的基本权利和利益（中小企业主、农

民工等），更容易受到来自权力的侵害

。

与此同时，中国的所谓“体制”不

仅是一个制度概念，还具有明显的意识

区隔。很明显，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垄断企业等，共同分享着核心价值

观，其成员也有着更严密的思想纪律;

而民营企业、市民社会这些领域则离核

心政治价值相对遥远，其成员有时还秉

承着另外一套价值理念。所以体制的

“内”“外”之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

以意识形态划界的。

在体制内外所存在的利益差别和思

想差别下，中国社会中不但出现了一个

由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所掌控的“体制

内”，而且由体制所产生的权力还延展

到体制之外，扼杀了这个社会其他领域

的生机与活力。于是，和十几年前中国

高学历者纷纷脱离体制“下海”形成鲜

明对照、也和西方发达国家很少年轻人

考公务员的现象有相当差异的是：中国

的年轻人纷纷选择通过难度极大的公务

员考试而逃回体制内。这些情况都表明

，近年来中国的“体制外”环境正在迅

速恶化中。青年人选择的狭窄意味着整

个社会选择的狭窄。

在体制外环境变差的同时，政府本

身的财政汲取能力却越来越强大。中国

的财政收入增速在1995年首超GDP增

速后，持续高速增长至今。2010年，中

国财政收入达8.3万亿元，增速两倍于

GDP增速。最近几年的财政收入都达到

GDP的1/3左右，政府掌控资源的能力

相当惊人。随着政府插手各种经济和社

会领域，其职能不断扩张，直接后果就

是机构庞大，不断招人，造就了一个迅

速增长的就业市场。

同时，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支出比

例的虚高不下以及支出核算和管理的极

度不透明，直接让集中了最优质社会资

源的政府本身成为最受追捧的行业。和

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点低至2000元以下，

甚至低于农民工的工资相反，体制内的

人员工资虽然也高不了多少，但更多的

补贴、隐性收入、灰色收入却可以保证

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2010年中国城

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

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

幸福”的比例最高。当所有的物质资源

都集中到机构手里，而人是跟着资源走

的，不去事业单位就业难道还会有其他

更好的选择吗?

当然，想进入体制也并不容易。除

了自身获得优质资源外，阶层和集团的

特权还直接延伸到他们的子女身上。各

种“萝卜招聘”、“拼爹”现象对平民

子女来说，就是一种不公平的阻碍。

体制驯化青年？

奇怪的是，在事业选择空间日益狭

窄的同时，这些年轻人还遭遇了社会舆

论的批评。北大教授钱理群就发文批评

现在的大学生更加世俗化和功利化。似

乎是在印证这个判断，日前媒体广泛报

道了清华毕业的 “80后”进入体制得

到快速升迁，但同时也快速腐败的经历

。对于这些通过考公务员进入体制的年

轻人来说，过于缺乏政治理想，导致他

们在无奈中选择靠拢体制，并在进入后

却连体制的阴暗面也照单全收。

其实，青年的蜕变过程并不是从他

们进入体制内的那一刻开始的，而是早

得多。在中国，对体制内的规则和潜规

则的认同正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锁定。

虽然每个国家的中年男女都倾向保守，

但没有一个国家的父母像中国的父母们

一样，教育他们的子女从小听自己的话

、上学听老师和学校的话、工作后听领

导的话。对体制的认同渗透进了家庭教

育和学校教育，成为人格的一部分。但

这种认同不是对体制内涵的认同，而是

认定无法改变体制的无奈服从。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体制”不

但剥夺了年轻人的机会、能力，更重要

的是消解了年轻人的梦想，改变了年轻

人的本性，使其更关注个人利益，也更

能容忍社会不公。在拼命试图进入公务

员队伍的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对前途

稳定的关心，也无法排除对权钱缝隙中

的巨大灰色利益的觊觎。无论是何种心

态，都缺乏政治原则的坚守，很难期望

他们能够在转型时代挺身中流、改变体

制。很多人甚至连自己不被濡染都成了

奢望。

而青年之所以那么容易被体制驯化

，在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内涵和自主信

念的缺乏。在一些学术机构的调查中，

现下中国青年的优点被归纳为务实、开

放、敢于创新等，而其缺陷则被归结为

缺乏社会视野、缺少对社会各阶层的了

解、缺少交流、分享和合作、公益心不

足等。这些弱点很明显是公共生活参与

不足、对社会真实缺乏了解和同情心所

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中国青年

缺乏参与公共生活的经验，才被剥夺了

在公共生活中形成和巩固自我价值观的

机会，才可能被体制轻易改变。

人是一种多重社会关系的存在。而

体制最终会变成无所不在的社会关系，

让社会成员之间彼此限制，甚至内化为

社会成员自己的自由意志。离体制越近

，受体制的驯化也就越严重。这种一边

在压制，一边在驯化的体制，迫使年轻

人在痛恨体制的同时，也越来越依赖体

制。

然而，把一切都推到体制身上确实

很方便，可是体制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所

有问题。上述的压制和驯化现象在很大

程度上是源于体制安排，但问题是，

“体制”又是从何而来?支撑体制内和

体制外区分的社会基础又是什么?

当前，计划经济的残留力量比我们

想象的更大。中国的重大经济决策一直

掌握在政府及各个部门手中，并且这些

决策可以轻易地突破市场的规则甚至原

则。政府决策可以直接限制房屋交易、

巩固或破坏私有财产权、规定某个领域

的市场准入，其对经济的影响力比其他

市场经济国家要大得多。

经济上的垄断实际上来自权力的垄

断。由政府介入的方便，政府制定了保

护行政垄断的种种规则， 并力保低端

的加工产业为自己带来短期政绩。由此

导致的是中国国有垄断企业占主导地位

的经济结构，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占主

流地位的低端产业结构。此种经济结构

一经形成，便导致庞大的经济--政治利

益集团的出现，并成为现有经济体制和

经济政策的最有力支柱。而有可能对体

制形成挑战和改革力量的民营经济，则

因最近几年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进入

低速发展的周期，逐渐在中国经济结构

中被边缘化——虽然其对GDP的贡献仍

然巨大，但却无法掌握更多的经济权力

，也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据近年

的统计数据，中国自主创业的个体户比

几年前减少了几百万户。

同时，行政权力的独大还约束了第

三部门的发展。在西方国家，社会组织

本是就业的重要渠道。现任美国总统奥

巴马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在芝加哥做社区

服务。当时的工资不高，只有1.3万多

美元，这份工作不但让他积累了社区服

务的经验，也让他找到后来攻读法律学

位的动力，最终成就了一位非裔平民总

统，其竞选中的平民策略与其早期工作

经验是密切相关的。但在中国，提供非

营利服务的社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生存

和发展受到一系列阻滞。组织生存的艰

难不但表现在就业机会被剥夺，也表现

为对体制本身的屈服与靠拢。在一个竞

争剧烈的世界里，靠近最强者是很自然

的选择。但也自然使得体制本身更加强

大和稳固。

从逻辑上说，体制内外的划分首先

改变的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并且形成了

体制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支撑。是社

会结构决定了政治体制还是政治体制决

定了社会结构，确实是一个鸡生蛋还是

蛋生鸡的问题。但社会结构和体制之间

的不断互动和相互加持，确实导致体制

的固化和强大，并成为社会成员依赖的

对象。

不过，即使是对于体制内的人群来

说，这个体制真的是值得依赖的吗?恐

怕未必。在体制内这样一个超稳定和官

僚化的环境中，个人的能力是难以得到

提高的，个体价值也会缩水。

同时，体制内的官场规则和潜规则

未必是所有人都可以适应的。随着“90

后”这些更加强调个性和自由的世代的

登场，体制能够带给人们的幸福感，恐

怕会越来越少。

更重要的是，只要体制本身的自上

而下控制型的特点不改变，体制内向上

流动渠道就会依然缺乏，体制内竞争的

激烈程度不一定比体制外更小。在“拼

爹”时代流行的中国，普通青年进入体

制后的晋升发展机会也不一定很多。

作为体制挑战者的年轻人

体制与人的矛盾可能存在于任何一

个世代，但只有在内外条件具备的情况

下，这种矛盾才会导致改革力量的诞生

。在目下的中国，体制与人的矛盾所导

致的却更多的是非常规的反抗，而非理

性的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体制

本身所提供的改革空间太小。而在体制

外的改革力量走正规路径走不通的情况

下，只能以非常规的方式来进行利益表

达。最僵化的体制下反而有可能酝酿出

最激烈的反抗。类似情况曾经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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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媽媽經劉湛庠弟兄在岡山帶領認識了她敬

愛的救主耶穌基督, 而且帶領全家都信主得救。自從媽

媽信主後，整個人都改變了。因為有了主，有了依靠，

她堅強了很多。後來爸爸得了癌症，為了照顧父親，媽

媽提前退休，全心全意照顧爸爸。在媽媽的感召下，爸

爸也接受了主耶穌基督。爸爸過世後，媽媽來美與我們

同住。1990 年來美第二年就接到紅十字會的通知，找

到了她昆明的家人（爸爸生前曾委託紅十字會尋找媽媽

的家人），可惜那時爸爸已經不在了，由我陪著她返鄉。

分別 45 年後再見到家人，原來活潑天真的小姑娘已經

變成了滿頭白髮的老人了，真是不勝唏噓。 

媽媽與我情緣最深，在美國跟我們相處 30 多年。

雖後來未與我們同住, 自住老人公寓，但是我們經常見

面相聚。兒孫最愛這個婆婆，媽媽也享受含飴弄孫之樂。 

在美國期間最讓她喜樂的是教會生活,在美 30 多

年。除了教會中的眾弟兄姊妹對她的關懷, 讓她覺得很

溫暖；經常的聚會、禱告, 讓她喜樂的活在基督的愛裡。

還有每隔一年返回昆明或台灣探親，也是她最期盼的事。

疫情期間不能去教會, 也不能探親回昆明或台灣，使她

覺得很無奈，心情也比較鬱悶，也許這是她最遺憾之事。 

媽媽一生勤勞、節儉、善良、嚴以待己、寬以待

人，她的美德將長留在我們兒女心中。媽媽，聖經上說

您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您，您且要住在耶和華

的殿中，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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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母親 

媽媽唐李靜媛女士生於 1931 年 5 月 22 日,慟於

2021 年 7 月 4 日,享年 91 歲。有子女 4 名,孫子 6 名,

曾孫 4 名。長女唐心琴,婿李達曾,長外孫李傳仁,次外

孫李傳中,長孫媳 Margaret Lee,曾孫女 Maddy Lee 曾

孫 Jaxson Lee。長男唐心瑩,媳王玫,孫子唐寶康,次孫

唐寶恩,孫媳陳怡雯,曾孫 Christian Tang, 曾孫女

Addelyn Tang。次男唐心圃。叁男唐心明,媳董惠貞,長

孫女唐寶怡,次孫女唐寶齡。 

小時候我記憶中的媽媽很柔弱又多愁善感，經常

哭泣，每次流淚時我都說：“媽媽不要哭哦!” 等我懂

事後才知道，媽媽在她的家裡是最受寵愛的幺女，在娘

家從沒受過委屈。跟我父親結婚後離鄉背井，沒有娘家

人在側，備感辛苦又孤單，因此常常傷心流淚。 

媽媽是雲南昆明人，抗戰時期昆明是陪都，也是

物資轉運站。爸爸奉公到昆明、蒙自等地空投物資，在

昆明與媽媽相識結婚。來徵得媽媽家人同意，跟隨爸爸

部隊去了大後方，在廣州時生下了我。最後爸爸帶著奶

奶、他的幺弟、媽媽和我一行五人輾轉到了台灣。 

在台灣一住四十多年。爸爸後來提前退役轉行公

務員，在岡山中學任職會計主任，媽媽在出納科任職。

當時奶奶和幺叔與我們同住，加上我們五個蘿蔔頭，共

八口人要吃要喝，她還要上班，每天忙的團團轉。她常

常說年輕時的自己就像一條牛那麼辛勞。奶奶起初對她

很嚴厲，經常責備她，所以媽媽常感到受委屈。後來奶

奶跟媽媽相處後瞭解她是個溫柔賢淑，任勞任怨的媳婦，

便開始疼惜她。後來婆媳關係相當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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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悼念]] 19821982--19831983年度政大南加州校友會會長年度政大南加州校友會會長
巴山學長仙逝巴山學長仙逝，，謹代表校友會致上沉重的哀痛謹代表校友會致上沉重的哀痛
各位敬愛的校友您好,
國立政治大學南加州校友會 1982-1983

會長外交系巴山學長於6月28日仙逝。享年
八十六。葬禮將於8/4 星期三上午8:30 在中
華殯儀館舉行。

世 界 中 華 殯 儀 館, （Universal Funeral
Chapel) 電話號碼626 281-7887 地址：225 N
Garfield Ave, Alhambra CA 91801

巴學長是政大在台復校第一期1959年新
聞系畢業。與外交系1960畢業的夫人左覃珍

學長一起來美在猷他州Brigham Young Uni-
versity 留學深造，各獲得營養學碩士學位。
畢業後轉行在拉斯維加斯及加州投資經營旅
館事業及其他房地產，相當成功。並發展廣
播事業，創辦中華之聲。其間曾經多次為台
灣僑胞，為華人，為亞裔發出正義之聲，成
為南加州傳媒大老及僑界名人，對僑社貢獻
良多。巴學長近年來因為跌傷及中風，無法
參加我們的活動。 之前常出席我們理事會年
會及旅遊活動。有他在的地方絕對沒有冷場

。退休之前也常提供中華之聲場所讓校友們
使用。

巴夫人左學長希望校友們能儘可能撥冗
參加告別式並歡迎上台致詞追悼我們的前會
長。

(高政弘提供)
能出席者煩請向高政弘Paul Kao

報名。
email:paul.kao2008@gmail.com

Cell: 818-512-2750

President of NCCUAASC 2021
政大 南加州校友會

2021年度會長
洪巍 (Wei Hung) 敬上

626-872-7195
president@nccuaas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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