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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李恕信談美國李恕信談美國」」 -- 美國種族歧視劇增美國種族歧視劇增！！

（本報記者黃梅子）身為亞裔美國人
的體驗，可謂處處都是反差。

我們是來自東亞、南亞和東南亞
20多個國家的移民或移民後代。我們
講不同的語言，吃不同的食物。我們
中的一些人領導著美國最成功的企業
，比如谷歌(Google)和Zoom。還有一
些人做著小生意，比如中餐館和水療
館，受疫情的打擊最為嚴重。我們的
貧富差距也是全美最大：一些亞裔的
家庭收入遠超全國平均水平，但另一
些的貧困率一直是全國最高。

儘管活動組織要求社會正視我們
遇到的問題，但無數不平等和細微差
異讓亞裔難以團結。雖然亞裔是美國
增長最快的族群（現在佔總人口的
6%），但大家對事務的優先級排列不
盡相同——有時候是天差地別，因此
，人數的增長並未能帶來政治或文化
影響力的增加。

從前總統的種族主義汙言穢語，
到針對亞裔的一系列襲擊，再到亞特
蘭大按摩店包括六名亞裔女性的八人
被槍殺事件，過去一年發生的事可能

會讓人們因為一個新理由團結起來：
恐懼。

在這個仇恨犯罪達到十幾年來最
高水平的國家，許多亞裔通過在美國
最精英的教育和專業機構競爭並取得
成功而享有的地位，已經派不上用場
。

亞裔也正在成為美國經濟差距最
大的群體。2016年，亞裔的收入分布
在第10百分位的約1.2萬美元到第90
百分位的約13.35萬美元之間，中位
數約為5.1萬美元。相比之下，白人

的差距是約1.51萬美元到11.8萬美元
。

這種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是由移
民造成的，在過去50年裡，移民佔
了亞裔成年人口增長的81%。許多亞
裔移民的教育水平高於土生土長的美
國人，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們穩坐
收入階梯頂端的原因。與此同時，處
於階梯底部的亞裔受教育水平較低。

美國亞裔的故事講述起來一直很
複雜。大都市的各個角落裡都有他們
做餐廳員工和按摩師的身影，但也有
進入精英學府的人中龍鳳，他們最終
都能得到高薪職業。很多時候，從事
服務性工作的一代移民培養出了在企
業奮鬥的下一代。但此時此刻，隨著
人口增長，各群體之間也變得愈加孤

立。
在去年夏天經歷了爭取種族爭議

的抗議活動，以及更加關註 「黑人的
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之
後，包括亞裔在內的有色人種企業僱
員都在要求公平和包容，這將終結白
人主導的文化。

但數十年來，政策製定者和政府
領導人一直把亞裔視為隱形人。這在
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該群體的構成多樣
，規模較小，很難獲得影響力和關註
。

記錄亞裔仇恨事件報告的製止仇
恨亞太裔美國人組織指出，去年，言
語騷擾、躲避和身體攻擊事件急劇上
升。

請看《美南時事通》之《李恕信

談美國》，主持人Vivan和全美政治
領袖基金會主席李恕信博士談--- 美
國種族歧視劇增，華人如何與洋人對
話(一)：文化衝擊下的溝通藝術。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
《美南時事通》，也可以通過iTalkBB
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
，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
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本報休斯頓報導) 憑著對藝術的熱
愛，對教育的認真，以及對學生的用心
培育，沙漠美術學校在休斯頓耕耘七年
，已經培育出許多藝術人才，門下學生
屢獲美國各種美術比賽的金獎及大獎。
目前暑期開始招生，無論是小朋友想要
學畫畫，銀髮族想要培養嗜好，或是喜
歡藝術的成人想要重拾畫筆，各個年齡
層都歡迎報名。

沙漠美術學校的學生，從五歲到八
十歲都有，共同的是擁有著熱愛藝術的

心。校長是沙漠先生，有人說他是 「名
師出高徒」，更有人說他是 「嚴師出高
徒」，他培養學生繪畫創作、藝術養成
、以及如何觀察生活中隨時存在的美，
孕育那份探索美的能力。

沙校長所教授出來的學生，個個才
華洋溢，藝術天分被全然啟發，其中許
多位在美國多個美術比賽中獲得大獎，
像是德州青少年視覺藝術大賽、休士頓
牛仔節藝術大賽、國會藝術大賽等等，
深受各界矚目。

沙校長目前是美國油畫家協會會員
，他畢業於西安美術學院，師從中國著
名油畫家、也是美術教育家張榮國先生
，他的油畫創作以人物與風景為主要題
材，堅持寫實主義的風格，真實反映人
與景物原有的樣子，將人物與景緻活生
生地展現出來，並帶著一股純樸自然與
親切感。

沙漠美術學校採小班教學，有興趣
還可免費試聽。主要教授: 油畫、色彩、
素描、兒童畫、亞克力等，包括各個階

段。沙漠美術學校 ( Sha Mo Art Acade-
my)上課時間: 週六、週日上午10點至下
午6點(課程依學生程度而時間不同，隨
時可以加入課程)

沙漠美術學校電話: 832-506-9570。
email : mosha120162@gmail.com

地址: 9730 Town Park DR. #75,
Houston, TX 77036

沙漠美術學校沙漠美術學校 作育藝術英才作育藝術英才
暑期招生暑期招生 歡迎各個年齡層報名歡迎各個年齡層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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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天地

德州本地新聞

01.

他的失明，要从三年前说起。

那天，他醒来已是八点过，已经快迟到了。他匆匆

抹了一把脸，换了鞋，从衣柜里拿了黑色的外套，就匆

匆出门了。

他刚毕业，离开了温室，到了一家小公司工作，工

资不高，勉强够生活。工作不太顺利，昨天被上司骂得

狗血淋头。

年轻人嘛，刚进入社会，总需要适应的，但那些老

油条可不管这些，他只看你的任务完成没有，你的工作

有没有出现纰漏，会不会影响他的晋升与加薪。

他很想辞职，重新找一个公司上班，但生活不允许

。22岁的他，没房没车，祖上是地道的农民，没有关系

可找，一切只能靠自己。

他在滴滴上打了个车，站在公交车站那里等。“叮

咚”，他手机微信响起。他把右手上的手提袋放到左手

上，右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机，一个老款的智能机，

不甚值钱，勉强用着。

打开手机一看，是高中同学群里的消息，有一个同

学快结婚了，发了请柬在群里，邀请大家去参加婚宴。

那个同学跟他关系一般，从前在班上几乎没有交流

，因为性格不合。

他装作看不到，放下了手机。“叮咚”，那个同学

发了“好友申请”过来，在备注里注明“哥们，我快结

婚了，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来玩儿啊！”

好了，这下想逃也逃不了了，人家专门发消息过来。他

点了“同意”，在屏幕上快速打出“好的，到时候……”。

砰！还没点发送，已经来不及了，一辆车从远处驶

来，突然在半路失控，直接撞上了他，手机从手里飞出

，在天空做了一个抛物线，落在沥青路上，落了个尸首

分离的下场。他眼前一黑，渐渐失去了意识。

02.

耳边传来嘈杂的声音，像是有人在打电话，他听出

来了两个人的声音。一个是他的父亲，好像在打电话，

电话的另一端也很嘈杂。“行，等下就把钱转到你卡上

，你叫你侄儿去银行取出来。”另一个声音，是他的母

亲在啜泣，边哭边埋怨他父亲说话太大声，吵到他休息

了。

他张开眼睛，一片空洞，脑海里什么颜色都没有。

“爹，爹，怎么不开灯？”老父亲愣愣地看着窗外，没

有回答他。

少顷，渐渐转过来看向他，叹了叹气，吞吞吐吐的

说了一句——孩子，你那天出了车祸，我和你妈接到电

话就匆匆赶过来了，你满身是血，把你妈都吓坏了。

“爹，开灯啊，好黑啊，我什么都看不见。”

“唉，孩子，你眼睛没用了，治不了了。”

“什么？我瞎了吗？爹，你是不是在骗我？你肯定

在开玩笑！”

“唉，孩子，你要坚强。”

时间匆匆而过，转眼已是两周后，他渐渐接纳了自

己已经失明的事实，只是暂时还不能习惯空洞的感觉。

他还能想起来树枝上粉红的花瓣，教室里黑色的黑

板，家乡蓝蓝的天空、炙热的红太阳、绿油油的草地、

金黄的谷穗……而有些东西，因为太久没有看到，已经

忘得一干二净了。

一个月后，他还记得父母的脸、蓝蓝的天空、红木

桌子、破旧的老房子。

一年以后，他只记得父母的脸和那一抹蓝色了。

03.

四年前的夏天，他即将毕业，而谈了两年的女朋友

还在这个学校上学，不肯与他一起忍受异地恋的煎熬，

果断地选择与他分手了。

那天，太阳和风都很大，他与女朋友吃了散伙饭。

女孩子把他送的手链还给了他，往桌上拍下了一张人民

币，然后提着包就走了。

他低头看着那条已经送出去一年多但依旧崭新的手

链，明白了有些炙热的感情，终究只能感动自己。

他一把抓起手链，丢在垃圾桶里。

忽然，他猛然地抬高望向餐厅门口，想要抓住点什

么，也期盼着那个女孩子能回头看他一眼，哪怕就一眼。

他抬着头，只看到一个背影，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披散在肩头，一身蓝色的及膝长裙。那一抹蓝色，像是

迷药一样，紧紧地吸引住他的目光，在这一刻，世界失

去了所有的颜色，只剩下那一抹蓝色，它蓝得令人发慌

，蓝得令人心碎。

从此，他不再喜欢黑色，转而喜欢蓝色，尤其喜欢

蓝色长裙，每个月的工资，他会留一点买一件蓝色的小

物件，一个玻璃杯，一只钢笔，连墨水也要用蓝色的。

在出事之前，他空闲的时候经常独自爬去山顶上，

就躺在石板上，晒着太阳，看着蔚蓝的天空，偶尔会有

一片云朵飘过，他总是烦躁而恼怒地看着，恨不得爬上

天去，把云朵赶走。

他看到蓝天，总会想到那个喜欢穿蓝色长裙的姑娘

，想到她干净而纯粹的微笑，想到那条崭新的手链。

那一抹蓝色，就像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念头，在他心

里扎下了根，长出了参天大树，一棵蓝色的树，一簇簇

蓝色的花，在蓝色的世界里璀璨地绽放，形成一片蓝色

的无边无际的海洋，时时刻刻在他脑海中翻涌，荡起一

圈又一圈的涟漪。

那一抹蓝色，在他失明后，彻底占据了他的世界。

那一抹蓝色
张强生家养了五年的母猪死了，死状奇惨

，张口伸舌、口吐白沫，粪便中还带着血，一

看就是被人下药毒死的。

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消息很快

便传到了这个不足二百来个人口的小村庄的每

一个角落。

出了这档子事，大家首先怀疑的，就是跟

张强生结仇的李二狗。话说，在一个月前，李

二狗用水泵抽水灌溉稻田时，被张强生把水截

胡到了自的田里。

李二狗找上门去，与他理论，没说几句话

，俩人就大打出手，瘦弱的李二狗哪里是懂得

些拳脚的张强生的对手，当场被揍了个半死，

当真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

比起身体上的痛苦，李二狗更在乎的，是

小村庄里的人的闲言碎语——除了年迈的老娘

和老村长，没有一个人同情他，更没有人为他

撑腰，反而是冷嘲热讽不断，说他自不量力，

活该挨打。

从那以后，李二狗就记恨上了张强生，他

不敢当面骂，就背地里咒人家早死，并使些小绊

子恶心张强生——比如往张家的院里扔狗屎、掀

人家屋顶上的瓦片、拔人家栽在地里的庄稼。

为此，他又被张强生冲到家里来，狠狠揍

了一顿。因此，张家的猪死了，村庄里的人自

然有理由怀疑他。

一头即将下崽的母猪可值不少钱哩，在这

个闭塞的地方，猪肉大抵是人们唯一的肉食了，

平常人家轻易舍不得吃，过年过节才能上桌。

猪死后的第二天，年近七旬的老村长就领

着张强生上门来与李二狗对质了。

李二狗自然不肯承认，因为这事的确与他

无关，再借他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做这伤天害

理的事儿。

但张强生一口咬定是他下的药，无奈的李

二狗只好让俩人搜家。这一搜可不得了，俩人

从李二狗那久病卧床的老娘的床下搜出来一罐

草药。这草药熬成的汁水的味道，恰好跟张家

猪槽里的一样。

李二狗愣在当场，他哆嗦地给张强生下跪

，但固执地拒绝承认草药是他熬的。

人证物证具在，德高望重的村长即使再如

何可怜他，也不好继续偏袒，老村长一脸恨铁

不成钢的表情，冲着李二狗直摇头。

当晚，老村长将小村庄里所剩无几的老人

和上过几天私塾的文化人张白立叫到了祠堂，

商议这事儿该如何解决。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由李二狗赔偿张强生

的损失。

于是，百口莫辩的李二狗不得不将家中用

来耕地的牛赔给了张强生，这使得原本就很贫

穷的李家，已然成了家徒四壁的景象。

躺在床上的二狗娘气得几天没吃下饭，只

能靠一口中药吊着性命，不至于翘脚。

李二狗夜里常常能听到隔壁的房间中传来

老娘的啜泣和咒骂声，他听得心里五味杂陈，

很不是滋味。

没有了牲口，地只能一锄一锄地翻，于是

李二狗只好早出晚归，每天天麻麻亮就出门，

中午也不回家，直到夜幕覆盖整个村庄时，才

往家里赶。

这天，月亮缓缓升起落

在枝头上时，李二狗才翻完

村西的那块地，他揩去一头

的汗水，将锄头抗在肩上，

缓缓朝小村庄的方向走。

途径村口大槐树下时，

李二狗看到张白立家的煤油

灯亮着，透过薄薄的窗纸，

隐约有两个人影在床上晃动

，不时还传出一阵不可名状

的声音。

李二狗顿时一愣，张白

立年前刚死了老婆，屋里咋

会有女人？听那断断续续的

说话声，好像是村里的王寡

妇，这俩人咋搞到了一起？

李二狗今年已经四十五

岁了，却还是单身，外面的

女人不愿嫁到山沟沟里来，

村里的女人又看不上他，所以他到现在还是光

棍。

每每看到人家成双入对，李二狗都很羡慕

，他做梦都想讨个老婆暖被窝、传宗接代，听

到这为爱鼓掌的动静，顿时就心痒痒了。

他扔下锄头，蹑手蹑脚走到窗边，用手戳

了一个小洞，伏在窗前看，映入眼帘的是一张

熟悉的面孔。看到风韵犹存的王寡妇，李二狗

眼睛霎时亮了，一脸猥琐的样子，口水不禁顺

着嘴角淌了下来。

屋里的男女一边做那事儿，一边说着话。

张白立：美人儿，你交代的事儿我已经办

了，现在可以跟我走了吧？

王寡妇：不行，你得把张强生弄死！

张白立：我都毒死了他家的猪，还不行吗

？再说，那是我侄儿子，我咋下得去手！你跟

他到底有多大的仇啊，为啥非得弄死他？

王寡妇：哼，俺就是看不惯他婆娘那副嘴

脸，不就是有个男人吗？谁还没有了！非得在俺

面前炫耀，俺就是要弄死她男人，让她守活寡！

张白立：好吧，容我想想，人命可比猪重

要，要是被人发现，咱们都逃不掉。

听到这里，李二狗顿时大吃一惊，险些发出声

来。他既震惊又愤怒，但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他

没有声张，而是弓着腰悄悄出了张白立家的院坝，

之后顾不上拣锄头，一路狂奔到了村长家。

老村长听说张白立和王寡妇滚床单，且密

谋想害死张强生，顿时大为光火，悄悄聚集起

附近的几个汉子，拿着绳子和棍棒就往张白立

家赶。

到时，那对男女还躺在被窝里，众人踹开

门后，王寡妇套上裤子就准备跑，却被屋外的

人扯了回来，看着四周虎视眈眈的众人，俩人

只好将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

考虑到王寡妇还有子女，村长不得不嘱咐

众人将她和张白立苟合的事情隐瞒下来，只追

究张白立下药毒死张强生的猪的事。

张强生从村长那儿得知此事，不禁后怕，

且对李二狗十分感激，第二天就将牛牵到李家

，还给了他。

无
妄
之
灾

（本報訊）美國製藥廠莫德納今天表示，旗下
COVID-19疫苗可維持很強的防護力至少6個月；另外
，公司正在測試、專門針對變異株的追加疫苗，也可
對Delta病毒產生 「強勁」抗體反應。

法新社報導，公司進行最後階段的第3期臨床試驗
最 終 分 析 時 發 現 ， 莫 德 納 （Moderna） 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在施打完第2劑的6個月後
，仍展現出93%的防護效力。

另外，公司也對 3 種不同的 COVID-19 追加疫苗
進行臨床實驗，發現它們全都能對原本的冠狀病毒株
和Delta等高關注變異株（variants of concern）產生高濃

度抗體。Delta變異株最早是在印度被發現。
執行長班塞爾（Stephane Bancel）發布聲明表示：

「我們很滿意我們的 COVID-19 疫苗能在 6 個月內維
持93%的持久效力，但我們承認Delta變種病毒構成顯
著的新威脅，所以我們必須保持警覺。」

聲明並指出，莫德納公司預計本月會向美國食品
暨藥物管理局（FDA）申請全面批准其COVID-19疫
苗。

莫德納公司也開始研究其他幾款針對流感、茲卡
病毒（Zika）、呼吸道融合病毒（RSV）等的疫苗，目
前也在研發可儲存於冰箱溫度的COVID-19疫苗。

莫德納疫苗最終分析：
可維持至少6個月高防護力

（綜合報導）法新社彙整官方數
據顯示，，全球至少 425 萬 7424 人死
於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
，至少2億18萬7100例確診。

法新社報導，疫情從2019年12月
在中國爆發，迄今絕大多數感染者都
已康復。但有些人在痊癒後數週甚至
數個月內，仍持續感受到症狀。

上述數據是依據各國衛生當局每
天提供的統計，不包括其他統計單位
其後提出的重新估算數據，且數據只
是實際染疫總數的一部分，因為許多
輕症或無症狀患者一直未被檢測出。

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全球直
接或間接因疫情死亡的人數可能遭
「嚴重低估」，恐比官方通報的數字

高出2到3倍。
全球4日通報新增1萬245人病歿

、62萬6090起確診病例。根據通報數
據，新增病歿人數最多國家依序為印
尼（1739死）、巴西（1175死）、俄
羅斯（794死）。

美國仍是疫情最嚴重國家，累計
61萬4785人病故、3533萬902例確診
。

其他疫情嚴重國家還包括巴西
（55萬9607人喪生、2002萬6533例確
診）、印度（42萬6290人喪生、3181
萬2114例確診）、墨西哥（24萬2547
人喪生、290 萬 1094 例確診）及秘魯
（19萬6673 人喪生、211萬9068 例確
診）。

依照染疫死亡人數占人口比例，

秘魯是死亡率最高國家，每10萬人就
有 596 人染疫喪命；接下來依序為匈
牙利（311人）、波士尼亞-赫塞哥維
納（295人）、捷克（284人）和北馬
其頓（264人）。

從區域來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海地區累計 138 萬 2697 死、4116 萬
8743 例確診；歐洲累計 120 萬 7715 死
、5902萬9835例確診；亞洲共計68萬
7821死、4555萬1966 例確診

美國和加拿大共計64萬1403死、
3676 萬 5027 例確診；非洲共計 17 萬
3871 死、685 萬 7065 例確診；中東地
區共計 16 萬 2502 死、1072 萬 5127 例
確診；大洋洲共計1415 死、8萬9337
例確診。

全球逾2億人染疫
超過425萬人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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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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欲望本质上是外界和他人强

加给你的属性，低欲望是一种低的生理物

质方面的欲望，去除被资本刺激出来的却

对个体本身无意的欲望。我的低欲望恰恰

是追寻自己生命本身的样子、贴近自然的

生活方式。人不可能没有欲望，只是我追

求的欲望和社会赋予的欲望不同而已，我

追寻的恰恰是精神高欲望。

现在，我居住在浙江西部森林的村屋

里，不买房、不买车、不应酬、不熬夜、

不加班、不饮酒、不放纵饮食（从来不碰

垃圾食品；限制糖的摄入）、不买奢侈品

；除了基本的买菜买水果开销、偶尔进镇

里买菜的公交费用，基本上没有其它消费

行为。

什么原因促使我转向低欲望的生活？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在这个社会框架

下，我成了螺丝钉，一眼望到了命运的深

渊。

硕士毕业两年，辞职了两次。

在香港那年做英文记者，挤在19平

米的公寓里，工资的60%以上进入了房东

的口袋、40%用来勉强支撑食物生活用品

上班通勤开销，最后月底什么都没剩下。

很多人都经历过在城市挤地铁的日子，在

昏暗的地下通道，人挤人，每个人脸上都

面无表情、疲惫不堪，在轰鸣声中从城市

的一边到另一边。我看着他们，觉得有些

人活着，他们已经死了，而我也即将死去

。

在浙江工作期间，每天像个机器一样

打卡，一个人被当做多个劳动力使用，没

有人尊重个人时间。一半时间都耗费在处

理琐碎的流程，机械化的重复工作，和非

相关专业却指手画脚的人作无谓的争执，

还要隐藏自己的真性情。

我牺牲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牺牲了

属于自己的时间（睡眠、健身、阅读、弹

琴、爬山、思考沉淀的时间），严重损耗

了生理健康（睡眠不足引起的身体不适、

呼吸雾霾导致鼻炎咽喉炎反复发作）和精

神健康，最后一遍遍钻入蜂窝般的写字楼

阴暗角落里。

有一天，我在填写冗杂的工作表格的

时候，突然从屏幕中隐约看见了未来的自

己：60岁还未退休，在大城市有着一套可

有可无的房子，一身伤病，错过了去看世

界的年龄，错过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我

突然发现，做的一切都没什么意义，换来

的又是这些可有可无的、最后留不下带不

走的东西，又是何苦呢？我又看见了从前

庄园里的黑奴，我们不过是从棉花农场搬

到了大厦里罢了，黑奴甚至还曾拥有过阳

光，我却什么都没有。

我们普遍认为奴隶制已经消亡，而实

际上它只是适应了新经济时代换了个皮囊

继续存在，甚至比以往的形式更精明隐蔽

。社会学著作《用后即弃的人》写道，奴

隶制在现代社会中进化出适应能力，在那

些看不见的角落里生存下来，像是病毒，

虽然是最古老的生命形态，但哪怕是装备

了最先进医学科技手段的现代人也不能将

它根绝。

现代奴役比古老的模式更加暴利。不

同于旧制，新制无法合法拥有被奴役者的

人身所有权，以往购买奴隶要前期一次性

大笔资金投入，一生都对他们负责，奴隶

生老病死意味着庄园主的资产缩水；而现

在更方便了，用废了直接丢掉，把他们的

体力榨取完后，再把治疗病痛的成本直接

丢给脆弱的公共服务体系和个体家庭。

最可悲的是，现代社会的多数工作本

来就不应该存在。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

家 David Graeber研究发现，现代社会中

大多数的工作本身没有意义，无意有害的

工作占了所有工作的一半以上。狗屁工作

到处都是，还在不断膨胀。人类无休止的

工作不仅没有创造相应的社会价值，而且

折磨着人的心灵。

凯恩斯预言21世纪初机器会取代人

的工作，人从此解放，现实却完全相反。

人们越来越忙，越来越无法掌控时间，陷

入更深的奴役。

做螺丝钉的过程中，我不仅经历了劳

动异化，还经历了人性异化。

首先，压抑自己的特长是让人抑郁的

。我大学期间拿过许多英语演讲和辩论的

奖项，但是英语演讲在工作中使用的次数

并不多。在传统新闻机构工作的时候，获

得非常有限的上镜机会。除非很有背景，

对大多数新闻工作者来说，熬到中年才有

机会成为编辑或新闻主播。在教育集团工

作的时候，成天沉浸在繁琐行政流程中，

有一次老板在会议上介绍夸奖我：“有你

这样英语演讲水平的人，在全国也找不到

几个。怎么样让你在这里发挥出来呢？我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句话提醒了

我，没多久我就辞职了，因为在企业中，

我的价值没有如我的预期那样发挥出来。

而且，压抑自己的理想是痛苦的。我

一直希望记录更多普通人的声音，然而在

老牌的英文媒体，做得最多的也不过是成

为金融资本的传声筒、权力的附属品。企

业的宣传工作比新闻机构更僵化枯燥，与

尽量呈现多面信息的新闻采写截然不同，

企业公关有时候采取激进博眼球法，片面

呈现事实或编造不存在的事。

在重复性的机械工作上投入太多时间

，人越来越愚钝，精气神就像垃圾桶里的

果皮在腐烂。整天待在办公室里，处理无

穷无尽的枯燥繁琐的填表和流程，我这么

一个喜欢关注国际时事和大量阅读书籍的

人突然没有余力去关注流程之外的事情，

在新闻学院里学来的对社会机理的敏感逐

渐变成麻木，原本滚瓜烂熟的英语演讲与

写作能力也有所生疏。这就像鸟儿被折翼

去做爬行动物，注定陷入抑郁的黑洞。

我告诉自己，这样下去，不行，绝对

不行，如果我现在不尝试改变，不去抗争

，我迟早会成为报废的螺丝钉，掉在地上

连一丝声音都没有，更没机会改变了。

于是，我回归山村生活。

低欲望生活方式给我带来了什么？探

索人生更多可能

现在，我可以思考我的未来、我的人

生、我的价值，我不再是一个任人宰割可

以替换的机械，我作为一个自由、会思考

的人而存在。

我身边有越来越多尝试低欲望生活方

式的人，他们给了我很多启发，人生应该

有更多可能。有一个朋友他四海为家，过

着城市游牧生活，以最低的物质需求在各

个城市组建年轻人的生活、艺术、种植等

方面的社群，帮助年轻人寻找属于他们的

生活方式；还有个朋友，以前学哲学的，

在高校工作不快乐就辞职了，去山里做了

和尚，每天研究他最爱的佛教哲学；还有

朋友放弃了大学专业，去从零开始学茶艺

；还有朋友在浙江的村庄给儿童上书法课

，弥补乡村教育的缺口；还有朋友回到农

村，给走不动路的留守老人送盒饭和理头

发，填补乡村社区服务的缺口……人生的

形态不是单一的。

回到乡村生活后，我的生活重新有了

色彩。我享受到了灿烂的阳光、新鲜的空气

、无污染的农产品，慢性病缓解了很多，在

城市无法呼吸的鼻子通了、咽喉不肿了、腰

和颈椎不酸了，和我的狗狗一起在乡间散步

，每星期和家人团聚。而且，我有更多的时

间去发挥我的特长，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特别是当我有时间做全英文的解说视频，去

采访不被主流媒体关注的平凡人并且制作成

纪录片后，反而获得了更多的认可，获得了

更多的合作和展示机会。

工作经验不足就废了？脱离社会？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低欲望生活方式，

认为年轻时没有工作经验，后期就没有晋

升机会了，而且还脱离了社会。我不认同

这两点。

首先，在任何机构里，对于大多数人

来说，晋升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回报和付

出很难成正比。尤其在大公司中，薪水达

到一定的水平就饱和了，即使你投入所有

时间努力工作，公司也不会为对你额外的

付出给予物质回馈，公司根本无法衡量每

个岗位个体的工作量、带来的价值，即使

能衡量也归功于团队，而非个人。当资源

越来越向头部少数人和他们的亲信集中，

多数劳动力价格低廉而且替换性强，把你

的命运和希望寄托在别人微薄的施舍、画

的大饼上，理智吗？

另外，社会是很广的，没有人是脱离

社会的。每个人在不同社区充当一定角色

，世上每个角落都有人的存在，就有社会

的存在。社会也需要不同的人来增加多样

性，服务不同的人群，就像我身边那些回

归乡村的人，他们在乡村里发挥的作用不

亚于在城市里，甚至为乡村创造了更大的

价值。我们的社会有那么多的真空地带，

难道不值得年轻人去发挥他们所爱的所擅

长的吗？

而且，夺回属于自己的时间以后，我

与社会的联系反而更紧密了。通过互联网

、书籍、谈话等途径，我们在地球的任何

角落都能接触到当下资讯，了解时代的脉

搏。自从停止做机械化无用功以后，精气

神恢复了，我反而有更多契机去探索更广

的知识领域，拜访各行各业的人，去了解

彼此的人生故事，带来启迪。当人的注意

力从劳作的绞肉机上挣脱，反而与他人有

更深层的交流。

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夺

回时间，我才有机会发挥特长，做真正有

使命感的事情 —— 在乡下晒太阳、遛狗

、爬山、阅读、弹琴、唱歌、画画、种菜

，偶尔出门旅游，和有趣的灵魂谈天，创

作感兴趣的视频，分享有关英语学习的知

识，拍摄人文纪录片，记录属于我们这个

时代、不被主流记载的普通人的声音。

只有这样，我才感受到，生而为人

的意义。

我为什么选择山村低欲望生活？

【美南新聞泉深】周四（東京時間）美國皮劃艇選手內文·
哈裏森 (Nevin Harrison) 在東京奧運會皮劃艇決賽上戰勝多次獲
得世界冠軍的對手，贏得個人皮劃艇金牌。但在她 14 歲那年，
醫生告訴她有生理發育缺陷，不可以從事田徑運動。但她一直想
成為一名田徑運動員。

當時，她是一位擁有奧運夢想的綜合體育明星。 她說：
“我一直夢想著一切順利，我參加了100 米和 200 米短跑，我非
常喜歡這項運動”。

但隨之而來的是為部疼痛和醫生的預約。哈裏森被診斷出患
有為關節發育不良，這是一種在狗中最常見的疾病。她的為關節
窩和大腿骨沒有正確連接，跑步很痛，然後真的很痛，痛苦迫使
她放棄了田徑運動。

于是她轉向了一項不需要跑步的新運動。她接受了叁年的專
業培訓，今天她終于成為世界皮劃艇冠軍。

哈裏森以 45.932 秒時間劃獨木舟 200 米，第一個到達終點
，贏得了她的首屆奧運會金牌。奧運會組織者本屆才將女子皮劃
艇加入奧運會項目，這是在最初將其列為男子運動項目近叁年後
。現年 19 歲的哈裏森利用了這一優勢，戴著運動太陽鏡，在 93
度的高溫下流著大汗，拼命地劃著小艇。她作為該領域唯一的青
少年在第 4 水道上參加比賽，她擊敗了多次世界冠軍的獲得者。

她在西雅圖長大，那裏是美國為數不多的皮劃艇溫床之一，
哈裏森是在看到幾個人在附近的湖上劃船時第一次開始喜歡這項
運動的。當時她12歲。她的第一個目標是簡單地呆在獨木舟裏
，離開水面。當她的臀部迫使她遠離其它運動時——包括她小時
候也玩過的足球和壘球——她把注意力轉向了這項運動。

當時，這是美國最糟糕的奧運會項目之一。在最近的世錦賽
上，總共有 30 場比賽，只有一名美國人進入了決賽。那個人就
是哈裏森，她在國際比賽的第一年就贏得了冠軍，當時她 才17
歲。

東京奧運會的成功讓她大吃一驚。她說： “這一切發生得
太快了。在某種程度上，大流行為她提供了“一點額外的時間來
消化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隨著奧運會的臨近，她從西雅圖搬
到喬治亞州進行訓練。她說： “對于一個本該是高中生、參加
舞會並過著規律生活的人來說，這絕對是一個艱難的轉變。”
相反，她一個人在訓練和比賽，在訓練和比賽。

事實上，她在這項運動中的大部分生活都是白手起家的。她
沒有美國皮劃艇運動員值得的尊敬或學習。當然，她有教練和支
持者，但她的偶像是田徑明星和體操運動員。艾莉森·菲利克斯
、加比·道格拉斯、尤塞恩·博爾特，這些都是她五年前想要追求
的運動項目的運動員。

但現在，正如她幾個月前所說的那樣：“我有點在水上找到
了一條跑道。”

並且，在周四，她獲得了奧運金牌。
克勞瑟打破奧運鉛球紀錄奪冠
鉛球世界紀錄的保持者、美國鉛球運動員瑞恩·克羅瑟 (Ry-

an Crouser) 頭戴美國田徑帽和墨鏡走上推鉛球的圈子裏，他就像
在奧運會選拔賽中一樣冷靜和隨意。他走入圓圈，深吸一口氣，
做了流行的鉛球旋轉技術，第一次投擲了 22.83 米，打破了他
2016 年創造的22.52米的奧運紀錄。第二次投擲，增加了自己的
記錄，投出了22.93米。他最後一次投擲 23.30米，贏得了東京奧
運會鉛球冠軍，這也是新的奧運會紀錄。他于 2021 年 6 月在奧
運會選拔賽投擲23.37 米，創造了鉛球世界紀錄。

他的美國隊友喬·科瓦奇（Joe Kovacs）投擲最遠達到 22.93
米獲得銀牌，新西蘭的托馬斯·沃爾什（Thomas Walsh）投擲最
遠達22.17 米獲得銅牌。

憑借這場勝利，克勞瑟成為在東京奧運會上獲得田徑金牌的
美國男子。此外，克勞瑟也是自帕裏·奧布萊恩（Parry O'Brien）
在 1952 年和 1956 年奧運會上連續獲得鉛球金牌後的第一位美國
人。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被診斷為發育缺陷的哈裏森贏皮劃艇金牌
克勞瑟打破奧運鉛球紀錄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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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奧運超話#

8月3日，在東京奧運會體操女子平衡木決
賽中，中國選手管晨辰奪得金牌。在此前的體
操女子資格賽中，細心的網友發現管晨辰在膝
蓋膠布上寫下“中國加油”四個字。大家紛紛
誇讚“晨辰妹妹好棒，辛苦了！”“膝蓋上大
塊的瘀青讓人心疼”。 來源：央視網

管晨辰膝蓋膠布上
寫“中國加油”

乒乓球女團比賽中，孫穎莎一邊為場上隊
友鼓掌，一邊與陳夢說話，其間陳夢發現孫穎
莎沒戴好口罩，立即體貼地幫她把口罩重新戴
好，這個細節被網友們紛紛點讚。對此，陳夢
笑道：“因為她們（孫穎莎、王曼昱）的年齡
實在太小了，比我小了很多歲，在這個隊伍

裏，我的經歷
多一些，希望
在日常的事情
中給她們多一
些提醒。”

來源：
廣州日報

陳夢幫孫穎莎戴好口罩

●●管晨辰在膝蓋膠布上寫下管晨辰在膝蓋膠布上寫下““中國加油中國加油””四個四個
字字。。 中通社中通社//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李緣李緣((左左))緊盯對手緊盯對手。。 法新社法新社

許利民說：“我們把所練、所想都做到了，
做到了超出我們正常範圍內能做的，很好

地完成了制定的奧運會計劃，出色地完成了任
務，沒有遺憾。”中國女籃本屆奧運先後擊敗
波多黎各、澳洲和比利時隊，小組3戰全勝，以
小組第1名晉級8強，打出了精彩的表現。4日
的8強戰，中國女籃的對手是上屆奧運銅牌得主
兼2021年歐洲冠軍、平均年齡30歲的塞爾維亞
隊，平均年齡只有24.8歲的中國隊雖然更年
輕，但除了邵婷、孫夢然和黃思靜，其他人都
是第一次參加奧運會，國際大賽經驗不足。

認清不足 主帥看好球隊前景
許利民認為，塞爾維亞隊是一支很老練的

團隊，“我們的能力、對抗明顯感到弱勢，對
方搶了16個前場籃板（中國9個），我們一共
出現了23次失誤（對手13次）。之前的比賽
雖然贏，有運氣（成分），並不能代表我們真

正的實力。”但許利民指出，這場失利磨煉了
球員，讓年輕球員看到了更好的上升空間。從
整個奧運過程來看，看到了這支隊伍的潛能，
“她們將來有希望，我也有信心，這支隊伍將
來一定會站到奧運會的領獎台上。”許利民
說。

此役，李緣、李夢、李月汝、邵婷、韓旭
等球員悉數登場，半場落後33：35的中國隊以
逆轉58：49的比分結束第三節，但塞隊末節一
開局就利用中國隊失誤連追11分反超前，之後
雙方展開拉鋸戰，最終中國女籃以7分之差不
敵對手。

失利固然苦澀，但女籃隊員們不放棄的決
心和信念令人印象深刻。31歲的隊長邵婷一次
次衝向籃框，砍下全隊最高的17分，並貢獻6
個籃板、5次助攻和3記搶斷，堪稱“全能戰
士”。小組賽對澳洲一役血染賽場的王思雨在
防守端依舊拚命，右前額貼着的膠布是這位鬥

士最顯著的符號。和邵婷一樣打過上屆奧運的
孫夢然，在中國隊開場外線投籃9投全失的時
候站了出來，一記百步穿楊為球隊“止血”。

小將不甘落淚 堅信來屆會更好
回首整個周期，自5年前奧運會無緣小組出

線，2017年許利民接過主教練一職以來，中國
女籃臥薪嘗膽，從來沒有放慢過拚搏向上的腳
步。縱使疫情來襲、奧運延期，500多天沒有任
何國際賽事，隊員們在日復一日的封閉訓練中
厲兵秣馬。終場哨響後，在此前比賽中大喊
“我就相信你們”的許利民把球員們聚到一
起，對她們說：“抬起頭來，我們可以贏，我
們也不怕輸。”22歲小將李月汝賽後流下不甘
的淚水，“五年來付出挺多的，一直以為可以
有一個好的成績，沒想到就止步到這裏了。”
但她很快恢復了信心，球隊很年輕，有重新再
來的勇氣，在下屆奧運打出更好成績。

中國女中國女中國女籃籃籃未來可期未來可期未來可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

華社、中新社報道，“抬起

頭來，我們可以贏，我們也

不怕輸。”主教練許利民的

這句話一直伴隨着中國女籃

在場上奮勇拚搏。在 4日以

70： 77 不敵塞爾維亞隊

後，中國女籃結束了東京奧

運會之旅。許利民表示，球

隊完成了制定的計劃和比賽

任務，並且看到了希望，對

這支年輕的隊伍將來站上奧

運會領獎台有信心。

從失利中成長累積經驗 年輕團隊拚出鬥志展潛力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報道：4分
和6次助攻，人生首次參加奧運會，李緣
的“生死戰”顯得並不完美，然而她希望
可藉今次比賽，能進一步自我提升。

生於2000年的李緣是中國女籃年齡
最小的球員，但在與塞爾維亞爭入4強的
比賽，她得到主帥許利民的充分信任，
全場出戰30分鐘有餘，僅比隊長邵婷少
了13秒。在“長人”如林的籃球場，身
高不足1米 7的李緣能立足，靠的是速
度、靈氣和不要命的拚勁。上半場中國
隊進攻不暢，她幾度靠速度衝擊禁區製

造殺機，幫助球隊緊咬比分，這也許說
明了許利民為何願意在這樣關鍵的比賽
給年僅21歲的李緣這麼多上場時間。塞
爾維亞隊隊長布魯克斯賽後說：“你可
以看到中國隊這些年的進步，她們的後
衛真的很快，我們必須更好地平衡去限
制她們各個位置。”

“需要提高的地方很多，很多細節
需要多看錄像，再去總結提高。”李緣
賽後回顧時說，“這是成長過程中需要
經歷的，回去後繼續磨煉。”李緣說得
很堅定。

21歲初戰奧運當奇兵 李緣力求自我提升

●●李夢和李月汝李夢和李月汝((1414號號))賽後擁抱互勉賽後擁抱互勉。。 美聯社美聯社

●●隊員們互相激勵隊員們互相激勵，，盡盡
展團隊精神展團隊精神。。 法新社法新社

●●王思雨王思雨((左左))的右前額仍然貼着的右前額仍然貼着
膠布膠布，，成為拚搏的印記成為拚搏的印記。。 法新社法新社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8月5日（星期四）5

●谷紅(左)在4日準決賽戰勝了美國隊的瓊斯。 法新社

中國花游摘銀 谷紅拳擊坐亞望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國家拳

擊隊有望刷新歷史新一頁，中國選手谷紅
於4日女子沉量級（64-69公斤）準決賽擊
敗美國的瓊斯，有望為中國女子拳擊隊取
得奧運首金。

女子沉量級（64-69公斤）是新增級
別，故現年32歲老將谷紅也是首次登上奧
運舞台，這位2018年世錦賽亞軍面對瓊斯
全程佔優，在戰足3回合後，5位裁判一致
判定谷紅贏10：9入決賽。

賽後，谷紅對殺入決賽似有點意外：
“沒想到自己能進入決賽，我的目標是打
好每場比賽，把每場比賽都當做最後一場

比賽，能夠晉級決賽是對自己的鼓勵。對
於決賽我沒有壓力，主要還是發揮自
己。”根據賽程，決賽將於8月7日下午舉
行，谷紅將和1號種子、土耳其的蘇梅內利
爭奪金牌。

花樣游泳項目，中國“雪雁”組合黃雪
辰/孫文雁4日以出色表現演繹《青蛇》收穫
96.9000分，以總分192.4499分，繼里約奧
運會後再次獲得銀牌，俄羅斯奧委會的科列
斯尼高娃/羅馬申娜以總分195.9079分獲
勝。黃雪辰/孫文雁賽後表示，她們這代人
的競技水平與俄羅斯的選手仍有一定距離，
但現在台階做好了，可慢慢往上再接再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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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高等教育逐渐普及，经济实力上升

之后，有不少家庭选择将自己的孩子送

出海外，让他们在发达国家接受教育。

至少在前几年，这些归国子弟都是相当

受欢迎的。他们在找工作时能享受到优

先权，受到的待遇也相当不错。然而，

这几年情况有所变化，海归没有那么吃

香了，HR透露国内招人实况：宁要国

内名校生，也不要海归。

人才市场上不再吃香的海归

在去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有许多

海外留学生主动回国，通过线上的方式

完成了他们剩余的教育。接着，他们开

始为自己找工作。然而，现在的情况，

没有他们想的那么乐观了。网上曾经有

这么一个报道，因为海外留学生想在国

内找一份工作，他本以为按照自己的学

历会受到优待，他给很多大公司都发去

了简历，但是这些公司根本没有回复他

。随后，就这样过了三个月，依然没有

找到满意的工作。

网上投递简历的方式行不通，他便

到线下的人才市场上去，在这里找到了

他之所以不受欢迎的答案。原来是这些

公司不太喜欢这一类学生，一般以“不

适合”为理由拒绝了他们。即便有公司

给他放出橄榄枝，所承诺的薪资也远比

他想象的低。这位留学生很吃惊，按理

来说，自己的学位并不低，还有出国留

学的经验，怎么都应该是市场上的抢手

货，为什么在大城市找工作如此困难？

当他把自己的故事分享到网上之后，有

好心的hr告诉他原因。

第一学历最重要

这位hr告诉这位留学生，国内现在

许多大企业只看重第一学历。因为在这

些企业看来，第一学历更能说明问题。

第一学历越优秀，证明本人的学习能力

也就越强。因为中国的高考格外残酷，

想要进入名校就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如果能拿到名校文凭，至少可以

说明这些学生的学习能力相当强悍，也

更有可能为企业带来效益。

海归的情况却有点儿不同，很多海

归第一学历并不高，但是第二学历却有

所增色。有一些学生是通过个人的努力

，拿到这张第二学历，但是有许多人也

是通过家长的助力来到了海外，所谓的

第二学历，也更像一层镀金。随着时间

的发展，不少海归的滤镜遭到粉碎，如

果探究其实际上的专业水平，根本没有

办法与国内的普通学生相提并论。久而

久之，这些学生也不再受到人才市场的

欢迎。

留学生也分三六九等

留学生之间也是有梯队的，本科就

可以留学的人一般比较厉害，硕士留学

的人次之。除此之外，他们就读的学校

也将他们划分成不同等级。对于那些比

较优秀的留学生，很多不会选择回国，

他们会留在国外，在国外去找工作，因

为国外承诺的薪资比较高。也有一部分

人选择回到国内，这一部分群体有优秀

的人，也有混水摸鱼的人。但是这些学

生的培养成本却都很高，尤其是那些来

自发达国家的留学生。

一年的学费可能都是要十几万，更

别说是生活费。对于这些人来说，因为

有了这段经历，他们一般都会要求高薪

。这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没有格外突出

之处。在这些企业看来，所有人都是一

模一样的。国内的学生不会要求高薪，

海外留学生却会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从

他们给企业带来的效益来看，基本上一

模一样。有了这一层原因，企业更不愿

意花多余的钱去变相支付培养成本。

中国当前高速发展，对于工作强度

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很多发达国

家已经进入了稳步行驶的状态，他们不

会要求自己的员工高效率工作，一般情

况下工作的时间也比较少，这和国内当

前的情况相反。这些回来的留学生并不

能融入当前的气氛，这在hr看来也是一

件麻烦事，因为这些留学生太突出了，

他们不一定能适应公司的氛围。因此，

他们为了免去一些麻烦事，会主动选择

国内的学生。再者，有许多留学生的专

业和国内根本不对口。这也导致他们难

以和国内的企业接轨，有了这层阻碍，

海归的价值更是贬了又贬。

留学生开始回到中国

在2019年的时候，中国的留学生能

有70.35万人，大学本科生占比比较高，

能占去60%。与此同时，回国的人数也

在不断上升。2018年的时候，回国人数

达到了51.9万元。2020年大概是这一情

况的巅峰，之所以促成这一情况，当然

也与疫情的扩散分不开关系。不少留学

生借此机会回到国内，打算在国内落地

生根。除了疫情的原因之外，也是因为

国内当前发展状况良好，可就业的岗位

越来越多，如果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并且个人能力比较优异，实现高薪还

是比较容易的。

HR透露国内招人实况
宁要国内名校生，也不要海归

2020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

出，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强调“就

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千方百计稳定

和扩大就业”……“就业”成为热词，多

次出现。

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中国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面的好消

息陆续传出，允许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延缴所得税等助企纾困的政策相继落实，

多地明确把就业放在“六稳”“六保”工

作首位，千方百计保就业，提供更多就业

机会……这些，都让包括海归在内的众多

求职者心中有了更多底气。

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国

际经济形势仍然非常严峻，国外一些企业

岗位招聘需求出现了断崖式萎缩，有的公

司已开始裁员。受此影响，一些应届留学

生的求职计划也随之调整。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国内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人数

再创新高。面对这个局面，海归的就业压

力如何破解？

春季招聘战线拉长

“我很早就关注了春招，但疫情影响

之下，我之前关注过的公司有的开始更改

自己的招聘计划。”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姜颖曾感慨，对于应届毕业海归来说，

今年的确要拿出比往年更有竞争力的求职

表现，才能获得心仪的职位。

姜颖即将完成在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

斯大学传播学专业的学习，毕业以后回上

海发展是很早之前就已做出的决定。

自身专业在国内拥有广阔的就业前景

、作为独生子女能在父母身边陪伴照顾

……这些都是姜颖综合考量的因素。与此

同时，面向留学生的归国落户政策，亦是

她国内求职时关注的重点。

近年来，留学生服务体系运行机制不

断完善，良好的工作环境、为吸引留学人

员回国工作所提供的配套服务与保障，让

海归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政策实惠。

为了赶上春招，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

作岗位，姜颖投了不少简历，在线参与了一

些笔试与面试，但寻找理想职位之路并不容

易。“今年春招给我的整体感觉是战线长、

受疫情影响明显、招聘节奏较慢。”还有一

些她之前曾心仪过的公司，在疫情发生后调

整了招聘计划，以技术岗为主，与姜颖专业

不符，她只能继续耐心寻找。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就业”

是关注热点，姜颖也早已注意到国家“稳

就业”“保就业”的政策扶持不断落地，

这让她对于求职有了更多信心。“我要打

起精神，重新物色工作！”电话那头，姜

颖声音中充满坚定，“压力确实有，但我

也做好了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只要硬实

力过关，相信一定会找到满意的工作。”

“云服务”打通求职渠道

在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攻读信

息系统专业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路晨，同样

也是今年毕业。她原本计划在美国实习工

作一段时间，然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

美暴发，在综合考虑疫情可能给自己求职

带来的影响后，路晨改变了原有计划，于

4月底回国。

“一方面，安全问题是我必须考虑的

，而国内对于疫情的防控强于国外；另一

方面，受疫情影响，美国一些企业的复工

复产时间表还在延迟，这也确实给求职造

成了困难。”路晨说，她虽然人在海外，

但一直关注着国内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恢

复运行的一系列政策支持“组合拳”。思

考再三，路晨决定放弃毕业后在美国实习

，而是回国找份实习工作，边积累经验边

求职。

为稳定和扩大就业，各地出台了不少

政策实招，向毕业生提供就业支持。各地

人社部门将求职招聘、专项服务、失业登

记等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事项由线下转至线

上；许多学校巧用新媒体渠道搭建本校

“云求职”平台，为广大毕业生求职“保

驾护航”；用人单位开展一系列“线上春

招”，云招聘、云求职、云服务成为主流

。相关招聘机构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仅在

春节假期后2月3日—13日期间，求职者

使用平台内提供的“视频面试”功能次数

较2019年秋招旺季首周就增长超20倍。

而根据《2020春节后求职情况调研》的数

据，除关注企业经营情况是否受影响外，

近三成职场人关注企业是否有启动视频面

试的计划。

线上招聘不停歇、就业服务不打烊，

这也打通了像路晨这样的海归的求职之路

。路晨坦言，过程比想象中简单，在国内

几个求职App上投递简历后，她现在已经

找到心仪的实习岗位，准备入职。

“没想到会这么顺利！我投简历的时

候已是春招末，但仍有不少岗位在慢慢放

开。”路晨如是说。

“国内的工作环境令人心安。我入职

实习的单位，要求员工每天上班时要测量

体温，在食堂里也要求保持距离，分散就

餐。大家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下逐渐返

岗复工，一切井然有序。”工作环境安全

、发展方向符合自身预期，路晨感慨，幸

亏几月前自己当机立断做出了回国选择，

“这个决定做对了！”

回国发展瞄准朝阳产业

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早期教育专业

的安娅，去年1月在美找到了一份实习工

作，成为哈佛幼儿园的一名早教老师。

“一开始找这个实习，是想感受美国

的早教模式，体验工作环境并积累实践经

验。可如今因为疫情影响，我们只能居家

线上办公。”对于早教而言，线下面对面

的教学无疑对积累经验来说效果更好，线

上办公让实践经验的积累大打折扣，这令

安娅颇感无奈。

在安娅所在的马萨诸塞州，一些行业

在逐渐解封，但这并没有让她感到乐观，

“我不知道要在家待到什么时候。虽然目

前居家工作有工资，但园长说只会给到6

月底，因为现在的情况下家长已经不交学

费了。”

原本就曾犹豫过是否回国发展的她，

下定决心等8月送走自己的毕业班之后就

回国，把自己学到的早教理念和实践经验

带回去。

“我一直在关注国内的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情况，中国的疫情防控到位、措施

出台及时，还有那么多最美‘逆行者’，

让我感受到了祖国强大的凝聚力，我真的

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安娅语气

中满是自豪。

在她看来，国内的早教行业是一个蓬

勃发展的朝阳产业，对于一些国际知名的

幼教理念体系正处于探索阶段，尚未普及

，这让安娅看到了其中的发展潜力。她想

通过自己的工作，让更多的中国孩子从中

受益。

疫情宅家的日子里，安娅还与同事一

起做公众号，做公益的教育理念普及、介

绍儿童心理发展的早教知识。同时，她也

想尽快了解国内早期教育的工作环境，做

好准备工作，积累经验，为回国工作或创

业做铺垫。

留学生就业的“正确打开方式”
——求职，且听海归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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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客戶準備了便攜式消毒用品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First Colony Branch               Harwin Branch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713-596-2888                 713-596-2588                         713-273-1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281-762-6699 

9999 Bellaire Blvd.,       4915 Hwy 6 S.,                       7038 Harwin Dr.,             1318 Blalock Rd.,           1231 South Mason Rd.,          3412 High way 6, Suite J, 

Houston, TX 7703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Houston, TX 77036         Houston, TX 77055        Katy, TX 77450                         Sugar Land, TX 7747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California Area: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02-777-9988           775-751-1773          469-429-2422             702-216-5500                                                                                                                       *便攜式消毒產品免費提供恆豐銀行現有客戶，每個客戶可領取一款便攜式消毒產品，先到先得，發完為止。 

蒸烤箱烤油条和蛋撻蒸烤箱烤油条和蛋撻，，味道棒棒的味道棒棒的

（本報記者秦鴻鈞 ）疫情肆虐，造
成大家近二年來生活型態的改變，愈來
愈多的人這段期間宅在家工作，經常下
廚（總不能天天吃外賣），也開始關注
身處的環境和健康問題。休士頓首家樂
廚家居旗艦店（LeKITCHEN )已於（7
月17日）上午11時在糖城百佳超市內

隆重開幕。開幕當天，嘉賓雲集，包括
：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德州
地產總經理彭梅女士，中國人活動中心
執行長、安穩保險董事長楊德清先生，
Decor Floor 銷售總監何佳先生，維也
納廚櫃董事長孫自平先生，雅坤地板區
域銷售總監Jacob等人。

開業典禮由劉金璐主持，出席嘉賓
各自發表祝詞：祝賀 「樂厨家居」 風調
雨順，生意興隆，開張大吉。突破 「網
購」 不方便，不一定合適的缺失，祝賀
大家能親自登門體驗、見識，享受樂廚
家居旗艦店所提供的各種高質量的設施
，和一流的銷售及售後服務 ！

「樂廚家居旗艦店」 董事長武渠林
先生致詞表示：感謝大家一起來見證此
歷史時刻！樂廚家居是 「樂廚家電」 在
德州第一家旗艦店。他是加州品牌、生
產廠家，是一家集研發、設計、生產、
銷售、服務為一體的專業全屋定制家居
的企業。 「樂廚家居旗艦店」 主要為您
提供安靜、高質量的抽油煙機系列、爐
台系列、蒸烤箱系列，以及廚房櫥櫃、
廚面、地板、整體衣櫃、玻璃移門、餐

邊櫃、衛浴櫃、廚房電器等多種產品。
另外，旗艦店擁有100多種不同面板搭
配，1000多款特色五金配件及智能設備
。使家具除了家具本身，還兼具實用與
美觀雙重的藝術品呈現家中。並由經驗
豐富的師傅為您作安裝服務。

其中以油煙機、爐灶、地板、廚櫃
四大項為該店的主打重點：

「強力抽油煙機」 是樂廚家居的主
打品牌。能夠迅速吸走升騰的油煙，為
您營造安全、無煙的烹飪環境。它與高
BTU配置天然氣爐灶的強強組合，可以
用大火力爆炒出中國味道，讓您享受烹
飪美食的樂趣。

「蒸烤一體機」 堪稱烹飪神器，不
但能勝任清蒸和烘焙的各種需求，還有
蒸汽解凍、蒸汽發酵、高溫蒸氣清潔的
功能，一機多能，使用便捷，讓您輕鬆
搞定一桌美食。

另外還： 「蜂窩紋不粘炒鍋」 ，耐
磨耐高溫，持久不粘。還有地板和各式
橱柜，歡迎上門來親自選購。

武董表示：樂廚家居第一次以實際
行動回饋大家：凡在7月16日至8月16
日（開幕首月）前來採購的客人，有抽

取抽油煙機及蒸烤箱的免單大獎的機會
；凡購買油煙機者，贈送蜂窩紋不沾鍋
（價值$169 ）；凡購買蒸烤箱者，送紫
外線消毒刀架（價值$109 ）；或購買油
煙機或爐台者，送超長質保服務（包括
五年免費人工，10年免費更換零件，電
機終身服務）。並且，凡入店了解產品
者，或每一位入店並掃碼樂廚微信群者
贈送禮品一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一場疫情，使太多的人從戶外廣闊
的活動空間，重新回歸平常生活的家庭
。而只有長時間相處，才發現家中平常
忽略的缺失，如抽油煙機的作用不完整
，長期影響我們的心肺功能甚至健康。
而位於糖城百佳超市內收銀台對面的
「樂廚家居旗艦店」 更是您出入百佳超

市，一眼可見，不會錯過的名店。讓
「樂廚家居」 陪我們度過每天共處的每

一寸空間，大家共享 「樂廚家居」 之樂
！

「樂廚家居旗艦店」 地址：3412
Hwy 6， Suite M， Sugar Land，
TX77478， 電話：（832）328-3157

由樂廚家居舉辦由樂廚家居舉辦：：
家用空調日常維修保養公益講座本週日舉行家用空調日常維修保養公益講座本週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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