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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讀者來信讀者來信----她救了我們祖孫三代人的命她救了我們祖孫三代人的命
我是一個住在西雅圖的乳腺癌病

人，來自臺灣，2018年初在一次洗澡
時，突然發現左乳外側有一小棗樣的
腫塊，不痛不癢，推不動，質地特別
硬。我急忙在當地醫院看診，醫生建
議我盡快到美國最權威的治癌中心
MD Anderson診治。經病理切片和抽
血化驗，我很快被確診為乳腺導管細
胞癌。左乳腺外側和腋下淋巴轉移，
醫生讓我先做化療。待腫塊縮小後，
再做乳腺全切術，聽後我呼吸急促，
大腦一片空白，周身無力，癱坐在走
廊的座椅上。我從小離開父母在香港
生活讀書，大學畢業後，在美國西雅
圖波音公司工作。我今年才34歲，
還有一個不到2歲的女兒。因為我有
癌癥的家族史，我怕患癌，但也沒能
躲過去。我立即將診斷結果告訴我在
臺灣的親人，父親向我講述了祖父和
他患癌後的治療經歷。

1999年我的祖父因為感冒咳嗽，
痰中帶血。在臺灣榮軍醫院通過CT，
病理診斷為左肺中央型腺細胞低分化
癌。左側鎖骨下淋巴轉移，因體質虛
弱，已經轉移，告知不能手術，也做
不了化療。在走投無路的時候，一朋
友送來了一本臺灣時代周刊，第883
期刊登了題為《大陸治癌名醫——王
淑霞》的報道。並得知她12歲開始學
習中醫，畢業於中國黑龍江中醫學院
。1975年她開始投入自然療法治療癌
癥的實驗研究。1987年她研製發明了
馳名中外的蛇精®抗癌註射液，蛇精
®01膠囊。神奇的療效使無數臨近死
亡的癌癥患者絕處逢生。我的哥哥還
查閱到，1992年4月21日光明日報記
者張義德，汪大勇報道題為“創造抗
癌事業的未來”一文。1994年8月20
日健康報題為“探索蛇精抗癌之路”
一文。1997年4月4日大陸新華社中
國圖片報報道題為“治癌名醫——王
淑霞”一文。通過這些權威信息，使
絕望中的祖父又有了生的希望。

當時我父親幾經周折，領著我的祖
父到大陸哈爾濱市神康中醫腫瘤研究
所去尋找治癌名醫王淑霞，找到後得
知王淑霞人在美國工作，幸運的是近
兩天她從美國回到哈爾濱，不定期的
出專家門診。門診前看到很多來自世
界各地癌癥患者排隊等候。我父親說
，他早五點排隊掛號，我祖父經用一

個療程的蛇精®抗癌註射液後，胸痛
，氣喘，咳嗽，飲食都有不同程度的
好轉，痰中帶血也消失了。鎖骨淋巴
那種腫痛也減輕了很多。去的時候需
要我父親攙扶慢慢走，等回臺灣的路
上，已經不用人攙扶了。回臺灣後一
直口服蛇精®01膠囊，3個月（三個
療程）後在臺灣榮軍醫院CT復檢，治
療前肺部腫塊3.8cm x 4.2cm大小，3
個療程後腫塊已縮小為2.5cm x 2.8cm
大小。左鎖骨轉移淋巴，治療前是多
個淋巴結融在一起，大小為4.0cm x
4.2cm大小，治療3個月後觸摸周圍
柔軟，外觀看比治療前縮小三分之一
左右。連續口服治療一年來，沒做過
手術，也沒有化療，現已生存20余
年，至今健在。

2008年我的父親是一個多年乙肝
病毒攜帶者，多年的胃潰瘍病史。多
年不能吃米飯，一次飲酒後，胃疼加
劇，在長庚醫院做了胃鏡，診斷為：
潰瘍性腺細胞低分化癌，橫結腸轉移
。做了部分胃切除術，腸轉移已不能
手術。醫生告訴最多也只有2年的生
命期。術後兩個月，我的哥哥領著我
的父親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國際中醫腫
瘤研究院找治癌名醫王淑霞給救治。
經口服蛇精®01膠囊2個月後，體力
、大便、食欲都有很快的恢復，另外
為了治療腸癌，王醫生采用了肚臍內
用藥，很快大便下來一些爛肉樣的東
西。就這樣綜合治療近一年，在長庚
醫院復查CT2次，腸轉移癌縮小一公
分多，胃癌沒有發展，沒有再轉移現
象。病情穩定，現已存活11年之久。
我父親現除護理我祖父外，還做家務
。逢人便說，是王淑霞醫生和自然療
法救了他和祖父的命。並督促我想辦
法盡快找到王淑霞醫生。被診斷患癌
後，我曾立即去拉斯維加斯去尋找治
癌名醫王淑霞。在當地打聽，很多人
認識並知道治癌名醫王淑霞，她的口
碑很好，不但醫術好，醫德更好，聽
說她對每一個接受治療的病人都很用
心。有病人告訴我2017年末，她調到
休斯頓國際癌癥康復中心工作，但不
知道詳細地址。我又來到休斯頓，在
我萬分焦慮的時候，我去中國城吃飯
，順手拿了一份《僑報》，《美南日
報》，打開一看，上面都有介紹國際
癌癥康復中心的報道。我一口氣看完

後，得知王淑霞博士現任國際癌癥康
復中心主任。休斯頓醫學中心規模相
當大，範圍包括科研，臨床實驗研究
，醫務人員達幾萬人。最著名的醫院
有MD Anderson，還有貝勒醫學院。
據了解，國際癌癥康復中心是第一家
，也是唯一一家自然療法治療癌癥的
醫療機構。我太高興了，沒有患癌癥
經歷的人是體會不到我的心情的。面
臨著即將來臨的死亡和年邁的老人，
年幼的孩子，我能挺過來嗎？在家人
的鼓勵下，選用化療後因副作用大，
會造成身體虛弱，沒有了抵抗力，也
會加快腫瘤的復發和轉移，好在我的
父輩祖父和我的父親因肺癌和胃癌淋
巴也都轉移了，在走投無路的時候，
很幸運的選擇了馳名中外的蛇精®抗
癌註射液和蛇精®01膠囊治療後，我
的祖父至今已生存了20多年，我的
父親用同樣的方法至今已生存了11年
，平時還在照顧我的祖父，我家三代
人的經歷，說明了病人和醫生也是一
種緣分，我相信在王醫生的治療和幫
助下，我一定會活下來。這天晚上是
我被診斷癌癥以來，睡的最好的一夜
，也是我真正體會到了有些病人還沒
有來得及治療，由於不間斷的害怕死
亡，恐懼，先被癌癥兩字嚇死了。

第二天我按著報紙上的電話
702-526-6288打過去，不知需要提
前預約掛號，因為我著急看醫生，一
聽要預約等很久，我馬上就上火了。
無奈我決定在沒有預約的情況下，在
王醫生沒有下班的前一個小時趕過去
。我到7505 Fannin St，Ste 120門診說
明來意後，他們告知必須預約等待。
我不死心，一直坐在候診大廳，當病
人都走後，從診室走出一位60歲左
右的老醫生。從照片上我認出了她就
是治癌名醫王淑霞博士。當她了解情
況後說可以晚走一會，補一掛號給我
看診，其他人可以先下班，我一聽，
眼淚馬上流下來，這就是國際著名治
癌權威王淑霞。我坐下後，她不問病
，把脈後就說，“你患乳腺癌，可能
淋巴已經轉移了。你需要我如何幫助
你。”，真厲害，這才是大醫師，大
專家，一針見血說明了我的病情。我
激動的說，我有希望了，王醫生告訴
我先治療調理一段時間。王醫生說，
如果腫塊能縮小的話，最好是做乳腺

全切術，讓我回家與家人商量考慮後
再決定。我帶著01膠囊回到西雅圖，
口服了一個療程後，感覺腋下淋巴開
始變軟了。乳腺腫塊腫脹明顯好轉。
兩個療程（兩個月）後，腋下淋巴開
始明顯縮小。三個月後，我再次到休
斯頓醫療中心MD Anderson復查。給
我看病的醫生聽說我沒去做化療，檢
查發現我的腫塊明顯縮小，使她很驚
訝。問我用了什麽好方法。我說我采
用了自然蛇精®01療法。他又說，給
你治療的是一個中國人Dr .Wang吧？
我問醫生，你怎麽知道？他說休斯頓
整個醫療中心Dr. Wang是唯一采用自
然療法治療癌癥的權威專家，她的方
法獨特，醫術也很厲害，復檢後我的
醫生很神秘的告訴我，根據現在病情
可以手術啦。在西醫的幫助下我做了
左乳腺全切術，淋巴切除了一部分，
醫生讓我休息一段時間後，先去做化
療，不然沒有切幹凈的淋巴轉移會很
快復發。考慮到化療的副作用，我還
是選擇了繼續口服蛇精®01膠囊治療
。一年多過去了，我的病竈一直穩定
，體重又增加了5磅，近期我又回到
西雅圖波音公司工作了。

高興之余，我想讓我的癌友們來
分享我的治療結果。患癌後千萬不要
恐懼，為了診斷後治療不走彎路，選
擇治療方法很重要，多走訪幾個醫院
的醫生，不要被癌癥所先嚇死。我和
我的先輩們能生存20年，11年不等，
我們的體會是選擇治療方法更重要，

不論是選擇現代的西醫，還是手術還
是放化療，還是選擇采用蛇精01自然
療法，哪種方法最有效，哪種就是最
好的選擇。

我認為選擇對了，就選擇了生命
， 我 們 祖 孫 三 代 患 癌

癥轉移後能有今天的康復結果，
沒走彎路，是十分幸運的。首先我要
感謝，治癌名醫王淑霞博士對蛇精®
01療法的重大發明，衷心的感謝國際
治療癌癥權威王淑霞博士用她的重大
發明久了我們祖孫三代人的生命。這
樣的權威名醫確實有真材實料，名不
虛傳。還要感謝《美南日報》及時真
實的報道。美南日報是我們唯一可信
的報紙。

希望貴報能刊登報道，讓更多的
癌友少走彎路，分享我們的治療結果
，祝大家健康長壽。

乳腺癌患者美國波音公司張桂榮
親筆

2019年7月18日

編輯提示：
王淑霞醫師主理的國際癌癥康復

中心位於德州醫學中心，應廣大病友
的要求，目前在中國城開設了分部。

地址：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15, Houston, TX77036

電 話 ： 702-526-6288;
281-818-7928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上午
10AM—下午5PM

(本報休斯頓報導) 花開花謝，人生
也是如此，在人生的旅途之中，死亡是
每個人終將面臨的大課題，尤其因為一
場新冠疫情大流行，讓不少人失去至親
。不管貧富貴賤，無論種族、職業，上
至總統下至庶民，都有不得不面對之時
。如何面對死亡、以及該怎麼準備身後
之事，似乎變得更正面、也更需要趁早
計畫。

以豁達的心態面對
以往，華人對於生死大事比較忌諱

，然而，隨著時代演變，更多人會以豁
達的心態面對，去年的疫情，更改變了
許多人對生死的態度。疫情的肆虐下，
美國因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超過60
萬人，甚至，在疫情嚴重時期，有些地
方還傳出醫院太平間不夠、或是墓地滿
員的狀況，所謂的 「身後事」，並不意
味著應該等到年紀大了才考慮，其實現
在就可以開始部署。

Dignity Memorial(尊嚴紀念館)是休
士頓最具規模的殯儀館兼紀念墓園，我
們請到其中的陳專員來為民眾談談，為
什麼生前計畫如此重要? 可以幫我們降低
哪些方面的負擔？

對生死越想得開，會越沒有壓力
陳先生表示，傳統觀念中， 「身後

事」對於華人來說相當重要，許多人都
希望找到一個風水寶地安葬，並且庇佑
後代子孫，這種觀念深植人心。

以往 「生死大事」對於中國人來說
是個禁忌話題，但對於殯葬業而言是每
天都在面對的，死亡也天天都在不同地
方上演著，民眾對死亡抱持越想得開的
態度，自己會越沒有壓力，在生前就做
好身後的規畫，會幫自己以及家人帶來
安寧與平和。對墓地和葬禮進行預先計
劃極為重要，這樣的生前預先計畫將可
以幫助到家庭，以下將為大家分析說明
。

生前預先計畫減輕親人的負擔
當選擇生前預先計劃時，不僅可以

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規畫，還可以減輕家
人的情感壓力與經濟負擔。

生前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可以仔
細考慮自己喜歡的選擇，確保是自己想
要的方式。有些人有宗教信仰，但與子
孫之間有差異，即使告訴家人自己的臨
終願望，家人也有可能不記得或不同意
。要確定葬禮是自己所希望的，唯一方
法是提前計劃。

一位民眾林先生表示，自己的父母
多年前做生前預先計劃，購買了預付的

喪葬費。經過這些年來，當父母親去世
，去使用這些服務時，才知道省下許多
費用，減輕很大的負擔。

父母親的生前預先計劃，使子孫在
遭受喪親之痛時，幫助他們不必同時擔
心喪葬費的金錢來源。一般來說，在人
死後的幾天裡，他的資產可能無法使用
，人壽保險可能需要六至八週的時間才
能支付。如果沒有適當的預付計劃，則
家人將被要求在葬儀服務之前支付所有
的費用。預先計劃和預付款意味著減輕
了家人的巨大負擔。

生前計畫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錢
生前預先計劃葬禮的一個實際好處

之一是省錢，隨著生活成本的上升，喪
葬費的成本也不斷上升。當您計劃並提
前付款時，實際上就是鎖定了價格保證
。例如，如果今天計劃並選擇一個價格
為2,000美元的棺材，即使未來價格上漲
了許多，也不必為再多付錢。以當前價
格購買商品，可以保護您和子孫免受通
貨膨脹的影響。

休斯頓的劉女士表示，“我的父母
在多年購買了預付的喪葬計畫，到使用
時已經有很大的差額，這為我們節省大
筆金錢。”

生前規劃讓家人不用擔心會出錯
若是突然遭逢意外，子女往往會面

臨很多意想不到的抉擇，例如像:爸爸會
想要手工雕刻的堅固紅木棺材嗎？媽媽
會希望她教會的朋友都參加葬禮嗎？如
果事先沒有準備好計劃，親人會有很多
猜測，擔心會不會弄錯了。通過生前預
先計劃，使家人免於產生疑問和焦慮。

家人不必面對倉促的決定
在需要時，葬禮安排通常在幾天之

內進行。即使在遺囑中表達自己的意願
，您的孩子也有可能會爭執不休，因為
葬禮通常是在遺囑確定或宣讀之前舉行
的。為了保護您的親人在困難的時期內
避免匆忙做出決定，提前計劃自己的葬
禮，以書面形式寫下詳細內容，不僅可
以確保自己的意願得到遵守，而且可以
使家人不必代你做出判斷。

親人可以專注於回憶和康復
親人死亡後的一段日子中，家人會

經歷情感上的困難階段。生前預先計劃
自己的葬禮，無論是土葬或是火葬，葬
禮應如何安排，都能記錄您的意願，並
支付安排費用，這可為您的親人提供他
們所需要的情感與精神恢復時間，而不
用做出一個又一個的葬禮細節決定。家
人們可把時間用在與親友間共度中，回
憶過世親人的點點滴滴，並逐漸恢復難
受的心情。

隆重推出優惠折扣，僅至月底為止
Memorial Oaks隆重宣布，本月有優

惠折扣計畫，僅至月底為止。
這個優惠包括高達 15% Off 生前計

劃墓產優惠折扣，60個月0%利率，無需
信用評估。身前契約高達10% Off。許多
家庭給予Memorial Oaks 很高評價，為最
受華裔人士裡歡的墓園，是既有墓地、
又有殯儀館的複合型服務，能包辦追悼
會到葬禮一條龍式服務。

洽 詢 電 話 ： 832-913-5888。 Me-
morial Oaks 地址: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華裔最中意的風水寶地華裔最中意的風水寶地
人生旅途的大課題人生旅途的大課題 豁達做好生前規劃豁達做好生前規劃



“我爹把彩礼都收了，整整五万块钱哩！”

小琳闷闷不乐，说：“其实他不说我也知道，他

急着把我嫁出去，就是为了给我哥准备婚事。我

听人家说，有个寡妇看上我哥了，把这笔钱给她

，人家立马就搬过来跟我哥过日子。”

林生心头一颤，他明白，小琳的爹娘为儿子

的婚事头疼不已，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不过

他没想到的是，小琳的爹娘会这么干脆，一点余

地也没给小琳和自己留。

见林生不说话，小琳愈发着急，她问道：

“林生哥，咱们怎么办啊？我不想嫁给那个跛子

，我这辈子只想跟你生娃。”

“你爹娘瞧不上我……”林生的声音越来越

低，“我家太穷了，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跟我

在一起，只会拖累你。要不，你就嫁了吧！”

林生勉强笑着，心底却在流泪。

小琳怒不可遏，指着林生的鼻子，斥道：

“呸，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不在乎，我什么都

不在乎，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林生没有说话，气氛一时尴尬到了极点。

俩人前头有一棵柳树，树上有一个鸟窝，突

然从里面飞出来两只颜色相同的鸟，它们一只朝

东，一只朝西，渐渐飞远。

05.

小琳回家后，看到爹娘跟叔叔伯伯们坐在一

起商量她哥的婚事。一帮人说，操办简单一点就

可以了，往后还得过日子呢！另一帮人说，婚礼

可是一件大事，应该大摆宴席，好让村人都看看

，咱小武不是娶不到媳妇儿，只是不愿意将就。

众人对小琳视而不见，兴致勃勃地讨论着。

小琳埋着头，走进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

将厚重的木门关上。哇的一声，小琳哭了出来。

她哭得撕心裂肺的时候，屋外的人依旧兴高

采烈的讨论着，就连平日里对小琳一向宠爱有加

的兄长，也加入其中了。

村头，林生将鱼篓中的鱼倒在石缸里，一头

钻进了右边的偏房中。门关上后，屋里十分幽暗

，林生趴在床上，把头埋在枕头里，肩膀一阵阵

地颤抖着。

他恨，恨小琳爹娘为了钱卖女儿，恨自己无

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这个原本想当作家的男孩

，现在只想有钱，有一大笔钱，能给卧床多年的

娘治病，能把小琳从跛子手里抢回来。

这一晚，林生做了一个梦。梦里，他锄地时

捡到一块金砖，卖了一大笔钱。他拿着钱，甩在

那个不给他娘治病的赤脚医生的脸上，甩在跛子

身上，甩在那些瞧不上他的村民们的面前。

可惜，梦终究是梦。梦里，林生拥有一切、

风光无限。一觉醒来，他还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

蛋，而他的女人，也即将去给别人做老婆了。

走投无路的林生到了镇上。他听人家说，卖

肾可以赚不少钱。林生花了几百块钱，终于有了

渠道，他憧憬着，卖了肾，就给娘治病，还要风

风光光地迎娶小琳。

06.

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台上的林生，想到小琳那

张俊俏的小脸蛋，顿时笑了。也就是这个时候，

他的意识逐渐模糊。

再醒来时，一阵剧痛入侵林生的大脑。他睁

开眼，看到自己的短袖上沾满了血，掀开衣服一

看，肋骨下有一道细长、丑陋的疤痕。似乎缝合

得不好，伤口还在冒血。

林生颤抖着用手去捂住伤口，却怎么也捂不

住，鲜红的血液跟不要钱似的，一股一股地往外

冒。他抬头，望向四周，这是一个小屋子，里面

什么也没有，门关着，只有光线通过窗户洒进来

。

林生这才意识到，他被骗了。疼痛、绝望的

感觉不断朝他的脑海中奔涌而来，他眼前一黑，

倒在了冰凉的地板上。

林生又一次醒来，发现周围的东西变了，他

似乎在医院中，耳边有人在说话，救护车的声音

尤为突出

“你醒了？”

林生循声望去，那是一个男人，穿着制服的

方脸的男人。

林生晃晃脑袋，问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是谁？是你救的我吗？”

“我们找到你时，你已经昏迷了。”男人点

点头，接着解释道：“是一个叫小琳的姑娘报的

警，我们四处走访，终于寻到你的下落。你被骗

了，那是个非法贩卖器官的诊所，据负责人交代

，在你之前，他们已经卖了好几个人。”

林生盖着暖和的棉被，想到自己的遭遇，眼

泪不由自主地从眼角滚了出来。

07.

小琳死了！

林生出院回来，听村民们提到这个消息。

他发了疯似的，往小琳家跑。远远就看到小

琳家门前聚集着许多人，她家的院门下赫然挂着

一对白灯笼。

那种惨白，一如久病的林生娘的脸色。

林生失魂落魄地闯进院子里。黑漆漆的灵柩

、遗像上熟悉的脸、耳旁的啜泣声，他双腿一软

，倒在了地上。

……

两周前，担心小琳逃婚，她爹娘刻意将她锁

在屋里，就等婚礼那天一到，王家抬着花轿来接

人了。

小琳装作很规矩的样子，按时吃饭、睡觉，

跟爹娘、兄长聊天，不过还是会打探林生的病情

；爹娘为了让她死心，跟她说林生死在医院里了

。

聪慧的小琳当然不信，于是张家和王家就找

到了林生娘，请她帮忙演一场戏骗小琳。林生娘

虽然不是很情愿，但也知道自己儿子配不上小琳

，以自己的家庭条件来看，只会拖累小琳。

为了让小琳死心，也为了让儿子死心，林生

娘答应演这场戏。她跟小琳说：“小琳，林生他

不在了，你还是找个人嫁了吧！”她边说边哭，

演得无比逼真，小琳自然深信无疑。

此后，郁郁寡欢的小琳没在人前提过林生的

点滴，大家都以为她死心了。

谁都没想到，嫁到王家后不久，小琳终究

还是迈不过心里的那道坎，在某个大雾弥漫的

清晨，以放牛为借口出门，就着牛绳吊死在了

树上。

08.

小琳死后，林生的精神状态一直不是很好。

夜里，他总是做噩梦，梦到小琳吊死的情景；梦

到小琳就站在他对面，让自己娶她回家。

林生娘觉得小琳的死跟自己有很大的关系，

她时常对儿子说，是自己害死了小琳。她的病愈

发严重，再加上一直沉浸在悲痛的氛围中，不久

就撒手归西了。

娘死后，林生迷上了酒精。他整日醉生梦死

，想靠酒精麻痹自己。可是，睡着后他依然会梦

到小琳。

这天夜里，林生做了一个美梦。

梦里他有了钱，盖了大房子，成了大作家；

他带着娘去首都最好的医院看病，给小琳戴上了

戒指。

一觉醒来，林生无力地瘫在床上，他伸出手

，想抓住些什么，却什么也握不住。他啜泣着、

啜泣着，再次昏睡，又做了一个同样的梦。

他活在自己编织的美梦中，不愿醒来……

鸳鸯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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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德州大休斯敦地區不乏全美最適宜人類居住地區美國德州大休斯敦地區不乏全美最適宜人類居住地區。。 20212021年年88月月2525日日，，剛剛做完業務享受剛剛做完業務享受
美食美景的美女投資家美食美景的美女投資家May ChenMay Chen來到被譽為全美最安全的城市排名第二的糖城來到被譽為全美最安全的城市排名第二的糖城Lake PointeLake Pointe
Town CenterTown Center，，獨處湖畔獨處湖畔，，在光與影的照耀下體會醉人都市的奧秘在光與影的照耀下體會醉人都市的奧秘。。

20212021年年77月月3131日日，，AREAA HoustonAREAA Houston會員會員、、凱旋地產凱旋地產(Karonsuka Realty)(Karonsuka Realty)黑馬經紀人黑馬經紀人Susan ChangSusan Chang與出席大與出席大
會的國會議員艾爾格林會的國會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Al Green 合影合影。。 ““買房找阿芳買房找阿芳””在休斯敦越來越廣為流傳在休斯敦越來越廣為流傳，，成為美談成為美談。。

20212021年年88月月1616--1919日日，，在美國石油化工之都休斯敦一年一度舉行的海洋石油技術大會在在美國石油化工之都休斯敦一年一度舉行的海洋石油技術大會在NRG ParkNRG Park
中心在哈里斯郡疫情評級中心在哈里斯郡疫情評級REDRED的警報中正式登場的警報中正式登場。。今年現場展位數和出席人數郡可能創歷史最低今年現場展位數和出席人數郡可能創歷史最低
，，但是手機但是手機APPAPP，，電子媒體電子媒體，，電子展位紛紛登場電子展位紛紛登場，，使得疫情下大型會展新常態成為新課題使得疫情下大型會展新常態成為新課題。。圖為圖為
比特幣挖礦機銷售商比特幣挖礦機銷售商、、IBY OUTLETIBY OUTLET油田設備生產商負責人油田設備生產商負責人Stany GanStany Gan與同事們一起自己的展位上與同事們一起自己的展位上
合影留念合影留念。。 。。

20212021年年88月月2222日日，，休斯敦知名演員休斯敦知名演員、、時尚達人時尚達人Nancy XieNancy Xie來到休斯敦北蒙哥馬利縣德州州旗來到休斯敦北蒙哥馬利縣德州州旗
誕生地參觀訪問誕生地參觀訪問，，在在Fernland Histrocal ParkFernland Histrocal Park的自由鍾前留影的自由鍾前留影。。

20212021年年88月月2222日日，，休斯敦休斯敦WorldFestWorldFest國際電影節宣布將於國際電影節宣布將於20222022年年44月月2020日至日至2424日舉辦的第日舉辦的第 5555 屆屆 WorldFest-WorldFest-休斯敦國際電影節現已正式開放報名休斯敦國際電影節現已正式開放報名
！！ WorldFestWorldFest 在精彩的紀念城電影院在精彩的紀念城電影院(Memorial City Cinemark)(Memorial City Cinemark)劇院的銀幕上提供短片劇院的銀幕上提供短片、、紀錄片紀錄片、、故事片故事片、、音樂視頻音樂視頻、、實驗和學生電影的競賽實驗和學生電影的競賽，，國際國際
電影製作人將參加為期電影製作人將參加為期 55 天的國際電影節天的國際電影節！！報名早鳥優惠截止日期為報名早鳥優惠截止日期為20212021年年1111月月1515 日日！！史蒂文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斯皮爾伯格、、喬治喬治··盧卡斯盧卡斯、、弗朗西斯弗朗西斯··福特福特··科科
波拉波拉、、李安李安、、科恩兄弟科恩兄弟、、蘭德爾蘭德爾··克萊澤克萊澤、、奧利弗奧利弗··斯通斯通、、雷德利雷德利··斯科特斯科特、、羅伯特羅伯特··羅德里格斯羅德里格斯、、大衛大衛··林奇林奇、、約翰約翰··賽爾斯賽爾斯、、羅伯特羅伯特··湯森德湯森德、、迪迪
帕帕··梅塔梅塔、、阿格涅茲卡阿格涅茲卡、、HollandHolland、、John FrankenheimerJohn Frankenheimer、、Robert RodriguezRobert Rodriguez、、Richard LinklaterRichard Linklater、、Jonathan DemmeJonathan Demme、、John BoormanJohn Boorman、、Martin BrestMartin Brest、、LesliLesli
Linka GlatterLinka Glatter、、Hal HartleyHal Hartley、、Will VintonWill Vinton、、Hugh WilsonHugh Wilson、、Michael CiminoMichael Cimino、、Gavin HoodGavin Hood、、David WinningDavid Winning 和和 John Lee HancockJohn Lee Hancock 均在這里首次獲獎均在這里首次獲獎！！
WorldFest-WorldFest-休斯敦國際電影節非常獨立休斯敦國際電影節非常獨立！！涵蓋涵蓋1010 個主要類別和個主要類別和 200200 個子類別的比賽個子類別的比賽，，最高獎為電影人夢寐以求的雷米最高獎為電影人夢寐以求的雷米RemiRemi 獎獎！！

20212021年年88月月1414日日，，休斯敦艾隆貸款休斯敦艾隆貸款(ALOAN MORTGAGE)(ALOAN MORTGAGE)專家羅敏專家羅敏(Min Nicar)(Min Nicar) 在美國石油化工之都休斯在美國石油化工之都休斯
敦一年一度舉行的海洋石油技術大會在敦一年一度舉行的海洋石油技術大會在NRG ParkNRG Park中心中心CaterpillarCaterpillar巨大的展牌前留影巨大的展牌前留影。。 CaterpillarCaterpillar展示的展示的
SPE OIL GASSPE OIL GAS和和Solar TurbinesSolar Turbines兩大前沿分支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兩大前沿分支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

20212021年年88月月2626日日，，恰值哈維颶風五週年之際恰值哈維颶風五週年之際，，SD Talk ShowSD Talk Show子天訪談錄董子天子天訪談錄董子天Sky DongSky Dong、、阮丹尼阮丹尼DannyNguyenDannyNguyen
邀請哈里斯郡專員邀請哈里斯郡專員TomS. RamseyTomS. Ramsey就日益湧入大休斯敦地區的人群對城市基礎設施帶來的挑戰就日益湧入大休斯敦地區的人群對城市基礎設施帶來的挑戰、、社區安全等觀眾社區安全等觀眾
關心的問題給出最權威的回答關心的問題給出最權威的回答。。圖為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圖為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社長朱勤勤專程從繁忙的會議上抽空出來會見社長朱勤勤專程從繁忙的會議上抽空出來會見
Tom S.RamseyTom S.Ramsey專員專員，，並介紹國際區最新開發的社區中心項目的發展進展並介紹國際區最新開發的社區中心項目的發展進展。。 。。

休斯敦中國城奶茶店非常發達休斯敦中國城奶茶店非常發達，，吸引了無數年輕人和網紅明星在這裡打卡消閒吸引了無數年輕人和網紅明星在這裡打卡消閒，，稍息充電稍息充電。。剛剛在幾部短片飾演剛剛在幾部短片飾演
女主角的小明星女主角的小明星Lili WangLili Wang在參加生日派對之後不忘來到這家店在參加生日派對之後不忘來到這家店，，在在Make Everything withLoveMake Everything withLove的牆標前留影的牆標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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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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病着，却不能承认自己

生病，因为我还要去医治更多的人。

我的病与别人不同，与别人也格格不

入，我自己知道症结所在，却不愿与他们

苟同。他们认为我是有病的，我的言行，

生活方式都与他们不同。比如说，他们卖

药，是为推出去更多的药，只要一时半会

儿不出人命，他们就会把想卖的药强加于

人。我也卖药，我要问症状，药物的相互

作用以及……老板认为我是多此一举，我

却始终改变不了我的臭脾气。又比如，答

应别人的事，我会尽力去办，有时可能是

赔了夫人又折兵，我傻，傻得无药可救。

因为我傻，收入自然比别人少，所以就只

得压缩开支。

我伤痕累累，却面带笑话，因为我

要去感染更多的人，想让人间多一点笑

声。

我曾向往过黄泉路上的风景，迷恋

着彼岸的那一树火红，我还是没有下定

决心走那一条路。

身在红尘中，红尘为何物，岸边依

稀有人在走动，我却懒得去追逐。花开

花谢，那是人间的轮回，四季冷暖，我

知道我还活着。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心动的事物，

可能会误以为那是喜欢。但我知道，那

不过是某一时刻的好感。毕竟心动不是

答案，心定才是。

我的心有定下来过，我还是我自己

，为情所开，不为情动。情为何物，它

留不住我，我终究是要离开的。不想为

情所困，不想走进围城而舍弃外面的风

景。其实还是因为围城里的风景不够漂

亮，不能留住我的心。

我承认有很多时候我是心动的，或

者说有过心动，然而却没有一次让我心

定。我到底是无情，还是多情，我也说

不清楚，那么就跟着世俗走吧。

我知道我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庆幸我还活着。许多医生说能治好我的

病，中药，西药，贴膏，针灸，药吃了

不少，医生换了一拨又拨。我的病还是

老样子，不严重也不痊愈，这辈子它是

跟定我了，不离不弃，我知道它是要陪

伴我走进坟墓的。

我是一直能够活到死的，我相信，

算命的也说过。他说得很准，谁会长生

不老呢？谁不是一定要活到死呢？除非

他是神，而我是人，身在人世间，是个

地地道道的凡人。

神到底是会不会死呢？我听说过，

神都是死过一回的人，那么我死了会不

会也变成神。我不想去研究这么多未来

的事，也不想费脑子去想这么多事，我

只想简单地活着，过好我剩下的日子。

医生说，我还有好几十年好活，那就不

能浪费。

许多亲戚朋友帮我找医生，许多医

生都说我的病他们能治，只是我吃了他

们开的药都不见好转。他们说，得换另

一种治疗方案，换另一种药。

算了吧！我累了，病，它想随着我

就随着我吧！药，我是不吃的，那黑糊

糊又苦又涩的东西去给大地治病吧！我

吗？也就这样了。

风很冷，月很淡，四周很静，只听

风吹枯叶的沙沙声，哦，秋天来了。一

阵钻心的疼痛，自手尖传来直至心底。

我的手又开裂出血了，这个是我以前没

有预料到的。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

样呢？我问自己，我依旧找不到答案。

许多人说：“这是病，是你以前没

有好好珍惜自己而落下的病。”我知道

啊，这是病，你们又想给我推销药了，

是不是？你们卖给我药不是为了治病，

只是为了赚钱，医生也是。你们根本治

不好我的病，只是看起来让我的病好一

点，轻一点。你们是不想把我治好的，

如果我真的好了，你们的药又卖给谁？

如果你们治好了我，治不好别人，你们

就会落下口舌；治好了我，也治好了别

人，你们就会失业了。你们不想失业，

你们还想生存，所以学会了洗脑似的销

售，把药强加于人，而实际上很多病不

需药，很多病又是因服药引起。我才不

会那么傻呢！让你们的诡计得逞。所以

你们也只是想让我的病看起来好一点，

绝对不会让我痊愈的。

现在是金钱社会，你们两眼看到的

是金钱，你们心里装着的是金钱，你们

不会治好每一个病人，而失去你们赚钱

的机会。

我相信神是有的，也许他们会长着

翅膀，化作天使来到人间，来到医院，

可那毕竟是少数，少数又怎么能够让大

伙遇见呢？我是从没有遇见过，所以我

的病也一直不见好转。

我还活着，活着就不能让你们得逞

。我也知道，我的能力有限，再有限我

也是有能力的，我要揭露你们的阴谍，

告诉善良的人们，不要遭受你们的迫害

。

这一晚，对我来说，是这么的长，

是这么的难熬，因为天亮了，你们又要

逼着我去相亲了，我不想去，你们就把

我当作另类。还断言，我曾经是受过伤

害的，不知什么时候，我失恋过。我都

没有恋，哪儿来的失呢，我只是想，我

一个人过得很好的，何必要去连累另一

个人呢？难道这也是病，没有按照你们

既定的路线去走也是病？你们要以为就

以为好了，什么“前人兴，后人跟”，

只不过是你们的思想观点，与我又有什

么关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通

通见鬼去吧，我只想做我自己。

你们应该都知道，我从来都是滴酒

不沾的，可是你们偏偏要让我喝酒，还

整夜整夜地在我面前拿起酒杯。我知道

你们的坏心思，你们是想把我灌醉，让

我就犯。我才不会上你们的当呢，酒我

是不喝的，白开水来两碗吧。想灌醉我

，没门儿，我才不会如了你们的心愿。

你们也休想从我的嘴里了解些什么，不

可能让你们把意愿强加在我的头上。就

算心里面有事，我也不会借酒消愁。我

只是感慨，世间安能两全法；特么这扯

淡的人生，何时是个头啊。

人生就是这样，你有你的烦，我有

我的难，人人都有无声的泪，人人都有

难言的苦，生活其实很简单，过了今天

又是明天。所以想那么多干啥，操心不

了未来，就活在当下。

我病着，还活着。

人心不古，人间依旧有许美好。

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能实现梦想

。

活着

【美南新聞泉深】據一名英國官員稱，周四在喀布爾機場上
空隱約出現了“迫在眉睫的恐怖襲擊”征兆，可能會在“幾小時
內”發生。

英國武裝部隊部長詹姆斯·希佩（James Heappey）周四對
BBC 表示，有“非常、非常可信的報道稱即將發生恐怖襲擊”
，目標可能是阿富汗的機場，過去兩周有數萬人聚集在那裏，他
們希望離開阿富汗。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高級官員證實了英國的報告，稱過
去 24 小時內，伊斯蘭國恐怖組織（ISIS-K）或其它車輛炸彈或
自殺式炸彈襲擊者的附屬機構的恐怖威脅被認“可能性大于不可

能”。
據美聯社報道，西方國家的首都也警告伊斯蘭國集團阿富汗

分支機構的可能威脅。
最新報道，美國駐阿富汗大使館發出警告稱，可能聚集在喀

布爾機場特定登機口的美國公民應“立即離開”。
然而，塔利班發言人紮比胡拉·穆賈希德（Zabihullah Muja-

hid）駁回了可能發生襲擊的報道，稱這些報道“不正確”。但
據美聯社報道，他沒有詳細說明報道“不正確”的原因。

一位與路透社交談的塔利班官員表示，由于伊斯蘭國恐怖組
織可能發動襲擊，塔利班將其視敵人，因此塔利班自己的警衛在

機場也“冒著生命危險”。
在比利時，首相亞曆山大·德克羅斯

（Alexander De Cross ）表示，他的國
家已收到美國的警告，稱可能在喀布
爾機場人群中進行涉及爆炸物的襲擊
。

德克羅斯在談到喀布爾機場周圍的威
脅時說：“我們從美國以及其他國家
收到了軍事層面的信息，有迹象表明
，有對人群進行自殺式襲擊的威脅。
”

法國總理卡斯特克斯（Jean Castex ）
在法國告訴 RTL 電台：“從明天晚上
開始，我們將無法從喀布爾機場撤離
人員。”

丹麥國防部長特琳·布拉姆森（Trine
Bramsen）直言不諱地警告說：“飛進飛出喀布爾不再安全。”
丹麥的最後一班航班載有 90 人，外加士兵和外交官。

其他國家宣布他們將結束或已經結束從喀布爾機場的撤離行
動。

波蘭、比利時和丹麥都表示他們的最後一班航班已經起飛。
歐洲盟友發出警告之際，在美軍撤出阿富汗後，美國正努力

從喀布爾機場撤離數千人。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英國官員警告：喀布爾機場可能會在“幾小時內”
發生“迫在眉睫的恐怖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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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五大聯賽已於8月開鑼，球會在應付密集賽程之餘，在
國際賽期還需讓被召入國家隊的球員短暫離隊。接下來9

月及10月都有國際比賽周，FIFA將這兩個國際賽期由9天延長
到11天，再加上新冠疫情的隔離安排，在與英國政府協商無果
後，英超方面25日發表聲明稱，決定在下月國際賽期，不放行
球員前往被英國政府列入疫情“紅色名單”的國家和地區參賽，
這是無奈之下的決定。而在稍後時間，西甲賽會也表態稱，假如
有球會不讓球員回到某些被列為疫情高風險的地區參賽，賽會將
支持相關的決定。

涉近60人 球會或面臨受罰
根據新冠疫情，英國政府按綠色、琥珀色和紅色名單將各國

家和地區分類，其中來自“紅色名單”地區的旅客必須在指定酒
店接受10天的隔離。英超方面表示，雖然他們和英足總以及英
國政府不斷溝通試圖尋求解決辦法，但最終球員也無法獲得免隔
離的待遇。

“這對球員的身體狀況必定會產生影響，而且他們會錯過兩
輪英超聯賽、一個歐洲足協比賽日以及英格蘭聯賽盃第3圈。這
還只是按他們在酒店隔離10天去計算，並沒加上球員為恢復狀

態很可能需要的更多時間。”英超在聲明中說。

西甲亦支持各隊“不放人”
受影響不獲放行參加下月國際賽的，將有包括

埃及射手穆罕默德沙拿、巴西前鋒羅拔圖法明奴、
門將艾利臣比加和中場法賓奴泰華利斯在內的數名
利物浦球員，曼城的巴西門將艾達臣摩拉斯與前鋒
加比爾捷西斯，曼聯的烏拉圭射手卡雲尼與巴西中
場費特洛迪古斯以及愛華頓的巴西前鋒李察利臣等
等，涉及球員接近60人。卡雲尼在社交媒體上轉載
了英超有關聲明，並打出三個問號，表示大惑不
解。至於卡雲尼的烏拉圭前鋒拍檔蘇亞雷斯，也有
可能不獲西甲馬德里體育會放行回南美參賽。

由於南美足協將因為疫情而延期的兩輪世界盃外圍
賽，安排在9月和10月一併舉行，FIFA應南美足協要
求，將這兩個國際賽期的比賽時間，從原定的9天延長到11
天，這引起了英超和西甲方面的強烈不滿。不過，有報道指
FIFA態度強硬，警告假如有球會違規不讓球員參加國際賽，便
會面臨處分。

英超不放國腳英超不放國腳
禁回禁回““疫情紅區疫情紅區””參賽參賽

下月國際賽期延長 回英後再需隔離10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志達）利物浦在下月初的國際賽
期前，緊接周末已有一場火拚車路
士的英超大戰等待着他們。賽前，阿
仙奴傳奇領隊雲加造訪了利物浦的訓
練基地，向領隊高洛普和4名球員頒發
2020年的各個國際足協最佳獎座。

曾經打造阿仙
奴英超“不敗王
朝”的雲加於2018
年退休，現時任職
於FIFA擔任全球發
展主管。英國時
間 24 日，法國
“教授”回到
了英超，到
訪 了 利

物浦的訓練基地，親自向高洛普、艾
利臣比加、阿歷山大阿諾特、雲迪積
克和堤亞高艾簡達拿頒發遲來的獎
座。去年FIFA頒獎禮受疫情影響而改
為網上舉行，高洛普獲選為年度“最
佳領隊”，而其他4名利物浦球員則入
圍年度“最佳陣容”。

雲加訪利物浦大營頒獎

國際賽期與球會的利益不時存在着衝突國際賽期與球會的利益不時存在着衝突，，而接下來而接下來

99月份的國際賽月份的國際賽，，英超球會更出動禁令英超球會更出動禁令，，拒絕放行球員拒絕放行球員

返回被英國政府列入疫情返回被英國政府列入疫情““紅色名單紅色名單””的國家和地區參的國家和地區參

賽賽，，涉及球員接近涉及球員接近6060人人，，當中包括穆罕默德沙拿當中包括穆罕默德沙拿、、加加

比爾捷西斯比爾捷西斯、、卡雲尼和艾達臣摩拉斯等球星卡雲尼和艾達臣摩拉斯等球星。。西甲亦跟西甲亦跟

隨英超的做法隨英超的做法，，表態支持球會不讓球員回到某些被列為表態支持球會不讓球員回到某些被列為

疫症高風險的國家和地區比賽疫症高風險的國家和地區比賽。。不過不過，，有報道指國際足有報道指國際足

協協（（FIFAFIFA））態度強硬態度強硬，，警告假如有球會不履警告假如有球會不履

行讓球員參加國際賽的義務行讓球員參加國際賽的義務，，便會面臨受便會面臨受

罰罰。。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梁志達

●●根據英超最新的安排根據英超最新的安排，，利利
物浦射手穆罕默德沙拿下月物浦射手穆罕默德沙拿下月
將無法為埃及國家隊出戰將無法為埃及國家隊出戰。。

路透社路透社

◀◀在曼聯效力的烏拉圭球星卡雲尼在曼聯效力的烏拉圭球星卡雲尼，，對於英對於英
超今次的限制令表示感到大惑不解超今次的限制令表示感到大惑不解。。 路透社路透社

●●曼城的巴西門將艾達臣曼城的巴西門將艾達臣
摩拉斯摩拉斯，，也是今次受影響也是今次受影響
的球員之一的球員之一。。 路透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東京殘奧
25日舉行首日賽事，中國國家隊於輪椅劍擊
項目全取4金，並在游泳取得1面金牌。

李豪贏國家隊殘奧首金
輪椅劍擊25日產生4面金牌，首場決賽

為男子佩劍個人A級賽事，結果來自上海的
選手李豪擊敗烏克蘭的文高，奪得中國代表
團在本屆殘奧首枚金牌。現年26歲的李豪首
次參加殘奧會，在上屆世錦賽（世界盃）男
子佩劍A級個人賽中獲得亞軍。

是日第2場決賽為男子佩劍個人賽B級賽
事，結果來自江蘇的馮彥可以15：11戰勝波
蘭選手卡斯度勝出。現年33歲的馮彥可是第
二次參加殘奧，於上屆里約殘奧曾奪得男子
花劍B級金牌。

張麗奪國家泳隊首金
第3場決賽為女子佩劍個人A級賽事，現

年33歲、曾獲得2019年世錦賽女子佩劍個人
A級冠軍的國家代表邊靜一直領先，以15：7

擊敗格魯吉亞選手泰芭拿絲芙莉，替國家隊
取得第3金。

是日最後決賽為女子佩劍個人B級賽
事，現年32歲的國家隊選手譚淑梅，以15：
7擊敗1號種子、烏克蘭的費杜達，為國家隊

包攬首日4面輪椅劍擊金牌。
游泳項目，S5級女子200米自由泳決

賽，衛冕的23歲中國代表張麗游出2分46秒
53，力壓英國和意大利選手，取得國家隊今
屆游泳首金。

李
豪
：
如
不
是
劍
擊
，
我
很
難
撐
下
去

●李豪（左）和第四金獲得者譚淑梅（右）。
中國殘聯供圖

首日輪椅劍擊四金
中國隊全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任芳頡、馬曉芳北京報
道）白衣、面罩、手中的劍。雖然身體坐在固定
的輪椅上，但他出劍依然迅猛。李豪1994年出生
於四川省華鎣市明月鎮，2歲時遭遇車禍，右腿被
截肢，但男孩好動的天性，讓他選擇成為一名運
動員。“訓練劍擊之前我是練游泳的，但由於評
級的原因，造成自己心理落差很大，差點放棄運
動。”但憑着堅韌的性格和不服輸勁頭，李豪又
轉項開始劍擊生涯。“當時自己還是不甘心，想
挑戰一下，之後被劍擊教練看上了，所以轉項又
開始了自己的運動生涯。”

2014年開始從事輪椅劍擊訓練，2015年21歲
的李豪從四川來到上海加入上海輪椅劍擊隊，也
讓他的劍擊技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而今，李
豪奪得東京殘奧會中國隊首金，終於圓了一個劍
客的奧運夢。“如果不是因為劍擊，我可能很難
撐下去，很感恩自己遇到的每一個伯樂。”

●(左起)阿歷山大阿諾特、雲迪積克、高洛普、雲
加、艾利臣比加與堤亞高艾簡達拿合照。

利物浦圖片

●●李豪奪得中國國家隊今李豪奪得中國國家隊今
屆殘奧首金屆殘奧首金。。 路透社路透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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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留学生在北美求职，一直都是僧多

粥少的状况。

但是迫于家人、自己对于多年海外

留学就业的理想，很多同学都没有一毕

业就回国的想法，希望可以凭自己的实

力在北美奋斗一年，至少要OPT结束后

再考虑回国。

那么问题是，留学生该不该利用

OPT 实习一年再回国工作？To be or

not to be，到底有何优劣势呢？

如果留在美国工作和生活，最佳求

职时间是什么？

其实，在美国如果你有足够的求职

意识，经常去做networking，听一些师

兄师姐的分享，以及参加一些职业论坛

活动，都知道这个黄金的时间：

一共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拿到大三下学期或研

究生一年级结束后的Summer Intern，如

果你能够拿到这个实习，是可以提前拿

到Return Offer的。

第二个阶段是大四的两个学期，企业

在学校招聘的时候，如果你够优秀，也会

在这个时候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获得企业

的Offer，鉴于我说过的这两个阶段是黄

金阶段，也就意味着，你如果毕业时还没

有拿到企业的Offer，在OPT期间获得全

职工作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美国工作一年会给你回国求职带

来的影响：

（一）、劣势

1、非应届，校招和社招都很困难

泛商科专业国内就业市场上最活跃

的分子——中资银行们，校招网筛简历

的时候非常在意你是不是应届生，而且

他们的应届的定义是次年毕业。虽然美

国海归常常毕业前一个月还在上课考试

，根本无法提前8个月回国求职，但网

筛简历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不管特殊

情况。

除有些银行对海归比较重视有海归

专场或者针对海归有特殊规定，你基本

都会因为非应届问题大大增加网申被挂

的几率。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是亲赴宣

讲会递交简历，我猜这一部分简历HR

会人工筛选，会增加非应届海归的通过

几率(前提是你确实合适)。此方法亲测

有效，不过我这个实验也不够精确，比

如某行去了宣讲也投了网申，进了下一

轮我也不确定是哪种方式过的。但可以

肯定的是凡是我没去现场交简历仅仅通

过网络申请的，都没进下一轮，凡网申

后也去了宣讲会的，都进了面试或笔试

。(人民银行除外，人民银行网申会让你

解释延迟派遣的原因，答案合格就能通

过网申。)

2. 无法参与国内实习，没有国内实

习经历

国内券商招聘大多都要求相关经验

的实习，如果在美工作不是证券类的，

那回国去券商就业的路也基本断了。举

个例子，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会计师

事务所都是associate 2年，senior 3年，

然后升manager - senior M - Partner。

如果在米国找到四大的工作，不管

工作了几年，都可以平行的transfer回去

。如果是其他事务所，比如BDO,GT之

类，工作几年回去参加四大社招，也绝

不会还是entry level了。同样情况的应

该还有外资投行，咨询公司。

3、职业连贯性

如果在美国就业的position和国内就

业的意向职位不一致，会被看作职业目

标不够明确。需要在面试中好好化解。

4、职业稳定性

HR招聘时一般希望员工的工作时

间至少能在五年以上，所以对于一个工

作一年就离职的员工，往往会有兔死狐

悲之感。 当然，如果不是STEM又没有

H1B, 签证可以算作离职的不可抗力因

素了。

（二）、优势

1.、自信

美国本土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能在美国找到工作，会增加自己的自

信。

不过一到上海北京这两个城市，你

就发现自己自信错了…我觉得校园招聘

应该比春运更能让人体会到到中国人口

之重！而且还是高学历名校人口！海归

？按车皮算。硕士？你不知道这个职位

只招硕士嘛。英语好？侬会讲上海话不

啦？

吐槽完，还是得说，同等条件下有

海外工作经历的人比起“裸归”还是更

受亲睐的。因为你已经在一个更大的平

台上证明了你是有社会价值的，不是不

学无术混日子到毕业的。就业市场是检

验一个人真才实学的标准之一，传说中

的“黑博士白博士，能找到工作的博士

才是好博士”。

有一份靠谱的海外工作经历，就像

被盖章了检疫合格的猪肉，虽不能保证

你比别的猪肉卖的更贵，但起码不会被

当作臭肉扔出去。

2.、少一份遗憾

在美国读书是一种体验，工作又是

另外的一种体验了。

类似职位，美国硕士毕业生的可支

配收入比国内一线城市高出很多，再配

上相对低的物价，脱离了花父母钱或者

苦哈哈的花奖学金的日子，体会一下二

十几岁靠自己的劳动，就可以住五星，

吃米其林，Vegas小赌(不是豪赌…)，让

父母去第五大道买买买然后我刷卡的日

子，还是很不错的体验。(回国就年薪过

500K的大牛也许也可以，但是多数同学

在上海金融行业应届起薪在100—150k

这个范围，尤其今年年景不好…唉…莫

提了。)

3.、提高商务英语口语写作能力

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的体会多一点，

学校里官方邮件还算正规，但平时老师

发邮件措辞都很随意。等到了职场上就

发现，纳尼？原来邮件的措辞可以这么

美(客气)？

在美国有过比较靠谱的工作经验回

国去外资或需要涉外的岗位，写得一手

有礼貌的好邮件，应该会让对方蛮惊喜

的～

总体而言，觉得海归之前在美国工

作一年是利大于弊的～我刚开始不清楚

应届的门道，很是受挫了一回，觉得某

些小银行的低端职位我在美国都不愿意

去的，怎么回国连简历都过不了？后来

渐渐找到方向，越是小公司小银行的低

端岗位，越不喜欢招海归,外资和一些行

业巨头，反而更能够抱着开放的心态对

待每一个求职者。

留学生该不该实习一年再回国工作？

60%的同学都不知道自我介绍得清

楚，你的面试已经稳赢了一半。其实，

这个过程是在考察你的语言表达能力、

应变能力和岗位的胜任能力

而最好的自我介绍就是把自己当作

产品推销出去！

今天，就教大家到底如何把自己卖

！出！去！

（一）三个办法解决你的自我介绍

1、贴标签

如果求职者有1分钟时间做自我介

绍，当解释完名字之后，求职者可以给

自己贴个标签。也就给自己做定位，在

自己名字前面加一个定语，这个定语可

以反映求职者某方面的特长，恰好又和

应聘岗位描述是相匹配的，这样可以加

深面试官的印象。

比如，XX同学应聘美术设计，她

可以说，“我每次做设计都会逼自己出

两版方案，最终选择更好的那个。我是

一个可以在设计上逼死自己脑细胞的人

。”

显然，“逼死自己的脑细胞”是这

位同学给自己贴的标签，说明她对作品

设计有很高的要求，每次出两版方案，

都说明了XX同学愿意挑战自己的潜能

，是一个可以自我驱动的人。

2、讲故事

即通过一个有趣、有意义并且为职

位量身定做的故事介绍自己。这部分的

素材选择一定是要选取本身具有足够亮

点的素材，并且尽量不要和简历上已有

的内容重复，不然没等你埋下包袱面试

官早已知道结尾了。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故事介绍法有

风险。如果你逻辑不够清晰，选取的故

事不够吸引人，本身也不是一个很好的

Story-Teller的话，很容易暴露多方面缺

点，从而让面官对你的印象分大打折扣

。所以使用这种介绍方式需谨慎，在前

面三条基本原则下反复练习，多找几个

小伙伴演练一下，看大家觉得你的故事

是否足够让人印象深刻。可以用STAR

法则理清逻辑，最好是能留几个“悬念

”，让面试官感兴趣并追问。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面试

官不同，自我介绍的方式也应该不同。

具体来说，如果是HR，他们对于技术

性的问题不甚了解，那么自我介绍则可

着重于职位所需关键词的描述；如果是

Junior Level的面试官，则很有可能是你

以后的Co-Worker，则会偏重于问技术

性问题；如果是High Level的面试官，

则会注重于Behavioral Question。因此，

你的自我介绍也应该根据面试官的不同

来进行不同的准备。

3、拉关系

求职者可以在自我介绍中将自己与

应聘单位扯上关系，如果可以说得巧妙

，不但不会引起HR反感，还会给他们

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某位同学在面试中国银行的时候，

他的自我介绍是围绕中国银行三个英文

字幕展开的，BOC（Bank of China），

分别代表Balance、Opportunity、Collabo-

ration，然后将自己的经历融合进去，让

面试官眼前一亮。

其实上面介绍的自我介绍3招不仅

仅可以用于面试场景，还可以应用到公

众演讲、陌生人初次沟通等各种场合。

（二）自我介绍中, 容易被忽略的

小细节

1、三大特点要突出

在面试一开始给面试官留下最积极

正面的印象非常重要，一定要把个人优

势最强的特点以及个人特点与职位要求

最重合的部分最先展现出来。

结构性：开头先介绍基本信息，如

名字、毕业院校等，再阐述自己申请这

个岗位的原因（我对岗位有怎样的浓厚

兴趣），以及我为什么适合这个岗位

（我有最满足要求的三个技能）。

逻辑性：讲述学业或实习的故事经历

时，上下句要相关，尽量不要背稿（否则

面试时会紧张，回答问题会僵硬），而应

该先把所有的经历写下来，对照着多次练

习讲故事，之后再精炼语言。

相关性：在描述自己学习到的、锻

炼过的所有技能都要和职位切实需求相

关。

【案例】XX同学曾在希尔顿做过

实习，但是目标公司是高盛；建议XX

多去找与目标行业相关的实习，确定自

己有岗位相关的经验后，面试时把希尔

顿的实习介绍压缩，多描述岗位相关的

实习经历。

2、走心的英译中, 国内面试官更适

应

很多留学生可能认真准备了一套很

不错的英文自我介绍，但回国求职时，

却因为语言上的很多表述不够接地气而

没能在面试中好好表现。这个现象是很

普遍的，因为我们在国外留学时学习专

业知识、实习工作中使用的都是英文的

专业术语，而这些术语所对应的中文表

述我们却不熟悉。所以，你的中英文自

我介绍都要好好准备。

例如，美资企业中的Insights一词，

在中国企业中对应的专业词语可以是

“专家意见”或“专家内参”，但留学

生很可能就直译为“观点”了，这样面

试官就会不明所以，也无法体现求职者

的专业度。

我们需要提前查阅行业专业术语所

对应的中文表述方式，将自己所熟悉的

英文本土化、意译为中文，才能在回国

求职时应对自如。

（三）英文面试, 千万别踩的雷区

1、Tell Me About Yourself

【表面意思】：自我介绍

【言外之意】：告诉我一些你简历

上没有的东西，快！

【雷区】

单纯地复述简历，你以为面试官不

会认字？

每个句子都以“I”开头，显得很以

自我为中心；

使用错误的英语时态，直接让面试

官对你的英文表示怀疑。

【应对方法】

只选用与公司/职位相关的例子，不

要讲和职位无关的故事；

多转换句型，可以从第三人称角度

描述，比如My Previous Supervisor；

注意过去时态运用。

2、How Did You Prepare For To-

day

【表面意思】：你怎样准备这场面

试的？

【言外之意】：你真的在乎这份工

作，还是在碰运气？

【雷区】

特别实在地回答：我准备了xxx面

试问题，答案是xxx。

【应对方法】

面试官想听的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行

业知识以及是不是对公司有足够的了解

；

一定要体现出自己对公司做了很多

调查，浏览了公司网站、最近的新闻报

道等。

3、Where Would You Like to Work

【表面意思】：你想去什么样的公

司工作？

【言外之意】：你看到什么职位都

投吗？

【雷区】

提及了其他的公司（例如，我特别

想去谷歌啊，办公环境超级好）；

对求职领域/公司没有明确的目标。

【应对方法】

标准答案：This is where I want

to work, and this job is what I want to

do；

表明自己对此公司的此岗位有极大

兴趣，并解释原因。

4、A Project that You Messed up

【表面意思】：描述一件在工作或

学校中搞砸的事情

【言外之意】：你会一错再错吗？

你是不是个会总结教训的人？

【雷区】

大篇幅描述自己搞砸的事情；

抱怨别人，推脱责任说这不是自己

的错。

【应对方法】

简单提及一个无伤大雅的错误（出

发点是好的）；

重点放到学到什么，怎样把经验用

到下一次。

海归留学生求职时自我介绍要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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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中國城最多店面中國城最多店面、、治安治安、、生意最好生意最好、、人流量最多的商場人流量最多的商場（（四四））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擋藍光鏡片特價擋藍光鏡片特價 平光平光8888元一副連鏡框元一副連鏡框

（本報記者秦鴻鈞 ）如果由空中鳥瞰，整個
「敦煌廣場」 在休士頓中國城有如一顆閃耀的鑽

石，綻放耀眼的光芒。A,B,C,D,E,五棟樓層，佔地
25萬平方呎，共有130家店，其中餐館40家，奶
茶店12家，麵包店4家，學校4家，美容院/足按
摩12家，卡拉OK 4家。除了每家門前寬廣的停車
場外，還在廣場的東北面和西南面另建了兩座立
體停車場，為今天人流量最多的 「敦煌廣場」 埋
下伏筆。尤其近年來由 「德州地產」 接管以來，
負責人李雄更發揮 「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主席」
的優勢，每週七天，每天24小時，保安做的滴水
不漏，商場的每一角落都設有精密的電腦監
控系統。自然治安更好，生意更好，人流量更多
。

佔地理優勢，一趟敦煌，萬事OK ！
「敦煌廣場」 佔盡地理優勢，位於百利大道

與八號公路之間，周圍有六家銀行圍繞。包括八
號公路邊上的恆豐銀行，右前方的華美銀行、富
國銀行（Wells Fargo Bank ),大通銀行（Chase Bank
），美南銀行、國泰銀行、金城銀行。 「休士頓
市西南管理區」 ， 「敦煌廣場」 佔地利之便，自
然治安作的滴水不漏，也成為該區居民及各地前
來 「中國城」 辦事的人士最喜愛逗留之處。因為
在敦煌廣場內無論食、衣、住、行、育、樂，一
應俱全，不用出廣場，即可享有最完整實在的現
代人生活。

D棟商家介紹
「敦煌廣場」 是休士頓中國城店面最多的商

埸，共有130家店面，總佔地25萬平方叮之。商
場分A、B、C、D、E五棟。前文已介紹過A 、B、
C三棟，今將介紹D棟的 山水眼鏡。

（本報記者秦鴻鈞 ）敦煌廣場 「山水眼鏡」
負責人禹道慶師傅於日前表示：2020年至今因新
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每個人的生活都發生了巨

大的改變。網路世界更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幾乎每個人都受到了影響。現在大部分的人都待
在家中工作、上學、團體活動，甚至多位朋友之
間的互動，都利用Zoom 之類的軟體在銀幕上進行
交流。至今，各級學校都採用遠距網路教學，學
生在家中看著電腦銀幕來學習，整個社會型態都
產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禹師傅表示：近幾年來由於3C 產品的大量使
用，醫界也開始注意到3C 產品螢幕上的藍光對於
眼睛的傷害，尤其是對視網膜黃斑部的傷害最厲
害。早期尚未有電腦大量使用之前，我們知道有
紫外線對眼睛的傷害，所以配眼鏡時都特別注重
鏡片要加紫外線防護，起到了保護眼睛的作用。
但是傳統式的鏡片卻無法阻擋藍光。所以常常我
們會看到新聞中提到看太多電腦、手機的使用者
眼睛遭受到永久性的傷害，而這個傷害是不可逆
的，因為黃斑部一但，受到傷害後是無法修復的
，而黃斑部又是視網膜上看得最清晰的部位，所
以在各類資訊中都會看到眼科醫生呼籲使用3C 產
品多的人配戴阻擋藍光的眼鏡片來保護眼睛，尤

其是正在成長中的小朋友或青少年。禹師傅說：
很多三、五歲的小孩子父母為了使其安靜，常會
拿手機或平板電腦給他們看而安撫他們，殊不知
這是對眼睛的慢性傷害，而近半年來由於新冠病
毒的肆虐，不論是大人的工作和學童們的課業，
都依賴電腦來完成，可想而知都對眼睛造成多大
的傷害。

「山水眼鏡」 的禹師傅關心大家的眼睛健康
，特別推薦最好的阻擋藍光鏡片，目前市面上有
擋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八十的產品
，而山水眼鏡會使用擋百分之八十最好的產品，
起到最良好的保護作用。可作單光，無線多焦點
，有度數的鏡片，現正特價，八折優待。對於不
需要度數矯正的朋友，尤其是小朋友， 「山水眼
鏡」 也提供平光擋藍光鏡片，連同鏡框八十八元
就有一副。這是禹師傅特別關心成長中的小朋友
能有健康的眼睛而特地不計成本提供大眾，希望
大家能作一點投資來保護您珍貴的雙眼。

「山水眼鏡」 目前受到疫情影響，開店時間
有所調整，週一至週六是中午十二點到下午三點
，週三休息，週日是下午一點至下午四點。值此
新冠疫情尚未完全絕跡之際，為確保該店員工及
廣大客戶的健康安全， 「山水眼鏡」 請所有客戶
遵守下列規定：

1，入內客人請戴上口罩，並使用乾洗手消毒
。

2，只允許四名客人同時在店內，並保持六尺
安全距離，每位客人只能有壹位陪同。

3，如須選新鏡框最多只能試戴五付，碰過的
鏡框請放在事先交給您的盒內，我們要進而消毒
。

4， 如鏡框需調整服務，目前我們只能作標準
調整，請諒解無法作細部調整減少碰觸。

5， 如需花費時間修理，請交待後於店外等候
，完工後我們會拿出去給您。

6， 請在最短時間完成您的交
易。

7， 每位客人離開後我們會消
毒。

「山水眼鏡」 由領有德州配鏡
師執照的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
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接
受Medicaid和Medicare配鏡。所
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為正牌擋藍光鏡片，徹底保護黃
斑部。

「山水眼鏡」 服務項目包括
：配鏡，隱形眼鏡販賣，鏡框修

理，免費調整，免費清洗，可舊片配新框或新片
配舊框，內設全套工廠設備，自己研磨，壹貫作
業，品質保證，壹小時可取，上千副各種名牌鏡
框，任君選擇。

「山水眼鏡」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
252,Houston ,TX 77036 (位於敦煌廣場 「歡樂小棧
」 對面 ），電話：713-774-2773。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的的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外觀外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內部內部。。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負責人禹道慶先生負責人禹道慶先生。。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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