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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的先賢為我們留下了什麽中華民族的先賢為我們留下了什麽？？((二二))
作者作者：：陳家傑陳家傑

三、孔夫子的儒家學說: 中華傳統文化的重章
應該說，儒家學說是兩千多年來中華思想史

占據主導地位的學說。說到儒家，學界普遍認為
是孔子所創立、孟子所發展、荀子集其大成，之
後延綿不斷，為歷代儒客推崇，至今仍有一定生
命力的學術流派。（參考：https://baike.baidu.
com/item/% E5% 84% 92% E5% AE% B6/945629?fr=
aladdin）

這固然有其依據，但是，也應該看到，儒家
思想的種種元素，在孔子之前已經如涓涓細流，
欲匯之為奔騰江河了。在孔子之前，華夏民族在
特定生活環境中，已逐步形成了作為儒學基礎的
價值觀、習慣、慣例、行為規範和準則等文化要
素。儒家學派形成之前，古代，尤其是周代，社
會貴族和士大夫就已通過“師”與“儒”接受傳
統的六德（智、信、誠、仁、義、忠），六行
（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
射、禦、書、數）的社會化教育。

東周時期，中國社會處於劃時代的歷史變革
中，維護封建宗法等級製度的“周禮”遭到極大
破壞，周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占地為王，天下
動蕩。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
躍，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歷
史舞臺，著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
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
（參考：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4%
92%E5%AE%B6%E6%80%9D%E6%83%B3/742125?
fr=aladdin）

到了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社會內部不可調
和的矛盾引起了深重的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
權威性，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
。就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
把當時所處的時代精神註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中
，並對傳統文化加以適當的改造，以便在社會實
踐中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和心理平衡。[9]他因
而吸收了傳統的六德、六行、六藝等這些文化要
素，並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從系統的角度創
立了儒家學派。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學思想在孔
子之前就有了，只是還沒有達到孔子那樣系統化
的程度。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
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是魯國陬邑（今山東省
曲阜市）人。他出生於春秋時期沒落的貴族家庭
，從小家境貧寒，據說到了十五歲才開始學習，
並立誌做學問。他幹過很多重活粗活，能吃苦耐
勞，天資聰穎又勤奮好學。三十歲前後開始開辦
私塾，傳播學問。從此厚積薄發，影響了當代人
，更進而影響了整個中華民族的世世代代。作為
中國古代最享有盛譽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儒家學派之集大成者，他的學說博大精深，被
後世皇家尊為“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

在政治上，他主張德政，統治者要節用、愛

民、取信於民。他積極維護周天子的尊嚴，平生
極其力鼓動天下諸侯恢復等級森嚴的禮樂製度。
同時，他又主張“學而優則仕”，對世襲的職官
製提出異議。孔子認為人性相近，反對那些認為
人的等級來自天性的說法。 從這點上說，孔子在
政治上既有積極樸素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
積極於反對世襲，保守於維護周禮。

從思想上，孔子強調倫理道德的修養，主張
以寬厚、忠信待人，提出人不分貴賤，皆須具備
“仁義”的品德。所謂“仁”，就是“愛人”。
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應愛所有的人，全社會都要
關心每一個人。而以此延伸到做人的修養，就是
倘若自己立足於社會，也要幫助別人立足於社會
；自己想要成功，也要幫助別人成功；自己不樂
意的事情，也不要強加於別人。

另外，孔子思想中，充滿著對人性的尊重。
他認為，每個人在人格上是獨立的，任何外在力
量都難以侵奪。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
可奪誌也”。仁人誌士，不應為了求生而損害
“仁”，而是要為了“仁”而勇於獻身。孔子思
想的核心，是人人具有獨立人格，受到社會尊重
，又具有仁愛精神。 這樣，就可以實現人與人之
間互相關愛和協作的理想社會。這些思想，是孔
子對理想社會的構想，是有積極意義的。

在人生修養上，孔子反對貪圖富貴的做法，
認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他向往安
樂恬靜、淡泊無爭的田園生活，只是春秋時期嚴
酷的社會現實只能使孔子心懷美好的生活意境而
發出無奈的嘆息。[10]

孟子（公元前390-305年出生於鄒地）比孔
子出生晚了161年，他是孔子思想學說的忠實繼承
人。他仰慕孔子的學問和為人，也向往周遊列國
，傳播思想的重任，但他的際遇卻與孔子當年有
點接近，遊歷奔波而屢遭磨難，諸侯國君對他僅
有間歇性的重視和使用，沒有真正采納他的政治
主張，多次令他失望。最後，他離開齊國，拒絕
了齊宣王的厚祿和挽留，回到故鄉，講學、著書
立說，直到85歲高齡時離世。

儒家的學說，被後世合稱為“孔孟之道”。
另外，荀子也對儒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儒家學說經後世多番演繹，應該說，既有得
到進一步系統化、加以豐富的一面，也有被歷代
統治者參進這樣那樣雜質的一面。 雖然春秋時代
學術與言論的開明為儒家思想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但是那時候學派林立，百家爭鳴，儒家在中國
這個大舞臺上，還沒有真正占統治地位。歷史上
第一個統一的集權皇朝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為其
政權的統治基礎的，而漢朝，在漢武帝之前，也
是以道家思想作為正統思想。直到漢武帝時代，
大儒士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主張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
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采納了他的主張

。 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
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去世三百余年。應
該說，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
儒家中有利於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形
成了新儒家思想。而且，董仲舒把儒家思想歸納
為“三綱五常”， 其中包含的“君權神授”和大
一統的思想，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的加
強，也利於當時社會的穩定。從此儒家思想逐漸
成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同時，諸
如“三綱五常”這樣的條條框框，在以後兩千年
的歷史裏，也使“孔孟之道”在一定程度上也成
為漫長封建時代中人民的精神枷鎖。

四、墨家思想: “苦行僧”式仁人誌士的天下
情懷

墨子生於約公元前475年（孔子去世後幾年）
，姓墨名翟，被公認為春秋戰國之際最著名的思
想家、政治家。在他有生之年，墨家學說成為諸
子百家中的第一大顯學，弟子成千上萬，問道者
不絕於途。

與孔子一樣，墨子也出身於魯國，來自一個
貧民家庭。他從小多才多藝，能以手工製作多種
神奇的器械。因為出身和特殊的經歷，墨子自稱
“賤人”。他一生不愛榮華富貴，辛苦勞作，始
終布衣草鞋，過著清苦的生活。他後來建立的學
說也可以說是一種閃耀著光輝的“平民學說”。

在政治上，墨子反對戰爭，主張人與人之間
平等互愛。墨子稱之為“兼愛”、“非攻”。他
提倡所有人都應“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
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社會上
能力強的人應幫助能力弱的人，而財富多的人應
接濟貧窮的人。

有意思的是，墨子這樣的政治態度，可稱之
為兩千多年前古老的中國式“民主黨”。

在治國理念上，墨子主張尊重賢能，提倡
“尚賢”，讓有能力的人主導政治事務，而反對
世襲的貴族壟斷。這點與孔子的主張很接近，具
有積極的意義。

但是在思想上，在對待“禮樂”問題上，墨
家與儒家相反，提出“非禮”、“非樂”，主張
“節用”、“節葬”，反對奢侈享樂、鋪張浪費
的做法。墨子先是學儒，但最終舍掉了儒學，另
立新說，在各地聚眾講學，並以激烈的言辭抨擊
儒家和各諸侯國的暴政。[10]

在哲學上，墨子的建樹以認識論和邏輯學最
為突出。墨子認為，人的知識來源可分為三個方
面，即聞知、說知和親知。這是非常有道理的認
識論。聞知，只是書本知識，這很重要，但若是
只有書本知識，可以成為紙上談兵；說知，是言
教，有比讀書更直接的作用；而親知，就是身教
和受教育者的自我實踐，這在知識吸取過程中往
往是最重要的一環。

墨子比較自覺地、大量地運用了邏輯推論的

方法，以建立或論證自己的政治、倫理思想。他
還在中國邏輯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辯、類、故等邏
輯概念，。並要求將辯作為一種專門知識來學習
。墨子的“辯”即是辯論技術（演繹法），“類
”即為“知類”（事物的分類），“故”即是
“明故”（根據、理由）。由於墨子的倡導和啟
蒙，墨家養成了重邏輯的傳統，並由後期墨家建
立了第一個中國古代邏輯學的體系。

在科學上，墨子也卓有成就，他在幾何學、
物理學、光學等領域有著突出的貢獻，形成自己
獨創的一整套科學理論。

墨家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稱“顯
學”。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有“非儒即墨”之
稱，其影響不在儒學之下。

墨子還是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人類歷史上
第一個設有文、理、軍、工等科的綜合性平民學
校，就是墨子在30歲前創辦的。這個學校培養了
大批人才，史稱“弟子彌豐充滿天下”。

墨子強調，受教育者必須“艱苦實踐、服從
紀律”。他提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
教育宗旨。

墨子思想的精華，就是“以自苦為極”，以
天下興衰為己任，一心一意為天下人興利除害，
不計較個人得失。他思想的實質，就是平民政治
。後來範仲淹在的《嶽陽樓記》中寫下“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樣的千古名句，
不能說沒有墨子思想體系的影響。

這些，都是中國古老思想體系至為難能可貴
的。（下期待續）

(本報休斯頓報導) 自從疫情爆發之
後，全球職場發生大變動，企業與個人
都不得不因應疫情而轉型，工作型態也
隨之調整。不少行業沉入谷底，也有一
些專業廣受歡迎，身價居高不下。如何
化危機為轉機，選擇 「對」的專業就太
重要了，一句話，有高新技術在身就不
用愁啦。因應疫情的變動，休斯頓社區
大學(HCC)協助學子與民眾攀升高科技
生涯，學成之後快速地就能找到工作。

休斯頓社區大學(簡稱HCC)是 休斯
頓最著名的社區大學，HCC擠身為全美
最大的社區大學之一，已在大休斯頓地
區服務了40多年，目前每學期給數萬名
學生提供副學士學位和證書課程。

讓自己在職場上更勝一籌
您知道嗎？休斯頓社區大學最快幾

個月就能獲得文憑證書，師資雄厚、學
費低廉，在信息技術和高級製造業贏得
高薪不是夢，學習兩年就可以獲得副學
士學位，轉入四年制大學只要再讀兩年
，就能取得學士學位。無論是高中畢業
生，或是在職人士，若希望在職場上更
勝一籌，就到HCC選擇理想的課程。

HCC通過靈活的方式，來提供學生
優質的教育，有在線課程或校園內的面
對面課程，或兩者兼而有之。HCC還提
供快捷計劃，以幫助學生快速獲得認證
，從而盡早找到理想的工作。

HCC有許多校區，其中，西南校區
與華裔人士在地理位置上最接近，直接
提供學術與技術課程給華裔朋友，涵蓋
高級製造、信息技術、數字通信、視覺
和表演藝術、商業、健康科學等學科。

在信息技術方面，像是網路安全、
程序編寫(與蘋果公司合作)、數碼遊戲機
模擬、地理信息科學、商業無人機操作

等，都是熱門項目。在高級製造業方面
，包括三維打印(3D printing)、AutoCAD
製圖、計算機數控操作、製造業工程技
術、機械技術等等，市場的需求都頗高
。

HCC西南校區共有四個校園，每個
校園提供多樣化不同的課程，讓學生很
便捷就可以到適合他們的校園，選擇他
們喜愛的專業接受教育，包括:WEST
LOOP 校園、STAFFORD 校園、MIS-
SOURI CITY 校園、及 BRAYS OAKS
校園。

終身教育，不斷提升
社區大學的好處，是讓高中畢業之

後沒有上四年制大學的這一群學生能夠
不離開教育，可以有繼續學習的場所，
能夠提升並且有改善與改變生活的機會
，讓學生達成更好的人生目標。

HCC課程的設計針對不同的人群，
不論是應屆學生、還是尋求成人教育的
在職人士，都是HCC的服務對象。社區
大學的課程培訓人才，來滿足不同行業
的技能需求，讓學生畢業後找到工作、
或在HCC獲取學分和副學士學位後進入
四年制大學在兩年內完成學士學位。

HCC社區大學課程設置類別:
1. 四年制大學轉學組: 學生在HCC

畢業後，取得副學士學位。想繼續深造
就讀的學生，可以轉念四年制大學，
HCC學分普遍被四年制大學承認，可直
接報讀大三的課程，繼續大學課程的後
兩年，以取得學士學位。

2. 副學士職業組: 學生在HCC畢業
後，直接找工作上班，因為學有所長，
求職相對容易。

3. 短期專業證書 (Certificate) 組: 提
供一邊工作、一邊在HCC進修的機會，

提升專業水平，在HCC取得證書後可以
在職場更上層樓，與行業需求最新的技
術相接軌。對現有工作不滿意的人，若
是希望轉換行業，HCC提供大量高新技
術課程，能提升學生的求職競爭力，換
取更好的工作。舉例來說，目前的三維
印製（3D printing）以及網絡安全（Cy-
bersecurity）很紅火，學生來 HCC 進修
，拿了證書之後，立刻可以開闢新的職

業機會，獲取高薪。2020年，HCC成為
德州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社區大學
創設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或
簡稱AI)副學士學位課程。

在西南區的斯塔佛校園 （Stafford
Campus）， 有HCC和美國勞工部聯手
建立的高級製造業學徒項目，學生一邊
在HCC學習一邊經由學徒項目在製造業
類公司當帶薪學徒，等一畢業有了證書
，就能成為正式公司職員，薪水也大為
提高。另外，HCC有夜校、以及週末的
課程，讓不同人群選擇適合的時間。

社區大學的優點
社區大學的優點有哪些？首先是學

費便宜很多，學生在HCC上頭兩年，然
後轉到一般大學繼續就讀，這樣子學費
可以省很多。例如，若是住在HCC校區
範圍內的學生，在休斯頓大學修一門課
的費用可以在 HCC 修 6 門課。如果是
HCC校區範圍之外，則可以修3門課。

其次，優點還有課程多樣化(更多實

用課程的選擇)，如果想就業，可以選擇
職業訓練及專業技能課程，上課時間更
有彈性，且注重理論與實務的結合，這
些好處都讓不少人考慮進HCC就讀。

在師資部分，許多HCC的教授也在
其他大學教授，課程內容都一樣，教學
同樣的紮實，而花費卻更少。

為大眾提供免費課程
HCC西南校區的公關傳播行銷部主

任鄭通表示，HCC的學生在拿到副學士
學位後，大多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學
校也有專門的就職部門幫助學生找到工
作。

HCC對於符合資格的學生，提供免
學費課程，詳情可洽713-718-5381。亦
有為所有公眾開設的免費網上課程，詳
情可洽713-718-5350。還有為50歲以上
年長者開設的免費網上課程，詳情可洽
713-718-5350。

報名入學電話: 713.718.2000，

網址: https://hccs.edu/virtuallobby /。

HCCHCC數百門課程為升學及職涯精設數百門課程為升學及職涯精設
與高新技術接軌與高新技術接軌 在職場上贏得先機在職場上贏得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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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天地

新聞圖片

一辆客车不快不慢地在省道上行驶

着，车上已是满座皆客，却仍有人在中

途陆续上车。这使得乘客很是不满，纷

纷向售票员提出抗议。

售票员是个青年男子，长得五大三

粗，一脸横肉。此时正悠然地坐在车门

边的位置上，面对众人的抗议，他不屑

一顾:“这条路上的车就这个样子，不满

意可以下车!”

既然没得商量，乘客就不再费那口

舌了，天知道后面还有车没?

这时，又一个老头匆忙挤了上来，

在车门边站住脚，掏钱买票。

老头买完票后，眼睛在车内扫了 一

圈， 最后停留在身边的一个纸箱子上，

问售票员:“同志，这家伙可以坐不?”

售票员好似没听见他的话，压根懒

得理会他。老头连叫几声后，火了，骂

道:“卖票的，你聋啊?问你这箱子能不

能坐人!”

不待售票员有所反应，箱子边上的

一个中年男子扯了扯他的衣服，又拿手

指指箱子，摇了摇头。意思是说:这箱子

不能坐人!

老头纳闷而又无奈地站在原地，右

手扶在那箱子上，身体随着车子的晃动

左右摇摆。

不多时，静下来的中年男子突然拍

拍他，举手划脚地“哇哇”嚷了起来。

很明显，中年男子是个哑巴，老头

傻傻地看着他，不知他在说些什么东西

。

这时售票员突然开口了:“老家伙，

他说你的手扶在他箱子上了，叫你把手

拿开点。”

老头脾气很大，他看了看箱子，又

一次火了:“你奶奶的，这箱子扶下会散

架啊?还是里面装了金银财宝怕我摸走啊

?你个死哑巴...”

老头这一骂开，顿如滚滚长江水，

一时无尽头。

哑巴亏在嘴巴不能说话，哇哇哇地

叫个不停，双手乱七八糟地比划着。

“死哑巴，比什么比?想打架啊?要

打就来打，我看这车上没一个好人，我

非把你的牙齿打掉两个不可!”老头气愤

地卷起了袖子。

哑巴不再比划了，他猛地站起身来

，挤出了座位。

车上顿时一阵骚动，有人在边上劝

说道:“算了算了，一点小事何必大动干

戈!”

售票员却在边上冷笑道浇油:“老头

，你打得过人家不?瞧你这把老骨头，真

打起来，还不知道谁的牙齿被打落一地

呢。”

老头哼了一声，双目圆瞪地对着哑

巴，随时准备进攻。

此时意外出现了:哑巴并未应战，而

是对着空座打了个请的手势，意思是说:

这座位让你坐。

老头怔了一怔，随即便大大咧咧地

坐了上去。哑巴让座不到两分钟，边上

一个年轻人突然站了起来....

年轻人拉拉哑巴的衣服，说:“大哥

，你坐我这吧!”

哑巴愣了一愣，随即一个劲地摇晃

着头，将他往座位上压。

年轻男子坚定地说道:“大哥，您别

客气，我马上下车了。刚才我看出来了

，您是让那位大爷小心点，别撞到车门

上焊上去的铁架，是大爷误会你了。”

众人的眼光一下聚集在了车门上，

那里果然有个铁架，站着的乘客一不留

神就会撞上。

大家都在为此唏嘘时，老头却一脸

的满不在乎，仿佛眼前这一切压根与他

无关!

“大哥，您坐吧，司机，前面路口

停车，我要下车。”年轻人对着司机喊

道，又将哑巴拉了进去，生怕时间太长

，座位让别人给占了。

沉默寡言的司机依言将车停住，年

轻人正欲跳下车时，老头突然飞快站起

身来，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使劲往后一

扯，骂道:“哪里来的王八孙子，这么喜

欢装好人，我就让你装个够!”

这一突变将整车人都雷住了，谁也

没料到老头会有此举动。

年轻人愤怒地看向了老头，却并未

还手。当他强忍着气准备再次下车去时

，不甘罢休的老头趁着他掉头的瞬间，

又揪住他的衣服，狠狠往后一扯拉，年

轻人三个踉跄，跌倒在车板上。

刚坐下去的哑巴忍不住了，蓦地站

起了身，上前将年轻人扶了起来，随即

又是一阵谁也看不懂的比手划脚。

年轻人也火了，他猛地将哑巴推开

，忽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匕首，对着老

头晃了晃，满脸愤怒。

动刀了!车上又是一阵骚动，哑巴紧

张地站在边，不知如何是好。

老头却不甘示弱，他拍拍胸脯:“来

啊，有种往这扎……”

“老家伙，你简直找死!”不待老头

话说完，年轻人突然刀子一划，趁着老

头躲闪的空儿，他飞速地窜下了车。

“将这贼娃子拦住!”老头双手迅速

地抓住了年轻人的衣服，对着售票员大

喊道。

坐在一边的售票员愣了一愣，本能

地向后缩了一缩。

但是贼娃子这三字实在太刺耳了，

车上乘客很快有了动静，不少人已站起

了身。

年轻人看出不妙，双手向上一举，

拔腿就跑了，很快就窜进了路边的树林!

再看老头，手上只抓着年轻人的一

件衣服。

车上乘客纷纷问他:“刚才跑的是个

贼?”

老头并不回答，他摸摸那件衣服的

口袋，摸出了一包香烟，一个打火机，

还有一个钱包。

哑巴一见钱包，顿时哇哇地叫了起

来。老头一声不发地将钱包递给哑巴，

冷酷地坐下了。

售票员却很是不满，埋怨道:“老头

，你真是三个鼻子多闲事，这些人都是

有团伙的，以后盯上我这辆车我找谁负

责去?”

老头眼睛一白，懒得理会他，车上

的乘客却是议论纷纷：真是人不可貌相

啊，谁能知道那年轻人竟是个贼娃呢?刚

才大家可一直当他是好人来着。还有这

老头，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i这压根就

是怪人嘛。

车子继续开动了，下车的人开始越

来越多，还有一个多小时到目的地时，

车上只坐了十多个人。

哑巴和老头都没有下车，一些乘客

已经开始打瞌睡了，售票员正捧着一本

低俗小说看得起劲。突然，车子一个紧

急刹车，打 破了刚才的沉闷....

车子停下后，立即有三个魁梧的青

年蹿了上来。

售票员抬头一看，两个青年手里都

舞着白晃晃的加长匕首，看样子绝不是

摆设用的。

不用说，三个汉子是真刀真枪打劫

来了!早听说这条路不太平，可真正打劫

的，还是头一回碰上，售票员当下一个

哆嗦，小说掉下了地。

三个“好汉”很快分好了工，一个

将刀架在司机的脖子上，另两个堵住车

门。其中一个声音洪亮如钟:“大伙儿下

午好，咱哥们几个只求财，不伤人，当

然，前提是大伙要配合我们的工作!”

坐在一边的老头哼道:“刚走了贼娃

子，又来了劫匪，这什么烂车啊?

我还是下车去吧!”说着就要站起身

下车去。

突然，一把匕首架在了他脖子上，

匕首轻轻一动，鲜血便顺着脖子流了下

来。

虽然只是轻伤，可这一举动却吓得

整车人再也不敢动弹了。

很显然，这三个抢匪不比先前那个

贼娃，这回来的是狠角色!

见对方动了真格，老头脚下不动了

，嘴巴却依旧强硬:“想杀人啊?来啊，

砍下去啊，有种一刀砍死我，否则你是

龟孙子!”

为首的抢匪嘿嘿一笑，正欲加点劲

，坐在老头后面的哑巴突然站起了身，

一把挡在了老头前面，比手划脚地哇哇

哇个不停，众人不禁替他捏了把汗。

抢匪好奇地看着这个哑巴，片刻之

后，突然将匕首一收:“叽里呱啦的，听

得我头大，老头，我也不跟你一般见识

，我说你都是要进棺材的人了，火气别

那么大，惹得我不开心了，一车全收拾

了去。今个儿看你们这些人也不像有钱

的主，就不为难你们了!”

但见他将匕首收好，竟下车去了。

车上的乘客深深舒了口气，哑巴忙

找东西给老头包扎。

回过神来的售票员这回火了，猛地

站起来。冲着老头就是一巴掌，愤怒地

低吼道:“老不死的，你要死别拉上我，

遇上这种事的还抵抗，他们一不高兴就

会让我们见红的，你给我放聪明点!”

老头霍地站起了身，正要反抗，先

前下车去的汉子趁着车子没启动又上来

了，但见他皱眉道:“突然想起，江湖规

矩，来了就不能空手走!”

众人的心又紧了一紧，但见他走到

售票员身边，忽地扇了他几巴掌，直打

得他鼻血直流。

售票员空有一身好骨架，却根本不

敢还手，汉子打得够了，才开口说道:

“拿钱吧!”

售票员哪敢二话， 颤抖着将装钱的

包递了上去。

青年数出几张大钞，转身给了正在

擦血的老头，说道:“这是给你的医疗费

，拿着吧!”说完带着另两人下车扬长而

去了，留下一车傻了眼的乘客。

售票员丢了钱包又挨揍，立即打电

话报了警，车子也在原地停留了下来。

几个乘客不耐烦地下车去了，哑巴

则带者老头去找医院了，售票员想阻拦

，但是谁也不理会他。

车上一个乘客看着哑巴离去的身影

，嘴巴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

这个案子最后有没有侦破，谁也不

知道。关于这件事，其实也是我的一个

朋友讲述的，是他的亲身经历，当然，

他既不是哑巴，也不是老头，更不可能

是售票员，他只是坐在后座的一位普通

乘客。

朋友后来对我说:“你知道吗，哑巴

也是抢匪之一，他是那三人的同伙。当

时他挡在老头的面前，是告诉同伙，这

是个好人，这趟车不能抢!”

“那为什么又抢了售票员的钱呢?”

我知道朋友会哑语，越加好奇!

朋友笑了:“那是因为他还告诉了同

伙，那卖票的不是个好东西!”

我恍然大悟，却依旧不解:“你这样

做不是纵容坏人吗?”

朋友止住笑，长叹道:“经过那天的

事，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世界上，有绝对

的好人与坏人吗?那老头，那小偷，是好

人还是坏人?哑巴那天的行为，又谈得上

是坏人吗?我清楚地记得哑巴下车时，对

着车上的人打了个手势，对大家表示感

谢。当然，售票员是活该，想起他那德

行，以及他挨揍的模样，我就想乐....”

说到这，朋友又笑了!

那年那车那件事

馬尼拉降級封城見聞馬尼拉降級封城見聞：：
商場內設疫苗接種點商場內設疫苗接種點

瑞士為鐵力士山冰川蓋白色瑞士為鐵力士山冰川蓋白色““毯子毯子””防止融化防止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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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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的冬天说来就一个字：冷。

到了三九、四九天，就两个字：真

冷。

若要是一场雪过后，天刚放晴，那

个叫：真真的冷。

那天，我正在家吃晚饭。

说是晚饭，其实是再也简单不过的

饭。在那个年代，我们家和许许多多的

庄户人家一样，一块玉米面糕糕馍、一

壶开水、两根咸菜，一泡就是晚饭，人

们也称作“喝一口”。

忽然，听见胡同外面“叭、叭”的

鞭子声响起。

这是德德（方言发音为dei dei）来

叫我来了，紧着忙着几口，我结束了晚

饭。

我俩是约好的，晚上一起去他家的

窑洞里睡觉。

那年我14岁，德德长我一岁，和我

是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小伙伴。其实

人家大名叫朱绍斌，乳名叫德林，人们

习惯叫他德德。

几岁上他母亲就不在了，10多岁上

父亲去世，是爷爷奶奶含辛茹苦把他拉

扯大的。他个子长得不高，黑干条瘦的

，还经常有病。

由于种种原因，德德小学念完就辍

学了，一直没有再上学。这对于正在求

知年龄的孩子，无疑是一种缺憾。

可是他并没有因为失去上学的机会

，而失去理想和报复。

他没有想着去上大学，没有想着当

科学家，没有想当官，也没有想去发什

么大财，而是下决心要做一个能写写、

会算算、在农村有用的人，能走到人前

、受到别人尊敬的人。

他有一个强项，就是毛笔字写得好

。也可能是遗传天赋吧，他的父亲和哥

哥的毛笔字就写得非常好。如果形容一

下，那叫“刚劲有力，有骨头有肉，入

木三分”，让人看了有美的享受。有些

字写得，会让你不由自主地用眼珠子、

下巴颏，或者是伸出手指去描绘一下。

那些年，我们村里许多人家，春节的

对联都是他父亲写的。一进腊月门，就有

人把裁割好的红纸卷一卷，送到他家，晚

了会排不上队的。他父亲写了这家的写那

家，贴上工夫和墨汁，从不计任何报酬，

最后换来的是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德德觉得自己也要像父亲那样，而且

还要超越他，光是能写远远不够，还必须

会算，这正是他让我去他家窑洞睡觉的心

思：让我教他学打算盘。那个时候没有什

么计算器，算账就靠算盘。拿什么作为交

换呢？就是教我练好毛笔字。

一来我很喜欢毛笔字；二来我们家

人口多，都挤在一个炕上睡觉不方便；

三来找个闲静的地方，我凑空还能复习

一下功课。更重要的是

我们俩对言法，能聊到

一起去，又互相为师，

共同学习，各得其所，

真是两全其美。

他家祖上留下的三口

窑洞，坐落在村子北门

外面的沟边上，半下地

窑，类似于东北的地窝

子，冬暖夏凉，冬天不

生火也不会觉得冷。白

天有几个大人在窑洞里

编织苇席，晚上我俩就

睡在这里。

可是毕竟离家远，又

在村边上，特别是傍晚

去的时候，我们俩都胆

子小， 路上有点害怕。

为了壮胆，我们每个人

做了一个鞭子，在头头

上拴上一个狗皮鞭梢，

走在路上，他“叭”地

一下，我“叭”地一下

，鞭稍上闪着隐隐约约

的火花。

到了窑洞里，煤油灯一点，他就教

我如何写好毛笔字。记忆最深的两句话

是：“字要好，墨沾饱。字是黑狗，越

描越丑。”

我则从“一上一，二上二”，到

“二一添作五，三下五除二”珠算口诀

开始，教他打算盘。他十分认真，非常

刻苦。为了练指法，仅仅“一上一”就

练习了千万遍，把“狮子滚绣球”（把

算盘上设置成123456789，用每次加1，

练指法，最后还打成123456789，）打得

滚瓜烂熟。

练完之后，睡到被窝里讲故事，讲

鬼故事，讲狼故事，讲打仗故事，随后

进入甜甜的梦乡。

一个真真冷的夜晚，西北风呼呼地

吹着，睡觉前我们讲了狼的故事。

到了半夜，朦朦胧胧地听到“呜、

呜”的叫声，咋听咋觉得象狼叫，我们

俩都被惊醒了，蒙住头，钻在被窝里不

敢动弹。而且听声音特别近，好像就在

门外面的窗户下边。

我害怕极了，隐隐约约感觉到，他

也很害怕，一直向我这边挤。

更让人害怕的是，随着叫声不断，

好像上了窗户台，随后又破窗而入，进

到了窑洞里面。最后突然一跳，落在了

我们脚头。

我已经明显地感觉到，紧紧地挤着

我的德德在瑟瑟发抖！

难道真的是狼吗？这是个什么东西

啊？怎么办？怎么办？我一直在想，假

如是狼，我们可就危险了，也可能死定

了。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决心

下定后，我便慢慢地把手伸出被窝，摸住

了放在坑头的火柴，捏了最少两根，猛地

一下划着，点着了煤油灯。那个时候村子

里还不通电，别想什么电灯开关。

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黄色小狗，

大约两个多月大小。可能因为天冷得很

，想来这里取暖暖吧？

我紧绷的心一下放下了。

“德格。”

小伙伴们也这么叫他，可以听作

“德哥”。

“别怕了，是一只小狗。”

只见他“呼”地一声掀开被子：

“啥？”

“狗！”

“吓死我了！”

由于出了很多汗，他的被子直冒热

气。

“这怂货，吓死我啦，真吓死我啦

，我恨死它了！”

“它差点吓死我，我不能叫它活，

咱们弄死它，吃狗肉吧？吃狗肉，喝烧

酒……”云云。

他一说吃狗肉，我立刻联想到猪肉

，真香真好吃，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狗

肉，只能憧憬着狗肉的味道。在那刚刚

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口粮还不充足的年

代，人们对肉的期望值是可想而知的。

我着实被吓得不轻，憎恨心也十分

强烈。

再者，那么大年龄可正是“偷鸡摸

狗，偷瓜摸枣”的年龄，还没有什么善

待动物的觉悟，因此没有反对他杀狗的

意见。可是问题又来了，我们都不会杀

，又没有刀具。

我说了句：“咋杀呢？”

他说：“听人家说，用水能灌死。”

“我来灌，你搭下手。”

就这样，我给他舀水，他一瓢一瓢

地往狗嘴里灌。其实不算什么灌，温柔

地应该叫作喂。几瓢水下去，地上潵了

一大滩，小狗被灌得肚子溜溜地圆。放

开它后，它一边走，一边嘴巴子里还往

外滴着水。

“这办法不行，咱们把鞭子接起来

勒吧？”他说。

“勒就勒。”

鞭子在小狗脖子上绕了一圈，他一

头我一头，勒了一会儿，我们累了，放

开后小狗终于不动了，还没有等我们歇

过劲来，小狗又站起来，一摇三晃地跑

开了。

“它怎么这么大的命呢？难道不该

它死吗？放过它吧。”

我这么一提议，德德也没有反对，

“唉，算你命大，你吓了我们一跳，我

们也给你上了刑法，咱们算扯平了吧？

”接着，我们又找来一块破布，擦了擦

狗身上的水，让它卧在了上面。

第二天早上，听见有大狗的叫声，

或许是它的妈妈在叫喊它，我们把它放

到了门外面，只见它一摇一摆地走了。

从此以后，这件幼稚且近乎荒唐的

事，便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脑海里。

我当兵后，我们多年没有见过面，

见了面后的第一句话便是“记得咱杀狗

吗？”

后来经常见，第一个动作是击掌，

接下来便像哨兵对口令一样，

“杀狗！”

“杀狗！”

由于这话重复得太多了，有一次我

弟弟见了他竟然说：“记得咱杀狗吗？

”

他立刻纠正道；“你记错了吧？不

是和你，那是和你哥。”

一个冬天之后，我的学生——他学

业有成，算盘打得“啪、啪”响，而他

的学生一一我的毛笔字则毫无长进。

再后来，他还自修了易经风水学，

会看个阴阳宅子，红白喜事择个良辰吉

日。

加上他能写（毛笔字）会算，谁家

有个红白喜事，都离不开他，而且总是

在最重要的岗位上一一账房里当先生。

他经过努力和拼搏，实现了自己的

理想和人生价值，常常为人们做一些好

事，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和尊重。

因此，他生活得很幸福，每天过得

高高兴兴的，啥时候见了他，总是乐乐

呵呵的。

非常令人惋惜的是，前两年，他因

病不幸去世。

据说，他的墓地还是自己提前看好

的。

由此可见，人呀，一生在世，生活

简单了，幸福来得就容易，快乐就多。

知足者，常乐者，或许这就是一种伟大

的平凡。

发小

【美南新聞泉深】周叁，塔利班在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
（Kandahar）舉行的勝利慶典中展示了數十輛美國制造的裝甲車
和新繳獲的先進武器裝備。

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視頻中，塔利班展示了在最後一批美軍
撤離阿富汗後，阿富汗政府軍和美軍留下的武裝裝備。

在閱兵儀式上，塔利班戰士們在悍馬和裝甲 車上揮舞著白
色的塔利班旗幟，美軍軍車幾乎完好無損。塔利班還組織了一次
空中表演，一架最近繳獲的黑鷹直升機飛過沿路的武裝分子頭上
，同時還拖著一面白色的塔利班旗幟。

遊行是在視頻片段顯示武裝分子穿過喀布爾機場的一個廢棄
機庫後的第二天舉行的，機庫散落著美國留下的各種武裝設備。

在一段視頻中，武裝分子身著美國式軍事制服，手持美國制
造的武器，然一副海軍陸戰隊的模樣。

他們檢查停在機庫內的一架 CH-46 海騎士直升機。還看到
塔利班戰士坐在曾經屬于阿富汗空軍的飛機和直升機的駕駛艙內
擺姿勢拍照。

但五角大樓新聞發言人約翰·柯比（John Kirby）周二告訴美
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他並沒有“過度關注這些”塔利班戰士檢查
廢棄飛機的照片。

柯比說：“他們可以檢查他們想要的一切，他們可以四處看
看這些設備，但他們不能駕駛它們，他們不能操作它們。”

他補充說：“美國軍方已經使機場的所有裝備，包括所有飛
機、所有地面車輛等，都無法使用，只剩下一些消防車和叉車可
以使用。”

一位了解情況的消息人士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隨著卡
塔爾技術專家團隊抵達阿富汗首都，重新開放喀布爾機場的努力
于周叁恢複。

消息人士稱，技術團隊應塔利班的要求乘坐卡塔爾噴氣式飛
機前往喀布爾，雖然尚未達成最終協議，但“安全和運營層面的
談判仍在進行中”。“目標是以安全可靠的方式恢複進出喀布爾
的航班，以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行動自由。”

阿富汗嚴重依賴外國援助，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UNICEF）在大規模撤離行動中已經在努力向機場運送各種
重要的食品和醫療用品。

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稱，甚至在最近幾周的政治動蕩之前，
阿富汗就代表著世界第叁大人道主義問題，有超過 1800 萬人需
要援助。但由于目前不允許商用飛機在喀布爾降落，因此受難的
民衆很難獲得援助。

對于仍想離開阿富汗但沒有登上軍用撤離飛機的人來說，重
新啓動商業航班也至關重要。

美國中央司令部將軍弗蘭克·麥肯齊 (Frank McKenzie) 周一
表示，自 8 月 14 日以來，已有超過 123,000 人被美國和聯軍飛
機疏散。

塔利班這次承諾將更加溫和地管理國家，並表示他們仍將允
許外國國民和持有適當證件的阿富汗人在 8 月 31 日之後離開該
國。但許多阿富汗人對他們的主張持懷疑態度，塔利班的問題籠
罩在巨大的問號上：他們缺乏治理國家的能力。

周二，塔利班發言人紮比胡拉·穆賈希德（Zabihullah Muja-

hid）站在喀布爾機場跑道上對一群人說：“這場勝利屬于我們
所有人。”

穆賈希德向排隊的塔利班戰士慶賀，他說實際上是“整個國
家”慶賀。

來自塔利班的 Badri 313 特種部隊旅的全副武裝的戰士也加
入了他的行列，他們身著迷彩制服和沙漠靴。

目前只有一個阿富汗地區仍然受反對塔利班的武裝分子統治
：潘傑希爾山谷（the Panjshir Valley），它位于喀布爾以北約 90
英裏的戰略領土，曾經是聖戰者與蘇聯作戰的據點，現在是抵抗
運動的所在地。

阿富汗反塔利班民族抵抗陣線 (NRF) 發言人阿裏·納紮裏
(Ali Nazary) 周叁表示，NRF 部隊對試圖通過古爾巴哈爾地區
（Gulbahar area）進入潘傑希爾的塔利班襲擊者造成了重大傷亡
，破壞了該激進組織的武器並將其擊退。

納紮裏說：“談判已經停止，他們陷入僵局。”“他們試圖
從兩個方向進攻，一個向北，一個向南。”

CNN 無法獨立核實雙方的戰鬥強度或傷亡總數。這家位于
喀布爾的戰爭受害者外科中心急診醫院在推特上說，在古爾巴哈
爾發生戰鬥後，他們在抵達現場時接收了五名傷員和四人死亡。

塔利班最高領導人尚未承認該地區發生的激烈戰鬥。在周叁
發布的音頻消息中，塔利班領導人阿米爾汗穆塔奇（Amir Khan
Muttaqi）呼籲潘傑希爾人接受大赦並避免戰爭，但承認談判迄
今止沒有結果。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塔利班在坎大哈勝利遊行中
炫耀繳獲的美式武器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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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等七年之後，《浴血任務4》終於將重新出現在大家

面前。

由席維斯史特龍自編自導自演，2010年電影《浴血任務》

召集了阿諾史瓦辛格、布魯斯威利、傑森史塔森、李連杰、杜

夫朗格等歷年動作明星，片中描述一群精英傭兵聯手出任務，

好推翻拉丁美洲獨裁政權。

電影主打拳拳到肉、槍林彈雨的動作場面，好向八、九零

年代的動作大片致敬，因此抱回了近兩億七千五百萬美金的亮

麗票房，並在2012、2014年延伸出兩部續集電影，三部曲總共

抱回了八億美金。

自《浴血任務3》以來，續集電影便遲遲未能面世，甚至

盛傳要推出全女版卡司的《浴血任務》，但同樣也是不見下文

。在相隔七年之後，才終於證實了《浴血任務4》即將開拍的

消息。

根據好萊塢記者報指出，席維斯史特龍、傑森史塔森、

杜夫朗格、蘭迪寇楚等原始班底都將回鍋演出，此外饒舌歌

手五角、女星梅根福克斯和泰國動作天王東尼嘉也會加盟這

部新片。

本片將由特技演員出身的《我要活下去》導演史考特沃爾

執導，並由《滅絕入侵》編劇史賓賽柯恩（Spenser Cohen）執

筆，片中將再次聚焦於一群資深傭兵身上，但席維斯史特龍此

番將退居第二線，改由傑森史塔森擔任男主角，好與女主角梅

根福克斯搭檔演出。

獅門影業發表聲明指出：「能讓這些明星齊聚一堂，拍攝

一部毫無限制的動作片，實在太好玩了。這部新片將大大提升

風險，也會是至今最龐大、最屌的一趟冒險旅程。」電影預計

今年10月展開製作。

梅根福克斯加盟！《浴血任務4》將重返大銀幕

葉海亞阿巴杜馬汀二世透露，黑蝠鱝

一角在《水行俠與失落王國》中將呈現出

更豐富的面貌。

葉海亞阿巴杜馬汀二世的恐怖新片

《糖果人》近來在美國開出票房佳績，而

隨著續集電影《水行俠與失落王國》開拍

至今已兩個月，他也向綜藝報談到了黑蝠

鱝一角在片中的轉變。

在首集《水行俠》裡，「黑蝠鱝」大

衛肯恩原本是一名海盜，跟父親一同受雇

於海洋領主奧姆，試圖劫持一艘俄羅斯潛

艦，最終卻敗在水行俠手下、父親也不幸

身亡。為了向水行俠一報血仇，大衛肯恩

便改造了亞特蘭提斯的高科技裝甲，就此

搖身一變為黑蝠鱝。

葉海亞阿巴杜馬汀二世解釋道：「這

個角色如今變得更加成熟，也有更多時間

去呼吸。我們得以更深入了解他本人，以

及他的價值觀和動機。希望在《水行俠與

失落王國》裡，我們可以呈現出一個更加

全面的大衛肯恩。」

「在首集電影裡，我們有點算是見到

了這個角色，但大部份還是聚焦在黑蝠鱝

上。而在這部續集中，我希望能夠見到更

多一點的大衛肯恩，找出究竟是什麼事情

在驅動他，以及他想要些什麼、是什麼讓

他覺得很掙扎。這對我來說是一次更成熟

的經驗，而我很期待把它搬上大銀幕。」

葉海亞阿巴杜馬汀二世近年來星運大

開，在《水行俠》、HBO影集「守護者」

、《糖果人》之外，他接下來也將在《駭

客任務4》中登場亮相。葉海亞阿巴杜馬

汀二世解釋道，像《糖果人》這種小成本

恐怖片，其實跟《駭客任務4》這種商業

鉅作沒有很大的差別。

「兩者沒什麼不同，它們都是深受人

們喜愛的經典作品，都伴隨著很高的期望

，而觀眾也等不及要欣賞它們，能參與其

中實在很棒。當然了，兩片都提供了一個

機會，讓你為場景和角色添入屬於自己的

獨特詮釋。」

「就像我們拍攝《糖果人》的方式一

樣，我們也很期待能為《駭客任務》辦到

這一點。這都是一種大好機會，好從中述

說全新故事、改變敘事主題，並為它注入

一種嶄新觀點。」

至於《駭客任務4》又會呈現出何種改

變呢？葉海亞阿巴杜馬汀二世則打趣道：

「收訊似乎不太好。突然之間，我聽不到

你在說什麼了。」《糖果人》將於2021年9

月10日在台上映，《水行俠與失落王國》

則將於2022年12月16日上映。

《
水
行
俠2

》
男
星
：
黑
蝠
鱝
變
得
更
加
成
熟

為真愛痴狂的「喬伊」回來了，Netflix今天

公開《安眠書店》（You）第三季播出時間和前

導預告，光是影片獨白就讓人頭皮發麻，「喬伊

」親自提示了下一季重點，他和「樂芙」要迎接

孩子誕生，雖然不是女孩而是兒子，不過「喬伊

」下定決心要改變，他說：「我會希望你聽我說

話，而不是重蹈我的覆轍。」並為他取名「亨利

」，熟悉劇情的觀眾都會知道這段影片有多不祥

。

愛情結合驚悚心理題材《安眠書店》講述迷

人危險的男主角「喬伊」執著找尋真愛的故事，

第二季他離開紐約來到洛杉磯，遇見靈魂伴侶

「樂芙」，季尾出現高潮反轉，揭露維多莉亞佩

德雷蒂（Victoria Pedretti）飾演的女主角瘋狂黑

暗的另一面，讓觀眾瞠目結舌，同樣獲得好評迴

響，去年初Netflix宣布續訂第三季，但拍攝期間

碰上疫情，所以這次等待時間特別長。

《安眠書店》改編自卡洛琳凱普尼斯（Caro-

line Kepnes）同名系列小說，今年4月作者發行

第三集小說《You Love Me》聚焦「喬伊」再次

搬家到太平洋西北地區找尋新愛情的經歷，不過

影集編劇團隊第三季劇本比小說更早完成，所以

第三季將是前兩集小說延伸出的新故事。

影集第二季結尾「樂芙」懷了與「喬伊」的

孩子，兩人搬到新社區，他已經鎖定新目標，隔

壁鄰居「娜塔莉」，確定由《噬血Y世代》麥可

娜麥克馬納斯（Michaela McManus）飾演，「樂

芙」維多莉亞佩德雷蒂與她的媽媽「Dottie」莎佛

朗布洛斯（Saffron Burrows）皆會回歸。

10月回歸！《安眠書店》第三季不
祥前導預告曝光

由蜜拉喬娃維琪（Milla Jovovich）主演的

《惡靈古堡》系列電影已經畫下句點，現在將推

出新版電影《惡靈古堡首部曲：拉昆市》 （Res-

ident Evil：Welcome to Raccoon City），並公開

首波劇照，讓粉絲先睹為快。

本片由《深海鯊機》導演約翰尼斯羅勃茲

（Johannes Roberts）執導，故事背景設定在1998

年，演員包括《移動迷宮》凱亞絲柯黛蘭莉歐

（Kaya Scodelario）飾演「克蕾兒」、《恐龍尤

物》羅比艾梅爾（Robbie Amell）飾演「克里斯

」、《蟻人與黃蜂女》漢娜約翰卡門（Hannah

John-Kamen）飾演「吉兒」、《雨傘學院》湯姆

霍珀（Tom Hopper）飾演「亞伯威斯卡」、《屍

樂園：髒比雙拼》亞凡喬吉亞（Avan Jogia）飾

演「里昂」等。而劇照中所出現的怪物「莉莎特

雷沃（Lisa Trevor）」，更是引起遊戲迷熱議。

雖然蜜拉喬娃維琪所主演的《惡靈古堡》系

列在票房獲得巨大成功，全球超過10億美元票

房，但許多忠實粉絲認為沒有成功改編遊戲精髓

。對此，新版導演約翰尼斯羅勃茲向《IGN》表

示，本片和舊版完全沒關聯，而且走恐怖路線，

和前版的科幻動作風格不相同，盡可能重現遊戲

內容，為粉絲創造身歷其境的感受，因此畫面會

偏向又濕又暗的氛圍，除了受遊戲《惡靈古堡2

重製版》啟蒙，他也提及電影受到《大法師》、

《威尼斯痴魂》、《鬼店》等片影響。

《惡靈古堡》電影回來了！
新版劇照首曝光 「經典怪物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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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的留用难度都很大吗?各

种不同机构的实习留用制度都是怎样的

?好像听说行研实习留用都很难?投行实

习多久才有机会多留用呢?

每年大家都有很多疑问。实际上确

实要提前想清楚这个问题，尤其是选择

实习和就业规划之前。

大家经常看到实习招聘的时候写着

“可留用”，那到底留用的概率如何？

留用的流程如何？

很多同学因为自己不了解不同机构的

实习难度，最终没留用之后，就简单统一

把它归结到“公司不靠谱”、“领导坑人

”、“机构骗我们过去打杂”等等。

实际上的情况比较复杂，确实需要

大家提前了解。

（一）金融机构的留用机制到底
是怎样的？

要搞清楚金融机构的留用机制，就

要弄清楚校园招聘（秋招、春招）和暑

期实习，日常实习的区别。

什么是日常实习？指金融机构在非

暑期、校招阶段，因业务需求招聘的普

通实习生，有的是走了正式的流程，也

有很多是团队自己招聘。（非流程，在

金融行业比较普遍）

什么是暑期实习？所谓暑期实习生

，是指金融机构针对准应届生（目前来

说就是次年毕业的）进行的实习生招聘

，企业一般于每年三四月份时进行招聘

，暑期时段学生实习。其实现在暑期实

习这个词已经越来越专指各大公司提供

给应届生的有正式编制的工资高有房补

的答辩转正的含金量高的实习。

暑期实习和日常实习比较，主要在

于转正概率更高（有确定Headcount）、

录取流程更严格（类似秋招，笔试面试一

面二面三面）。日常实习相对轻松很多，

基本无笔试+用人部门二面就完事。

正式的暑期实习的留用概率相对还算

比较大，投行一般留用3到5个人也是很正

常，行研留用概率一般比较难，公募基金

投研十个留一个也是正常的现象。像信托

、资管这些岗位留用的比例会更大，但波

动性不小。关于留用比例，关键是要看当

年行情、部门的缺口以及你具体的表现，

很难拍一个确定的数字。

校园招聘则是一年一度各个机构最

大规模招聘应届生的时候。一般是在当

年九月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次年二月

份左右（过年之前）。大部分机构会在

九月份左右陆续启动，到了十月份则进

入秋招旺季，所以秋招有“金九银十”

之说。

一般到了十月份左右，许多机构会

陆陆续续开始笔面试，最终offer集中发

放时间主要在当年十二月到次年的二月

份。刚毕业的学生可塑性强、用人成本

相对低，而大公司具有比较完善的培养

体系，所以更喜欢招收应届毕业生。

校招这里就要区分情况了，像银行

、国企、央企很多是不需要实习留用的

，直接发放offer。像券商基金这种一般

则需要实习考核。校招的实习一般都很

煎熬，因为你要熬好几个月才能获得一

个是否留用的未知结果。你先需要经过

网申、笔试、一轮轮的面试，然后才到

实习的PK环节。你每天都提心吊胆，

担心突然第二天你被告知未能通过考核

。校招实习留用机会一般都比较大，机

构不会在校招季让大家去实习然后淘汰

非常多的人。

1.到底如何判断实习的概率？

为什么很多人最终都没能留用下来

？挺常见的情况就是因为沟通不到位，

具体的说就是你没能完全明白领导想表

达“真实意思”。这并不是领导故意

“框你”，而是他把一件事说得漂亮点

几乎成为他的习惯了，作为小白你需要

仔细“解读”一下。

关于金融机构里面实习的“留用”

也有很多“黑话”：

“有一定可能留用”=大概率没可

能（除非是部门中有正式员工离职，但

可能性微乎其微。）

“大概率留用”=直属领导这关是

过了（部门确实有招人的需求，但业务

领导和人力那里可能卡人。）

“表现优秀可以留用”=五五开甚

至还不到（首先业务领导那里可能打过

招呼了，但你的能力还有待验证。）

“可能有留用机会”=几乎没有留

用机会（到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留用机会，可能有吧，就是让你别有多

少期待但也别放弃希望）

还有些情况挺让人无奈。比如领导

明确告诉你“实习完就能留用”，但最

终还是没留下来。

这种情况的话更多是招聘流程出的

问题。比如你的直属领导向业务领导要

了一个留用名额，然后业务领导模棱两

可的答应了，于是你的小领导很确定地

向你保证可以留用，没想到时间了之后

，业务领导又说再等等，结果坑了你。

还有一些大型机构。他们的人力部

门是比较强势的，在招聘方面卡得非常

严。即使你的领导非常想留下你，但HR

说的一句“你所在的部门今年没达标，

还想招人？”，你领导也没办法了。

现实中企业或者个人利用“留用”

吸引更高质量的实习生的事情确实存在

，可更多的金融从业者毕竟是素质比较

高的人群，这种“故意”的情况其实很

小，也没有必要。大多数领导还是会考

虑实习生的职业发展需求的。

2.大型机构实习留用规则和市场化

机构不一样

从前面的话中你应该也能看出来，

一般机构越大，HR部门就越强势，即

使业务领导想让你留下来，可HR不同

意照样是白搭。

流程一般是直属领导推荐（认可你

的能力）——业务领导同意（综合考虑

能力和headcount）——HR办理（部门

业绩和headcount）——办理入职。

以上这些，但凡卡在任何一个环节

都可能导致留用失败。

而在比较市场化的机构中，你的直

属领导感觉你非常不错，就会向业务领

导推荐，过了业务领导这关后，接下来

无非就是个走入职流程的事情了。

（二）金融机构秋招实习留用难
度排行

当然，小U在这里简单点评，并非

绝对，仅讨论大多数情况。有不同意见

可在评论区提出哦！

1、券商研究员

研究员的实习留用难度，目前确实

是大家公认的。

主要有以下几大原因：

④ 实习周期非常长（动辄半年甚

至一年以上）

④ 考核难度很高，最终都需要通

过答辩，对能力要求奇高

④ 大部分的首席都没有直接决定

的权限，往往研究所领导听答辩打分决

定

④ 学历要求非常高（动辄双985甚

至清北复交）

卖方并没有所谓正式的暑期/校招

（虽然经常蹭热度推暑期和校招），但

大部分情况还是实习足够长的时间，写

出深度报告申请答辩的制度，这个延续

多年了。大部分研究所都有自己申请答

辩的固定时间。

而卖方研究所确实是正式员工少+实

习生多的情况，所以目前大部分同学其

实都会选择卖方研究员的实习作为起步

打基础，但考虑到留用难度，比较少同

学在具备实习经验之后一直愿意在卖方

实习（除非学历和能力都非常出众）。

但卖方研究员的成长性确实也是有目共

睹，算出路最广成长最快的岗位之一。

2、公募基金投研

公募研究员其实留用难度是券商研

究员的PLUS。基本大家都认为去买方

想留用近乎于不可能。（但是每个公司

的制度不一样）

买方最终留用通常会通过暑期和校

招，实习考核的时间短一点，但是要求

你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能写出深度的报

告，这个难度反而要求更高。

除了相比于券商研究所的研究员的

实习周期可能会稍微短一些，但是对能

力和答辩的要求更高，往往对你写的报

告的深度，答辩问的细致程度，还超过

卖方。

3、券商投行/债承/ABS等承做

投行从业人数比起二级市场还是多

了很多。招聘需求也大不少。

实习考核一般3-6个月左右有机会

。但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同学长期实习，

有完整项目经验的更能受认可。（说白

了，留用也在不断内卷）

除了大平台一定要经历特别严格的

暑期校招之外，大部分团队是可以让你

实习着推荐暑期或者校招的正式流程，

有比较大的加分。少部分小平台可以直

接按照类似社招的流程办理入职。

4、信托、资管

信托、资管之类的实习大部分比投

行要容易一些，因为团队一般人也少，

所谓暑期校招制度也没有很严格。只要

你实习在3个月以上，团队有坑位，就

有一定机会。当然一般实习时间越长，

能获得留用的概率越大，前提是有团队

转正名额。

5、私募基金（PEVC/二级私募）

这个留用概率和难度就呈两极分化。

因为一般都是私人老板，不会有特

别严格的制度，但是说白了也很看老板

的心情。有让实习很久，有短期实习就

能入职的。当然一般越好的机构越苛刻

。整体PEVC或者二级私募对能力的要

求会非常高。

对了，二级私募其实就专门招收了

不少在卖方长期实习，能力不错但因为

各种条件没留下来的人。

6、四大、咨询

四大和普通咨询的实习转留用机会

一般都挺大的。主要是本身招聘量也大，

很多通过校招招人，也不是那么看重专业

背景，提前在里面占坑当然有优势。

7、银行、租赁

不好意思，很少招实习生。主要通

过校招招人。

（三）如何争取到留用机会？

很多岗位都标有留用机会或者直通

卡，但是有多大几率留用，难度有多大

，是有很大讨论空间的。

1、如何询问留用机会

在合适的时候，可以考虑直接问。

询问的对象也就这三种:HR/直属领导/同

事。

在实习刚开始的时候，是可以直接

向HR询问并确认这个岗位是不是有入

职的员工编制的，如果有，才有留用的

机会。

到后面，可以通过直属领导了解自

己的表现如何，是否在公司有留用机会

（一般需要表现很好才有）。之前有个

招聘网站曾经发过一次名为“实习转正

最关键人物”的网上调查，其中有超过

八成的网友认为“直属领导”是自己能

否留下的关键人物。

如果说你的实习岗位没有经过HR

渠道，是部门直接招聘的话，就需要向

部门领导或者直属领导询问是否有留用

机会。

2、如何尽可能争取留用？

有的实习招聘上写了“有留用”，

但留用几率及难度，是有很大讨论空间

的。还有情况是领导也不确定是否有留

用，所以就没在招聘信息上写明，一般

你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询问。

在实习前，你可以围绕目标机构做

一个“反向背调”，通过向师兄师姐和

老师打听，上网搜寻资料等方式看看这

家机构的招聘制度具体如何，招聘人员

的描述是否属实。

其次你可以通过领导向该公司人力

资源确认该岗位是否有入职的员工编制

，做到心里有数。

如果得到的实习岗位没有经过HR

渠道，而是部门直接招聘的。那就向和

你关系好的领导问问是否有机会留用。

其次，实习过程中需要做到认认真

真，踏踏实实，别想着取巧。部门招你

最终是因为你能为公司创造价值，实习

留用最终比拼的还是自身实力，在个人

具备强大的实力之前，不用太多的考虑

留用的因素。

像投行实习留用和行研实习留用也

有区别。

投行实习生一般三个月就可以大致

看出一个人的水平。考核过程中你的专业

能力、吃苦精神、口才、情商等得到了充

分验证，这个时候领导是可以判断你是否

具备留用资格的。也有不跟项目的标准化

考核，或者是日常实习考核的方式，但真

正考核的周期都不至于太长。

而行研实习考核相对周期会长很多

，甚至有同学在研究所实习了两年才得

以留用。研究所一般很少参加校招，大

多通过留用实习招新。即使有所谓的校

招和暑期，也只是蹭热点招人，实际上

只要实习够久，领导觉得你可以，就会

为你申请留用的答辩。

这是因为行研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

业，通过一两年的实习期，既可以看出

你是否能长期胜任，也能在这个过程中

帮你达到正式员工的应具备的素质。

3、怎样做留用机会大一些？

在实习过程中认认真真，脚踏实地

，不要老想着取巧。部门招聘你最终是

因为你能为公司创造出收入，实习留用

到最后还是靠的自身价值。

从领导（一般是直属领导或带教师

傅）角度来看，如果说你想在实习后留

用，那么你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聪明，举一反三。不可否认，聪明

的人会更加讨喜一点。有的实习生只需

要一遍就能知道领导的需求，而如果你

需要两三遍的话，这在潜移默化间就给

领导留下了一个印象——人家比你好用

。你需要做的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进而

加以改正。

足够积极主动。有很多同学简单的

把“主动”理解为“主动找活干”，其

实是错误的。要知道，一般领导给你布

置的工作够你干很久的了，几乎没有主

动找活干的机会。

这里的“主动”更多的是指你工作

态度的主动，不要领导说啥就是啥，需要

往深处想一想，比如说你自己做完了一项

工作，不要第一时间想着找领导“邀功”

，检查还需要领导再跟你说一遍吗？

靠谱，能吃苦。吃苦不是一种常态

化的习惯。就像领导让你制作一万个表

格，在大量重复单调的工作中，你是否

能真正尊重这份工作？能否确保自己一

直保持思考？是否确保一个问题都不会

出席？

足够专业。金融行业的核心岗位是

专业度非常高的地方，你的专业度会极

大的影响着你的简历、面试、实习。经

常有人说自己的实习比较水，实习是一

个专业度良性循环的地方，当你具备了

非常扎实的专业基础后，你可以接触的

工作会更加的专业。所以，在你实习之

前，建议你针对你未来的实习岗位全面

系统的补充专业知识。

如果是等额实习的话，表现好留用

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如果是差额实习，那就要评估自己

在同期实习生中的表现如何了。

你靠谱与否，公道自在人心。

之前一家某券商机构在给留用实习

生打分时，只有两种情况——0分或满

分。那些吃着碗里瞧着锅里，还要往外

带的、混实习经历的、满腔抱怨的，领

导其实看得很清楚。

总之，大家提前了解各个机构的招

人特点，提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不

用去埋怨某个具体的机构或者个人为啥

没把我留下来，可能他有问题，也可能

我们自己有问题。

现实中，我们都是在这个系统中自

行运作，大家经常也身不由己。运气成

分和主观能动性都很重要。我们唯一能

做的就是——细心观察，努力争取。

留学生求职：金融机构留用难度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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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德州地產德州地產」」 積積3030餘年豐富地產經驗餘年豐富地產經驗
新推出黃金住宅及商業良機新推出黃金住宅及商業良機，，機不可失機不可失，，機不再來機不再來

（本報記者秦鴻鈞 ）由有
30餘年豐富地產經驗的負責人
李雄主持的 「德州地產 」 一直
以優質的地產、物業租、售聞
名於世。其信譽品牌，地產精
英，全職服務，專業熱心，從
1988年開始，服務至今。凡有

「德州地產」 字樣的品牌，即
為信譽保證。

「德州地產」 於日前推出精
緻物業的出售及出租，機不可
失，機不再來，敬請各界把握
時機，現將其出售及出租物業
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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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房出租 – 近医疗中心-近 610 号公路 –月租 $ 1,200 : 
2 房 1 卫，Townhouse-condo，964 平方尺 
MLS# 62591986 

电话：281-772-6459   (Mellisa) （R-L-2120#808） 

 

好房出租-近医疗中心&莱斯大学 -月租 $ 700 : 
1 房 1 卫，MLS# 65901683 

电话：832 -768-2679（Nicole）（R-L-1806#2） 

好房出租 - 近中国城 -全新 6 层楼共度屋-$1,200  :         
1 房 1 卫，有阳台，拎包入住， MLS# 60541927 
电话：832 -768-2679（Nicole）  (R-L-T202)    
 

办公室出租-近莱斯大学-医学中心:  (C-L-2402) 
适用于中西医诊所、物理治疗室，工作室、办公室

和零售店，1,500 平方尺，机会难得 
电话：832-628-0670  （Walter）     

 For 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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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房出售 - 休斯顿 - 医疗中心 - $ 639,990  ：     
3 房 2.5 卫，1,836 平方尺 , 带烘干机、冰箱、洗衣机等，

有阳台 ，  MLS# 3180527            
电话：832-715-7569（Molan Zhou）（R-S-5925）                
 

好房出售 – 休斯顿 Pearland -  $430,000  ：                                                    
4 房 3.5 卫 2 车库，3,784 平方尺 ，MLS# 2425729   
电话：713-988-1668（Kenneth）        （R-S-2512）                                         

好房出售 – 休斯顿近市中心--近百利大道和 610 号公路 -  
$589,000  ：                                                    
3 房 2 卫 1 车库，1,700 平方尺 ，MLS# 14583240   
电话：713-988-1668（Kenneth）        （R-S-4812）                                         

好房出售 – 休斯顿西北边 – 近 6 号公路 - $355,000 ： 
4 房 3.5 卫 2 车库，2,615 平方尺，MLS#85532771 
电话：832-715-7569 （Molan Zhou） (R-S-17122) 

好房出售 - 近中国城 -全新 6 层楼共度屋-$279,000 : 
2 房 2 卫，有阳台，拎包入住，MLS# 97330015 
电话：832 -768-2679（Nicole）     (R-S-T201) 

好房出售 - 近中国城 -全新 6 层楼共度屋-$239,000 :   
1.5 房 1 卫，有阳台，拎包入住, MLS# 41950311 
电话：832 -768-2679（Nicole）  （R-S-T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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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售 - 休斯顿 – Bellaire - $ 1,049,000  ： 
好区土地出售，130,179 平方尺, MLS# 28857728 
电话：713-988-1668  （Kenneth）    (C-S-Bellaire) 
 

土地出售-休斯顿东北方向 Kountze 城 –$ 1,198,000： 
好区土地出售，624 英亩，MLS#  25875932 
电话：832-715-7569  （momoZhou）    (C-S-Bragge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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