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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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
((作者作者：：陳家傑陳家傑))

七、文化的傳承、發揚和融合

綜上所述，我們的老祖宗有過光輝的思想歷
程和寶貴的文化遺產，諸子百家，學派繁榮，燦
爛的古代智慧千百年來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
和行事方式。

那麽我們應該如何對待這些文化遺產呢？

一直以來，人們說對傳統文化要“取其精華
，去其糟粕”，要“批判地繼承”，本人覺得，
這個提法是合理的，到了今天仍然是有現實意義
的。

這是因為，每一種學問，每一個思想體系，
都有其積極和消極的方面。這裏，讓我們借用老
子的樸素辯證法來看待對古代學派的取舍，認識
“物極必反”的道理，體會事物都會向其相反的
方向轉化的哲學現象。

比如易學，是古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結
晶，體系龐大、錯綜復雜，但其玄學部分容易被
神化，變成玄虛的東西。而且，自古多有神棍巫
婆以玄術裝神弄鬼，愚弄民眾，騙取錢財。

老子的道家學說，具有樸素辯證法的巨大力
量，凝聚著對自然現象的觀察、提煉和總結以及
預測，不愧為高深的學問。“無為”而治的思想
，若是用在寬松政治，給人們自由，則是高著，
如是變成怠政、懶惰、不作為，則是不可取的。
另外，由道家學說衍生出來的道教，在修道精武
的同時，也有玄虛的元素，比如歷代道規幫會裏
的煉丹術，連秦始皇和漢武帝都為其所迷所害，
秦始皇因此喪命。

儒家學說、孔孟之道，是兩千年來主導中國
思想領域的主流學說。積極、正面的治國方略，
健康、正直的人生修養，理想、美好的社會形態
，都集大成於儒家學說中。但是，“禮樂”易演
變為等級森嚴的製度，“刑不上大夫”的規則又
與儒家其它重視平民的思想相悖。後人為儒學定
身量製的“三綱五常”，確實有封建落後、禁錮
人性和創造力的地方，因此，儒學一方面成為治
國安邦的良策，一方面又可以成為歷代統治者馴
服人民的工具。

墨子的學說具有深刻的平民思想，鼓勵人們
以天下興衰為己任，苦行躬行。墨子的“非命”
“兼愛”之論，和儒家“天命”和“愛有等差”
觀念相對立。他認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

要求“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要求
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友愛
，愛別人就像愛自己。他反對戰爭，要求和平。
這些思想，都閃耀著人性的光輝。當然，若是用
過了，不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也可能變成
“平均主義”。

應該說，法家思想尤其是其“法”的內核，
是治國的良方。人性初善也好，初惡也好，都是
有差別的，有家庭出身的影響，先天的因素，有
受教育程度和內容的不同，有社會環境和本身際
遇的差別，因而塑造了千變萬化的人性。社會人
可以各為私利，卻不能無“法”可依。這就為什
麽有些社會特別重視契約的原因。法家思想中的
“權”，合適運用就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管理人
員各施其責，合理分工，不濫權不越位。而“威
”，若是理解成對製度、規矩和本職工作的敬畏
，那就是正確的。同樣，法家思想的精華，也可
能被用於某些政治目的和集團。倘若把“法”變
成壓在老百姓頭上的苛政，把“權”變成見不得
人、互相殘殺的權術，把“威”變成在人民頭上
作威作福的“淫威”，那麽法家的思想也可能被
利用、被篡改成沒落的工具。

那麽，是不是可以這樣來形容祖先的學說和
思想體系：每一種學說，包含著民族總體智慧庫
裏的若幹個元素。這些因素，都可以是思想的光
輝。歷代統治者可以從中提取適合自己的東西，
組合起來，打包成自己的治國方略。這有點像我
們在做油田研究時定義的所謂“資產組合”。

就像一個好的油田“資產組合”，能夠帶來
好的經濟效益一樣，一個好的治國方略組合，也
會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應和效益。比如，遵循法家
思想，承認人的“好利性”，在良好法律的基礎
上，堅持法治，按法家的主張，重視農工，重視
實踐，發展生產，同時宣揚儒家思想中平等、仁
愛、誠信等優秀元素，褒獎儒家提倡的積極人生
態度，把道家的“無為而治”理解成放寬幹預，
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把墨家的平民思想詮釋為
對百姓衣食住行的深度關註。那麽，這樣的社會
形態，就是平等公正、積極向上、充滿活力的社
會。

相反，歷代統治者也可能從古老文化中選取
只是有利於統治階級的元素，甚至加以扭曲，把
本來是很優秀的文化遺產變成“大雜膾”或是
“大染缸”。比如，一方面用了儒家的“禮樂”
和等級觀念，給皇親國戚以特權，“刑不上大夫
”，另一方面又用了法家的苛政、權術和聲威，

對待平民。歷史上那些政治上以“無為”為借口
，怠政或不思進取，還迷神信鬼，祭天祭地，大
擺道場，鋪張浪費的皇朝，比如梁武帝，通常都
是會日漸腐朽，最終被歷史潮流所拋棄的。

八、與西方文化的沖突和兼容

本文在探討了中華民族各種古老學說的現實
意義，其優秀之處及其短板之後，指出文化的傳
承，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形成強強合並
的元素組合。只有這樣的組合，才能達成最優化
的“化學反應”，帶來積極的社會效應。

在討論中華古老文化的歷史淵源時，我們又
不能不在橫向上與西方文化進行對比。 也就是說
，我們必須了解東西方文化的異同點，而且將不
可避免地要面對文明的沖突問題。我們必須考慮
，在日益多極的世界，東西方文明應該如何相容
、共存、甚至結合？

當今國與國之間的沖突，無非源於兩個主因
，一是利益的爭奪，二是價值觀的沖突。利益的
沖突，可以發生在任何國家之間，而價值觀的沖
突，卻與文明歷史息息相關。

西方文明的哲學理念，是時空分立與天人相分。
天地與人是對立的關系。人要生存就必須從自然
界中獲取物質和生活資料。而為了征服自然，首
先得認識它。西方歷史上，歷來重視自然界中的
各種問題和現象的觀察和研究，從而導致了其哲
學和科學的長足發展。近代西方人在征服自然方
面，遠遠超過東方人，大大提高了人們的物質生
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使人對宇宙的認識更加深刻
。這是現實。中華文化歷史中，並不缺乏對自然
和科學的探索，如周易、老子、墨子等學派。但
是，長期以來，占統治地位的是儒家的治學思想
，和法家的治國理念，多是社會科學的範疇，自
然科學和技術的成分很少。

西方文明的另一個特點是崇尚理性。西方很
早就把理性當作內在自主的活動，理性又包含著
一個辯證的過程，其自身的發展受歷史發展的影
響不大。在崇尚理性的前提下，西方科學和文化
意識不斷突破。東方文明，感性的成分相對較多
。歷史上文學儒士遠遠多於科學家和發明家。

西方文明尊重和強調個人主義。正是個人主
義構成西方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內容。東
方文明，則強調集體主義，“天下為公”，在道
德上對“公心”的頌揚在某種程度上扼殺了個人

的需要。不過，綜觀歷史，古代的法家早有自身
的“義利觀”， 認為利乃是人們的行為的唯一動
因，這既是社會事實，也是社會應該倡導的原則
。法家認為儒家所謂的“愛人之心”實際上是
“傷民”，而且，儒家那套繁雜的仁義禮節不但
於民無益且有害，是暴政的發端。這種“義利觀
”，與西方文明的個人主義精神竟然不謀而合，
只是很多人沒有發現，或不承認而已。

西方文明的宗教基礎是基督教精神。通過基
督教，肯定了上帝的絕對和永恒的存在。基督教
的基本信念是追求人人自由平等，即上帝面前人
人平等、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財富、權利
和地位之不同不妨礙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是自己
信仰的主宰，都是獨立的個體。在上帝面前，人
人可施展才華，自由競爭、進取、冒險、開拓，
取得成績後才能成為上帝的選民。 其實東方文明
也並不是與此完全相悖。 除了法家學說之外，幾
乎所有重要流派，都追求博愛、平等。我只是納
悶，在這個課題上，為什麽東西方不能融合？ 是
缺少互相了解，還是文化種族背景不同造成成見
太深？

西方文化的獨立性和開拓性，促使西方人對
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不斷地進行廣泛而又細微的
知識性探索。正是這種積極的開拓精神，使西方
的政治體製在不斷地完善, 科技業飛速地發展，
每每有所突破，且發展的空間也越來越大。另一
方面，西方文明中富含著的冒險、挑戰、和開拓
精神又往往具有征服性和掠奪性。而這一特征從
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遠洋擴張乃至近代的殖民
地運動都能證明。[17] 比如說，不管歷史起因如
何復雜，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生意一發而不可收
，導致了鴉片戰爭，乃至後來的八國聯軍打到中
國的皇朝地下，這些都是事實。反觀中華文明，
因為比較早進入農業社會，人們習慣以田園生活
為本，家國觀念超強，確實缺乏西方人那種冒險
和進取精神，也缺乏擴張性。 成吉思汗曾經把讓
鐵騎奔騰到了西亞，那只是曇花一現。 鄭和的船
隊著實也浩浩蕩蕩，但也只是遊走一番，采購點
天下奇珍異寶，再隨便送點禮物，昭示天下，皇
恩浩蕩，就心滿意足地班師回朝了。

了解這些差別，對東西方文明的互為接納和
相容，是有好處的。中國古語雲，君子和而不同
。人民之間的友好，本質是在互相理解的基礎上
達到互惠，其基本原理到底還是利益所使然。如
果連理解都做不到，東西方文明就會丟失價值觀
中的共同點，而把對抗點放大升級，進入惡意競
爭。

(本報休斯頓報導) 日昇日落，人生
也是如此，在人生的旅途之中，死亡是
每個人必須面臨的大課題，有上車也有
下車的時候，不同站有不同的風景。無
論貧富貴賤、種族、職業，上至總統下
至庶民，都有不得不面對之時。如何面
對終點做好生前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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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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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舉辦VIP新墓產發布會

歡迎參加橡林紀念園殯儀館和墓園
(Memorial Oaks)在 10月17日舉辦的重陽
節VIP新墓產發布會，對公眾開放參觀
，可預約網上視頻約會及參觀，現場推
出難得的特價折扣，包括高達 17% OFF
生前計劃墓產優惠，60個月0%利率，無
需信用評估，還有身前契約高達12% Off
。這是今年最後一次難得的優惠，只在
開放日之前有效。

在休斯頓，許多家庭給予Memorial
Oaks 很高評價，是最受華裔人士中意的
風水寶地，也是既有墓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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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 約 電 話 ： 832-913-5888。 Memorial
Oaks地址: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
。

日昇日落日昇日落 做好生前計畫為何如此重要做好生前計畫為何如此重要??
1010//1717舉辦重陽節舉辦重陽節VIPVIP新墓產發布會新墓產發布會 歡迎參加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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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工商

新冠病毒，像個頑皮的小精
靈，在世界各地變戲法，它頑强
的轉變，讓我們追不上它的脚步
，弄得全世界的人們疲惫不堪。

達福區急難救助協會，爲了
讓僑胞們能更進一步的認識這個
百變精靈，特別請到周浩昌醫生
爲我們針對新冠疫情的發展與疫
苗的功效作深入的探討。

周醫師是貝勒急診醫學系研
究總監，TCU和UNTHSC醫學院
的急診醫學教授，他將以其在醫
學的研究與實務的經驗，與我們
分享：

1. COVID-19 疫情現況與未來發
展

2. 群體免疫vs流感化
3. 疫苗種類與接種方式
4. COVID-19 下的醫療危機與轉

機

5. COVID-19 最新預防與治療
6. 如果得了COVID該如何自處

1. 日期：10/16/2021 (星期六)
時間：7:00pm – 9:00pm舉

行 (加拿大和美國中部時間)
講者：周浩昌醫生/教授
2. 報名請至： https://forms.

gle/deQTJ7Fetwe5dwps5
3. 您將在課程開始前2天收

到Zoom線上鏈接和密碼通知。
4. 費用：免費。
爲了您自身的健康，達拉斯

急難救助協會邀請您一同參與！
若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進一

步的協助，請聯繫孟敏寬會長
E-mail: dfwajwvc@gmail.com 或
469-789-6858, 或 張志榮副會長
817-903-2581。

線上演講活動線上演講活動:: 後後COVIDCOVID時代的危機與轉機時代的危機與轉機
DFWEAA 達福地區僑界急難救助協會   

DFW Emergency Assistance Association 

主講人： 
 
    周浩昌 醫生/教授 
 
◎貝勒急診醫學系研究總監 
◎TCU和UNTHSC醫學院的急診 
  醫學教授 

新冠病毒，像個頑皮的小精靈，在世界各地變戲法，它頑強的轉變，讓我們追不上它的 
腳步，弄得全世界的人們疲憊不堪。達福區急難救助協會，為了讓僑胞們能更進一步的 

認識這百變精靈，特別邀請，去年曾為僑胞介紹Covid-19十大迷思的周浩昌醫生，他將 

以其在醫學的研究與實務的經驗，與我們僑胞分享： 

若您有任何問題，歡迎請聯繫   
孟敏寬 會長／ 張志榮 副會長 

(469)789-6858  ／  (817)903-2581 或 
E-mail：dfwajwvc@gmail.com 

※方式：線上同步講座【網址、密碼將於報名後，上課前發送；全程演講將以中文進行；費用免費】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deQTJ7Fetwe5dwps5 

講座日期：2021年10月16日(六)  

講座時間：美中時間 7：00pm～9：00pm  

          美東時間 8：00pm～10：00pm  

          美西時間 5：00pm～7：00pm  

          臺灣時間 10月17日(日) 8：00am～10：00am 

一、COVID-19疫情現況與未來發展 

二、群體免疫vs流感化 

三、疫苗種類與接種方式 

四、COVID-19下的醫療危機與轉機 

五、COVID-19最新預防與治療 

六、如果得了COVID該如何自處 

講座議題：『後COVID時代的危機與轉機 Th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in the post COVID-19 era. 』 

王朝旅遊親自帶您遊王朝旅遊親自帶您遊1010日美國西南部日美國西南部

旅遊經歷了將近兩年疫情困擾下，快將銷聲匿跡。
但得到廣大客戶支持，王朝旅遊猶如打了一針強心針，
終於在本年九月勞工節帶領將近百名客人前往美國中北
部十天遊，實行了一次畢生難忘的旅程。在整個旅途中
，客們都沒有被疫情影響，帶著口罩，提高自我防護意
識，興高采烈地去參觀包羅萬有的行程。回來後，在廣
大的客戶要求下我們將於11月6日再次帶領大家到美南
深度遊，探索新墨西哥州及亞利桑那州。行程亮點包括
：沃斯堡，帕洛杜羅谷，聖達菲市，阿帕奇國家野生動

物區，皮馬航空航天博物館，鳳凰城，沙漠植物公園完
，仙人掌館等等等等。當然少不了著名的白沙灘公園.
王朝旅遊再次帶大家探索發掘美國更多名勝古蹟!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
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客服：aat713
地址：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

ton, TX, 77036 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A14

杏林夜談20（下）
談天說地之三 ： 寓醫於文（下）

（本報訊）(5) 正式下海行醫
我為了要解開同學父親自殺的原因，到底是受歧視和打壓呢

？還是另有原因，我不惜親自下海，幹個中醫師來實際體驗。那
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我擔任煉油公司觸媒化學的工程師。
那年代中國大陸上的赤腳醫生和針灸麻醉醫術風行，我正逢其時
，遂借各種機會宣導東方傳統醫學，舉凡有任何美國高中、大學
、研究所等學術機構或教堂、獅子會、扶輪社等社會團體邀請演
講，無論用中文或英文均全力以赴，並當場作示範，實案針灸診
治，展現立竿見影的針灸效果，以致聲名遠播，附近各州學府紛
紛邀約講課。示範過程中許多病患要求我能不能再為他們診治，
我苦於無行醫執照，無法施展為由拒絕，望著一個個帶著失望和
痛苦面容離開，我心中的糾結一直解不開。

機會來了，休士頓緊鄰的巴沙町那小城，有一位骨科醫生，
風聞我的經歷，願雇我在他診所使用針灸治療一些他難予治癒的
病患，就這樣子，我正式開始了我的中醫針灸生涯。一開始頗能
得心應手治愈許多病患，日子久了覺得寄人籬下，不能全力施展
身手，總想走出一條康莊大道，自己作主，因此積極籌備，當一
切準備就緒，便在休士頓正式開業懸壺濟世。

（6）與德州醫務署對簿公堂
幾年過去了，我的一個病人名叫詹瓦特（John P. Walter)，

是一位經濟學教授，因緣際會，我把他的低血糖症治得妥貼了，
因此他不必大費周章，往返於休士頓與拉斯維加斯，（內華達州
是早期少有的針灸合法州之一），去找中醫師治療。他一想之下
，主流醫學無法治的病，竟然也不允許中醫師來治，豈有此理！
遂行動起來為中醫打抱不平，他聯繫到人民公益團體 ACLU，
ACLU全名為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中文譯為 「美國公
民自由聯盟」，是一個美國的大型非營利組織，成立於1920年
，總部設於紐約市。該組織的宗旨是為了 「捍衛和維護美國憲法
和其他法律賦予給這個國度裡每個公民享有的個人權利和自由」
。聯盟透過訴訟、推動立法以及社區教育達到其目標。

詹瓦特教授與ACLU所指派的律師會商，認為人民有為自己
選擇醫療方式的權利和自由，德州缺少對針灸醫療措施的規定，
使得針灸醫師行醫時困難重重。因此ACLU擔任主要控方，一狀
將德州醫務局（Texas Medical Board)告到聯邦法庭，控告德州醫
務局違憲，剝奪了人民選擇醫療方式的自由。

開庭之前我曾將有關這個官司的勝負機會，向一位律師朋友
請教，他也曾是我免費治療過的病人，我改善了他的神經衰弱和
失眠症；他毫無顧忌直接了當的說： 「雞蛋碰石頭，必輸無疑！

你知道醫務局勢力有多大嗎？別做夢了！」我還有什麼話好說，
這個官司只好硬著頭皮打下去唄。沒想到這案子審了一周，我內
人每天到法庭觀看審訊過程。ACLU提呈多位專家證人，有人詳
述在香港西醫與中醫並行，中醫享有和西醫相同的合法地位，有
完整的教學體系，有核發執照、行醫、開業等一套法規制度。也
有一位在休士頓華僑界的菁英學者何教授，闡述東方醫學之歷史
演進，以及社會倫理之背景。

主審本案的法官是一位青年有為的非裔女法官，每在ACLU
證人作證時，注意傾聽，並頻頻提出關鍵問題。內人深覺我方據
理力爭，並不輸給勢力強大的醫務局。到了最後一天，醫務局預
定提出的一位華人西醫作證，此人素來對針灸、中醫持有偏頗的
看法，他的證詞必將對我方不利。在緊要關頭的時候，內人挺身
而出從旁協助，請人對他曉以大義，我傳統醫學應得到世人認可
，俾使之惠予大眾。結果這位華人醫生未出席作證，使案情急轉
直下，醫務局在攻防皆不利的情況下結束他們那方的辯論。這樁
案子直到第二年法官才鄭重宣判控方勝訴，醫務局敗訴，且判醫
務局必需促成中醫針灸在德州合法化。

主審本案的法官，是一位非洲裔女法官，幾年後成為國際知
名的國際法庭的大法官，二戰結束之後許多年，慰安婦案在東京
大審判，也是這位女法官判決日本軍方敗訴的。

( 7 ) 針灸仍受打壓
丁大夫搶著說： 「哇！太精彩了，想不到成夫人在關鍵時刻

扭轉乾坤，我們這些受益的中醫師們該感佩不已。我也聽說了一
些情況，即使聯邦官司打贏了，之後針灸醫師仍無法領照執業，
德州醫務局把打輸了的官司放一邊，更針對執業醫師橫加阻撓，
想以無照行醫為由把執業者投入監獄，說當年有不少中醫師被關
進監獄，也有要繳保金才得出獄的，也有診所被查封沒收的，不
知你閣下有無受到阻難？」

我點頭交待說： 「一點沒錯。醫務局官司敗北，但他們將制
定法規之事丟一邊，反而採雷厲風行政策，執行打壓驅趕，那時
我雖已擁有中華民國和美國加州的中醫針灸執照，但我仍是他們
第一個要打倒的，當然受到衝擊。不過我採用處變不驚，以說理
的方式來周旋，絕不以持強的蠻橫態度來對付。有次調查員無預
警地闖入我的診所，詢問我既無行醫執照又無西醫監督，最好將
診所關閉。我好整以暇對調查員說： 「我的針灸實驗室正在進行
中藥配方治療高血壓的研究，已有十多年了，目前是接近臨床試
驗階段，我的病人都是免費的試驗病人，這些病人願意樂捐研究
經費，我則很樂意地接受，也不會拒絕的，我對患病的人一視同

仁，不但免費治療，且贈送藥劑直到治愈為止。請你看這個記本
，其中列有許多病患，都是試驗病人，終生免費治療的。你如果
有此需要，一樣可登記在案，也是終身免費的。換句話說我是以
研究醫學免費替人治病方式，不收診金的。以法律為行為規範的
國度，有這麼一個不成文法，在研發過程中只要不收費用，照樣
可以有研發治療的行為。當亨利．福持製造出第一部汽車，他開
了車在街上兜風的時候，我敢打包票，他一定沒有駕照的。其實
不要岐伯、倉公沒行醫執照，華佗、張仲景、葛洪、陶弘景、孫
思邈、李時珍、錢乙等名家也沒照行醫，就連我的曾外祖父、外
祖父也是無照行醫的。」

( 8 ) 似敵？是友？
調查員聽了半信半疑地坦白對我說： 「我是醫務局派來執行

取締無照行醫任務的調查員，要行中醫針灸醫術的人，目前的規
則，只要有西醫的監督即可，但是西醫瞭解中醫的非常少，願意
做督導的更少，搞不好你要花費用雇請一個西醫來督導，你朝這
個方向去找找西醫師來督導，機會多些，我風聞你的醫術精湛
， 我有機會也設法替你找一個合適的醫師來作督導，下次抽檢
的時候我會先來個電話通告。」

我繼續跟丁大夫聊天說： 「這樣又過了一年多，調查員也電
話催了一兩次，他告訴我，他曾努力替我找願督導的西醫，也吃
了醫生們怕惹麻煩上身的閉門羮。幾經周折我終於找到一位心臟
科的好友張醫師，他願意拔刀相助，這位仗義的張醫師幫我護航
了五、六個年頭，一直到德州針灸醫師合力爭取，終使醫務局制
定針灸法規，正式核發執照為止，我永遠感恩不已。至於德州如
何能立法通過中醫是合法的醫學，並制定整套法規，又是我人生
奮鬥的另一章。」

丁大夫鬆了一口氣，緊接著說： 「哇！精彩絕倫，想不到你
能化險為夷，化敵為友，調查員不但不起訴你反而幫你解決問題
。是你瞞天過海嗎？還是你花言巧語呢？是你運氣好嗎？還是老
天爺幫忙呢？我可以肯定的說：是你“處變從容”呀！因為僅僅
“處變不驚”是不夠的，“不驚＂成不了事，僅帶有一點穩住陣
腳、迥避和消極的態度。真正應該以“從容”來解困，胸有成竹
地有備力爭，據理陳辭，採積極態度才能向前邁進。你那時代的
菁英們，靠的就是這份從容創出另一番格局來。」

我有點受竉若驁說： 「啊！好一個“處變從容”啊，這可是
老兄的誇譽呀！你說得似乎遠比蔣先總統在當年中華民國外交最
艱困那年，中美乒乓外交以及我們退出聯合國之際，所推出的處
變不驚更勝一籌噢！ 」

成彥邦成彥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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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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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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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年長者紅藍卡年長者紅藍卡(Medicare)(Medicare)，，白卡白卡(Medicaid)(Medicaid)和和QMBQMB輔助計劃介紹輔助計劃介紹，，申請及使用申請及使用
十月十五號十月十五號MedicareMedicare 開放申請各位朋友如果有這方面問題可開放申請各位朋友如果有這方面問題可

以利用機會耒提出問題選擇對你最好的保險計劃以利用機會耒提出問題選擇對你最好的保險計劃

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 僑青熱情參與僑青熱情參與

為了更好的向社區民眾提供健保、福利的
申請及相關服務，光鹽社將在近期舉辦一系列
健保主題講座，講座主題包括兒童、孕婦白卡
，健保市場個人保險，和老人紅藍卡及其補充
計劃。

第一次講座內容是關於年長者紅藍卡
(Medicare), 白 卡 (Medicaid), 紅 藍 卡 優 勢 計 劃
（Advantage Plan）和紅藍卡輔助計劃(QMB)的
申請和使用。

哪些人可以申請紅藍卡
紅藍卡傳統計劃和優勢計劃有哪些區別
哪些人可以申請到紅藍卡輔助計劃來幫助

支付Part B的保費
如何審視紅藍卡優勢計劃的醫療和處方計

劃
對於一些既有疾病的申請人，如何選擇適

合的保險計劃。
時間：10月9日（周六）下午2:00-4:00

講員：
鄧福真博士是SamHouston State大學社會

學系教授, 光鹽社理事會前理事長，積極投入華
人社區服務工作，同時也是聯邦政府健康保險
市場資深導航員，州政府認證Medicaid/CHIP導
航員。

Barbara Chang 張茜平女士是聯邦政府健康
保險市場資深導航員，州政府認證Medicaid/
CHIP導航員。

講座會議信息：
ZOOM 網上會議鏈接： https://us02web.

zoom.us/j/82334741704
或者電話撥打：+1 346 248 7799（Houston

）
會議號碼：823 3474 1704
本活動免費，開放現場問答，歡迎大家參

加。

休士頓僑界慶祝中華民國110年
雙十國慶升旗典禮10月10日上午在休
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前廣場舉行，
慶籌會主任委員劉志忠、副主任委員
劉美玲於現場迎賓，逾250位僑領及
僑胞歡欣與會。僑務委員吳光宜、張
世勳、陳美芬、劉秀美及僑務榮譽職
人員、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夫
婦、副處長王韋龍夫婦、僑教中心主
任陳奕芳、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及
亞洲化學公司董事長楊朝諄均出席盛
會。

典禮由潮州會館本頭公廟醒獅團
表演祥獅獻瑞揭幕，鑼鼓聲中獅群穿
梭翻騰，表演精彩。隨即在北一女校
友會儀隊、福爾摩沙青年文化志工協
會(FASCA）、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

校友會校旗隊引導下，休
士頓榮光聯誼會護送青天
白日滿地紅國旗進場進行
升旗儀式。劉志忠致詞感
謝全僑面對疫情彼此守護
，雙十國慶升旗典禮已是
海外僑胞愛鄉愛國的表徵
，將會世代傳承。羅復文
致詞表示，雖有疫情的影
響，去年中華民國在全民
共同努力下經濟成長率達
百分之3.11，是世界第一
；今年預估將達到5.88，
成績亮麗。他強調，未來
辦事處將努力向前衝，繼
續為僑胞提供最便捷的服
務。

升旗之後，羅復文
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
長童振源頒發新屆僑
務榮譽職人員聘書、
推動台灣參與世界衛
生組織有功團體及個
人感謝狀、協助防治
新冠肺炎疫情有功團
體及個人感謝狀，同
時也頒發感謝獎牌給
採購鳳梨捐送國內弱
勢團體的休士頓台灣
商會等，另外也代表

僑聯總會頒發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章
證書及獎章給優秀僑青周浩恩；據了
解，他也獲得海華文教基金會今年所
辦 「海外十大傑出青年」 。升旗典禮
最後在華人重機俱樂部鳴笛中結束。

本次典禮僑青參與熱烈，除了周
浩恩之外，FASCA同學並領唱美國國
歌，休士頓客家會的青年組也在現場
設攤分發防身警報器，將服務社區的
概念與國慶活動結合。劉志忠希望藉
由本次典禮將新生代的力量帶進國慶
活動，結合不同世代為國家慶生。

羅復文羅復文((右六右六))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

羅復文羅復文((右二右二))頒發感謝獎牌給休士頓台灣商會頒發感謝獎牌給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張園立會長張園立（（右右
三三））代表受贈代表受贈，，北美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會長吳光宜北美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會長吳光宜（（左二左二））

、、王敦正王敦正（（左三左三））及楊朝諄及楊朝諄（（右一右一））在場見證在場見證。。 羅復文羅復文((左左))偕劉志忠偕劉志忠((右右))向中華民國國旗致敬向中華民國國旗致敬。。

【美南新聞泉深】由美國亞裔商會（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和美南新聞集團（South-
ern News Group) 組織召開的2021世界乒乓球錦
標賽新聞發布會于10月12日上午10點在美南新
聞集團國際電視台演播廳舉行，國際乒乓球聯盟
首席財務官Michael Brown， 哈裏斯郡休斯頓體
育局副局長Chris Massey，休斯頓國際區區長、
美南新聞集團總裁李蔚華，休斯頓西南區區長李
雄，美國亞裔商會會長喩斌，以及世乒賽組委成
員徐建勳律師出席。喩斌會長主持新聞發布會，
各出席嘉賓發表重要的講話並回答記者和到場人
員提出的相關問題。

美國亞裔商會和美南新聞集團聯合舉辦
2021世乒賽新聞發布會

李蔚華總裁李蔚華總裁 喻斌會長主持新聞發布會喻斌會長主持新聞發布會

Brown CFOBrown CFO 李雄區長李雄區長 喻斌會長喻斌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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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由於作客兼早知對手實力較強，國足主帥李鐵是役排出“532”的
防守陣式，前場以武磊搭張玉寧，中場則全擺上防守型的金敬

道、吳曦和池忠國；然而，國足防線上半場卻沒有如預期般穩健，被
對手前鋒薩米個人梅開二度落後0：2。下半場李鐵決定變陣改踢4後
衛，歸化前場球員洛國富和阿蘭亦後備入替李昂和金敬道加強攻力，
結果洛國富下半場不久即接應阿蘭傳送助國足追近比分；可惜的是，
沙特在71分鐘把握一次機會由布賴坎將比分拉開至3：1，國足之後
雖再由吳曦遠射入“好球”追至2：3，但洛國富完場前錯失一次黃
金機會，令國足迎來今屆12強賽第3場敗仗。

洛國富為錯失良機致歉
賽後，在最後關頭錯失良機的洛國富十分自責，表示自己出現

了失誤，要為錯失這次扳平機會向球迷致歉。對於收穫進球，洛國富
則表示這是職業生涯最開心的進球，是人生最開心的時刻。

至於主教練李鐵賽後依然滿意球員的鬥志和表現：“我對球員
說，要把每場比賽都當人生最後一場比賽來打，不能放棄，要對得起
自己、500名入場打氣的中國球迷，和在國內凌晨熬夜看球的球迷。
而我認為我們的球員都很努力，我很滿意他們的表現。事實上球隊太
久沒有踢像12強賽這麼高質量的比賽，我們要盡快適應這樣強度的
比賽。之後回到上海，我們將加強訓練，力爭今後表現得更好。”
今場比賽後，國足出戰4場比賽只得1勝3負累積3分，在B組僅列

第5位，落後第3、4位的阿曼和日本3分，距離可直接出線的第2位
球隊澳洲更有6分差距。由於12強賽已踢了接近一半，國足在11月
對阿曼和澳洲的第5、6輪分組賽，將成為球隊能否後上取得出線權
的關鍵，如果國足11月能擊敗阿曼及賽和，甚至擊敗澳洲，累積7至
9分的他們將肯定仍有機會取得出線權，相反國足如未能擊敗阿曼，
那已可幾近肯定無緣明年的世界盃決賽周。

國腳們終可和家人相聚
幸而，國足未來兩仗皆可於主場出擊，李鐵早前也表示兩場主場

比賽將是國足最後的“籌碼”；由於防疫原因，國足將士已足有個多
月在中東進行集訓未能回國，現在海外封閉集訓終於告一段落，在與
阿曼比賽前，解除隔離的國腳們終於可以短暫地和家人相聚，這對球
員們的心理狀態必是很好的調節，希望可幫助他們在11月踢出最好
水平。

國足未來國足未來兩仗兩仗成關鍵成關鍵

中國國家足球隊（國足）於北京時間13日凌晨舉

行的亞洲區世界盃外圍賽12強分組賽，作客以2：3不

敵沙特阿拉伯，經過4戰後只得3分暫列B組第5位，

落後第3、4位的阿曼、日本3分；由於賽程已接近踢

了一半，按目前形勢，國足在11月主場對阿曼和澳洲

比賽能否搶得大量分數，將成為之後能否後上取得出

線權的關鍵。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世盃外2：3僅負沙特暫列第5位

世盃外 12 強 B 組積分表
排名

1

2

3

4

5

6

球隊

沙特阿拉伯

澳洲

阿曼

日本

中國

越南

勝

4

3

2

2

1

0

和

0

0

0

0

0

0

負

0

1

2

2

3

4

球差

+5

+5

0

0

-4

-6

分數

12

9

6

6

3

0

據 中 國
足 協 網 站 消
息，沙特當地時
間12日，中國足協
與沙特足協在沙特吉
達簽署合作備忘錄。雙
方將在各級國字號球隊
交流比賽、青少年培訓、
裁判員發展以及商務開發與
管理等領域進一步加強合作。
在簽約儀式上，中國足協主席陳
戌源首先對沙特足協為此次中國男足國家隊赴沙特吉達參加世界盃
外圍賽提供的周到細緻的接待服務表示衷心感謝。
陳戌源表示，此次備忘錄的簽署標誌着兩國足協合作的新起點，特

別是在各級國字號發展、青少年培訓交流、裁判等專業人才的培養等方
面的合作交流，將對兩國足球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沙特足球發
展的一些成功經驗值得中國足球學習。

沙特足協主席阿爾米沙爾表示，中沙兩國關係非常友好，雙
方需要在足球領域進一步推進友好合作。特別是在青少年培養方
面，希望雙方能夠加強交流，沙特足協歡迎中國各級青少年隊
伍多來沙特和西亞地區參加比賽。他介紹，沙特剛剛啟動了
女足國家隊和女足聯賽的建設，希望中方在女足發展方面
能夠與沙特足協分享經驗。

根據此次簽署的備忘錄，中國足協和沙特足協將組
成聯合工作組，定期舉行座談和交流，推進合作項目
開展，並在市場、競賽、法務、聯賽管理、社會足
球等足球管理領域共享經驗。 ●中新網

沙特啟動女足國家隊和聯賽
望學習中國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國女子排
球隊主力朱婷，日前在直播間和網友進行了互
動，在回答網友提問時，朱婷透露正準備接受
手腕手術，之後仍會專注在排球比賽上，並不
着急談戀愛。
在這次互動中，朱婷先是談及了自己已受傷

近4年的手腕傷勢問題：“我現在正在聯繫醫
生。其實手術可能困難不是特別大，但最重要
的是康復時間。手術是一個環節，最重要的是
康復。手術肯定是要做的，康復也要慢慢來。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因為我比你們還要急些
呢，因為我也想打球啊。因此我會盡快接受手

術，然後好好去康復。”
在康復過後，朱婷表示自己仍會全程投入在

排球事業上，短期內不會談戀愛：“我認為打
球是應該專注的，很多人說談戀愛其實不影響
打球，更可能會相互促進，但每個人想法還是
不一樣，我打球便要把所有重心均放在打球
上，不會去想談朋友這些。我說大家也不要着
急，你們急也沒有用，因為我不着急，你們別
催我，有了自然就有了。”

朱婷專注比賽不着急談戀愛

國羽表現出色湯優盃同樣晉級8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國國家羽毛

球隊在日前的湯姆斯盃和優霸盃均有好表現，其
中女子隊在優霸盃以5：0擊敗東道主丹麥，以首
名姿態闖入8強；至於男子隊則在湯姆斯盃同樣
5：0橫掃荷蘭，同樣殺入8強。

過去14次獲得優霸盃的國羽，是役面對東
道主丹麥先派出何冰嬌對陣克里絲托臣，雖然
何冰嬌先輸一局21：23，但之後迅速調整連贏
兩局，助國羽先下一城。何冰嬌賽後稱讚克里
絲托臣甚具衝擊力，後面兩局前半局形勢其實
均很膠着，幸好最後自己能拉大比分，從中找
到了打大賽的信心。

在之後比賽，國羽未有再遇到重大考驗，陳清
晨/賈一凡，黃東萍/李汶妹的女雙、王祉怡和韓悅
的單打均告勝出，國羽終以場數5：0勝出，以小組
首名姿態晉級8強。

湯姆斯盃方面，國羽和上輪對塔希提（又稱
大溪地）相似，面對荷蘭的首場男單派出陸光
祖出戰，結果陸光祖面對克威克爾以直落兩盤
勝出。陸光祖賽後表示：“克威克爾身高手
長，令我一直要想辦法擺脫困境，但我一直有
信心能夠把比賽贏下來。”

往後4場比賽，國羽再未有遇到阻力，李詩
灃和翁泓陽的單打，何濟霆/周昊東，劉成/王

懿律的雙打均順利勝出，協助國羽以5：0勝
出，小組賽兩連勝下，已可提前晉級8強。接下
來，國羽在14日最後一輪小組賽對戰印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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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足球員在比賽後向球迷致意國足球員在比賽後向球迷致意。。新華社新華社

●洛國富（右二）在尾段錯失良機。
新華社

●●據報有據報有500500名中國球迷入場打氣名中國球迷入場打氣。。 法新社法新社

●中國足協主席陳戌源（右）對沙
特足協提供的周到接待表示衷心
感謝。 中國足協圖片

●●何冰嬌在比賽何冰嬌在比賽
中飛身救球中飛身救球。。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
道）作為北京冬奧會首個投入使用的新建場
館，北京冬奧首鋼滑雪大跳台順利通過國際
雪聯場地考察。國際雪聯大跳台項目賽事主
管莫里斯，國際雪聯賽事經理斯比茨12日在
北京石景山首鋼滑雪大跳台進行了場地考
察。

首鋼滑雪大跳台是冬奧歷史上第一座與
工業遺產再利用直接結合的競賽場館，也是
北京賽區唯一的雪上比賽場館，世界上第一
個永久保留的滑雪大跳台場地，此次考察對
於2022年冬奧會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

經過三小時嚴格考察，專家對滑雪大跳
台場地設施、疫情防控措施及全方位服務保
障工作給予很高評價。在考察結束後，外籍
專家稱讚大跳台說：“這個宛如童話故事裏
公主水晶鞋的場館，必定為我們帶來一場冰
雪視覺盛宴。”

●●北京冬奧首鋼滑雪大跳台北京冬奧首鋼滑雪大跳台。。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10月14日（星期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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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最近在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

：

如果要总结一下海归真实现状，那

就是：

花了几百万出国读书

意气风发地回国找工作

结果发现只能拿到5k

有一种远方是

回不去的中国与留不下的美国

有一种距离是

你进了福布斯“30 under 30”

我...还在月薪3000中苦苦挣扎

“我不是什么富二代。5年前为了

让我出国读书，我妈毅然决定把北京3

环的老房子卖了。我暗自下定决心，想

着以后一定要把这套房挣回来。

可五年后回国拿着每月不到10K的

工资，看着现在北京的房价，我在思考

一个问题：要不吃不喝多少年，我才能

挣回家里卖掉的这套房......”

在去到大洋彼岸时，每个人都心怀

憧憬。

期待着扎根海外或学成归来，大展

宏图。

临近毕业，才发现：

作为留学生，正在面临着各种各样

未曾考虑过的求职问题和求职挑战。

这些是来自留学生们关于求职的真

实分享：

我的简历真的无话可写

“一开始，我甚至对简历写法都一

无所知。”

“不是我不写简历，是实在无话可

写，没有任何经历，编都编不出来。”

“没有第一份实习就找不到第二份

，这是一个死循环，不知道该怎么办。

”

“没有国内完整的大四实习时间和

众多实习机会，我们在疯狂备考的时候

正好是国内实习求职旺季。左手学业，

右手求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怎么选

，真的很无奈。”

身在海外，有时候反而成了一种劣

势：

在一定程度上和

国内就业要求形式

存在差异化脱节；

没有国内高校和

各类企业联合举办

的校招现场宣讲会

，双选会资源；

无法做到拥有长

达数月的自由实习

时间；

也很难随时跨越

太平洋打着飞的错

乱着时差去参加一

场场自己也不知道

会不会有结果的现

场面试而不考虑机

会成本。

疯狂海投却一无所

获

“你要问我真的

喜欢什么，我答不

上来，我现在能做

的就是海投，哪里

可能要我都去试试

，海投总比不投好。”

这是很多留学生再真实不过的心态

。临近毕业，在步入社会前才感受到毕

业就失业的真实压力。怎么办？只能疯

狂海投，广撒网期待意外惊喜降临。

事实上，大部分抱有这种心态的留

学生大概率上很难得到想要的结果。

海投行为是缺乏自我了解，欠缺职

业规划，忽略行业动态分析等一系列前

期准备事项因懈怠而产生的后遗症和外

化表现。

“一边要兼顾学业，一边又要四处

投递简历，海投之后又得一家一家做笔

试，刷面经，费时费力地挣扎于浩如烟

海的资料中，而投递的这些行业彼此间

可能又没有太大相关性，这就意味着知

识跨度会非常大，需要耗费相当多的精

力。一家在半途挂掉后又得重头开始，

一遍遍反复这个随时可能‘竹篮打水一

场空’的繁复过程。”

实习，验证了想象与现实的差异

有时候，单有想法只是纸上谈兵，

要真正找到自身适合的领域必须实操。

实习带来的就是正式步入职场之前的

全真模拟，让你通过实践去发掘自己想要

的到底是什么，自己到底是否适合这个行

业，真实的职场又和想象的是否一致。

在《麦肯锡用人标准》里有一则关

于日本经济系学生一早去到外资公司和

IT公司实习的事例：

“他们在这些企业里，看到了真正

的社会现实，随之心态也会发生剧烈变

化。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商业活动

如何运作，世界各国有什么关联，自己

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加强……他们会在实

习期间了解到这些问题，也会开始思考

这些问题。

当他们与那些‘活跃在日本的亚洲

籍主管’接触时，便会惊人地发现原来

在日本顶尖大学里学习的自己，与这些

企业的要求竟有如此大的差距，接下来

必须学习的东西又是多么艰深。具有这

样的危机意识正是他们成长的养分。”

对于目标清晰的一类人来说，实习

，同时还意味着正式职业生涯开启前的

层层铺垫。

以咨询行业为例，想要进入Tier 1

诸如BCG这类顶尖咨询公司，除了优异

的教育背景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外，前期

相关的优质实习经验更是HR参考的重

中之重。

“一层撬一层”就是这样的道理。

路程艰辛，但未来依旧可期

看清形势，找准定位是求职前的必

要心理准备。

不论是选择回国还是在国外就业，

都要敢于直面激烈的竞争。

漫无目的地挤进求职大军与同龄人

拼个你死我活并非明智之举，留学生更

应该好好思考如何利用自己留学生的身

份，为自己的职业道路创造一个好的开

端。

利用时间优势 留学生不像国内毕

业生一样，有非常严格的应届生界定，

所以在校招时具有时间优势。很多企业

考虑到留学生毕业时间不一致的问题，

会对留学生的要求宽松一些，所以绝大

多数留学生都可以参加两年的校招。比

如是2020年12月毕业，2021年2月发放

学位证，那么毕业时间就可以填2020年

2月，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

提前通过“天地人岗”做好准备

留学生求职的一大弱势就是不了解国内

业务情况，所以在投递简历之前，建议

同学先通过“天地人岗”这四个维度去

做好准备工作。

“天”是整个行业宏观的情况。许

多咨询公司的官方网站上都会有一些行

业研究报告，花时间阅读后可以快速构

建出对整个行业的宏观认识。

“地”就是公司本身。你可以从公

司的网站、公司的高管接受的电视访谈

或者文字访谈中了解公司的最新业务。

“人”就是你和这个公司的文化契

合度——你将会和什么样的人共事。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建议大家

多去看看这个公司员工的一些信息，了

解他们背后是什么样的文化和价值观在

驱动，你喜不喜欢和这样一些人共事。

“岗”就是岗位JD。一定要进行关

键词的分析和匹配，如果未来是AI面试

和AI简历甄选，那么1分钟就筛选几千

份简历，其中关键词、高频词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切入点。

充分利用留学生专属求职通道 如

何找到最适合留学生的公司和岗位呢？

跟大家说一个小窍门：去参加企业

的留学生校招专场。

有大量海外业务的国内企业都有招

聘留学生的需求。与海外业务相关的部

门需要招聘外语好、了解海外社会同时

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才，留学生恰好符合

企业的招聘需求，这些留学生专属岗位

也能让留学生发挥自身优势。

很多企业每年都会开辟留学生专场

校招，比如华为、腾讯、字节跳动等等

，他们还会通过各大学联进行宣传，以

便更好地触达留学生群体。同学们可以

密切关注目标企业的微信公众号和学联

公众号，方便的话，多去参加企业的宣

讲会，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岗位。

留学生：要怎样才挣得回家里卖掉的几套房？

人们一直强调要普及高等教育，而

当高等教育普及后，会造成学历贬值

，国内普通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无

任何优势可言，于是部分中产阶级家

庭，会将孩子送到国外镀金。

大学生逐年增多，随之而来的就是就

业压力，大学生求职时，经常受到学

历的限制，学历内卷情况屡见不鲜，

快递员中不乏211名校毕业生，清洁工

群体中也能找到985毕业生的身影，因

此很多学生会通过多种途径，来给自

己的文凭镀金。

留学生回国就业将成为趋势，就业形

势并不可观

我国有大学 3000 多所，根据综合

实力氛围不同的等级，学生中国高考

被分层次，成绩好的上重点大学，成

绩差的，选择普通类院校，只要学生

能够拿到本科毕业证，无论专业如何

，基本不用愁工作。

但随着求职市场出现严重的供过于

求局面，对于大学生而言，求职难，

处处碰壁，但站在企业的角度，确实

件大好事，可以用更低的工资，招聘

更优质人才，有985可以选绝不要211

，用人单位可谓是优中择优。

很多大学生也意识到形式的严峻性

，为了让自己更有优势，很多学生在

大学期间，已经规划好以后的人生路

，一些学生为了提升学历，大四会选

择考研，还有一些学生为了给文凭镀

金，会选择出国留学。

早在几年以前，留学生比较罕见，

当他们留学归来后，很受大企业的青

睐，尤其是公司有涉外业务，通常会

优先考虑这些留学生，随着社会的发

展，更多的企业将天平倾向国外留学

生，一度导致留学热逐渐兴起，不管

学生在国外念的哪类大学，回国后，

都被称为“海归”，不仅在亲朋好友

面前更有面子，求职时也颇受企业HR

的青睐，当然还有很多留学生毕业后

，直接选择在国外工作。

由于前两年突发的疫情，我国积极

做出表率，国内疫情在短时间内得到

强有力的控制，外国很多国家的形势

并不乐观，这让众多留学生意识到，

国外的形势并不适合自己，还是国内

更加安全，更有保障，因此大批留学

生将回国就业，但国内的发展，早已

是今时不同于往日。

有数据显示，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

人数高达900多万，预计明年将突破千

万大关，很多行业已处于饱和状态，

大学生将铁饭碗岗位作为首选，导致

基层操作岗位出现大量空缺。

在如此就业背景下，大批留学生的

涌入，势必会增加应届生的就业压力

，甚至有学者认为，文凭内卷化可能

会更加严重，国内学历将不再吃香，

事实真的如此吗？

面对留学生，企业却避之不及，难道

留学生不吃香了？

以前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大多家里

条件不错，国内的学习环境难以满足

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因此会选择到西

方国家，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当能

力比较突出的留学生，学成归来后，

祖国表示欢迎，因为他们带回来不仅

有先进的理念，还有很多资源、各类

项目等，他们也是企业的香饽饽，因

此很多家庭不错的学生，成绩一般的

学生，也纷纷效仿，开启了留学之路

。

留学生回国就业将成为趋势，企业

却避之不及，难道留学生不吃香了

但学霸与学渣在本质上存在不同，学

霸选择的都是国外名校，他们出国真

的是为了深造，而学渣大多是没有名

气的普通学校，甚至还不如国内的专

科类院校，他们出国仅是为了混一个

文凭。

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HR在筛选

人才是也提高了警惕，不再仅看文凭

定夺，即便公司有涉外业务，也不会

将留学生作为首选，如果你读的大学

，HR没有听过，基本都被列入野鸡大

学行业，这样的外国学历或成废纸，

很多普通生看到如今的招聘形式，开

始后悔当初的选择，早知如此，还不

如老实在国内选择一所普通大学，报

考一个相对热门专业，如今后悔也晚

了。

对于留学，我们要理性看待，国外

确实存在好学校，具有先进的教学理

念，值得我们学习，但仅限于国外那

些名校，其他不知名的大学，就好比

我们常说的野鸡大学，只要交钱，即

便学生不上课，最终也能混一个毕业

证，如今的企业HR更加精明，对于此

类野鸡大学毕业生，一直在避而远之

。

其实不管是否有留学经历，学生想

要寻求一份理想的工作，主要靠个人

能力，如今的社会现状可以看出，留

学镀金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想要发

挥自己的人生价值，还需脚踏实地努

力学习。

留学生回国就业将成为趋势
企业却避之不及，难道留学生不吃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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