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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源保險專欄 21-瑞源保險專欄21
-不可忽視的男性整體健康和預防
根據美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的數據，
美國健康狀況一般或較差的 18 歲及以上男
性的百分比為 14.9% ，20 歲及以上男性肥
胖比例為 40.5%（2015-2018），20 歲及以
上男性患有高血壓（測量高血壓和/或服用
抗 高 血 壓 藥 物 ） 的 比 例 為 51.9%
（2015-2018）。這些指標向人們敲醒了警
鐘。目前市場上大部分醫保計劃都致力於
提供免費預防性醫療保健來支持及早發現
潛在健康問題，並有助於控製現有的健康
狀況。
1、定期檢查有助於防微杜漸，防患於
未然，許多預防性檢查是免費的。定期篩
查高血壓、肥胖癥、脂質、糖尿病和代謝

，關註心血管疾病和癌癥的早期發現和降
低風險；40 歲以上的男性，建議定期篩查
前列腺癌；50 歲以上的男性，需進行結直
腸癌定期篩查，大便隱血測試一年一次，
結腸癌篩查每三年一次，結腸鏡檢查每十
年一次（這是針對正常結果的檢查頻率，
如有異常發現則需要更頻繁的檢查）；肺
癌高危人群，需每年進行低劑量 CT (某些保
險可能不覆蓋)。
2、及時了解免疫接種。接種適齡的疫
苗和免疫加強劑、季節性流感疫苗等可預
防疾病的侵害。
3、 常規視力檢查可保護您的視力，並
可識別嚴重的健康問題，如糖尿病、高血

壓和某些癌癥。
4、 口腔健康是整體健康的一部分。通
過牙齒清潔和常規預防性服務，提前發現
和解決問題。
聯系經驗豐富的保險代理人可以幫助
您快速準確了解相關保險和相關醫療檢查
知識。瑞源保險事務所創始人張瑞女士擁
有約 20 年的保險行業經驗，曾任美國知名
保險公司副總多年，擁有豐富的保險專業
知識，代理本地區最全的各類醫療計劃。
歡迎聯系，免費咨詢。
直 線 電 話 ： 214-971-8026， 微 信 ：
12149718026， Email:INFO@BENEFONS.COM
。

出了車禍不要緊，
出了車禍不要緊
，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獨家牽引療法
獨家牽引療法！
！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
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
？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
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 CT、胸腔 CT
、腹腔 CT 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
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
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
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

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
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
，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
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
就減輕疼痛 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

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
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
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 A 先生，45 歲，由於是
一直從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
年了，起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
忙，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
加重，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
，並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
難甚至站立都難以維持。經幾家醫院
治療無好轉，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
化費了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
走路需要人扶，並且一側臀部肌肉開
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
療，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一
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
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
一個人。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
消失，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 B 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
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
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
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
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
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

，省心！
病人 C 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
李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
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
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
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
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
己要出冤枉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不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
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
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 年
、 10 年 ， 甚 至 20 年 之 後 ， 大 多 數 人
（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
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腕、肩部
、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
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
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
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
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
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
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車禍
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 20 多年的經
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
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
合推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
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
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
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
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 copay 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
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
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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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有方 冬天家庭與商業節能的技巧

封好門縫，
封好門縫
，每個月可以省約 5% -10
-10%
%左右的電
(本報休斯頓報導) 冬天寒冷的時候
，家中免不了要開暖氣，眾所周知，暖
氣非常耗煤氣或是電力，大部分獨立房
子的暖氣使用煤氣，而公寓或是聯排別
墅(town house)的暖氣則多數使用電力。
家裡的煤氣費或是電費在冬天總是往上
爬升，無論是家庭、商業用電或煤氣，
在冬天時您知道如何聰明節能而省錢嗎
？
Reliant 電力公司華語市場負責人林
玉儀(Yuyi Lin)表示，冬天氣溫低，為了
保暖，暖氣的使用率高，但還是有不少
方法可以幫助家庭省電、省煤氣，以下
是幾個省電妙方。
一、門縫、窗戶縫要阻隔風
封好門縫，夏天可以減少冷氣外漏
，冬天也不會灌冷風進來。冬天時，用
手在門縫感覺一下，如果覺得有風，那
表示門沒封好。封好門縫，每個月可以
省約 5% -10%左右的電。如果家裡的門
已經舊了，也可以考慮換一個門，Double doors 好處不少。如果家裡有養狗，
加上狗門也是個好點子，既防風，又能
減少蚊子進來。要封門縫，可以在門底

貼上能防塵隔音隔熱的防風條，或是用
毛巾也可以。
二、暖氣溫度不要開太高，多穿一
件衣服。
暖氣耗煤氣或電很多，其實，在家
裡可以多穿一件毛衣，穿棉襪，注意腳
、脖子的保暖，這樣溫度就不需要開那
麼高，建議將溫度器在夏天時設為 78F，
在冬天時設為 68F，溫度額外上升或下
降的每一度，都會增加 6%到 8%的能源使
用。暖氣不開太高，不僅可省電，也對
美容與身體健康好。暖氣吹多臉會覺得
乾燥，長期則容易會有皺紋產生；而暖
氣不開太高的另一個好處，是避免屋裡
屋外溫差太大，這樣要外出時，就不會
感覺明顯的不舒適。
另外，房子可以局部（如睡房）使
用暖爐，不必整個房子的溫度都一樣，
這也能省電。在使用暖爐之前，要記得
先把堆積的灰塵打掃乾淨，效果會更好
。用暖爐時，也要注意通風，不要離牆
太近，旁邊可以放一杯水，這樣空氣不
會太乾燥，感覺比較舒服。
三、烘衣機內用烘衣球

在烘衣服的時候，可以用烘衣球
(Dryer balls)，這有很多好處，首先是可
節省烘衣時間，烘衣球能讓熱空氣在裏
面對流的更好，節省時間，就能省電。
其次，烘衣球在裏面滾動，可以把衣服
分隔開來，比較不會糾結在一起，且可
讓衣服蓬鬆，減少皺痕。
四、烘衣機、冷暖氣機裡的過濾網
應常清潔，定期清潔或更換家中的所有
過濾網，把上面的灰塵等清除掉，發揮
機器的效能，也可以省電。
五、用冷水洗衣服亦能省電:不少人
以前用熱水洗衣服，現在改用冷水洗，
也是省電的方法之一。
六、使用烤箱時勿經常打開看，每
次查看時，烤箱溫度都會下降 25 華氏度
，因而使烤箱耗費更多能源來恢復溫度
。
七、使用計時器(Timer)控制戶外燈
，確保戶外燈只在黃昏到黎明時亮著，
不會忘記關燈。
八、不要讓電子設備整天開著。僅
在需要時打開計算機、顯示器、打印機
和傳真機等。
九、晚上用洗碗機/洗衣機/乾衣機
，盡量不在下午 4 點到 6 點的用電高峰期
使用，可減少電網的壓力，並減少發生
緊急情況的可能性。
十、將冰箱溫度設為製造商所建議
的溫度，避免過度冷卻和浪費能源。
十一、盡可能使用自然光，不用燈
時要關燈。電燈費約佔一般家庭水電費
的 12%。
十二、不要讓手機整夜一直插著電
源，充電只需幾個小時。
Reliant 電力公司
休斯頓有 30 多個電力公司，各家收
費規則與服務都不同，如果選對電力公
司，知道用電技巧，則省心又省銀子。
比較過數家電力公司，家庭主婦劉太太
最後選擇用 Reliant 電力公司，原因是
Reliant 服務好，口碑信譽俱佳，是德州
規模最大的一家，曾獲 BBB 的年度 Excellent 最優獎，無論是規模或服務，都
獲得專業肯定。
有專人負責華裔市場
劉太太表示，她經朋友介紹，轉用
Reliant 的電，Reliant 有華語的負責人幫
忙，就是林玉儀(Yuyi Lin)，協助接電等
相關事項，覺得她服務很親切，尤其是
解釋的很清楚。
林玉儀負責經營 Reliant 電力公司休
斯頓的華裔市場，她國語、粵語和英文

都相當流利，在 Reliant 銷售電力 10 年，
曾在 I10 Ranch 99 大華內的 Reliant 門市
部銷售電力 7 年，現在辦公室在 Sugar
Land KWSW。她能為家庭住戶和商業提
供搬家通電、轉換電力公司和續約等服
務，Reliant 還提供防盜系統。與她合作
過的民眾，都有很好的評價，說她在解
釋用電的部分非常清楚，人很靠譜，且
總是為客戶的利益著想。
商業用電的訣竅，告訴您如何省錢
在商業用電的部分，知道秘訣和不
知道，所交的電費會相差很多，有技巧
地用電，將會幫你省下很多錢。商業電
費主要由兩部分組成的，我們分別來了
解如下：
第一部分是 Energy Charge：
電的量度單位是千瓦時（KWH)，
Energy Charge 這部分是電力公司決定的
價格。通常天然氣、氣油、太陽能、風
能、天氣和供求關係等等來影響 Energy
Charge。
Nodal Pass Through: 有時候，如果
某城市高峰期不夠電用，會向別的地方
要電，如果長途運輸電，運輸過程中電
會損耗很多，所以有些公司有這項收費
，一般是用電量少的合約，Reliant 公司
的 Energy Charge 已經包含這部分在裡面
，用電量大的公司，可包可不包，看具
體合同而定。
第 二 部 分 是 用 電 的 速 度 Demand
(KW) ：
Demand 是你用電的速度。比如說
接滿同樣大小的一缸水，你可以打開水
龍頭慢慢地裝一個小時，也可以快快用
15 分鐘裝滿。家居用電一般怎麼用沒什
麼區別，用多少算多少。但是，商業用
電差別可大，越快裝滿越貴。
商業用電受 15 分鐘的用電與平常用
電的比例影響。如果你某個 15 分鐘用電
很多，Demand 大，電線桿公司沒為你預
估大的用電量，讓他們失去了預算，會
收貴很多。這部分費用由電線桿公司收
，並非電力公司決定。休斯頓的電線桿
公司是 Center Point。
有技巧地用電，將會幫你省很多錢
比如一家 Home Depot，晚上要給機
器充電，起初全部機器一齊充電，結果
發現電費很貴。後來分開時段來充電，
電費就便宜多了。所以盡量不要集中在
15 分鐘一齊用電，這樣子能省很多。上
述情形有點類似網速越快，收費越貴。
通電 ID
家庭住戶也可憑駕照、社安號、外

烘衣球能讓增加對流，節省烘衣
烘衣球能讓增加對流，
時間，
時間
，也就能省電
國護照通電。剛來美國憑護照辦電，多
數要查證件，一般提前 5 天辦比較好，
因為查證件需要 1-2 个工作曰。大部分
人，若不需查證件，找林玉儀辦，只要
5pm 之前辦理，可當天通電，網上有些
公司要幾天才能通。休斯頓的大多數電
錶是智能遠程電錶，但不能遙控的電錶
，一般通電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如轉換到 Reliant，不須要打電話取
消原來公司，Reliant 會替客戶把原來公
司取代。若是住戶通知原來公司斷電，
反而造成公司交接之中停了電。
此外，林玉儀也為房地產經紀人提
供特別服務，通電很容易，讓管理房屋
更有效率。
詳情請洽 Reliant 電力公司林玉儀
(Yuyi Lin)， 電 話: 713-898-8043。
Email: Yuyi.Lin@nrg.com。 微 信/Line
ID: yuyilin2005

林玉儀負責 Reliant 電力公司華裔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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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銀行再傳捷訊 獲《Bank Director》
Director》評為 「最佳董事會
最佳董事會」」
華美銀行再傳捷訊
獲《Bank Director》評為 「最佳董
事會」
【帕薩迪納訊】美國權威金融雜誌
《Bank Director》 於 近 日 公 佈 2022 年

RankingBanking 研究結果。華美銀行集
團（East West Bancorp）憑藉董事的多
元化和他們代表的專業領域，以及有效
的管理實踐，在 「最佳董事會」 （Best
Boards）評比中榮獲第一名。此外，在
《Bank Director》早前發佈的 「2021 年

銀行績效計分卡排行榜」 （2021 Bank
Performance Scorecard）中，華美銀行
還憑藉 2020 年的穩健營運表現，從全
美三百間規模最大的上市銀行中脫穎而
出，在總資產 5 百億美元以上的銀行評
選中榮登榜首。《Bank Director》雜誌

是銀行產業的主要資訊平台之一，99%
的美國銀行中，有超過 2 萬名資深主管
和總監訂閱該雜誌。
任美國財政部技術協助辦公室基礎
設施顧問的華美銀行董事 Molly Campbell 表示： 「多元化的董事會成員帶來
了廣泛的視角。雖然有時我們會有分歧
，但我們都十分願意各抒己見，共同幫
助銀行實現更好的發展。」
華美銀行董事長、總裁兼最高執行
長吳建民（Dominic Ng）表示： 「我很
高興看到銀行董事會的多元化組合以及
領導和管理能力受到肯定。獲評 『最佳
董事會』 證明多元化有助於我們實現強
勁的財務表現和實踐 『以客為本』 的企
業文化。」
2022 年 RankingBanking 的統計資料
來源為標普（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公開資訊及美國證券交易委
員 會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相關資料等。2022 年 「最

佳董事會」 的完整榜單請參閱 https://
www.bankdirector.com/rankingbanking/
best-boards/。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股
票代號 EWBC 在納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交易。
華美銀行為總部位於南加州最大的商業
銀行，現有總資產 6 百 10 億美元，在美
國和中國共有超過 120 處服務網絡，美
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伊
利諾伊州、麻薩諸塞州、紐約、內華達
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在中國，華美
銀行在香港、上海、汕頭和深圳都設有
全方位服務的分行，在北京、重慶、廣
州及廈門亦設有辦事處。有關華美銀行
的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eastwestbank.com 查閱

野花牌綠蜂膠 Apiario Silvestre
幫助高血糖患者走出誤區
在高血糖的傳統治療中，
多採用刺激胰島素分泌或強加
外源性胰島素的方法，但其結
果卻是：藥越吃越多，飯越吃
越少，併發症越來越嚴重，體
質越來越差。很多患者，即使
血糖控制良好，併發症仍會出
現，如小到便秘、身體無力，
大到失明、尿毒癥。
專家研究表明，蜂膠有明
顯降糖效果，其降糖總有效率
高 達 94.7% 。 一 般 來 說 ， 其 中
39%的患者(Ⅱ型)，在服用蜂膠
1 星期左右，血糖指標有效改善
；另外 55%的患者(Ⅰ和Ⅱ型)在
服用蜂膠 1—3 個月後，血糖顯
著下降。

1、綠蜂膠是超強抗氧化劑
：蜂膠是強抗氧化劑，有效清
除過多自由基，從而降低過高
的血糖和抑制併發癥。

系統，增強人體抗病力與自愈
力。研究證實蜂膠中的咖啡酸
和 CAPE 是蜂膠發揮免疫調節作
用的活性物質。

2、綠蜂膠改善微循環, 消
炎殺菌防感染：蜂膠可以降低
血脂、血糖過度氧化對血管造
成的損傷，有軟化血管、保護
血管的作用。高血糖病人口服
加外用蜂膠，不僅能夠調理病
菌感染，還能疏通血管、活化
細胞、促進組織再生，使感染
的組織得到調節和修復。

4、綠蜂膠對體內酶系的作
用：蜂膠中的水溶性纖維可降
低餐後血糖水準，提高機體對
胰島素的敏感性；黃酮類物質
起著擬胰島素的作用，使血糖
降低，梓醇、蝶芪 等物質具有
明顯的抗高血糖作用。

3、綠蜂膠增強免疫功能：
免疫功能增強是提高機體抗病
能力、預防高血糖及其併發症
的重要基礎。蜂膠能強化免疫

野花牌綠蜂膠，蜂膠中的
王者，巴西第一名牌，世界公
認最佳品質！
專業醫學顧問免費咨詢熱
線：1-866-690-4888
野 花 牌 綠 蜂 膠 (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Email： service@bpropolis.
com
訂購網站：www.bpropolis.
com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5、綠蜂膠含有豐富微量元
素：綠蜂膠含有全面的人體必
需元素，有助啟動胰島素、改
善奶糖兩、修復神經核防治感
染，對高血糖及其併發症防治
中起到重要作用。

故事天地

卖名声

王家镇上有个穷书生，四十来岁，名叫王诚
。他读了三十多年书，也算满腹经纶，可就是过
不了考试这一关，到现在连个秀才都没考中，只
能靠帮人写字为生，跟老母亲相依为命。
王诚虽然穷，但为人正派，从不说谎，因此名声
很好，只是有些清高，朋友很少。他唯一的朋友
就是刘秀才，二十来岁，两人也算是忘年交了。
刘秀才父母双亡，眼下教着几个学童，也只够混
口饭吃。有时有些闲钱，他就拉上王诚，到镇上
的小酒馆小酌一杯，逢年过节也会拿点腊肉咸鱼
到王诚家，让王诚的老娘也尝口荤腥。
眼看又到秋天了，县里招考秀才，王诚当然
要再拼一下。他把老娘托付给刘秀才照顾，自己
跑到县城去考试。秀才放榜快，他前脚到家，后
脚结果就出来了，不出意料，没考上。
接下来就是刘秀才进省城考试了。王诚想给
刘秀才饯行，刘秀才却笑着说：“你的家底我还
不知道？别花那冤枉钱了，送我把扇子，好歹路
上能用。”刘秀才越是这样说，王诚越觉得不行
，好友要远行，礼数岂能缺？可他摸遍口袋，只
有几个小钱，真的只够买把扇子的，根本不够买
酒菜。买完扇子，他只好来到两人常去的小酒馆
，跟老板娘商量能否赊一次账。
老板娘是个寡妇，男人去世后独自经营这个
小酒馆。王诚和刘秀才算是常客，虽然穷，但从
不欠账。这次听说王诚要给刘秀才送行，她毫不

迟疑地同意了赊账，还额外送了他们一盘下酒菜
。
喝完酒，王诚头昏脑涨地回到家，一进屋就
吓了一跳，原来老娘病倒了，哎呦着喊头疼。他
请了土郎中来，却查不出什么毛病;想请名医，可
他哪有钱啊？他正着急呢，有人急促地敲门，开
门一看，却是一脸惊慌的刘秀才。
王诚很纳闷：“你咋还没睡呢？明天不是还
要赶路吗？”刘秀才苦着脸说：“王兄，你得救
救我啊！”王诚吓了一跳：“怎么了？”
刘秀才满脸羞惭，吞吞吐吐地说了。原来王
诚走后，刘秀才大概是喝多了酒，看着老板娘收
拾桌子的苗条身段，竟然动了心。等伙计们走后
，他借着酒劲，竟鬼使神差地来到老板娘屋外，
却不知该怎么开口。正在这时，老板娘屋里传来
了水声，刘秀才从门缝往里看去，竟然看到老板
娘在沐浴。他吓了一跳，正犹豫要不要继续看时
，老板娘听见了动静，披上衣服喊了起来。刘秀
才一下子吓清醒了，连滚带爬地跑了。
王诚恼怒地看着刘秀才，这个好朋友他是很
了解的，平时虽然诙谐活泼，但本性很好，否则
两人也不会成为好友了。这次确实是喝多了些，
好在他也没胆子干什么。王诚没好气地说：“你
真是有辱斯文！好在她也没看见你，这事就算我
昧心一次，装不知道就是了。若被人知道了，你
的前程就完了！”

刘秀才脸色苍白：“王兄，你送我的那把扇
子，我逃跑时掉在地上了……”王诚大惊：“什
么？那上面可是有我的落款啊！” 刘秀才颤抖着
说：“所以，老板娘肯定知道是咱俩中的一个，
没准以为是你呢。所以，你看你能不能……”
王诚明白了刘秀才的意思，他断然拒绝：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
刘秀才也急了，一把扯过自己的包袱，从里
面拿出几锭银子：“这是五十两银子，是我多年
的积蓄。我知道你急着用钱，你就帮我这一次，
不枉咱们朋友一场！”
王诚连连摇头：“你这是要让我卖名声啊？
我现在只剩下名声了，岂能出卖？”
刘秀才苦苦哀求：“我知道你看重名声，可
你丢了名声，不过就是丢了而已;我若丢了名声，
却是前途尽毁啊！王兄，求你救救我吧！”说着
，他又打开包袱：“我一共有一百两银子的积蓄
，本想留一半做路费。只要你愿意救我，我都送
给你，我讨饭进省城考试！”
卖名娶妻
王诚心软了，虽然自己对名声极为看重，但
刘秀才说的是实话：自己没有任何功名在身，也
没有什么前途，对自己而言，区别无非就是名声
好的穷书生和名声不好的穷书生罢了，但对刘秀
才来说，却是天壤之别。刘秀才毕竟还年轻，还
有大好前途。想到两人这几年来的友情，王诚终
于長叹一声：“罢了。我也不要你的钱，你走吧
，有什么事，我担了就是。”
刘秀才喜出望外，非要留下银子，王诚本来
坚决不要，他不是为了银子才帮刘秀才的，何况
以刘秀才的状况，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攒下这一百
两银子的。但刘秀才指着他躺在床上捂着脑袋的
老娘说，至少要留下一半银子给老娘治病吧。王
诚这才勉强收下了。
刘秀才连夜跑了，王诚则连夜请来名医，名
医看了一眼，说没什么病，估计是偶感风寒，喝
点热水出出汗就好了，只收了半两银子的出诊费
。王诚想追上刘秀才，把剩下的银子还给他，想
不到刘秀才跑得太快，早就没影了。
卖名声 (民间传说)
第二天早上，官差就找到王诚，说老板娘报
官了，县令根据扇子找到了他，问他是否知情。
王诚红着脸说：“我昨天喝多了，不知怎的就走
到了老板娘的门前，有辱斯文，认打认罚。”
王诚平时从不说谎，他的话自然没人怀疑。
县令觉得这不算啥大事，象征性地打了两板子，
判他有辱斯文，五年内不准应考。老板娘却不干
了：“他偷看我洗澡了，我虽是寡妇，却也是清
清白白的，以后让我如何做人？”
县令无奈地问：“那你想怎样？”老板娘说
：“要么他娶我，要么我上吊！”王诚吓了一跳
，说：“这全是我的过错，任打任罚，可我比你
大了十岁，迎娶实在不能从命。”老板娘听了，
哭天喊地，县令也火了：“王诚，你偷看人家洗
澡，又不肯娶人家，这不是要逼死人吗？你平日
名声甚好，何以敢做不敢当呢？”
王诚被说得哑口无言，想想也确实没有别的
办法，只好答应了。回到家跟老娘一说，老娘倒
是十分欣喜。一番张罗，好在刘秀才留下的五十
两银子还在，倒也风风光光地办了喜事。老板娘

过门后，跟王诚商量，反正王诚五年之内也不能
应考了，倒不如死了读书中举的心，帮她一起打
理小酒馆。
若是以前，王诚觉得自己是读书人，肯定拉
不下脸经营酒馆，可如今他已斯文扫地，又不准
再考，也就没什么可顾忌的，便帮忙打理起来。
没想到，王诚把小酒馆经营得有声有色，还多雇
了两个伙计。老板娘得了闲，非但把婆婆伺候得
很好，一年后，自己还生了个大胖小子，一家人
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峰回路转
直到三年后，刘秀才才回到镇上。原来当年
他到省城后，考中了举人。他的老师惜才，认为
他一定能考中进士，就让他留在自己家中，学习
待考，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两年后大比
之年，刘秀才进京赶考，真的中了进士。
这次，刘秀才被朝廷任命为邻县的县令，上
任途中特意来看看王诚的。王诚见刘秀才功成名
就，家有贤妻，不禁感慨道：“你有如此结局，
不枉我当年卖了一回名声啊。回头想想，那么做
既救了你，也救了我自己，如果没有那件事，我
也不可能彻底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多半会贫穷到
老，连老娘也无力赡养，哪有如今这般丰足顺心
？”
刘秀才笑而不语。这时，老板娘从后屋走出
来，向刘秀才行礼后，笑着对王诚说：“当家的
，这事刘秀才不好意思说，我可得说了，当年刘
秀才根本没做酒后失德的事。”
王诚惊讶地看着他们俩：“什么意思？”
老板娘捂嘴而笑：“我年轻守寡，又无子女
，很多男人都打我的主意。而你俩是我酒馆常客
，却从未有过半分此等言行，我从心里敬重你们
。刘秀才年轻，我把他当弟弟看，就想嫁给你。
可多次暗中试探后，我觉得你心高气傲，肯定看
不上我这抛头露面做生意的寡妇。再说，就算你
肯娶我，以你当时的作为，我嫁过来还是要自己
养活一家子，必然受苦。所以我就请刘秀才帮我
演了一出戏，逼你非娶我不可，也断了你读书人
的酸气。你以为刘秀才能攒出一百两银子？他全
身上下也就五两银子的盤缠，是我出的钱，说好
了一半给你，手里有钱才好娶我过门;另一半给刘
秀才，让他路上也能宽裕点。”
王诚又好气又好笑：“万一我当时不答应呢
，你们如何收场？”刘秀才笑着说：“你若坚持
不肯，老板娘第二天自然就不会报官了，无非白
忙一场。可当时你老娘抱病在床，你急需用钱，
加上你我的情分，我估计此计十有八九能成。”
王诚无奈地说：“也是你们赶得巧，赶上我
老娘生病，否则我没准真不答应呢。”
刘秀才哈哈大笑：“哪有那么巧的事啊？你
进县城考秀才，我在家照顾你老娘的时候，把这
事跟她说了。老娘觉得是好事，才配合我演这场
戏的。老娘也担心你一味沉迷读书科举，最后反
而毁了一生啊。王兄，你不会怪我吧？”
王诚听完，感慨万千：“我一直以为是我卖
名声救了你，想不到是你舍出名声帮了我！还有
我娘子，女子名声何其重，竟肯为我自污。我王
诚得此贤妻良友慈母，还能怪谁？娘子，张罗一
桌酒菜，当年我为刘兄饯行，今日我为刘兄接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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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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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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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牙周病治療
白牙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199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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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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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杏林夜談21
談天說地之四 ： 處變從容 （下）
作者：成彥邦
（本報訊）（續上篇）…… 林醫師當過牧師，… 表示他有
溝通能力。他在休士頓行醫十多年，對德州風土人情熟悉，他行
醫期間接觸一些地方紳士，及首府一帶的議員及政要和說客，而
且他樂善好施，有小題大作即所謂雨小雷大的才能。我話還沒說
完，康、李 兩醫師鼓掌同意。如此這般林道紹便成為德州針灸
學會的首任會長了。
（5）赴奧斯汀為議員義診
那時 1980 年代初期，一般病患對中醫針灸完全沒有概念，
我早期寫＂杏林夜談＂專欄，介紹中醫的時候幸好早了好幾年，
是用中文寫的，對洋人、洋議員和洋病患起不了教化作用，怎麼
辦呢？其實對一般洋人解釋中醫的傳統理論，可以說對牛彈琴，
唯一可以讓他們信服的是你能治好主流醫學無法治好的病，這種
直接了當讓他們親眼目睹、或親身體驗出立竿見影的效果來，最
具說服力。因此之故，我自己安排到首府奧斯汀，去參眾兩院的
議員們的辦公室出席義診，也替投議員們票的民眾免費醫療，同
時也讓他們見證中醫針灸的療效，推動出一股為中醫針灸立法的
氣勢以及民意來。休士頓與奧斯汀之間來回趕路要6小時車程，
我選擇星期六一大早去傍晚回來，議會開會期間夙興夜寐，來回
奔波總有五、六次之多。這種日子年復一年，耗了十多年，直到
立法成功為止。這期間我曾被任命為德州醫務局針灸部的諮詢委
員。
丁大夫聽得很入神，有感而發的說： 「我來德州行醫的時候
，立法已經成功，外來的醫生經過資歷檢定合格，參加執照考試
及格便可行醫了，每年再來個十九學分的續照再教育的課程，我
一帆風順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享受你們當年奮鬥廿年的成果和
結晶，我心存感激，很想知道當年這些先進、先輩們的一點生平
。」
（6）伏櫪老驥們如今安在？

我哈哈大笑說： 「你問對了人，我
在德州待了53年了，中醫針灸的來龍去
脈瞭若指掌，當年奮鬥出錢出力的人，
當然不止我和你談過的這四個人，那些
仍然活著的人，我無法置喙，所謂蓋棺
論定，要等人走了再說。我能說的人都
是我的知音，換句話說我的知音都走了
，我把你當半個知音就是這個意思，何
況你照我的處方調理身體，你放心一定
會健康長壽的，如今我只剩下你這半個
知音了，我拼命也會要維護你活下去。
閒話少說，我把這四、五個人簡略的提一提，第一位詹瓦特
（John P. Walter)，他在聖湯馬士大學兼任經濟學教授，他任職
硯殼石油公司的經濟分析師，他來到巴沙町那的診所求診，因診
所口碑很不錯，德州和路州病人絡驛不絕，不久李贊宏也參加這
個陣容，我和李贊宏醫師把他的主訴低血糖症候治好了，我也把
他妻子戴安納的一些婦科病和肌纖維痛症候群，也治得很滿意，
免去他夫婦往返拉斯維加斯賭城，找陸易公醫師求治的辛勞，所
以才會有他為中醫針灸抱不平，找公益團體（ACLU ）控訴德州
醫務局有違憲之舉，一狀告到聯邦法院，贏了這場官司，才會有
後來德州中醫針灸合法化的成功。這一段歷史我曾寫在杏林夜談
的前一集中。
詹瓦特後來跟隨李贊宏醫師習太極拳和練氣功，成為知心好
友，許多年後聽說他和情投意合的戴安納離婚了，又不久和金白
莉結婚了。美國佬婚姻結合，一拍即合，一吹即散似乎稀鬆平常
。
聯邦官司訴訟時，李醫師去了路州行醫，那邊情況不好的時
候他又回德州，他很幸運，風聲緊時，他總有個避難的安全港，

路州、德州兩頭跑，算是沒有受到醫務局調查騷擾的人。至於聯
邦官司打贏以後，有關詹瓦特的消息我都是從李醫師和李太太那
兒聽來的。李醫師 49 歲不到就去世了，他一直有些小病痛，住
院檢查和治療許多次都找不出病因，甚至把脾臟割除也無濟於病
，最後的醫療診斷是胃腸潰瘍，很可惜他等不到立法成功就走了
，對這位壯志未酬的知音老友，常使我更懷念不已。幾年以後詹
瓦特也走了，如何去世的，我曾向李太太詢問詳情，不巧，李太
太寡居不久，與同伴搬離休士頓，去了她喜愛有海景的佛州，仍
然教授她永遠不放棄的芭蕾舞蹈，因為她忙於自己的興趣，和詹
瓦特極少連繫，詹的後事如何她全然不知。詹瓦特當年是花了不
少心力，是中醫針灸立法成功的主要人物，一個病患因緣際會，
反而作出比那些幹此行的醫師們更偉大的貢獻。我用一句簡單的
話說： 「中醫針灸這個孤兒在德州出生了，他是接生婆，他轉手
交給我，我把多災多難的孤兒養活了。」
丁大夫毫不放鬆追根就柢的說： 「要是詹瓦特沒碰上你成醫
師，沒受惠於中醫針灸的療效，這一番突破性的成就，將不知要
等到何年何月了。」（全文完）

休城社區

勇攀金色台階 穿越黑暗隧道
登上鑽石頭頂峰 遙望檀香山美景

【美南新聞泉深】到了夏威夷歐胡島，不得不去攀登鑽石頭
山 （Diamond Head） ， 又 名 “ 鑽 石 頭 火 山 ” （Diamond Head
Crater)。它位於夏威夷檀香山市，是一座在海邊形成的獨立環形
死火山，屬夏威夷山脈支脈，整個山頂凹陷下去，形成一個巨大
的盆地，類似月球表面環形山。它位於威基基（Waikīkī）海灘
之上，山海相映。傳說鑽石頭山是夏威夷女火神佩蕾 （Pele）的
家。
鑽石頭山名稱的由來並非是因在其處以發現了鑽石礦藏，說
來可謂是個美麗的誤會：1825 年第一個發現夏威夷群島的英國
人庫克船長，在晚上看到整個山頭冒出藍光，像藍寶石一樣閃閃
發光，誤認為這裡的方結晶石是鑽石，便以此命名了這座山。據
估計鑽石頭山大約有 400,000 到 500,000 年的歷史。

因為臨近旅遊度假勝地威基基，鑽石頭山每年吸引大量遊客
。登頂鑽石頭山的步道是一條 0.8 英里（1.2 公里）長的彎彎曲曲
的小石道，小石道並不陡峭，行動比較方便，老少咸宜。但快到
頂峰時需要攀登 2 組共 175 級金色台階，象徵財源廣進，又要打
開手機的手電照明燈穿越黑暗的隧道，出口處見到光明，看到破
舊的美軍用掩體，它是美軍在夏威夷地區最早的軍事基地，至今
鑽石頭山仍保留有軍事設施的遺址，如暗堡和隧道等。
攀登上鑽石頭山的頂峰，您會享受到在歐胡島上最佳的觀景
旅遊經驗。我們不夠幸運，登上山頂時是否陰天，天上佈滿簿簿
的烏雲，沒有陽光，可以看到遠景，但空間不夠透明，清晰度欠
佳。若在晴空萬里的日子裡，你可以看到摩洛凱（Molokai）、
拉奈（Lanai）、毛伊（Maui）等島嶼及整個歐胡島南邊背風的

海岸線，從山頂上可以欣賞到威基基海灘和大部分檀香山市的風
景。此處的日落美景同樣享有盛譽。
如果你沿著鑽石頭山大道（Diamond Head Road）漫步或開
車，就會看到那裡總有許多在波濤洶湧的海水中衝浪和玩風浪板
的運動者。
鑽石頭山已經成為夏威夷群島的著名地標之一，夏威夷銷售
的很多紀念品均印有鑽石頭山的圖案。
鑽石頭山也是好萊塢影片的熱點。 1963 年，美國曾拍攝一
部以鑽石頭山為故事背景的同名電影《鑽石頭山》（Diamond
Head），由查爾頓·赫斯頓主演。 2004 年開播的美國電視劇集
《迷失》也在此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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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1，又一個被體育標
記的年份。從盛夏到寒冬，追夢
的中國體育健兒，總在傳遞着感動。他
們在這一年間帶來的力量，不會因歲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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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而消散，而會在沉澱後更顯濃烈與澎湃。
辭舊迎新之際，我們希望以為國爭光的體育
健兒為載體，留存這份感動。這幾位我們
心中的年度運動員，是否也契合你心中
所想？（排名不分先後）

他們共同成就
蘇炳添：9 秒 83 實現夢想

●中新網

蘇炳添，9 秒 83，黃種人登上奧運百米決賽舞
台。用“創造歷史”形容那一夜，都顯得過於單
薄，勾勒不出那聲嘶吼背後的壯闊。
3 年前，當蘇炳添在亞運會中折桂，他說自己
還能跑得更快，黃種人可以打開 9 秒 90 大關。
如今32歲的他，十破十秒、十全十美。
百米賽道似乎很短，短到用 9 秒 83 就
可以丈量；百米賽道又彷彿很長，長到
跨越百年才等來這一天。
蘇炳添說，這是最美好的回
憶，他實現了夢想。

張雨霏：不畏失敗破繭成蝶
不畏失敗，破繭成蝶。五年前那個把頭髮高高紮起，卻又自
嘲“鬧海”未果的小“哪吒”，終於成為東京奧運泳池的主
角。與胸前的兩金兩銀交相輝映，張雨霏把她招牌式的笑
容，永遠印在了這段迷人的東京故事裏。

馬龍：做足所有 從不讓人失望
許昕、樊振東、劉詩雯、陳夢、孫穎莎、王曼
昱……當這些名字匯聚在一起，國乒又一次證明，這是
一個扛得住所有壓力、經得起所有挫折，也擔得起所有
讚譽的集體。
衝在這支隊伍最前方的，是最年長的馬龍。衛冕奧
運男單金牌的他，在 33 歲這一年達成“雙圈大滿貫”的
無雙成就。
一路走來，絕非坦途。但馬龍做到了外界要求他做
的，從沒讓人失望過。正如網名“captain 龍”，只有
“中國隊長”這樣的稱謂，才配得上這樣的馬龍，配得
上這樣的國乒。

當幾乎所有美好的詞匯都
適用於一人身上，“天才”也會
變成有些平庸的形容詞。谷愛凌
就是這樣一個“別人家的孩
子”。她是即將入讀世界名校的
高材生，更承載着國人對於冬奧
榮譽的嚮往。
短短兩年，谷愛凌已在各
項世界比賽中將十餘枚金牌攬入
懷中。中國冰雪運動的紀錄被她

定，反而可能令周圍人忘
卻，全紅嬋，其實還只是 14
歲的小姑娘。但她用金牌證
明，儘管年齡尚小，但自己
已挑得起這份重擔，和與之
對應的榮譽。
大器不必晚成。全紅嬋從
十米高台縱身一躍，看似平靜
的水面下，是她洶湧澎湃的光
明未來。

刷新了一個又一個，中國冰雪運
動的歷史由她書寫了一章又一
章。
加速、翻轉、青春飛揚，
谷愛凌展現着冰雪運動的魅力；
勤奮、自信、勇往直前，谷愛凌
展現着當代青年的形象。
青年時光轉瞬即逝。她告
訴自己，要勇敢嘗試，不留遺
憾。

鞏立姣：逐夢的路沒有捷徑

奧運首秀，兩金加身。從她槍口射出的子
彈，征服了億萬國人的心。
與賽場上的冷峻和堅毅不同，髮卡、美
甲、洋娃娃，賽場外的楊倩因周身一切看似平
凡的小物件而反覆被提起。21 歲的楊倩，集
萬千寵愛於一身。她是奧運冠軍，是清華
學子，也是自稱“楊大妞”的鄰家女
孩。無論賽場內外，無論哪種狀態，
她都是焦點。

旁人眼中，鞏立姣為鉛球而生。可她自己
懂得，追逐夢想的道路沒有捷徑。為了在奧運
賽場上升國旗、奏國歌的那一刻，她足足等待
了21年。
這一天來臨之前，陪伴鞏立姣的是傷病、
孤獨、枯燥，是日復一日的 200 餘次投球練
習。在和自己較勁的日子裏，那個信念支撐着
她不言放棄。“天道酬勤，也更青睞為夢想堅
持奮鬥的人。”鞏立姣說。

● 香港特區行
香港特區行政
政
長官林鄭月娥 27
日出席“
日出席
“ 香港精
英運動員賽馬
日”。 馬會圖片
後未能勝出。她笑言因為早前曾與對方合作
拍片而有一面之緣，特別支持一下。她又
指，騎單車和跑馬有不少共通之處：“大家
都睇走外檔、內檔走位，不過跑馬發力好厲
害，人騎單車無論點快都始終跟條curve。”

基藍馬吐口水被逐 或停賽 9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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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運動員賽馬日 李慧詩小注撐朋友

揚香港運動員有出色表現，以香港彈丸之地
能有此佳績，相信社會各界以至全港市民都
感到十分光榮和自豪。難得走入馬場，東京
奧運會單車爭先賽銅牌得主李慧詩，亦特別
下注$20 買何澤堯策騎的“獵狐章者”，惜最

征服世界需要多
久？只在入水一剎那間。
伴隨着消失的水花，全紅
嬋成為寵兒中的寵兒。
五輪動作，三個滿分。初
出茅廬的全紅嬋用無懈可擊的
表演征服了所有人，包括她一
眾同為奧運冠軍的師姐，贏得
東京奧運10米台金牌。
站上高台後的沉着與堅

谷愛凌：勇敢嘗試不留遺憾

楊倩：征服了億萬國人的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
精 英 運 動 員 賽 馬 日 ” 27 日 於 沙 田 馬 場 舉
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精英運動
員都有出席這項表揚香港運動員的傑出表
現，以及慶賀香港體育學院成立 30 周年的
活動。
林鄭月娥在致辭時指出：“今年是激勵人
心的一年，香港運動員在東京奧運取得 1 金 2
銀 3 銅歷史性佳績，精英運動員輩出，亦涵蓋
更多體育項目，證明香港體育發展進入新時
代。”她又提到在東京殘奧會、第十四屆全運
會、全國殘疾人運動會，及單項亞洲賽或世界
錦標賽，香港運動員都能取得佳績。特別是剛
在世界短池游泳錦標賽打破自由泳200米世界
紀錄的何詩蓓，更令香港游泳發展再上新台
階。又稱香港賽馬會是香港體育發展的後盾。
馬會主席陳南祿及體院主席林大輝也讚

全紅嬋：大器不必晚成

中超聯賽 26 日迎來焦點戰，山東泰山以 2：0 戰勝
河北，豪取 10 連勝的同時也提前三輪奪得是項中國
足球頂級聯賽冠軍，時隔11年再捧火神盃。圖為
泰山隊職、球員賽後慶祝。
新華社

蘇炳添速度研究與訓練中心落戶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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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校前 100 的海归硕士
进大厂几率有多高？这 5 类专业很吃香

疫情时代下，回国就业成为了更多留学生
们心照不宣的选择。2020 年的海归人员较上一
年 猛 增 33.9% ， 应 届 留 学 生 ， 准 备 回 国 就 业 的
人 数 ， 比 2019 年 猛 增 67.3% ， 增 幅 是 海 归 总 体
的 2 倍。
近年来互联网大厂工作成了热门的风向标，
虽然无数毕业生前仆后继甚至还没毕业就盯上了
大厂的 offer，但现实却有点骨感。
在豆瓣曾经看到过一个“海归废物回收互助
协会”的小组，小组内的一万多名海归都在吐槽
求职艰难，帖子里总会提到“迷茫”、“崩溃”
等词语。
所以留学生在国内就业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
桥一般，越来越难吗?
期待月薪 10 万，归国只有 4500?
其实留学生归国找工作倒也不难，难的是找
到自己喜欢的工作。相信大家前段时间都听说过
好几起出国花费 130 万回国月薪却只有 4500 的事
件。
一位自称留美 5 年回国的留学生花费 140 万元
人民币，去面试时公司给出的薪资让他难以接受
，只有 4500。后来这个男生被大家评价可能是个

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的留学生。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初入职场的我们》里有
个张口就跟董明珠要 10 万月薪的男生梁坚洛，背
景优秀，经验丰富。也有更多知名大厂，给应届
生提供了年薪 20-30 万的岗位，也比比皆是。
薪资，也只是为那些眼高手低的人设置的一
个牢笼罢了，真正优秀的人已经知道自己的能力
了，并朝着自己的目标为之努力了。
海归躺进体制内
还有一部分留学生，归国后已经被求职卷到
准备选择进入备考大军，去当公务员了。2020 年
有将近一半的留学生回国后进入体制内工作，21%
进入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
事实上，考公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海归
们选择考公只是从一条赛道上跑到了另一条竞争
激烈赛道上。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
位，倾向于招聘留学背景的人才，对于留学生们
来说也是一条可以勇于尝试的道路。
留学生优势仍在
虽说留学生们自称“海废”，但《2021 年高
校毕业生就业报告》也指出，企业招聘的平均月
薪已经突破了 10000，远超国内应届生水平。

从最近国内企业对留
学生的招聘友好政策，
也能看出留学生正越来
越受大厂欢迎。
比如，今年华为的校
招，专门开设了留学生
招聘专属通道，从研发
、销售到法务、人力，
各类岗位一应俱全。
海归就业，这 5 类专业很
吃香
根据全球化智库(CCG)
《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
告》的数据显示，海归
回国好就业的专业前五
分别是：金融业、计算
机科学专业、人工智能
专业、传媒专业、工程
专业。
金融业
金融专业的学生，几
乎每个公司都会找到对
口的职业，所以金融专
业的人才在国内的需求
和就业率是很高的，当
之无愧的热门专业。
传统商业银行：
主要从事柜台，金融
经理，银行管培生等职位;
投行券商：
主 要 从 事 投 行 IBD、 Sales&Trading、 Research
等工作。可能会有频繁的出差，高薪，社会地位
较高;
基金、信托、私募及风投机构：
主要从事分析师的职位，行业壁垒高，分析
师发展几年价值很高;
咨询：
主要从事审计、税务、财务顾问及公司发展
战略顾问;
保险公司：
主要从事精算及风控业务，属于公司的高薪
职位;
500 强大型集团公司：
主要负责集团企业财务部分的会计核算、资
本管理、成本控制、内部控制等工作。
计算机科学专业
目前，整个高科技行业依旧都是对 CS 有极大
的需求，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现在的状况都是
这样。
计算机专业包含范围太广泛，包括软件工

程、软件开发、计算机和 IT 类管理和销售、网
络通讯、网络工程、网络安全、信息系统、电
子商务。
人工智能专业
人工智能毫无疑问是最火爆的职业话题，并
且不断被爆出它的高薪!
谷歌中国的人工智能岗位年薪最高达 56 万元
人民币，其次是微软的算法工程师岗位，年薪 51
万，第三是谷歌的算法工程师岗位，年薪 50 万。
博士生的薪资更被爆年薪高达到 80 万!
传媒专业
随着社会发展，大部分人开始追求更多的娱
乐文化需求。传媒又分为影视传媒、互联网传媒
、广告传媒三大类，各自的侧重点也都不一样。
影视传媒：
倾向于从事编导、影视策划;
广告传媒：
更多的是做广告写作、广告策划、创意战略
、广告战术、传媒管理、广告心理、广告摄影、
广告设计等一系列工作;
互联网传媒：
更多在互联网科技公司工作，比如新浪、搜
狐、今日头条、各个新媒体网站等等。
工程学专业
工程类的专业需求量非常大，而且所涉及的
行业融合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比较好就业的
工程类专业包括：
电机、电子工程：
市场需求量巨大，是工程类专业中需求量排
名第 2 位的专业;
建筑、环境设计：
主要职业为建筑师、企业管理人员;
化工：
市场需求很大，化工在全美工程类专业中需
求量排第 3 位;
计算机系统工程：
市场需求量较大。80%的学生毕业后在公司工
作，一半左右的毕业生成为计算机工程师、IT 业
的程序师、网络管理员;
工业工程：
市场需求量很大。70%以上的学生毕业后进入
工业界，成为企业管理人员、部门主管、工业工
程师或机械工程师等;
机械工程：
就业市场巨大，约 80%的学生毕业后进入工
业界工作。
其实，在海归标签下，自己能在职业道路上
走多远，靠的仍然是自己学习的能力。而在国外
求学这些年所经历的种种，相信在未来，能为你
的求职多一份坚持和自信。

回国就业留学生数量翻倍，毕业生都去了这些行业……
“别问了，工作还在找。”时值年末，不
少回国就业的留学生面对关心自己的亲友，无
奈地说出这句话。互联网人职业成长平台拉勾
刚刚发布的《2020 年互联网人才招聘白皮书》
中显示，今年留学生回国求职者总人数是 2019
年的 2.1 倍，相较于 2019 年，今年在拉勾平台上
的毕业生求职指数增长 12.4%，求职意愿更加迫
切。
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上海姑娘小君在微信朋
友圈上发表感慨：“国外读书辛苦两年，想回
来一展拳脚，结果脚还没伸出去，就被现实来
了个扫荡腿。”她今年 7 月本科就读于英国朴次
茅斯大学，年初就收到了伦敦大学的研究生录
取通知。想不到疫情之下，校方把课程改成网
课形式，这让她想感受名校学术氛围、希望多
与教授直接交流的愿望成为泡影。因为本科期
间上网课很不顺利，小君决定放弃研究生学业
，直接回国工作。这几个月来，她仓促求职准
备，直到 9 月秋招启动才开始投简历，目前还没
有找到喜欢的工作。
一些用人单位似乎并没有特别倾向于“英
语好、视野宽”的留学生。不少企业人力资源
部门负责人表示，他们很难像了解国内高校那
样对留学生的学历有清晰认知，除了国际知名
院校外，在同样层级院校毕业生中宁可选择国

内学生。还有的人事负责人直言，从面
试情况来看，刚刚归国的一些留学生不
太了解国内就业环境，从人情世故到求
职流程，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
但即便求职不易，大量留学生依然
愿意选择回国，这种趋势在近两年中越
来越明显。由全球化智库(CCG)和智联
招聘联合发布的《2019 中国海归就业创
业调查报告》显示，“方便与家人、朋
友团聚”是六成受访海归选择回国发展
的首要原因，其次 14%和 13%的受访者
选择了“在国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与
“签证到期必须要回国”。而今年疫情
之下，更多留学生选择延期升学，回国
躲避疫情，还有人考虑到国外变动政策
而决心回国发展。
回国后的留学生去了哪儿？互联
网企业成为不少留学生的首选。上海人吴同
学今年硕士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计算机工程专
业，在美国求职遭遇了一系列不顺利。今年 2
月起，他先后给谷歌等七八十家美国公司投
递了简历，拿到了超过十个面试机会。不料
，3 月美国疫情暴发，各公司纷纷改变招聘计
划，有的撤回录取通知书，有的冻结了所有

应届生招聘，有的则终止面试。于是他急忙
转投国内互联网公司简历。幸运的是，正在
纠结是否回国时，他收到了最想去的字节跳
动公司的录取通知书。
天眼查数据显示，2020 年互联网行业逆势
增长，1 月至 9 月新增企业数同比增长 35%。 而
从拉勾招聘的数据来看，国内互联网行业从 3 月
开始陆续开始复工，招聘需求在 4 月开始逐渐复

苏，到 6 月份达到高峰期。据平台统计，2020 年
，互联网大厂在人才需求和投入上依旧势头迅
猛，相比于 2019 年，字节跳动人才需求量增长
66%，阿里巴巴增长 65%，腾讯、美团、滴滴的
涨幅分别为 33%、31%、17%。从薪资来看，阿
里巴巴平均月薪 29440 元，排名第一。字节跳动
薪资涨幅 12%，人才需求量及简历投递热度均排
名第一，成为“涨薪最快最受欢迎”的大厂。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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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休斯頓牛仔節遇到新奧爾良狂歡節 明年春天去哪耍
明年春天去哪耍？
？
王朝旅游強烈推薦你去得州，體驗激情四射的休斯頓牛仔節
王朝旅游強烈推薦你去得州，
和新奧爾良狂歡節！
和新奧爾良狂歡節
！！

www.afnb.com

隨時隨地
掌握您的帳戶

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tm

BOXING
DAY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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