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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 15
15..3《美南名人堂
美南名人堂》
》
專訪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經濟非常好，《美南新聞》由周報改
為每星期出二次報，當時印刷廠都不
願意印李蔚華先生的報紙，李先生只
好硬著頭皮，買下一間印刷廠，結果
越做越大，每天承印的本地西班牙語
、越南語和印度語等報紙達五、六十
份。印刷成為了美南新聞集團的三大
支柱產業之一。
怎麽樣才能在這樣一個劇烈競爭
的時代，讓的報業能繼續發展下去？
在美國，媒體與財經是最大的二個支
柱。怎樣讓媒體繼續發展壯大？一九
九零年代李蔚華先生到美國哈福大學
商學院參加一項研究時，有一位教授
談到，他說科技的進步對企業有直接
的影響。這對李蔚華先生有很大震撼
，要使報紙能發展起來必需有相關的
企業來支持。十年前李蔚華與商界的
朋友在休斯頓開了一個銀行，叫美南
銀行。手裏有錢才能幫助更多的小企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際電
視 15.3 新開一檔訪談節目《美南名人
堂》，面對面采訪美南地區的成功人
士。第一期嘉賓是美南新聞集團董事
長李蔚華先生。
李蔚華先生是著名的華裔成功企
業家，他 40 多年前和太太朱勤勤一
起來到美國留學，畢業後用 500 美元
創業，白手起家打造起今天的傳媒帝
國。他多次被美國主流媒體采訪並登
上雜誌封面，也曾經被中央電視臺國
際頻道的《華人世界》專訪，是海外
華人的一個傳奇人物。

李蔚華先生開創的美南新聞集團
是美南地區最大的華語傳媒集團，成
立已經 40 多年，旗下擁有《美南新
聞日報》、《華盛頓新聞》、《芝加
哥時報》、《亞特蘭大新聞》、《達
拉斯時報》、《波士頓新聞》及英文
《美亞新聞》和美南國際電視臺。
李蔚華先生 1969 年畢業於臺灣政
治 大 學 外 交 系 。 1971 年 赴 美 留 學 ，
1974 年獲得克薩斯州州立大學政治學
碩士學位。李蔚華第一次到美國的時
候，在舊金山的機場，上洗手間時見
到一個很高大的黑人身影。這個印象

業生存發展，李蔚華先生有聰明的頭
腦和過人的膽識，他總是能很敏銳地
抓住時代的機遇，不斷做大做強。
最近這十年，是網絡飛速發展的
十年。絕大多數傳統媒體都不得不關
門停刊，李蔚華先生果斷地帶領集團
轉向，加強了網站和新媒體頻道的開
發，目前集團擁有 scdaily.com、微信
公 眾 號 、 youtube 頻 道 、 facebook、
Tik Tok、西瓜視頻、今日頭條、line
等眾多新媒體頻道，資訊覆蓋全球。
請 關 註 美 南 國 際 電 視 15.3 頻 道
《美南名人堂》，主持人王潔采訪美
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您也
可以通過 iTalkBB 平臺收看。美南新聞
網 站 scdaily.com， 也 可 以 在 youtube
上搜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
頻道，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

在後來的三十年裏對李蔚華產生了很
大的震撼。在越戰結束以後，李蔚華
那時剛到美國，在越戰期間，只要在
美國拿到學位，申請綠卡就沒有問題
。所以在美國讀完書以後，李蔚華想
留下來。當時李蔚華律師談話時，律
師問李蔚華，您以前做過什麽事？李
蔚華先生回答，曾經在臺灣是搞新聞
工作的。律師說，那就辦一份中文報
紙吧，可以申請綠卡。
李蔚華先生為了生存、為了綠卡
創辦了《美南新聞日報》，正好趕上
了好時機。一九八零年代當時美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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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高新技術接軌 在職場上贏得先機
HCC 數百門課程為升學及職涯精設
(本報休斯頓報導) 疫情爆發後，全球職場發生天翻地覆的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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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
行業沉入谷底，也有一些專業突受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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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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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SSO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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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secur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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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入學網址:https://hccs.edu/virtuallobby、https://hccs.edu/apply/，
電話: 713.71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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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榮超市
新榮超市」」 新年大酬賓
新年大酬賓，
，本週推多項特價品
新推出 「禮物卡
禮物卡」」 ，充值送好禮
充值送好禮，
，多買多送
（本報記者秦鴻鈞 ）自去年七月下旬在休士
頓中國城 Harwin 與 Gessner 交口上原「媽媽超
市」舊址，新開了一家全美連鎖超市「新榮超市
」。兩位老闆梁勝、黃榮富來自芝加哥、紐約，
在全美多州大城市都開設超市，一看即知是經營
超市的行家，踏入該超市，發現該超市猛然寬敞
了許多，貨物擺設極具學問，使每位初踏入該超
市的客人，一個個瞪大眼睛，目不暫捨，因為無
論貨的品質和價格，實在太吸睛了。
也因為新開設之故，貨架上的貨品嶄新、豐
富，很多老超市的行家，都不相信全世界最好的

美貨，都出現在這裡了。大家忙不迭地把貨品裝
上推車，深怕下一分鐘就被人掃光了。一趟「新
榮超市」之旅，簡直比逛百貨公司、博物館還過
癮，尤其掌管一家三餐、生計的家庭主婦。從來
沒看過這麼多好貨，同時出現在同一空間，真是
「目不暇接」！
「 新 榮 超 市 」 本 週 （01/12/2022～01/18/
2022）的特價品包括：油菜心$0.69/磅，中國茄
子$1.39/磅，苦瓜$0.79/磅，奶油白菜$0.59/磅
，西洋菜$0.99/札，邦元豆腐$0.99/盒，冰鮮鴨
$1.79/磅，豬腳$1.39/磅，五花肉$2.99/磅，游

水吳郭魚$4.99/磅，三廣豆漿$1.99/瓶，味全水
餃王$10.99/3 包，五谷豐糯玉米$3.99/3 包，李
錦記蠔油促銷裝$8.99/套，鮑魚仔$1/1 只。另外
,凡在該超市購買滿$50 元，送利是封一份。而該
超市禮品卡，凡充值$100 元，即送 6 元。
太多的好貨、美食，不及一一介紹，您周末
不妨上門去看看，才知何以「眼見為實」！「新
榮超市」的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9:00am—8:
00pm, 地 址 ： 5708 S.Gessner R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832）380-8885

圖為 「新榮超市 」 的梁勝老闆
的梁勝老闆（
（右 ）與黃榮富
老闆（
老闆
（左 ）合影於超市大門口
合影於超市大門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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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狀病毒疫苗
2022 新資訊
的最新資訊嗎? 近日傳染力強的變種病毒 Omicron
在全球病例不斷地增加。感染 Omicron 對生命是
否有很大的威脅? 疫苗對 Omicron 是否有達到保護
的作用? 林承興醫師將為您解答這些疑問。
林承興醫師是休士頓 Methodist 醫院過敏和免
疫學的主治醫師。 他獲得美國過敏和免疫學委員
會以及美國內科醫學委員會的認證。畢業後在紐
約 Nassau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in East Meadow 的內科住院醫師。目前正在德克薩斯農工大學

演講主題: 新冠狀病毒疫苗 2022 新資訊 (Covid-19 Vaccines 2022 Update)
時間:
2022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上午
10-12 點 ZOOM 會 議 號 碼 Meeting ID: 837 5361
5080;

醫學院攻讀臨床和轉化科學醫學碩士學位。他精
通英語和國語。林醫師經常研究和發佈有關各種
過敏和免疫疾病。他是多種過敏和免疫學學會的
活躍成員，也是德州中文電台的常客專注於多種
過敏和免疫學學會的公共教育。
主辦單位: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中華老人服務
協會、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光鹽社、休士頓華
裔護理協會、慈濟德州分會。

會 議 鏈 結: https://us06web.zoom.us/j/
83753615080
主講人: 林承興醫師
您對新冠狀病毒疫苗知多少? 加強針(Boosters) 是否有增加防疫的效用? 您想知道疫苗安全性

吃蜂膠為何一定要選液體型？
吃蜂膠為何一定要選液體型
？
理由 1：膠囊原料問題巨大。根據目前中國
市場調查暗訪，許多黑心商家為牟取暴利，回收
皮革制造廠的廢舊邊角料作為生產原料。廢料皮
革經過硫化鈉、石灰、火堿等化學藥品的處理，
搖身一變，成為了患者手中的“救命仙丹”。殊
不知硫化鈉本身就是有毒物質，在胃腸道中能分
解出硫化氫，引起硫化氫中毒。對皮膚和眼睛有
腐蝕作用。國際食品包裝協會秘書長董金獅教授
公開表示：“毒膠囊中的重金屬鉻的毒性遠高於
三聚氰胺。”鉻離子被人體長期吸收，會引起黏
膜發炎、潰瘍、皮膚過敏、皮膚濕疹、鼻中隔潰
瘍、喘息性氣管炎等，嚴重的則可致癌。
理由 2：問題膠囊不只局限於中國。根據央

視記者 2014 年對毒膠囊問題的再次報道，毒膠囊
的問題並不只存在於膠囊制造業的“害群之馬”
之中。身為有一百多年明膠生產歷史，全球市場
占有率第一的德資企業嘉利達（蒼南）明膠有限
公司， 其膠囊產品問題同樣嚴重。這無疑給身居
海外的消費者敲響了警鐘。
理由 3：長期服用膠囊對三高人士不利。由
於蜂膠是一種對調節三高有明顯效果的天然藥物
，有不少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的患者都選擇長
期服用蜂膠產品。可是有些患者卻忽略了一個細
節：蜂膠膠囊本身是用明膠制成，明膠在人體內
會快速轉化為葡萄糖。
理由 4：無法從口感上辨別真偽。天然的巴

西綠蜂膠原料產量極為有限，其中 95%的 A 級原
料更是被巴西野花蜂業所控制。為了牟利，一些
大膽的商家便用樹膠代替蜂膠。而幫助這些無良
商家瞞天過海的正是這小小的膠囊外殼。懂行的
人能直接從口感上分出蜂膠和樹膠的差異，而加
工成蜂膠膠囊的產品，由於嘗不到味道，騙局就
很難被識破。
健康專家建議，吃蜂膠一定要液體溶劑型蜂
膠產品。巴西野花牌綠蜂膠以“永不打折扣”的
品質承諾，將最安全最有效的高品質蜂膠溶劑產
品獻給所有渴望健康的朋友，積極正面地傳播正
確的健康理念。野花牌綠蜂膠通過了美國宇航局
質量檢測 HACCP 認證，成為了北美市場上唯一一

個可以被帶入太空食用的液體蜂膠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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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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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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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總醫院又發現全球第二個艾滋病自愈患者
為治愈艾滋病提供可能路徑
2021 年 12 月 1 日是第 34 個“世界艾滋病日”，我國今年宣
傳活動主題為“生命至上，終結艾滋，健康平等”。艾滋病由感
染艾滋病病毒（HIV）引起的，HIV 是一種能攻擊人體免疫系統
的病毒。它把人體免疫系統中最重要的 CD4T 淋巴細胞作為主要
攻擊目標，大量破壞該細胞，最終使人體喪失免疫功能。
前不久麻省總醫院、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醫學院下的拉貢研
究所（Ragon Institute ）發現了世界上第二例未經治療就自我痊
癒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他是世界上第二個在沒有服用
抗病毒藥物，也沒有接受過骨髓移植的情況下，完全憑自身免疫
系統清除體內艾滋病病毒，實現自我痊癒的人，這為治療艾滋病
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徑。
艾滋病在感染過程中，HIV 將其基因組拷貝放入細胞的 DNA
中，形成了一個病毒庫。在這種情況下，病毒能有效地躲避抗
HIV 藥物和身體的免疫反應。在大多數人身上，新的病毒顆粒不
斷地從這個病毒庫中產生。抗逆轉錄病毒療法（ART）可以阻止
新病毒的產生，但不能消除病毒庫，因此需要每天進行治療以抑
制病毒。
有些人被稱為控制者（elite controllers），他們的免疫系統
能夠在不需要藥物的情況下抑制 HIV 病毒。儘管他們仍然擁有能
夠產生更多 HIV 病毒的病毒庫，但一種稱為殺手 T 細胞的免疫細
胞可以在不需要藥物的情況下抑制病毒。
醫學博士徐宇（Xu Yu）是麻省總醫院、麻省理工學院和哈
佛醫學院下的拉貢研究所（Ragon Institute ）的成員，他一直在
研究精英控制者的 HIV 病毒庫。她的研究小組確認了一名患者的
基因組中沒有完整的 HIV 病毒序列，這表明她的免疫系統可能已
經消除了 HIV 病毒庫——科學家稱之為滅活療法。徐宇的團隊對
這個稱為“（San Francisco Patient）舊金山病人”的數十億個
細胞進行測序，尋找可以用來製造新病毒的任何 HIV 序列，而沒
有發現任何一個。這一非同尋常的發現刊登在 2020 年《Nature

》期刊，是第一個報導的已知的無需幹細胞移植的滅活治
癒的案例。
徐宇的小組現在報告了第二個未經治療的 HIV 感染者
，被稱為 Esperanza（埃斯佩蘭）病人，與舊金山病人一
樣，在超過 11.9 億個血細胞和 5 億個組織細胞的測序中沒
有發現完整的 HIV 基因組。這份發表在《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內科學年鑑）上的報告可能代表了第二個
滅活治癒的實例。
"這些發現，特別是第二個案例的確定，表明可能有一
條可操作的路徑，為那些無法自行進行滅活治癒的人提供
治療路徑。"徐宇表示，她也是麻省總醫院的一名內科研究
員。
她進一步解釋說，這些發現可能表明這兩名患者共有的特
定殺傷性 T 細胞反應在驅動這種反應，其他艾滋病毒感染
者也有可能實現這種滅活治愈。如果研究人員能夠理解這
種反應的免疫機制，他們也許能夠開發出治療方法，教會
其他人的免疫系統在感染 HIV 的情況下模仿這些反應。
徐宇補充道：“我們現在正在尋找通過接種疫苗在接
徐宇博士
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的患者中誘導這種免疫的可能性，目
麻省總醫院、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醫學院下的拉貢研究所
的是教育他們的免疫系統能夠在沒有抗逆轉錄病毒治療的
（Ragon Institute of MGH）成員
情況下控制病毒。”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尖端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 1811 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且規模 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
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 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
，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 16 項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 5000 家醫
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 20 多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 院中，麻省總醫院自 1990 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
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 級醫院之列。
治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
病、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

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
，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 撰 稿 人 ： 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
(RIA)】 上週

感恩節假期，週五因為 CO
感恩節假期，
COVID-19
VID19 新 毒 株 的 消 息 引 發
了人們對經濟可能重新封鎖
的擔憂，
的擔憂
，股市經歷了兩個月
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
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
，尤其
石油股和航空股。
石油股和航空股
。疫情和政
策的不確定性仍對近期市場
的平靜構成了可信的風險。
的平靜構成了可信的風險
。截止上週五
截止上週五，
，道瓊斯工業
指數收盤 34899 點（週跌幅 2%，年漲幅 14
14%
%）， 標
普 500 指 數 收 盤 4595 點 （ 週 跌 幅 2.2% ， 年 漲 幅
22..3% ）， 納斯達克收盤 15492 點 （ 週跌幅 3.5% ，
22
年漲幅 20
20..2%）。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
歷史上，
歷史上
，感恩節後的股市表現不錯
感恩節後的股市表現不錯。
。自 1950 年以
來，標普 500 指數超過 80
80%
%的時間都在感恩節後上漲
， 12 月平均漲幅 1.5% 。 感恩節與黑色星期五標誌著
假日購物熱潮的開始。
假日購物熱潮的開始
。雖然今年供應鏈中斷可能會一
定程度上限制購物選擇，
定程度上限制購物選擇
，但分析師認為整體假日消費
支出將出現健康增長。
支出將出現健康增長
。全國零售聯合會 (NRF)
(NRF)預測
預測，
，與 2020 年
相比，
相比
，今年的假日銷售額將增長 8.5%%-10
10..5%。
最新數據顯示，
最新數據顯示
，美國消費者個人儲蓄率為 7.5%（儲蓄佔可

支配收入的百分比），這是過去
支配收入的百分比），
這是過去 25 年以來的第三高儲蓄率
年以來的第三高儲蓄率。
。雖
然這與疫情大封鎖期間（
然這與疫情大封鎖期間
（消費者無法消費
消費者無法消費）
）的峰值相比大幅下降
， 但儲蓄率仍顯著高於 6.5% 的長期平均水平
的長期平均水平，
，這將推動消費者
支出增長。
支出增長
。 此外
此外，
， 工資增長率為 4.2% ， 是自 2007 年感恩節以
來的最高水平，
來的最高水平
，為消費提供了額外的動力
為消費提供了額外的動力。
。強勁的消費是金融投
資市場增長的利好因素。
資市場增長的利好因素
。
勞動力短缺對經濟仍然是一個不利因素，
勞動力短缺對經濟仍然是一個不利因素
，而新的 COVIDCOVID-19
19
毒株可能帶來的限制會擴大這種錯位。
毒株可能帶來的限制會擴大這種錯位
。然而
然而，
，上週報告的就業數
據顯示，
據顯示
， 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創下疫情后新低
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創下疫情后新低。
。 隨著我們進
入 2022 年 ， 勞動力市場將繼續走強
勞動力市場將繼續走強，
， 失業率預計會從目前的
4.6% 進一步下降
進一步下降。
。 自 1950 年以來
年以來，
， 當感恩節時失業率低於
4.5% 時，次年消費支出
次年消費支出（
（佔 GDP 的 70
70%
%）平均增幅為 3.1%，
次年標準普爾 500 指數的平均漲幅為 5.4%。
儘管上週五市場對疫情的最新發展做出了負面反應，
儘管上週五市場對疫情的最新發展做出了負面反應
，但最近
市場情緒的鐘擺一直處於樂觀區域，
市場情緒的鐘擺一直處於樂觀區域
，這反映在 2021 年僅出現過
一次單日 5% 的回調和全年遠高於平均水平的股市漲幅
的回調和全年遠高於平均水平的股市漲幅。
。在美聯
儲開始減少貨幣刺激措施的同時，
儲開始減少貨幣刺激措施的同時
，疫情新毒株威脅重新出現
疫情新毒株威脅重新出現，
，市
場在明年也許不如去年和今年如此樂觀。
場在明年也許不如去年和今年如此樂觀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牛市
即將消亡，
即將消亡
， 而是隨著我們前進
而是隨著我們前進，
， 近期異常低的股市波動和 20
20%
%
以上的年收益不會被複製。
以上的年收益不會被複製
。

休城社區

比爾·蓋茨：COVID-19 疫苗

“缺少兩個關鍵的元素”， 即防止感染並持續多年

【美南新聞泉深】為 COVID-19 疫苗開發和抗擊大流行捐
贈了 17.5 億美元的比爾·蓋茨本周表示，雖然目前可用的疫苗可
以預防發生嚴重疾病和死亡，但它們顯然還不够好，應該更好地
預防感染。
這位微軟創始人的淨資 1,359 億美元，他在與愛丁堡大學醫
學院全球公共衛生系主任德維·斯裏達爾 (Devi Sridhar) 的推特
（Twitter） 討論中發表了上述評論。
蓋茨在被問及什麽將對結束大流行為生最大影響時說：“我
們擁有的疫苗可以很好地預防發生嚴重疾病和死亡，但它們缺少
兩個關鍵的元素。”
“首先，它們仍然允許感染；第二個它持續時間似乎有限。
我們需要能夠防止再次感染並且持續多年的疫苗。”
哥本哈根大學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根據 CDC 的數據，目

前在美國造成 98.3% 的新病例的 Omicron 變種的迅速傳播可能是
由于它能夠更好地逃避之前感染的新冠病毒的變種。
蓋茨指出，Omicron 將挑戰衛生系統，因為它成為世界其他
國家的主要毒株，但可能允許衛生官員開始治療 COVID-19，
就像他們追蹤流感等地方性病毒一樣。
蓋茨周二表示：“一旦 Omicron 進入一個國家，那麽今年
剩余時間將會少很多感染的病例，這樣 COVID-19 就可以像季
節性流感一樣被對待。”
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ánchez)本周敦促歐洲領導
人開始將 COVID-19 視為一種地方性病毒而不是大流行病，並
表示西班牙的衛生官員將很快開始像處理流感一樣對其進行追蹤
。
前英國疫苗部署部部長兼現任教育大臣納迪姆·紮哈維

(Nadhim Zahawi)周日告訴天空新聞(Sky News)，他希望英國“將
成為第一批向世界展示如何從大流行病過渡到地方性流行病的主
要經濟體之一。”
蓋茨在 2015 年的一次有先見之明的 Ted Talk 中就大流行的
威脅發出警告，稱“如果在未來幾十年內有任何東西導致超過
1000 萬人死亡，那麽它很可能是一種傳染性很強的病毒，而不
是一場戰爭。”
他的慈善組織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捐贈了 17.5 億美元
用于抗擊這一流行病和開發 COVID-19 疫苗。
根據 CDC 的數據，大約叁分之二的 5 歲以上美國人口已完
全接種了 COVID-19 疫苗，79.2% 的人至少接種了一劑疫苗。
在 18 歲以上完全接種疫苗的人中，39.8% 接受了加強劑量。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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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爾加拉帕戈斯群島火山噴發 巖漿流過國家公園

厄瓜多爾加拉帕戈斯國家公園通訊辦公室發布的航拍圖片顯示，
厄瓜多爾加拉帕戈斯國家公園通訊辦公室發布的航拍圖片顯示
，加
拉帕戈斯群島伊莎貝拉島沃爾夫火山噴發，巖漿穿過國家公園
拉帕戈斯群島伊莎貝拉島沃爾夫火山噴發，
巖漿穿過國家公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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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阿勒泰山深處再現“寒夜光柱
新疆阿勒泰山深處再現“
寒夜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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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冠王的狂歡！
雙冠王的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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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百万，月薪三千
失去光环海归的未来在哪？
今年过年你回家吗？
身在国内的我们还有考虑空间，但
在海外留学和工作的小伙伴可就有点悲
催了……据说国外最新的养蛊产物“奥
密克戎”已经扩散到了 89 个国家（地区
）。
哎，出门在外，安全第一。
最近两年博士感觉回国发展的留学
生比以前多了。但这种意料之外的回归
，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际遇。很多人以
为回来就能降维打击，没想到飞机落地
就卷起来了？
出国花费 200 万，回来月薪三五千
？对！就是这么尴尬！面对此等落差，
有一群海归人甚至在某瓣上建了一个 3
万多人的小组，名字就叫“海归废物回
收互助协会”，成员自称“海归废物”
，简称“海废”。
1、海归怎么就成“废物”了？
2、每个时代的海归各自有什么历
史使命？
3、未来的海归们将要何去何从？
光环褪色
这些自我调侃为海归废物的年轻人
真的是“废物”吗？并不，他们当中的
很多人，并不是去国外野鸡大学买了个
文凭，而是正经世界名校毕业，从小到
大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不是真找不到工
作，而是无法接受留学投资一两百万，
月薪只有“三五千”。所以宁可宅家或
是做兼职。
这背后的原因，我不说大家也能猜
出来，那就是人越来越多！2019 年我国
各类海归人数达到了 58 万人。
到了 2020 年，留学生回国人数同比
增长了 33.9%。海归找工作的时间大大
延长，超过 3 成的人要花 4 个月以上的
时间才能找到工作，即便找到也不满意
，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待遇低于预期。
留学百万，月薪三千，失去光环海
归的未来在哪？「一心博士」
曾经海归可是典型的香饽饽。国内
高校毕业生找工作叫“落实就业”，海
外回来的叫“人才引进”，工资待遇更
是天差地别。还出过一个新闻，某大学
在招古汉语专业的老师时，也要求必须
要有留学经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海归的优
势都是相当明显，一张听都没听说的外
国大学文凭都比清华北大的好用，要是
什么剑桥牛津，哈佛耶鲁，那就更了不
得了。
不过现在这种光环正在消失，虽说
留学经历仍然可能是加分项，但是用人
单位不再只看一张外国学位证就对你高
看一眼。
他们会去看你的毕业学校，学的专
业，甚至会去查找你的指导老师。
2020 年海归中拥有硕士以上学位的
人超过 70%，而同年国内的硕士研究生
录取率还不到三分之一。
两批人里，海归的硕士含量明显更
高，但好像也没带来什么更明显的就业
优势。当然有一说一，两边硕士的“含
金量”也不一样。因为国内外学制不同
，国外硕士相对好读，国内则不用说，
考研竞争的激烈程度，你们也知道。
不过海归光环的褪色仅仅是因为海
归人数变多吗？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这
就要从海归的历史找原因。
身负国命
中国的海归是在西方列强的火炮下
产生的，从诞生之日起，海归的命运就
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
从大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海归
们曾像一个个火种，身负国命站在时代
的浪尖。
1872 年 8 月，一艘轮船驶入旧金山

港，从船上走下了 30 名年龄从 10 到 15
岁不等的男孩。
这些孩子是清政府选派的“留美幼
童”，他们坐上了贯通北美的蒸汽火车
，前往坐落着哈佛、耶鲁等名校的新英
格兰地区，代表中国的年轻人开启了一
段全新人生。
他们接受西式教育，学英语、吃西
餐，穿美式服装，学习一切曾经被污蔑
为“奇技淫巧”的现代技术。他们用自
己的身体感受自己和工业文明的差距，
心里时刻铭记使命重大。
就像有部电影里说的：此去西洋，
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无所他求。背
负国家之未来，求尽洋人之科学。赴七
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
。
而他们就是近代中国第一批成规模
的留学生。作为洋务运动中浓墨重彩的
一笔，派出留学生“师夷长技以制夷”
，是地主阶级的精英官僚，面对“三千
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试图挽救中国的
最后一次尝试。
遗憾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并不能真
正接受新世界。1881 年，原定 15 年的留
美计划被强行中止。回国后，他们也并
没有得到重用。
不过作为中国最早亲身接触西方世
界的人，第一代海归拥有当时中国社会
最先进的知识和最开阔的视野，他们中
的很多人都成为了所在领域的重要开拓
者，像是詹天佑、严复、萨镇冰等都是
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
直到清末新政，为了给自己续命，
清政府再次选派留学生。民族危亡的关
头，这些留学生承担了救亡的任务，他
们急切地在每一个国家寻找救国方法。
至于成效，我们看一下其中的代表
人物就明白了：黄兴、宋教仁、蔡元培
、鲁迅等。大清亲手培养了自己的掘墓
人，别问，问就是大清已经德不配位，
不能当“代言人”了。
民国时期呢，出国留学的门槛进一
步降低，那时候开始流行“教育救国”
，留学人数稳步上升。
除了公派外，还出现了“勤工俭学
”这一条新的路径，让很多家境并不富
裕的青年有机会走出国门，这其中涌现
了很多我不说你们都知道是谁的伟人，

比如我的法兰西岁月啦等等，懂得都懂
哈。
那是中国的觉醒时代，海归们把各
种西方理论引进国内，和国内的先行者
产生共鸣，这其中就有马克思主义。
转折发生在抗战爆发，目睹了中日
之间巨大的差距后，以钱学森、钱伟长
、钱三强、邓稼先等人为代表的青年纷
纷出国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新中国成立后，正是他们在一穷
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的现代科学体
系。
建国以后，又有一大批海外学子，
放弃高薪豪宅，甚至是先进的科研条件
，突破重重考验九死一生回到祖国，参
与建设。而这就是另外一个精彩纷呈的
故事了。
可以说海归是那个时代的火种，为
了古老的中国点燃了思想和现代科学的
火焰。
接轨一代的宿命
改革开放重新打开国门后，我们需
要与国际“接轨”。海归这一次成了
“桥梁”，还基本是单向桥。
从早期的公派到后来的自费出国，
出国的人数与日俱增。2019 年，仅在美
国就有 369548 名中国留学生。
这次，属于海归们最好的时代来临
了。各行各业，海归都成为了宠儿，因
为没有中国人比他们“更懂外国”。
在这种氛围下，海归们的社会地位
越来越高，光环越来越亮，也就更加刺
激优秀的人才出国留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大、清华等
国内名校成了留学的预备班，新东方之
类的出国培训机构快速成长，而刘亦婷
这种早早被海外名校录取的人更是成为
了那个时代学生们的偶像。
刘亦婷，1999 年被哈佛大学以全额
奖学金特招录取
不过有利必有弊，这种长时间单向
的信息传递模式很容易让海归们陷入沦
为西方理论搬运工的路径依赖，因为这
实在是个难度不大又很有赚头的工作。
渐渐地，不少人出国不再是为了学
习知识或是增长见闻，而仅仅是为了一
张海外文凭，毕竟，只要有这个东西就
足够了。
外国投机者迅速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于是大量“野鸡大学”出现，一些正
规大学也搞起了特供中国留学生的专门
学院，服务中国留学生甚至成为了某些
地方的支柱产业。
不过这些负面新闻只会影响到少数
能力较差的人，并不会波及到那些真正
学有所成的海归。海归地位全方位下降
的根源在于：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改变
，时代赋予新一代海归的任务已经悄然
改变了。
“接轨”的出现源于，曾经中国与
西方国家之间差距巨大。那时的我们果
断放低姿态，努力向发达国家学习发展
经验和先进技术。
当外国的标准成为唯一的答案，
“中国=落后，外国=先进，中国和外国
不同那一定是中国错了”的观念，就成
了当时很多人的惯性思维。这也是“夏
令营”“下水道”等公知文一度盛行的
时代原因。
在这种共识的影响下，一些走出去
的人认为外国更加美好，连“空气都是
香甜的”，再加上中外生活水平的曾经
存在巨大差距，很多人都选择留在国外
，毕竟在洛杉矶洗盘子赚得可能都比在
国内多。
有一部暴露年龄的电视剧，《北京
人在纽约》，很好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
美的差别。
所以在当时，愿意学成归国的人凤
毛麟角，捡到就是赚到，还有资格抱怨
？你不乐意？人家海归还不乐意呢。
不过既然“接轨”是时代的产物，
那当时代改变时，“接轨”自然也会逐
渐落伍。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西方发
达国家不再那么高不可攀，人们逐渐开
始尝试平视西方。
这时，单向的“接轨”的问题开始
暴露。比如很多西方理论完全不适用于
中国，比如西方对中国带有歧视性的刻
板印象，又比如某些国家在交往之中那
不可言语的傲慢等。
向“接轨”的时代逐渐接近尾声。
2018 年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
2020 年新冠疫情彻底打碎了曾经的滤镜
。
前者赤裸裸地展示了，西方国家所
谓的“友善交流”是建立在优势地位不
可挑战的前提上，只要他认为你是个

“威胁”，就会全力摧毁你，甚至不惜
破坏它自己建立的规则；
后者则把发达国家强大的幻象彻底
击碎，那是西方依靠舆论霸权和学术霸
权花费了几十上百年才建立起来的。
这两次事件比任何宣传都好用，整
个中国社会对西方世界的认识都被刷新
了。
So,单向接轨的时代结束了！海归的
命运也在时代的洪流之下注定转向。
回归人生价值
今天你会发现，对于海归，社会的
关注点重新聚焦在了真实的能力而不是
所谓的光环。海外留学和工作经验依然
是重要的加分项，但不再是决定性因素
了。
但转变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现在的这批海归，童年时外国被神话
，海归被推崇，不可避免地对未来的抱
有高期待，再加上部分长辈尚未转换的
心态，也会对他们产生额外的压力。
可时代变了,前朝的剑自然不能用来
斩本朝的官，时代的错位注定了所谓
“海归废物”的出现。
他们现在面临的也是“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回想中国近代留学的开端正
是李鸿章口中中国面临的“三千年未有
之大变局”。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从来只
有个人去适应时代，而没有时代来迁就
个人。
未来中国不可能回到单向“接轨”
的时代，只凭一张外国文凭就可以包打
天下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中国
与世界的交流是不会中断的。
海归们依然拥有独特的优势，所以
完全没有必要妄自菲薄。
放平心态，中国社会虽然竞争激烈
，但同样机会众多，是金子总会发光，
想要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不是那么困难的
事。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
外交流变得越来越便捷，沉重的时代包
袱不再需要海归们独自承担了。
出国留学渐渐的回归它本来的意义
：学习知识，增长见闻。
留学也将成为一条增长个人价值的
常见途径。其实，没有光环的海归才是
海归本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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