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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的擋風玻璃的確是一個小細節；
然而，擋風玻璃恰恰是廣大車主最容易感
受到的，它能夠給廣大車主帶來一片清晰
的視野、一個舒暢的駕車心情。冬天汽車
風擋玻璃上很容易結冰霜，夏天汽車風擋
玻璃上經常會有很多蟲膠，春夏秋冬無數
的灰塵有時對駕駛員造成很多的麻煩。很
多車主卻在這個小小的“擋風玻璃”上麻
痺大意了。按理說，擋風玻璃應該用優質
的玻璃水經常性地做日常保養；但是，有
的車主雖然購買了玻璃水，質量卻不合格
；有的車主不用高質量的玻璃水而使用普
通水，甚至有的車主還使用白酒加水。其
實這些都不是合格的保養方式。普通的水
不僅不具備清除冰霜的能力，長期使用還

會對玻璃及玻璃附近的部件造成不同程度
的損害，使玻璃表面與雨刷器之間摩擦力
過大，產生劃痕；至於用白酒加水那就更
不科學了，白酒對橡膠有一定的溶脹作用
，會加速車漆的老化，同時還會損傷車漆
。

選擇玻璃水有學問
談到選擇玻璃水的時候，不僅要選擇

優質的玻璃水，還要註意環保。目前市場
上銷售的玻璃水產品中有使用甲醇等有害
化工產品調配而成，雖然這種產品表面上
在車外使用，但每次使用時坐在駕駛室中
的人都能呼吸到它的味道，直接影響到人
們的身心健康。因此廣大車主在選購時，
一定要選擇環保型的玻璃水產品。玻璃水

主要具有如下功能：1.清洗性能；2.防凍性
能；3.防霧性能；4.潤滑性能；5.防腐蝕性
能。

請看本周六晚 7:30《生活》節目之
《修車師姐》單元，完整修車廠 徐雲師姐
教你修車！如果您有任何汽車維修方面的
問題，您也可以直接打徐雲師姐的電話:
281-564-6541，或者去完整修車廠找師姐
咨詢。（地址: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美南
時事通》，也可以通過iTalkBB平臺收看。
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也可以在you-
tu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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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本周六本周六《《生活生活》》
之之《《修車師姐修車師姐》》汽車擋風玻璃汽車擋風玻璃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中國傳統的孝順在西方國家的定義中國傳統的孝順在西方國家的定義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的傳
統是“父慈子孝”，子孝，是有前
提的，就是父慈，我完全支持這一
點，我認為父慈子孝這是我們中華
民族的優良傳統。

但是，不要求父慈，單方面要
求子孝的傳統觀點，我就不認同。

中國農場有些女孩一出生就被
扔到山上，被養父母撿來養活的，
這時要求她孝養親生父母，我覺得
根本豈有此理。還有老婆一生病老
公趕快離婚不管前妻和女兒死活的
，後來女兒在外婆家長大嫁了有錢
人，生父又來要錢的。還有三九天
給孩子穿一件破毛衣從來不給孩子
洗澡換衣服的，還有從來不給孩子
吃飽飯喝醉酒就打孩子玩兒的，父
親吃肉喝酒，孩子只能啃冷饅頭，
敢吃就揍……這種家長要子女孝順
，我覺得就不應該。

而且不慈的父母沒你們想象中

少！對孩子不太愛也不負責任的父
母，我接觸到的占人群比差不多有
十分之一左右，完全不愛的極端的
那些差不多百分之一。

所以，我一直覺得中國對不孝
，指責太多，對不慈，追究太少。

中國法律規定，子女對父母有
贍養義務，遇到子女不孝的，子女
是千夫所指，法院會判，社會會譴
責。法律還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撫
養義務，遇到父母不養的，幾乎沒
有什麽人會追究。

歐美國家沒有“孝道“一說”
，他們把這些感情都稱之為愛。歐
美國家的人也愛父母，但觀念和方
式有不同。首先，西方人比較註重
個人的價值。所以他們的孩子在很
小的時候就很自立，父母也都是有
自己的生活空間，互相不會幹涉太
多。到孩子成人就很自然的離開家
，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父母

對孩子幹涉的比較少。
其次，西方大多數人信仰基督

教，在他們眼裏上帝是會看顧他的
兒女的，所以都很自信，沒有相互
依賴的想法，比較註重個人心靈與
上帝的交流。而中國有信仰的人可
能相對比較少，所以人們內心的安
全感更少一下，需要物質的更多支
撐，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依賴。
更重要的是，歐美國家發達的經濟
和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使得父母幾
乎沒有“養兒防老”這樣的想法，
所以對子女的依賴也就不會那麽強
烈。

因此，歐美國家的人們就被看
起來不那麽“孝順”。其實對家人
的愛，全人類都是一樣的，只是在
西方人看來，愛是尊重與支持，而
不是聽話。

請看《美南時事通》美南新聞
總編輯蓋軍和德州資深律師包傑生

談孝順在西方國家的定義。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 15.3頻道

《美南時事通》，每周一至周五每
晚7:00首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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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休斯頓報導) 許多人想移民美
國，是為了讓自己與家人更好、更自在
地生活。然而，美國移民政策的跌宕變
化，讓這條移民之路增加不少波折，甚

至在心理上承受壓力。這時候，一位兼
具理性與感性的律師，便起了莫大的幫
助，鄭家晴律師曾經幫助眾多的客戶完
成移民心願，她做事負責有效率，個性

和善親切，與她接觸過的人，都感覺到
她的真誠與認真，非常值得信任。

鄭家晴律師的邏輯超強，她為每個
當事人分析各種處理的可能性，尋求最

適當的方案。每個想移民的人，
所具備的條件不同，要如何籌備
才能成功過關就是藝術了。鄭律
師會親自審閱當事人的所有資料
，細心評估，然後與當事人討論
，把所有可能性攤開來看，這時
候，又展現感性的一面，兼顧到
當事人的需要與感受。

如果當事人所具備的條件真的
不適合立即申請，鄭律師也會據
實以告，同時給予適當的建議，
應該如何改善條件，向可行的方
向去努力，一段時間之後再提出
申請，幫當事人奠定符合規定的

基礎後，自然能水到渠成。
鄭律師專精各種親屬移民、各種職

業移民、非移民申請及簽證、公民入籍
、政治庇護等等。她經驗豐富，收費非
常合理，重要的是，能真正解決許多問
題，在移民過程中，各種麻煩的問題應
該如何處理，當事人都在她的解說之下
了然於心，也因此，客戶滿意程度非常
的高。

鄭家晴律師是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
師、北德州聯邦法庭起訴律師、聯邦法
院第五區上訴律師、美國移民律師協會
會員。她是SMU法學博士(J.D.)。

鄭 家 晴 律 師 的 Email: cheng-
kate@ymail.com。電話: 832-407-0097 (
由鄭律師親自提供免費電話諮詢)

鄭家晴律師助人圓滿移民之夢鄭家晴律師助人圓滿移民之夢
專業細心評估專業細心評估 認真負責有效率認真負責有效率

沙漠校長用心耕耘沙漠校長用心耕耘 培育藝術英才培育藝術英才
啟發藝術天分啟發藝術天分 任何年齡層都適宜任何年齡層都適宜

(本報休斯頓報導) 憑著一股對藝術
的熱愛、對教育的認真、以及對學生的
用心，沙漠校長成立沙漠美術學校(
Sha Mo Art Academy)，在休斯頓已經耕
耘八年了，在這期間，如園丁般用心栽
培幼苗，他培育出許多藝術人才，門下
學生屢屢獲得美國各種美術比賽的金獎
及大獎，讓休斯頓的朋友為他感到驕傲
，與發自內心的自豪。

沙漠美術學校的學生，從五歲到八
十歲都有，共同的是擁有著熱愛藝術的
心。沙漠校長在教學時非常嚴謹又非常
和藹，有人說他是 「名師出高徒」，更
有人說他是 「嚴師出高徒」，他培養學
生素描的能力、如何繪畫創作，還有藝
術的養成、以及如何觀察生活中隨時存
在的美，孕育那份探索美的能力。

藝術的養成需要長時間的積累，更
要有好的引導者，沙校長所教授出來的
學生，個個才華洋溢，藝術天分被全然

啟發，其中許多位在美國多個美術比賽
中獲得大獎，像是國會藝術大賽、德州
青少年視覺藝術大賽、休士頓牛仔節藝
術大賽等等，學生與家長都超級開心，
也深受各界矚目。

沙校長目前是美國油畫家協會會員
，他畢業於西安美術學院，師從中國著
名油畫家、也是美術教育家張榮國先生
，他的油畫創作以人物與風景為主要題
材，堅持寫實主義的風格，真實反映人
與景物原有的樣子，將人物與景緻活生
生地展現出來，並帶著一股純樸自然與
親切感。

沙漠美術學校採小班教學，有興趣
還可免費試聽。無論是小朋友想要學畫
畫，銀髮族想要培養嗜好，或是喜歡藝
術的成人想要重拾畫筆，各個年齡層都
歡迎報名沙漠美術學校，隨時可以加入
課程。

沙漠美術學校主要教授: 油畫、色

彩、素描、兒童畫、亞克力等，包括各
個階段。上課時間: 週六、週日上午10
點至下午6點(課程依學生程度而時間不
同)

電話: 832-506-9570。email : mo-
sha120162@gmail.com
地址: 9730 Town Park DR. #75, Hous-
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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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Y 工商

那年秋天，姨妈家嫁女儿，在我的央求下，母

亲终于答应带我去吃酒。我们一路跋山涉水，走了

近三个小时，才抵达住在大山深处的姨妈家。

在那个小小的村庄中，我们遇到了同样来吃酒

的外公。吃罢酒宴、随礼后，已是下午，母亲决定

领我去外公家住几天。

外公家在邻镇，从小村庄过去步行约三个小时

的路程，中间有段路可以坐班车。从小村庄出来不

久，外公便搭上熟人的三轮车先走了。

我和母亲晒着和煦的阳光、吹着凉风，走了半

小时，终于出了苗寨，往上不远便是一条联通两个

县市、横贯几个小镇的公路。

为了方便人们出行，这条公路上一年四季都有

班车跑。我们在路边等待良久，终于赶在太阳落下

山头时上了一辆班车。

车上人不多，司机是个中年男人，回话时很不

耐烦，一个劲儿地催人上车；人还没落座，班车就

动了，母亲一个趔趄，差点撞到座椅。

十来分钟后，车靠边停下，司机催促人下车。

随行的乘务员见我和母亲没有起身，便扭着肥硕的

屁股走过来，板着脸叫我们下去。

母亲往窗外瞥了一眼，不咸不淡地说：“还没

到，下什么车？”

乘务员十分疑惑，问道：“你们不是到顶坡吗

？这就是顶坡啊，你看，前面还有一棵大槐树哩。

”

母亲摇头，解释道：“还没到，我们要在前面

那个路口下车。”

女乘务员的脸色垮了下来，瞪着我们，埋怨道

：“那是坪下(小地名)，这里你们给的钱只够坐到这

里！”

我很纳闷，这里分明叫牛庄，乘务员为啥说是

顶坡？母亲说的那个路口才叫顶坡吧。咋回事？这

司机咋开的车？地名都搞不清楚！

乘务员要我们补钱，母亲没理她，双方僵持之

际，周围的乘客不断敦促司机开车，司机这才把乘

务员喊了回去。

我们坐在后头，听司机与乘务员的嘲讽，默不

作声。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若是惹恼了

他们，不让我们坐车也就罢了，最怕的是动手打人

。

我和母亲下了车，攀上一个斜坡，路边站着一

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定睛一看，正是外公。

母亲忿忿不平地向他老人家提起这件事，我帮

着搭腔，埋怨司机和乘务员弄不清地名；外公听完

，笑了笑，说：“师傅说得没错，这里就叫坪下。

”

坪下，是一个村庄的名字，恰好在对面。

母亲皱眉，说：“以前不都叫‘顶坡’吗？”

外公点头，笑着说：“现在改了，大概是班车

公司新制定的路线图上换了个名字。”

我这才明白，原来弄不清地名的人是我们，我

们都错怪司机和乘务员了。我不禁为之前的沾沾自

喜而感到惭愧。

错怪
林生，二十二岁，刚从一个普通大学毕业

没两年，现在一边在县城商场打工，一边准备

考公务员。

商场给林生开的工资不高，县城的消费不低

，林生就成了月光族，着实是兜里比脸还干净。

傍晚，林生拖着一身的疲倦回了出租屋。

狭窄的出租屋中靠窗摆着一张书桌，桌上有一

摞资料，吃罢晚餐的林生从中抽出一张试卷，

攥着笔开始学习。

就在这时，书桌右上角的手机的屏幕忽然

亮了。他拿起手机打开微信一看，是家族群的

消息，都是些家长里短，无关紧要。

不知怎的，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促使林生翻

开朋友圈。他那布满老茧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

，不断往下翻，内容大都是晒照片、吐槽生活

之类，很是无趣。

林生摇摇头，准备关上手机，继续对付面

前的试卷。蓦然间，一条朋友圈钻入了他的眼

中，这是条讣告，大学室友的父亲病故了，定

于三天后接客(办酒那天)。

这位室友跟林生是同班同学，又是同区的

老乡，俩人平日里私交不错，经常在一起吃饭

，所以于情于理，林生都应该去吊唁一下。

林生合上手机，望着窗外的璀璨的灯光，

长叹一声。商场工作繁忙，肯定请不到假；而

且，林生身上就剩下几百块钱了，仅够日常的

生活开支。

要不，跟朋友借一点？算了，混成这个球

样，咋好意思跟朋友联系啊；再说，大家都才

毕业，手里肯定没有闲钱。

林生咬咬牙，决定从这个月的生活费中挤

一百块钱出来。他再次打开手机，想跟几个要

好的同学商量下，该送多少礼金合适。

对话框中码着两排字，想了想，林生还是

没有发出去。他有顾虑，以自己的财务状况，

送一百就顶天了，如果大家都送两三百、甚至

更多可咋整？总不能跟人家说，我没钱，你少

送点吧？这样太丢脸了。

林生呆坐在书桌前，想了半晌，敲定主意

，索性谁也不问，直接联系室友，也不打肿脸

充胖子，就送一百块钱。

他找到室友的微信，劝慰两句后，给室友

发了一个红包。完毕后，林生将手机搁在床上

，转身伏在桌上，接着做卷子。

室友许是太忙，又或许是瞧不上这点小钱

，总之，对话框中只有林生在唱独角戏。

第二天下午，忙碌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林

生准备回出租屋休息。

在路上，林生一边走，一边打开手机查看

信息。页面上有一条通知是微信的，他点进去

一看，是室友回复的信息。

室友收了红包，并邀请林生去他工作的地

方玩，俩人寒暄几句后，对话框就此沉默。

林生顿时松了一口气，这事儿总算是过去了。

送礼

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中元节，今天又恰好

是六天一轮回的赶场天，小武打算去街上置办

些生活用品和香烛、钱纸等。

狭窄而幽暗的堂屋中，左侧靠墙摆着一辆

摩托车，似乎用了很久，车上的漆被蹭掉了好

几处，排气管上都生锈了，反光镜也有一只是

裂开的。

别看它一副破破烂烂的样子，但其实还挺

好使，小武平日里上街买东西、下地拉庄稼和

肥料，都离不开它。

这车也听话，从买来至今没出啥大问题，

给小武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小武安好踏板，将摩托车缓缓推到院坝中

，骑上刚走两步，就觉得不对劲，下来一看，

后胎瘪了。

小武又进屋拿打气筒打气。打了几分钟，

轮胎鼓起来又瘪下去，压根没啥效果，他料想

可能是轮胎破了。

折腾一番，满头大汗的小武，看着坏掉的

后胎直发愁。这可咋整？车坏了，走路去镇上

要走两个小时，去的时候还好，回来全是上坡

，天又热。

此时，邻居恰巧骑着摩托车从小武家门前

路过。这邻居与小武同族不同房，关系不远不

近，甚至还有隔阂，前几年，因为一点鸡毛蒜

皮的事情产生了矛盾，平时很少来往。

小武不想跟他借车，也怕他不肯借，就在

寨子中逛了一圈，想跟其他的族人借车。十分

钟后，小武一脸失望地回来了，赶场天，别人

都要用车，没有多余的车借给他。

小武心一横牙一咬，决定走路去，就当锻

炼身体。他将摩托车推进堂屋里，背上背篓，

独自出发。

才出村口，小武就听见后面传来一阵轰鸣

声。紧接着，一辆摩托车在他面前不远处停下

，骑车的男人扭头来，笑道：“武哥，去街上

嘛？咋不骑车？”

小武看到男人，顿时一愣，他怎么也没想

到，这个几年没有来往的堂弟竟然会主动跟他

说话。小武有些尴尬，讪笑道：“车……车坏

了。”

男人想了想，说：“上来吧，我去地里看

苞谷，等会儿你直接骑去用就行了。”

小武又是一愣，过了片刻才回过神来，连

忙道好。

男人在半山腰下了车，将车借给小武。

小武既高兴又悔恨。高兴的是两家的矛盾

终于可以化解了；悔恨的是当初实在不该咄咄

逼人，把关系搞僵。

身为兄长，本应大度些，却是堂弟先开口

缓解关系，小武觉得很惭愧，恨不得扇自己两

巴掌。

一小时后，小武回了家。他拎出油桶，给

堂弟的摩托车加满油，又装上两斤水果，往堂

弟家走；堂弟两口子热情招待，并留小武在家

吃了顿饭。

小武煮了鸡肉，会端一碗过去；堂弟种的

花生成熟后，也装了两袋过来。

这一来二去的，两家的关系渐渐和好如初

，且比以前更亲密了。

借车

很多高血糖患者把控制血糖作為第一要務。然而，對於
大多數病人來說，血糖升高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據報
導，高血糖併發症是致死和致殘的主要原因，死亡率僅次於
腫瘤和心腦血管疾病。常見的高血糖併發癥包括視網膜病變
、血脂血壓居高不加、高血糖合併感染、神經病變、高血糖
病足等。因此高血糖患者特別注意的是：降血糖，別忽略了
防治併發症。

綠蜂膠從根源上幫助解決胰島素分泌不足或胰島素抵抗
問題：修復病變的胰島組織，提高胰島素受體敏感性，從根
本上調節糖、脂肪、蛋白質的代謝，提高免疫功能，有效平
衡血糖和防治併發症。

1、智能降糖，雙向調控血糖。綠蜂膠能根據體內葡萄糖
水平調節胰島素分泌，當血糖過高時，它會促進釋放胰島素
；而當血糖達到正常範圍時則維持平穩，從而實現智慧降糖
的效果。

2、改善微循環，恢復正常血液流變性。綠蜂膠能修復病
變血管，增強毛細血管的通透性，糾正血液流變性異常，降
低血粘度，加快血流速度，促進血管壁上的斑塊溶解，緩解
血管損傷。

3、調節人體代謝紊亂，抗脂質過氧化。綠蜂膠能增加細
胞、組織和靶器官對糖的吸收，糾正糖代謝紊亂，顯著降低
血脂含量；提高機體抗氧化活性，抑制脂質過氧化對機體的
損害。

4、修復胰島細胞，提高人體對胰島素的敏感度：綠蜂膠
能修復胰島β細胞，以葡萄糖濃度依賴的模式刺激胰島素的
分泌，使胰島β細胞對葡萄糖的應激更靈敏，明顯提高患者
對胰島素的敏感度。

5、防治視網膜、腎、心腦血管、神經組織等併發症：綠
蜂膠能抗菌消炎，改善腎功能，調節免疫系統，降低尿蛋白
、血清肌酐及尿素氮含量，消除水腫，升高血紅蛋白。同時
，綠蜂膠能恢復血管彈性，可控制和改善眼底出血。此外，
綠蜂膠還能對反復感染、排尿困難、皮膚瘙癢等併發癥狀效
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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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花牌綠蜂膠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Apiario Silvestre
降血糖降血糖，，別忽略了防治併發症別忽略了防治併發症

歡送董凱峯歡送董凱峯
秘書榮調回台秘書榮調回台

休士頓台商會會長張園立、副會長徐
世鋼、顧問周政賢、理事暨僑務顧問陳逸
玲於一月二十日中午拜會駐休士頓辦事處
處長羅復文，副處長王韋龍，還有歡送董
凱峯秘書榮調回台。因為疫情的關係，沒
有辦法辦桌歡送，理事們都覺得很可惜。
董凱峯秘書在休士頓六年半期間，跟商會

合作無間，讓商會跟經文處合作更加緊密
。天下無不散之宴席，六年半一眨眼就過
去了，休士頓商會預祝凱峯秘書回台灣後
步步高升，事事順心。

休士頓台灣商會誠摯感謝羅處長的招
待，並且敬祝休士頓經文處所有同仁春節
愉快、業績長紅，虎虎生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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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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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鄉廣東

【美南新聞泉深】美國總統喬·拜登周二承認烏克蘭邊境的
局勢非常不確定，俄羅斯軍隊正在那裏集結，但很少有觀察員對
他們是否或何時可能入侵烏克蘭有確切的了解。

早些時候，白宮表示，俄羅斯的入侵“迫在眉睫”，美國軍
隊已處于高度戒備狀態，准備部署到歐洲以示保證。美國和歐洲
已經准備好在入侵事件中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然而，即使緊張局勢加劇，拜登也承認，一個獨裁者不透明
的決策將決定事件的發展方式。拜登在華盛頓短暫郊遊吃冰淇淋
時說：“這都是普京，我甚至認為他的人民肯定不知道他會做什
麽。”

總統表示，如果發生入侵事件，他願意對普京本人實施制裁
，這是前任總統曾經避免的一步。但他未提到如何對普京個人實
施制裁，入境侵這種大事，是否會有無人機斬首行動？

拜登透露，他可能很快將美軍調入東歐，以表明美國對其北
約盟國的承諾。他說：“我可能會在短期內調動其中一些部隊，
只是因為這需要時間。再說一次，這不是挑釁。”

盡管如此，拜登明確表示，普京仍然是一個謎。事實證明，
普京模糊的意圖令他和其他西方領導人感到困惑。

拜登繼續說道：“通常情況下，如果是不同的領導人，他繼
續在烏克蘭邊境派遣部隊，從白俄羅斯一直到各地，你會說，
‘嗯，這意味著他看起來要有所作為。但是然後你看看他過去的
行為是什麽，每個人都在說什麽，他的團隊以及其他所有人都可
能會發生什麽，這一切都取決于他的決定。”

拜登過去幾天一直在接收有關此事的最新消息，並于周一下
令 8,500 名美軍隨時准備部署到東歐。他周二再次明確表示，美
國軍隊不會進入烏克蘭。

美國駐基輔大使館在推文中說，美國對烏克蘭的進一步軍事
援助于周二抵達，大約 300 架火箭彈和 79 噸設備抵達該國。

美國的外交努力仍在繼續
就在軍事准備工作開始之際，化解危機的外交努力仍在進行

。俄羅斯和歐洲官員計劃本周在巴黎會面，繼續討論恢複烏克蘭
東部的停火協議，美國正在准備對俄羅斯上個月提出的安全要求
作出書面回應。

上周，拜登預測普京最終將決定進入烏克蘭，他周二表示，
他的觀點幾乎沒有改變。

他說：“俄羅斯軍隊的姿態沒有改變。”
早些時候，他的發言人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描述為“迫在眉

睫”，盡管在基輔，烏克蘭領導人試圖淡化這一威脅。
白宮新聞發言人普薩基（Jen Psaki） 在每日簡報中說：“當

我們說它迫在眉睫時，它仍然迫在眉睫。但同樣，我們無法預測
普京總統將做出什麽決定，我們仍在進行外交討論和談判。”

一位政府官員在簡報會後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自上
周以來，我們的判斷沒有任何變化，即俄羅斯隨時可能入侵烏克
蘭。”

烏克蘭官員周二表示，最新的軍事情報表明，俄羅斯軍隊尚
未准備好入侵該國，並淡化了即將入侵的前景。

一位接近烏克蘭領導層的消息人士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網采訪時表示，國防和情報部門負責人正在每小時分析“來自美
國和其他西方機構”的俄羅斯軍隊的衛星圖像，但尚未看到俄羅
斯“進入戰鬥模式”或“自行定位”去攻擊。

消息人士說，來自俄羅斯的威脅是“危險的，但並非迫在眉
睫”，並補充說，如果俄羅斯下達任何攻擊命令，邊境附近的俄
羅斯軍隊仍需要一到兩周的時間才能做好准備。

普薩基說，來自俄羅斯的信號很明確，即使普京的意圖並不
明確。

她說：“沒有人知道普京總統或俄羅斯領導人的腦海裏在想

什麽，我們所知道的情況就是這樣，我們看到的是（他們的）一
系列准備工作。”她提到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集結了超過 100,
000 名士兵。

周一，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在其官
方 Facebook 頁面上發布的視頻講話中表示，他的公民“沒有理
由恐慌”，因為當局正在“努力使烏克蘭東部的局勢全面緩和”
。

其他烏克蘭官員也試圖表現出冷靜，包括國防部長，他周二
表示“沒有必要收拾行李”。

當他們試圖展示一定程度的穩定時，烏克蘭官員對削減美國
駐基輔大使館人員的決定表示不滿，稱這是不必要的。

烏克蘭外交部發言人在推文中說：“我們認為這樣的舉措為
時過早，是過度謹慎的一個例子。”

普薩基周二表示，烏克蘭政府對美國決定撤出部分使館工作
人員的不滿是錯誤的。

她說：“我們總是會做出符合在世界各地擔任外交官的人員
的安全利益的決定，我們有國務院做出的評估，因此在過去幾天
的公告中做出了決定。”

她說：“我會讓其他人評估，但烏克蘭邊境有 100,000 名俄
羅斯軍隊，尚不清楚俄羅斯領導人是否打算入侵，這對我來說聽
起來很危險。”

一位知情人士周二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無論如何，美
國駐基輔大使館的絕大多數美國人員都留在崗位上，沒有利用自
願離開的機會。

消息人士稱，盡管美國人員獲准撤離，但並未出現大幅縮編
。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白宮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迫在眉睫”
拜登：若入侵會對普京個人實施制裁

侨 乡 广 东

周田村位于惠州市惠阳区秋长街道北部，总

面积 68 平方公里，下辖 14 个村民小组，共 515

户 2162 人。依山傍水，自然环境优美，是客家

人聚居地，至今已有 350 多年历史，是“吉隆坡王”

叶亚来的故乡。

村内有占地 80 亩的古树公园，公园内有一

棵虬枝苍劲的古樟树，树龄超过 600 年，有“惠

州第一樟”之称，树龄达 300 年以上的古樟树有

10 株，数百年来，古树经历了无数风雨洗礼，一

直屹立不倒、枝繁叶茂，成为村民纳凉休闲好地

方。

来到周田村，更多的游客会发现，青山环绕、

绿水长流的周田村还是个古朴秀美之地，一砖一

瓦、一草一木都被时光赋予了深厚的人文色彩。

围屋与古树如同明珠般散落村中，风景秀丽、古

貌犹存，古今建筑风格迥异、交相辉映，见证周

田村百年沧桑巨变。周田村现保存碧艳楼、会新

楼、会水楼等较为集中而完好的客家围屋 20 多座，

其建筑形制、风格布局以及屋内精美的木雕体现

着浓郁的客家文化特色。

周田村有 200 多年华侨文化史，周田叶氏早

在 19 世纪初就有人远离家乡奔赴南洋谋生。叶亚

来就是周田村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更

是周田村华侨文化的典型代表。1854 年，17 岁的

周田村青年叶亚来，跟着同乡一起远离家乡去到

马来西亚，从做矿工开始，一路艰苦奋斗、不断

拼搏进取，最终成为吉隆坡甲必丹，也被称为“吉

隆坡王”，是吉隆坡开埠功臣。至今，马来西亚

首都吉隆坡仍保留“叶亚来街”及他的塑像。

叶亚来等马来西亚华侨致富后不忘桑梓，他

们出钱出力为建设家乡贡献力量。叶亚来发迹后

曾经捐资重修扩建挺秀书院和修建碧滟楼。在南

洋成就传奇人生的叶亚来在海外侨胞中影响力很

大，近年，以叶亚来故居为载体打造的叶亚来主

题文化展示馆，每年都有海外侨胞、惠籍客家乡

亲等慕名前来参观、寻根问祖。（宗禾）

广东侨村：惠州周田村

广东侨务仲裁跨界联手
为海外侨胞提供线上国际仲裁服务

为给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海外侨胞、华商处理

商事争议推介一个权威可靠、行之有效、高效便

捷的国际仲裁法律在线平台，“为侨办实事 仲裁

通五洲”——国际仲裁法律在线远程服务广州仲

裁委新年侨界专场活动 1 月 13 日在广州举行。

据悉，在广东省、广州市侨务等部门指导支

持下，广州仲裁委员会、广东省华侨华人港澳同

胞服务中心联合举办本次新春侨界专场活动，以

线上 + 线下联动形式，推介全球首个中小微企业

商事争议在线解决平台 (ODR 平台 )。广东省侨务

办公室主任庞国梅表示，此次活动是切实为侨胞

办实事的重要举措，是侨务部门和仲裁机构联合

为侨胞“送服务到家、解纠纷入户”的有益探索，

希望借此让更多海外侨胞华商知晓广州仲裁国际

标准和商事争议处理机制，并进一步推动中外法

律交流，从法律层面讲好中国故事、广东故事。

记者了解到，广州仲裁委员会于去年 1 月上

线“ODR 平台”，开辟了多元化跨境解纷速调的

一站式“绿色通道”，不同语言的当事人可以在

“ODR 平台”上实现“无障碍”“无差别”“无

界限”协商交流，具有零距离、高效率、低成本

的优势，为快速便捷解决跨境贸易纠纷提供了新

方案、新渠道、新平台。广州仲裁委员会副主任

王天喜表示，“ODR 平台”既满足当事人快速维

权需求，同时又有效降低解纷成本，非常适合跨

境商务人士。期待广仲将以服务侨商侨企为出发

点，以侨商侨企为纽带，为国内外的经济贸易提

供优质仲裁服务。活动现场，广州仲裁委员会与

澳大利亚深圳总商会、加拿大中华总商会、捷克

中捷经贸文化交流协会、法国番禺富善社、拉脱

维亚广东商会、尼日利亚粤港澳同乡总会、巴拿

马华商总会、美国华商总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双方将在国际仲裁法律服务、在线远程纠纷解决、

信息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合作。（方伟彬） 广州为海外侨胞提供线上国际仲裁服务，多方代表签署《合作备忘录》。

“吉隆坡王”叶亚来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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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季羡林先生说，河西走廊是世界四大文化体系的交

汇中心。

在唐代，东通秦蜀、西接西域的河西走廊，“襟带

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此地为丝绸

之路的交通要冲，是大唐的边防重镇与商业都会，是天

下富庶之地。塞外边城、丝路驼铃、酒肆琵琶、帅府宴

饮，流淌在盛唐诗人的梦里，被赋予了浓浓的诗意。

王翰慷慨高歌：“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

回？”

岑参举酒豪饮：“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

琶。”

王之涣深情倾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

门关。”

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到了中唐，诗人写起河西

，情绪就丧了不少。元稹听说过昔日河西走廊的繁华景

象，他在《西凉伎》一诗中写道：

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

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

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

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

在诗中，元稹描写了盛唐时河西人烟稠密、喧闹不

已的场景，还想象名将哥舒翰置酒高会的场面，宴席上

有美酒佳肴、胡姬醉舞，有大宛进献的汗血宝马、吐蕃

进献的翠茸裘，让人为之陶醉，流连忘返。

可这样的河西，为何只残存在诗人的幻想中？元稹

笔锋一转，说出了真相：

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没尽空遗丘。

安史之乱打碎了盛世的繁华，河西沦落在战火之中

，就此开启了一段百年痛史。

安史之乱中，唐朝军队一开始败得惨兮兮，封常清

、高仙芝、哥舒翰等边塞名将与安史叛军交战连连失利

。唐玄宗一看形势不对头，拔腿就跑，躲进了蜀地。

唐肃宗到灵武（今宁夏银川）即位后，才在一帮文

臣武将的协助下组织起反攻，可是战争前期唐军主力都

快败光了，这可咋整？唐军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抽调

驻守河陇的精锐之兵增援，与安史叛军作战。

河西边防因此顿时空虚，常年虎视眈眈的吐蕃一看

，到了嘴边的肥肉，岂能让它溜了，于是在之后的几年

内，趁机出兵侵占了唐朝河西、陇右的几十个州。史书

记载，吐蕃“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

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数年间，西北数十州

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

到了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派20万大军从河西

一路杀到长安，唐代宗和他爷爷当年一样吓得够呛，也

跑路了。吐蕃人气焰嚣张，攻破长安后，将这座多灾多

难的国都抢掠一空，纵火焚烧，还拥立广武王李承宏为

帝，意欲建立一个傀儡朝廷。

唐朝宰相苗晋卿卧病在床，吐蕃人把他拉到宫中，

威胁他带个头服从安排。苗晋卿怒目而视，闭口不言，

吐蕃人一时也不敢轻易杀害这位老臣。

不久之后，名将郭子仪就率领三十骑兵奔赴前线，

迅速集合四处逃散的唐军，率军反攻，才再次收复长安

。唐代宗总算是虚惊一场，结束了这段意外的“假期”

。

吐蕃入寇长安，是当时不亚于安史之乱的头条新闻

。远在蜀地漂泊的诗人杜甫得知此事，在《释闷》一诗

中写道：“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

安史之乱后，大唐烽火连年，如今还险些酿成了如

西周末年犬戎灭国一般的悲剧。

吐蕃能够轻易攻破长安，其中的一大原因，正是河

西走廊的失陷。

吐蕃侵占河西后，唐朝京畿以西丧失屏障，门户大

开，朝廷与西域的联系也被切断，安西、北庭诸镇孤悬

异域。不少有识之士深知河西是边防重地，纷纷向朝廷

进言出兵夺回河西，但从盛世跌落的大唐，显然还没有

缓过劲来。

老杜为唐代宗捏一把汗，到了晚唐，河西走廊还在

吐蕃手里，“小杜”杜牧想到此事，也在《河湟》中愤

青一回：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

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唐代宗时，宰相元载经历过长安的变乱，对河西的

重要性深有体会，建议以原州（今宁夏固原）为起点，

逐步收回河陇地区，并主张尽快采取措施缓解西北边患

。

元载是个凤凰男，为人野心勃勃。他通过结交宦官

掌权，又在之后协助皇帝铲除了权宦，专权后排除异己

，因此得罪不少人。唐代宗也对专横跋扈的元载日渐生

厌，不仅没采纳他的建议，后来还将他治罪，给赐死了

。元载虽说人品受质疑，忧国之心还是有的。他未能派

兵收复河西，后来杜牧也不由得感到惋惜。

唐蕃两军对峙，唐军占不到多少便宜，朝廷早已认

怂。建中四年（783年），唐代宗的儿子唐德宗在位时

，被迫与吐蕃和好，双方签订了清水盟约。在议定国界

时，唐朝承认吐蕃对河陇一带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地

的占有权，打不过你，就把地盘让给你了。

白居易后来在诗中写道：

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

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由于在清水之盟中，河西大部分土地划给了吐蕃，

唐朝西北边防形同虚设，皇帝不得不在离家门口不远的

凤翔（今陕西宝鸡）抵御吐蕃的进攻。本来在凤翔布防

就跟闹着玩似的，现实比理想更骨感。清水之盟不久后

，吐蕃就毁约再度发动战争。唐德宗这老实人受了欺负

也没辙，只好恢复与吐蕃的交战状态，河西就此成了一

个老大难的问题。

唐宪宗是中唐时一个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时吐

蕃进犯泾州（今甘肃泾川）、盐州（今陕西定边）等地

，宪宗派遣大将多次将其击败，也曾计划过收复河西。

但这个皇帝爱炼丹，到了统治后期沉迷于长生药，精神

状态不太稳定，朝政为宦官所把持，还没来得及西征就

先归西了。

多年后，杜牧也在《河湟》一诗中为此痛惜。

大唐河西往事：一段百年痛史，与一支铁血之师

河西走廊陷落的百年岁月，当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

热中。

建中二年（781年），吐蕃军攻陷沙州。唐将阎朝

带领城中军民抗争多年，在弹尽粮绝之际不得不与蕃将

相约，不许他们强行迁徙百姓，这才同意出城投降。谁

知，吐蕃人却出尔反尔，不仅伤害了当地百姓，还将多

年来一直与其做对的阎朝毒杀。

阎朝是当时河西官吏中少有的逆行者之一，他的前

任长官、河西节度使周鼎在陷入吐蕃重重包围后丧失斗

志，求救无果后主张焚毁城郭，向东逃窜。阎朝坚持主

战，他果断将周鼎抓回来，用绳子勒死，之后自领州事

，指挥沙州抵抗吐蕃。沙州军民集合在阎朝的旗下，奋

战于内缺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中，一守就是十年。

河西之地陷落本就让人心痛，当地百姓更是无辜遭

难，受到吐蕃残酷迫害。吐蕃攻陷河西各州后，将壮丁

掳为奴隶，命他们耕田放牧，劳作不休，而对丧失劳动

能力的年老者，动辄“断手凿目，弃之而去”。

史载，唐贞元年间（785年—805年），吐蕃军队

曾在河西俘获一万多名汉人，带回其领地为奴。当经过

一段峡谷时，悲愤不已的汉人俘虏停下脚步，向东边的

故乡辞别。有几百人直接哭到昏迷，还有人宁死不屈，

跳崖而死。

吐蕃人还实行文化专制，严厉禁止河西百姓穿汉家

服饰，说汉话。但在吐蕃的压迫下，每逢新春佳节，河

西各州百姓依旧偷偷穿起汉家服饰，祭祀祖先，向东遥

拜。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河西百姓反抗的呼声，

一直回荡在大唐边关。开成年间（836一840年），唐

朝使者途径河西，当地百姓见到唐使放声痛哭，问道：

“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

更让人气愤的是，唐王朝懦弱无能，不仅无力出兵

收复失地，还对冒死逃回的河西百姓百般猜疑，肆意虐

待。善于针砭时弊的白居易写有一首《缚戎人》，其中

说道：

自云乡管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

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

……

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

在唐代宗年间被迫沦落吐蕃统治的河西汉人，尽管

身披胡裘，仍怀着一腔报国热忱，几十年间不断有人从

河西逃回唐朝边境，却被黑白不分的唐军边将捉住，当

作吐蕃俘虏向朝廷邀功请赏。

白居易抨击为非作歹的边将，为无辜的没蕃百姓哀

叹：“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

随着河西失陷，距离长安更遥远的西域也与朝廷断

了联系。管辖天山南北的安西、北庭都护府，面对山呼

海啸般涌来的吐蕃大军苦守多年，最终也在风沙怒卷中

陷落。

郭子仪的侄子郭昕，自年轻时奉命坚守安西四镇

（碎叶、龟兹、于阗、疏勒），少年青丝熬成白发，度

过了四十余年。河西走廊被吐蕃所阻隔后，东方的故乡

成了安西将士回不去的远方。

到了与吐蕃最后一战时，郭昕与最后仅剩的将士

尽皆白发苍苍，在孤悬绝域中燃尽了自己的生命。唐

朝由于河西沦陷，断绝与西域的联系后，一些亲近大

唐的西域邦国相继覆灭。这深刻影响了此后数百年间

这一地区的发展，其中包括在宗教文化上的转变。龟

兹、于阗、疏勒等地，在唐代以前是西域重要的佛教

中心。

诗人张籍的《陇头》一诗写出了吐蕃入寇后，河西

军民的不幸遭遇：

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

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

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

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属汉家？

张籍写到最后，怀着满腔热血追思良将，发出呼吁

：“难道就没有像汉代李广、李蔡那样的名将，来收复

河西，带领百姓们重回汉家故土吗？”

河西沦陷多年后，一位将改变河西地区命运的英雄

终于横空出世。

他，就是张议潮。

张议潮出身沙州豪族，自幼研读兵书，少年时亲眼

目睹河西陷落、民不聊生，被当时广为传唱的《无名歌

》深深触动。诗中哀怨地唱道：

君不见城外空墙匡，将军只是栽花竹。

君看城外栖惶处，段段茅花如柳絮。

海燕衔泥欲作巢，空堂无人却飞去。

这首河陇民谣，反映了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各州的

困境：深受吐蕃奴役的百姓在贫瘠土地上耕作，生活困

顿，还忍受着繁重赋役。他们不堪重负，试图逃离家园

。此地的断垣残壁，只能供吐蕃军官们栽种草木，城外

茅花如柳絮飞扬，格外凄凉，连燕子也不愿在这样残破

的空城筑巢栖息。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张议潮立下志向，一

定要带领乡亲们走出困境。与此同时，盛极一时的吐蕃

正在内乱和外战中不断走向下坡路，已为强弩之末。

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朝廷得知吐蕃衰弱，

于是召集群臣，商议如何收复河西各州。三年后，河东

节度使与吐蕃军大战于盐州，取得大胜。次年，凤翔节

度使又一举收复了原州，当年元载以原州为起点收复河

西的计划再度提上日程。

几年后，又有河陇汉人百姓千余人千里迢迢前来长

安投靠，当时的皇帝唐宣宗亲自在城门接见，百姓欢欣

鼓舞，山呼万岁。

远在沙州的张议潮听闻这些好消息，仿佛得到了信

号：河西各州百姓，终于不再孤立无援。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见时机成熟，

与当地名门望族、豪杰义士联合，散尽家财，招兵买马

，在沙州起兵反抗吐蕃暴政。安史之乱后，时光已过数

十载，河西的汉人终于听到了冲锋的号角，他们揭竿而

起，响应张议潮的号召。

史载，张议潮亲率起义军与吐蕃交战，“启武侯之

八阵，纵烧牛之策”，以寡敌众，突破重重包围。八阵

指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创设的八阵图，烧牛之策则是战

国时期田单的火牛阵，史书以此描述张议潮出色的军事

才能。

吐蕃守军没想到，这么多年来犹如待宰羔羊的黎民

百姓，竟也拿起了屠刀，在惊慌失措中连连败退。吐蕃

权臣尚恐热得知河西起义的消息后勃然大怒，率领军队

再一次劫掠河西鄯（青海西宁）、廓（今青海贵德）等

八州，一路上烧杀劫掠。吐蕃兵遇上青壮就将他们斩杀

，又对老弱妇孺施以割鼻断足的酷刑，甚至以槊刺杀婴

儿为戏。

尚恐热原本是想以此举再次震慑河西百姓，没想到

结果适得其反。吐蕃人残暴的行径激起民怨，越来越多

的河西百姓挺身而出，投入到张议潮的义军中。张议潮

一鼓作气，修缮甲兵，且耕且战，先后带兵收复河陇地

区的沙、瓜、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等

十一州。

河西故土沦陷已近百年，汉人终于再次翻身做主。

张议潮收复失地后，不愿割地称王，而是派人向长

安告捷。由于通往长安的要道还掌握在吐蕃手里，使者

东行受阻，贸然前往，恐怕九死一生。

河西的高僧洪辩心生一计，派其弟子悟真担任张议

潮的入朝使者。僧人的身份正好可以作为掩护，摆脱吐

蕃人的盘问。悟真一路向东，走入荒漠，他辨不清方向

，不知前路在何方，也不知自己此生能否到达长安。他

舍生忘死，只希望把河西军民的英勇一事告知朝廷，让

天下人知道，在沦陷区生活了数十年的百姓，依然不忘

自己是大唐的子民。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悟真迂道东北，幸运地被天德

军（在今内蒙古）防御使李丕发现。在李丕的帮助下，

悟真终于到达长安。他历经艰难险阻，站在了唐朝的中

央，只为告诉人们，河西的百姓，将要重回大唐的怀抱

。

与朝廷取得联系后，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

再派其兄张议潭和起义诸将李明达、李明振等二十九人

为使者入朝告捷，并献上沙、瓜等十一州地图、户籍，

宣布向唐朝效忠。河西的回归，无疑是大唐桑榆晚景中

一丝难得的光亮，对帝国而言，相当提气。

唐宣宗得知河西军民来投，感慨道：“关西出将，

岂虚也哉！”

之前在《河湟》诗中为河西失陷痛心疾首的诗人杜

牧，此时心境大不同，欣喜地作诗歌咏张议潮立下的奇

功，以汉武帝平朔方、周宣王征夷狄作对比：

捷书皆应睿谋期，十万曾无一镞遗。

汉武惭誇朔方地，周宣休道太原师。

威加塞外寒来早，恩入河源冻合迟。

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

之后，唐朝在沙州设立归义军，统领沙、瓜十一州

，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给予其高度的行政自由。

从此，归义军名扬天下。

张议潮率领的这支铁血之师，在河西以寡敌众，接

连抵御吐蕃、回鹘大军的进犯，甚至还以7000汉兵，

一举拿下河西重镇凉州。他给这片曾经繁华的土地带来

了久违的安宁。

张议潮不仅为巩固边防鞠躬尽瘁，还在当地恢复唐

朝礼制、汉人风俗，遂使“百年左衽，复为冠裳；十郡

遗黎，悉出汤火”。敦煌出土的诗篇中，不乏时人称颂

张议潮的作品，其中一首诗写道：

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

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在经营河西多年后，晚年的张议潮偶然间得知此前

被派入朝的哥哥张议潭去世的噩耗，便以69岁高龄不远

千里赶往长安。荣新江教授认为，张议潮此举是为替代

其兄作为归义军的新人质，以此表示对朝廷的忠诚。作

为一个高度独立的地方政府，归义军难免遭到朝廷猜疑

，所谓“先身入质，表为国之输忠；葵心向阳，俾上帝

之诚信”。

咸通八年（867年），功成名就的张议潮被唐朝晋

升为司徒，在长安享受优厚礼遇，此后几年远离战火，

平静地度过了余生。他去世时，吐蕃早已在内忧外患中

走向分裂，但唐朝也无力继续西进，难以借河西之地再

复西域。

此时，距离唐朝灭亡，也仅剩下不到40年，各地

起义不断爆发，下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五代十国正

悄然拉开帷幕。

张议潮生前挂念的归义军，在战乱中逐渐被人淡忘

，直到北宋时，河西各州才为西夏政权所兼并。那段百

年沉沦和英雄奋起的历史，早已铭刻在这片黄沙漫漫的

土地上。

大唐河西往事：
一段百年痛史，与一支铁血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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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海归青年乔琳回到家乡山西省阳城

县，继承了长辈的珐华制作技艺，成为

一名“农村创客”。新华社发

青年海归学者、陕西省水模拟及灾

害管理创新团队负责人侯精明（右一）

在与英国研究城市雨洪的同行进行学术

交流。新华社发

两个月后，刘毅坤将从伦敦大学国

王学院硕士毕业，他打定主意回国就业

。此时，他正在上海一家公司实习，一

边实习，一边继续海投了十几份简历。

2021年末的最后一周，他参加了6个面

试，实习和面试“轮轴转”，仍在“等

待好消息”。

又是一个求职季，在疫情影响下，

归国留学毕业生们的未来面临不确定性

。在豆瓣上，有个小组聚集了大量归国

留学生。他们吐槽求职时的遭遇，自嘲

为“海归废物”。发言者不乏常青藤名

校毕业生，他们无一例外暂时遇到了挫

折：有人抱怨自己由于常年在海外生活

，回国后获取的信息并不对等；也有人

感叹自己并未预料到求职困难；还有人

后悔没有掌握过硬的本领，回国后空有

一纸文凭，却没有公司要。

归国留学生走过哪些求职经历？在

出国留学已经常态化的今天，社会到底

需要什么样的留学人才？记者对此进行

了调查。

“定位过高”“经验不足”，海归求职

两大困扰

2017年，刘毅坤赴英国留学，进入

斯旺西攻读本科。4年后，考入伦敦大

学国王学院攻读硕士，硕士和本科都是

学习金融专业。

为了申请硕士，他曾长达一年多在

图书馆埋头苦读。本科和硕士学校在

“2022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中分列

440名和35名，“付出很多心血，才完

成这样的跨越”，刘毅坤坦言，“国外

的学习生活，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轻

松，挑灯夜战也是常有的事”。

对于回国就业的决定，这是他一早

就做好的人生规划，出国留学只是为了

“体验多元文化”。虽然，金融行业一

直火热，但是他感觉自己在学历上拥有

“硬通货”，“问题不大”。可参加多

次面试后，却发现“过度乐观”了。

新东方旗下公司“前途出国”刚刚

发布《中国留学白皮书2021》显示，随

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疫情控制得当，

2021年意向归国留学生对国内就业环境

更加有信心，选择毕业后马上回国就业

的占比31%，较上一年增长6%。

该数据还显示，留学生对于求职的

期待过于乐观，“对自己定位过高”和

“相关实习/工作经验不足”成为两大主

要问题。尤其是“对自己定位过高”，

三年来一跃成为最受留学生困扰的求职

问题。

刘毅坤参加了多个国内企业和外企

的招聘，发现两者风格迥然不同。“说

说你的实习经历”和“遇到这种问题，

你怎么做”，在他看来，“这两个问题

代表着国内企业和外企招聘的两种思维

。”

“前者几乎是国内企业面试官都会

提的问题，国内企业看重留学生工作和

实习经历等‘硬技能’，希望从你的实

习经历去考查应聘者水平。而外国公司

则对后一问题更感兴趣，他们更加看重

个人性格等‘软技能’。还有些外国公

司会要求现场生成性格分析报告，根据

报告结果安排岗位，善于社交的人去做

销售，善于组织活动的人去做公关。”

刘毅坤“高估”了学历在招聘市场

上的含金量，因为缺乏相关实习经历，

在性格测试中又无法匹配到合适岗位，

他最近的几次应聘都以失败告终。

在很多人眼里，这些归国留学生找

工作是一片坦途，入职后即是白领，进

出高级写字楼，用流利外语处理公司业

务。

可从目前看，归国留学生马斌的职

场生涯可能不是这个样子。马斌在上海

找了一圈工作后，决定回老家合肥，

“想象和现实差距太大，竞争者不仅多

，而且他们学历还特别高”。尽管出国

留学四年，最后还是在家长劝说下，准

备报考公务员，愿意进入体制内工作。

2021年底，厦门中小学校园招聘优

秀毕业生签约名单陆续公布，有一批归

国留学生成功入围，包括剑桥大学、伦

敦大学学院、爱丁堡大学、新加坡国立

大学等。

海归的光环逐渐淡化，他们选择体

制内工作，成为教师、公务员等情况，

经过媒体报道后，总能引发关注。根据

《2020海外留学趋势报告》，在调查样

本中，将近一半的留学生归国后进入体

制内工作，其中21%进入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25%任职于国企。

薪资无优势，出国留学性价比下降

在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设立的海

归人才招聘会上，求职人员与企业招聘

人员交流。新华社发

在豆瓣上，一名用户发帖问：“研

究生回国工资6000元起步正常吗？”

该用户介绍，他投了30个简历，只

参加了3个面试：游戏广告优化师、海

外市场运营专员、跨境电商广告投放管

理，工资基本为5000元到10000元。

该网页下跟帖者众多，语气中似乎

带有不解：相比其前期留学时在经济与

时间上的投入，一些海归越来越觉得

“不值得”。

“出国留学不再与高薪呈强相关联

系。”一位中英留学生求职机构负责人

王志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英国留学

一年制硕士的费用中，学费约为20万元

，生活成本约为12万元，整体成本约为

40万元一年。

“在入职的初期阶段，国内四大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岗大约是12万元。而国

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是归国留学生

能够找到的最好工作之一了。” 王志

奇说。

2021年第12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刊发《“新生代海归

”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一文显示

，整体上学历越高，收入越高。但通过

与2019年国内全国高校不同学历毕业生

的平均起薪相比，海归本科、海归硕士

和海归博士分别高出3512元、2944元、

1244元，优势呈明显下降趋势。

北京大学副教授沈文钦对此表示认

同：“如果纯粹只算经济回报的话，出

国留学的性价比正在降低。但是留学经

历对个人的成长、品格的塑造等等的作

用，却无法用金钱衡量。”

“用归国留学生入职初期的工资对

比留学总花费，得出要很多年才会回本

的结论，不太合适，因为出国留学不能

仅仅盯着‘回本’。”陈远是浙江一家

国际高中的管理者，这所学校每年有近

百位学生选择出国留学。

年轻人的薪资不是一成不变的，往

往随着工作年限增加会有较多涨幅。一

些民企大厂的股权激励和奖金激励的受

益员工主要是年轻人，其中不乏海归。

陈远所在的国际高中也会招收不少有留

学经历的求职者，“以我做招聘的感受

为例，学历只是敲门砖，真正还是看入

职后的表现”。

有一个趋势十分明显，陈远坦言，

“归国留学生的薪资和国内大学毕业生

相比，已经没有太多优势可言了。除非

是进外企或者国内比较国际化的民企大

厂，否则海归背景并不能成为用人单位

招聘时的加分项。况且，相比前几年，

这些民企大厂的招人节奏放缓了。”

“还有一个容易被遮蔽的事实。”

沈文钦提醒记者，一般来说，出国留学

生大多来自城市的家庭，他们在选择就

业的时候，目光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而大城市里好工作的竞争程度通常也是

最激烈的。

归国留学生还面临着一个问题——

毕业流程与国内招聘单位的时间不匹配

，形成了“就业时差”，导致求职机会

减少，求职时间延长。

王志奇举例介绍：“英国一年制硕

士留学生2021年9月入学，他们的毕业

时间大多在2022年11月至2023年1月。

当你2022年底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回国

时，可能会错过2022年国内秋招的黄金

时期。”

出国留学，能力培养最重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

出国留学人数为66.21万人，当年学成

回国人数为51.94万人，回国占出国留

学人员比率达到78%左右，较2010年前

后50%左右的比例，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

2019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首次超

过70万人。和早期出国留学相比，不管

是总人数上，还是留学目的地的数量上

，都达到了一个顶峰。在出国留学常态

化背景下，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

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留学生？

薛孟从美国一所设计学院毕业后，

在美工作了三年。因为疫情缘故，半年

前他准备回国，通过参加线上招聘，成

功入职上海一家设计公司。找工作时，

他把在美留学时参与过的城市设计项目

和翻译一本该专业专著的经历写入了简

历。线上面试后的第三天，他就获得了

这家公司的加盟邀请。

工作对薛孟来讲，“不仅是一个养

家糊口的差事，还要能得到成长”。他

入职后，立即参与到了一座南方城市滨

江风光带的设计工作。“我们上班不用

打卡，氛围宽松，公司也支持员工的创

意和探索。”

无论从生活状态、收入、职业成就

感，还是个人成长空间上，薛孟都“感

到满意”。只不过，他还不习惯国内加

班的节奏和不太使用邮件沟通工作的做

法。

在归国留学生中，这样的故事不是

凤毛麟角。

“以前留学生回国不是很多，现在

国外拿到本科和硕士学位的留学生，基

本都会回来，还有不少在国外拿了硕士

学位的学生申请国内的博士学位，这种

情况也越来越多。”沈文钦表示，“从

国家的角度看，出国留学依然是培养尖

端人才的渠道之一，毕竟在有些领域，

我们和西方国家依然存在明显差距，例

如数学、计算机和社会科学。我国最急

需科技类精英人才。”

近日，教育部公布《对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第5337号建议的答复》称

，教育部坚持以“支持留学、鼓励回国

、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新时代留学

工作方针为指引。

教育部表示，将提高线上服务能力

，加强国内创新创业环境和相关政策的

对外宣传，引导和鼓励更多的留学人员

回国就业创业，持续为留学人员回国发

展和项目转化牵线搭桥。

“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留

学生和国内学生相比不一定有明显的优

势。”沈文钦举例，以硕士生教育为例

，英国硕士一般是一年制，学制比较短

，不要求写学术论文。“他们在硕士期

间所积累的知识和技能，和国内顶尖大

学三年制的硕士生相比，没有优势可言

，甚至可能处于劣势的位置。”

“从家长和学生角度看，国内优质

高校资源竞争非常激烈，考上北大、清

华、复旦的难度，不亚于上国外名校。

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选择出国留学，

考上较好高校的可能性反而较大，对于

经济宽裕的家庭来说，出国留学依然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沈文钦坦言。

对于很多人，出国只是留学的第一

步，在国外学习，又应该着重培养哪些

能力呢？“对于留学生的培养，我们比

较看重语言能力，不能出国几年外语还

不行，得能够用外语进行工作；做事要

独立靠谱，能够自己思考、独立处理和

解决问题，并善于协作沟通。”陈远表

示，“学习能力要强，还要愿意尝试新

事物，接受新想法。”

《“新生代海归”就业质量的影响

因素研究》还得出一个结论，在中西部

地区就业的海归普遍拥有更积极愉快的

就业体验。该文建议，海归应该树立正

确的就业观念，调整好心态，更看重自

身发展空间、岗位的发展潜力及岗位的

社会价值与意义，可以适当把目光投向

中西部地区或者二三线城市。同时，学

有专长的“新生代海归”可以拓宽就业

视野，在一些新型知识领域，如法律金

融、新型医疗医药、文化传媒、计算机

信息技术等，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研发

。

“海归”还是“海待”
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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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秦鴻鈞 ）由著名的
地產開發商、旅館業者許文忠、黎
淑瑛夫婦主持的「亞洲城珍稀商店
& 辦公室」於本周二（1月25日
）上午11時舉行極為盛大的動土
奠基儀式，當天政要嘉賓雲集，大
家擠在臨時搭建的帳篷內，很多人
沒有座位，站著全程參加儀式，足
見這塊休士頓華埠最後一塊黃金寶
地，是如何受到各界的矚目。

上午十一時時，動土儀式正式
開始。首先由潮州會館麒麒龍獅團
表演舞獅，炒熱現場氣氛。接著主
人許文忠首先致歡迎詞，他感謝休
市Sylvester Turner市長、國會議
員Al Green， 休士頓國際區區長
李蔚華、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林
富桂等人親自蒞臨現場。他還記得

2004年蓋「希爾頓
花園旅館」時，國
會議員Al Green還
親自前來為他主持
動土儀式。他也介
紹「亞洲城」，地
點很好，極具商業
地產價值。無論營
業額、車流、曝光
率大，客源都在這

塊黃金寶地上。他也略介紹Build-
ing本身，二、三、四層樓建200
多個停車場，使客戶更具安全保障
。此外，一樓為臨街商舖，五、六
層為商店、診所、事務所，共有
48個商業地產單位，適合零售、
醫生診所、註冊會計師辦公室、律
師、保險和房地產經紀等。他也謝
謝當天到場的社區領袖、謝謝「第
一銀行休士頓分行」的吳炳輝經理
，謝謝他太太的「工商婦女會」姊
妹們對他們的支持，今天一早到現
場來幫忙。

休士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
接著致詞，謝謝大家來到這裡，市
府本應給予幫忙、支持。他也介紹
今天來此的市府成員、警察局、以
及李蔚華先生、李雄先生等多位社
區領袖。他並恭賀大家新年快樂！
虎年吉祥！

國會議員Al Green 接著上台
，他誇讚Sylvester Turner 是位好
市長、偉大的市長，也逐一介紹在
場的譚秋晴市議員、和州議員吳元
之，休士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他
也特別提到「亞洲城」這塊地附近
，講英語、西班牙語、國、越語的
居民比比皆是，他並以國語「恭喜

發財」向全場祝賀，他說這是他的
中文老師林富桂律師教的。他並頒
發祝賀文告給「亞洲城」業主許文
忠、黎淑瑛夫婦，場面極為盛大。

德州眾議員吳元之也上台致賀
詞，並頒發州長祝賀文告，緊接著
Harris County Pct4 的行政長官
Jack Cagle’s 的代表也上前頒贈
祝賀文告給許文忠、黎淑瑛夫婦。

當天出席的貴賓還有「台北經
文處」羅復文處長、休市警察局長
Troy Finner, 休士頓J 區市議員Ed-
ward Pollard, 第一銀行休士頓分
行吳炳輝經理、休士頓西南管理區
及亞裔商會主席李雄、Stafford 市
議員譚秋晴等人，他們隨即出列，
戴上安全帽、手持鏟子，同時動土
，留下可貴的歷史畫面。

「亞洲城」位於商業蓬勃發展
的休士頓西南亞洲區的中心點上。
更由於該商場比鄰敦煌廣場和希爾
頓洒店、恆豐銀行等商務、旅遊區
緊密相連（有車道相通），有最好
的能見度和交通量，儼然成為一個
成熟的商業環境，未來升值潛力巨
大，是該區唯一可以購買而不是出
租的商業地產項目。

休士華埠最後一塊黃金寶地—休士華埠最後一塊黃金寶地— 亞洲城亞洲城
11月月2525日舉行盛大動土儀式日舉行盛大動土儀式，，政要政要、、佳賓雲集佳賓雲集

潮州會館麒麟龍獅團表演舞潮州會館麒麟龍獅團表演舞
獅開場獅開場。（。（中中））為儀式主持為儀式主持
人人Alice LeeAlice Lee （（李成純如李成純如）。）。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出席儀式的貴賓出席儀式的貴賓（（左起左起）） 「「休士頓國際區休士頓國際區」」 區長區長、、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國會議員國會議員

Al GreenAl Green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 「「亞洲亞洲
城業主城業主」」 黎淑瑛黎淑瑛、、許文忠許文忠、、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休士頓西南管理區」」

主席主席、、亞裔商會會長李雄亞裔商會會長李雄。（。（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左起左起））休士頓國際區區長休士頓國際區區長、、美南報業傳美南報業傳
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羅
復文處長復文處長、、 林富桂律師林富桂律師、、 「「台北經文處教育組台北經文處教育組
」」 楊淑雅主任在典禮上楊淑雅主任在典禮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出席動土儀式的貴賓出席動土儀式的貴賓（（右起右起））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休士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休士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
（（亞洲城亞洲城））業主許文忠業主許文忠、、休市市長休市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休士頓西休士頓西
南管理區主席李雄南管理區主席李雄、（、（亞洲城亞洲城））業主黎淑瑛業主黎淑瑛、、林富桂律師林富桂律師。。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左左 ））代表德州代表德州
州政府頒發祝賀文告給許文忠州政府頒發祝賀文告給許文忠
（（右右 ）、）、黎淑瑛黎淑瑛（（中中））夫婦夫婦。。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右四右四 ））頒頒
贈祝賀文告贈祝賀文告。。由許文忠由許文忠（（右五右五
））黎淑瑛黎淑瑛（（右六右六））夫婦代表接夫婦代表接

受受。（。（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休市各政要圖為休市各政要，，佳賓佳賓11月月2525日上午主持日上午主持 「「亞洲城亞洲城」」 的動土奠基的動土奠基

儀式儀式。（。（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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