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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菲同款童顏針 把你的青春還給你
奧斯丁NeoSoma
奧斯丁
NeoSoma專業醫美讓你神奇變年輕
專業醫美讓你神奇變年輕！
！

（本報記者黃梅子）相信對醫美有關註的妹
子們多少都聽說過童顏針，好幾年前網絡上就盛
傳過王菲花 500 萬新臺幣找臺灣醫師前後打了三
次童顏針，讓她年衰瘦削的面龐，重新年輕豐盈
起來。王菲打童顏針的效果自不必我多說，大家
都在電視和網絡上看得到她的逆齡生長。好吧，
這能把青春找回來的童顏針，到底是什麽？
童顏針的歷史---首先，童顏針是一種用於面部填充的物質，
跟玻尿酸的作用看似相近但其實又很不一樣。大
家千萬不要覺得童顏針是啥新科技，其實它幾乎
跟玻尿酸同時問世，到現在也十幾年了。美國的
Sculptra 也早在十多年前前就拿到了 FDA 的認證
，安全性比玻尿酸更高（不需要任何的過敏測試
）。
童顏針的原理----童顏針主要成份為聚左乳酸 ，一種與生物相
容(不會引起體內排斥)及能被 100%降解(體內自行
分解代謝)的物質，這個物質已經被醫學界使用超
過 30 年。聚左乳酸在降解的時候會刺激皮膚本身
產生大量的膠原蛋白和透明酸質（這個其實跟我
們平時鍛煉會產生乳酸然後會刺激肌肉生產的原
理有點相像）當皮膚有大量的新的膠原和自身玻
尿酸產生的時候，不管是緊致度，飽滿度，光澤
度，細膩度自然就會越來越好，而且這種的狀態
是由內向外的，整個人呈現出童顏的狀態，所以
取名為童顏針。
童顏針的適應癥----童顏針適用於全面部的填充，除特別需要塑
形的部位（如鼻子，下巴）不建議以外，面頰，
太陽穴，額頭，蘋果肌，法令紋等等都是童顏針
的強項。而且這種填充跟玻尿酸和自體脂肪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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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平滑度往往更好，更自然。
童顏針的弊端-----很多妹子知道童顏針已經很久很久了，但卻
從來沒有打過，為什麽呢？因為童顏針這個東西
本身雖然非常好，但是施打起來難度卻格外大！
沒經驗的醫生打出來會出現蘋果肌過度飽滿的情
況，效果不盡人意。這也是很多醫美診所甚至都
不提供童顏針項目，因為怕弄巧成拙。為什麽童
顏針難打呢？原因就在於它不是單純的物理性填
充（填多少是多少），而是它後期會刺激自身組
織生長（當然不是生長因子那種亂長），而這個
生長的位置和多少，就大大取決於醫生在施打時
候的方法和用量，這個主要取決於經驗，也就是
說打的人越多，醫生的手法就會越好。市場上擁
有童顏針施打資格的醫生本來就少，真正打得好
的就少之又少。而且童顏針不像玻尿酸打多了還
可以有分解酶融掉，糾錯成本高，所以在找到可
以 100%可以信任的醫生之前，很多妹子都不敢嘗
試。奧斯丁 NeoSoma 專業醫美是美國政府註冊
的專業醫美，註射師是在美國正規持牌醫生（M.
D.）或正規持牌護士（R.N.），藥品都是 FDA 認
證安全有效的針劑，安全和資質有保證。尤其是
註射師王老師從事醫療工作多年，並且積累了豐
富的亞洲客人臨床經驗，熟悉亞洲客人的審美喜
好，對劑量把控嚴格精準。她技術嫻熟，對於童
顏針的施打已達爐火純青的水平，做過的客人都
贊不絕口。
相信看到這裏，很多妹子心裏已經蹭蹭地種
草了。對於童顏針，王老師說很多人都有共同的
疑問。
#1 童顏針的價格------總體來說單次填充會比玻尿酸貴一點。但兩
者最大的分別在於玻尿酸沒了就沒了，而童顏針
最後會慢慢變成自己的。所以至於這個性價比還
是比較好的。

#2 目前市面批準有幾種童顏針？
目前美國藥監局批準的童顏針只有 Sculptra
一種。原理是通過刺激自身膠原蛋白增生達到面
容年輕化的效果，適用於因老化造成的細紋及凹
陷，從深層改善皮膚的狀態。
#3 童顏針和玻尿酸的區別？
雖然玻尿酸和童顏針在功能上都是填充，但
他們的原理大不相同。玻尿酸是物理填充物填補
凹陷；效果立竿見影，但維持的時間短，需要
9-12 個月需補充註射一次。童顏針是刺激自身皮
膚深層膠原蛋白產生，同時激發細胞活力。註射
後 6 周膠原開始增加，註射後 2 個月左右肉眼效
果漸漸體現，皮膚外觀將在接下來 6 個月中持續
得到改善，並達到最佳效果。相比物理填充，童
顏針外觀看更真實，效果更持久，可維持 2-3 年
。同時，童顏針可以從深層改善皮膚的狀態，實
現肌膚飽滿緊實。
#4 童顏針和肉毒素的區別？
兩者都有除皺的療效。從原理上說，肉毒素
則是通過阻斷神經對肌肉的傳導達到除皺的效果
，適用於動態表情紋，如擡頭紋、魚尾紋、川字
紋等。
而童顏針是通過刺激自身膠原蛋白增生，達
到填平褶皺凹陷的功能，適用於光老化造成的皺
紋及凹陷。
#5 童顏針和自體脂肪哪個好？
童顏針可以作為脂肪移植的替代品，用於改
善深度褶皺松弛的皮膚。脂肪填充需要手術獲取
脂肪，術後需要三個月的穩定恢復期。術後腫脹
明顯，且效果依賴脂肪存活率。註射童顏針後無
需恢復期，效果更自然。因此從求美者的角度來
說，註射童顏針更易接受。不過大面積的填充，
請咨詢自己的專業醫師。
#6 童顏針一次見效嗎？
要達到最佳的效果，註射需要會分為 2~3 次
，每次之間相隔 4~6 星期，給肌膚充
分的時間重新增生膠原蛋白。面部註
射最終效果可維持 25 個月以上。由於
每個人對童顏針的反應可能會不同，
需要的註射次數也會不同。童顏針是
乳酸的聚合物，很天然，有生物相容
性。我們自身就有乳酸，所以完全適
應它的存在。它的原理是刺激人體自
身膠原蛋白生成，能夠自然地填平褶
皺，飽滿肌膚。同時它具有可降解性
，一定時間後在體內可自行分解代謝

為二氧化碳和水。
#7 童顏針會使我面部僵硬嗎？
不會。童顏針是乳酸的聚合物，很天然，有
生物相容性。我們自身就有乳酸，所以完全適應
它的存在。它的原理是刺激人體自身膠原蛋白生
成，能夠自然地填平褶皺，飽滿肌膚。同時它具
有可降解性，一定時間後在體內可自行分解代謝
為二氧化碳和水。
#8 童顏針術後註意事項
1、註射後 24 小時內敷冰袋，減輕腫脹和淤
青，避免冰和水直接接觸皮膚；2、註射後 5 天內
、每天 5 次、每次 5 分鐘的按摩，能輔助 Sculptra
均勻分布，使治療效果更自然理想；3、一周內
避免陽光和紫外線直射治療區域；3、一周內避
免使用刺激性及去角質產品；4、註射後若針口
出現部紅腫現象、瘀血、輕微腫脹，是正常現象
，一周左右可復原。

奧斯丁 NeoSoma 專業醫美
地 址 ： 13091 Pond Springs Rd, suite 240, Austin,
TX78729
王老師手機：469-2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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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位休士頓亞太裔參加德州初選
多位休士頓亞太裔參加德州初選，
，以提升社區力量
以提升社區力量！
！
周五22 月 18 日來雲端見面助威
周五
請查看縣選舉網站。休斯頓紀事報
Houston Chronicle 和 德 克 薩 斯 論
壇報 Texas Tribune 報道了選舉和候
選人背書。其他公益組織，例如專
門負責介紹選舉的 League of Womens Voter (https://www.vote411.
org/texas) 也有指南。

vdL20C
活 動 簡 介 ： https://www.facebook.com/694547144069354/
posts/1830353213822069/?d=n
活動聯系人：施慧倫博士
832-645-2810
附圖：活動圖片，休士頓亞裔候
選人名單

Zoom 登 記 ： https://bit.ly/
2022aapicandidateforum
活動頁面：https://fb.me/e/1LL-

2022 年 德 州 初 選 提 前 投 票 已
於 2 月 14 日周一開始。本次休士頓
地區 30 多名亞太候選人參選，再次
把繼 2018 和 2020 年以來的亞裔參
政高潮推向又一個高峰。
德州初選極其重要，因為每個
政黨的獲勝候選人將進入 11 月的中
期選舉，其結果將直接影響 2024
年全美總統大選，稅務政策，及亞
裔社區的興衰福祉。
亞裔在德州是增長最快的人口
。但這幾年來，尤其是 COVID 疫情
中，亞裔面臨越來越多的仇恨犯罪
、暴力和歧視。德州議院用 2020
年人口普查數據重新劃分了各級選
區，不僅削減和分裂了亞裔社區，
例如在人口稠密的 Sugar Land 地區

，而且從今年開始，取消了疫情中
的便民服務，實施更嚴厲的投票規
則, 縮短投票時間等選民壓製手段，
以使少數族裔和上班族難以參加。
這促使更多的亞太候選人出來
競選聯邦、州和縣各級的公職，為
社區帶來更多的聲音和代表權。休
士頓地區 30 多位候選人，絕大多數
在民主黨一方，大約 1/4 在共和黨
的選票上。他們當中包括德州華裔
議員 Gene Wu, 2018 年當選的 Fort
Bend 縣長 KP George，還有這次競
選 Harris 縣 第 4 分 區 區 長 的 Ben
Chou, 和在 Fort Bend 競選州議員的
Daniel Lee 等（見列表）。
“不投票就沒有發言權！” 為
了給優秀代表們助威加油，介紹這

些公職的重要性和與個人家庭的相
關性，休士頓的亞太組織將於 2 月
18 日周五晚 7 點舉辦雲端見面會。
OCA - Greater Houston、 Emgage
、 United Chinese American、
Woori Juntos、 APAPA Houston、
Houston 8020、 SAVVETX、 WiseUp TX 和 ECI 合作組織將參加此次活
動（Zoom 鏈接如下）。
2022 年德州初選提前投票時間
為 2 月 14 日周一至 2 月 25 日周五
。選舉日是 3 月 1 日周二。該候選
人見面會將於 2 月 18 日周五晚舉行
，以在提前投票的唯一周末，鼓勵
社區參與，支持優秀亞太候選人參
政。
投票地點、時間和選票樣本，

故事天地

治牙破案
清朝道光年间，马绍明在云城
当知县。
有一天，马知县在乡下巡察时
看到一种怪现象：有一个叫柴庄的
村子，全村二百多口人中一大半患
上了牙病。这些人的牙齿大多是黄
褐色，有的甚至变成了黑色，还有
齿缺现象。村民们说，他们请来牙
医治疗过，却无济于事。因“满村
尽是大黄牙”，柴庄被附近村民称
为“妖村”。
马知县当然不信妖，但村民们
的牙病也得想办法医治。返回县城
后，马知县邀请县城几位著名大夫
前去柴庄会诊，但大夫们观察了半
天，又互相交流了半天，却没人能说出牙齿变色变坏
的原因，当然，更没大夫敢轻易开方治疗。
马知县命人在衙门外贴出告示，许诺若治好村
民们的牙病，必给重赏。
几天后，有人揭下告示，这人很快被衙役带进
县衙。
马知县一看，顿时心凉了半截，原来此人衣着
破旧，胡子拉碴，头发乱得像个鸡窝。这副鬼样子也
能治病？简直是笑话。
此人自我介绍说，他叫郑一行。马知县不屑地
问道：“郑一行，你揭下告示，就等于承认能治好村
民们的牙病，你有这个把握吗？”
“把握倒是没有，”郑一行晃着脑袋说，“但
小民可以一试。小民出身于医学世家，自幼受家父熏
染，对医学略懂一二，尤其对牙病有较深研究。小民
愿竭尽所能，为百姓解除痛苦。”
这话听着还算顺耳，马知县改变了对郑一行的
看法，心想，反正没人敢接这个烫手山芋，那就让他
试一试吧。
接下来，马知县把一个叫牛三的衙役调配给郑
一行使用。
郑一行和牛三很快赶到柴庄，两人走村串户，
一家一家探访患牙病的村民，挨个儿查看牙齿，询问
病情，把脉溯源，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细节。听说
郑一行和牛三是马知县派来查病的，村民们十分感动
，除了端茶送饭外，还主动腾房给两人住。
可忙碌了好几天，两人却没能寻找到一点儿有
用的线索，郑一行不免有点儿心灰意冷。
这天，郑一行领着牛三在村子周围转悠，转到
村子的北边，忽然看到一个挺大的院落。这院落的主
人应该是个富户，大大小小十几间房屋，全是青砖青
瓦，可屋子却空着，没人住。
郑一行感到很奇怪，询问从旁边经过的村民。
村民告诉郑一行，该院落的主人叫柴锐，本来在这里
开了个客栈，供南来北往的商人打尖住店，生意兴隆
，可半年前不知何故突然关了客栈离开了村子，听说
目前在县城里开酒馆，收入还不错。
郑一行顺口问：“柴老板的家人有没有患牙病

的？”
“嗨，别提了，他家所有人都有牙病。”村民
叹着气说，“别看老柴挣钱不少，可是他家人的牙病
同样治不好，你说，钱多顶啥用？”
郑一行觉得应该让柴锐一家人回来接受检查，
兴许从他们口中能找到牙病的致病源。于是他给马知
县写了一封信，由牛三带过去，大意是，由马知县出
面督促柴锐，让他带上一家人快回老家。
既然县太爷有命令，柴锐自然不敢违抗。
第二天，他带着一家人乘坐一辆马车匆匆回到
了柴庄。郑一行把柴家老小看了个遍，发现这家人果
然个个都有牙病，是清一色的“大黄牙”。
郑一行跟柴锐攀谈了一番，并没得到有用的信
息，接着又在柴家转来转去，也没有新的发现。
因为柴家宅院大，闲房多，郑一行和牛三当晚
干脆住进了柴家。
夜晚，郑一行毫无睡意，索性起床在卧室里来
回踱步。到了三更时分，他忽然听到屋外有动静，贴
着窗户一看，他看到院里有个黑影在动，这黑影径直
走到一棵大树的旁边，然后站在树下一动不动。
这黑影是何许人也，他独站树下，到底想干什
么？郑一行觉得蹊跷。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郑一行站在窗边细看，却
发现这个黑影竟是柴锐。
柴锐如此行动诡异，使郑一行不免对这棵树产
生了兴趣。他看到，这是一棵十分茂盛的枣树，树干
有水桶粗，树高两三丈，此时已是深秋，树叶开始发
黄，高耸的树枝上还零零星星地挂着几颗红枣。郑一
行想，这树很平常啊，柴锐怎么半夜站在这里？
郑一行忽然在心中打了一个问号：所有患牙病
的人会不会跟这棵枣树有关系？
此疑问一产生，郑一行顿时觉得有了方向。天
亮后，他和牛三再次将有牙病的村民集中起来，通过
询问，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三天后，马知县带领一群衙役来到柴庄。
郑一行指着那棵枣树说：“这是一棵妖树。”
马知县绕着枣树左看看，右看看，也没看出什
么特殊之处，不由皱起了眉头：“妖在何处，本官怎
么看不出来呢？”

郑一行清了清嗓子，大声说：“小民已经调查
过了，凡是有牙病的村民都吃过这棵树结的枣子。”
身边的村民都随声附和道：“是啊是啊，柴老
板为人大方，经常把自家的枣子送给我们吃。”
马知县摊了摊手，说：“可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呢？”
郑一行凑到马知县身旁，悄声说：“道理不是
明摆着吗？这说明村民们的牙病很可能是该树结的枣
子引起的。”
竟有这种怪事？马知县直感到脊背发凉，正想
说话，却听郑一行若有所思地说：“这棵树从外表看
，树干和树枝都没有问题，我们不妨将其连根挖掉，
看看树下有没有妖孽，或许此树也是一个受害者。”
这话说得有理，马知县點点头，吩咐牛三等衙役开始
挖树。衙役们挥镐抡锹，干劲儿十足，不到半个时辰
，就将这棵妖树连根放倒。
再往下挖，忽听“咣当”一声，大家凑上前去
一看，竟挖出一截人骨。再挖，一具完整的尸骨露了
出来，现场霎时响起一片惊讶声。
马知县也惊得张大了嘴巴，他指着柴锐夫妇，
质问道：“大胆刁民，这具尸骨是咋回事？快快如实
招来！”
柴锐夫妇“扑通”一声跪倒，“大人饶命，这
人是我们杀的……”
原来，七年前的一天夜晚，柴家客栈住进一位
五十多岁、衣着得体的客人，柴锐夫妇觉得此人像是
个有钱人，便主动上前与其攀谈。从攀谈中得知，此
人姓郑，是一个牙科郎中，在百里之外的小县城开了
个诊所，此次只身前往宛城采购中草药。
柴锐夫妇猜测，此人只身外出买药，身上必定
带有重金，于是当晚趁郑郎中熟睡之机将其杀害，攫
取了上百两银子，同时从包袱里找到一大包“郑氏止
疼膏”，估计是外出备用之药。杀人后，柴锐夫妇担
心尸体外抛容易被人发现，便在自家院里挖了个深坑
将其掩埋，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又在埋尸之处栽上了
枣树。
一晃几年过去了，枣树长得枝繁叶茂，结的枣
子更是又大又甜，可柴锐夫妇却不敢吃这些枣子，因
为这些年，柴家一家人莫名其妙地患上了牙病，久治
不愈。夫妻俩担心是这个冤死鬼从中使坏，便于半年
前悄悄离开了柴庄。此次郑一行让他们回老家接受调
查，柴锐的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这才有了深夜独站树
下的举动……
听完柴锐夫妇的叙述，在场的人算是明白了：
正是这对狠毒夫妻杀害了郑郎中，郑郎中死得冤枉，
无处申冤，于是将“冤气”渗透到枣树和枣子里，结
果柴家人和村民被“冤气”缠上，个个得了牙病……
牙病的致病源找到了，马知县冷笑一声，命令牛三将
柴锐夫妇带走，打算尽快将二人绳之以法。
谁知郑一行突然冲上前将柴锐夫妇拦下，只见
他用力撕扯着柴锐夫妇的衣襟，咆哮道：“你们好狠
毒啊……快还我父亲的命来！”
马知县大惊失色：“郑郎中，你……你这话从
何说起？”
郑一行号啕大哭起来：“县太爷，被害的郎中
是小民的父亲呀……”
郑一行告诉马知县，几年前，郑父执意要一个
人前往宛城采购中草药，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家人猜测，他可能是被歹人害了。
几年来，郑一行年年都要抽出时间，沿父亲买

药常走的路线明察暗访，希望找到父亲的下落，却一
无所获。今年郑一行又踏上了寻父之路，当他来到云
城时，无意中看到了马知县贴在衙门外的告示，心想
，自己是牙科郎中，医术还不错，或许能治好柴庄村
民的牙病，况且以治牙病为掩护暗中寻父，这样也方
便些。
主意一定，郑一行便故意把自己打扮得邋遢些
，以防被歹人盯上。到了柴庄，郑一行一边查寻村民
们患牙病的原因，一边暗中打听父亲的消息。当他得
知柴锐曾经在柴庄开过客栈时，立马警觉起来。后来
，郑一行果然发现柴锐夜晚有异常行为，于是捎信让
马知县带着衙役前来，没想到挖出了父亲的尸骨……
听了郑一行的话，马知县半信半疑：“你凭啥
断定死者就是你的父亲呢？”
“家父去宛城买药时，必然要经过柴庄。”郑
一行指着柴锐夫妇说，“何况他们刚才提到的“郑氏
止疼膏”，就是我家用祖传秘方熬制而成的，对治疗
牙疼有奇效，是我家独有的。”这下马知县彻底相信
了。
几天后，柴锐夫妇在大堂上又供出几起杀人案
，其手段跟杀害郑郎中的做法类似，而埋尸地点也选
择在柴家院里或者院外。常言道：多行不义必自毙。
没多久，柴锐夫妇就被砍了头。
郑一行要带着父亲的尸骨回老家了，临走时，
他去跟马知县辞行。在县衙，马知县握住郑一行的手
说：“谢谢你帮本官破了一宗大案，只是……只是烦
劳你跟令尊说说，凶手既已伏法，他的仇也算报了，
就不要再为难村民们了。”
“为难？”郑一行愣了一下，继而抿嘴一笑道
，“县太爷，小民正想跟你说这事呢。其实，村民的
牙病根本不是家父为了泄愤而搞出来的……”
郑一行做出挖树的决定，并非因为枣树是牙病
的致病源，而是他看到柴锐深夜站在树下不走，据此
推测，树下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但这个推测他没
法跟马知县明说，因为马知县派他到柴庄，是让他治
牙病的，不是让他“捉妖”的。可他没想到的是，挖
树还真挖出了父亲的尸骨，由此破了一宗系列杀人案
。
但村民的牙病到底是怎么得的，又如何医治，
郑一行一直在探寻着。
后来，郑一行将柴庄村的井水跟外地几个村庄
的水做比较，通过银针试毒、加药观察、舌尖品尝等
方法，还真发现此地的井水跟外地不同。接着，郑一
行又拿动物牙齿做实验，结果发现，只有柴庄的井水
才会将动物牙齿染成黄褐色，由此得出结论，柴庄的
水质有问题。也就是说，柴庄村民的牙病是由这里特
殊的水质造成的。
原来是这样，马知县急不可耐地说：“那……那
怎么解决呢？总不能把柴庄的村民都迁到外地吧。”
“這个小民已经研究过了，也查阅了很多资料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打深井，能打多深就打多深。”
郑一行颇有把握地说。
马知县采纳了郑一行的建议，很快在柴庄打了
几口深井。喝上这些井水后，柴庄村民们的牙病渐渐
痊愈了。时至今日，柴庄的子孙后代很少再患牙病，
个个明眸皓齿。
如今，“满村尽是黄牙”的原因已解开，是因
为这些地区的地表水中氟的含量过高，经常饮用这种
水，极易导致氟中毒，诱发氟斑牙，而氟斑牙的突出
表现就是牙齿呈黄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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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环案背后：一个村庄的 26 年
鸡叫蝉鸣，8 月，起花生的季节。
趁着上午不热，张家村人到田里拔
花生，码整齐后运回家。黄昏时分，村
里人搬条板凳，坐在树阴下，开始摔花
生。攥起一把花生，将根部对准绑在桶
上的木棍，用力摔两下。尘土飘起时，
花生就收进桶里了。摔满一桶，就倒在
院子的水泥地上晒干。
这是张家村的日常，不会因为张玉
环的回来而改变。
张家村，江西南昌市进贤县民和镇
下辖的自然村。27 年前，张玉环、张国
武、张健飞三家住在此地，沾亲带故，
房屋紧邻。
1993 年 10 月 24 日，张国武的 6 岁儿
子张振荣、张健飞的4岁儿子张振伟，被
人杀害后抛尸入水，26岁的张玉环成为最
大嫌疑人。1995年1月26日，南昌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玉环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的伤口需要慢慢抚慰，有的伤口
永远无法愈合。
如今，被关押了 26 年的张玉环无罪
释放，成为公开报道中被羁押时间最长的
申冤者。但张国武和张健飞两家，始终生
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痛苦无休无止。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提都不愿意
提。现在把这个事情翻出来，他们一家
人高高兴兴，我们就还是难过。”苏婉
珍是张振荣的母亲，电话里，她说一会
儿就歇一歇，哭一哭。
多少年过去了，太阳底下的心事被风
吹散，解不开的死结仍然潜伏在张家村。
“找到真凶的可能性不大了”
8 月 5 日，张玉环出狱的第二天，刘
荷花离开了张家村。
刘荷花，当年被害 4 岁男童张振伟
的母亲。“人家不愿意看到这个场景，
”张家村的村民叹口气，说刘荷花的老
公张健飞在外面焊电焊，哪个城市有活
就去哪个城市，“但是你躲也躲不掉，
手机上到处都是，你走到哪里，哪里都
是说这个话题。”
前一晚，天还没黑。张玉环身披大
红缎带，踏着震耳的鞭炮声回到了张家
村。直到晚上 8 点多，他才吃上出狱后
的第一顿晚饭，汤圆。而在张玉环回家
前，前妻宋小女的一段视频已经提前引
爆了舆论。截至 8 月 16 日，该段视频仅
在新浪微博平台上的播放量就高达 2575
万次。
连着三天，8 月 5 日、6 日、7 日，

媒体蜂拥而来，向张玉环一家抛出无数
问题，希望能挖出一些新料；很多自认
被判冤案的家属也找上门来，期待能够
认识张玉环的律师、得到媒体的关注。
到了 8 月 8 日，张玉环回到家的第五
天，除了母亲张炳莲还留在张家村的老宅
，张玉环和两个儿子、儿媳以及四个孙子
，一起住进了进贤县城一套三室一厅的民
房。房子是租的，各路媒体和申冤家属，
紧跟着从张家村转移到了县城。
搬到县城后，张玉环的采访由其小
儿子张宝刚代理，需要提前预约，由其
筛选出“正规媒体”后，再根据预约时
间的先后安排采访。
张玉环一家租的房子，位于进贤县
军湖路上某小区的顶楼，距张家村 5 公
里左右。8 月 9 日上午近 11 点，张玉环
身上穿的，还是出狱当天的那套衣服。
他背对着卧室门坐在床边，对面坐着三
家媒体的记者。
出狱后，张玉环不适应重油重辣的江
西饮食，再加上睡不好，上唇和鼻头都起
了泡。面对“前妻宋小女”“国家赔偿”
“刑讯逼供”“今后生活安置”等问题，
张玉环已经回复了无数遍，状态疲劳，
“简单说两句就行了，讲得太累了”。
关于案件本身，张玉环很少主动提
及，但他会展示被刑讯逼供后留下的疤
痕，“现在已经模糊了，手上还有一点
白的，”他用右手指左手的伤疤，又将
左腿的短裤卷到大腿跟，“腿上有一条
，当时被狗咬的。”张玉环戴上眼镜仔
细找，指着一块与肤色接近、小拇指甲
盖大小的白色疤痕说。
谈及张国武、张健飞两家无休无止的
痛苦，张玉环并不回避。“按道理，跟我
是没有很大的关系。要是找，还是找政府
。希望公安找到真正的凶手，但是找到真
凶的可能性也不大了。”张玉环明确表示
，自己没有跟那两家人联系的想法。
没有一天痛快的日子
背对张玉环的老宅往左看，30米开外
的那间红砖房，就是当年张国武的家。
房顶、后墙被绿植爬满，北墙和朝
东的屋门被树阴掩埋，只留下南墙，红
砖裸露。屋门没锁，但进不去，几十根
圆木堆在门前檐下，足有一米多高。门
两侧贴着白色丧联，风吹雨淋，只留那
副高高贴在门楣上的横批仍可辨认：驾
鹤归山。
“张国武这一家过得真的很惨，20
多年一直活在痛苦里面，可以说没有一

天痛快的日子。”指认的村民压低了声
音说道。
张家村不大，绕着村子走一圈，只
要 10 分钟。
27 年前，张家村住着 40 多户人家共
250 多名村民。除了两户姓杨、姓温的
人家，其余全姓张。“万、代、振、记
、刚”，是张家近五代的辈分排序。张
玉环是“记”字辈，被害的两名男童张
振荣、张振伟，高出张玉环一个辈分。
张振荣的父亲张国武兄弟五个，他
排行老二。除了大哥一家住在县城，张
国武一家、张国武父母和弟弟妹妹，共
八人住在老宅里。张振荣是家里唯一的
孙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苏婉珍回
忆，“奶奶最疼张振荣了，有一点好吃
的都给他吃。”
时隔 27 年，苏婉珍对 1993 年 10 月
24 日发生的一切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我在农田，割完稻草回来，
上午 10 来点钟，看到四个小孩在一起玩
：我儿子张振荣、四岁的张振伟，还有
张玉环的两个儿子。他们以前经常在一
起玩，到处跑，这里躲那里躲，躲猫猫
。”苏婉珍说，她搞好中饭找孩子回家
时，才发现小孩不见了。
“到处找，没有找到。没找到，就
到处找到处找，一直到晚上都没找到。
”事隔多年，苏婉珍的语气依然着急，
“亲戚就到附近水库打捞，我们边上有
一个很大的水库，但没有捞到。”苏婉
珍说的“很大的水库”叫张家水库，距
张家村直线距离 300 米左右。
第二天，在离张家村直线距离一公
里外的下马塘水库，发现了两个男童的
尸体。“是别的村庄的人发现小孩在那
里，知道我们在找人，就通知我们。”
苏婉珍哭，“我嫁到张家村几年，都没
去过那个地方。”
听到消息后，苏婉珍昏倒了。醒来后
，家里人不让她去现场。“我丈夫那个时
候不在家，在上海造桥的工地上打工。儿
子出事后，亲戚就马上发电报给他，‘那
个凶手’抓走之后，他才回到家。”
张国武、苏婉珍夫妇，始终没见到
儿子最后一面。“我们见都没见，就把
他火化掉了，也没通知我们，骨灰也没
拿到。”苏婉珍又哭，“解剖之后告诉
我，说我儿子的胃里还有冬瓜没消化。
那天早上，他吃的是冬瓜烧肉，奶奶做
的，他好喜欢吃。”
在张玉环被警察带走前，苏婉珍没

想过他会是“凶手”：“他也有两个儿
子，他两个儿子比我的那个还小。”
离开的和留下的
在张家村，时间过得很慢。
“村里有人在家的，不超过 10 户。
”一位70多岁的村民掰着指头，说难懂的
方言，“年轻人都去路边盖房或者去县城
买房，很多没人住的老房子都塌了”。
荒废的各处老宅成了蛇的天堂。张
家村的主干道上，一米多长的黑蛇昂着
头往前爬，突然间，像是受了惊吓，转
头钻进了路边的砖堆里。
1994 年正月，张振荣被害四个月后
，奶奶去世。“我婆婆去世时 50 多岁，
有高血压。老人家把孙子看得比什么都
重，伤心过度，哭到昏倒，血压就升好
高。血压一高，就叫我们村的医生张幼
玲给她打针。”苏婉珍回忆。
苏婉珍口中的张幼玲，正是当年发
现两个男童是他杀的那位乡村医生。找
到尸体后，两家人挖好坑准备把孩子埋
了。当时在进贤县北岭林场当医生的张
幼玲发现端倪，赶紧让小孩的家人报警
。
同一年，张健飞、刘荷花夫妇的小
儿子又死了。此前被害的张振伟是刘荷
花的大儿子，结果“小儿子放在外婆家
，两个人到外面赚钱。外婆没看住，小
孩到水塘里玩水，又出事了”。
张家村的静谧和残酷，成为一枚硬
币的两面。
据村民介绍，刘荷花后来又生了两
个儿子，大的已经结婚了。张健飞一家
也早已搬离老宅，在县道 075 的边上建
了一栋三层楼房。
婆婆去世后，苏婉珍下定决心搬离
了张家村。1994 年底，她在娘家生下一
个儿子，“亲戚劝说再生一个小孩，心
情会好一点”。
留下来的人，痛苦一点也不比离开
的人少。
“杀人犯儿子”的称谓，落在了张
玉环的两个儿子头上。一个 4 岁，一个 3
岁，“他们家里过得穷，没有大人在家
照顾。村里小孩肯定不会跟他们玩的，
多少还都会欺负一点。”村民说。
两个孩子跟着奶奶张炳莲种田。
“那个老人家，累得背都弯到地下去了
。她那个媳妇（宋小女），赚到钱，多
少给一点。没有赚到钱，她拿什么给？
就靠这个老人家养他们两兄弟。张玉环
的哥哥和弟弟也有小孩、也有家，能帮

的时候会帮一点，他们也要揾自己的命
呐！不是用一下就不要用了，小孩是天
天要用钱的。”村民感叹。
“我苦就够了”
1995年1月26日，张玉环被判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苏婉珍的小儿子刚满月。
从那以后，张国武一家就在进贤县
租房住，小孩也在县里读幼儿园、小学
。25 年间，张国武一家极少回张家村，
“不愿意回去那个伤心的地方”。曾任
张家村村长的张佩玲说，只在张国武父
亲去世时，见张国武回来过。除此之外
，逢年过节都不回来，20 多年间，见到
张国武的次数不超过十次，“他没什么
技术，在工地上只能做小工，赚不到什
么钱”。
即便如此，2014 年，张国武还是在
县城买了一套房子，总价 35 万元，首付
10 万元，贷款 25 万元。“2014 年，县城
的房价 5000 元左右一平方米，算下来也
就 70 平方米。在村里自建楼房，两三百
平方米，也要三五十万元。”张佩玲说
。
2019 年 3 月 1 日，江西省高院对张
玉环案作出再审决定。案子重审的消息
传到了张国武家里，“去年八九月份，
公安局叫我老公去录口供，还去了省检
察院。回来后就一直叫头痛头痛，到 12
月份，在家里好好的就发作了，送去医
院，是脑溢血中风。”苏婉珍叹气。
买了房，张国武没钱治病。在这之
前，张国武骑摩托车撞倒了老人，医药
费花了 2 万多元，另外赔了人家六七万
元，基本掏空了家底。
“看病的 10 来万元都是跟亲戚朋友
借，”苏婉珍说，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还用了水滴筹，筹到了一万元多一点
，其实也几乎都是亲戚捐的钱。“这些
都是伤心事，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的房贷都是姊妹在帮我还。”
低保成了张国武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
草。常湖村扶贫专干熊小平证实：“他们
家是在申请低保，程序还没走完。”
如今，苏婉珍每天在家照顾卧床的
丈夫。“我 48 岁，看上去就像五六十岁
的女人一样，我真的没有精力了。”
唯独有一点，是这个女人一直坚持
的。
“我后来生的这个儿子，不知道张
玉环是谁。我从来没跟他讲过，也没在
他面前提过。我苦就够了，不希望他再
受什么烦恼。”

休城社區

加拿大卡車司機的抗議活動
得到美國卡車司機的大力支持

【美南新聞泉深】最近幾周，加拿大卡車司機的抗議活動受
到全球的關注，這事件還沒完沒了。美國一些卡車司機認，在美
國和加拿大邊境長期工作的加拿大卡車司機，無論是身體上的還
是精神上的，都得到了美國一些大型卡車司機的熱情支持，即使
警察介入也是如此。
兩名貨運公司員工本周在單獨的電話采訪中告訴福克斯新聞
，穿梭于兩國城鎮的長途和短途的卡車司機從事“有時很危險，
通常很艱難”的工作，他們值得每個人的尊重。
約翰·布魯貝克（John Brubaker），62 歲，來自愛荷華州漢
普頓市，是田納西州一家貨運公司的運輸主管。身父親和祖父的
布魯貝克在轉任主管之前，在大型卡車上工作了十多年。
他在電話采訪中告訴福克斯新聞：“加拿大領導人使用緊急
權力影響這些卡車司機是完全錯誤的，它不尊重卡車司機在經濟
中發揮的巨大作用。而且加拿大領導人是獨裁的。”
布魯貝克說，加拿大卡車司機通過政府的封鎖引起了全世界
的關注。
他說：“你必須非常聰明才能做好這一點。”
渥太華邊境抗議活動始于幾周前，當時卡車司機表態，反對
加拿大政府要求他們全面接種 COVID 疫苗的新規定。
如果卡車司機沒有接種 COVID-19 疫苗，他們將面臨期兩
周的隔離，這一行動也會影響他們的生計和經濟供應鏈。
周一，加拿大總理賈斯汀·特魯多（Justin Trudeau）援引了
該國的《緊急情況法》，這是一項罕見的舉措，賦予政府臨時權
力來應對邊境封鎖，包括對參與的卡車司機采取嚴厲的法律和財
政懲罰措施。
周二，渥太華警察局長彼得·斯洛利（Peter Sloly）因未能控

制好“自由車隊”的抗議活動受到批評而辭職。
布魯貝克認，如果他們的自由被剝奪，美國的卡車司機也會
抗議。
他告訴福克斯新聞：“我們在我們的行業中生活在足夠的規
則下，我們不想被推得太遠。”他補充說：“特魯多對待這些努
力謀生、努力工作的人，就像他們是需要被告知如何才能算安全
的青少年一樣。”
布魯貝克稱卡車司機是“非常熟練、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
他們是最了解如何照顧自己和家人的人，包括他們在工作時的健
康和安全。”
布魯貝克指出：“卡車司機的聲音只想被人聽到。美國人吃
、穿和消費的幾乎所有東西，從原材料到成品，在某個時候都是
由卡車司機處理的。”
吉多·米勒 （Guido Miller） 是愛荷華州東北部的一名卡車
司機，在布魯貝克工作的同一家田納西州公司工作。現年 52 歲
的米勒已婚並有叁個成年孩子，從事卡車運輸已有 25 年。
米勒每周都會在方向盤後獨自度過許多小時，並且經常在他
的駕駛室中過夜。
他告訴福克斯新聞：“我坐在卡車的駕駛室裏，沿著公路行
駛。我不會對人們構成風險。“ 他說： “卡車司機不是超級傳
播者。”
米勒認特魯多針對加拿大卡車司機的舉動是荒謬的。
他說：“隨著 COVID 變種的到來，事情正在平靜下來，什
麽加拿大卡車司機突然成主要的健康風險？”
米勒強調了卡車司機已經在工作中苦苦掙紮的一些負擔。他
說，卡車運輸在加拿大和美國都是一個過度監管的行業，其特點

是“不間斷”的規則、稅收和其它給公司和獨立運營商帶來的負
擔。
他稱加拿大目前的局勢是一個“醞釀了一段時間的開水鍋”
。
他說，卡車司機只是想讓加拿大政府重新考慮這項任務並
“傾聽它實際影響的人”。
米勒指出，兩國處理冠狀病毒的規定已經兩年多了。他說：
“在美國，我們終于縮減了我們自己的限制，加拿大也應該開始
對卡車司機實施這些新規定，其中很多人已經接種過疫苗。”
米勒說，“不要鬧事了，否則你就破了”是加拿大政府向這
些辛勤工作的司機傳達的信息。
布魯貝克則強調卡車司機已經證明他們關心安全這一事實。
布魯貝克說：“如果他們每天都能滿足多項安全標准，那麽
什麽不能相信他們知道是否應該接種疫苗呢？”
這兩位美國貨運專業人士都已完全接種疫苗。他們希望北方
的同事擁有個人自主權來做出自己的健康決定。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根據加拿大交通部長奧馬爾·阿爾加布
拉 （Omar Alghabra） 的說法，目前約有 90% 的加拿大卡車司機
接種了疫苗。
布魯貝克說，卡車司機“內心是獨立的”，並補充說他們是
自由愛好者，願意在各種天氣下獨自在高速公路上花費數小時以
准時交貨。
他指出：“卡車司機是一個特殊的工作品種，他們相信把事
情做好。那些加拿大司機是我們的兄弟。”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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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八佰》火热上映，把国民的记
忆带回到1937年夏季的上海战地。八百壮
士是国史传奇，但蒋介石留下一营孤军死
守四行仓库的原因，说来十分憋屈。他在
命令中明确指出，八百壮士必须死，只是
为了在九国公约开会之际，“唤起友邦同
情”。
就外交论外交，争取外国同情的效用并
不大。当时在布鲁赛尔开会的中国代表团，
多次警告蒋介石，“友邦同情”是完全不可
靠的。国际联盟与九国公约会议无力制裁侵
略者，欧美列强更不愿意为了援助中国而开
罪日本，但蒋介石仍坚持留下孤军送死。四
行仓库之战，被视为一场成效不大的国际宣
传大秀。
罕有人知的是，若没有八百壮士这场
宣传战，对日作战可能撑不过1937年。四
行仓库保卫战虽然饱受批评，却是中国能
持久抗战的主因之一。“中国不会亡，中
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
场。”诞生于1937年底的《歌八百壮士》
（又名《中国不会亡》），无意唱出了其
中奥妙。
“唤起友邦同情”听来卑怯，却是抗
战的成败关键，因为抗日军队的兵器几乎
全部倚靠外国供应。即使是号称“自制”
的国产武器，也得使用外国原材料。毫不
夸张地说，若外国停止供应原材料，中国
连颗象样的步枪子弹都造不出来。
欧美兵器大步跃进，中国却打了20年
内战。国家越打越穷，不但无力兴建合金
钢厂，就连采矿冶金、化工与机械等根本
工业，也全面崩落。国内的各大兵工厂，
沦为来料加工的组装厂，自制率惨不忍睹
。
1930年代，关内规模第一的巩县兵工
厂，是中国生产中正式步枪与子弹的主要
基地。但号称“国产”的中正式步枪与
7.92毫米步枪弹，都依靠欧美进口的原材
料。中正式步枪的枪管与枪件，以德、奥
与英国钢铁厂的合金钢材制造；老式圆头
步枪弹的弹壳与弹芯，使用来自美国和加
拿大的黄铜、白铅与锑；无烟火药则来自
德国。新式sS重尖弹的自制率更低。重尖
弹的弹头内包钢芯，超出国内技术能力，
只好向德国钢厂进口弹头毛胚（钢盂），
回厂冲压成形。
若没有欧美进口的原材料与半成品，
巩县兵工厂连颗子弹都做不出来。因此，
1930年代准备对日作战的第一急务，是建
立自给自足的国防工业。然而，南京政府
筹不出重建国防工业的巨款。仅是一个合
金钢厂，建厂经费初估即达到8000万大洋
，相当于1931年全国总支出的10%，全年
军费的27%。直到1936年中德签订哈步楼
协定，得到 1 亿马克易货贷款，中国才有
钱办国防。
1 亿马克巨款在手，南京政府有两个
选择：一是直接买现成的德国军火，二是
建立自制军火的工厂。日本侵略脚步日急
，买现成军火固然可以救眼前危难，但要
持久抗战，必须毅然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
。当然，日本人不会坐视中国从容建厂。
对日作战一开打，日军必然封锁海路，机
台运不进内地，整个建军大业就要打水漂
。
蒋介石决定赌一把，利用哈步楼贷款
火速订购十余个工厂的全套机台设备，由
枪厂、炮厂、机器厂、车辆厂到飞机制造
厂，陆空军武器装备一应俱全。即使是昂
贵的合金钢厂，也斥资5800万马克向克虏
伯公司抢购全厂设备，慷慨上马。国防工
业各厂预定赶在1939年之前完工，若能顺
利投产，中国将能完全自制各种枪炮、车
辆与作战飞机。
然而，蒋介石赌输了，抗战爆发比预
期早了两年。日军封锁海口，国防工业梦
打了水漂。
弹药供应减半，勉强能撑半年，但半
年之后就没有子弹可打仗了。俞署长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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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壮士为什么必须死？
，若对日作战要持久打下去，只能依靠外
国输入的武器弹药作战。“六个月后，即
需赖各兵工厂出品或海外输入之械弹。惟
兵工厂产量有限……在战时自仍以海外输
入为主。似应即行向欧美订购。”
祸不单行，就在这国家存亡系于外国
军火的关键时刻，欧美各国军火商不约而
同推掉了中国政府抢购军火的大订单。
在全球大萧条年代，中国的军火订单
原本是炙手可热的。但抗战爆发后，欧洲
列强态度骤变，因为北平保卫战打得实在
太糟糕了。
中国人谈美国地理，只知道纽约洛杉
矶，十有八九分不清楚南北达科他。同理
，外国人看中国，也分不清河南湖南，只
知北上广。因此，外国人看对日抗战，只
从北上广看起，但北平打得十分窝囊。
当时的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忆起他
在抗战第一个月看到北平失守的国际头条
新闻时，也是心灰意冷，“我感到没脸见
人，中国将成为笑柄”。
欧洲列强中最没底气的法国，率先
封了中国的军火生意。1937 年 8 月，中国
政府向法国火炮名厂施耐德公司提出急单
，要购买120门75毫米野炮。施耐德公司
对南京政府推销火炮多年，只是价格太高
，蒋介石犹豫五年一直下不了手。抗战爆
发后，中国政府才发出总金额估计超过
1000 万大洋的急单，可以让施耐德一气
赚饱一年份的营业指标，理应获得最热烈
的欢迎。
施耐德公司却没有回签订单。南京政府
急切催促，代理军火商急得跳脚，但法国政
府硬是将中国的军火订单挡下。因为中国胜
算不高，一旦日本胜利，清算起法国卖军火
旧账，必然对法属安南殖民地下手。
只有恢复欧美列强对中国的信心，中
国才能买到武器。1937年8月13日，蒋介
石发动淞沪会战，这是非常特殊的一战。
自甲午战争大败起，中国长期对日避战，
而淞沪会战的第一仗却是中国主动扩大战
事，出动中央军精锐部队强袭日本租界。
上海是国际观瞻焦点，中央军攻打日租界
，就是在全球主流媒体的镜头前宣誓开战
，有效提振起中国的国际声望。
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时奔波于巴黎与
日内瓦国际联盟会场的顾维钧，感觉到欧
美列强对华态度的微妙变化。
抗战军兴，顾维钧准备向国际联盟提
出控告。然而，法国外交部长、美国驻法
大使与英国外相，都委婉说明无法以实际
行动支持中国。在国联之外，另有 9 个国
家共同保障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九国公
约》，但各国看中日战争，只看北上广。
北平迅速失守，各国全部缩手。
苏联驻法大使私下向顾维钧泄露了英

美法的底牌，参加《九国公约》的三大强
国一致向日本示弱：“苏联大使告诉我，
伦敦、巴黎、华盛顿都向东京递交了声明
，可是措词委婉……他们害怕采取明确的
立场，仅仅劝说应该明智与克制。他们在
致东京的声明里，甚至连《九国公约》的
任何约束都不提。”
即使是蒋介石本人，对国际调处也没
有任何期待。在北平沦陷的黑暗一日，蒋
介石电告顾维钧，大战已经开始，政府准
备对日宣战。蒋介石对欧洲唯一的期盼，
是盼望英国政府将驻防于新加坡的空军机
队借给中国。
英国政府自然不肯借飞机，国联更是
处处示弱。然而，在国际媒体镜头前开打
的淞沪会战，使欧美列强对中日战争观感
一新。淞沪会战打到第二个月，原本对中
日战争最冷淡的美国突然向日本开炮。
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
哥演说，剑指日本，呼吁国际社会“隔离
侵略国家”，史称“隔离演说”（Quarantine Speech）。
罗斯福的登高一呼，是十分突兀的。
二战前的美国严格奉行“孤立主义”，就
在“隔离演说”的15天前，美国驻华大使
屈从日本警告，降旗撤离南京，严重打击
了中国的国际威信。突如其来的“隔离演
说”，更遭到美国国内舆论的严厉抨击。
然而，欧洲外交圈激荡起支持中国的热
潮。最终，国联决议遣责日本“犯有违反它
的条约义务的罪行”。法国代表更提议召开
九国公约会议。而南京政府最急切的需求，
也写进决议之中：“国联成员国应避免削弱
中国，避免给中国增加困难，并分别考虑对
中国能作出多大程度的支持。”
开完了国联大会，顾维钧赶回巴黎，
与法国政府协商开放滇越铁路让中国输入
军火。“避免削弱中国”的国联决议，有
效增强了顾维钧的交涉底气，成功保住了
外国军火运入中国的国际交通线。
下一步，就要放手大买军火了。就在
这个关键时刻，于国际镜头前激战两个月
的上海保卫战突然失利。
1937年10月下旬，日军突破大场防线
，上海守军退守南翔第二线。打仗原本就
是攻防追退，转进再战乃兵家常事。但是
大场一撤，原本在闸北市区激烈巷战的第
88师侧翼暴露，88师也得跟着撤，这是足
以动摇抗战全局的战略性失败。
闸北市区南端是苏州河，过了河是欧
美控制的公共租界。全球媒体记者、情报
员与外交官，都在苏州河畔观战。全世界
的报纸读者，都紧盯着闸北大战的最新进
展。如果放弃闸北，外国人就看不到中国
的抗日战争了。
战争是很现实的。侧翼一旦暴露，闸

北只能放弃。但蒋介石必须给观战的外国
人一个交待，才能继续买外国军火。于是
，他决定让第88师守闸北，要求全师在国
际媒体镜头前战死，以感动洋人。
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对前来
受领命令的第88师参谋长张柏亭，直率说
明蒋要求第88师全师送死的考虑：“国际
联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接受
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
。所以，委员长有意要贵师留在闸北作战
……唤起友邦同情。”
第88师师长孙元良讨价还价，才将死
守闸北的部队由1个师减为1个营。谢晋元
率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唯一的目标就是
壮烈牺牲给外国人看。八百孤军大多是湖
北人。一位幸存老兵回忆道，谢团长临阵
训话，广东国语听不懂，但一个关键的
“死”字，弟兄们都听懂了。
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的真实战斗，
远不如电影精彩。谢团附率领的第 88 师
第 524 团第 1 营，老兵已在两个月的激战
里伤亡殆尽，新补充的士兵是由湖北调
来的乡村警察，根本不能上战场。八百
壮士只好进入四行仓库，以免新兵惊吓
溃散而丢丑。
幸好，进攻四行仓库的日军上海特别
陆战队第10大队也是损失惨重，士兵大多
是新兵，战斗表现拙劣。在全球镜头前开
打的四行仓库保卫战，才能有声有色连打
四天。诸如陈树生舍身炸敌、谢晋元一枪
击毙 200 米开外日兵，以及那昂然飘扬在
四行仓库上空的国旗，经由全球媒体渲染
，打造成中国坚毅不屈的抗战精典形象。
其实，四行仓库之战不算激烈，日军陆
战队战报自称只有中队长以下27人轻重伤。
淞沪会战最终全线溃败，首都南京惨
遭屠杀。然而，八百壮士的英雄形象已经
深深烙进欧美媒体心底。执全球媒体之牛
耳的伦敦《泰晤士报》报导上海败退，竟
以乐观笔触将巨大败仗描绘成中国终将胜
利的铁证：“虽中国军人大部分，现犹训
练不足，装备未齐备。然日军所认为华军
不能支持之阵地，竟至十周之久，始行退
却。吾人于此，将见上海华军之抵抗，将
在中国各处发生精神上之影响。不但是今
日，将来亦是如此。”
负责战时国际宣传的国民党中央宣传
部，以八百壮士为主题，将宣传战继续打
下去。送旗女童军杨惠敏以参加“世界青
年和平大会”名义出国宣传，在美国，纽
约州长与纽约市长率团到码头迎接，车队
盛大游行长达两个小时。
成功的宣传战，带来了中国急需的军
火。一些与日本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欧洲
国家，首先伸出援手。比利时火速出售大
批79步枪与轻机枪，全部现货交运；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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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出售一批迫击炮；丹麦政府则放行丹麦
步枪集团公司（DRS）的军火大订单，包
括320门麦德森20毫米小炮、一批麦德森
机枪，以及一个麦德森机枪厂的全套机台
设备。
中国以“捷克造”作为制式轻机枪，
但捷克人做生意很精明，总是不愿出售轻
机枪图纸，硬要中国年年重金买枪。但在
八百壮士风靡全球后，捷克总统贝纳斯亲
自指示对中国提供5000万元军火贷款，要
求捷克陆军紧急拨让大批现成的步枪与轻
重机枪。他更是亲自将中国渴求已久的捷
克造轻机枪全套图纸，无偿送给中国代表
傅秉常。
只是外交官不识货，闹了个小笑话。
傅秉常回忆道，“彼赠我以全套机关枪制
造设计之蓝图，我等分文未付。初尚不以
为意，后始探悉，美国花二千万美元方购
得此套蓝图。”
更大规模的军售案随之而来。苏联于
淞沪会战爆发后提供 1 亿法币贷款，供应
大批军火。淞沪会战惨烈失利，苏联对中
国依然保持信心。在四行仓库战斗的两周
之后，斯大林接见中国代表，称颂中国
“抗战甚力，且有良好成绩”。更大规模
的军售案随之启动。
最不愿开罪日本的美国、英国、德国
与法国，也送来秋波。美国出售战机，英
国帮中国打货币战，法国开放滇越铁路。
德国则不理睬日本抗议，维持哈步楼易货
贷款，大量供应军火。
得到国外军火，是死守四行仓库的真
正目标。至于《九国公约》，蒋介石不抱
期望。1937 年 10 月 24 日，即八百壮士进
驻四行仓库的两天之前，蒋介石训令布鲁
赛尔九国公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开宗明
义指出“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需认识
清楚”。
然而，“友邦同情”还是势在必争的
，因为当时日本也积极争取“友邦同情”
。波兰公然为日本吹嘘侵略有理的谬论，
意大利也传出支持日本风声。若九国公约
会议认同日本侵略，中国购买军火之途将
应声中断。
因此，蒋介石必须下令八百壮士送死，
争取“友邦同情”，才能继续购买军火，并
防止日本利用《九国公约》兴风作浪。
撤出闸北的第88师，于南京保卫战中
再次全军覆没。残余官兵7000余人，在南
京牺牲了5000余人，三员旅长战死两员，
六员团长战死三员，更损失了大多数武器
。然而，八百壮士的壮烈宣传战，却使第
88师迅速重建成军。
南京失陷后，第88师于洛阳接收新兵
重建，武器迅速补齐。涂满黄油越洋而来
的新枪，正是现货抢购的比利时军火。第
88师排长叶遯如回忆道，新装备的轻机枪
是比利时FN国家兵工厂的比造D式布朗宁
轻机枪。排长黄绍杰，则对第88师的比造
24式79步枪印象深刻。
再加上国内兵工厂赶造的马克沁重机
枪、金陵造 82 迫炮与 27 式掷弹筒，第 88
师于1938年春初装备齐整，火速成军，只
花费四个月就再上战场。这个师 5 月血战
兰封城，9月于富金山重击日军第13师团
，残部缩为一个团，再战沙窝集。该师
1939年开春渡黄河，巩固晋东南太行山游
击区，战绩辉煌。
1939年，叶遯如到中央军校深造，全
面见证了八百壮士带来的万国牌武器：丹
麦的麦特森20小炮、捷克造ZB-37重机枪
、苏联造“圆盘式”DP轻机枪、法国哈其
开斯式轻机枪……军中兵器品种过于复杂
，是军官的噩梦。他回忆：“对这些兵器
，如不了解，会令士兵贻笑。”军校只好
特别开班，教会军官使用每一种兵器。
但正是这些万国牌兵器，重建起中国
持久抗战的力量。
可以说，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是
抗日战史上扭转乾坤的关键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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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就业，行业需求知多少？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2021 届全国高校毕业生
总规模达到 909 万人，较上一年同比激增 35 万人。
新的一年，国内高校毕业生还将创下两个历史：
毕业生人数最高，毕业生人数增长最大。与此同
时，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公布的关于
海归回国就业数据统计，2021 年回国就业的留学
生将首次突破百万。
国内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控制和较强的
经济复苏能力，对很多求职者来说具有相当大的
吸引力。同时，透过这些数据也不难看出，国内
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海外毕业生就业也面临
空前的压力。
近年来，随着留学产业和国际人才市场的不
断升级和优化，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更倾向于选
择国际排名和知名度都较高的顶尖院校。经过海
外学习与锻炼后，归国留学生都具有较强的适应
能力、成长力、开阔的视野和格局、以及优渥的
学术背景，这些也都成为毕业求职的优势，在职
场上求职过程中也备受 HR 关注。但相较于国内毕
业生，留学生也存在求职窗口期较短、国内企业
缺乏对外部高校了解等求职短板。
这些专业需求量大
根据《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数据显
示，就读于金融、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传媒
、工程这几个专业的海归人才，面临较好的就业
形势。
金融专业对人才需求量大、就业率高， 长期
以来一直都是留学和人事招聘的热门专业。
国内高科技人才稀缺，对于计算机科学专业
的海归人才，国内软件工程、软件开发、网络通
讯、信息系统等方面的岗位有大量的需求。
新一代人工智能相关学科的整体推进，使得
人工智能应用出现爆发式增长，该专业的就业率
长期居高不下，薪酬也相对优厚。
全媒体时代下，媒介无处不在，传媒专业涉
猎涵盖的岗位与内容比比皆是，其职能分布与属
性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和延展性，BAT、新浪、搜狐
、今日头条等各个新媒体平台都是海归毕业生常
见去向。
同样，电子工程类、计算机系统工程等领域
岗位需求量非常大， 该专业所涉及的行业从电机

电子工程、化工到机械工程等等，也覆盖了生活
的方方面面， 其中，电子工程类、计算机系统工
程和工业工程都是高需求专业。
互联网成择业首选
留学生外出求学，除了辛苦努力学习专业课
程外，还要承担高额的学费和生活支出。学成归
来后，海归们都希望找到一份既可以让自己有上
升发展空间，又可以收获丰厚回报的工作。近年
来，互联网、金融、银行、快消品等行业都因为
薪资高、发展前景好等原因，备受归国留学生青
睐。阿里巴巴，亚马逊，苹果，欧莱雅，宝洁，
戴姆勒，汇丰集团以及字节跳动等企业，也对海
归们有很大吸引力。
随着互联网技术“爆炸式”的发展，近年
来，各大互联网公司不仅是国内大学生毕业最
受欢迎的招聘者之一，也成为了很海外留学毕
业 生 的 首 选 行 业 。 其 中 IT/通 信/电 子/互 联 网 行
业就业人数超过金融业，位居海归就业榜首位
。阿里巴巴、腾讯等行业巨头在市场价值、业
务布局、国际化等方面都具备与世界级企业竞
争的实力。
从国内的行业巨头， 到国际的独角兽公司，
从企业规模、市场价值到多元化的发展布局，都
是吸引人才竞争的核心要素。此外，高佣金，奖
金、股权、生活补贴等各种花式福利待遇也是吸
引求职者的重要原因。
金融业对海归留学生来说绝对算得上是真正
的高薪行业。该行业范畴较广，细分领域包括：
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券商、基金等众多领域。
传统金融行业中，可以从事柜台、大堂助理
、银行管培生等职位。投行券商方面主要有投资
银行、销售交易、行业研究等工作。咨询领域从
事审计、税务、财务顾问等岗位。在保险公司从
事精算及风控业务，或是在 500 强大型集团企业负
责会计核算、资本管理、成本控制等工作。
金融业的各领域的薪资情况差异明显，一般
整体薪资情况为：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基金
约等于 FA＜券商＜VC＜投行＜PE，其中部分领域
有高薪资、高社会地位的特点，比如券商类，一
些金融机构可以给应届生开到 20-30 万的年薪，投
行/PE/VC 更是可以达到 40 万年薪以上，但工作节

奏快，压力也比较大。
快消行业
快消行业能被视为传统高薪行业，虽然这
两年，快消行业在互联网、金融等行业强劲的
势头面前稍显逊色，但因为涉及领域广泛、需
求旺盛，该领域依旧是国内外毕业生最青睐的
就业行业之一。可观的薪酬待遇，相对完善的
管培生培养制度，较低的专业限制和较好的发
展空间和前景，每年吸引着大量的留学归国毕
业生投身其中。
根据欧晰析企业管理咨询公司（OC&CStrategyConsultants）发布 2021 年度全球 50 强快速消费品
企业报告，其中 34 家销售额有所增加。以排名第
二的保洁公司为例，各部门起薪就在 10-20 万，薪
资涨幅可以达到 25%-30%。
此 外 ， 海 外 人 才 招 聘 平 台 Lockin 也 发 布 了
《2021 中国海外人才职业发展分析报告》，报告
指出，数据分析、管培生、咨询顾问、商业分析
、产品经理、算法工程师、市场推广、财务、语
言教师、软件工程师等岗位，都是归国留学生圈
子最热门的求职岗位。其中，数据分析师一跃而

上，成为年度最受欢迎职位。
调整求职心态
面对当下激烈的职场就业竞争和空前的压力
，留学生除了“打铁还需自身硬”，不断提升自
身的业务能力外，还要调整好心态，积极对待归
国生活和工作，做好自身规划。
首先，要适应国内职场的用人需求和工作节
奏。留学生经过多年海外学习工作，可能对国内
外企业招聘职位、行业分布、工作内容和节奏等
行情不甚了解。建议在毕业前做好实习和准备工
作，通过招聘网站等平台提前多加了解，精准投
递与面试，入职后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
，克服“水土不服”，顺利开展工作。
其次，要根据自身能力与需求，适当放下身
段，褪去“光环”。不建议一味地追求光鲜亮丽
、高薪体面的职位，有发展前景、和提升空间的
企业也是不错的投递选择。
最后，在职场上要充分利用好自身的优势。
比如归国留学生要将自己的语言优势与专业优势
有效结合，将自己在国外拓展的视野和格局应用
到工作中，在激烈的竞争中凸显自身的价值。

海归回国求职，什么公司最受欢迎？

哪些行业是海归的热点?哪种类型的企业对海
归更有吸引力?哪些城市在海归中更受欢迎?近日，
BOSS 直聘研究院发布了《2019 年海归就业趋势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对海归就业趋势中的新现象
进行了梳理，为新的海归就业提供了参考。
互联网继续胜出
互联网公司已经成为中国大学毕业生最受欢
迎的招聘者之一，对于许多中国大学毕业生来说
，找工作的“第一选择”正在发生变化。从“较
为稳定”的国有企业和公务员到相对灵活自由的
互联网企业，就业选择的变化无疑从侧面反映了
中国发展的变化。
不仅是本地毕业生，互联网公司也吸引了许
多海外申请者。根据《2019 年海归就业趋势报告
》的统计分析，32%的应届毕业生选择互联网作为
他们的首选行业，在行业类别中排名第一。
BOSS 直聘研究所所长常孟在接受《东亚日报

》采访时表示:“阿里巴巴、腾讯等行业巨头在市
场价值、营收规模、业务布局、科研实力、国际
化等方面都具备与世界级企业竞争的实力。”这
是吸引海外人才的硬性指标。“中国互联网技术
行业经历了‘爆炸式’发展，出现了许多新产品
和新模式，对海归有很强的吸引力。”常说。
对比 2017 - 20193 年海归就业趋势报告，不难
发现互联网公司在吸引海外人才方面表现强劲。
去年 7 月，中国互联网协会和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
中心联合发布了 2018 年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 强榜单
。根据该榜单，在过去五年里，百强互联网企业
的互联网业务收入规模从 2014 年的不到 4000 亿元
增长到 2018 年的 1.72 万亿元，增长了 4.5 倍，信息
消费的增长贡献了近 15%。阿里巴巴、腾讯、百度
、京东、网易等排名前十的公司无一例外地成为
海归回国就业时关注的公司，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可以预见的是，互联网公司对人才的吸收很可

能在未来几年继续下去。
当地公司很受欢迎
在 3 月 5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CB Insights 根
据其运营的主要市场，确定了 326 家估值在 10 亿美
元或以上的全球独角兽公司。报告显示，中国有
92 家独角兽企业，仅次于美国;英国和印度分列第
三和第四，分别有 17 家和 13 家独角兽企业。当海
外学生选择回国工作单位时，今日头条、滴滴出
行和其他上榜公司也排在了首位。
毋庸置疑，随着国内企业综合实力的不断增
强，越来越多的海归选择到本土企业工作。BOSS
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在“2019 年海归青睐企业
TOP50”中，本土企业占 35 家，比 2018 年增加 6 家
，前 16 名均为本土企业。去年排名靠前的埃森哲
(Accenture)、 花 旗 银 行 (Citibank)、 德 勤 (Deloitte) 等
企业，由于受到国内行业巨头和新兴初创企业的
影响，未能保持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整体排名
下降。
在报告中，我们发现顶尖的公司既有腾讯、
阿里巴巴、华为等行业巨头，也有发展势头强劲
、增长迅速、企业估值高的独角兽公司。对于世
界级的企业来说，无论是企业的市场价值和规模
，还是多元化的布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都成为
吸引人才竞争的核心要素。
“许多海归想在中国创业，大量快速增长的
本土创新科技公司可以为个人提供一个平台和更
大的空间。”“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看，本土科技
公司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以及平等、开
放的工作氛围，符合海归的口味，”常说。
就业市场更加理性
在就业城市的选择上，在一线城市住房、交
通、生活成本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新一线城市对
海归的吸引力不断加大，留学生回流新一二线城
市的进程逐步深化，这要归功于城市的加速发展

和人才政策的推动。根据该报告，今年前三个月
，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寻找工作的应届海
归比例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4.7%，而二线城市的海
归比例为 32.6%，上升了 4.4 个百分点。
人才和智慧的引进“遍地开花”，吸引了更
多的海外学生回国施展才华。近年来，中国学生
出国留学和回国的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从就业
的角度来看，国内就业市场已经变得更加广阔，
就业多样化的程度已经显著提高，当地企业变得
更加专业和全球竞争力，常说。同时，该行业具
有巨大的创新潜力，这是吸引海外人才回国的重
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海归群体内部就业竞争力的
差异化也更为突出。竞争力在 90%以上的海归的简
历是雇主平均关注度的 5 倍以上。然而，海归的综
合竞争力在 30 以下，并没有达到国内普通高校的
平均水平。这也对国际学生的学术和工作技能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没有真正的才能和知识，
拿着国外大学的文凭，很难给国际学生申请工作
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这反映出，中国公司在甄别海归方面正变
得越来越好，光有海外文凭还不足以踏入职场。
”这表明国内就业市场更加理性。”常说。她还
建议国际学生在学习上要打好基础，尽可能多地
体验和融入当地文化，培养自己的专业竞争力。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满足企业对“语言、技能、
国际视野”的要求，在人才市场中脱颖而出。
最后得出结论：留学回国人员证书和外国学历证
书同等重要。尚未处理的学生应抓紧时间。考虑
到相关处理过程的复杂性、所需材料的大量性以
及审查的严格性，小编建议您先找 DBC 职梦的专
家老师为您进行专业评估，然后再制定计划，也
可以先参加 DBC7 大行业高薪 offer 免费训练营——
留学生求职帮扶公益计划，成功率高达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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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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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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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