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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愛美的您，是
否想做醫美變美變年輕，但擔心有副作
用，擔心看上去顯得假？很多小姐姐總
是尋尋覓覓，就為了找尋一項最有效又
最令人放心的醫美療程！就這樣猶豫再
猶豫，不知不覺你已經看上去越來越像
老大媽了！你不信？連林青霞這樣的絕
代佳人不做醫美都看上去像路人甲老大
媽了，你不做醫美能顯得年輕？

當然，小姐姐們的擔憂也不是沒有
道理，二十年前的一代玻尿酸填充確實
看上去顯得假，但是現在的技術日新月
異，您相信嗎？其實在您自己身上，就
帶著能讓您重返年輕貌美的原材料，只
要短短幾分鐘，就能迅速提升豐滿您的
面龐，馬上年輕5歲！這個您自身的天然
回春丹就是Plasma gel PRF富血小板生長
因子纖維蛋白，適用於1祛皺：額頭紋、
川字紋、魚尾紋、眼周細紋、鼻背紋、
法令紋、嘴角皺紋、 頸紋；2改善皮膚
松弛、粗糙、暗淡；3修補創傷、痤瘡等
引起的凹陷性疤痕；4改善炎癥後色素沈
著、色素改變（色斑）、曬斑、紅斑、
黃褐斑；5使粗大的毛孔變小；6改善眼
袋和黑眼圈、眼睛細紋；7豐唇和填充面
部太陽穴、蘋果機、法令紋、木偶紋、
下巴；8改善過敏性皮膚；9生發固發。

看到這裏，很多小姐姐不禁會問：
不可能吧？就這一樣醫美能改善臉上所
有的毛病？

答案是肯定的！PRF富血小板生長因
子纖維蛋白能填充改善臉上所有的毛病
，這是一個神奇的新技術，目前好萊塢
明星們趨之若鶩的回春秘訣。

簡單來說，PFR就是PRP的最新技術
升級版，要弄明白什麽是PFR， 先要明白
它的初級版PRP是什麽東西。PRP全稱是
Platelet Rich Plasma 富含血小板的高濃度
血漿， 又稱“血清註射美容”。我們對
血小板並不陌生，當身體上出現傷口，

血小板就開始發揮自身的凝血功能來保
護機體，讓傷口在短時間內快速止血，
同時血小板被激活後會釋放出眾多生長
因子，從而促使我們的自體組織再生修
復。前幾年，美國真人秀明星金卡戴珊
定期做的“吸血鬼面膜”就是這個東西
。PRP是一項非常天然又安全的療程，先
通過采集靜脈血液，經過離心濃縮血小
板、白細胞，分離出血漿高濃度PRP，然
後將將PRP註射到自己的真皮淺層中，刺
激大量膠原蛋白、彈性纖維、膠質等的
產生，促進皮膚多個組織的生長及重新
排列，從而達到全面提升肌膚狀態。

詳細點來講就是：PRP提取的原材料
是血液。血液的主要成分：紅細胞，白
細胞，血小板以及血漿，不同的成分大
小和重量不同，在進行離心操作的時候
相同的成分被擠在一層，不同的成分分
布在不同的層次，大個紅細胞在底下，
小個子血小板白細胞在中間，血漿在上
層。經過離心機離心後把紅細胞和以水
為主的血漿移除，就會獲得富含血小板
的血漿PRP。

那麽，什麽是PRP的升級版PRF呢？
PRF是從您自己的血液中提取的萬能

修復因子！首先，“萬能”兩個字是關
鍵！其次，“修復”兩個字 也讓國外眾
多名媛捧在手裏。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原理。 相對於
PRP，PRF的製備過程中未使用任何外源
性添加物，避免了免疫排斥反應、交叉
感染現象以及凝血功能障礙出現的風險
，且其製備技術簡化，為一步離心，僅
需在取血入離心管後迅速將其低速離心
，玻璃離心管中的矽元素促成了血小板
激活與纖維蛋白的生理性聚合，開啟了
生理凝血過程的模擬而收集到天然凝膠
。

第二，.從超微結構來看，在傳統
PRP的製備過程中，未聚合的纖維蛋白原
因溶解而直接被棄掉，因此纖維蛋白原
含量已大大降低，不利於網羅細胞因子
及促進細胞遷移。因此PRF纖維蛋白網狀
結構的成熟度優於PRP，與生理狀態更加

接近。
富血小板生長因子纖維蛋白PRF尤其

適合於治療人體肌膚最先顯示衰老的區
域，比如眼眶下和臉頰的凹陷。PRF 從自
身血液提取，含有高濃度的白細胞、纖
維蛋白和少量的幹細胞。在抽取血液後
，在專門離心機中分離出凝膠狀的生長
因子纖維蛋白作為臉部填充物，此外PRF
還可與童顏針、玻尿酸配合，以增加面
部體積和改善膚質，對於眼眶下、嘴角
、太陽穴等區域體積缺陷，在填充除皺
的同時從根本上刺激膠原蛋白再生，從
而達到緊致肌膚，改善、細膩膚質的顯
著效果。由於含有大量的白細胞，所以
可有效避免免疫排斥反應以及感染等問
題。

其實PRF從第一次被引入臨床至今，
已20年有余了，應用於眾多的醫療領域
，尤其是外科和牙科。最近兩年才有天
才的醫生發現它神奇的醫美療效，發現
PRF是上佳的面部填充材料。

我聊了這麽多，大家想不想立刻用
自己的血來做PRF安全無痕填充，徹底解
決臉上歲月的痕跡呢？

德州愛美的小姐姐們有福了，以前
只有好萊塢比佛利山莊醫美診所才有的
PRF技術，現在奧斯丁Neo Soma專業醫
美的王老師就可以做，王老師每年定期
去好萊塢比佛利山莊的醫美診所培訓，
熟練掌握最新的醫美技術。PRF註射能達
到什麽效果？能不能夠極致地發揮最大
效果？這與醫生的技術和經驗有很大關
系，切記不要盲目選擇。奧斯丁NeoSo-
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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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國的註
冊護士，她不光是美國醫院的手術室護
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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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面部註射的施打已達爐火純青的水平
，做過的客人都贊不絕口。

我給大家講講上周六我去奧斯丁醫
美，註射師王老師給我製備PRF的過程：

先靜脈抽取了我10毫升的血，然後
放進了一個無抗凝血酶的試管，再用儀
器進行離心，然後靜置一個小時，這樣
子就能看到試管裏面分為三層，底部是
紅色，中間的淡黃色就是需要的PRF凝膠
。再用特殊的儀器進行壓製，壓製後可
以生成富血小板纖維蛋白凝膠， 然後盡
快將PRF凝膠從皮下註射到我臉上凹陷處
，這個對註射技術要求非常高，因為不
是物理填充（填多少是多少），而是活
性填充，所以必須能夠準確地估算劑量
和施打位置是最重要的，否則效果就不
盡人意了。打的時候因為用了少量麻藥
，並不痛。打完之後，馬上就能看到鏡
子裏的自己線條上提、豐盈飽滿起來，
立馬年輕5歲。而且，因為是皮下註射，
所以臉上並沒有什麽針孔，完全不影響
上班。

有很多小姐姐想去做PRF，但依然有
不少疑問，王老師在這裏給大家解答一
下。

PRF要住院或請假嗎？會不會影響工
作？

答：整個治療只需要1-2個小時，你
甚至可以在午餐休息時間來完成，不要
住院也不要吃藥，隨打隨走，不影響工
作生活。

PRF血清美容需要註射幾次？
答：一次就可達到一個很理想的效

果，具體次數因人而異。
PRF血清美容會有腫脹、淤血嗎？
答：一般會有輕微腫脹。很少出現

淤血癥狀。因個人體質問題以及四季氣
溫原因，有時會出現局部小淤青，2-5天
後會自行消失。

PRF安全嗎？
答：當然是安全的，PRP提取自自身

的血液，所以它不會有排異反應，也不
會有感染傳染病的風險。

特別提醒：兒童、孕婦、腦梗塞、
凝血障礙、血液病、嚴重皮膚病、糖尿
病患者不能接受該項目治療。
PRF的作用範圍？

答：上下眼瞼， 魚尾紋 、額紋、 頸
紋、 座瘡凹坑、 提升膚質 、提升嘴角、
全顏面註射整體年輕化。
PRF治療後需要註意什麽

答：(1)、註射後幾天內在註射部位可
能會出現輕微腫脹、淤青，這屬於正常
現象，一般三天左右即可消退，無需緊
張。

(2)、治療15天內請避免服用非甾體

類消炎藥、解熱鎮痛藥，如阿司匹林、
芬必得、扶他林等。

(3)、治療後一周內請不要遊泳，桑
拿等。

(4)、治療後一周內，請勿飲酒、食
用海鮮和刺激性食品。
PRF註射維持效果？

答：註射完即時就能看到效果，1-2
個月就可以看到明顯效果，6個月可以達
到最佳狀態，效果可以維持3-5年。

血為生命之本，對各組織器官起著
營養和滋潤的作用，失去了血液的營養
，機體就會枯竭。皮膚是人體最大的器
官，更需要血液的營養。事實上，世界
上沒有一種化妝品，能像血液一樣供給
您的肌膚細胞可以直接吸收和利用的全
營養素、各種維生素、結合態的氧、源
源不斷的水分、各種微量元素、生長因
子、抗體及幾千種活性酶。肌膚細胞只
有通過血液的營養來維持正常的生理功
能和新陳代謝，才會健康、潔凈，變得
充盈飽滿，富有生機活力，從而呈現健
康之美。

如果有小姐姐做過PRP， 那麽你就
更能明白PRF的效果。PRF的各種好處，
等著愛美的你去自行解鎖，願你變成最
美最快樂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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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PPRP的升級版的升級版PRFPRF 的驚人回春效果的驚人回春效果
奧斯丁奧斯丁Neo SomaNeo Soma專業醫美讓你瞬間年輕專業醫美讓你瞬間年輕55歲歲！！

20222022年奧巴馬醫保年奧巴馬醫保 「「特殊選擇期特殊選擇期」」 開放開放
您未購買保險您未購買保險？？想要換計劃想要換計劃？？快快行動快快行動！！

除了奧巴馬醫保除了奧巴馬醫保，，還有什麼選擇還有什麼選擇？？

(本報休斯頓報導) 進入2022年，疫情持續在全
球肆虐，美國已經有超過94萬人由於新冠而離世。
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奧巴馬醫療保險的特殊計劃
選擇期，讓符合要求的客戶可以重新購買或者更改
計劃！本次特殊計劃選擇期開放，重點在照顧低收
入群體，快來看看您是否符合條件吧！

同時，有很多朋友遇到以下兩個問題，若是您
也有相同的情況，那麼趕緊來看看，您是否能通過
特殊計劃選擇期，來更換或購買新的保險計劃。

1.買了新公司醫保計劃，看病找不到醫生。很
多朋友在2021年底購買2022年醫療保險時，選擇
了新進入德州市場的：Bright Health、United-
HealthCare、或錯誤的選擇了Ambetter新出的計劃
。這些因素導致今年看醫生時，很多醫生不收，感
到非常不便！

如果您有同樣的情況，請聯繫志鵬保險，看看
您是否符合條件更換到其他保險公司。

2. 錯過了去年年底的保險購買時間。有很多客
戶，忘記了計劃選擇期是1月15結束，於是沒有買
到2022年的醫保，現在您可以利用特殊計劃選擇期
進行購買！

什麼樣的情況才可以符合條件呢？
1. 收入低於貧困線150%。只要您的家庭收入低

於150%貧困線，單身1萬9以下，已婚兩人2萬6以
下，那麼您就可以隨時更換/購買保險。

2. 搬家。無論是在州內搬家，還是從外州搬入
德州，只要您在搬家60天之內有保險，那麼您就可
以更新/購買新的醫療保險。

3. 新拿到工卡/綠卡

如果您收到新的移民身份文件（工卡，綠卡）
那麼在60天之內就可以購買/更改計劃。

4. 失去現有保險(公司保險，白卡等)。如果您
現在有公司保險、或者有白卡保險，但是將會失去
，或60天內失去了您公司/白卡保險，那麼您也是
可以隨時重新購買醫保的。

如果不符合條件，除了奧巴馬保險，市面上還
有其他保險可以買嗎？有商業保險嗎?

美國除了政府的低收入保險(白卡)之外，其他
都是商業保險的，包括奧巴馬保險也是商業保險。

奧巴馬保險都是商業保險公司經營的，只不過
是在Marketplace上銷售，然後消費者根據家庭收入
能拿到一些補貼而已，並不是政府辦的保險。所有
不符合醫改法案要求的保險，都不能在Marketplace
上銷售，就被稱為短期保險。

短期保險和奧巴馬保險的區別在哪裡呢？
1. 短期保險不保已經存在的疾病

如果您現在已經有一些身體狀況/慢性病(Pre-exsit-
ing)，那麼如果您購買短期保險的話，保險是不賠
償由於您已經存在的疾病導致的醫療費用的。但是
奧巴馬保險是可以賠償對於已經有的疾病的治療費
用的。

2. 短期保險不覆蓋預防性醫療項目。短期保險

不覆蓋疫苗、全身體檢等項目。
如果是因為身體不適，需要做檢查（X光，CT

等）都是覆蓋的。但是如果您去找醫生，告訴醫生
您想要做一個全身體檢，這種情況短期保險是不覆
蓋的。

結論：
奧巴馬保險適合對象：
1、個人收入在1-4萬/年，家

庭收入在 2-6 萬/年的人群，因為
有補助的奧巴馬保險非常實惠，保
項全面，看病花錢也很少。

2、想要最好的醫療保障的，
不在乎價格的人群。

短期醫療保險適合對象: 健康
狀況比較好，只是預防一個大病，
要節省保費的人群。

志鵬保險貼心服務
如果您對於醫療保險有任何問

題，歡迎聯繫休斯頓志鵬保險，我
們的醫保專員會為您解答問題，幫
您選擇適合您的保險。

志鵬保險專精於: 奧巴馬保險
、醫療保險、紅藍卡保險、汽車、

房屋、人壽保險。
為什麼選擇志鵬保險? 因為有可靠穩定的專業

保險團隊、搜索醫生+更換家庭醫生、幫您看醫療
帳單信件、隨時打印保險卡，是您身邊最專業貼心
的保險經紀。

志 鵬 保 險 電 話: 832-460-5669。 地 址: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8, Houston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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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天地

休城工商

酒鬼和赌鬼是一对好朋友，两个人

都是穷得食不果腹，却有什么好吃的都

想着和对方分享。

这天邻居二大妈送了一包老伴吃剩

下的花生米和半瓶二锅头给酒鬼。二大

妈嘴里念叨着：“你拿去吃了吧！省得

死老头子吃得满嘴胡话，门都找不到在

哪里了！”

“谢谢二大妈！喝酒要有酒品！这

是道德底线。我是千杯不醉的人，给我

您就对喽！戏文里不是这样唱嘛：宝马

赠英雄，脂粉送佳人！哈哈！谢谢您！

您慢走哈！”酒鬼乐呵呵地接过花生米

和酒，目送着二大妈回转到自己家。

酒鬼高兴地喊好友赌鬼一起过来分

享美食。

赌鬼看了看花生米和酒，眼珠咕噜

乱转，他忽然笑着对酒鬼说道：“哥！

这酒和花生米也不多，不如我们打个赌

，谁赢了谁全部吃掉！”

“嗯？”酒鬼眼睛一上一下地看着

赌鬼，若有所思地说：“有点意思！说

说怎么赌？”

“谁先动，谁就

输！赢的人全部吃掉

，输的人在边上干巴

巴地看着他吃！现在

开始！”赌鬼微微低头，眼睛上视看着

酒鬼。

酒鬼毫不犹豫地把花生米全部倒进嘴

里，咕噜噜把酒灌进肚子里。他一边嚼着

花生米，一边脸色微微发红地看着赌鬼：

“打赌结束了，你赢了！酒瓶里还有几滴

酒，你把它倒过来沥干净吧？”

赌鬼目瞪口呆地咽了咽口水，拱手

道：“佩服！果然讲武德的吃亏！明天

兄弟我请你，告辞！”

赌鬼一边怏怏不乐地走着，一边仔

细琢磨着怎么让胸口里的闷气痛快地宣

泄出来。

忽然，他看见前面一个买菜的老妪

，手中的塑料马甲袋漏了，一只烧鸡掉

在了地上。

赌鬼紧走几步捡起烧鸡，左右看了

看，拍了拍上面的灰尘，又拿嘴吹了吹

，心里暗自思忖起来：材料有了，这题

目怎么做才好呢？

赌鬼一直想到凌晨，终于想到一个

好办法，他满意地合上红肿的眼睛，美

美地睡去。

第二天，酒鬼笑嘻嘻地敲开赌鬼家

的门，如约赴宴。

“哥！快进来，今天有好东西哦！看

！一整只烧鸡！”赌鬼指了指桌上破碗里

的诱人烧鸡，烧鸡下面的油纸也被一起放

在了破碗里：“还是和昨天一样，我出个

问题，如果你在五分钟里面答上来，这烧

鸡就归你一个人吃，如果五分钟里面你答

不出来，那不好意思，只好看着兄弟我独

享美味了！嘿嘿！”赌鬼把酒鬼按在凳子

上，不怀好意地笑道。

“哦？”酒鬼眼睛一上一下地看了

看破碗里的烧鸡，又抬头看了看赌鬼，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你说说看是什

么题目？”

“你二叔家的表姑妈的三姨夫的外

甥女的女婿的姐夫，你该怎么称呼他？

”赌鬼身体后仰，靠在摇摇欲坠的椅背

上得意地看着酒鬼。

酒鬼一边抓起破碗里的烧鸡，一边

答道：“亲戚！”他把烧鸡塞进嘴里大

口嚼咽着，口齿不清地说道：“八竿子

打不着的那种！嘿嘿！不好意思啊！”

赌鬼身体向前猛地探去，就差凑到

酒鬼嘴边了，他咽着口水看着酒鬼慢慢

把烧鸡全部吃完，心里如被火灼。

“谢谢老弟盛情款待！明天到哥

哥家里来，哥请你吃白玉翡翠汤！”

酒鬼满意地抹了抹油腻的嘴角，一把

将破碗里的油纸抓在手中，小心地叠

了叠，对着赌鬼笑道：“明天一定早

点过来啊！”

赌鬼讪讪笑着送酒鬼出了门，又是

一个不眠之夜。

酒鬼回去的路上，正遇到菜场的小

贩快收摊了，他在地上的烂菜叶里挑了

十来片被买菜的人扒下来的青菜叶子，

叠成一摞，背负着双手，哼着小曲往家

走去。

赌鬼睡眼惺忪地敲响了酒鬼家的

门。

“老弟！你来得正是时候！白玉翡

翠汤刚做好，就等您这位贵客了！”酒

鬼笑嘻嘻地将赌鬼迎进家里。

赌鬼小心地坐在砖头垫着的凳子上

，努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只见破桌上

放着一大碗青菜汤，他不由愣住了：

“哥！不是白玉翡翠汤么？翡翠呢？”

“这不是吗？”酒鬼指着汤里的青

菜叶子，又指了指汤面上漂浮着的油花

，那些油花聚拢在一处，竟隐隐有些反

光：“这白玉还是从老弟那张包裹烧鸡

的油纸上刮下来的，像我们这种勤俭人

家，还是要保持好的传统美德！心中有

诗，处处珍馐！老弟你说是也不是？”

“嘿嘿！哥哥也是风雅之人！”赌

鬼讪讪笑道：“道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像我们这么过日子，发财是早晚的事

！否则岂不是没了天理？哥哥出题罢！

今天我怎么也要扳回一局！”

“简单的很！老弟你的大名叫什么

？回答出来，这翡翠白玉汤就是你一个

人独享了！”酒鬼笑盈盈地看着赌鬼。

“我大名叫宗不复啊？”赌鬼简直

不敢相信问题竟然这么简单。

“老弟真是天纵奇才！令人拍案叫

绝！哥哥我输得心服口服！请慢用！”

酒鬼一拍大腿，指了指破桌上的青菜汤

。他的动作吓了赌鬼一大跳。

……

赌鬼摸了摸灌了满腹汤水的肚子，

忽然瞥见酒鬼正摸着下巴看着自己，心

中不由觉得有点奇怪，嘴角挂着青菜叶

子看着酒鬼。

“老弟！明天哥哥就到老弟家叨扰

了！你不必太破费，寻常菜就可以了，

荤腥少弄点，听说吃多了容易动脉硬化

！呵呵！”酒鬼咧开嘴笑道。

“呃！……”赌鬼没来由得垂首打

了个饱嗝，半天喘不过气来。

酒鬼和赌鬼

我说过了，每顿半碗饭，是吃不

穷谁的！来子态度很不友好。

可老人天天叨扰，社区总得有所

表示。领导坚持要将钱放下。

来子一下冷了脸。压面机嗡嗡响

，来子扛面袋忙起来。领导有点儿尴

尬，慢慢将拿钱的手收回，瞅着来子

笑笑，道声别，出面条房，朝小巷深

处走去。

中午时分，小巷深处蹩出个拄拐

的老人，缓缓移动，到面条房前，站

片刻，扶门而入，气喘喘的。

来了？来子端只大碗倚门边吃饭。

老人嗯了一声。

坐那儿吃吧。来子说。

老人又嗯了一声。

屋角小桌上晾了大半碗烩菜。老

人在桌旁矮凳上坐了，拿双筷子，抓

个馒头，不客气地开吃了。

门边的来子不停地放碗端碗，招

徕进门买面条的顾客，没工夫多搭理

老人。老人慢慢吃完，咂吧咂吧嘴，

打个嗝，起身扶拐，手抖抖地伸入衣

袋，掏张冥票出来，给来子付钱。

好。放纸盒里吧！来子说。

老头仍是嗯一声，转身熟练地将

冥票放入小桌上一个纸盒，慢慢拄拐

出面条房，沿小巷蹒跚而去。

老头第一次拿冥票当钱付，来子也

吓了一跳。可他没有声张，将冥票收了

。以前，老人都是自己买了面条拿回家

煮，从那以后，来子晚饭便多煮一份面

，等老人来时直接让他吃。老人对来子

的留饭没有异议，默默坐小桌边吃多半

碗，起身掏出一张冥票。

来子什么也不说，将冥票收了，

放入纸盒中。

也许晚饭吃习惯了，不久后的中

午，老人又拄拐来到面条房。来子锅

里已经没了烩菜，有点儿措手不及，

可他不喜欢声张，想法给老人吃了。

从此来子中午烩菜特意多做一份，盛

放在桌上等老人。

吃完烩菜，老人同样

拿冥票给来子。

来子不动声色地收

进纸盒。

个别顾客碰见后，

惊奇得不得了，这冥

票……你也收啊！

没关系的。来子说

。老人以前从不这样，

现在拿冥票当钱用，说

明脑子有点儿迷糊了，

我收冥票，是不想老人

下不来台。

是啊，活到这份儿上

，尊严薄成一张纸了

！顾客说。

最后这步路，大

家都要走的！顾客说

，真难为你了！

不久，社区领导找

上门，要替老人付饭

钱，人民币，一次性

付几百元。老人老伴去世早，没儿没

女，原本在社区养老，可老人待不住

，又打又闹，整得不行，硬是从福利

院回了老房子。社区领导不止一次找

来子，想把老人的养老金留下，方便

来子买菜买面。

来子不肯接受，态度明朗而坚决。

社区别无他法，拜托来子费心的同

时，把钱压在老人枕头下，面值从壹圆

、伍圆、拾圆到佰圆都有，叮嘱老人别

再拿冥票，就花枕头下的养老金。老人

点头答应，却从不碰那钱，每天依旧准

时到面条房吃饭，依旧拿冥票给来子。

记者听得消息，多次赴小巷联系

采访，遭来子拒绝。来子一脸不耐烦

，一边忙碌一边说，半碗饭的尕事，

有啥好采访的！

来子的事迹仍是选择而夸张地登了报

、上了电视。顾客买面条的时候，纷

纷伸大拇指。来子很无奈，是我自己

吃饭寂寞，拽上老伯凑人气呢！

来子单独做饭吃，纯粹为了守生意。

小小的面条房，支撑全家的日子呢，

再忙再累他乐意。正因为忙，来子忽

略了搭伙的老人。那天中午，等顾客

渐少，来子的饭碗在他不断端起放下

最后见底时，下意识地朝屋角看一眼

，放在小桌上的燴菜竟原封未动。

来子愣了片刻，大叫一声，朝小

巷深处跑去。

社区出面，将老人的遗体运到殡

仪馆。

灵堂白幡飘动，来子双膝跪地。

新为老人做的烩菜，放在灵桌正中间

。衣服上沾着面粉的来子，从怀里拽

出一个同样沾着面粉的纸盒，高高倒

了一堆冥票，都是老人平日给来子的

面钱一张一张积攒起来的。来子焚香

三炷，引火将冥票点燃，嘴里喃喃自

语，老伯，拿着……路上花销吧！

小巷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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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022～3/8/
2022 ）特價品如下： 合山菜花$0.99/磅，
圓生菜$0.99/個，豆苗皇$2.99/磅，奶白菜
$0.79/磅，芒果$9.99/箱/16個, ICHIBAN豆
腐$1.19/盒，無骨脆肉鯇魚片$7.99/包，手
打鯪魚餅$7.99/包，真味水餃/雲吞皮$4.99/
2包，4磅裝有頭蝦$16.88/盒，大白花菇

$9.99/2包，素味謀面5連包$3.99/包，李
錦記特鮮菇粉$3.99/瓶，李錦記蒜蓉豆豉
$2.99/瓶，珠江橋牌豆豉鯪魚$4.99/2罐。
另外，禮品卡，充值$100元，即送$6元。
凡購買滿$50元，送環保袋一個，以上特價
品售完為止，該超市保有最終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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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榮超市新榮超市」」 春季大酬賓春季大酬賓，，推出多項特價品推出多項特價品
禮品卡禮品卡，，充值充值$$100100元元，，即送即送$$66元元

圖為圖為 「「新榮超市新榮超市 」」 的梁勝老闆的梁勝老闆（（右右））與黃榮富與黃榮富
老闆老闆（（左左 ））合影於超市大門口合影於超市大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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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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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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3 月 1 日周二晚上，樂手基思·厄本
（Keith Urban ）重返休斯頓牛仔節，在 NRG 體育館吸引了 50,
690 名觀衆。這是他第八次來到休斯頓牛仔節登台演唱，也是筆
者第二次在NRG體育館看到他，上次要追索到2018年3月。他
說，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特殊的地方。

每次的演唱會，他都會跳下旋轉的舞台與觀衆互動，拿著麥
克風架走下舞台，放在靠近護攔的觀衆面前演唱。在過去，他停
下來與觀衆自拍，甚至給觀衆贈送一把吉他。

厄本一邊走一邊戲弄道：“你們離得太遠了！”他在那裏唱
了幾首歌，他總是通過過道傳遞一股能量。

過去厄本與觀衆擊掌互動，但這次沒有擊掌和快速拍照，原

因是新冠疫情。台上觀衆沒有人戴口罩，而且都大聲吆喝，這麽
接近不是一個好主意。幾分鍾後，他以出色的民謠《愚蠢的男孩
》（Stupid Boy）回到舞台。

厄本年輕帥氣，是一位迷人的表演者，其隨和的態度很快讓
觀衆感到輕松。他用充滿活力的《Days Go By》開始演唱，激發
觀衆的熱情。然後用輕松的《John Cougar，John Deere，John 3:
16》和懷舊的民謠《Cop Car》（完成酷玩式哇哦）演唱，他在
演唱中脫掉牛仔夾克衫，玄露出肌肉。

厄本還知道如何在現場環境中放大他的歌曲。民謠《God
Whispered Your Name》被《hallelujah》聖歌和厄巴納靈活的吉他
作品所提升。《Wasted Time》和最近的單曲《Wild Heart》在體

育場內轟隆隆地響起。
他在演出現場展示了他的休斯頓牛仔節的皮帶扣，確切地說

這是他的第八個皮帶扣，這反映了他參加了牛仔節大型演出的次
數。

他告訴 50,690 名觀衆：“這是我們應該在 2020 年 3 月舉辦
的演出，但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將其全部關閉。厄本是當
年計劃的幾場演出之一。

他說：“2022年3月，我回來了！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特殊
的地方。德克薩斯州，回來的感覺真好！”

基思·厄本重返休斯頓牛仔節
音樂會現場再展個人魅力

1878年9月里的一天，尼科莱· 米哈

伊洛维奇· 普尔热瓦尔斯基率领的考察

队抵达了斋桑，这位沙俄时期最为著名

的军人探险家、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恐

怕也没想到在位于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

东部边陲的这个城镇里，自己竟然和一

次惊人的发现不期而遇。

此时的普尔热瓦尔斯基正临近自己

第二次中国之行的尾声，在斋桑他收到

了当地官员呈上的一张马科动物的皮和

附带的头骨，据信这一标本被猎获自中

国新疆奇台以北80公里的准噶尔戈壁。

在此次旅行中普尔热瓦尔斯基已成为了

第一个深入罗布泊的欧洲人，这也是他

整个科考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同时他还率队在天山进行了广泛的考察

和采集，获得了不少的动植物标本。凭

借着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回到俄国之后

他就被晋升为了上校，沙俄帝国科学院

也将他选为名誉院士。深受鼓舞的普上

校随即又开始准备第三次中国考察，一

时间似乎没什么人注意到来自准噶尔戈

壁的这些马科动物标本。

重新现世的“新物种”

三年之后，位于圣彼得堡的帝国科

学院动物博物馆里终于有人识得瑰宝。

俄国动物学家伊万· 波里亚科夫（Ivan

Semyonovich Polyakov）仔细研究了普尔

热瓦尔斯基从中国带回的马科动物标本

，认为这是一种还未被科学描述过的野

马，并用发现人的姓氏来命了名——普

氏野马。有意思的是不知为何，波里亚

科夫在命名时选用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名

字的波兰语拼写。

然而在波里亚科夫和普尔热瓦尔斯

基之前，人们或许早就已见识过了普氏

野马。在今天意大利、法国西部和西班

牙北部，距今至少20000年以前的史前

岩画上已出现了形似普氏野马的画作。

而到了公元900年左右，一位西藏僧侣

留下了对于生活在蒙古的野马已知最早

的文字描述。曾为沙皇彼得大帝服务的

苏格兰医生约翰· 贝尔（John Bell）在

游记《从圣彼得到北京之旅》里也记载

了他于行程中见到的野马，很可能是西

方人对普氏野马的最早记述。普上校带

回欧洲的标本则为上述文字记录增添了

确凿物证。

在自己的第三次中亚考察过程中，

普热瓦尔斯基声称见到了活的普氏野马

，可是他发现“野马”的地点却未曾有

过野马的确切记录，并且距离有野马分

布的地区也很远。在他之后成功猎获普

氏野马的俄国探险家格鲁姆-雷希马洛

兄弟（Grum-Grzhimailo）就认为普上校

见到的其实是亚洲野驴，而非野马。对

于亚洲中部和西部的物种发现有过重要

贡献的普氏，到底有没有见过以他命名

的野马，似乎已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谜。

随着20世纪初欧洲野马（E. ferus

）的灭绝，人们普遍认为野外再无真正

的野马存在，普氏野马的发现立刻激起

了一股热潮。科学家们想要更多地了解

这种神秘的动物，动物园和富人们则想

要饲养这最后的野马，这些需求催生了

动物商人紧锣密鼓的行动。不过，很快

人们就发现这项任务非常棘手。普氏野

马性情十分胆怯，高度机警且奔跑迅速

，绝少能让人接近到步枪射程之内。想

要活捉成年个体更是痴人说梦，唯一的

希望只能是捕捉马驹了。于是猎捕队往

往选择在一年的早春时节，等母马产下

马驹不久后才动手。

据记载，1897年至1902年间一共只

有四支猎捕队成功将捕获的普氏野马马

驹带回了欧洲，当中仅有53匹存活了下

来。到了1903年之后，这样的野捕行为

基本陷入了停滞。一方面是捕捉的花费

实在太高，而最终能活着送达买家手里

的马驹又太少。另一方面，人们也逐渐

对普氏野马失去了原有的热情，除开短

而直立的鬃毛，以及敦实的体型之外，

它们跟家马看起来真心没太大的区别。

千金买马骨的悲剧

令人感到悲伤的是，只用了区区不

过78年的时间，普氏野马就从被科学

“重发现”陷入野外灭绝的境地。进入

20世纪上半叶，欧亚大陆先后迎来了两

次世界大战。人类尚且自顾不暇，偏居

在亚洲腹地戈壁之中的野马似乎也完全

销声匿迹。二战后，在蒙古国境内还有

些关于野马的零星报道。到1969年，该

国科学家曾发现1匹雄性野马，这之后

再没有人在蒙古见过任何的野生个体。

至此，之前被圈养起来的个体成了

延续普氏野马血脉的唯一希望。辗转抵

达欧洲幸存下来的马驹们散布在欧美各

地的多家动物园或私人庄园。由于缺乏

对其生物学的了解，不知道怎么恰当地

照料，加之野捕个体性情刚烈，难于适

应局促的圈养环境，大部分圈养野马都

没能繁育后代。只有美国的纽约动物园

和辛辛那提动物园、英国乌邦寺、德国

哈雷大学和乌克兰阿斯卡尼亚•诺瓦保

护区这五家机构的11匹野马成功繁殖了

后代。这11匹野马及其子嗣也就成为了

延续至今普氏野马种群的奠基者。

出于各种原因，最初的五家机构先

后停止了普氏野马的圈养及繁殖。至

1935年，慕尼黑动物园和布拉格动物园

相继成为了新的野马繁育中心，圈养种

群数量也有了较大增长。然而，随后席

卷欧洲大陆的二战几乎再次将普氏野马

推入绝境。到战争结束时，仅有32匹野

马幸存了下来。万幸的是，慕尼黑和布

拉格这两家动物园各自重启了野马的繁

育工作。

1959年秋，又是一个9月，在普尔

热瓦尔斯基首次见到野马标本的整整81

年之后，发生了又一件极大改变普氏野

马命运的事。布拉格动物园组织召开了

普氏野马的第一次国际研讨会。捷克斯

洛伐克、前苏联、东德、西德、法国等

九个国家的代表聚集一堂，讨论普氏野

马的近况和对策。在冷战铁幕的阴影之

下，来自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有识之士们

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纷争，为了拯救普氏

野马而坐在了一起。最终，全体与会者

达成共识，只有通过境内尚有野马栖息

和动物园及饲养机构有圈养个体的各国

间友好紧密协作，才可能实现最终留住

普氏野马的目标。

在布拉格会议上发布了由西德女科

学家埃尔娜· 莫尔（Erna Mohr）编制的

第一份圈养普氏野马的谱系。她收集了

第一批运抵欧洲野马的资料，为1899至

1958年间228匹圈养野马的情况建立了

档案。这份延续至今的野马谱系为圈养

繁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尽管之后

野马圈养还是经历了近亲繁殖、受限于

各国物种管理法律约束等波折，经过全

球近200家各类机构多年来的不懈努力

，截止目前已有超过2000匹野马存世。

野马在故土上重生

随着野马圈养规模的扩大，将它们

重引入到的历史分布区内，重建野外种

群也有了坚实的基础。这项工作最早在

中国和蒙古启动，1985年8月中国相继

从东德和英国引进了11匹野马，先在新

疆乌鲁木齐市动物园暂养了一年多。

1986年12月这些野马被迁入了天山脚下

准噶尔盆地南缘专门修建的繁育中心，

它们与其后引进的另外13匹野马共同构

成了中国种群的最初奠基者。2001年8

月28日，27匹野马在准噶尔盆地内的卡

拉麦里自然保护区被放归自然，重回故

土。2010年9月25日又在甘肃敦煌西湖

自然保护区放归了7匹。蒙古则在1992

年实施了普氏野马的重引入项目，目前

已经在三个地点建立起了野外放归种群

。

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阿斯卡尼亚

•诺瓦保护区在1998和1999年间向切尔

诺贝利核事故隔离区内引入了普氏野马

。1986年4月26日凌晨爆发的那场可怕

事故形成了一块面积2600平方公里的无

人区，现如今这里却成为了野生动物的

乐土。截至2018年底，切尔诺贝利无人

区内的野马已由最初放归的31匹增长到

至少141匹，并且已经越过边界进入到

了白俄罗斯境内的隔离区。

从普氏野马被“发现”之日起，人

们对它的身世就很着迷，想弄清它跟家

马之间的关系。2018年发表在《科学》

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为普氏野马的起源提

出了新见解。通过分析哈萨克斯坦北部

，距今5500年前石器时代博泰文化遗址

出土的马科动物骸骨和牙齿中获取的古

基因组数据，研究者发现普氏野马并非

现代家马的祖先，而且它们可能是由博

泰人所驯养的马逃逸野化之后所形成。

换句话说，普氏野马或许并非真正意义

上的“野马”，而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

驯养马。

无论是否真的源自博泰人的驯养马

，普氏野马都代表了一段与现代家马有

着明显区别的演化历史。从142年前被

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到其后几十

年间的迅速衰落，再到近半个多世纪来

人们不遗余力的拯救，直至今天它们重

新英姿飒爽地奔驰在准噶尔戈壁之中。

它们与人类交织纠葛的岁月，彰显着大

自然顽强的生命力，展示了以动物园为

主体的机构在迁地保护之中所能发挥的

重要作用，更时刻提醒我们拯救濒临绝

境的地球邻居需要怎样的决心、投入和

运气。

切尔诺贝利是废土？濒危动物在这里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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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去世，享年90

岁。

这位在哈佛同时有着“日本先生”和“中国

先生”之称的巨匠，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精通中日

两国事务的学者。他倾10年之力、采访了近300

人写就的《邓小平时代》，曾在国内国际引发广

泛关注。

不仅满足于在学术上留下传世之作，晚年的

傅高义也不断介入现实。

2019年7月初，傅高义作为5位执笔人之一

，起草《中国不是敌人》联名信在《华盛顿邮报

》发表。89岁的他，仍坚持每星期在哈佛组织

一次关于中国的系列讲座，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了

解中国。

傅高义最后一次出现在中国观众面前，是今

年的12月1日。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

时，他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

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

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美国应该承认中

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在惊闻傅高义教授去世的消息时，国内众多

领域学者对其表达了深深的怀念。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

研究员陈征，曾在哈佛大学受教于傅高义教授。

回忆起当年的求学经历，她表示，由于研究的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话题相对敏感，傅高义教

授是整个哈佛大学内唯一一个真心帮助她的人。

“只要是关于中国的讲座，他都会来参加，而且

喜欢在讲座结束后留下来参加冷餐会，跟我们这

些来自中国的学子聊聊天。”

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听到傅高义去世的消

息感到很难过，也很意外。“他身体一向很好，

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坚持写作，精力很旺盛。”

李昕曾2015年和2016年见到傅高义，当时对方

正在筹备胡耀邦的采访。李昕还透露，据哈佛大

学那边的消息，傅高义的去世是由于手术后并发

症引起的。

“我不会只说中国好”

在美国政界和学界，傅高义有一个广为人知

的称号——“中国先生”。

1973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退

休，傅高义接替他，成为这个中心的第二任主任

。他曾半开玩笑地解释过自己和这位前辈的不同

：“费正清是历史学家，而我是研究社会学的；

费正清是哈佛出身，用中国的说法，在美国他算

得上是‘高干子弟’，而我是小镇上长大的青年

。”

1930年7月，傅高义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

俄州一个小镇上的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

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

士学位。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

重视培养中国问题的人才，都想扩大对中国的研

究，纷纷招收和选拔年轻学者。

1961年，31岁的傅高义被费正清选中，来

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习中文、中国历史、

社会和政治。为他上中文课的是“汉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她在语音上要求很

严格，所以我们这批学生比别人教出来的水平应

该更高一点。”傅高义笑着回忆说。

年轻的傅高义很快为自己取了个地道的中文

名字。“我的英文名是 Ezra Vogel，Vogel是个

德国姓，在德语里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fugao

’。因为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 E，取其谐

音，又选了‘义’字。”

他曾对记者解释说，“我知道在中文里，

‘义’也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正是我想

追求的。”那时的傅高义，已下定决心将中国作

为他的研究对象，此后50多年里，他对中国的

观察从未中断。

傅高义对中国的观察是从南大门广东开始的

。

1963年，他在香港用一年时间做广东研究。

那时，东西方冷战正酣，唯一可以近距离研究中

国的地方是香港。在香港，他能读到《南方日报

》、《羊城晚报》、《广州日报》，还有一些政

府工作报告，也能接触到偷渡到香港的广东人

——那些人给他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事实。

傅高义请了一名刚从广东到香港的年轻人做

他的助手。

“我们一起看《南方日报》等报纸，我看了

1949年到1963年几乎全部的《南方日报》。我

看的时候他也跟着看，我有不明白的就问他。比

如我看报纸说‘反对×××’，我就问他是什么意

思，背景是什么，他就会很详细地告诉我，特别

是有关土改的经验，比如最开始的政策是什么，

几个月后政策又变成了什么。从中我可以了解报

纸和现实矛盾的地方。”

1969年，傅高义完成了他第一部关于中国的

作品《共产主义下的广州》。这本书描述了在共

产党领导下，一个省份所经历的一系列深刻的政

治运动。作品抛弃了西方学者的偏见，描绘中国

的本来面貌，在美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本书将成为社会学家们从外部世界研究共

产主义中国的杰出范例。”费正清如此评价。

上世纪80年代，广东省和马萨诸塞州建立

友好关系，广东省政府邀请傅高义继续到广东做

研究。“广东省的领导认为，自己宣传的东西外

国人不一定相信，要是名牌大学的教授到中国做

研究、写文章，外国人就会打消疑虑。”他说，

自己不可能“只报道中国积极的一面”，必须自

由地报道他所看到的。

最终，傅高义决定自费采访，以保证独立性

。广东省的领导也同意不审查原稿。

从1987年 6月到12月，傅高义在广东实地

调查了70多个县。1988年夏季，傅高义又调查

了3周，1989年写就《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

》，这是外国学者研究、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部

书。这部书和《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相隔了20

年，共同构成了广东的一部当代史。

1987年的广东之行，妻子艾秀慈也陪伴在傅

高义左右。艾秀慈任教于美国凯斯西储大学，是

一位人类学研究者，会讲广东话。

傅高义十分珍惜这份感情，在《邓小平时代

》一书的扉页上第一行就写道：“献给我的妻子

艾秀慈”，以表达他对妻子的感激之情。

如果仅仅将傅高义称为“汉学家”肯定有失

偏颇，他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

都精通的学者。事实上，他的日语说得比汉语还

好。

傅高义关于日本的两部著作《日本的新兴中

产阶级》（写于上世纪60年代）和《日本第一

：对美国的启示》（写于 1979 年）都引起了强

烈反响。

《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出版后，美国

许多企业家纷纷邀请傅高义去做报告，以增加对

日本的了解。傅高义后来才知道，在中国也有不

少人读过这本书。

有一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率代表团访

问美国，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下面有人向

朱镕基提问：“你认为中国要向日本学习什么？

”朱镕基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应该问我，而应

该问傅高义啊！”没想到，底下一阵大笑。朱镕

基问大家为什么笑，有人回答：“提问的人就是

傅高义！”

有这样的研究背景及影响力，不难理解傅高

义的另一个身份：受到政府重视并信任的亚洲问

题专家。

1958年以来，傅高义每年都要访问亚洲，而

他联系的都是最高层次的人物，比如新加坡总理

李光耀等。

在推动中美关系上，傅高义多年来更是投入

了极大热情。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创建过一个组织——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冷战期间，它对推

动中美双方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著名的

“乒乓外交”就是由它推动的，而傅高义就是这

个委员会的成员。

1968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费正清与傅

高义等十几位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给尼克松写信

称，“现在是跟中国接触的好机会”。不仅如此

，傅高义还与费正清等8位学者去华盛顿，找国

务卿基辛格谈话，就中国问题提出一些很具体的

建议。

1993年，傅高义应好朋友约瑟夫· 奈（哈

佛大学教授、提出“软实力”一词的著名政治

学者）的邀请，出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东亚情报

官一职。傅高义说：“这段经历对我后来做研

究的帮助很大，当时的驻华大使芮效俭的报告

我也能看到，我经常与在政府工作的那些人交

换看法。”

在执掌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期间，傅高义将这

里变成了一个各国首脑和美国民间互动的平台。

那段时间，对傅高义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莫过

于1997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哈佛之行。

“我以前在北京见过江泽民，那是1996年

带领一个团访华，我代表大家向他提问，讨论了

一些问题……当时知道他要访美，我就向中国方

面表示，如果江泽民想来哈佛，我可以帮助安排

。中国大使馆有几位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后来就

和我商议具体事项。”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

如期在哈佛大学进行了演讲。

此后，傅高义又在北京见到江泽民，每次江

泽民都会提起：“哈佛那次，组织得很好！”

“了解中国最重要的是了解邓小平”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退休了。

但因为研究邓小平，他不仅没有停止对中国

的观察，反而在用一种更宏观、更深刻的视角研

究中国。他以一种犀利的笔调写道：中国改革有

陷入“乱象丛生的社会”的危险，在法制建设、

社会管理等方面，当前和未来都面临巨大挑战。

傅高义曾公开说：“了解亚洲的关键是了解

中国，而了解中国最重要的是了解邓小平”。对

此，他曾跟环球人物记者解释道，中国的变化改

变着世界，我相信，没有一个领导人（邓小平）

，对世界的发展有过如此的影响。

正如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所说：“傅高义告

诉了西方读者，也包括中国读者，中国的发展道

路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他帮助读者理解了我们

所亲历的中国改革时代的昨天和今天。”

2011 年，《邓小平时代》英文版一问世，

就为舆论广泛关注，入选众多图书奖项，《经济

学家》、《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

《金融时报》等国际权威媒体把它评为2011年

最佳图书。

《纽约时报》两次发表书评，认为这是一部

“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而坎坷的经济改革之路最

全面的记录”。

2012年，这本书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

昂内尔· 盖尔伯奖，该奖专门授予以英语写作、关

于外国事务的非虚构类著作，基辛格的《论中国

》也一同入围，但最终被《邓小平时代》击败。

出版方当时曾透露，《邓小平时代》首批50

万册已经被预订一空，现在正准备加印30万册。

正如有评论者所说：“傅高义十年磨一剑，

用十年时间写一本书，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现

在能够坚持做到的人不多。有的学者不是十年磨

一剑，而是一年磨十剑，学术心态非常浮躁。这

更显得傅高义坚持精神的难能可贵。”

“中国先生”傅高义去世
曾告诫美国：要公平对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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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PART.01人才市场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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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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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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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集团等企业，也

对海归们有很大吸引力。

归国就业 行业需求知多少？

留学生就业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今天

小侨打算和大家聊一下留学生回国找工作的详细情

况，这应该也是绝大多数留学生需要面对的问题。

留学生目前找工作的难点在于：

海外不好留，国内的招聘信息获取不及时。

无法参加国内校招的招聘会，毕业回国再找还

赶不上最佳校招求职时间。

时间短压力大，适合自己的实习也超级难找。

目前，留学生找工作其实不难：

留学生完全可以参加国内的校园招聘

国内的校招分为秋招（9-11月份，岗位量多且

优）和春招（次年3-4月，秋招补录，质量较次）

两次，岗位一般都是面对应届生的。

除了香港可以同步国内秋招，海外的同学回国

以后秋招都过了。

教育部留学中心已经说了，是不是应届生，由

用人单位界定。

不同类型企业眼中的看待标准不同

1、大型国企：

最喜欢国内985/211的毕业生，留学生用得不

多，用也只用好学校的。（一般都会有个国外院校

指南）

2、中小型民营企业：

留学生去得比较少，特别是应届的。这类企业

HR对国外学校并不了解，在他们眼中只有“名校

”和其他学校的区别。喜欢直接招有工作经验的，

上手就能干活，省钱省事。

3、大型外企（500强系列的）：

留学生扎堆，大家都很喜欢去，而且应届海归

更有优势。

HR有不少自己本身就是留学回来的，接触的

多，对于海外院校和专业都比较了解，就算没听过

也会去查一查了解一下。对于这类企业，学校和专

业的排名越靠前越好。

4、中小型外企：

留学生也很多。因为第一梯队的留学生，通常

会被名气更大的500强抢走，这类企业才是大部分

留学生回国后第一份工作的主要去向。

HR招人会更谨慎一点，也知道QS榜单这一说

，对于留学生比较友好和客气，如果没听说过你的

学校，大概率会问问你学校的实力和排名，很看重

个人的学习和成长能力。

但他的要求也是最高的，既要教育背景好，又

要个人能力好，所以对应届生性价比很高，我个人

觉得这一类企业是最适合个人综合实力发展的地方

。

所以，建议大家：

清北复交本＋海外top10硕。你闭着眼随便投

；

985本＋qs前50硕。首选大型国企，大型外企

，你都可以选，选择比较多。

民营企业和小外企你也看不上。实在心慌担心

找不到工作，投一个保底用即可。

双非本＋qs50－qs100硕。这类型的留学生是

最多的，竞争很激

烈，拿到让你满意

的 offer 很难，提前

选好就业目标，早

做准备。

企业选择上，大型

外企可以当作冲刺

目标，中小外企为

主要目标，如果你

实习经验也很丰富

，大中国企也可投

。

双非本＋qs100 之

后硕。我只能讲，

上学时候不要闲着

，该实习就实习，

把专业证书都考了

。否则回来找工作

，你会觉得你白花

了30万。

此时留学的一个价

值点就凸显出来了

：

如果你是国内双非

院校毕业，那么毋庸

置疑，留学一年的学

历肯定可以让你的开

局更上几个台阶。

不是“国内HR更看好哪个学校”，而是“相

比双非二本三本，国内HR肯定更看得上留学硕士

”。这就是现实。

比起毕业直接找工作，留学一年再找工作，能

够得到的机会肯定更多。

海归回国后去了哪些行业

1、IT/互联网 就业星级：★★★★★

大到京东、腾讯等互联网大厂，小到滴滴、美

团等，国内的互联网行业发展趋势已经超过了金融

。

2、金融-投行/券商 就业星级：★★★★☆

金融学一直是海归热门专业，但是他高昂的学

费和就业后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模式让很多人望而

却步。

3、文体教育/工艺美术 就业星级：★★★★

☆

随着K12的崛起，教育行业人才紧缺。且此类

专业选择面很广。

4、贸易/快消 就业星级：★★★★☆

比较金融和互联网，快消行业门槛较低，部分

快消公司待遇也不错。例如宝洁，每周可以有一天

work from home。

留学生回国就业最难找工作的专业Top5

1、地理

就业星级：★☆☆☆☆

失业率：8.8%

不充分就业率：48.1%

虽然说偶尔能阅读到关于某地理学家的学术论

文，听到他们的发言，可是地理相关的工作真心不

多。

2、社会学

就业星级：★★☆☆☆

失业率：6.5%

不充分就业率：56.5%

该专业学习的内容主要为：社会科学、社会结

构、以及社会关系，就业机会比较少。

3、哲学

就业星级：★★☆☆☆

失业率：5%

不充分就业率(从事行业与所学专业不对口)：

51.7%

那些有着浪漫情怀的小伙伴们注意啦，如今把

苏格拉底柏拉图当专业学习的，大学毕业后很难就

业的！

4、生物学

就业星级：★☆☆☆☆

失业率：5.1%

不充分就业率：44.8%

学生物毕业的学生好像大多从事着制药相关的

工作，要么就是一些很高大上的科研工作。

5、化学/工程

就业星级：★☆☆☆☆

失业率：5.2%

不充分的就业率：17%

和生物差不多，应用领域比较受局限。

“应届毕业生”身份是求职的“利器”

由于企业的社会招聘往往对工作经验、综合素

质等方面要求更高，竞争压力也会加大。因此，面

向应届生的校招是不少学生一出校门便进入心仪企

业的最好机会。留学生务必要把握好应届生身份，

积极参与校招，找到适合自己的理想岗位。

然而，由于海外学子留学所在国教育体系与国

内不同，毕业与回国时间也和国内校招存在“时差

”——比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毕业

时间不尽相同，毕业时间有时可能跨穿一年。一些

学子对如何判定自己的应届生身份存有疑惑，有的

甚至由于错过了利用应届生身份应聘，而与理想职

位失之交臂。

但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校园招聘时间多集中于

春秋两季中的几个月，一旦错过很可能就此与心仪

公司失之交臂。留学生如果提前了解到这些情况，

就有可能延长应届生身份的“保质期”。

其实，应届生的身份是教育部面向国内高校毕业

生所做的界定，而对于海外留学生，教育部留学中心

有明确规定：留学回国人员不分应届往届，一律没有

三方协议，是否为应届生，由用人单位界定。

在具体操作中，用人单位面向留学生规定的应

届生身份时间要求各有不同，但实际划分与国内毕

业生相似。一般来说，上半年毕业的留学生优先参

与毕业前一年的秋招。需要注意的是，留学生尽量

不要在临近毕业时再找工作，这将会错过许多企业

的优质岗位。

海归就业难？把握留学生优势，毕业找到理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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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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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