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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为教育提供人文常识

国人千年状元情

■

李鹏
每年高考后，在各类媒体上，最活跃、

最打眼的是各类状元。

状元这一称呼，据赵翼《陔余丛考》卷
二十八“状元、榜眼、探花”条的说法，最早
在唐朝武则天殿试天下贡士时就有了，进
士分出等第之后， 门下省照例有一奏状，

进士科及第第一人一般排在首位，因此叫
“状头”，又叫“状元”。 这一称呼在宋元以
后，逐渐成了殿试第一名的专称，意味着
独占鳌头，天下无双，荣耀无比。

在古代，一旦成为状元，往往意味着
在接下来的仕途上通达无碍； 而在今天，

各类状元们通常成为各类学校招生者极
力招揽的对象，一般都能进一所较为理想
的大学。 千年以来，中国一以贯之的考试
选拔制度使得状元“一人而已”的光环一
直吸引着人们注视的目光。 在文化制度的
影响下，中国人的“状元情结”与“皇帝情
结”一样根深蒂固。

在科举制度早期，这种情结就已经显
露出来。 晚唐时唐僖宗多才多艺，尤为擅
长击球，曾对身边的优人说，如果击球也

有进士考试的话， 那他自己肯定能中状
元。 虽然是玩笑话，但从中也不难看出整
个社会对“状元”的推崇，连皇帝也想当状
元。 到了宋代，读书人一旦中了状元，立即
成为整个社会注目的焦点。 按照宋代田况
在《儒林公议》里的说法，上至皇帝，中至
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都在看新科状
元，尤其是百姓的围观，其盛况绝不亚于
今天的粉丝们围堵偶像巨星。 这种巨大的
社会荣耀，使得宋朝尹洙甚至认为，即使
是率几十万大兵，收复幽蓟、统一全国，也
比不上状元登第带来的荣耀！

有意思的是，不仅汉族如此，当时北
方的契丹族同样极为推崇状元。 《宋史》卷
三百四十三《许将传》记载宋朝状元许将
出使契丹时，当地人们也是纷纷爬到屋顶

上去，为的就是“看南朝状元”。 而更早的时
候，另外一位状元王拱辰出使契丹时，连契丹
国王都予以特别礼遇， 在宴会上甚至亲自弹
琵琶为王拱辰助兴。

状元情结，无论古今，其根源都在利禄。

成为状元， 并不仅仅意味着 “十年寒窗无人
晓，一举成名天下知”，伴随着名而至的还有
利。利，既包括可以期待的、未来的显达（自然
最终也有失望的， 就如今天也有毕业后去卖
猪肉的高考状元），是可谓“大利”；也包括不
少眼前就能轻易赚取的银子，是可谓“小利”。

大利众所周知， 小利名堂就多了。 其中有一
项，古代的状元和今天的状元一样，那就是替
人做广告，充分利用人们的状元情结，发挥自
己作为名人的广告效应。

宋代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唱名”条记叙

了当时殿试进士唱名的情形， 特别有意思的
是， 他提到当考试名次出来之后，“亦有术人
相士辈，自衒预定魁选”，即有些算命的说自
己算准了今年的状元是谁， 以此作为夸耀的
资本。这种夸耀，无非是想利用人们的状元情
结来进行“自我神化”，以便将来能招徕更多
主顾来自己这里算命。由于儒家讲天命，道家
像庄子同样把死生穷达归之于命， 而佛家也
讲因果，因此中国人一般都认为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状元往往意味着泼天大富贵，

因此中不中是有天命主宰的。 这样一来， 算
命术士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很多读书人在参
加考试前都会去找算命的问问前程， 类似的
故事在古代文言小说以及民间故事里都有很
多， 像蒲松龄 《聊斋志异》 里的 《司文郎》

写的就是这类事。 算命术士倘若真的猜中了

谁中状元， 那自然是很值得吹嘘一番的。 但
即使没有猜中， 他们也可以找新科状元题
诗， 以此作为广告， 这就是 《翰墨大全》 壬
集卷八任翔龙 《沁园春·赠谈命许文》 所谓
“办一封好纸，觅状元诗”。

就这样， 作为朝廷新贵的状元居然与草
野江湖中的术士紧密联系在一起。

以宋末为例 。 宋理宗宝祐元年 （

1253

年）， 姚勉中了状元， 在他留下的 《雪坡诗
集》 卷十一里， 我们看到很多这一类题目，

有 《镜斋相士求诗二首 》、 《赠贾相士 》、

《赠吴相士二首》 等。 三年后， 文天祥中了
状元， 在他留下的 《文山集》 卷一里， 我们
同样看到很多诸如 《赠拆字嗅衣相士 》 、

《赠闾丘相士》、 《赠神目相士》 之类的诗
题。 这些诗歌， 自然都是状元应相士们索求
题赠的，内容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得夸夸
相士们的算命之术。相士们拿了这些诗，装裱
好，作为自己招徕、留住主顾的工具之一。

求状元题诗，少不了要钱；所题的诗，则
成了相命术士们拿钱换来的广告。 在这一过
程中，双方各取所需，而促成交易发生的，归
根结底是对国人状元情结的洞察。

（作者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

文史漫话

■

大讲堂

黄侃的“大偶尔”

■

梁想
“韦编三绝方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

是清末民初著名思想家、国学大师章太炎
先生赠给他的学生黄侃五十岁生日的寿
联。上联的“韦编三绝”直接使用了“孔子
读易，韦编三绝”，以及孔子“五十而知天
命”的说法，充满了太炎先生对黄侃学术
研究上的赞赏；下联的“黄绢”则缩写了
“黄绢幼妇，外孙虀臼”，更是太炎先生对
黄侃大展宏图，写出“绝妙好辞”的殷切希
望。整个寿联，充满了太炎先生对黄侃的
信任与期许。然而不幸的是，“出师未捷身
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黄侃还未来得及
写出更多、更好的书，就因病去逝，留下了
无尽的遗憾。

尽管这副寿联对黄侃来说有谶纬之
嫌，因上联中有“绝命”，下联中有“裁书”

的字眼，而黄侃先生又恰恰逝世于知命之
年，可谓是个“大偶尔”。但太炎先生的这
副寿联，对于大多数中年学者来说，还是
极有启示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啻
为继续创造辉煌的一种挑战。因为举凡能
够成大气象、大境界者，中年的努力尤其
重要。 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那种充实浑
厚，以及大智慧、大器识，远非阅历浅显、

学术经历短仄者所能比拟。况且，如果从
年轻时代起，就把“业精于勤”当作一种自
然行为，或者当作一种近乎于理想的生活
方式，那么人到中年，也该慢慢地收获自
己的学术果实了。

当然，要实现中年的奋斗，创造中年
的辉煌，对于大多数中年学者来说，坚持
“业精于勤” 似乎变得更为直接和必要。

另外， 对于大多数中年学者来说，既
然自己已经是有相当时间的“业者”了，那
就更应当排除一切干扰， 全身心地投入，

因为实在已经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资本
了。身体状况自不待言，其他方面的干扰，

如家庭、社会、非专业等，也已经相当难以
抵御了。如此而欲继续其货真价实的“业
者”生涯，实在是唯有“勤”而无他了。

陈鹤琴 幼稚园是要适应国情的
■

柯小卫
早在

1924

年， 我国现代儿童教育的奠
基人和开拓者陈鹤琴曾在 《现今幼稚教
育之弊病 》 一文中 ， 对当时儿童教育
“外国化 ” 弊端提出质疑与批评 。 他写
道： “我们中国的幼稚园大抵是抄袭外
人的， 而外人的幼稚园已时有改进， 但
我们还是墨守陈规， 不知改良， 以致陈
旧腐败不堪闻问了。”

“幼稚监狱”的由来

针对上世纪
20

年代初期中国幼儿教育
出现严重 “外国化” 倾向的现状， 陈鹤
琴曾总结中国幼稚教育存在的弊病： 与
环境的接触太少， 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

功课太简单； 团体动作太多； 没有具体
的目标。 其中， 他将把儿童的活动限制
在室内， “幼稚生的生活几乎都是室内
的生活”； 同时 “使他们与外界和环境不
发生直接的接触” 的幼稚园形容为 “幼
稚监狱”。 在他看来： “现在幼稚园的弊
病， 并不在乎没有房间可以游戏， 而在
乎没有与环境和社会相接触的机会。”

在中国 ， 早期的幼稚园或蒙养院 ，

大都采用西方流行的福禄培尔和蒙台梭
利的教育学说。 课程设读经和数学、 自
然科学、 绘画、 手工、 唱歌等； 教具和
玩具从国外舶来。 有资料记载， 厦门怀
德幼稚园使用的是英国教材， 传教士曾
将闽南童谣配上 《闽南圣诗》 曲调教给
幼儿， 使幼儿从小就生活在浓厚的宗教
氛围之中 。 根据陈鹤琴的学生与助手 、

教育家张宗麟于
1926

年
6

月发表对江浙两
省
16

所幼稚园的调查结果， “幼稚教育之

来华， 尤为近十数年间事， 故一切设备
教法抄袭西洋成法， 亦势所难免。 于是
所有幼稚教师， 非宗法福禄贝尔 （又译：

福禄培尔） 必传述蒙台梭利。 两派虽时
有入主出奴之争， 然而其不切中华民族
性， 不合中国国情， 而不能使中国儿童
适应则一也。”

在张宗麟的这篇题目为 《调查江浙
幼稚教育后的感想》 中， 列举了参观时
的所见所闻： 大多数幼稚园使用的玩教
具基本来自外国， 音乐课皆为外国音乐，

“叮咚钢琴之声， 诀舌英文之歌， 凡遇上
课， 随在闻之”； 儿童所唱之歌 “多为外
国译歌， 或为吾国古诗， 或为圣经上赞
美诗 ， 或为英文歌 ”。 他不无感慨地写
道： “学语儿童， 教以华语， 即说华语；

教以西洋诗歌， 即唱西洋诗歌； 在教授
上两无困难 ， 然而关系于儿童终身者 ，

大有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之慨也。”

过去， 曾先后在 “南高师 ” 和东南
大学讲授心理学、 儿童教育学课程的陈
鹤琴， 在讲课中曾阐述过上述观点 ， 作
为学生的张宗麟曾对此有所犹疑， 后来
经过了亲身的调查， 感到了事情远比预
想中严重得多， 他写道： “自此次参观
后 ， 如信吾国有民族精神之幼稚教育 ，

方在萌芽 ， 而有数处且完全为外国化 ，

倘易其语言， 则难别其为中国儿童教育
也。”

陈鹤琴在 《我们的主张 》 一文中阐
述道， “幼稚园” 这个名词的意思本是
一个花园 ， 让小孩子在里面自由活动 ，

随意游玩， 吸收新鲜的空气， 享受天然
的美景， 不是像大学生拘在一间教室里
面那样。 但是中国的幼稚园并不是一座
花园， 简直是几间房子， 小孩子从早到

晚差不多都是在那里生活。 有的幼稚园只有
一间房子， 没有什么空地可以自由娱乐。 这
种幼稚园简直是一个监狱， 把活泼的小孩
子， 关在里面， 过一种机械式的生活； 像这
种幼稚园， 真是还不如不办。 还有一种幼稚
园， 园内有许多的空地， 或者临近也有很好
玩的地方， 但是教师不知道儿童的需要， 不
晓得利用这些空旷的地方， 只一味地把小孩
子关在室内， 不出去活动， 不肯变更他们的
教学方法， 不晓得小孩子是顶喜欢野外生活
的， 什么飞鸟走兽、 野草闲花等种种东西，

都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

评价福禄培尔与蒙台梭利

陈鹤琴不赞成抄袭、 照搬国外的教育学
说， 他认为： “今日抄袭日本， 明日抄袭美
国， 抄来抄去， 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
来。” 他于

1926

年发表的 《幼稚教育》 一文
中， 对受到广泛公认和推崇的两位外国幼儿
教育家福禄培尔和蒙台梭利作出评价。

关于福禄培尔， 陈鹤琴对这位享有 “幼
儿园之父” 之誉的前辈怀有敬意， 甚至将其
功绩与夸美纽斯相提并论。 此外， 他还总结
了福氏在教育方面的其他贡献： 爱儿童， 尊
重儿童的人格； 教人向善； 对游戏作系统性
研究； 注意与社会发生关系； 注意使儿童接
触自然； 欣赏美术； 注意手工与结构的活动
注重于 “恩物” （德语为

Spielgabe

， 英语为
Froebel Gifts

。 每种恩物都是上帝设计恩赐
给儿童进行自主活动的材料）； 注重儿童自
我的表现； 反对打的责罚， 以爱去感化； 反
对形式的宗教教育。 他曾写道： “福氏的哲
学是富于宗教性、 神秘色彩的， 那时候的心
理学没有实验， 都是哲学的一部分， 所以他
的教育心理学也不免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

但是也有几部分是道人未道的， 开后世尊重
儿童之先河， 这是福氏之功不可泯灭的。”

然而， 他对于福氏教育学说的根本出发
点 “上帝创造万物有一定的规律， 所以一切
人的活动和发展， 都应遵照这个规律”， 以
及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和神秘感的 “恩物” 颇
有微词。

关于蒙台梭利， 陈鹤琴认为， 她的学说
是从研究低能儿教育出发， 后来她开办了
《孩子之家》 （又译 “儿童院”）， 采用训练
低能儿的方法， 教

3

岁至
6

岁的常态儿童； 她
还尝试将同样的方法用于教育和训练

6

岁以
上至

13

岁以下的儿童。 陈鹤琴一方面充分肯
定蒙台梭利的办学精神和许多教学原则， 尤
其是经十年研究发明的幼稚园教具所作贡
献， 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他先是
引用了自己的老师 、 美国教育家克伯屈
（

1871－1965

） 针对蒙氏自由学说提出的四个
问题： 像蒙氏的主张自由， 恐怕流弊所及，

教师是否要少指导？ 如何养成团体合作精
神？ 如何养成人生必须的知识与技能？ 如何
能得到社会的认同？

在陈鹤琴看来， 旧教育是注重知识的注
入， 而新教育却是 “要在知识以外加上智力
的开发”。 儿童应该具有的知识上的能力包
括有研究的态度、 有充分的知识、 有表意的
能力。 然而， 蒙氏教育的方法， “是以训练
儿童的感觉为幼稚园的唯一课程”， 陈鹤琴
认为 “这是谬误的观念”。 他对于受到许多
教育界人士推崇的蒙氏教具教法并不以为
然， 他认为： “蒙氏一切学说的归宿点， 也
是她一切学说的发源地。 她教低能儿用此
法， 移到幼稚园里来也用此法。 教具也就大
半照此原则制造。” 他曾有两点质疑： 第一，

教具非常呆板。 “什么扣纽扣， 什么拼颜
色、 搭尖塔， 什么安放几何形的木块， 什么
玩弄圆锥形， 都是呆板而少变化的东西”，

这些教具 “为低能儿则可， 普通的小孩子就
要厌其呆板、 缺少变化了”。 第二， 自由教
法的缺点。 “蒙氏的自由教法， 每每使小孩
子随意乱弄， 其结果小孩子学不了什么东
西。” 他认为： “小孩子固然要自己学的，

但是必须要教师指导的； 不然尝试错误， 不
知要耗费多少光阴、 多少精力呢！”

陈鹤琴肯定了蒙氏教育学说与世界新教
育潮流的共通之处， 同时也具体分析了其
中存在的缺陷： 蒙氏的教具是固定的 ， 有
限的； 蒙氏对于读写算诸般技艺 ， 有预备
学说的色彩； 蒙氏把人生整个的经验分得
极细碎， 于是用论理的方法来教的 ， 并且
有 “先从感觉到观念……然后到观念的联
络” 等学说； 在课程上蒙氏也很想改造先
人之缺点， 但是走的路太狭了， 因为太偏重
于预备学说了。

我们的孩子不是美国孩子

陈鹤琴说： “要晓得我们的孩子不是美
国的小孩子， 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环境均与
美国不同， 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
一律； 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 在我们用起
来未必是优良的。” 根据

20

世纪初， 世界新
教育潮流和中国幼儿教育发展的现状， 他提
出了著名的 《我们的主张》： 幼稚园是要适
应国情的； 儿童教育是幼稚园与家庭共同的
责任； 凡儿童能够学的而又应当学的， 我们
都应当教他； 幼稚园的课程可以以自然、 社
会为中心； 幼稚园的课程需预先拟定， 但临
时得以变更； 我们主张幼稚园第一要注意的
是儿童的健康； 我们主张幼稚园要使儿童养
成良好的习惯； 我们主张幼稚园应当特别注
重音乐； 我们主张幼稚园应当有充分而适当
的设备； 我们主张幼稚园应当采用游戏式的
教学法去教导儿童； 我们主张幼稚生的户外
活动要多； 我们主张幼稚园多采用小团体的
教学法； 我们主张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是儿童
的朋友； 我们主张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有充分
的训练； 我们主张幼稚园应当有种种标准可
以随时考查儿童的成绩。

陈鹤琴明确地提出了 “幼稚园是要适应
国情的” 主张。 由此， 发端了由中国人开
辟， 并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幼教发展的历
史。 “中国化”、 “科学化”、 “大众化” 的
教育目标， 不仅是我国老一辈教育家所怀有
共同的抱负与理想， 同时， 也是被誉为 “中
国现代幼教之父” 的陈鹤琴及其所有学说、

实践、 实验的基础和出发点。

（作者系北京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
理事）

“共和国成长印记”

征文启事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中国教育
报文化专刊近日开展“共和国成长印记”征
文活动。通过征文活动，再现共和国成长的
历史，激发对祖国的热爱，凝聚对事业的忠
诚，坚定对未来的信心。

征文具体要求如下：

1．

内容：重要历史事件的个人经历和
感受；与重要历史人物的接触与感受；发生
在身边、折射历史的故事。

2．

体裁：回忆录或散文、随笔。

3．

字数：

2000

字左右（如附历史照片最
佳），可适当增加篇幅。

4．

来稿请注明作者出生年月，附个人
简历（

100

字以内）。

5．

征文即日启动，截至
2009

年
10

月底。

本刊择优录取。

7

月份投稿者优先录用。

6．

欢迎电子版稿件 ， 来稿请寄 ：

zhengwen902@sina.com

，请在邮箱 “主题 ”

栏注明“共和国成长印记”征文。

纸版稿件请在信封注明 “共和国成长
印记” 征文， 来稿请寄： 北京海淀区文慧
园北路

10

号中国教育报文化新闻中心冯华
收， 邮政编码

100082

。

■

人物钩沉

大约
90

年前，陈鹤琴归纳了当时中国普通幼稚园存在的四种弊病：与环境的接触太少，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

功课太简单；团体动作太多；没有具体目标。他甚至惊呼道：“我们中国的幼稚园几乎变为‘幼稚监狱’”，理由是“现
在幼稚园的弊病，并不在乎没有房间可以游戏，而在乎没有与环境和社会相接触的机会”。

1939

年， 幼稚园的孩子在做操。 资料图片

1930

年， 幼稚园的孩子在上汉字课。 资料图片

千年以来， 中国一以贯之的考试选拔制度使得状元 “一人而已” 的光环
一直吸引着人们注视的目光。 在文化制度的影响下， 中国人的 “状元情结”

与 “皇帝情结” 一样根深蒂固。

武夷学院诚聘长江学者、

闽江学者和学科带头人

联系地址： 福建省武夷山市武夷大道
16

号 联系单位： 武夷学院人事处 邮 编：

354300

联系人： 何老师林老师 电话：

0599

—

5136226

（办） 手机：

13509509653 13509509142

传真：

0599

—

5136226

学校网址：

http://www.wuyiu.edu.cn/

校人事处电子信箱
:npszrsc@163.com

武夷学院是国家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
校， 位于中外闻名的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 ———武夷山国际
旅游城市。 学校占地面积

3000

亩， 仪器设备总值
4900

多万元，

藏书
87

万册， 全日制在校生
9000

多人。 学校现有国家特殊津贴
专家、 博士生导师、 硕士生导师、 教授、 副教授

150

多人， 硕士、

博士学位教师
200

多人。

学校为了适应本科办学要求， 特面向全国诚聘长江学者、 闽
江学者和学科带头人。

一、 招聘对象与条件要求
（一）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

（二） 福建省 “闽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

（三） 旅游、 艺术、 日语、 英语、 应用电子、 建筑、 计算机、

小学教育等学科带头人。 学科带头人需同时符合如下
3

项条件：

1

、 具有教授或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 或属博士毕业生或博士后出
站人员；

2

、 近
3

年来获得的科研成果符合福建省申报教授任职资
格要求；

3

、

45

周岁以下， 但属博士生导师或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主持人或省级以上 “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的可放宽至

52

周岁以下。

二、 待遇
学校按如下标准发给住房补助费： “长江

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
50

万元， “闽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
授

40

万元； 符合学科带头人条件的教授
30

万元， 副教授
20

万元，

博士
15

万元。 住房补助费按最低服务年限数 （

5

年） 分年度付给，

用于购房或租房， 属税前金额。

学校按如下标准一次性提供科研启动费：

“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
100

万元； “闽江学者” 特聘教授
50

万元；

学科带头人属文科的
8

万元， 属理工科的
12

万元。 科研启动费按财
务报批办法从科研经费列支。 引进人才同时具备职称、 学位等条件
的， 学校按就高不就低原则发给相应的住房补助费、 提供相应的科
研启动费。

享受相应专业技术职务或职级人员的校
内岗位津贴待遇， 尚不具有相应专业技术职务的博士享受中级专业
技术职务人员校内岗位津贴待遇。

欢迎应聘者来电来函联系， 并提供个人简历、 邮编、 通讯地
址、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证书资料复印件等。

山东凯文科技职业学院是经山东省人民政府部门批准、 国
家教育部门备案的以信息和工程类专业为特色的全日制普通高
校。 学院位于济南东部大学城 ， 占地

660

亩， 在校生
7500

余
人， 学校现设

9

个二级学院。 因学院发展需要， 现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天下英才， 热情欢迎有识之士加盟我院。

一、 管理干部
山东凯文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 机械学院副院长， 电子信

息学院副院长， 计算机学院副院长， 汽车工程学院副院长， 建
筑工程学院院长， 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人力资源处处长， 文化
（宣传） 处处长， 教务处副处长。

以上岗位要求
50

岁以下， 有高校工作经验的优先， 条件特
别优秀的年龄可适当放宽， 年薪

5

万至
10

万元。 具体报名资格
和条件详见学院网站。

二、 专任教师
数控技术、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 电子信息工

程、 通讯技术、 计算机、 建筑工程、 汽车检测与维修、 焊接、

汽车电子技术、 工商管理、 物流管理、 物业设施管理、 会计电
算化、 韩语等专业专任教师。 具体要求详见学院网站。

以上岗位要求及待遇：

（

1

）

50

岁左右副高以上职称的高校教师或学科带头人， 年
薪

4

万至
10

万元。 条件特别优秀的年龄可适当放宽。

（

2

） 具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三年以上工作
经历， 或相关专业副高及以上职称， 有高校教学经验者优先， 年
薪

3

万至
6

万元。

（

3

）

55

岁以下在企事业单位从事相关专业技术工作
5

年以
上， 具有中高级职称并能胜任教学、 科研工作的双师型人才， 具
有科技成果或专利技术的人才优先录用。 年薪

3

万至
6

万元。

以上所聘的学科带头人或条件特别优秀的可提供住房一套。

三、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531

—

86385456 86385228

联系人： 李老师王老师
通讯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东路

6196

号（山东明水经济
开发区）

邮 编：

250200

传 真：

0531

—

86385333

学院网址：

http://www.sdkevin.cn

诚聘天下英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