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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學院孟子學院：：完整高質量的數學完整高質量的數學、、
理科理科（（STEMSTEM））課程體系課程體系

孟子學院 2021 秋季
學期的課程正在或即將
陸續開始了！孟子學院
的核心課程集中在數學
、科學（STEM）與 AP
中文三方面，這三大板
塊的課程有各自完整配
套的體系。

具體來說，孟子學院的三大板塊、60門課
程包括：

1）3-12年級所有的基礎數學課程：包括小
學的新加坡數學、初中的Pre-Algebra、Intro-
ductory Algebra，Algebra 1，高中的Geometry、
Algebra 2、Pre-Calculus

2）小學、初中與高中競賽數學課程：奧數
、 Math Kangaroo、 MathCounts、 AMC 8、
AMC10、AMC 12.

3）SAT/ACT的數學、科學和英語備考課程
4）物理、化學等基礎科學課程
5）數學、物理、化學、歷史等各種AP課

程
6）Pre-AP與AP中文課程
另外，孟子學院還為初中生們（6-8年級）

提供英文閱讀、寫作與趣味天文學等新課。
孟子學院師資力量強大，現擁有14位專業

教師，其中50%擁有博士學位。
感興趣的家長請上網註冊，網址（點擊文

末“閱讀原文”或Read More直接進入）：
DrMengAcademy.com

需要課程咨詢的家長請直接聯系孟博士：
電話864-906-6021. 微信ID: WGeorgeMeng
師資介紹

孟子學院簡介
孟維鋼，孟子學院創始

人, 是弗吉尼亞大學材料科學
博士、印第安納大學工商管
理碩士。孟博士一貫熱心公
益活動，曾任美國材料科學
協會Indianapolis分會主席、
GE 亞裔協會主席、華夏中文
學校董事、美國中西部華商
會董事、辛辛那提亞太聯盟
顧問、中文學校校報主編、
Greenville SC每年度乒乓球和
羽毛球慈善比賽 Founder &
Director、 GE 網 球 聯 盟
Founder & Director 等誌願者
職務。孟博士的大女兒畢業
於普林斯頓大學。

自 2010 年起， 孟博士在南卡羅來納州、俄
亥俄州與麻州教授小學、初中和高中各個年級
數學，並且義務組織學生參加Math Kangaroo、
Math League、MathCounts等數學競賽。孟博士
的學生參加MathCounts和Math Kangaroo等數
學賽事，在地區、州和國家級的數學比賽上屢
屢獲獎，包括全國冠軍。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
後，孟博士在 Cincinnati, Ohio 創辦孟子學院
（Dr. Meng Academy ）, 把他的數學教育以網課
的形式推向全美。

孟子學院現擁有誌同道合的 10 名創業員工
，14位專業的教師（50%擁有博士學位）。孟子
學院的60門核心課程集中在數學、科學（STEM
）與AP中文三方面，這三大板塊的課程有各自
完整配套的體系。

孟子學院的使
命：不讓每個學生
落後，發掘出每個
學生的內在潛力，
為他們提供高質量
的 數 學 、 科 學
（STEM）與其他課
外教育，為他們繼
續深造打下堅實的
基礎。為了實現我
們的理想，孟子學
院所有的課程都允
許學生免費試課，
直到他們找到最適
合自己的課程。孟子學院給學生每周提供免費
的輔導，孟老師也身體力行。對於經濟困難的
家庭，孟子學院可以全免、半免學費（5個學生
曾經獲得）。孟子學院還給優秀的高中生提供
誌願者或帶薪實習機會。

(本報休斯頓報導) 最新消息，College Board宣
布2022年的AP考試將不再採取網考，完全恢復到
疫情之前的形式，學生在自己所在高中進行考試，
除了中文和日語需要用電腦，其他科目一律筆試。
考試時間也不再延長，而是在兩週內完成，就是在
2022年5月2日至6日 和9日至13日這兩週。

根據美金榜教育集團的專業分析，目前高中生
要申請大學，包括AP課獲得高GPA、與AP統考得
高分，這兩項的影響都是至關重要的。有鑑於學生
們需要的幫助，美金榜特別提供AP English, World
History, US History, Cal AB/BC, Physics 1/2/C,
Chem, CS 一對一和小班輔導。

美金榜大學部主管何老師曾在本報專欄【2021
年美金榜大學申請總結】一文指出：去年的大學申
請數量比往年大幅提高，使TOP大學的錄取率再創
新低。由於標準化成績可選的政策，使大學錄取的
標準更加模糊化，課程難度高的AP /IB在學術評分
中的比重因此大幅上升，疫情對課外活動的限制，
也使學術的考量比例增大。

因此，對於希望申請高端大學的華裔學生而言

，提高自己申請優
勢的將仍然是領先
的GPA和學術。針
對於此，今年秋季
各學校開放後，更
多的高中生將選擇
上難度大的 AP/IB
課程。
授課老師：
Kieran Lyons 博士

：AP English Lan &
Com, AP English Lit
Kieran Lyons， 美

金榜教學部主管，
英語專業博士，萊
斯大學校友。超過
十年英語教學經驗
，包括 SAT 英語、
AP英語、英語寫作
、文書寫作等課程
。耐心、細心，善
於總結考試規律，
教授學習方法，教
學成績卓然，深受
學生好評。 Lyons
博 士 根 據 college-
board AP 教學大綱
，以考試真題為基
礎，結合自己的教

學經驗和學生反饋，開發出自己獨特的教學課程，
集應試和提高英語能力為一體，教給學生一套行之
有效的學習方法，使AP備考工作事半功倍，考出
好成績。

Kevin Liu: AP Calculus AB/BC, AP Physics 1/
C, AP Chemistry

Kevin Liu, 畢業於上海交大和北大，理工碩士
，有著深厚的數學功底。劉老師多年來一直進行

SAT/AP數學、物理和化學的教學，學生大多為洛
杉磯地區的高級知識分子和白領的華人子女，經過
他輔導的學生大多獲得SAT/AP數學、物理和化學
滿分。用他自己的話說，學生考不了滿分他都覺得
不好意思。自信和水平可見一斑。劉老師課程講解
循序漸進，邏輯性強，挖掘每個知識點，完全做到
學習無死角，讓學生從對原理的模棱兩可達到完全
理解的程度，最終取得理想的考試成績。

Mallie Brossett： AP US History， AP World
History
Mallie Brossett, 佐治亞大學博士研究生，歷史和國
際關係專業。在大學和高中兼職教授AP歷史、美
國政府和政治等科目，五年以上教學經驗。 Mallie
深入研究了CB教學大綱，開發出自己獨特的教案
和教學方法，工作細心耐心，對AP歷史相關係列
課程的考試經驗豐富。

Matthew Bufford: AP US Government
Matthew Bufford, 佐治亞大學政治學專業博士

，講師。在美國政府、美國歷史、國際關係、國際
政治等方面擁有7年以上教學經驗，曾經為Duke
Tip在萊斯大學的項目研發課程和教學。 Matt學士
淵博、教學生動有趣，深受學生好評。

Steven Cheng: AP Computer Science
Steven Cheng, UT 奧斯汀計算機系大一學生。

Steven是一個計算機天才，在高中階段就開始在惠
普公司實習，參與人工智能研究活動，熟練使用多
種計算機語言。以優異成績被 UT 奧斯汀 Turing
Scholar特殊項目錄取。 Turing Scholar是計算機專
業的honors program，Steven在這個項目中依然保持
著4.0GPA的優異成績，是高中學弟學妹的楷模。
他在高中階段參加的所有計算機AP考試均為5分，
也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有熱情有耐心，除了幫助學
生提高計算機AP課程的成績，也能夠有效帶動和

他年齡相差不大的高中生，進一步激發他們對計算
機領域的興趣和對大學計算機研究領域的了解。一
舉多得，事半功倍！

美金榜，用心造就孩子的未來
美金榜教育集團，美國南部地區最大的教育集

團，英文名字為“To The Top Education", 旗下包
括留學升學、高中規劃和背景提升、 SAT/ACT等
考試培訓、實習就業、教育交流、留學生監管等多
個板塊。美金榜為美國大學招生諮詢協會會員，德
州私校聯盟發起者，對美國大學和高中極其了解，
並有廣泛深入的合作。在過去的八年中，成功幫助
近千名學生進去理想的美國院校，百餘名學生順利
進入實習和工作崗位。

同時，美金榜還為華人高中生提供社區服務機
會，是”美國總統義工獎“的認證頒發單位。美金
榜總部設在美國第四大城市休斯頓市，分部設在加
州聖地亞哥市、德州聖安東尼奧、和達拉斯市。
詳 情 可 洽 電 話: 1 (281)797-5614。 WeChat：
HeOu88。 Email： michelle@tothetopeducation.com
。網站：tothetopeducation.com

高中生注意啦高中生注意啦!! 20222022年年APAP考試形式恢復考試形式恢復
掌握好掌握好APAP課程課程 將大幅提升申請大學優勢將大幅提升申請大學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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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天地

德州本地新聞

田家屯像个隆起的锅

盖，翻扣在东北平原广

袤富饶的黑土地上。这

片广阔的天地间，多少

传奇不动声色地小火慢

炖，一些情节在更广阔

的时间里头氤氲挥发，

一些记忆在尘封下缄默

。

浩子爹是田家屯的一

个传奇。据说当年，这

个蔫汉子只身潜进敌后

，从鬼子看守的枪口下

，把活人囫囵个儿救出

来了。

屯里的小年輕不信，

急赤白脸地嚷，就他那

小身板！正要掰扯编排

，被老人揍得哑了火。

田家屯上了年纪的都记得，20年前的冬

天，日头冻得毛毛的发白，一年到头操劳的

手怎么都伸不直，从早到晚得围着村长田老

六家的火盆子取暖。到了正午时分，瘦猴样

的浩子爹挑了竹担，一头挑着不满周岁的浩

子，另一头挑着被褥和干粮，后头跟了吮着

大拇指傻笑的浩子娘，自村前封冻的土路晃

晃悠悠走过来。浩子爹在村口卸了担，向田

老六家的讨来热水，冲一碗稀米糊，倒出小

半碗，喂给浩子一口，剩下的米糊被傻婆娘

抢去，转眼舔了个精光。

田家屯民风淳朴，村民见浩子爹可怜，

纷纷劝他歇歇脚，开了春再走。田老六在后

山山腰收拾了间护林人的小屋，留下半石苞

米，将浩子一家安置下来。隔年春天，山里

冰雪解封，采中药的上山一瞧，好家伙，一

家三口齐齐整整，浩子白白胖胖咿呀学语，

傻婆娘把小屋前前后后收拾得清清爽爽。浩

子爹从山上接来山泉水，房前屋后种上苞米

，绿油油的。日子稳稳当当过起来了。

几年过去，乡里给上了户口，屯里分了

地。浩子一家搬下山，一株苞米扎根到了田

家屯的黑土地里。

屯里人发现浩子娘竟然不傻了，除了爱

拉着人神经兮兮讲述浩子爹孤身救人的传奇

故事。人们似笑非笑瞟两眼浩子爹风吹弱柳

的身板，把嘴边的疑问咽回去，也不吭声。

癞子治好了还留下疤呢，浩子娘那是脑袋里

的毛病，还不兴留点后遗症啥的。

浩子娘自说自话，这些年说乏了，或是

毛病好利索了，渐渐不提这茬了。

田家屯的孩子一窝窝的，野草似的见风

就长。浩子却一直是家里的独苗苗。浩子长

到20岁，身高一米八，大方脸，浓眉大眼，

别提多精神了。

浩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按田家屯的

传统，浩子娘操持着请十里八乡的媒婆登门

，请客吃饭，让媒婆察看家境和小伙，好给

独子说个好媳妇。

让人纳闷的是，媒婆来了一拨又一拨，却

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是为啥啊？

媒婆们吃百家饭行千里路，眼睛都毒得很

，一进门冒起了问号，浩子爹和娘干巴瘦小细

眉小眼，怎能生养出高大魁梧仪表堂堂的小伙

子？回头一嚼舌根，断定这户外乡人来路不明

，恐非善茬，都不敢给介绍姑娘家。

浩子娘打听之下弄清楚了原委，当场七

魂丢了六魂，魔怔了。

夏天天黑的晚，浩子跟爹扛着锄头从地

里回来，一排瓦房黑灯瞎火。年轻人到底不

扛饿，浩子窜到灶房，刚要揭锅盖，见他娘

像根干枯的木头杵在灶前。

“娘，咋不做饭哩？”

“……”

“娘，做饭吧，俺饿了，俺爹还饿着肚

子去挑水。”

“你爹，死了……”浩子娘像只破口的

老风箱，突然抽搐着号起来。

哭过后，浩子娘的心像大风刮过后的晒

场，清清明明。她想起来一个人，是浩子爹

，又不是浩子爹。

浩子爹挑水回来，娘儿俩还挨着脑袋讲

着话。浩子爹听进去了，脚好像踩在棉花上

，肩上的扁担摇摇晃晃，他迷迷瞪瞪地返回

井口，蹲在井墩边发呆。

浩子爹也想起来一些事。

张大强和王二狗打小一起长大，一个魁

梧阳刚，一个瘦小精干。俩人好得穿一条裤

子，同时喜欢上邻村的姑娘二秀，同时扛枪

上了战场……

明晃晃的月亮挂在树梢，蝈蝈在草丛里

窜来窜去。浩子爹不知怎么撞到一只水桶，

水桶 “咣啷”一声倒下，水哗哗地倒流

回井里。

20多年前，也是在这样的夜晚，王二狗

作为战俘被押送靶场，“砰！”埋伏在草丛

里的张大强拉响手雷。押送的鬼子误以为中

了埋伏，扑倒在地，王二狗像猴子似的钻进

灌木丛，不见了踪影。

“好哥们儿，你把她让给我，我欠你一

条命！”王二狗跑得飞快，没有回头，耳畔

响起张大强结婚那天醉醺醺对他说的话。

王二狗退役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去找

二秀。二秀刚生下儿子，在丈夫张大强叛变

和死亡的传言刺激下，有点儿疯疯傻傻。王

二狗照顾了一段时间孤儿寡母，乡间流言汹

涌而至，二秀的病情加重。无奈之下，王二

狗带着二秀和孩子远走他乡。

“你记住，打今儿起，你王二狗死了，活

下来的是他张大强。”多年前，死去的田老六

在证明上签完字，咬牙切齿地对浩子爹说。

“该死，早就该死了。”浩子爹苦笑。

井里一轮破碎的圆月，照得他心慌慌的。

“爹，俺娘唤你回家吃饭。”张大强，不，

浩子来了。

浩子拎起倒空了的水桶，麻利地下桶，

上提，稳稳地将井水打上来，又将两只水桶

的绳子往扁担两头一扣，下腰，起身，挑起

担子大步走了。

浩子改名了，从“张浩”成了“王

浩”。

生
死
之
交

左白白只会一招：点人晕穴。

这是老爹左捕头教的。左捕头说，遇见“飞燕

子”，点了对方穴道，可以逃走。左白白很不满，

自己想抓“飞燕子”呢，还逃？

爹在雕一个小木人，眉眼很像左白白，准备当

成左白白十三岁生日礼物，听了左白白的话，他呵

呵笑了：“你？别让‘飞燕子抓了。”

“飞燕子”偷盗富户和官府，临走，扔下一枚

铜制飞燕子。大家不知他相貌，就称之为“飞燕子

”。

县令让爹抓“飞燕子”，爹抓不住，有一次还

让飞燕子暗器伤了胳膊。他抓不住“飞燕子”，就

认为左白白也不行。

左白白很生气，暗下决心要抓住“飞燕子”，

让神捕老爹下不来台。

他拿了几枚爹收集的飞燕子的暗器走了，刚走

进一条小巷，发现一个蒙面黑影一闪，跑了。

他想，可能是“飞燕子”。左白白撒腿就追，

追到一处树林，“咚”一声落在陷阱里。陷阱边闪

出两个蒙面人，一个沙哑嗓子道：“那么容易上当

，还走江湖呢。”

他被两个蒙面人用绳套拉上来，带进一间房子。

高个子问：“你是左捕头的儿子？”

他点头。

高个子又说，如果他写信告诉他爹，自己落在

“飞燕子”手里，让他爹停止捉拿，就算了，否则

，就杀了他。

左白白說：“让我爹抓，他也抓不住。”

“为啥？”

“他不是对手。”

矮个子沙哑着嗓子说：“听我们老大的。”

左白白无奈，按要求写了信。

高个子将左白白绑好，拿信走了。左白白说口

渴，小个子拿一碗水来，左白白突然用头一撞，将

小个子撞倒。蒙面巾掉了，面前站着的竟是同一个

学堂读书的曾小溪。

左白白得意道：“在陷阱里，我就猜出是你。

”

“凭什么？”曾小溪问。

左白白分析，自己行走江湖，只有自己老爹知

道，另外告诉了曾小溪。自己落入陷阱，蒙面人笑

话自己走江湖，不是曾小溪是谁？再说了，故意沙

哑嗓子，不就是为了遮掩声音吗？如果不是熟人为

嘛那样？

曾小溪惊叹道：“左白白，你真聪明。”

左白白说：“放开我。”

曾小溪无奈，解开绳子，请求左白白别抓“飞

燕子”。左白白问为什么。曾小溪说自己爹叮嘱的

。左白白睁大眼睛：“你爹是‘飞燕子？”

“你看我爹像‘飞燕子吗？”

左白白摇头，曾小溪的爹很胖，不像会来无影

去无踪。

曾小溪说：“‘飞燕子是整个丰城百姓的恩人。

去年遭灾荒，家家户户都没饿肚子。你猜为啥？”

左白白摇头。

因为，空中飞来了银子。

曾小溪说，那晚，他家的院中也飞来一块银子

，压着张纸。上写：赶快买粮，救济老小。

纸上，画着一只“飞燕子”。

左白白决定，呆在曾小溪家。这样，他爹接到

他的信，就不敢抓“飞燕子”了。

可不出去，咋走江湖？

曾小溪听了也点头，他也想走

江湖。

两人将头发弄乱，脸上抹上锅

烟，装成两个乞丐出去了。

也就是这次上街，他们遇见了

朱大少。

朱大少很厉害，一拳能打死一

头牛。朱大少上街，人人闪避。

这次，有个卖菜老头没来

得及躲闪，撞着了朱大少。朱

大少吼道：“眼睛瞎了啊？”

一拳过去，没砸着老头，“当

啷”一声砸在扔来的一个破碗

上。破碗里还装着猪粪，飞了

朱大少一身一脸。

朱大少青筋凸起，侧过头，看

见脏兮兮的左白白，恶狠狠道：

“是你？”

朱大少拳头举起，砸向左白白

，被一只手抓住，是左捕头。左捕头说：“你很英

雄啊，对孩子动武。”左捕头说着，手上加劲，就

传来咯吧咯吧的声音。朱大少跳着脚喊：“骨头快

碎了！哎哟——”

趁这空儿，左白白和曾小溪溜了。曾小溪道：

“你爹好功夫。”

左白白道：“还凑合。”他心里相当不满，咋当爹

的，有那样的武功，却藏着掖着不教自己，真没劲。

左白白想，老爹不教，自己不能练吗？

曾小溪一听，也想练。

两人每晚后半夜在街道使劲跑，练轻功。那晚

正跑着，左白白道：“趴下。”两人趴下，见一个

人影扛一个包袱，在那边墙角一晃，不见了。

曾小溪道：“飞燕子。”

两人跑过去，曾小溪看见地上有个东西，捡起

来，是个木雕人。

左白白一把抓过来道：“是我刚才掉的。”

曾小溪说：“明明是那人掉的。”

左白白说是自己的。曾小溪还要争辩，左白白

威胁他，如果曾小溪还认为这不是自己的，自己就

不带他练功了。

曾小溪只有乖乖答应了。

就在左白白捡到木人的第三天，“飞燕子”让

差役抓住了。当时，对方正睡在靠近县衙府库的斜

马小巷，身上还藏着几枚“飞燕子”。

对方蒙着面纱，被拉到县衙，县令一把扯掉面

纱，竟是朱大少。

朱大少大喊冤枉，说自己从未盗窃库银，自己

跑到斜马小巷，被人点了晕穴，睡着了。

县令道：“编，使劲儿编。”

“大人，我说的是真话。”

县令说，就朱大少的功夫，被人点了穴，可信

吗？所有差役都摇头：“谁信谁傻子。”

朱大少被关入死牢。

左白白告别曾小溪回家，他将捡到的木人交给

老爹，老气横秋道：“别再掉了，不然，我可救不

了你了。”

左捕头忙道：“是，少侠。”

左白白想呵呵地笑，却忍着，很有少侠风范。

绝
招

侨 乡 广 东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热议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必定给港澳青年带来更大机遇

“扩容后的前海更加值得期待”。

9 月 6 日，《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

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以下简

称“前海方案”）一经发布，即在深

圳尤其是前海港澳青年中引发强烈反

响，纷纷第一时间转发和阅读全文。

他们认为前海扩容为港澳青年创

业就业拓展了更大空间，关注其中深

港合作和金融、科技产业相关表述，

并对“探索允许符合条件的港澳和外

籍人士担任前海法定机构职务”等做

法点赞。

扩容带给港澳青年更多机遇

港湾创新有限公司 CEO 陈升是最

早入驻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创业的香

港青年，始终对前海保持高度关注。

在他眼中，“前海方案”释放出强烈

信号，即国家对香港的关心，对前海

的信心，以及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特别

是深港合作的决心，“感觉提供了一

个大框架，让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港

人都能参与其中”。

陈升说，自己亲眼目睹前海发展

起来，在高速发展下，的确需要更大

空间。“宝安是工业大区，新的前海

将宝安沿海区域纳入，且海陆空和口

岸都有了，整个功能更加完善，产业

带动效应非常明显，必定给港澳青年

和企业带来更大机遇。”陈升说。

他还对“前海方案”中“探索允

许符合条件的港澳和外籍人士担任前

海合作区内法定机构职务”等创新治

理模式的表述印象深刻，“这是非常

开放包容的做法”。

2019 年落户前海的粤港澳大湾区

青年创新创业中心，采用“港人服务

港人”模式，其工作人员都来自香港。

“前海方案”发布后，该中心理事长、

香港青年创新创业协会会长王凯第一

时间详细阅读，连称“高瞻远瞩”。

“港澳青年非常看重内地市场，

目前我们中心已入驻了 56 家港澳创业

团队，覆盖人工智能、文化创意、教

育和设计领域，趋于饱和。但这个容

量与申请入驻数量相比，还远远不够。”

王凯说，前海是港澳青年来到内地拥

抱湾区的第一站，目前正在等待前海

港澳青创小镇的建成，“会在那里开

辟一个新的大湾区青创中心，让更多

港澳青年来前海发展”。  

科技和金融未来发展前景受
期待

“95 后”香港青年郑嘉伟去年大

学毕业后，即来到前海的深圳市微埃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作，这得益于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

“无论是从香港到深圳，还是从

深圳到其他城市都很方便，大湾区城

市间‘一小时生活圈’已基本形成。”

郑嘉伟说，他与留在香港工作的朋友

时常分享彼此生活。

对于“前海方案”，郑嘉伟最关

心的是行业发展，特别是其中提及的

“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促进‘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服务

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我

们公司就是通过混合型人工智能技术

开发智能纺织机器人，目前整个行业

发展迅猛，前海对于这类企业也给予

资金、办公场所、配套资源等多项优

惠政策。”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宇则特别关注“扩大金融业对外

开放”等深港金融合作的内容。作为

国内首家港资控股的公募基金公司，

在前海成立 5 年来，发展比较顺畅。

“一直希望可以在深港金融合作

方面有更多成果。我们会仔细研读‘前

海方案’，并在这个基础上积极做一

些探索。”刘宇说，公司年底之前会

搬到前海正在建设的国际金融城办公，

未来将更聚焦在前海的发展。

( 张玮 许懿 杨溢子 郭悦 谢坤灵 )

深圳前海。 鲁力 摄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引粤港澳大湾区青年热议——

提供了干事创业新空间新平台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以

下简称“横琴方案”）正式发布，“横

琴方案”在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中引发持

续反响。其中，多名湾区青年谈及“发

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相

关措施，并表示多项大力度的产业扶持

和人才鼓励政策，为他们到横琴干事创

业提供了新空间、新平台。

政策加码带来产业新机

“此次出台的‘横琴方案’中，‘发

展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业’与‘发展现

代金融产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机会，

为普强未来在横琴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

与更广阔平台。”看到方案，普强时代（珠

海横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EO 何国涛

很是振奋。

澳门青年何国涛带领的普强公司，

是一家以语音识别等 AI 技术为核心的人

工智能企业，在产学研方面，与澳门大

学实验室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何国涛

表示，未来普强也将结合新政策，争取

成为横琴人工智能企业的领头羊。

欧泊国际（澳门）会展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朱海生十分关注会展领域的内

容。横琴方案提到“发展文旅会展商贸

产业”“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展会平台”

等，这让朱海生看到了新机遇。

早在 2019 年，朱海生就响应“跨境

办公”政策，携团队从澳门到横琴发展，

还尝试开展了“一展两地”的项目实践。

他建议，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为落脚

点，加快打造和完善粤澳会展产业链集

群，创建一个“双循环”的会展业高质

量发展生态链。

创办 Smarcle（智循）品牌管理公司

的珠海青年李夏川，则在“发展中医药

等澳门品牌工业”中看到了机遇。“横

琴岛上食品保健品的品牌化，主打‘澳

门设计、澳门监制’，对我们来说是一

个机遇。”李夏川说，结合其打造和运

营品牌的经验，利用新媒体推广和电商

销售的形式，可以快速地帮助以澳门元

素为基础的品牌，建立知名度和开展销

售。

促境内外人才集聚更便利

“横琴方案”中，“促进境内外人

才集聚”的内容也得到许多湾区青年关

注。

“经济发展和人才集聚紧密相关，

方案在科技、中医药、文旅会展、现代

金融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发展方向，并且

在营商环境方面，明确了税务政策以及

人才政策等具体内容，并包括吸引和集

聚国际高端人才的政策措施。”在澳门

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力图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崔天立看来，这有助于

横琴大力吸引“高精尖缺”人才，也有

利于孕育和培养更好的人才环境，助力

建设国家级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横琴方案’给出了如何促进境

内外人才集聚的具体推动措施，这对于

促进澳门经济多元发展有重要意义。”

极视角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陈振杰来自

澳门，在 7 年前的创业初期，他已意识

到人才需求的紧迫性。他表示，合作区

不仅为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打开了更广

阔的市场，而且具备更充足的人才供应

能力。

湾谷科技研究（珠海市）有限责任

公司创始人黄茵也十分看重方案对产业

和人才方面的支持举措。

“方案对具体产业给出了明确指导，

特别是对中医药等澳门品牌的发展提供

了方向指引，对澳门企业在横琴发展提

供了可能性，开拓了澳门企业在横琴乃

至大湾区的市场。”黄茵表示。

（梁涵 黄鹤林 姚昱旸）

横琴金融岛靓丽夜景。 关铭荣 摄

近日，以“智汇中山，侨创未来”

为主题的“菁英杯”2021 年国际侨界

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小榄镇天集智海项

目国际路演中心拉开序幕。比赛时间

为 8 月 26 日到 11 月 12 日，分报名提

案、入围赛、专家一对一方案优化、总

决赛四个阶段，11 月及以后一年时间

为项目孵化成长期，参赛者可访问大赛

官网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 9 月 25 日

（大赛网址：http：//www.qqscds.com/

Index）。

“菁英杯”2021 年国际侨界青年

创新创业大赛向海内外有志向进行创新

创业的华侨华人青年开放。

大赛以“创新驱动”战略为方向，

以全球化视野为指引，围绕生物医药、

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聚焦各领域各行业的青年创新

创业人才，提供“三大基金、六大南粤

侨创基地、八大重量级导师、十大市级

引资引才政策”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

系”，打造全新的侨界创新项目孵化平

台。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参赛项目均可

通过大赛安排的路演、资源对接会，与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中关村股

权投资协会、新浪微博创新基金三大创

投机构进行直接沟通，并通过大赛后期

的服务平台，得到导师专家一对一对接，

以及园区对接、科创金融服务支持等，

届时优秀的参赛项目将有望成功实现落

地转化。

中国发明协会党委书记、常务理事

长兼秘书长余华荣表示，通过此次活动

进一步把侨界青年创新创业活动组织起

来，让其活跃起来，进而为实现“一带

一路”倡议，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作出应

有贡献，推动更多发明专利、产品、项

目在中山乃至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落地，

实现成果转化。

国际菁英会作为本次大赛主办方之

一，是为青年领袖量身打造的非营利性

社群组织。汇聚中国及世界多个国家

一百位青年精英分子，包括青年企业家

以及社会各界的杰出青年代表；并邀请

了中国及世界各国一百位杰出企业家担

任导师。过去多年，国际菁英会会员企

业在投资、文化及体育等多个领域开展

了深入的全球交流合作。此次青创赛秉

承国际菁英会筹备的初衷，为青年人才

搭建平台，通过国际菁英会让更多的青

年菁英们勇于创新。

“国际菁英会始终如一地坚持推动

全球青年创新、发展、合作，我们冀望

年轻一辈们，在经济升级转型背景下，

挖崛中国经济“新力量”，让中国产业

闪耀全球舞台。”国际菁英会主席胡智

荣介绍。

国际侨界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中山

侨界青年中引起广泛反响。启动仪式后，

两位中山侨界青年当即带着创意项目在

现场报名参赛。在中山创业的香港青年

卢瑞显是其中一位，他这次的参赛项目

是环保类别的。“希望通过参赛推动项

目在中山落地，通过自己的技术为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卢瑞显说。

当天，国际菁英会分别与中科院科

技成果转化母基金、中科院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中关村股权投资协会、香港博

宇资本、绿地不动产有限公司签订资金

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侨界青年创新创

业基金”，为粤港澳大湾区系列投资项

目提供“资金池”支持。

（苑世敏）

“菁英杯”2021 年国际侨界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山启幕

向全球侨界青年发出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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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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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文學

琐碎庸常的生活碎片，经由赵松的

重构，生发出巨大的张力。

端午节的午后，赵松夹着一本新近

出版的《塔可夫斯基父子》出现在咖啡

馆。这样的假期，时间也都被他留给了

读书与写作。因为在工作日，他是喜马

拉雅中心的一名中层管理者。平日，他

正常上下班。坐班时，他基本不看闲书

，也不会写与工作无关的东西。但不论

这天的工作结束有多晚，赵松回到家都

会写上一两千字。

平日，他正常上下班。坐班时，他

基本不看闲书，也不会写与工作无关的

东西。/作家赵松

赵松会把工作时的效率延续到创作

上。无论是外约稿件，还是自己的作品

，他一点儿都不拖拉。他觉得这算不上

是一件特别的事，于他而言，这只是身

为写作者相对保守的一种方式。“（非

全职写作）让我不会每天睁开眼睛，就

为收入发愁，既然这样能保留一些时间

，那我就专注地做到最好。”如此规律

的写作习惯，他保持了近二十年。

2003年，赵松辞去抚顺一家国企的

工作，只身来到上海，在多伦现代美术

馆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厂里的人大多

都不理解他的做法，放弃稳定而又前途

光明的国企工作，把自己抛入未知。

但赵松却不这么想。这个遥远的北

方来客，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寻求到了不

一样的体验。在此之前，处在那个中型

的东北重工业城市的他，也会时常坐火

车到北京看展览。看完了，晃荡回去，

一头再扎进平稳得近乎枯燥的日子里。

而现在，他曾向往的那些与文艺相

关的物事，都变得触手可得了。每次返

乡，他都会和老朋友聚会，在酒桌上，

那些往事就是他们的共同话题。新与旧

，过往与当下，就这么在他的生活中共

存着。

现实与虚构似乎已经消弭了界限

刚下过雨的上海，空气中充盈着水

汽，屋外氤氲而潮热，生发着暧昧、朦

胧的感觉，赵松的小说，也有着类似的

奇妙质感。而咖啡厅内，冷气驱散了一

切。无论是回溯过往，还是谈及书作，

赵松的语气始终都很平缓，话语的末尾

，他会加上“对吧”的后缀，既是对观

点的总结，也像是向对方的一种确认。

在他述说的时候，现实与虚构似乎已经

消弭了界限。

实际上，他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在他看来，文学就没有纯粹的虚构与非

虚构之分，“这是不可能的”。他说，

不论作者展现到什么程度，语言终究是

一个间接的东西，即使用非常写实的方

式来讲述一件事情，再转到读者眼中，

还是会有某种虚构性。因为在这当中，

会存在一切重构的过程。

而重构，就意味着虚构与非虚构的

内容会同时出现，混杂其间。这也是赵

松写下《积木书》的原因之一。他很早

就发现，他上一辈的人，处在长期稳定

的状态中，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能描述出

完整的人生历程。可现在的人却很难实

现这一点，“生活中有太多的碎片，想

要把它们组织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不仅

仅是因为它们是破碎的事实，还因为过

量信息的冲刷，让我们失去了原来的时

间感，那些内容也就被埋到记忆的下面

去了”。

在意识到这点后，赵松决定写些什

么。2010年到2016年这几年间，纵使工

作再忙，他每天都会选择一个印象深刻

的场景，将其作为素材，书写下来。写

的过程中，他察觉到，人在忙碌之后反

而是最放松的，“顶一下”，很多事情

就都能主动地完成了。

他写下的内容，有时是故事，有时

是一些瞬间场景。他从不规定形式上的

完整性，也不讲求这些文字能有清晰的

脉络。他像在海边捡拾贝壳一样，将那

些碎片装在罐子里，然后妥当地置放到

一旁。

就这样，赵松累积了五六百件碎片

化的叙事，最后他从当中遴选出200多

件，便构成了《积木书》。他说，日常

观察到的这些东西，在不做任何处理的

时候，是毫无意义的。“但如果经过某

种打磨，它们会在带着原有信息的基础

上，通过重构产生新的可能。”

在一次读书分享会上，赵松把这本

书的阅读过程比喻为“对现实世界本来

就支离破碎的生活状态的某种感应”。

如今他仍旧这么觉得。他说，这些琐碎

的、庸常的、在传统观念里没有任何审

美意义的东西，反倒会因为重构而有巨

大的张力。

很多习惯了读故事的读者对这本书

感到讶异，它似乎无法归类，也无法用

旧有的方式完成阅读。赵松说，当下的

小说已经不应该单纯地追求讲故事了。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针对这一点的回应

。

回看小说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每

个阶段，它都有其显著的特质。19世纪

，现实主义创作者就像是时代的观察员

，他们不只聚焦于虚构故事，还渴望充

当社会见证者的角色。

赵松认为，叙事在这时已经释放出

了它最初的能量。到了20世纪，普鲁斯

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作家，致力于通

过挖掘人们意识层面的本质问题揭示人

的存在状态。但无论怎么书写，在他们

的作品中，我们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

——一个人的命运是完整的、可呈现的

。

但现在，世界和人的状态都已经发

生了巨变，我们需要重新去认知。赵松

说：“现代人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中，

人们的生活里，不确定性变得更多了。

”与此同时，大众文化的兴起也导致了

原有审美系统的瓦解，过去有价值的内

容在现在可能并不被认可。

“所以用俗套的故事去讨好大众，

是没意义的，如果小说还有存在的价值

，那就是去呈现人真实的处境。当然，

这也会带来阅读上的难度。因为，很少

有人愿意面对真实，回避问题、选择麻

痹处世，或许会活得更轻松一些。”

空间塑造着人的角色

从抚顺到上海，对赵松来说，不只

是生活环境的变换。每次在这两地往返

时，赵松都会感觉到，空间的变化中，

也蕴藏着时间的转变。坐着高铁一路北

上，他格外留意季节与气候对窗外城市

的影响。这是自然时间在空间内留下的

痕迹。除了这个层面，南北方城市的发

展成熟度也各不相同，高耸现代的楼宇

过渡到颓败低矮的土房，常常会让他对

时间产生新的感知。

尽管差异是明显的，但赵松认为，

城市正无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趋同：

“我的家乡抚顺是一个200万人的城市

，但它的市中心与上海的南京路非常相

像，如果抹去标志性建筑，我无从分别

；而上海自己也不像是一座城市，它更

像是一堆城市的组合。”

从建筑的维度解读，这或许是因为

表达城市文化传统和现代性的设计手段

中间存在着割裂。但作为一个容纳人们

生存的空间，缺乏个性，某种程度上也

会让生活在此的人陷入机械的循环之中

。

赵松说：“空间会塑造一个人的角

色。最简单地说，如果我去一个私人房

间，住上一个礼拜，我就可以给这个人

写一个传记。因为那些暴露在外面的物

件，都是自然呈现的，它能反映这个人

的趣味与习惯。”所以在今年年初出版

的《伊春》中，赵松就建构了许多空间

。

譬如，同名的一篇小说《伊春》，

其题目就来自一个东北边陲小城的地名

。而赵松的用意也很明显，他将其作为

一种暗示——人的内心世界，与这个掩

藏在小兴安岭森林边缘的城市一样，听

起来似乎有些熟悉，但实际却非常遥远

。

在书里所提到的众多空间中，赵松

很喜欢描写机场中发生的事情。有时，

他会专门打车到机场去，什么都不做，

只是观察与感受。他觉得，在这里，人

们是放松和安详的。“你可以推掉邀约

，可以不处理任何事情，你不属于任何

人。”在机场，人的功能性被弱化了，

这也就使得这个空间可以成为一个展现

人们意识的存在地。在表象之下，发掘

那些微妙的东西，正是赵松想传达的。

赵松还用相同的笔法描摹了梦境。

在人们既有的认识中，对梦的解析大多

都来自弗洛伊德的说法。有人将其理解

为无意识的欲望，也有人将其视作童稚

时期性爱动机的体现。

但在赵松看来，梦也是一种空间的

拓展，它与现实中的记忆在根本上是同

质的：“无论梦怎样荒诞离奇，我们都

是它唯一的体验者，而体验过了，那就

是现实。”所以他在处理时，也并没有

作区分，而是把一切都杂糅起来。

读者因此难以分辨虚实。但也有例

外，《伊春》中常常提到的书信、邮件

等内容，却能让人们抽离出幻境，直观

地感受到真实所带来的力量。这同样是

赵松对于空间的一种探索。

在互联网出现后，人与人之间的交

流变得简单和方便，但这种联结方式的

颠覆，却也带来另外的问题。曾经那些

低频次但高质量的沟通在慢慢减少，人

们面对虚拟的网络，会塑造出不同的人

格面向。这种语境下，木心的那句“从

前车、马、邮件都很慢”才会被文青们

反复地使用，以至于泛滥得令人生厌。

赵松承认，工具是中性的，但他也

认为，相对古老的信与邮件当中能够容

纳更多的真诚。而如今的虚拟空间，则

会产生诸多暧昧的关系。通过这些形式

，他想表达的是，今天的世界，人们对

他者的信任度是最低的，但对关系的渴

望与需求却到了一个高点。“这中间存

在着深渊，有一个巨大的断裂。”书写

出这些，正是他作为文学创作者的使命

。

“东北文艺复兴”并非文化现象

这些对于空间的想法，并不是赵松

在近些年才萌生的，早在2015年他所写

的《抚顺故事集》中就涉及到了。在豆

瓣上，有读者如此评价这本书：“仿佛

对于故乡的一次次瞭望，对空间，对故

人。而那些饱含眷恋的目光，使消失的

过去变成了一个个轻盈的气泡，依次漂

流进现实。”

今年4月，该书再版。这部回望故

乡的作品，也恰恰赶上了一阵所谓的

“东北文艺复兴”的风潮。不论是在上

海开业没多久的茑屋书店，还是在北京

成熟运作已久的连锁书店，赵松的这本

书都会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籍

作家的书摆放到一起。这种陈设，使得

读者们有了一种错觉，似乎在稍显落寞

的东北土地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作家

派别。

在赵松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商业逻

辑：“它并不是一个文化现象，首先它

时间不够长；其次，东北的文艺让人觉

得辉煌过，也只是因为那些年小品、喜

剧等内容传播的范围足够广。”这是一

种简单化的认知方式，换言之，人们喜

欢粗暴地将东北与泛娱乐、泛文化的内

容联系起来。这样的定义之下，“东北

文艺复兴”不过是标签式的刻板印象中

的一种。

赵松并不反对使用被东北籍作家所

惯用的方言写作，他觉得，方言中确实

有一些灵活的词语和句法值得重视。比

如，宋代的话本小说、清代的《红楼梦

》中都有非常精彩的体现。但他并不喜

欢过度使用方言，在他看来，每种方言

都有其局限性，而过度的使用，会让这

种局限性放大，影响到内容的调性。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东北话。由

于冬季漫长，人们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

的室外相遇时，会尽量使用短句来交谈

。词汇量少、精准，且信息量大，但它

高度重复。虽然它适宜传播，但对于文

学创作而言，这显然是单调的。

赵松不希望人们仅仅通过几个作

家，就简化了原本非常复杂的地域文

化生态。当然，他也觉得，我们没有

必要急于去判定这些说法。“过急地

认定文化现象或某种价值，它往往就

是商业化思维的表现。它虽然也是这

个时代的特质，但它和真正的文学艺

术没有太大关系，这恰恰是文学与艺

术最大的敌人。”

作家赵松：我们的生活已是碎片

【美南新聞泉深】共和黨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周
四將強制對拜登總統的國務院的提名人進行投票，指責拜登策劃
和執行了從阿富汗“災難性”地撤出美國軍事資為的計劃，同時
警告說，他未能承擔責任是極其“危險的” ，並要求他的國務
院和國防部高級官員辭職。

本周，參議院正在對一些國務院提名人進行投票。此前，共
和黨參議員霍利上周宣布對被提名人“擱置”，迫使參議院對被
提名人進行投票，否則這些人很容易獲得被確認。

霍利說：“拜登必須對阿富汗發生的事情負責，這是一場徹
底的失敗。”“這是拜登的錯，他計劃了這場失敗，他執行了這
場失敗，這是一場災難性的失敗。”

霍利猛烈抨擊拜登總統，稱他的“行為”是“恥辱”。
霍利說：“將數百名美國平民交給敵人是不可接受的。看

到 13 名美國士兵死去並說這是‘非凡的成功’是不可接受的，
這是喬·拜登說的話。” “這太荒謬了，太離譜了，太無禮了。
他說這是別人的問題，而不是我們的問題，也是不能接受的。”

霍利抨擊拜登政府未能對拙劣的撤軍“承擔任何責任”，繼
續要求拜登的高級國家安全官員辭職。

霍利說：“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應該辭職，國務卿托尼·
布林肯應該辭職，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應該辭職。” “到
目前為止，據我所知，拜登沒有解雇任何人，他甚至沒有承認他
做錯了什麽。”

霍利繼續說道：“我認為他根本不想承認有任何失敗。這個
人還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功’，這是如何成功的？他完全脫離
了現實，他是極其危險的。”

拜登政府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世貿中心遇襲事件後美軍在阿
富汗駐軍長達20 年後，于 8 月 31 日從阿富汗全面撤出美國所有
軍事資為。自從美軍撤出喀布爾後，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

拜登政府表示，美國在阿富汗的任務從軍事使命轉變為外交
使命，國務院現在正在努力撤離已知的剩余在阿富汗的美國公民
以及阿富汗盟友。拜登政府表示，它成功從喀布爾撤離了 124,
000 人，其中 6,000 人是美國公民。

霍利說：“有數百名美國平民留在敵後，他們仍然在那裏。
” “仍然有美國人被困在那裏，留給 ISIS，留給塔利班，這是
一種恥辱。”

霍利補充說：“如果查克·舒默試圖把國務院和國防部的拜
登提名人拿出來確認，我將在參議院投票反對票，我將上台發言
，我將談論阿富汗，我將談論他們的失敗，我將推動讓他們承擔
責任。”

但在周二晚間，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對拜登的七項提名提
出了結案，他說這些提名人“被共和黨阻撓者捆綁”，並表示他
打算“確保”這些“沒有爭議的提名人”得到確認。舒默說，這
些人得到了兩黨的支持，“通常會得到參議院的確認，不會大驚
小怪。”

這些有問題的提名人是美國副貿易代表莎拉·比安奇 (Sarah
Bianchi)；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丹尼爾·克裏滕布
林克（Daniel Kritenbrink）；負責歐洲和歐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凱倫·唐菲爾德（Karen Donfield）； 擔任海洋和國際環境與科學
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莫妮卡麥地那（Monica Medina）；負責非洲
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瑪麗·凱瑟琳·菲（Mary Catherine Phee)；負責

國際麻醉品和執法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托德·羅賓遜（Todd Rob-
inson）；和負責政治軍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傑西卡·劉易斯
（Jessica Lewis）。

周叁，舒默在參議院議論霍利等共和黨人時說：“他們想拖
延本應是一個簡單的程序，浪費議員們的時間和精力，阻礙政府
保護美國利益的能力，故意讓美國民衆不那麽安全。”

霍利說：“舒默在參議院發言時說，談論阿富汗或回答阿富
汗問題是在浪費議員們的時間和精力。”“我不知道他認為自己
為誰工作，但他應該記住的是，他為美國民衆工作，而我必須對
密蘇裏州民衆負責。”

霍利繼續說道：“他們應該知道這裏發生了什麽，拜登做了
什麽以及為什麽會撤軍失敗。”

他補充說：“這不是在浪費參議院的時間，那是參議院的工
作。民主黨人不想做他們應該做的工作。他們想粉飾這一點。美
國人死了，必須追究責任。”

與此同時，霍利說，需要“在公衆視野中”對阿富汗撤軍進
行“徹底調查”。

他說：“公衆需要能夠看到當事人受到質疑，他們需要看到
國會議員深入研究那些將軍，尤其是政治領導層，並說你們為什
麽在阿富汗失敗得如此嚴重？你們為什麽把平民為在後面？你們
為什麽不必要地傷害我們的士兵？”
`他補充說：“需要進行徹底的調查，需要辭職。喬·拜登沒有解
雇任何負責這項任務的人，這一事實令人震驚。”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參議員霍利抨擊拜登“危險”“恥辱”
要求高級官員因阿富汗撤軍失敗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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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操女子團體賽廣東摘金

港女重隊港女重隊港女重隊

列第列第列第777名名名

●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宣
傳海報：一起來吧。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曉芳北京報道）北京2022年
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宣傳海報在22日舉行的2021北京國際
設計周開幕式上發布。經過多輪評選，評委會從50套
（件）入圍作品中評出的20套（件）作品進行了深化修
改、查重，最終確定11套（件）優秀設計作品為北京2022
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宣傳海報。

北京冬奧組委文化活動部部長陳寧認為，這11套作品
以體育為主題，以文化為內容，融入了冬奧元素、中國文
化、城市風貌、冰雪運動等多種設計元素。既有奧林匹克
精神的展示，又有對大賽氛圍的渲染；既有對冰雪運動的
熱愛，又有笑迎八方賓朋的胸懷；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體
現，又有主辦城市風貌的呈現。宣傳海報體現了中華文化

底蘊與奧林匹克精神的統一，呈現了冬奧項目造型與全民
運動風采，展示了年輕一代蓬勃向上的朝氣和參與冰雪運
動的熱情。這些海報，將進一步宣傳冬奧文化、冰雪文
化，豐富北京冬奧會品牌形象的傳播，營造熱烈的場館及
城市冬奧氛圍。

獲獎海報《一起來吧，JOIN US JOIN IN》的設計者
孫亞飛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壁畫系，他表示自己作品
在油畫底圖上用手繪方式還原了冬季人們北海滑冰
的場景，體現冰雪運動就在我們的生活裏，希望更
多的人“join in”，一起暢遊在冰雪海洋，“傳統
的手繪方式更有溫度，更能體現生活氣息，作品理
念容易被更多人感受到並產生共鳴”。

北京冬奧和冬殘奧會宣傳海報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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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旻憓於十四運女子重劍個人賽奪銅為港隊打下強心
針，轉戰團體賽亦順利殺入8強，對手是身兼奧運及

2019世錦賽冠軍的奧運聯合隊，成員有孫一文、朱明葉、
林聲及許安琪，雙方早前曾在東京奧運舞台交手，當時港
隊以32：44落敗無緣4強。

相隔兩個月兩隊再於奧運賽場相遇，港隊有佘繕妡返
回美國讀書及朱嘉望因傷缺席，江旻憓改為夥拍連翊希及
何迪琳出戰。港隊初段雖然處於落後，不過分數一直力逼
對手，中段更曾一度反超前，可惜最後仍不敵奧運聯合隊
的猛烈攻勢，以42：45告負8強止步，之後名次賽港隊先
負江蘇再勝安徽。以第7名完成賽事。

名列10號種子的香港男子重劍隊則打出驚喜，雖然8
強不敵2號種子福建無緣站上頒獎台，但於名次賽連挫山
東及江蘇榮獲第5名。

十四運田徑項目，港隊陳佩琦於200米預賽跑出25秒
71未能晉級，她表示今次參賽感受到心態上的進步，希望
能保持平常心出戰之後的賽事，為亞運作更佳備戰。另外
蘇柏賢在獨木舟男子200米單人皮艇預賽成功晉級，將於
今早出戰1/4決賽。另外在男子跳遠比賽，陳銘泰最終以
第12名完成賽事。

與內地頂尖運動員同場競技收穫大
十四運乒乓球比賽22日進入32強比賽，按照賽程港

隊有兩對組合出戰，姚鈞濤/吳詠琳對陣遼寧組合梁國棟/
李佳燚，陳顥樺/李嘉宜迎戰湖北組合熊夢陽/馮亞蘭。面
對本屆全運會女團金牌獲得者、遼寧選手李佳燚，姚鈞濤
和吳詠琳在比賽中敢打敢拚。但第3局關鍵時刻，梁國棟
和李佳燚憑豐富大賽經驗連得2分，以13：11險勝，總比

分3：0淘汰姚鈞濤/吳詠琳。至於陳顥樺/李嘉宜的對手熊
夢陽/馮亞蘭，也是國乒組合，陳顥樺/李嘉宜沒能頂住熊
夢陽/馮亞蘭，總比分1：3遺憾出局。

在男子單打比賽中，香港男隊亦有兩人出戰，其中小
將姚鈞濤對陣奧運冠軍、上海隊主力選手許昕，陳顥樺對
陣江蘇選手孫聞。在與奧運冠軍許昕的直接對壘中，雖然
姚鈞濤也曾打出多個高質量的好球，但最終仍連丟四局，
許昕輕鬆晉級。而在陳顥樺和孫聞比賽中，陳顥樺後段突
然崩盤，以1：4輸掉比賽。

女單方面，面對連戰連捷的名將李佳燚，港隊的周穎
詩連丟4局輸掉比賽，但是能和國乒名將同場競技，對周
穎詩而言亦是收穫頗多。在此前女團小組突圍失利後，周
穎詩曾對媒體表示，過去數日和內地頂尖運動員同訓同
賽，非常難得。很難有機會在現場看高水平運動員比賽，
她們在場上戰術、心態的調整，對自己來說是很好的學習
經歷。有機會上場跟她們切磋，自己也收穫很多。

團體賽不敵奧運聯合隊早前摘下個人首面全運獎牌的江旻憓遺憾

未能好事成雙，由她領軍的港隊於22日十

四運女子重劍團體賽，不敵東京

奧運兼2019世錦賽冠軍組合8

強止步，最終以第7名完成賽

事。而香港男子重劍隊則獲

得第5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李陽

波、張仕珍

傅園慧爭取踏上
亞運賽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
浩然）在日前的中國十四運女
子100米背泳決賽，2016年里
約奧運後以一句“洪荒之力”成
名的浙江選手傅園慧取得一面銅
牌，這位大受媒體歡迎的選手賽
後表示，仍會努力爭取踏上亞
運會賽場。
據新華社報道，性格開

朗的傅園慧在接受頒獎後成
為“行走的表情包”，對着觀
眾做起各種古怪動作，面對記
者鏡頭，她頻頻做起“比心”動作，讓整個
賽場充滿歡樂。賽後接受訪問時，傅園慧則
明言希望出戰明年在家鄉舉行的亞運會：
“作為游泳的老隊員，能和年輕運動員們
同場競技要付出更大努力。明年杭州亞
運會將在我的家鄉舉行，我會再接再
厲，爭取踏上亞運會賽場。”

石智勇破兩紀錄奪金
舉重方面，男子73公斤
級決賽22日在渭南市體育
中心體育館結束。結果
兩屆奧運冠軍、浙江
名將石智勇在抓

舉和總成績
創全國

紀錄、超世界紀錄的表現下奪冠，他的抓舉成
績為170公斤，挺舉195公斤，總成績365公
斤。

湯慕涵200米自破全國紀錄
在西安奧體中心游泳跳水館進行的十四運

游泳比賽，廣東選手湯慕涵在女子200米自由
泳決賽，以驚人的1分54秒26力壓楊浚瑄奪
冠，創造新的全國紀錄。

謝文駿110米欄達成三連冠
在西安奧體中心進行的十四運田徑比賽，

上海選手謝文駿在男子110米欄決賽以13秒37
獲得冠軍，贏得全運會3連冠。男子200米決
賽中，福建選手湯星強擊敗亞洲紀錄保持者、
浙江選手謝震業，以20秒39奪冠，謝震業
以20秒43獲亞軍。

●香港男子
重劍隊8強不敵2
號種子福建。
中國擊劍協會
圖片

● 吳 詠 琳
（左）和姚鈞濤
（右）在比賽
中。 中新社

●傅園慧賽
後大受媒體歡
迎。

新華社

● 江 旻 憓
（右）和何迪琳
已盡全力。
中國擊劍協會

圖片

●北京 2022
年冬奧會和冬殘奧
會宣傳海報：熱情連
接世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陽波、張仕珍西安報道）在22
日下午進行的中國十四運體操項目女子團體決賽中，隨着
奧運名將歐鈺珊用一套精彩的自由操收尾，在這場冠軍雲
集的比賽中，廣東隊最終笑到最後，以217.129分的獲得
冠軍。當天的體操女子團體決賽現場氣氛熱烈，來自廣
東、浙江、北京、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南的八支
隊伍亮相賽台。其中從東京奧運會歸來的選手共有4位，
分別是歐鈺珊、管晨辰、蘆玉菲和唐茜靖。

此次比賽共設跳馬、高低槓、平衡木和自由操4個項
目，分4輪進行，每輪2支隊伍進行同一個項目的比拚。

本次比賽，廣東隊排出歐鈺珊、劉婷婷、畢青青、羅
蕊、孫欣怡和吳然的超強陣容。首輪比賽，廣東浙江是跳
馬，北京安徽是高低槓，福建河南是平衡木，湖北湖南是
自由操。經過激烈比拚，安徽隊以54.465分暫列第一。

在隨後的比賽中，憑在高低槓項目上的出色發揮，廣

東隊以108.997暫列第一，安徽隊和北京
隊分別以107.496分和105.998分排在第2
和第3位。而後進行的平衡木和自由操比
賽，廣東隊一路高歌，始終以第一的成績保
持領先，最終將金牌收入囊中。

●冠軍廣東
隊在頒獎儀式
上。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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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在海外疫情泛滥和国内快速发展的

对比下，越来越多的海归选择回国发展

。但是求职时间短、压力大等问题一直

困扰着留学生们，今天就给准备回国的

留学生们精心准备了五点建议，快来看

看吧——

（一）做好学历认证

所谓留学生学历认证其实就是鉴别

留学生在国（境）外就读机构的合法性

，甄别学历学位的真实性之后出具的官

方认证证明。

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是申请者

的自愿行为，不具强制性。但很多公司

会要求参加校招的留学生进行学历认证

。因此，进行学历认证在求职过程中具

有一定的优势。

如何进行学历认证？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网上服务大厅解决你的疑惑。

特别注意：学历认证不仅要一次性

交齐所需材料，还要预留出足够的审核

时间，不然可能会发生你的学历“无迹

可查”的窘境，进而影响你的秋招进度

，甚至你的offer都会离你而去。

不要以为这是在危言耸听。有个同

学就是这样，因为提交认证申请晚了几

天而迟迟拿不到认证。不仅在投简历时

遭到了HR的“灵魂发问“，面试邀请

也是寥寥无几。

（二）确定好自己的“身份”

应届生身份有多香？

常常听到有人说：一线城市的应

届生身份相当于3000w以上的固定资产

。那么，应届生的身份真的有那么宝

贵吗？

①门槛低：银行，国企招聘中，最

首要的要求就是应届生，无需经验门槛

，可直接报名。很多私企对应届生的门

槛也会放低很多。

②落户更容易：以上海为例，应届

生只需积满72分即可申请落户，而非应

届生落户的条件则更为苛刻。

由于篇幅限制，应届生身份带来的优势

就不一一列举了。不过，相信各位同学

从我列举的这两点也可以看出应届生身

份所带来的优势。

但小U在这里要多提醒一句：不同

企业对应届生的认定标准是不一样的

。这就会造成不同单位对同一个人的

认定结果不同。所以，建议同学们尽

早确立目标公司，以免出现投简历时

发现自己在这家企业眼里不是应届生

的尴尬情况。

（三）注意国内招聘的时间

同学们刚从国外回到国内，难免会

有一点不适应。但是，时间不等人。

所以，把握好招聘季的节奏同样重

要。

友情提醒：一年之中秋招规模最大

、招聘职位最多。因此，把握好秋招的

求职机会十分重要。

对于秋招的称呼，一般是 “年份

秋招”。以2021秋招为例，绝大多数针

对的是2022年毕业的学生。建议同学们

在海外就要多多关注国内的招聘季以及

招聘情况，有意向公司的同学更要抓紧

时间。

（四）明确能力和需求

明确自身的能力和需求有多重要？

我们看看下面这个案例就知道

有位同学，本科学校是国内双非，

研究生学校是QS100，但实习比较少。

按说他这样的履历在留学生群体里虽然

不算顶尖，但也算是不错的水平了。

但他找工作的时候犯了一个大忌

——非投行的顶尖岗位不去。但根据他

的学历和平时的经历来看基本可以判定

他不会得到这份工作。

要知道：这家投行的校招，每一个

应届生只能选三个岗位，他眼高手低，

投的都是顶尖岗位，那其他的岗位就没

得选了。

小U的建议是：他应该根据自身的

实际情况和岗位JD修改意向岗位、依据

岗位要求突出相关经历，然后再去投递

简历，这样得到offer的概率会比“广撒

网”式的投简历更高一些。

注意：投递简历的时候一要明确岗

位JD，淘汰掉硬性条件不符合的；二要

根据岗位要求突出相关经历；最后，还

要注意投递的时间。

（五）莫忘资格证书

在国内，有无一些资格证书会成

为部分公司是否给你发面试邀请的一

个因素。比如某证券公司在岗位要求

中就有一句“已取得证券从业资格证

优先”。

很多同学会觉得，在国外考证周

期长，往往自己毕业了证件还没有

拿到手，所以在学校里就不考了。

然而回国之后却“惊喜”地发现：

没有这些证件求职的难度会“更上

一层楼”。

在这里建议想要回国求学的留学

生们：在学校里能考下来的证一定要

考下来，不然遇到这个情况谁都救不

了你。

留学生求职难？速来收下这份归国求职锦囊

在金融圈中，普遍有这么一条鄙视

链,HF/Prop Shop/PE/VC > Mutual

Fund >Investment Bank > Consulting >

IT/互联网 >FMCG > Commercial Bank

（商行长点心） >Big 4 > Others

商业银行往往被留学生当成备胎，

但实际上在商业银行中正经管培生项目

发展前景超级棒。而且对留学生的偏爱,

就差打在公屏上了，不限制专业, 毕业

1-2年内甚至还可以投递。想要去外资银

行的海归们机会来了！

（一）银行在内地谁排名更靠前

1、内资银行

英国品牌评估机构“品牌金融”

(Brand Finance)发布 2020年度“全球银

行品牌价值 500 强排行榜” (Banking

500 2020)，排在TOP15的有这些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ICBC)

中国建设银行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

招商银行(China Merchants Bank)

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

而且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也是全球商业银行品牌价

值的TOP4

2、外资银行

外资银行之间在中国的竞争格局可

以划分为三个梯队，呈金字塔格局，且

每个梯队的银行数量相当。

汇丰银行（香港）

渣打银行（英国）

东亚银行 （香港）

花旗银行（美国）

星展银行（新加坡）

恒生银行 （香港）

瑞士银行（瑞士）

华侨银行（新加坡）

德意志银行（德国）

南洋商业银行 （香港）

汇丰银行属于第一阵营，一枝独秀

，与中资银行中的工商银行类似。汇丰

是目前国内网点最多的外资银行，并且

今年年初宣布进一步向中国内地\香港,

新加坡拓展业务。

花旗银行、渣打银行和东亚银行隶

属于第二阵营，竞争非常激烈。

荷兰银行、恒生银行、星展银行、

德意志银行、美通银行和瑞士银行属于

第三阵营。

（二）银行管培生项目哪家强?

首先, 不管在内资银行还是外资银

行,选择的时候都要考虑:

管培生还是非管培生?

总行管培生还是省级分行及其以下

（市级分行等）的通用岗管培生?

前台、中台还是后台?

1、内资银行

内资银行管培生项目一般分为两类

，交通银行的管培生和其他的银行管培

生。虽然有点极端，但也变相说明管培

生项目也参差不齐，一定要了解清楚:

因为总行管培生，或者是定岗管培

生（例如信息技术岗，数据岗，博士后

留任等），都是非常棒的职业，不需要

劝退，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大坑。政策性

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的管培生，和其他银

行的管培生不是一个岗位，政策银行=

公务员，外资后台管培（非营销类）=

高级白领，例如我曾经供职过的某丰集

团，我手下的管培生的基础薪资是18K/

月起，比绝大多数互联网应届生都高，

那可是很多年前的18K。

招行偏重业务条线，在招聘时就有明确

的培养方向，因此每年招收的人数也比

较多。项目第一年基层轮岗，第二年分

行定向轮岗，第三年竞聘总行职位，当

然也可以选择留在上海分行。

交通银行体量大，业务空间较大，

未来发展空间广。但是交总自2012年开

始的管培计

划已经积累

了比较多的

“前辈”，

因此最终定

岗的位置有

一些不确定

性。

2、外资

银行

一 般 外

资银行在毕

业生中会招

两种职位：

银行家实习

生 （Banker

Trainee） 和

管 培 生

（Manage-

ment Trainee

）。前者比

较注重银行

、金融、贸

易、管理、销售等多方面的知识，旨在

培养出优秀的有综合实力的银行家；后

者是培养某个部门的管理人员，虽然都

是两年左右的综合培训，但然 Banker

Trainee的含金量更高一些，也是竞争最

激烈的职位之一。

管理培训生项目一般称为Manage-

ment Trainee Program，不仅仅是外资银

行有这种项目，国内的中资银行或者股

份制的银行也开始有这种管理培训生项

目。管理培训生的初衷，是想培养一些

比较优秀的毕业生进入一个Elite Pro-

gram，最后能达到一毕业就进入中层管

理层的一个目标。

（三）银行喜好什么样的留学生

相比于国有银行“上纲上线”的招

聘风格，外资银行则“自由”得多。

本科的同学可以考虑中资银行的管培生

项目，大部分外资银行的管培生项目都

是针对研究生，海归的同学也比较有竞

争力，一般会有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1、外资银行

较好的英语水平

外资银行工作，平时接触的领导、

同事或者是客户有一部分是外国人，所

以英语的听说读写一定要好。这也是外

资很喜欢招聘海外留学生的原因。

优秀的专业能力

汇丰、渣打的管培生项目是没有专

业限制的。他们很青睐在自己的领域有

做出过出色成绩，并且热爱银行业的人

才。他们都会用两年时间把你培养成一

名专业的、合格的银行家。

注重自身的发展

一般外资银行更看重个人的职业规

划和个人发展问题。比如渣打，看重的

是是否符合银行价值观；工作态度是否

积极主动、愿意不断进步、挑战自己；

是否有发展潜力；是否与岗位有较高的

匹配度。每家银行基本都是三面或三面

以上，面试的对象有主管、HR、大Boss

，所以很容易能看出你是不是他们所需

要的人才。

2、内资银行

而内资银行，根据近2年对各大银

行招聘趋势的分析，银行对学校和学历

比较看重，尤其是国有几大银行总行和

一线城市的分行。不过，银行校招对专

业有所放宽，青睐复合型人才。

其次，比较看重应届生的实习经历

，最好能有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实习，证

明你有一定的行业知识和认识。另外最

好能证明自己自身的学习力、逻辑力、

领导力等综合能力比较突出的方面。

商科海归求职：该选外资银行还是国有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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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中國城最多店面中國城最多店面、、治安治安、、生意最好生意最好、、人流量最多的商場人流量最多的商場（（六六））
「「友情客串友情客串」」 讓您飽嚐烤涮美味讓您飽嚐烤涮美味，， 「「一丸日本美妝創意生活館一丸日本美妝創意生活館」」 婦女最愛婦女最愛

（本報記者秦鴻鈞 ）如果由空中鳥瞰，整個
「敦煌廣場」 在休士頓中國城有如一顆閃耀的鑽

石，綻放耀眼的光芒。A,B,C,D,E,五棟樓層，佔地
25萬平方呎，共有130家店，其中餐館40家，奶
茶店12家，麵包店4家，學校4家，美容院/足按
摩12家，卡拉OK 4家。除了每家門前寬廣的停車
場外，還在廣場的東北面和西南面另建了兩座立
體停車場，為今天人流量最多的 「敦煌廣場」 埋
下伏筆。尤其近年來由 「德州地產」 接管以來，
負責人李雄更發揮 「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主席」
的優勢，每週七天，每天24小時，保安做的滴水
不漏，商場的每一角落都設有精密的電腦監
控系統。自然治安更好，生意更好，人流量更多
。

佔地理優勢，一趟敦煌，萬事OK ！
「敦煌廣場」 佔盡地理優勢，位於百利大道

與八號公路之間，周圍有六家銀行圍繞。包括八
號公路邊上的恆豐銀行，右前方的華美銀行、富
國銀行（Wells Fargo Bank ),大通銀行（Chase Bank
），美南銀行、國泰銀行、金城銀行。 「休士頓
市西南管理區」 ， 「敦煌廣場」 佔地利之便，自
然治安作的滴水不漏，也成為該區居民及各地前
來 「中國城」 辦事的人士最喜愛逗留之處。因為
在敦煌廣場內無論食、衣、住、行、育、樂，一
應俱全，不用出廣場，即可享有最完整實在的現
代人生活。

D棟商家介紹
「敦煌廣場」 是休士頓中國城店面最多的商

場，共有130家店面，總佔地25萬平方英尺。商
場分A、B、C、D、E五楝。本文將繼續介紹D棟二
家店面：

友情客串烤涮坊，今年四月新開張
位於D棟最突顯的中間位置，原 「大豐收」 舊

址，也繼續 「大豐收」 的風格，以燒烤、海鮮大

咖、馬勺系列為主，給顧客一個動手處理食材的
樂趣。如其燒烤類的新疆紅柳大羊、蒙古大牛、
烤豬蹄、烤羊蹄、烤鵪鶉、烤羊肉串、烤和牛...都
是一般人熱愛的食材，配上該店特殊的調味，除
了食物的美味，也使顧客盡享遠古時代手把手烤
肉的樂趣。

「海鮮大咖」 是綜合海鮮鍋，有麻辣、香辣
、蒜香、蒜泥黃油多種口味任選，有二人份及四
人份綜合海鮮鍋任選。讓您一品經過燒烤的海鮮
絕美、鮮甜的滋味：螺片、有頭蝦、、花蜆、八
爪魚、螃蟹、小龍蝦、青口等多個再配上玉米、
藕片、腐竹等。

「馬勺系列」 更是精彩，包管您在別處吃不
到，有馬勺金針菇、馬勺三鮮米綫、馬勺香辣米
綫、馬勺鳳爪、馬勺魚片、馬勺鴨血。

此外，他們的 「海鮮類」 有土耳其烤蝦,烤棒
魚干、烤鯧魚、日式秋刀魚及韓式全魷魚等等...其
他還有錫紙系列、蔬菜類、烤魚系列、炒菜系列
、麻辣涮鍋、湯，以及各種烤饅頭、烤燒餅、烤
蔥油胼、牛肉麵...等等主食系列，各種食材菜單選

擇上百種以上。是人生難得一遇的盛宴，無論大
宴小酌， 「友情客串」 值得您細細品嚐、回味。

「友情客串」 烤涮坊位於 「敦煌廣場」 D棟的拐
角處，視野寬廣，從任何角度都可看到 「該店。
該店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D238, Houston ,
TX 77036, 電話：（832）617-8311

一丸日本美妝創意生活館，
是婦女的最愛

位於 「敦煌廣場」 內的 「一丸日本美妝創意
生活館」 是專賣日本現今最受歡迎的各式名牌化

妝品、保養品，從著名的資生堂（SHISEIDO ) 到各
種名牌護膚品，化粧品，應有盡有。從化粧水，
乳液、面霜、卸妝油、洗面皂、手霜...只要您想出
任何需求，這裡都應有盡有，豐儉隨意，是仕女
們每日不可少的妝點門面的必需品。

「一丸日本美妝創意生活館」 除了婦女化妝
品、保養品外，也賣一些與我們生活有關的用品
，如各種廚房用品、房子的芳香劑、嬰幼兒用品
、以及成年人用品，都離不開我們日常生活的需
求，且價格相當公道，常有折扣或贈品等優惠，
是前往 「敦煌廣場」 的人士，最喜愛前往一逛、
尋寶的所在。

「一丸日本美妝創意生活館」 位於敦煌廣場
的東面，從Corporate Dr. 進口，馬上右轉即至，
就在 「MDS 舞蹈學校」 的正下方，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D256,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832-767-5252

圖為圖為 「「一丸日本美妝創意生活館一丸日本美妝創意生活館」」 吸人眼球吸人眼球
的內部的內部。（。（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DD棟今年四月新開張的棟今年四月新開張的 「「友友
情客串烤涮坊情客串烤涮坊」」 及其菜色及其菜色。（。（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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