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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保險 專業誠信有效率 口碑一流
奧巴馬醫保申請已開始 更多保險公司加入營運

(本報休斯頓報導) 位於休斯頓中國
城的福安保險，由 William 薛所主持，他
為人非常親切友善，做事專業而細心，
已經服務僑社二十年，他對各類保險非

常熟悉，由於其熱心助人的態度，讓他
獲得許多客人的信賴，並且連續贏得最
佳服務獎及專業傑出業務獎。
奧巴馬醫保申請 11/1 開始
2022 年的奧巴馬醫保申請已經開始
，時間為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 月
15 日。相比於往年，今年的計劃選擇期
延長到 1 月 15 日，有更多時間來選擇。
同時，相較於 2021 年來說，大部分的保
險公司保費將有約 5%-8%的降幅，對廣
大民眾來說，可謂是個好消息。
2022 年於德州，將有幾家新公司會
進入市場，包括 Aetna、聯合健保( Unitedhealthcare)、以及 Bright Health。Aetna

與聯合健保 Unitedhealthcare 都是大公司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德州將會有 9 家
公司參與奧巴馬醫保運營，當然，越多
公司參與，競爭就會更激烈，而消費者
將會因此而受益。
為了讓申請工作更順利進行，福安保險
提醒原有的舊客戶將寄上的健康保險申
請表填好，盡快該表寄回，也可以
EMAIL 到 williamwxue@yahoo.com， 或
傳真到 832-201-9263、或是加微信号：
fuan6901。
免費協助申請老人保險與奧巴馬醫
保
接觸過 William 薛的客戶，往往都驚
訝於福安保險做事的效率與服務熱忱，
均給予很高的評價。筆者的一位朋友曾
經請 William 薛處理奧巴馬醫保，當時正
屬申請旺季，各保險公司都非常忙碌，
Willian 薛在晚上連夜幫他申請奧巴馬醫
保，不僅有效率，更節省我朋友每月數
百元的醫療保險費，讓我朋友感激在心
，過年時還特別送 William 一個禮物，以
表達感謝。
除了免費協助申請美國老人保險與
奧巴馬醫保，福安保險也專精於房屋、
汽車、商業（餐館與各種商業保險）、
人壽、醫療及住家保險，在休斯頓地區
都得到良好的口碑。
選擇一個好的保險經紀公司，能事
半功倍，省時又省心。保險的意義在長
期的效果，年輕時，身體狀況比較好的

時候，就應該做好醫療保險的規劃，讓
未來萬一生病時，不必擔心龐大的醫療
費用；而退休規劃，即是讓自己退休後
的生活有所保障，不用擔心老年生活。
其實，每個人若是規劃得宜，能夠讓自
己與子女都輕鬆很多，不會讓自己變成
家人的負擔，在還有能力時就應做好各
種規劃。
保險能讓人安心放心，覺得有保障
，在美國，保險的種類花樣繁多，有各
式各樣的選擇，房子、汽車、健康、人
壽等都有保險，好的保險產品能在突然
遭逢意外或疾病時有所依靠，不會讓人
手忙腳亂。甚至，在理想的狀況，還能

夠加強資產的調配。
福安保險專精項目
福安保險的專業服務包括商業保險
、餐館保險、汽車保險、房屋保險、人
壽保險，同時免費協助申請奧巴馬健康
保險、老人聯邦醫療保險。福安保險擁
有一群專業團隊，精通國語、英語、上
海話、廣東話、及福州話，讓民眾可以
清楚地了解所選擇的各種保險內容和法
規，沒有語言的溝通障礙。
詳情請洽福安保險，地址在 6901 Corporate Dr., Ste.122,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561-3798、832-303-5881，
請找 William 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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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打造全球首家“
沙特打造全球首家
“鑽井平台
鑽井平台”
”主題樂園

在約旦河西岸展出
世界最大的馬賽克地板之一

沙特正將該國一個石油鑽井平台打造成主題樂園。
沙特正將該國一個石油鑽井平台打造成主題樂園
。據報道
據報道，
，這將是
全球第一家以 “ 鑽井平台
全球第一家以“
鑽井平台”
” 為主題的海上樂園
為主題的海上樂園，
， 占地面積超過 15 萬平
方米。
方米
。此舉旨在使沙特阿拉伯成為頂級國際旅遊目的地
此舉旨在使沙特阿拉伯成為頂級國際旅遊目的地。
。

荷蘭測試多用途自動駕駛船

約旦河西岸城市傑裏科，
約旦河西岸城市傑裏科
，世界上最大
世界上最大、
、也是最古老的馬賽克地板之
一在市郊的希沙姆宮殿北部大廳裏展出。這塊馬賽克地板 300 平方米
一在市郊的希沙姆宮殿北部大廳裏展出。
平方米、
、
色彩繽紛、
色彩繽紛
、圖案精美
圖案精美。
。

荷蘭阿姆斯特丹，
荷蘭阿姆斯特丹
，研究人員在河道中測試自動駕駛船
研究人員在河道中測試自動駕駛船。
。據悉
據悉，
，這艘
小型汽車大小的自動駕駛船，兼具運送乘客
小型汽車大小的自動駕駛船，
兼具運送乘客、
、貨物和垃圾收集的功能
貨物和垃圾收集的功能。
。

故事天地

下班风波
童小梅是一家公司的新员工。这天下午六点
，她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看了看旁边的同事鹿璐
，问：“璐姐，一起走吗？”
鹿璐做了一个“嘘”的手势，说：“小点声
，看我眼神行动。”
过了一会儿，业务总监薛霖从办公室走出来
，在员工办公区随意转了转，又回到了自己的办
公室。
鹿璐赶紧拉上童小梅，一路小跑来到电梯间
。鹿璐按下电梯按钮，祈祷电梯快来。童小梅不
解道：“璐姐，你干吗这么紧张？”
没等鹿璐回答，两人身后响起了一个声音：
“两位这是要去干吗？”童小梅一转头，发现身
后竟是薛霖，她心直口快地说：“下班呀！”
薛霖不阴不阳地笑了笑，刚好这时电梯来了
，鹿璐慌忙拉着童小梅进了电梯。
等电梯门关上，鹿璐懊恼地说：“千小心万
小心，结果还是被薛霖撞见了！”
童小梅问：“璐姐，你这是怎么了，下个班
跟逃命似的？”
鹿璐意味深长地说：“小梅呀，你刚进入社
会，有些事情还不懂。你有没有发现，下班后同
事们都不走，就像不知道下班一样？”
“确实是。”童小梅点点头。
鹿璐又说：“下班后，薛霖都会到办公室外
转一圈，要是发现谁一下班就走了，就会给他扣
上‘工作不饱和的帽子，第二天一准给他安排更
多的工作，所以大家为了表现自己，下班后都习
惯性地在工位上多坐一个多小时，再干一会儿，
或者偷偷玩会儿游戏啥的。”
童小梅很疑惑：“上班把工作做好，下班到
点回家，这难道有错吗？硬留下来磨时间有啥意
义？”
鹿璐摇了摇头，说：“你以后就明白了。”
几天后，童小梅发现鹿璐没来上班，工位上
的东西也清空了，她正想打听呢，几个同事先聊
开了。
“你听说了吗？鹿璐被调去新部门了！”说
话的正是坐在童小梅前面的王俊。这时，另一个
同事说：“听说了，新部门刚成立，还在‘拓荒
期，这时候被调过去，少不了要干一些脏活累活
，鹿璐那小身板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王俊又
说：“鹿璐最近运气不好，几次准点下班都被薛
霖抓了个正着，难怪被调走了。”
听到这里，童小梅忍不住为鹿璐打抱不平：
“璐姐工作努力，人又好，凭什么被调走？”王
俊回头说：“有什么用？在咱们公司，你得像变
色龙一样会伪装。”
另一个同事好奇地問王俊：“你每次也都准
点下班，怎么没见薛霖为难你？”王俊得意地说
：“这就是‘伪装学的厉害了，我从网上买了一

个手机模型，下班后就放在桌上，给人一种‘手
机还在，人没走远的错觉，其实我早就溜啦！”
谁知第二天，王俊就“翻车”了。下班后，
薛霖出来巡视，刚巧有些工作要跟王俊沟通，见
王俊不在工位上，手机却留在桌上，他估摸着王
俊很快会回来，就回到办公室，打算玩会儿游戏
再出来找王俊。没想到刚打开游戏，系统就提示
微信好友王俊上线了，薛霖以为王俊回来了，出
来一看却不见人影，他疑惑地看看王俊桌上的手
机，终于发现了那其实是一个模型。
就这样，王俊被公司劝退了。
目睹了鹿璐和王俊的遭遇，童小梅也决定
“伪装”起来，而且，她的伪装手段要高明一些
。童小梅先下载了一个定时关机软件，安装在办
公电脑上，又精简了自己包里的东西，下班后，
她将电脑设定成两小时后自动关机，从包里取出
钥匙和随身物品，然后从楼梯走到下一层楼，再
乘电梯。这样一来，工位上电脑开着，包包也在
，大家都会以为童小梅临时走开了，她也不用担
心在电梯间碰到薛霖。
这个伪装近乎完美，可是，常在河边走，怎
会不湿鞋？
一天下班后，薛霖临时通知大家开会，童小
梅接到消息后借口在外吃饭，然后匆匆赶回公司
。走进会议室时，童小梅发现大家早已就位，自
己是最后一个到的。
见人到齐了，薛霖先总结了最近的工作情况

，然后着重强调了员工下班的问题：“有些同事
为了早下班，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就差没放个假
人在工位上了，你以为领导不知道？还是好自为
之吧！”说到这里，薛霖将目光转向了童小梅。
童小梅明白，自己的伪装暴露了。
经过这件事，童小梅“老实”了一段时间，
可很快，一件让她必须准时下班的事情来了：几
天后，童小梅的偶像要来本市开演唱会，作为资
深“迷妹”，童小梅无论如何都要去看，偏偏薛
霖通知大家那天下班后开一个公司大会，童小梅
没办法走开。无奈之下，童小梅打算让姐姐帮自
己一次。
童小梅有个双胞胎姐姐，她就让姐姐穿着跟
自己一样的衣服，两人在下班的时间碰头，然后
童小梅去看演唱会，姐姐去公司代替她开会。因
为会上不用发言，童小梅的姐姐只需要坐着，也
不会穿帮。
计划很成功，童小梅在演唱会上如痴如醉，直到
散场还意犹未尽，可当她摸出手机，发现有好几
个姐姐打来的未接电话，刚刚看演唱会太过投入
，完全没听到。童小梅想，一定是出事了！她忙
给姐姐回电话。姐姐很快接了，她先安抚童小梅
，然后讲了晚上发生的事。
原来，姐姐替童小梅开会，一开始都没问题
，可后来薛霖在发言时突然晕倒了，很快就没了
意识。大家纷纷冲过去，有人打了急救电话。童
小梅的姐姐是医护工作者，当即判断薛霖极有可

能是心脏骤停，赶忙实施抢救。等救护车来了，
她和大家一同把薛霖送到医院——正好是自己工
作的医院。经诊断，薛霖是过度劳累引发心脏骤
停，好在急救及时，脱离了危险。
童小梅长舒了一口气，说：“有惊无险……
”
“薛霖遇见了我也是命大，另外，我的身份
应该也没暴露哟！”姐姐得意地说道。
不久，薛霖出院了。回公司第一天，薛霖把
童小梅叫到办公室，说：“感谢救命之恩！不过
，那天救我的不是你吧？”“薛总……”童小梅
支支吾吾。薛霖解释道：“那天我在医院，一直
听到有人叫‘童医生，后来又听同事们夸你那天
抢救很专业，我本来只是怀疑，后来想到你有个
双胞胎姐姐，就猜……”
童小梅只好承认了，她将自己找姐姐顶班的
理由说了，最后鼓起勇气说：“薛总，我觉得公
司盲目加班的风气可以改一改，有时候到点下班
真不是工作不饱和……”
薛霖点点头，说：“这次突发急病，我也想
清楚了，盲目加班是不可取，不仅伤身，还影响
情绪，工作效率也不一定会有提升。”
很快，薛霖专门召开了员工会议，明确提出
不鼓励无谓的加班，公司的风气慢慢发生了改变
……
看着大家下班后不用再搞“伪装学”，童小
梅倍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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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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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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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牙周病治療
白牙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199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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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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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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亞州飄紅

共和黨人揚金擊敗民主黨人麥考利夫贏得州長寶座

【美南新聞泉深】筆者曾經預測共和黨人
格倫·揚金（Glenn Youngkin）將在弗吉尼亞州
的州長競選中獲勝，在全州範圍內擊敗前民主
黨州長特裏·麥考利夫（Terry McAuliffe），但
拜登總統曾預測麥考利夫將有望贏得全州的選
舉。

揚金開展了一項紀律嚴明的競選
活動，重點關注稅收、犯罪和讓公
立學校對父母負責；而麥考利夫在
過去幾個月中花費了大量精力將揚
金 與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聯系在一
起。
麥考利夫還將他與拜登總統、哈
裏斯副總統、前總統奧巴馬和其他
民主黨高層聯系一起競選，以弗吉
尼亞的藍州作優勢，試圖增加自己
的競爭力，但沒有成功。
揚金在周叁淩晨 1 點後的勝利演
講中告訴支持者：“好吧，弗吉尼
亞，我們贏得了競爭選的勝利！”
他誓言：“我們將一起改變這個英聯邦的軌迹
”。
在 2020 年總統競選中，拜登在弗吉尼亞州
領先時任總統特朗普 10 個百分點，甚至在兩個
月前，麥考利夫曾在該州的民調中保持個位數

的領先優勢，但楊金在競選的最後階段抹去了
這位前州長的優勢。
我們也在關注新澤西州的州長選舉結果。
民主黨州長菲爾·墨菲（Phil Murphy）和共和黨
候選人傑克·恰塔雷利（Jack Ciattarelli）之間的
這場較量在最近幾周變得更加緊張，目前無法
預測獲勝者。
由于弗吉尼亞州的州長競選被認是明年中
期選舉前的關鍵風向標，揚金在一個共和黨人
十幾年沒有在全州範圍內獲勝的州獲勝只會增
加民主黨在 2022 年選舉的焦慮，因他們試圖捍
衛其在衆議院和參議院的多數席位。
揚金是首次參加競選的候選人和前私募股
權公司首席執行官，這要歸功于共和黨選民的
熱情浪潮，以及其利用學生父母對當地學校董
事會決定的憤怒。
他在勝利演講中強調：“我們將擁抱我們
的父母，而不是忽視他們。”
他鼓吹本次選舉是“一場不知從何而來的

熱情浪潮……變成了一場運動”。
揚金在郊區選民中取得了重大進展，他們
曾推動了 2018 年的藍色浪潮，幫助民主黨贏回
了衆議院和拜登一年前對特朗普的總統選舉勝
利，但麥考利夫在弗吉尼亞郊區的表現不如拜
登。 最引人注目的是北弗吉尼亞州的勞登縣
（Loudoun County）， 一個沒有教育文化戰爭
的縣，拜登一年前在那個縣領先了 25 個百分點
，但麥考利夫僅以 10 個百分點多一點的優勢獲
勝，證明勞登縣的選民也在改變。
選舉日早些時候，揚金在弗吉尼亞州尚蒂
伊（Chantilly）的一個投票站強調說：“在過去
的六到八周裏，我剛剛感受到了這種贏得勝利
的巨大勢頭。”
副總統卡瑪拉·哈裏斯預測弗吉尼亞州本次
的結果將預示著在 2022 年和 2024 年的選舉中
，民主黨人的選票會被共和黨人搶走。
揚金受到包括彭斯、保羅、科頓、黑利在
內的頂級共和黨人的祝賀。

英國研究發現 HPV 疫苗可將女性宮頸癌發病率降低 8787%%
【美南新聞泉深】11 月 3 日周叁在《柳葉刀》雜志上發表的
一項研究表明，到 2019 年年中，接種人類乳頭瘤病毒（HPV）
疫苗的人群中宮頸癌病例減少了 450 例，癌前病變病例減少了
17,200 例。
倫敦國王學院和英國政府的研究人員查看了 2006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間英國基于人口的癌症登記數據，對七組女性進
行了比較，將接種 HPV 疫苗的女性與未接種 HPV 疫苗的女性進
行了比較。
他們正在查看涵蓋 Cervarix 疫苗的數據，該疫苗可預防兩種
致癌的人乳頭瘤病毒。以 Gardasil 品牌銷售的新型疫苗可預防更
多的致癌病毒株。
在接種疫苗的叁組中，每組都在不同的年齡接種。一組在
12-13 歲接種疫苗，第二組在 14-16 歲接種，第叁組在 16 -18
歲接種。研究小組報告說，那些在最早接種疫苗的人受到的保護
最大。那些在 14 至 16 歲之間接種疫苗的人降低了 62%，而在

16 至 18 歲之間接種疫苗的人則降低了 24%。
該研究的合作者英國衛生安全局的 Kate Soldan 博士說：
“這項研究提供了英國 HPV 疫苗接種流程對宮頸癌發病率影響
的第一個直接證據，表明接種疫苗的人群中宮頸癌發病率大幅降
低。”
她說：“這代表著宮頸癌預防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我們希
望這些新結果能鼓勵人們接受 HPV 疫苗接種計劃，因疫苗接種
計劃的成功不僅取決于疫苗的功效，還取決于接種疫苗的人口比
例。”
宮頸癌在年輕女性中很少見，因此現在確定 HPV 免疫接種
對整體宮頸癌發病率的全面影響還時過早。英國也在 2012 年的
這項研究中停止使用 HPV 疫苗。現在英國使用 Gardasil 疫苗代
替 Cervarix 疫苗。
去年，世界衛生組織啓動了加速消除宮頸癌的全球戰略，這
是有史以來第一個消除癌症的全球承諾，目標是讓 90% 的女孩

在 15 歲時完全接種 HPV 疫苗。
一月份，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還發起了一項提高 HPV 疫
苗接種率的運動。該運動專門針對一些 HPV 疫苗接種率最低的
州，包括南卡羅來納州、德克薩斯州和密西西比州。
2021 年，美國兒科學會發現 HPV 疫苗接種率越來越好，但
美國只有不到一半的年輕人接種過一劑或多劑疫苗，HPV 疫苗
接種率還沒有趕上其他國家的接種率。
CDC 于 2006 年開始推薦 11-12 歲女孩接種 HPV 疫苗。
2021 年 CDC 報告發現，由于接種了 HPV 疫苗，美國的宮頸癌
發病率顯著下降。
HPV 是美國最常見的性傳播病毒。 雖然它通常會自行消退
，但持續的 HPV 感染會使女性患宮頸癌、喉癌和肛門生殖器癌
的風險增加。 HPV 還會使男性患肛門癌、陰莖癌和喉癌的風險
增加。

紀實文學

穿过《鱿鱼游戏》，走进“地狱韩国”
《鱿鱼游戏》到底有多火？
发行 23 天后，全球超过 1.32 亿家庭看过这部
韩剧。
首播两周内，语言学习软件多邻国的海外新学
韩语用户激增。
韩国大型超市鱿鱼近期销量较往年暴涨约四分
之一，全国的港口都在展开激烈的鱿鱼争夺赛。
中国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也卷入了这场韩流文化
的全球风暴，糖果色制服和黑色面具成了跨境爆款
商品，各色订单应接不暇。
我们为何如此痴迷于这部韩剧？
《鱿鱼游戏》的故事主线并不复杂。被巨额债
务逼至绝境的 456 名玩家以性命为筹码，加入一场
基于童年游戏的奖金争夺赛。玩家们在混合童真与
暴力的关卡中彼此厮斗，直至最后一人生存获胜，
将 456 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2.5 亿元）奖金收入囊
中。
将角色置于极限情境，对人性进行拷问也不是
一个新鲜的主题。从好莱坞大片《饥饿游戏》到日
本漫改电影《诚如神之所说》，再到前几年的国产
影片《动物世界》，均带有浓重的反乌托邦色彩。
但《鱿鱼游戏》仍凭借自己的独特之处强势
“出圈”。
因为它太不真实，也因为它过于真实。
虚拟场景和魔幻现实
456 人被圈禁在一处荒无人烟的小岛。在这里
，杀人不受约束，道德反而是枷锁。目光所及都装
有摄像头。室内装置既像监狱，又像儿童乐园。室
外场所被彩色涂鸦的假画板包围，只有头顶的一小
方天空是真的。
和《楚门的世界》如出一辙的荒诞设定以及夸
张道具和甜美色调的混搭，都给人一种强烈认知，
这样的超现实画面在生活中不可能存在。
而将玩家们带到这个真人斗兽场的个体遭遇，
却是韩国社会的真实弊病。
脱北者金某表示，为与家人团聚，她曾给过中
介 3000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16.3 万元）。“钱被骗
走了，至今没能把孩子带来”。
据韩国电视台 JTBC 报道，渴望与孩子团聚的
脱北者遭遇中介诈骗，多年积蓄被一卷而空；来自
柬埔寨的外国劳工在工作时膝盖破裂，却从未得到
雇主赔偿；还有非法高利贷的受害者，他们被迫签
下空白保证书，按下手印，“只要有这个，你的人
生就会完蛋。”剧中登场的每一个人物，都能在今
天找到原型。
《鱿鱼游戏》里，负债累累束手无策、只能赌
上性命殊死一搏的参赛者，似乎正是这些边缘群体
的缩影。同时作为背景的，还有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随着贫富差距不断加剧，超重的债务负担已经成
为韩国社会的顽疾。
韩国家庭负债规模自有记录以来节节攀升。根

据国际清算银行，今年的最新数字甚至超过该国的
国民生产总值。而随着经济形势恶化，韩国家庭部
门的偿还能力急速减弱。这让许多人陷入困境，在
阶层跌落的边缘苦苦挣扎。
“汉江奇迹”不再，“地狱韩国”显现
韩国经济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起飞，其增长规
模令全球惊叹，被列入“亚洲四小龙”。
《鱿鱼游戏》的主人公成奇勋成长于这个黄金
年代，也见证了它的消亡。随着 2008 年金融危机
波及全球，下岗潮爆发，奇勋没能躲过时代的滚轮
。被裁员后，他先后开过炸鸡店和小吃店，但都因
经营不善倒闭，欠下一屁股烂账，还染上好赌习性
，只能靠当代驾和送快递维生。
导演黄东赫表示，这个人物的设定参考了 2009
年真实发生过的裁员事件。他希望告诉观众，奇勋
的遭遇有可能在任何人身上发生。当时，韩国第五
大车企双龙汽车陷入经营困境，公司为削减成本计
划裁员超过两千人，工会组织罢工抗议，示威活动
持续了两个半月。
《鱿鱼游戏》上线后，亲历双龙汽车裁员事件
的李昌根说，自己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因
为曾经“同事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被解雇后
，只能靠打零工糊口，许多人生活陷入窘境。根据
高丽大学的一份报告，至少 28 名双龙下岗工人或
其亲属死于自杀或严重的健康问题。
在大流行仍未消退的时节，也有声音指出，遭
到防疫打击的个体工商户与片中人物的绝望处境如
出一辙。许多人因为资金链断裂，店铺面临倒闭危
机；还有人无法发放工资和缴清房租，像主人公一
样，四处借钱然后四处碰壁。
疫情以来，韩国至少有 22 名自雇人士在债务
压力下自杀。根据韩国小工商业者联合会和全国个
体经营者非常对策委员会统计的数据，仅在过去一
年半时间，个体经营者累积的债务就高达 66 万亿
韩元（约合人民币 3600 亿元），关闭的店铺数量
超过 45.3 万家。
仅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韩国个体经营者累积的
债务就高达 66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3600 亿元）
，关闭的店铺数量超过 45.3 万家。
与此同时，韩国迎来就业寒冬。韩国经济研究
院的一份报告指出，疫情爆发前的 2020 年，韩国
青年就业率就只有 42.2%。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无
疑将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梨花女子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沈玟我就感受到了
大环境的冷峻。她提到，因为公司招人少，简历合
格率大幅降低；加上海外留学生回流，竞争更加激
烈。“和朋友们聊天的时候，经常从头到尾谈的都
是就业问题，”她说，“只有亲自经历，才能真的
了解有多难。”
对于正在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年轻人来说，现
实的不平等和未来经济前景的黯淡令他们感到不安

。他们在竞争教育的
熏陶中长大，经历过
“汉江奇迹”的父辈
告诉他们，努力就会
有收获。
但原来的康庄大
道早已被走成独木桥
，竞争更加惨烈，回
报却大不如前。《韩
国日报》去年对千禧
一代的一项调查表明
，70.5%的受访者都认
同，没有希望的“地
狱韩国”已经成为韩
国社会的某种自画像
。
每次游戏开始前
，玩家们都要经过的
糖果色楼梯。这似乎
象征着底层人士幻想往上攀爬的阶梯，看似明亮，
实则血腥。
在无望的上升通道挣扎
过去十余年间，韩国经济不平等的扩大造就了
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夹在两者之间的人也
并不好过。中产阶级规模年年缩水，往下跌落的比
爬上去的多。
《鱿鱼游戏》中，毕业于首尔大学的“精英人
士”曹尚佑正是被这一鸿沟吞噬的牺牲品。他出生
于没有背景的“土汤匙”家庭，依靠自己的努力进
入人人艳羡的“SKY 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进入
大公司就职。这俨然已是一个成功故事，但他却渴
望爬得更高。自恃聪明的曹尚佑挪用公款投资期货
，结果押注失败，跌入债务深渊。
和剧中人一样梦想撬动杠杆、实现阶级跃迁的
，是大批不惧借贷投资的韩国年轻人。在大流行创
纪录的低利率和财政刺激带来的流动性下，他们前
赴后继涌入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韩国一度
出现青年借贷狂潮。
从机会主义的角度切入，韩国人借钱也要投资
的理由并不复杂。韩国社会原有的上升通道竞争
“浓度”早已超标，作为普通人，在学校被“学阀
”压制，在职场被财阀挤压已成常态，想要出人头
地，只有兵行险招。在一些人看来，股市和虚拟货
币等高风险投资是他们打破阶层壁垒、超越父母的
最后风口。
贷款买房的逻辑也不外乎如此。疫情之下，全
球楼市遭遇冲击，首尔房价却逆势上涨。央行放水
催化了行情，但恐慌性购房的背后，还是对房价未
来继续攀升的预期。文在寅上台后，年年楼市新政
，年年房价上涨。结果是：有产者变得更富，穷人
距离买房目标更远，咬牙“上车”的普通人签下合

约后，背上沉重债务。
根据韩国国家统计局数据，由于房地产和股票
等资产价格飙升，2020 年韩国收入上位圈前 20%的
平均身家高达 11.25 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612 万元）
，为最底层 20%收入者的 166.64 倍。
《文在寅游戏》与资本主义之恶
受《鱿鱼游戏》启发，有网友围绕房价飙升、
个体户自杀、性别对立等问题，制作了名为《文在
寅游戏》的系列短片，讽刺当前韩国民众面临的
“生死考验”都是由于本届政府的奇葩游戏设定。
影片上线后好评如潮，引发热议。
从一开始，导演黄东赫对《鱿鱼游戏》的现实
意义就毫不避讳。他说自己想写的正是一个“关于现
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寓言”。他提到韩国社会对竞争的
重视，以及资本主义对待失败者的残酷。但他想要人
们记住那些失败者：正如剧中所展示的，失败者成奇
勋也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得以走到最后。
回到《鱿鱼游戏》。
当头顶主角光环的奇勋赢得游戏，回到现实世
界，已是寒冬。母亲在家中孤独死去，无人知晓，
女儿也早已跟继父一起搬往美国。他怀揣巨额奖金
，却失去生活意志，浑噩度日。
本季剧情最大的谜底也在结尾前得以揭晓。整
场杀戮游戏的操盘手正是所有选手中的 001 号，那
个名叫吴一男的瘦弱老人。与奇勋再次会面时，他
剖白了自己亲身下场游戏的动机：生命苦短，而有
钱太无趣。
对此，仁荷大医院的医生宋浚豪表示，世人常
常以为金钱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认为金钱可以
买幸福，但这只是错觉。“我在诊室曾无数次看到
像奇勋妈妈那样的人。我向你保证，他们迫切希望
的是关心和爱，而不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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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履歷堪稱傳奇

●李琰出任
中國速度滑冰國
家集訓隊總教
練。 新華社

據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冬運中心消息，國家體育總局局
長、黨組書記苟仲文日前來到中車二七國家冰雪運動科訓
基地，看望正在集訓的冬奧備戰隊伍。在這期間，他向中
國滑冰協會主席、速度滑冰中國集訓隊總教練李琰了解
了隊員們的訓練情況。從官方發布的消息可知，
李琰已重拾教鞭，目前正帶隊備戰北京冬
奧。此前，她也曾擔任中國短道速滑隊
主教練，在長期執教過程中帶出
王濛、周洋、武大靖等一
眾奧運冠軍。

● 李琰
李琰（
（右）在平昌冬奧與愛
徒武大靖相擁慶祝。
徒武大靖相擁慶祝
。
中新社

從運動員到短道速滑主帥，再到今日兼
任速度滑冰中國集訓隊總教練一職，
可以說，李琰的生涯履歷十分傳奇。將視線
拉回到 1992 年，阿爾貝維爾冬季奧運會
上，25歲的李琰在女子短道速滑500米決賽
中摘得一枚寶貴的銀牌，而這也是中國短道
速滑歷史上第一枚奧運獎牌。

運動員時期曾遭遇嚴重傷患

爾冬奧會，短道速滑被列為正式比賽項目。
在 500 米決賽中，李琰僅以微小差距屈居亞
軍，但是她仍然幫助中國短道速滑隊實現了
歷史突破。
退役後的李琰開始逐漸轉型成為教練
員，同樣是在冰場之上，改換身份的李琰在
此之後又親手打造了短道速滑的一個時代。
李琰在轉型初期更多選擇了走出國門執教，
先後在歐美多地擔任短道速滑教練，頗有成
績，培養出包括阿波羅在內的一批短道速滑
名將。而在 2006 年都靈冬奧會結束後，她
正式回國，接過了中國短道速滑國家隊主教
練的教鞭。

執教短道速滑中國隊成績佳
都靈冬奧會上，中國隊在短道速滑項
目中只由王濛收穫了一枚金牌。而在李琰的

● 李琰
李琰（
（中）在溫哥華冬奧會
在溫哥華冬奧會，
，帶領中國
代表團創造佳績。
代表團創造佳績
。
新華社

奧運冠軍諶利軍成功求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在今年夏
天東京奧運會助中國國家隊贏得 67 公斤級舉
重項目金牌的諶利軍，日前在湖南老家向女友
求婚成功。
現年 28 歲的諶利軍在今夏東奧順利贏得
金牌，在早前全運會亦實現了 3 連冠目標，如
今更成功求婚，絕對是愛情事業兩得意。
諶利軍在微博寫道：“舉重 18 年，我有
很多銘記終身的時刻。2013 年，拿到人生中
第 一 枚 金 牌 ， 2016 年 ， 我 遇 見 了 你 （ 女
友）。我舉過 339kg 的槓鈴，但我舉過最重的
東西，是這枚鑽戒。因為它代表我一生只愛你
一人的承諾。這是我的求婚證，我向你保證，
我會守護你一輩子的幸福！”
據內地傳媒報道，諶利軍相約女友到餐廳
吃飯，在一切準備就緒後，便把女友帶到舞台
正式求婚。

● 諶利軍求婚成功
諶利軍求婚成功。
。
諶利軍微博圖片

培養下，新的冬奧備戰周期中，王濛日漸成
熟，周洋等實力新秀也開始嶄露頭角，中國
隊在亞冬會和世錦賽上有着不錯的發揮。時
間轉眼來到 2010 年溫哥華冬奧會，王濛再
次摘得女子短道速滑 500 米冠軍，成功在該
項目實現衛冕；周洋奪得短道速滑 1,500 米
冠軍，打破了韓國隊的壟斷；而由李琰率領
的中國短道速滑女隊則以 4 分 06 秒 610 的成
績榮獲女子 3,000 米接力冠軍，這也是中國
代表團在冬奧會歷史上首枚團體金牌。
在國際賽場的出色成績讓大家更看好
中國短道速滑隊，也更看好李琰。而與滑冰
有着不解之緣的她同樣沒有辜負外界期望，
在 4 年後的索契冬奧會上，李琰帶領的中國
隊在男女 8 個項目中均闖入決賽，最終斬獲
2金3銀1銅。
李琰曾用“坎坷、艱難”來評價 2018
年的平昌冬奧會。中國女隊在接力比賽中被
判罰犯規後，作為主帥的李琰承擔了巨大的
壓力。而當武大靖在韓國選手的合力圍剿之
下突出重圍，拿到一枚寶貴的 500 米金牌
後，跪在場邊墊子上的李琰興奮地與自己的
愛徒相擁，臉上寫滿了自豪和堅毅。
從出色的運動員、教練員，到中國滑
冰協會主席，再到今日重新出山，李琰一直
在心愛的冰場上努力着、付出着。在隊員們
眼中，她是嚴格治軍的“鐵娘子”，在外界
看來，她是名副其實的“金牌主帥”。對於
即將到來的北京冬奧會，我們有理由相信李
琰能夠幫助中國速度滑冰再創佳績。
●中新網

總教練
中國男子冰球隊冬奧會資格無變化

1966 年 ， 李 琰 出 生 於 冰 雪 大 省 黑 龍
江。從小便顯露天賦的她，12 歲進入到體
校進行正規訓練。1982 年，她獲得全國少
年比賽第 2 名，由此進入到了牡丹江市體校
進行訓練。然而運動員的成長道路上並不會
一帆風順。一次突如其來的傷病險些斷送了
李琰尚未步入正軌的職業生涯。在一次比賽
中，她在滑過彎道後撞在了擋板上，經診斷
左腿膝關節肌肉全部斷裂。對於注重腿部力
量的冰上選手來講，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
擊。但幸運女神並沒有讓一顆新星就此隕
落。經過治療，當時只有 18 歲的李琰在一
年後便重新康復回到了心愛的冰場。
1987 年，李琰正式入選中國短道速滑
隊。殊不知，她將在未來的日子裏開創中國
短道速滑的歷史。1988 年卡爾加里冬奧會
上，當時的短道速滑首次被列為冬季奧運會
的表演項目，李琰一舉奪得了女子 1,000 米
金牌。她的出色發揮令人印象深刻，組委會
印發了題為“神龍騰飛”的海報，主角便是
李琰，這也成為了那屆奧運會最為經典的中
國記憶。而當時間來到 1992 年，阿爾貝維

李琰任速滑中國集訓隊
李琰
任速滑中國集訓隊
為期三天的國際冰球聯合會（IIHF）理事會會議
於瑞士蘇黎世當地時間 2 日結束，國際冰球聯合會主
席塔迪夫表示，作為東道主，中國男子冰球隊參加北
京冬奧會冰球比賽的資格在會議上得到確認，這一資
格沒有變化。早前有外媒報道指，中國冰球隊因欠缺
水準，可能被要求退賽。
2018 年 5 月，國際冰球聯合會在哥本哈根表決並
全票通過關於中國男子和女子冰球隊直接晉級 2022 年
冬奧會的議案。在那次全會上，這一議案得到了 47 票
全票支持。
國際冰球聯合會官網消息中寫道：“國際冰球聯
合會理事會收到了一份關於北京冬奧會籌備進程的更
新消息。聯合會主席塔迪夫向理事會介紹了中國男子
冰球隊冬奧會參賽資格的相關情況，並審核了該隊名
單上運動員的參賽資格。”
國際冰球聯合會官網透露，該聯合會正在與中國
冰球協會共同努力，準備在 11 月 15 日和 17 日安排兩
場比賽，來更準確地評估中國男子冰球隊備戰 2022 年
冬奧會的情況。這兩場比賽將是大陸冰球聯賽
（KHL）的比賽，中國男子冰球隊的備選選手將代表
崑崙鴻星俱樂部出戰。
●新華社

韓國射箭隊名帥朴彩順辭職

傳將執教中國射箭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據韓國傳媒
報道，早前協助韓國射箭隊在東京奧運取得 4
面金牌的主帥朴彩順，已向有關方面辭職，並
將會執教中國國家射箭隊。
現年 56 歲的朴彩順從 2016 年
里約奧運會後開始擔任韓國射
箭隊教練，在此前的東京奧
運，他帶領韓國隊贏得 4 面
金牌，其中愛徒安山 1 人獨
得3金。只是在9月的世錦賽
後，朴彩順便表達了辭職意
向，據韓媒表示，朴彩順辭職
的原因是個人原因，而韓國射箭隊
將邀請在仁川亞運會和里約奧運會領軍的
教練崔承實重新接班。
報道同時指出，朴彩順的下一支執教射
箭隊，將是中國國家射箭隊；在早前東奧，
國家射箭隊未能獲得任何獎牌，無論男、女
團體和男、女個人項目均未進入 8 強，和賽前

●朴彩順據
報將執教中國射
箭隊。
國際射箭總會
圖片
預期落差頗大；而據隊內在
賽後進行的總結顯示，國家隊隊
員心理調控能力不足，和缺乏國際大賽經
驗，是未能取得突破的主要原因，因此如國
家隊真的成功邀請經驗、能力兼備的朴彩順
加盟，射箭隊在 3 年後的巴黎奧運表現值得期

● 中國射箭隊在東京奧運
表現未如預期。
表現未如預期
。
新華社
待。
事實在近年，有不少韓國傑出教練來到
中國任教，其中韓國短道速滑主教練金善
台，便在去年 4 月加盟國家隊；此外前韓國隊
名將安賢洙，也成為了中國短道速滑隊的教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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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求职，回国就业绝不后悔的艺术留学生！
留学生回国，就业市场如何？
（1）海归就业领域宽泛，竞争优势明显
目前，在中国的招聘市场上，依然有约七成
企业仍然重视海归招聘，并且愿意为海归提供额
外的福利待遇。
雇主们认为，海外留学生在语言及跨文化沟
通能力、国际化视野和适应能力上比国内毕业生
普遍有优势，这将对他们的职业中后期起到很大
的作用。
一般来说，度过职业初期后，海归生比国内
生更容易获得高薪。
据统计，8 成海归回国 3 个月内找到工作。由
此可见，海归就业依然具有足够的竞争优势，并
且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
另外，数据显示用人单位招聘岗位对海归的
工作经验要求是十分宽限和灵活的，比如不限工
作经验的海归招聘人数在海归招聘总人数中占比
48%，而要求 3-5 年工作经验的招聘人数仅占总人
数的 10%。
可以推断的是，在招聘海归时，用人单位
更注重的是海外留学经历带给他们的未来发展
潜力。
（2）海归就业满意度升高
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稳步快速的大背景下
，企业的岗位设置越来越具有国际属性，与国际
接轨也越发紧密。如此一来，留学生在回国找工
作时，学识与经历就更有“用武之地”，也有了
更多机会挑选适合自己的岗位。
艺术海归，就业独有一片天地？
1. 国内艺术行业渴望海归艺术人才
目前，国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正旺，
而艺术留学生无论从国际视野，还是跨界能力方
面均具有一定优势。
从近几年的就业市场信息可以看出，国内
对艺术设计专业的人才需求不断上涨，环境设
计、工业设计和服装设计等方面的人才需求非
常之大。
由于国内艺术和设计创意方面的人才十分短
缺，有很多品牌也十分倡导自主创新的知识，而
国外在艺术设计方面的知识十分前卫且拔尖，所
以在国内艺术行业的就业市场当中，艺术留学生
是非常受到青睐的。
那么，海归艺术生在求职时，具体都有哪些
优势呢？
2. 艺术海归就业优势
（1）出色的英语水平
在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岗位十分看重

求职者的英文能力
，所以一个漂亮的
英语成绩，能为应
聘者加分不少。
而在海外经受
了充分异国文化熏
陶的艺术生们，不
仅英语的听说读写
能力不成问题，从
思维上也多了一种
辩证方式，这与国
内艺术生相比就变
成了不可替代的优
势。
（2） 独 立 操
作性、动手能力强
艺术生大多天
马行空，但艺术留
学生就更加独立自
主、脚踏实地了。
海外留学的经历让他们有能力照顾自己的饮食起
居，甚至有些同学还会在应付课业压力的同时打
工赚取生活费。
这些在学习与生活中日复一日积淀下来的独
立操作与动手能力，都会在日后显现在他们的工
作当中，而这恰恰是用人单位和雇主所希望看到
的。
（3）视野开阔，思路灵活
在海外留学的时间里，艺术生与来自世界各
地、不同民族的人们一同生活、一同学习，这些
与多元文化相融合的经历可以打破他们原有的固
定思维，对艺术创作来讲，是激发潜能与想象力
的一大助力。
同时，能够运用创新的多视角的方法去思考
、解决问题，也是大部分企业（尤其是外企）所
青睐的。
3. 艺术海归的就业方向
对于艺术生来说，在求职时选对行业是非常
重要的，会直接影响到你自身的优势发挥以及未
来的发展规划。
接下来就几个在国内市场需求较大的专业，
讨论一下具体的就业方向。
平面设计：
平面设计主要包括了美术排版、平面广告、
写真喷绘、以及海报灯箱等方面的设计与制作，
网站美工人员、设计助理、资深设计师、建筑设
计师、美术指导、设计总监等，都是平面设计可

以从事的职业。
视觉传达：
视觉传达在艺术设计专业里是一个实践性很
强的专业，对于表现力和创造性都有较高要求。
学习视觉传达的艺术生在就业选择机构时，广
告公司、设计公司、杂志社、网站等媒体以及影视
制作公司，都可以找到大量相关的招聘需求。
服装设计：
服装设计在国内可根据工作性质大致分为设
计、媒体和造型等三个主要路线。
设计路线：独立服装设计师，搭配师，制版
师，陈列师等;
媒体路线：时尚编辑，时尚博主，时尚买手
，时尚管理，街拍达人等;
造型路线：时尚造型师，形象顾问，电视剧
及电影幕后服装造型等。
交互设计：
交互设计在一些公司的职位列表中通常被称
为用户界面设计师、可用性设计师、用户体验设
计师等。目前交互设计的学生在中国的就业领域
一般是：大型外企、通讯类企业、手机设计公司
、专业的设计公司等。
总的来说，对于艺术海归来说，国内的就业
环境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不过在求职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留学生本
身对国内就业环境不够熟悉，加上海外疫情导致
他们回国进程受阻，错过了国内不少的实习与就

业机会，如果不提前做好调研与规划，留学生回
国求职之路也可能遭遇坎坷不断。
在此，想给各位打算回国就业的艺术留学生
提个醒：在回国前要多多了解国内就业市场，进
一步拓宽自己的求职渠道，并提前做好职业发展
规划，这样，综合自身优势，才能更加具有竞争
力，就业更加顺利高效。
我们特地邀请我们博藤留学社（记得搜索关
注我们）的前辈和核心会员 DBC 的求职专家们，
推出了《7 大行业训练营——留学生求职帮扶公益
计划》，包含中美科技公司求职训练营 ，咨询大
神训练营，3 天财报分析训练营 ， 3 天 Business
Analyst 训练营，6 天估值建模训练营，3 天 Marketing 入行体验营 ，6 天投行入门体验营等，帮你省
时省心省力，搞定百万年薪！ 大家可以移步关注
DBC 或博藤留学社，发送暗号：“网易” 加入。
最后，送给学生朋友们两个建议
第一，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站得高才能看
得远，之后才能走得宽。站得高意味着什么？你
接受全世界最先进的教育，就是站得高，站得高
了以后你就一定看得远。和更多的精英接触，这
样人生道路一定会走得宽，这三个是循环螺旋上
升步步高的关系。
第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但一定要到
有成功机会的地方去。有时候，不管怎么努力，
不论站在多宽广的平台上，不是每个人 成功。但
有成功机会的地方，成功的概率就大很多。

英国海归，留学回国认证到底怎么办？
原件，本人护照所有页扫描件或
复印件及原件，在国外所获得的
文凭学位证书扫描件或复印件及
原件，国外学校成绩单扫描件或
复印件及原件，学校所开的证明
原件或扫描件，留学期间所有签
证扫描件或复印件及原件。这些
就是比较齐全的准备材料，希望
大家在认证前准备好。
英国留学未毕业学生如何办理回
国认证
留学的过程中可能发生很多始
料未及的事情，例如大家论文未
过，考试挂科，生病休学，缺勤
旷课等，都是致使不能毕业的一
些原因。虽然未能毕业，但依然
可以享受一些留学人员的福利。
英国未毕业留学生同样可以申办
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只要其持 T4
签证在美居留满 6 个月以上，提
供相应材料即可。
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自己的回
国认证不通过？
大家去办理回国认证，并不是
都会顺利的认证成功，但是一
众所周知，大家想要出国留学，那么就必须 ？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吗？接下来小编就来给大 般认证失败都会有以下几种因素。首先是学生
要办理英国留学签证，但是当大家学业有成之后 家介绍一下。
的材料准备不齐全，英国学历认证要求留学生
，就要进行回国认证，这方面主要是认证学生的 英国留学生回国认证需要注意什么？
提供完整齐全的认证材料，若材料遗失，不能
学历。因此，回国认证已经成为一个必备项目，
在办理回国认证前，大家需要准备自己的证 提供完整的材料，不能申请学历认证。其次是
那么大家了解去英国留学回国认证需要什么材料 件照片，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扫描件或复印件及 存在转学分的情况，转学分也是目前一个比较

流行的留学方式之一，国外很多大学也都承认
转学分留学，但并非所有的转学分都能得到认
可。教育部目前，只承认两个国家之间的转学
分，而两个以上国家的转学分不受认可。最后
一个是学生签证时间不足，这是很多留学生都
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大家要知道，留学生在
留学国的居留时间不得少于学制时间的 2/3，否
则不能申请英国学历认证。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关于英国留学回
国认证的相关内容，那么大家在看完这篇文章后
，是不是对回国认证的相关内容有了更加清楚的
了解，希望大家在进行认证前，仔细阅读这篇文
章，为自己增加一些回国认证的经验。
最后，给即将加入博藤留学社的学生朋友们
两个建议：
第一，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站得高才能看
得远，之后才能走得宽。站得高意味着什么？你
接受全世界最先进的教育，就是站得高，站得高
了以后你就一定看得远。和更多的精英接触，这
样人生道路一定会走得宽，这三个是循环螺旋上
升步步高的关系。
第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但一定要到
有成功机会的地方去。有时候，不管怎么努力，
不论站在多宽广的平台上，不是每个人 成功。但
有成功机会的地方，成功的概率就大很多。
这个地方既是中国又是全世界。也可以是博
藤这样的社群。中国是一个正在开放的大国，从
这个前提出发，中国的机会一定是最大的。我们
希望孩子们能够选好自己的机会，让自己不断走
向成功，最后，欢迎更多精英加入我们。

休城工商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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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y 地區最豪華的自助餐廳
地區最豪華的自助餐廳-- 「大飽口福 」 （Feast Buffet )
集美、
集美
、墨、中、日經典菜餚於一爐
日經典菜餚於一爐,,公司
公司、
、家庭聚餐首選
的停車場，停多少部車都不怕。

陳設寬廣華麗，貴氣十足，800 個座位，
宴客首選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士頓 Katy 區最近新開了
一家豪華的自助餐廳— FEAST BUFFET ,中文名：
「大飽口福 」，光聽名字就令人心動不已，恨不
得立即飛到那裡，「大飽口福」一番 ！待您真正
踏入該餐廳，立即為該餐廳豪華體面的建築所震
懾，簡直像「五星級」大酒店的格局！放眼四顧
，從四壁到屋頂，從室內擺設到桌椅，無一不透
出典雅、華麗的氣息，使在這裡吃飯，更添滿足
和華麗感！

走進「大飽口福」（FEAST BUFFET )，最醒
目的莫過於他們大廳的寛廣氣派，貴氣十足，有
如踏入藝術博物館，觸目所及的皆是高檔的裝潢,
華麗的建材與設計，令人張目結舌，目不暫捨，
使在這裡吃飯憑添無上的榮耀。在大廳的入口處
，是掛號付款，價格平易，人人都吃得起。只見
所有人耐心排隊訂座付款，絲毫沒有不耐煩，因
為完成此舉後，您就可以盡情享受美食，「大飽
口福」啦！
在「大飽口福」餐廳，可以獨自或與家人、朋
友共同前往，可以公司聚餐，或在這裡大宴賓客
、親友。該餐廳共有六個大廳，總共 800 個座位，
是宴客首選。

中、日、美、墨經典菜餚，盡情享用，
吃飽為止

在「大飽口福」自助餐廳內，菜色十分豐盛
，有中、日、美、墨四種口味的菜餚，分佈在六
座長型的餐枱上，任您自選，因為菜色實在太精
彩了，往往只裝完一個餐枱的菜，一大盤已滿，
只好先吃為快，盡情享用。他們最受歡迎的菜色
如：蝦仁、炒螃蟹、炒小龍蝦、紅燴雞腿、炒干
貝墨魚、爆炒烤鴨、燒扇貝、炒魚片、炒墨魚、
洋蔥炒牛肉、洋蔥、椒絲炒蝦仁、芝麻雞、甜酸
肉、及各種火鍋材料任選、
炒蛋、炒醬汁茄子、炒芥蘭菜⋯⋯等等，以及
美式各種炸薯條、炸雞，美式烤肉。墨西哥式烤
牛排、豬排，日式精美壽司近二十種，賞心悅目,
清爽有如圖畫⋯還有中式點心如燒麥、肉粽、各

種叉燒包、豆沙包、芝麻球、春捲⋯等等各種美
食點心，就等您來品嚐，讓您一次品嚐到各國經
典名菜，盡情享用，大飽口福，吃飽為止。
在「大飽口福」自助餐廳吃飯，簡直就是是
以任何人都吃得起的「平民的價格」得到「帝王
的享受」。以平常餐廳「一道菜」的價格，享受
「兩百種以上」的經典菜餚。他們周一至周五，
從上午 11 時至晚間 9 點半營業，午餐僅$12.99，
晚餐$16.99， 吃飽為止。周六、周日兩天，從上
午 11 時至晚間 10 時營業，全天$17.99， 吃飽為
止。
「大飽口福」（FEAST BUFFET )的地址：1707
N. Fry Rd. Katy, Tx 77449 , 電話：281-398-1015

地點適中，位 Katy 最繁華區，交通便利
除了本身住在 Katy 的居民，「大飽口福」就
在眼前，從休市西北、西南區開車過來，也方便
的不得了，只需十幾、二十分鐘,「大飽口福」就
在眼前了，使您恨不得立即大飽口福一番！初來
的訪客，從中國城或西北區過來，在十號公路過 6
號公路往西，經過 Barker Cypress Rd. ， Greenhouse Rd.下一個出口 Fry Rd. 出來右轉往北走，只
見 Katy 最繁華的社區就在眼前。行在 Fry Rd. 上，
左邊是 The Home Depot 廣場，右手邊是 Applebee’ s, 再 往 前 開 ， 第 一 個 紅 綠 燈 ， 左 手 邊 是
Walmart Supercenter, 右 手 邊 就 是 H-E-B, 及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Katy Campus, 使
該地區繁榮得不得了。下一條街 Park Row Dr. 左
轉入內，馬上再右轉，就是「FEAST BUFFET 」門
前偌大的廣場，而「FEAST BUFFET 」就位於該購
物中心的中心點上，十分搶眼醒目。門前有寛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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