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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 專欄專欄55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經理修車師姐徐雲經理
專欄專欄7070汽車維修大全汽車維修大全（（九九））

28、曲軸箱上通氣孔堵塞。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發動機工作時，總會有

一部分可燃氣體和廢氣經活塞環和氣缸
壁的間隙進入曲軸箱內。進入曲軸箱內
的燃油蒸氣凝結後將稀釋機油，廢氣中
的酸性物質和水蒸氣將侵蝕零件，使機
油性能變化，使機油逐漸失去其功效。
另外，進入曲軸箱內的氣體使曲軸箱內
溫度和壓力均升高，造成機油從油封、
封墊等處滲出。由於活塞的往復運動，
曲軸箱內的氣體壓力忽高忽低，影響發
動機的正常工作。嚴重時會曲軸箱內的
機油上竄至燃燒室和氣缸蓋罩內，還會
從加油口或機油尺的縫隙處漏油。為了
避免出現上述條件現象，發動機上都設

有通風裝置，以平衡曲軸箱的內、外氣
壓。使用中若出現燒機油、機油沿接合
面外洩、機油過早變質和發動機怠速運
轉不平穩等現象時，應檢查曲軸箱通風
裝置是否有效，應保證通氣孔暢通。並
且負壓閥片不能變形、粘連或裝錯，呼
吸管不能彎折或堵塞，單向閥不能裝反
。

29、發動機的節氣門體及怠速電
動機臟。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目前轎車的發動機怠速

是靠裝在節氣門體睥怠速步進電動機控
製。在發動機運行時，由於空氣質量及
汽油品質的原因，會造成發動機節氣門
體的節流閥和怠速閥積有許多汙垢，當

汙垢嚴重時，發動機將會出現怠速過低
、穩定性差或無怠速，加油時節氣門有
發卡現象。所以，轎車一般在每行駛
20000km左右時，建議清洗節氣門體
。清洗後應通過診斷儀設定發動機使之
達到正常工作狀態。

30、車輛急加速時，車速提不起
來。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轎車行駛中，緩加速時

汽車加速正常，急加速時車速不能立即
提高，無法超車。可能的原因為發動機
的燃油供給系統故障，油壓、噴油量、
點火時刻不符合規範，火花塞及高壓線
故障。實際案例：有一輛轎車存在上述
現象。對發動機做空轉急加還實驗，未

發現異常。檢查發動機的燃油供給系統
，其油壓、噴油量等都很正常，讀數據
流表明故障在點火系。檢查點火正時符
合規範，更換火花塞後，故障依舊。最
後檢查確認是高速時高壓火花不夠強。
用萬用表高阻檔測量各缸高壓線的電阻
值，均在25Ω。由於高速、大負荷時
發動機需很強的點火能量，而中央高壓
線電阻值過大，造成點火能量衰減，高
壓火弱，從而引起發動機加速無力。換
一套新的高壓線後，故障排除。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公司稅務狀況轉換-------- C
corporation 轉換成 S Corporation

上一期專欄我們做過S corpora-
tion和 C corporation的比較。總的來
說對於中小型、不尋求上市的企業，
S corporation因為只有一重稅，在省
稅方面比較占優勢。以下三類人群可
以考慮將C corporation轉變成S cor-
poration。

1. 剛剛拿到綠卡的企業主。拿
到綠卡之前只能選擇C corporation或
者partnership 合夥人形式。拿到綠卡
之後， 出於省稅的考慮，會選擇 S
corporation。

2. 原C corporation的外國人股
東或公司股東退出，公司股東只剩有
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

3. 個 人 通 過 股 權 合 約 買 下
100% C corporation的股權。

C corporation 轉換成 S corpora-
tion可在一年中的任何時候提交申請並
在下一年生效。如果您想要這種轉換
在當年就生效，轉換申請的遞交必須
在年初的75天之內。如果超過75天
（超時遞交），必須要有充分的理由
才可以仍然選擇當年生效。

轉換的過程很簡單。提交表格
2553即可。超時遞交表格，需要在表

頭標註”FILED PURSUANT TO REV.
PROC. 2013-30”。如果是在報稅的
時候超時提交表格2553，需要在稅表
1120S上標註超時遞交。

由轉換而生效的S corporation不
是原生態的 S corporation，是從 C
corporation轉換過來的。雖然轉換之
後會比較省稅，但隱藏在C corpora-
tion時的沒有實現的許多非S corpora-
tion的稅上面的問題需要特別註意。

1. C corporation 的時候有沒有
用完的公司虧損（Net operating loss
）。這種虧損在c corporation的形式
下是可以抵消之後年份的盈利從而省
稅的。但如果公司轉換成S corpora-
tion，這些虧損就會丟失殆盡，不可抵
消S corporation的盈利或者轉換成個
人虧損。所以在做轉換之前，請務必
考慮這方面的損失。

2. 公司投資收入。一般情況下
，轉換後的S corporation依然會涉及
一種特殊形式的投資收入稅。投資收
入包括利息、分紅、租金收入、股票
盈利等。如果這種投資收入超過 S
corporation毛收入的25%，且S cor-
poration帶有 C corporation盈余公積
，這種特殊形式的投資稅就會被觸發
。這種情況連續發生三年， S corpo-

ration的資格就會被取消。避免這種情
況的發生可以將這些投資收入直接轉
換為個人投資收入。

3. 隱藏增值稅。正常情況下，
S corporation不會欠稅，因為所有的
收入都轉移到業主個人稅表。但如果
S corporation是從C corporation形式
轉變過來的，而 C corporation的時候
有增值的資產，如房地產，這些在S
corporation之前增值的部分就會存在
隱藏增值稅。這些資產在S corpora-
tion生效之後的五年之內賣掉，需要按
照C corporation形式算稅。五年之後
就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

4. 後進先出（LIFO）庫存隱藏
稅。如果原C corporation的庫存是以
後進先出的形式計算，在它轉換為S
corporation的那一年的稅表上要體現
這種庫存隱藏稅。這種庫存計算方式
會隱藏庫存增值稅。試想庫存在增值
情況下，c corporation 轉換成了 S
corporation。 S corporation賣的貨一
定是在S corporation的時候買的。在
庫存量不增加或增加的情況下不會觸
及到原C corporation時候買的庫存。
而此時的原有庫存已增值，為了堵住
這個缺口，國稅局製定了相應的法案
。公司庫存要在轉換的當年重新以先

進先出（FIFO）形式及當時的市場價
計價。FIFO計價高於LIFO計價部分
需要隨同C corporation的最後一年稅
表申報，所欠稅額可在四年內繳納。
市值高於 FIFO計價的部分記錄在S
corporation的稅表內成為隱藏增值稅
。

5. C corporation 形式下的累積
盈余。由 C corporation 轉換成
S corporation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避免了C corporation的雙重稅：
公司稅及股東分紅稅。在將公司
轉換成S corporation後，很多人
一定會竊喜，C Corporation 剩余
的還沒有分紅給股東的累積盈余
是不是就可以省掉了股東的分紅
稅了？ No！根據稅法，這部分積
累盈余要記錄在S corporation的
稅表上，一旦公司的利潤分紅觸
及到這部分累積盈余，股東在個
人稅表上還是要以分紅（divi-
dend）形式繳稅。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要想
合法合理避稅，必須要全面掌握
稅法。希望我們的這些稅務小常
識能夠幫助您理解並合理運用稅
法。

趙廣華（CPA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呂汶錫醫師呂汶錫醫師 專以非開刀方式治療骨科疾病專以非開刀方式治療骨科疾病
專精專精::骨科骨科//關節炎關節炎//疼痛疼痛//運動醫學運動醫學//五十肩等五十肩等

(本報休斯頓報導) 運動鍛鍊身體對
每個人來說都極為重要，不過，如果運
動量過大、或是運動不小心，有可能會
造成運動損傷。所以，在運動時要特別
注意鍛鍊的強度及分寸，並且根據自己
身體的狀況來調整運動量。萬一真的受
到運動傷害，也應該找專門的運動醫學

醫師來診治。休斯頓有
位華裔的運動醫學醫師
，他是呂汶錫醫師(Kev-
in Lyu, M.D.)，不僅專
精運動損傷與疼痛，對
於關節炎與骨科的治療
也非常拿手。

曾擔任萊斯大學助理
隊醫

呂汶錫醫師是 Fon-
dren Orthopedic Group
的非手術骨科/運動醫學
醫師，是休斯頓最大、

最全方位的私人骨科集團之一。呂汶錫
醫師擔任過萊斯大學( Rice University)助
理隊醫，以及休斯頓 Chevron馬拉松賽
、休斯頓PGA高爾夫球賽等場邊醫生，
並專門以非開刀的方式治療各類骨科疾
病。

呂醫師待人親切和善，中英文流利
，能以中文和病人溝通，不會有語言隔
閡而產生溝通障礙。

無論是羽球愛好者、週末長跑健將
、籃球迷、足球迷、運動員，還是平時
有固定鍛煉身體的人，遇到運動受傷都
不可掉以輕心，應該及時尋找運動醫學
醫師的診治，若是沒有好好處理，有可
能造成病根，產生後遺症。此外，運動
醫學醫生也治療退化性關節疾病，以及
職業傷害方面的損傷。

呂醫師治療的項目包括:
- 退化性關節炎 (頸, 手臂、手、脊

椎、臀、膝、腳)
- 骨折、扭傷、拉傷、肌腱炎、五

十肩、網球肘、腕隧道症候群、媽媽手
、板機指、背痛、坐骨神經痛、膝蓋痛
、足底筋膜炎等等

- 玻尿酸、類固醇、血小板、幹細

胞等超音波針劑治療
- 職業傷害/勞工保險(Worker

’s Compensation)
呂汶錫醫師在聖喬治大學醫學

院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並在休斯頓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完成了
家 庭 醫 學 住 院 醫 師 培 訓 ， 也 在
Houston Methodist完成運動醫學次
專科訓練，他擅長以非開刀的方式
治療各種骨科疾病。

呂醫生於 2020 年加入 Fondren
Orthopedic Group。他是美國運動
醫學會、和美國家庭醫師學會的成
員。

呂醫師電話: 713-383-5390。
可約視訊門診。接受多家保險。
Email: Drkevinlyu@fondren.com
網站: www.drkevinlyu.com

范范振雄律師事務所精辦各類移民振雄律師事務所精辦各類移民
全美移民法庭出庭全美移民法庭出庭 疑難移民案件免費評估疑難移民案件免費評估

(本報休斯頓報導) 專精於各類移民
案件，擁有多年經驗，范振雄律師事務
所專為客戶解決法律與移民難題，其業
務範圍，包括各類移民、車禍、人體傷
害、商業糾紛、合同糾紛等。作為一家
專注為華人提供移民、及訴訟服務的綜
合性律師事務所，范振雄律師事務所堅
持客人本位的原則，為客戶提供與眾不
同的個性化服務和客戶體驗。

范振雄律師擁有豐富的上庭及勝訴
經驗，經常在第九巡迴法庭，移民法院
及加州州法院出庭，並為客戶辯護。同
時，包括全美移民監獄保釋、出庭，全
美移民法庭出庭、上訴，疑難移民案件
免費評估等等，所謂監獄保釋就是以提
供保金、或是保證的方法，讓被羈押的
人從監獄裡釋放出來，范律師精通全美
移民監獄保釋、出庭，為客戶解決難關

。此外，如果您有任何關於投資移民的
疑問，或者需要移民律師，也歡迎聯繫
范振雄律師事務所。

范律師傑出優秀，在年僅二十三歲
時便拿到法學博士，他畢業於常春藤名
校康奈爾法學院。在康奈爾期間，他接
受了系統且嚴苛的法律教學，並榮幸地
為洛杉磯州法官擔任助理。在擔任法官
助理期間，范律師全面深入地了解了法
院的操作流程。

作為為數不多的華人訴訟及移民律
師，范律師深刻理解華人面臨訴訟或移
民問題時，所面對的法律和語言等多層
面上的的困境。因此，他不止步於滿足
客戶單項案件的需求，更關注於以合理
的成本，最高的效率，以及最適合客戶
的個性化方案為客戶爭取案件的最優解
。其卓越的專業知識，以及對於移民法
的深刻了解，使得范律師在民事糾紛中
能夠幫助客戶克服語言、法律、文化等
諸多方面帶來的挑戰，並多次獲得超越

客戶預期的結果。
法律小常識分享
問：如果有人闖入你的院子裡，如

果開槍將對方擊斃，會不會被指控過失
殺人？

答：正當防衛的尺度取決於具體對
方的位置和行為，如果只是在院子裡，
然後沒有明確的舉動他
能傷到你，加州法律雖
然沒有規定你有撤退的
義務，但是用致命武器
就有可能會判為過失殺
人，這時候可以用武力
讓他離開，但是最好別
用致命武器。

如果對方試圖進到
房子裡面，或者已經進
入，這時候用致命武器
，法律上會假定你是正
當防衛，檢控官需要提
供證據證明你做得不對

，通常非常難證明。
范振雄律師事務所聯繫方式: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9:00-5:00

。 電 話: 626-758-7538。 微 信:peter-
fan777。 Email: peterfan7539@hot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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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天地

休城工商

钱粮胡同有对夫妻，四十来岁，是

旗人。爷们姓赫，成天不着家;媳妇娘家

姓那，好吃懒做。俩人无儿无女，靠吃

大兴乡下的十亩地地租过活。

这年仲秋，赫爷说是要去求仙丹，

一去就没了信儿。一天，赫那氏到街坊

钱王氏家串门，忽见有个娘们推门而入

：“恭喜恭喜，您押中啦！” 钱王氏

急忙下炕相迎。

娘们拿出个小红包，倒出一堆大洋

：“这是您押半圆赢的十八块钱。”钱

王氏拿出五块，说了句“还押这花神”

，娘们收了钱就匆匆走了。

赫那氏好奇地问：“你押的是啥啊

？”钱王氏小声回答：“花会。”说着

，她轻声哼唱起来：“正月里来是新年

，根玉打扮入花园。明珠头戴花一对，

手牵荣生到门前……”哼完了，她才告

诉赫那氏，花会会坛设在铁帽子胡同，

唱词中的根玉、明珠和荣生是三十六个

花神牌名，只要押中会坛藏在花筒里的

花神，押一块赢三十六块，押不中，一

块钱归会坛。

赫那氏问怎么押，钱王氏说：“刚

才来的人就是专门给会坛跑封的，下次

我让她去找你，押啥就告诉她，中不中

都会有准信儿。”

第二天，跑封的就找上门来，给赫

那氏出主意说：“先押半圆钱，就押上

六品的头牌花神。吉利！”赫那氏答应

了。

开封那天，跑封的喜滋滋地进门报

喜，并送来了押赢的十八块大洋。赫那

氏倍儿高兴，赏了她一块，另拿出十块

接着押，结果却输了。跑封的劝赫那氏

甭泄气，可赫那氏又押了几次，第一次

赢来的钱输光不说，还倒贴了几十块。

赫那氏有些泄气了。

这天，跑封的来找赫那氏，小声说

：“东四九条有个老太太，初一早上去

雍和宫烧完头炷香，回来借了一百块印

子钱押花会，一把就赢了三千六百块大

洋，发财了！”

赫那氏一听，瞪圆了双眼。等跑封

的走后，她便拎着稻香村的“京八件”

，在东四九条寻摸到了老太太家，一问

，这事儿竟是真的！

取得真经后，赫那氏按照老太太的

做法，吃了半月的素，焚香沐浴后，早

早来到雍和宫外，候了一整夜，初一早

上终于抢到了头炷香。她前脚烧完香回

家，跑封的后脚就进来了。赫那氏拿出

当玉镯子的钱：“全押根玉！”

第二天晌午，赫那氏眼巴巴盼来了

跑封的，听到的却是：“姐姐，今儿开

的是明珠，您就差了一点点，接着押，

一准中！”

赫那氏苦笑了一下，她已无钱可押

了。

这天，赫那氏到钱王氏家串门，钱

王氏哪壶不开提哪壶：“大妹子啊，知

道你为啥没押中吗？那个老太太家你去

晚啦。听说被个爷们抢了头筹，赢了整

整七千二百块大洋呐！”赫那氏听后惊

呆了。

钱王氏又神神道道地说：“我还听

说，德外有个娘们，背着爷们押花会，输

了二十块大洋，一时想不开吞鸦片死了。

下葬后的头七晚上，她托梦给爷们，让他

卖了房子去押明珠，一准会中。爷们醒来

后半信半疑，上妙应寺抽了个上上签，说

他要交财运，于是一狠心，卖了房子拿钱

去押明珠，还真押中了！”

赫那氏“哦”了一声，没再言语。

钱王氏瞥了她一眼：“我说大妹子，你

也去寻摸个和那娘们一样的死鬼，多烧

点纸钱，好好祷告祷告，给你托个梦，

押啥花神，把输的钱赢回来，不就成了

吗？”

赫那氏苦笑着说：“上哪儿去寻摸啊？

”钱王氏压低声音说：“我娘家有个小

媳妇，押花会输了钱，被爷们揍了一顿

，赌气上了吊，今儿下葬，就在左家庄

乱葬岗。等她头七那天……”

赫那氏听后一脸惊愕：“啊！半夜

三更的，乱葬岗那种地方……再说了，

左家庄那一带不是有好多强盗吗？我可

不敢去，要去你去吧。”钱王氏却叹了

口气：“我家那口子死活不准我再押了

，不然，我费这口舌干吗啊？”

回家后，赫那氏心里就惦上了，都

说富贵险中求，干吗不试试呢？可是手

头半个大子儿也没了，拿啥去押啊？睡

觉时，她忽然想起，赫家在东坝河还有

块坟地，不如卖了押这最后一回。要是

输了也不会伤筋动骨，就算被爷们知道

了，顶多挨一顿揍;真要押中了，那可就

能使唤上丫头当主子啦！

第二天，赫那氏找了个中人，很快

就把坟地卖了。小媳妇头七这天的后晌

，赫那氏怀揣银票，寻摸到了左家庄

……

再说赫爷，过了仨月，他终于寻到

了仙丹，兴冲冲地赶回了城里。

到了家门口，赫爷却发现院门紧锁

，媳妇不知干啥去了，只好撬开了锁，

进院后发现屋顶在冒丝丝青烟，不知是

怎么回事。他刚一推开屋门，突然从屋

内蹿出一股猛火，整个房子“砰”的一

声就着了起来。等街坊赶来救时，整个

院子已是熊熊大火，没法近身了。

火灭后，街坊们细一琢磨，一准是

赫那氏出门后，家里的炕烧过火了，屋

里着起了闷火。赫爷一开门，闷火一下

子变成了明火，想救也来不及了。

瞅着一院房子说没就没了，赫爷欲

哭无泪：“大伙儿谁知道这败家娘们去

哪儿了，找到后我非揍死她不可！”街

坊都说不知道。

第三天，赫爷坐在院里石凳上发愣

时，忽然来了个巡警，说左家庄那边的

乱葬岗上，发现了一具被人杀害的女尸

，让他去瞅瞅，是不是他媳妇赫那氏。

赫爷失魂落魄地跟着巡警到了乱葬

岗，只瞧了一眼，就一个屁墩儿跌坐在

了地上。死者正是赫那氏，被人用乱刀

捅死了。

钱王氏听后，吓得脸色儿煞白，除

了爷们钱爷，对谁也没敢提是她给赫那

氏出了去乱葬岗的馊主意。

入殓时，赫爷发现了件怪事，赫那

氏的右手好像紧紧地攥着啥东西。他趁

旁人不注意，使劲掰开一看，却是个草

纸团儿，上面印著个人头像？？

腊八那天，钱王氏请赫爷喝腊八粥

。饭后，赫爷拿出草纸，问：“你们俩

帮我瞧瞧，这是啥东西啊？”钱爷看后

没言语，钱王氏却愣住了：“从哪儿捡

的啊？”

赫爷说是在赫那氏手中发现的。钱

王氏心中一惊，忙说：“哎呀，人都死了

，你拿她的东西干啥啊，赶紧烧了吧。”

第二天早上，钱王氏就急匆匆地出

了门。而赫爷呢，因无处落脚，想把坟

地卖了，中人却告诉他，那地早就被他

媳妇卖了。没辙，赫爷只好去了趟大兴

，把那十亩地贱卖了，在院里搭了个窝

棚，准备开春后盖房子。

过了几天，赫爷忽然听见隔壁传来

一阵号哭声，他过去一瞅，见钱爷蔫头

耷脑地坐在门槛上，忙问：“这是怎么

了啊！”

钱爷回答说：“赫爷，你说我怎么

这么倒霉啊。我那娘们背着我把房子当

了，拿着钱去押花会，结果全赔进去了

。她托人捎来口信儿，说没脸回来见我

，带着孩子跑了！”

赫爷听后，大吃一惊：“押啥花会

啊？”钱爷拿出一沓子草纸：“就是这

害人的玩意儿！”赫爷接过一瞧，竟和

媳妇手中的草纸一模一样，只是人头像

不一样，想到坟地的事儿，心中立马就

明白了一大半。

钱爷一脸愧色：“赫爷，我实话告

诉你。你家里的就是听信了我家娘们的

馊主意，半夜三更到乱葬岗，求一个因

押花会输了钱的吊死鬼托梦，想扳回本

钱，没想到遇上了歹人……”

赫爷长叹了一声，没再言语，转身

就回家了。

转天晌午，赫爷突然听到一个惊人

的信儿：钱爷怀揣利斧找到了花会会坛

，剁死了一个跑封的娘们，最后被花会

的打手活活打死了……

押
花
会

野花牌綠蜂膠降血脂野花牌綠蜂膠降血脂、、膽固醇膽固醇、、血壓顯奇效血壓顯奇效，，
中老年保健佳品中老年保健佳品

高血脂症是指血漿中的脂質膽固醇
及甘油三脂濃度超過正常範圍。脂類一
般不溶于水，血漿中的脂類是與蛋白質
載體一起運輸，故所謂的高血脂症實際
上是高脂蛋白症。進食過多高脂肪、高
蛋白、高糖的食物及缺乏運動，是造成
高血脂症的重要原因。而高血脂又是誘
發動脉粥樣硬化、腦血栓、冠心病的主
要危險因素之一，也會影響血糖代謝和
血液粘稠度。

動脉粥樣硬化的形成與高血脂脂蛋
白密切相關，血液中長期過高的低密度
脂蛋白、甘油三脂以及血管壁上過多的
膽固醇容易被自由基氧化，形成脂質過
氧化物質，在血管上沈積，從而導致動
脉粥樣硬化。同時紅血球、血小板等在
血管壁上聚集，也能導致血管壁增厚、

變硬、失去彈性。動脉粥樣硬化涉及到
全身血管，可引起動脉粥樣硬化性冠心
病；腦動脉缺血導致頭昏、頭痛、腦血
栓等。

為什麽蜂膠能有效地降血脂呢？這
完全是歸功于蜂膠中的富含的黃酮類化
合物等多種天然活性成分。1975年，中
國著名醫學專家房柱教授首先發現了蜂
膠的降血脂功能，在國際蜂療及醫學界
引起轟動。各國隨後開展的大規模研究
與臨床證實，蜂膠對高血脂、高膽固醇
、高血液粘稠度有明顯調節作用。能預
防動脉血管內膠原纖維增加和肝內膽固
醇堆積，對動脉粥樣硬化有防治作用，
能有效清除血管內壁積存物,抗血栓形成
,保護心腦血管,改善血液循環狀態及造
血機能。由于蜂膠淨化血液有奇效，故

被稱為“血管清道夫”。而且蜂膠能使
心臟收縮力增强，呼吸加深及調整血壓
，淨化血液，調節血脂。

高血壓的病因目前仍不十分明確，
但其中一個原因是平時攝入的脂肪過多
，血液中膽固醇、甘油三酯過高，形成
動脉粥樣硬化，使血管收縮和擴張功能
產生障礙，這時就需要較高一些的血壓
來促進血液循環，導致血壓增高。但是
，如果血壓過高，而且長期居高不下，
會進一步加快血管硬化，導致血栓、腦
動脉血管破裂等危險性疾病。

蜂膠治療高血壓方面，前蘇聯尼柯
洛夫醫生報告，對42例高血壓病患者進
行了臨床觀察。患者年齡45-72歲，病
史4-15年，均屬Ⅱ期和Ⅲ期高血壓病。
服用蜂膠20天後，37例患者(88%)的主

觀症狀明顯改善，頭痛、頭暈、耳鳴消
失，未見心前區疼痛，心悸和壓迫感减
輕，體重也减輕。

“野花牌”Apiario Silvestre極品綠
蜂膠，健康養生極品，巴西第一名牌，
無酒精，高濃度，超高純度。

專業醫學顧問免費咨詢熱線：

1-866-690-4888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

亞太區總代理
Email：service@bpropolis.com 訂購

網站：https://www.bpropolis.com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南部各州選區重畫地圖剝奪少數族裔社區權力南部各州選區重畫地圖剝奪少數族裔社區權力
儘管維權人士大力倡導，國會和立

法會選區重畫仍無視少數族裔的政治代
表權，預計會有訴訟在2022年初選前
提出。

Jenny Manrique 報導／Ethnic Me-
dia Services

美國有20州已完成國會選區重畫，
22州已完成地方立法會選區重畫。儘管
南部多個州的少數族裔社區推動爭取更
多平等的政治代表權，具政黨偏見的地
圖制定者卻蓄意削弱他們的影響力，立
法委員也通過了多項限制其投票權的法
律。維權人士說，公眾對利害關係和需
要採取哪些措施來保護民主進程的意識
愈來愈高，是現在僅存的一線希望。

布瑞南中心（Brennan Center）民
主計畫資深律師李之樸（Michael Li）在
由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
dia Services）主辦、作家暨Spotlight PR
創辦人法默（Jennifer Farmer）主持的
記者會上說： 「這次選區重畫的工作周
期是有史以來最複雜的一次，部分原因
是人口普查數據比預期晚出爐，而且我
們是在疫情還未結束的情況下進行，因
此，公眾參與的機會較少。」

在正常時期，人口普查數據通常會
在2月份出爐，但今年等到8月才出爐
，在候選人為2022年的初選做準備的
同時，維權人士能對新選區地圖提起訴

訟的時間就更少。德州的郵寄選票將在
40天內寄出，北卡羅萊納州的訴訟申請
將於12月17日截止。

李之樸說： 「訴訟可能讓初選產生
變化。」 他強調，繪製選區地圖仍是透
過立法機構完成的政治過程，州長通常
有否決權。

李之樸表示，和南部各州一樣由一
黨控制全局的州，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
和黨， 「就會出現濫權，畫出種族和政
治歧視的地圖」 。路易斯安那州和維吉
尼亞州是兩個例外，因為路易斯安那州
州長是民主黨人，立法會是共和黨多數
，而維吉尼亞州的選區重畫委員會是兩
黨組成。

儘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美國人口
成長最大的是少數族裔社區（包括非裔
、西語裔和亞裔），事實上，過去十年
中，新增選民中十個有八個是少數族裔
，而白人人口則首次下降。這正是為何
在德州和喬治亞州這些人口多元化的州
中，少數族裔社區在選區重畫過程中會
被針對的理由。

李之樸解釋，在達拉斯福和市
（Dallas-Fort Worth）地區，亞裔和西
語裔選民分別從國會第四和第六選區被
重畫到較鄉村的縣，不但造成社區的分
裂，也為共和黨人帶來政治優勢。

李之樸說： 「重畫選區是一種更為

有效的選民壓制形式，即便你有權投票
，你的一票也不具任何意義，因為結果
早已預定。受到這些選區地圖的影響，
少數族裔民眾未來數十年將無法獲得權
力。」

公民參與
維權人士強調，只有提供民眾參與

這個過程的管道和教育機會，才可能產
生以種族平等為重的公平選區地圖，但
政府和立法機構對此似乎不太感興趣。

北卡統計聯盟（NC Counts Coalition
）公民參與主任巴西（Kyle Brazile）表
示，地方政府只有三個工作天的時間可
以準備選區重畫公聽會，而公聽會又被
安排在中午時段，只有少數人有時間出
席。

巴西說： 「在這個周期中，我們只
能舉行13場公聽會，而十年前我們在整
個北卡州舉行了超過60場公聽會。」 在
杜倫（Durham）舉行的最大一場公聽
會中，地方組織必須提供個人防護用品
和翻譯服務。儘管公聽會時間不長，但
有約200人登記、150人到場，參與這
些地圖的培訓課程。州議會成立的公眾
意見網站也收到近4000條公眾意見。

巴西說： 「我們對這些地圖不感興
趣，在這個無黨籍、民主黨和共和黨三
分天下的州裡，明顯存在著政治 『傑利
蠑螈』 （gerrymandering，美國政治術

語，指以不公平的選區畫分方法操縱選
舉），14個選區中有11個傾向支持共和
黨。」

新人口普查數據讓北卡州在國會中
新增一個席次，代表擁有了更多的選舉
人票。過去十年來，北卡州的西語裔人
口增長了約40%，現在占北卡州總人口
的10.7%，以麥克蘭柏格縣（Mecklen-
burg）、維克縣（Wake）、佛西斯縣
（Forsyth）和吉爾福德縣（Guilford）增
加得最多。

此外，北卡州 「El Pueblo」 執行董
事桑提燕（Iliana Santillán）表示，西裔
居民是最不了解選區重畫過程的人口，
他們不清楚公聽會在哪裡舉行，公聽會
也沒有為他們準備翻譯服務。因此，
「El Pueblo」 成立了一個西班牙語網站

提供說明資料，幫助西語裔選民了解選
區重畫。

桑提燕說： 「西語裔的民意代表在
北卡州議會有一位胡塔多（Ricky Hurta-
do）議員，另外有兩位市議員和兩位學
區委員。因此，我們並沒有政治代表性
，而且，根據選區地圖繪製的方式，我
們不可能擁有政治代表性。我們需要選
出更多能代表我們的官員，而非能代表
我們的官員愈來愈少。」

在阿拉巴馬州，一個由28個公民參
與團體組成的聯盟，在人口普查數據出

爐前數個月就開始開會，以便參與阿拉
巴馬州自2013年蕭比縣（Shelby County
）判決以來的第一輪選區重畫工作。這
項判決撤銷了《投票權法》（Voting
Rights Act）的V條款，賦予美國司法部
權力，審查有歧視少數族裔歷史的州的
任何法律變更提案。

「阿拉巴馬前進」 （Alabama For-
ward）執行主任密里根（Evan Milligan
）說： 「我們希望生活在這個州的少數
族裔民眾有權參與公聽會，我們努力確
保能提供所有關於選區重畫和選民登記
的訊息給民眾，這不僅關乎公民社會機
制，也關乎我們的價值觀和民主傳統的
存續。」

目前還不清楚，《民享法案》
（For the People Act，S1）和《約翰路易
斯投票權促進法案》（John L. Lewis
Voting Rights Advancement Act）是否能
在國會通過，但維權人士相信，當地發
生的事情沒有什麼是偶然的。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關於選區重畫
的過程，可前往以下網站查詢：

https://www.lwv.org/voting-rights/
redistricting https://www.commoncause.
org/our-work/gerrymander-
ing-and-representation/gerrymander-
ing-redistricting/ https://redistricting.lls.
edu/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亚太区唯一合法总代理商★ 北美免费长途: 1-866-690-4888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订购网址: www.bpropolis.com  Email: service@bpropolis.com

官网限时抢购享全网最低价巴西唯一获得
国际HACCP食品
安全认证的绿蜂胶 活动详情请致电:1-866-690-4888

tm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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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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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副刊

【美南新聞泉深】在夏威夷毛伊島首選看鯨魚，但是看野山
羊也是錦上添花。

位於毛伊島基黑(Kihei) 附近有一條通往哈納馬里奧（Hana-
manioa ）西南角燈塔的霍皮里步行小徑(Hoapili Trail)，這裡有一
條 4 英里長的熔岩石路和旁邊的熔岩海灘。這裡行走人量稀少，
路面由大小不同的熔岩石頭鋪滿，極不平坦，儘管沒有爬山涉水
，但步行也要謹慎小心，隨時有拌倒受傷的危險，要花很長時間
行走，我們小心翼翼，來回4英里的路程花了3個多小時。

大自然無奇不有，竟然在火山的熔岩石里長出了一片森林。
這些森林樹木枝繁葉茂，樹枝縱橫交錯、粗壯結實，千奇百怪。
有的樹已經死了，有的樹又開始重生。

這個森林是野山羊林區，野山羊在這裡生長繁殖。走進森林

，我們看到大小不等的野山羊，三五成群，公山羊長著大角和長
鬍鬚。看到了一些山羊媽媽和山羊寶寶，有的寶寶還處於嬰儿期
正在吃奶，並呀呀地叫著“媽…媽…”，聽到小山羊叫聲有些憐
憫。小山羊好可憐，森林裡缺少母愛，有些心疼。山羊體型不大
，最大的長度不超過一米，體重大約在40公斤左右。這裡沒有
其它野生動物威脅，因而野山羊反應有些遲鈍。野山羊在這裡生
活艱苦，靠野生植物為生。好在這里天天下雨，因而從不缺水份
補充。看到野山羊在這裡勇敢頑強地生活，又是當地政的重點保
護動物，我們給予尊敬。

這裡的熔岩海灘也非常美麗，海浪翻滾，波浪起伏。海灣里
有很多大沙魚，在這裡游泳非常危險，因此沒有開發成游泳區，
但沒有禁止游泳的標誌，因而並不能阻止某些勇敢者的下海慾望

，經常有人冒險下海。岸邊立有三個墓碑，他們勇敢地下海餵了
沙魚，屍體永遠也找不到，家屬將他們的墓碑放在那裡，寫上他
們的名字和死亡時間，警示後人，在這裡下海游泳有生命危險。

到了毛伊島，必須下海游泳，這裡的海灘很美。就在同一天
下午，我們計劃去毛伊島的大海灘（Big Beach)游泳，這是毛伊
島最大最美的金色沙灘，沙粒細軟細軟的，海水蔚藍蔚藍的，每
年吸引無數的遊客。我們正準備下海，突然聽到救生員通過高音
喇叭發出警告，“監視系統發現，一群大沙魚正向這裡游來，半
個小時會到達泳場，游泳者必須緊急上岸，禁止下海”。工作人
員在海灘上放置了警示標誌：“看到了沙魚，請離開”。

“不到大海灘游泳，未到毛伊島”，下海的時間要改在下一
天了。

毛伊島哈納馬里奧徒步旅行看野山羊

12月 30日下午，安徽安庆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安徽阜阳市太和县18年前

发生的一起故意伤人案作出再审宣判

。

从当事人李金泉的哥哥李金奎处

获悉，安庆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为由，改判李金泉无罪。

18年前，时任太和县检察院反贪

局副局长的李金奎被卷入一起“涉黑

大案”，他被指为黑恶势力保护伞，

指使胞弟李金泉等人，在当年 2月 27

日晚间潜入太和县公安医院持刀伤人

。

2002 年，22 位全国人大代表就涉

黑案联名上书，并于当年 8月得到全

国人大常委会批示。此后，案件被移

交至安庆市法院审理。李金泉被判故

意伤害罪，获刑一年六个月。

不服判决的李金泉不断申诉，但

均被驳回。今年 4月，中央扫黑除恶

第14督导组入驻安徽，依据李金奎等

人提供的线索，督导组决定重启对此

案的调查，并最终确定真凶另有其人

。

无罪判决书显示，安庆中院经审

理查明，认定有新的证据证明伤人案

可能系其他人所为，且李金泉等人有

不在场证明。

18年前因涉黑案获刑

2001 年，时任安徽阜阳市太和县

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的李金奎被卷入

一起“涉黑大案”，他被指为黑恶势

力保护伞，指使胞弟李金

泉等人，在当年2月27日

晚间潜入太和县公安医院

，持刀和钢管砍伤了当时

正在住院、与李家曾有过

节的原胡总乡葛纪村村委

委员刘侠义及其妻子。

当年办案警方的定案证

据，主要来自被害人刘侠

义夫妇的口供。澎湃新闻

注意到，在事发当夜的笔

录中，刘侠义和王莲英并

未明确凶徒中有李家兄弟

，直到 2001 年 3 月 1日，

王莲英才在询问笔录中称

：“参加打我的人就有李

金泉。”

李金奎对澎湃新闻称，

虽然两家有积怨，但当夜

真的没去打人。李家人找

到当时跟两家都很熟悉的

人大代表陶晓侠，希望她

能将情况反映一下。时任

阜阳市人大代表陶晓侠了

解案情后，依法向上反映

相关问题，不久，她的丈夫也被划为

同案犯拘禁。

此后，该案被升格为反黑专案后

，涉案人数飙升至16人。一审开庭前

夜，21名证人被公安侦查人员带走问

话，其中 1人被公安机关以伪证罪刑

事拘留。

2002 年夏天，来自山东、湖北、

河南等地的22位全国人大代表就此案

联名上书，并于当年 8月得到全国人

大常委会批示。此后，案件被移交至

安庆市迎江区法院审理。当年8月8日

，这起轰动一时的反黑大案草草收场

：15名犯罪嫌疑人因“情节轻微，不

予起诉”当庭释放；李金泉一人被判

故意伤害罪，获刑一年六个月。

督导组18年后重启调查找到真凶

判决之后，李金泉等人仍不断申

诉，但均被驳回。

18年后，转机忽然出现。2019年 4

月，中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组入驻安

徽，依据李金奎等人提供的线索，督

导组决定重启对此案的调查。

重启调查一个月后，疑似真凶浮

出。据犯罪嫌疑人肖某云供述，砍杀

案系其出资指使他人雇凶所为，并在

当时治安大队一民警“帮助”下成功

嫁祸李金奎等人。

此前报道，现年59岁的肖某云系

胡总乡人，早年在太和县医药站工作

，后成立阜阳民生药业公司，“生意

做得挺大”，和李、刘两家都认识。

而在此前的2015年，肖家小弟找到李

金奎，称因家庭矛盾与哥哥决裂，可

提供证据指认哥哥是砍杀案的幕后主

谋。

案卷材料显示，据肖某云供述，

他出资 1万元，指使手下员工徐某来

雇人深夜潜入医院砍杀刘侠义夫妇，

正是利用刘、李两家产生矛盾之时下

手，借此避免嫌疑，同时将刘侠义两

口子教训一顿。后续警方调查时，肖

某云则谎称自己当时在上海办公，从

未回过阜阳。对于接受肖某云雇凶伤

人，同案的其余几名犯罪嫌疑人也在

接受讯问时供认不讳。

值得注意的是，在肖某云的供述

中，他称在决定暗夜砍人之前，曾经

向当时负责办理李刘两家矛盾事件的

治安大队民警肖某银打听案件进展和

刘侠义病房方位，并且在“成事”后

告知了肖某银当夜的行动。

一段知情人士和肖某银 2015 年 7

月 14日的对话录音显示，肖某银承认

其知道医院砍人的事系肖某云所为，

“我就是知道不错，就是再过500年我

也是这样说，事后和我说了。”肖某

银还称，大不了就负个窝赃包庇的责

任。

为防止事情败露，肖某云曾嘱托

时任太和县县长肖军向时任太和县公

安局副局长梁某卿“打招呼”，在查

办中为他撇清关系，并在此后多次向

梁输送利益。

肖某云落网后，有知情人士向澎

湃新闻透露，在第14督导组入驻期间

，梁某卿曾被短暂采取强制措施。

据新华社消息，肖军涉嫌为涉黑

组织充当“保护伞”腐败等严重违法

违纪行为已于 5月 13日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被查时，他已从阜阳市

政协原副主席的位置上退休四年。该

报道称，肖军的保护伞问题正是发生

在其担任太和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

。

再审被宣判无罪

今年12月 12日上午九点，尘封18

年之久的医院伤人案在安庆中院再审

开庭。澎湃新闻在庭审现场注意到，

安庆市检察院出庭检察官认为，本案

一、二审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定

罪确有错误，建议撤销此前判决，宣

告李金泉无罪。

12月 30日下午，安徽省安庆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一起18年前的故意伤人

案作出再审宣判，安庆中院以“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改判李金泉

无罪。

无罪判决书显示，安庆中院经审

理查明，认定有新的证据证明伤人案

可能系其他人所为，且李金泉等人有

不在场证明。李金奎对澎湃新闻表示

，鉴于疑似真凶已经落网，对目前的

改判理由并不认可，他们将继续上诉

。

安徽18年前
伤人案再审宣判

县反贪局原副局长弟弟改判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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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亞錦青少年賽屢獲殊榮
劉慕裳奪女子個人形銅牌

●●林書豪將再林書豪將再
次替首鋼出次替首鋼出
賽賽。。 法新社法新社

●●李李磊磊（（左左））獲得留洋機會獲得留洋機會。。 新華社新華社

林書豪的林書豪的CBACBA二年級生涯二年級生涯

北京近期室外溫度並不算冷，球場內更是
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穿着厚外套的媒

體記者們圍成一圈，無論是面對北京隊主教
練雅尼斯、球員李慕豪和范子銘，“林書
豪”始終是採訪的高頻詞。毫無疑問，時隔
一年重返CBA，林書豪依舊是這支球隊的焦
點。林書豪在採訪環節壓軸出場，他用略帶
口音的中文回答着問題，一切都輕車熟路，
沒有什麼陌生感，對於這片賽場，他再熟悉
不過。上一次林書豪代表北京隊亮相CBA賽
場的時候，李慕豪和范子銘這對雙塔組合還
沒有加入球隊。從時間上來看，林書豪闊別
CBA賽場不過一年半的時間，說起來不算
長，但這段日子可以用“奇幻”兩個字來形
容。

去年8月，林書豪在北京隊季後賽出局
後回到美國，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他並沒有
選擇和北京隊續約，而是想留在美國，再向
NBA作衝擊。而後林書豪雖然加盟了NBA發
展聯盟球隊，也有過亮眼表現，但始終沒能

獲得一份NBA的合同。今年6月，他宣布重
回北京隊。

然而從7月底開始，林書豪似乎就進入
了“倒霉模式”，用他自己的話來總結，就
是“得了新冠，暈了兩次，腦震盪一次，闌
尾炎，11周的隔離，和很多很多壓力。”在
訓練課後的採訪中，雅尼斯也用“奇幻”來
形容林書豪回歸的這段旅程。

對2年級生涯感樂觀
或許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林書豪的嘗

試並沒有收穫到好結果，卻給自己添了這些
煩惱。但他在當初決定不與北京隊續約的時
候就說過，自己還有NBA的夢想，只要還可
以打球就必須要去追。看過林書豪比賽的人
都知道，不管在CBA賽場、發展聯盟賽場、
NBA賽場，他在場上的每一分鐘都會全力以
赴。在効力CBA的賽季，林書豪是對手的重
點防守對象，高強度的對抗下，他甚至幾次
血灑賽場。

這個賽季的北京隊，在常規賽第1階段
的表現並不算太好，只以8勝5負的成績排在
第9位，而連續兩個賽季季後賽遭到老對手
廣東隊的淘汰，北京隊的陣容強度需要提
升。而這也是林書豪被寄予厚望的原因。對
於自己的二年級生涯，林書豪看起來比較樂
觀。“我會比較知道在CBA會遇到什麼，有
第一年的經驗會幫助我，大部分第一年遇到
的東西（在第二年）都會遇到。”

實際上，林書豪在常規賽第1階段已經
和球隊會合，但其身體狀態一直未到最佳。
在公開訓練課上，北京隊僅展示了一些基本
訓練內容，林書豪的狀態究竟如何，還未可
知。不過他說，自己十分期待和遼寧隊的比
賽。雅尼斯對林書豪的評價很高，他說林書
豪在攻防兩端都控制着球隊的節奏。看起
來，在第2階段的比賽中，他對林書豪寄予
厚望。林書豪的CBA二年級生涯，是關於他
故事的嶄新一章，誰也不知道劇情會走向何
方，這或許就是他的魅力之一。 ●中新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於哈薩克上演的
2021亞洲空手道錦標賽，東京奧運為香港歷史性贏得
女子個人形銅牌的劉慕裳（Grace），於銅牌戰力克
一眾對手，再次為港爭光。加上曾綺婷在女子50公斤

以下自由組手亦摘銅，港隊連獲兩面銅牌。劉慕裳日
前在分組賽獲得24.4分（技術能力17.08分、運動能
力7.32分），屈居日本勁敵小野光之後，以次名出
線。到了第二圈賽事，劉慕裳獲得24.92分，惟仍然
屈居在小野光之後，結果進入21日的銅牌戰，Grace
順利獲得一面銅牌。

Grace在2015及2019年的亞錦賽都曾打入金牌
戰，不過最終都是不敵日本名將清水希容只得銀牌，始
終與金牌無緣。她在銅牌戰前在社交平台慨嘆，命運始
終要跟日本對手正面交鋒：“條籤draw完再draw（抽
完再抽），都係無同日本分開到。今日的表現對得住自
己，對得住教練，對得住所有人，其餘的，老天自有安
排。”Grace的胞兄劉知名今屆亦有參戰，但在男子個
人形分組賽止步，總成績排第9。

另一邊廂，香港代表隊在青年級別賽事亦獲殊
榮。名將之後鄧宇軒創出歷史，在U21男子個人形
勇奪金牌。空手道項目94年首次獲亞運會接納為比
賽項目，當年鄧宇軒的父親鄧頌基正是其中一位香
港代表，退役後轉任教練、並開設了空手道館的鄧
頌基在社交平台發表感言：“‘要在頒獎台上聽國
歌！’宇軒今日為爸爸實現了多年夢想，感謝多年
一直支持宇軒及我們一家的朋友及同道。”

U21男子60公斤以下組手項目，鄭栩彬則贏得
銀牌；羅心汶在女子個人形也獲銅牌；青年組賽
事，郭灝謙獲男子個人形銅牌，蔣先怡獲女子個人
形銅牌；曾柏賢及李藝怡在少年組個人形的男、女
子組，也成功躋身三甲之末。總結亞青錦標賽，港
隊共創下1金1銀5銅佳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據內地傳媒報道，NBA勁旅洛
杉磯湖人近日詢問了有關中國男籃主力周琦的情況，似有意邀請該
名內線球員加盟。

報道指，由於主力安東尼戴維斯受傷要休戰4星期，並有球員
因新冠疫情觸發健康安全協議，需要隔離至少10日並無法操練，
故缺人的湖人近日詢問了有關周琦的情況。

現年25歲的周琦一度征戰NBA，這位身高2.16米的內線球員，
於2016年NBA選秀大會中被火箭以次輪第43順位選中，並曾在
2017年數次替火箭在常規賽上陣，但大部分時間均是待在發展聯盟
（預備組）作賽，最終於2018年離開火箭。

周 琦 離 開
NBA 後選擇回到
國內比賽，直至今
年9月，周琦宣布
加盟澳洲球隊東南
墨爾本鳳凰，並一
直有出色的表現，
而由於湖人看來只
是想解決球隊短期
內兵源短缺的問
題，故周琦就算真
的收到邀請，相信
也不會貿然離開鳳
凰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在阿聯酋舉行的
游泳短池世錦賽最後一日賽事，港隊男將在4×100
米混合泳接力及200米背泳發威，今屆世錦賽已先後
改寫了6個香港紀錄。

今屆短池世錦賽戰至第6日，已先後刷新4×100
自由泳、4×50混合泳接力香港紀錄的男子接力隊，
派出劉紹宇、吳宇軒、何天朗與卓銘浩出戰4×100
混合泳接力初賽，4人合力游出3分36.93秒，比

2009年亞室運舊紀錄3分37.91秒快接近1秒，再次
刷新港績，游第一棒的劉紹宇，在100米背泳亦以
53.61秒時間，寫下個人最佳成績。不過港隊最後總
排名第14位，未能殺入決賽。

伍棹然同日出戰男子200米背泳初賽，亦以1分
56.93秒刷新了香港紀錄，將劉紹宇的舊紀錄推前
0.59秒。

儘管伍棹然最終排第28名無緣晉級，但對他來

說已寫下不俗成績，亦帶領港隊在今屆世錦賽改寫了
6個香港紀錄。

至於由歐鎧淳、施幸余、鄧采淋及鄭渝組成的
女子4×200自由泳接力，日前已打破了一次香港紀
錄，最終在決賽得第8名。歐鎧淳及施幸余21日改與
陳健樂及譚凱琳出戰4×50米自由泳初賽，結果4人
合力以1分40秒64完成，以第8名殺入晚上的決賽，
最終以1分39秒35時間得第8名。

瑞士足球超級聯賽球隊草蜢20日宣布，
中國國腳、北京國安左後衛李磊將於明年1
月正式加盟該球隊，並在2021-2022賽季冬
季轉會窗完成註冊。

“我小時候就有出國踢球的夢想。在這
個年齡能得到這個機會，更是得來不易。而
且我也想到另一個環境嘗試一下，看一下自
己的能力在歐洲究竟是什麼水準。”李磊在
採訪中表示。

現年29歲的李磊出生於山東青島，在當
地接受青訓培養。自2010年完成中超首秀以
來，李磊曾先後効力於南昌八一（上海申
鑫）、河南建業、北京國安等球隊。2018
年，李磊跟隨北京國安奪得足協盃冠軍，入
選2019賽季中超最佳陣容。2019年3月，李
磊首次代表中國國家隊出戰，迄今共代表國
家隊出場5次，有2次助攻。

“很高興看到李磊加盟草蜢！他是名中
國國腳，能給球隊帶來許多經驗。希望他能
很好地適應瑞士足球和文化，並在下半賽季
給球隊帶來幫助。”草蜢技術總監奧洛芬加
納說。草蜢隊同時表示：“祝願李磊幫助北
京國安在2021賽季中超剩餘比賽中收穫好成
績，期待明年1月在瑞士蘇黎世相見！”

●新華社

12月20日，在距離CBA聯賽常規賽第2階段開啟還有5天的時候，北京首鋼男籃進行公開訓練課，林書豪隨隊

亮相。25日晚，他們將對陣遼寧男籃，而林書豪的CBA聯賽2年級生涯，也將在那時正式拉開帷幕。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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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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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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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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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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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瑞
士
草
蜢
隊

港隊短池世錦賽刷新多項港績

●●劉慕裳在劉慕裳在
銅 牌 戰 勝銅 牌 戰 勝
出出。。 新華社新華社

●●據報湖人對周琦感興趣據報湖人對周琦感興趣。。 新華社新華社

●●首鋼男籃隊員在活動首鋼男籃隊員在活動
中回答提問中回答提問。。 中新社中新社

在在““奇幻之旅奇幻之旅””後開啟後開啟

●●首鋼男籃隊員林書豪首鋼男籃隊員林書豪（（右三右三））、、王驍輝王驍輝
（（右四右四））等出席球隊活動等出席球隊活動。。 中新社中新社



BB77星期五       2021年12月24日       Friday, December 24, 2021

海歸就業

“父母一致认为会计是份好职业，

学成归来不愁没工作，但毕业回国至今

一年多，我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年关将近，回顾这一年，24岁的曾可

馨心情有些复杂，她从没想过，自己从

英国留学回国后会陷入“毕业即失业”

的窘境。在网络世界，曾可馨是豆瓣

“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小组成员之

一。这里有3万多人和她一样，在父母

亲朋的殷殷期待中出国，在激烈残酷的

就业竞争中发现，“海归”留学生的身

份并未比国内高校毕业生更有竞争力。

数据统计，2021年海外留学生学成

归国的人数将首超100万人，而受到全

球新冠疫情冲击、国际关系变化等因素

影响，归国学子的就业形势出现了诸多

变化，甚至出现了“留学无用”的声音

。如果以就业、收入等硬性指标来衡量

，留学的价值真的没有了吗?

正在褪色的“海归”光环

今年10月，上海某单位发布的2022

年度定向选调生和储备人才招录公告显

示，其招录的45名青年储备人才要求颇

为“严格”：国内高校须毕业于指定的

30所“双一流”高校，如有留学经历，

则需要是在QS、U.S.NEWS、ARWU、

THE世界大学排名最新榜单前200名的

国(境)外高校优秀海外留学归国人员。

如报名选调生，其本科则需要是国内

“双一流”高校，国外硕士研究生学制

需2年及以上。

“截至目前，我参加的所有体制内

单位招录都承认一年制海外硕士。”在

英国留学一年的曾可馨告诉记者，虽然

她没有遇到过人才招录过程中海外硕士

学位不被认可的情况，但遇到过别的情

况，让她感觉到“海归”光环正在褪色

。

4年前，同样是留学归国，曾可馨

的表姐通过人才引进的政策成功进入长

沙某事业单位就职。学历是工作的“敲

门砖”，在家人的支持鼓励下，彼时正

在读大二的曾可馨便做好了出国留学的

心理准备。去年开始，已经留学归来的

她便在网上关注各地人才引进的政策，

从简历筛选、到笔试面试各个环节努力

通关，距离“上岸”她总差了一些。

“所有招聘都需要笔试、面试，我到现

在只入围过一次终轮面试，到最后还是

被刷了下来。”曾可馨失落地说，她还

参加过几个银行校招，简历投进、参加

了初轮笔试后便杳无音讯。

“在招聘公告上，我们是不会直接

这样写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会

有一定的‘标准’。”某国企人事负责

人杜先生表示，他们现在在应届生校招

方面，对于国外院校，会选择THE世界

大学排名前50的学生，“这样做有利于

我们更加快速地筛选到高素质的人才，

节约招聘成本。”但他同时表示，目前

对于国外硕士的选择，他们还没有非要

2年制的学生，1年制的硕士也是可以的

。

迷茫 当收入高低成为衡量留学的价值

姚亮的父母都在国企工作，把所有

的心血都倾注于儿子的教育中。高中毕

业后，他便成功前往美国，修学国际经

济专业——一个找工作很难的专业，但

那个时候他并不了解。作为全家族上下

第一个走出国门读书的孩子，毕业后的

工作会如何选择?2019年，刚回国的姚

亮满怀期待地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薪

酬却让他感受到了来自现实生活的沉重

一击。

“我的专业不是技术岗位，海外留

学经历的优势在海量的毕业生前并不算

有优势。”姚亮说，随着国内大学生群

体竞争力快速增强，国外留学经历在招

聘中的优势差距逐渐在缩小。尽管他的

毕业学校在国际排名中比国内南开大学

靠前，但招聘企业会更青睐一名有过相

关实习经历的“211”工程高校毕业生

。

姚亮的落差感并非个例，《2020年

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显示，12.8%的

海归认为自己应该拿到30万元以上年薪

，而真正拿到这一数字的仅占5%;有接

近四成海归的实际年薪不足10万元，这

一比例相较前一年增加了足足一成。

上述《报告》还指出，对于海归来

说，英语表达能力、宏观视野和适应能

力，是其三大竞争力。然而随着中国经

济发展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国内毕

业生与海归的优势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另

一方面，相比海归，国内毕业生对于工

作预期相对较低，更容易融入就业环境

，对企业的工作要求接受度也更高。

“国外留学一年我花了大概40万元

，要挣回这笔钱不知道要几年。”在江

西某三线城市党报工作的小徐表示，从

英国QS前100的传媒专业毕业后，她最

终还是在父母的助力下回到了家乡工作

。她表示，如果用收入衡量出国留学的

价值，这的确不算一笔“划算”的买卖

。

突围 留学生仍有就业优势

《2020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

告》显示，随着海归求职这一领域竞争

的愈发激烈，海归群体找到心仪工作的

时间周期也变得更长，21%的受访者表

示自己用了4至6个月的时间才找到合

适的工作，6%的人表示自己用了7至12

个月，而花费1年以上找工作的群体占

据了约4%，总体要比2019年回国求职

群体花费的时间更长。

“海归”真得不吃香了吗?实际上

，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行业公司，对候选

人要求较高，甚至海外留学、海外工作

经历是必须项。

“一开始我满心只想去大厂，在

求职网站上投了简历后却只显示已查

看。之后我开始不管公司大小，觉得

合适就投，逐渐到连工资不足两千块

的实习生都会去投。”如今在一家公

司从事活动策划的李亚(化名)介绍，和

许多留学生一样，她的求职历程也经

历了一番“历练”。 如今尽管不在她

理想中的大公司，但因为“国际化”

的思维，她的策划总能展现不同的亮

点，1年不到，她便升职成为公司策划

部门的小组长。

今年10月举行的第22届中国国际

教育年会全体大会上，中国教育部部长

怀进鹏在开幕词中表示，继续推进高水

平教育对外开放，继续引进优质教育资

源，继续支持出国留学，提升来华留学

质量。

“社会逐渐认识到海归学历也有高

低之分，并非所有海归都是人才。但目

前来说海归的平均月薪还是远高于国内

应届生水平。”启德留学机构叶嘉豪建

议，除了毕业院校排名，专业吻合度、

毕业成绩、本科硕士阶段的相关实习实

践经历等都是海外留学生在就业市场提

升竞争力的途径。

为就业“镀金” 海外留学功效还剩几成？

大学生的涨幅速度真的很快，预

计 2022 届 大 学 生 的 毕 业 规 模 达 到

1076 万，2021 届大学生的 909 万就已

经让大家跟到很意外了。

没想到2022届大学生创下了一个

更高的记录，看到这 100 多万的涨幅

，大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大学生的

压力是越来越大了，大学生的工作

变得越来越不好找了。

现在大学生的情况是，不光大学

生的人数众多，海外留学归国的大

学生也变得比之前更多了，为了可

以提高学历的含金量。

选择出国读研和读博的大学生也

是不在少数的，还掀起了出国热，

出国读书，而选择回国就业的大学

生被称为海归。

那有了国外留学经历和洋学历的

加持，海归回国后是不是会更容易

获得高薪的岗位呢？海归的薪资也

不是如想象中那么高的。

海归博士回国进 211 高校当老师

，自曝月薪情况，网友直呼确定没

说谎？

在就业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稳

定同时又体面的工作业变成海归的

首选，要说体面的工作教师肯定在

列的。

在我国的院校中要说起考取难度

偏大的院校，那肯定就是 985 高校了

，而仅次于985的就是 211高校。

能进入 211 高校去当个老师对于

大学生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了，有一位海归博士回国就选择进

211高校当老师去了。

海归博士进 211 高校当老师，在

不少人看来薪资应该是可以过万的

，但从海归博士自曝的月薪情况，

远远是没有达到这一数字的。

这名海归博士一个月的工资情况

是 8000 元不到，然后自己一个月花

下来，基本是什么都不剩，存不下

来什么钱的情况。

海归博士还列了一下自己一个月

的基本花销，海归博士在大学当老

师是租房住的情况，在教师公寓住

，然后一个月的花销是2000元。

在工作的时间海归博士的三餐都

是在学校进行解决的，一天的花销

是需要 50 元才可以吃得不错的，那

一个月的花销就是需要 1500 元才能

够用。

博士在回国了之后，还改变了自

己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在个人使

用的用品上也不追求那么高端的档

次了。

在回国前还出现了大面积囤货的

情况，在衣服上也变得基本不买了

，就算需要买的话，也会给自己一

个大概的范围，不会超过500元。

看到海归博士自曝在 211 高校当

老师的情况，是完全没有想象中那

么高的，有不少网友直呼确定没说

谎？

可能在不少人看来，一个拥有留

学经历的博士回国后想要找一份薪

资过万的工作是很容易的，看来海

归所面临的就业环境也不是如想象

中那么乐观的。

努力提升专业能力

用人单位在对大学生进行招录的

过程中，更看重的还是大学生的专

业能力，对于大学生来说，专业能

力突出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大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同类的

大学生相比，一点也不突出，那就

业竞争力肯定是会降低的，所以大

学生在大学要努力提升专业能力才

是最关键的。

积极参加竞赛活动

大学生大部分的知识学习都是来

自于课本上的，但大学生是不能只

停留在表面上进行学习的，大学生

是不能不是实践的。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是最正确的

方式，大学生在大学还要积极参加

竞赛活动，如果大学生在比赛中可

以获奖，那就是一个最好的加分。

门槛类证书尽早考到手

大学生在就业期间，对于大学生

的专业课成绩，以及所取得的证书

情况，都是会看的，就业时能用到

的门槛类证书大学生要尽早考到手

，这会增加自身的竞争力。

高校老师的收入差别很大的，受

多方面因素影响

大家不要以为高校的老师收入会

有多高，高校老师的收入差别是很

大的，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

高校老师的收入情况主要还是受

职称高低的影响，教学类岗位和非

教学类岗位的薪资标准肯定是不同

的。

同时教授级别的老师，和普通职

称的老师在薪资起步上也是明显不

同的，老师的收入还会受地域和自

身工作表现等因素的影响。

笔者总结：

博士肯定是高学历的人才，但不

要以为有着海外留学的背景，在回

国之后就会容易找到高薪的工作。

用人单位对于海归的光环是变得

越来越淡了，高校内老师的薪资水

平是有不同差别的，有能力发顶刊

的教授应该是 60 万起步的，最差也

是海外优青的学者。

如果是在中部省会高校当老师，

打卡工资是 5500 元，公积金是 1800

元，一年加上绩效是12万左右。

海归博士回国进211高校当老师
自曝月薪，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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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野花牌绿蜂胶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亚太区唯一合法总代理商★ 北美免费长途: 1-866-690-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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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HACCP食品
安全认证的绿蜂胶 活动详情请致电:1-866-690-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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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 特价蜂暴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合庫銀行)
為掌握德州經濟復甦契機，在美成
立的第四個營運據點─休士頓分行
，於2021年12月21日正式開業。

合庫銀行總行位於台灣台北市
，係一家由台灣政府部分持股投資
的銀行，該行自1991年起陸續在美
設立了三家分行，分別位於西雅圖
、洛杉磯和紐約。由於觀察到德州
的發展潛力和經濟增長，今年4月
起該行開始進行於德州休士頓新分
行的申請。得益於整個合庫集團的
優異信用評等和正向的前景展望，
加上現有三家美國分行在營運與法
遵方面表現均優，僅經過八個月的
美國在地籌備，合作金庫今時歡喜
迎接休士頓分行的隆重開業。透過
該分行之設立，合庫銀行有幸進入
德州市場，將為美國中南部在地客
群及台商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

休士頓分行是合庫銀行在台灣

境外設立的第25家海外據點。由
於境外收入一直是台灣金融機構重
要的獲利引擎，而合庫銀行近年來
也不斷拓展海外市場，不僅在美國
、歐洲、亞洲和澳洲擴充營運據點
，更積極培訓國際金融人才，為合
庫銀行注入更具前瞻性且創新性的
願景。

新成立的休士頓分行介於美國
東西兩岸之間，位居優越之樞紐位
置，有助於完善合庫銀行美國版圖
之完整性與服務之連續性，更可增
強該行拓展墨西哥灣區客群之便利
性，未來將提供客戶零時差不中斷
的金融服務，達成永續營運目標。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美國休士頓
分行行址：

1200 Smith St, Suite 850, Hous-
ton, TX 77002， 服 務 電 話 ： +
1-713-258-2588。

合作金庫休士頓分行盛大開業合作金庫休士頓分行盛大開業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美食佳餚陪你歡度感恩節美食佳餚陪你歡度感恩節
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 「「生生」」 之樂趣之樂趣

（本報記者秦鴻鈞 ）新冠疫情讓全世界的人
度過了一個難忘的2020、2021年 !

宅在家的日子，雖然可照常工作，開會，上
課（網上進行），但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密切交
流，總覺得日子缺少了 「 生 」 之樂趣，過得單調

乏味。而宅在家久了，卻也發覺了過去忙亂生活
中忽略的美好～ 如 「美食」 的樂趣 !

美食，除了自己親自下㕑外，更愉快的是
「外賣」 的樂趣 ! 同樣是花錢採購，為什麼不品嚐
一些更專業的師傅的手藝 ? 而在休士頓開業 二十

年的 「中美酒樓」 雖然位於休市西南一隅，而不
少的休市大老闆們，下班時寧可忍受塞車之不便
，也要趕到 「中美酒樓 」 買幾道李老闆的拿手菜
，再趕回Sugar Landt的家，全家老小 「大塊朵頤
」 一番，這是疫情期間最大的樂趣， 「中美酒樓
」 憑其地道的粵菜絕活，讓這些宅在家悶壞了的
人又重拾 「生」 之樂趣 !

「中美酒樓 」 由李老闆親自主㕑，所以他的
成品，絕對是 「真槍實彈」 ，絕不馬虎，著名的
招牌菜如：北京鴨、鹹魚煎肉、南瓜芋頭炆臘味
、芹菜什菇炒臘味、玉子豆腐、滑蛋蝦仁、菜膽
靈芝菇、豉椒或白灼桂花腸、節瓜粉絲蝦米煲，
以及特別推薦的菜色如：干逼軟殼蟹、金針雲耳
蒸雞、釀三寶、西汁蝦球、羊腩煲等等，該餐館
還全天供應新推出的超值特價菜，每道$5.5 元，
歡迎品嚐，是闔家歡度感恩節的首選。

「中美酒樓」位於Bissonnet 與Leawood
(Boone Rd. 往西一條街）交口，地址： 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電話：（281 ）

498-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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