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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個人簡介 

 

岑瀑濤醫師  

 
 

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斯頓

（UTHealth）McGovern 醫學院的

腫瘤內科副教授。同時，她也在

UT Physicians Memo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 擔任主治醫師職位。

岑醫師於 1999 年在中國中山大學

獲取醫學學位，並於 2005 年在紐

約的 St Luke’s Roosevelt Hospital 完
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隨後，岑

醫師於 2008 年在德州大學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進行了腫瘤

內科與血液科的專科培訓。岑醫師

已經成功撰寫並評審了多篇關於食

道癌的文章，並且在世界多家醫學

會議上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同

時，岑醫師還獲得了 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 血液學和腫瘤

內科專科的認證。自 2011 年以來，岑醫師一直被 US News & World 
Report 評為頂級醫生。她在治療癌症患者方面有 16 年的經驗。岑醫師

不僅是 Chinese American Doct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的繼續醫學教

育主任，15 年來她也一直在美國亞裔社區的健康領域十分活躍。 

 
  

 

 

 

 

 

（美南新聞記者黃梅子）華人
的理念是先安家然後才能立業，所
以華人的住房擁有率相當高，在美
國買房子只要攢足首付，餘款可以
從銀行貸款，以錢生錢。 Aloan
Mortagage 貸款公司是靠譜又專業
的貸款公司，經紀人羅敏的服務理
念是幫你貸款，讓你既省錢又省心
。羅敏從事貸款經紀多年，有豐富
的經驗。對於華人常見的各種貸款
問題，她這裡給您解答一下。
1， 哪 些 人 可 以 申 請 標 準 貸 款
（conventional）？
答：適用於有2年以上美國報稅的
工作人群（公民，綠卡，H1B，
L1 等工作簽證）。
2，貸款是否有地區限制？
答：查收入的貸款我們目前做CA,
AZ, CO, FL, GA, MD, NJ, TX,
VA, WA。不查收入貸款沒有區域
限制，不但可以辦理休斯頓貸款，
還可以辦理全德州、全美國貸款。
3， 什麼是收支比（DTI）？
答：收支比是貸款人每月負債支出

的金額佔每月收入的百分比，具體
要求隨貸款類型不同而異，通常要
求40%-50%以下。
4， 收入是指稅前還是稅後？
答：貸款收入採用稅前收入，但基
本工資，獎金及自僱收入計算方法
不同。
5， 負債支出包括哪些項目？
答：負債支出包括房屋的貸款本金
及利息、保險費、房產稅、物業費
，車貸、學貸及其他 12 個月以上
貸款。
6， 美國貸款跟中國一樣分等額
本金和等額本息貸款嗎？
答：一般情況下美國房屋貸款只有
等額本息，即每月的還款額為固定
金額。
7，貸款多久可以批下來？
答：貸款初步審核通過3個工作日
，通常新購房貸款和重新貸款需要
3-6週左右過戶，通常資料提交快
過戶就快。
7， 投資房可以做零費用貸款嗎
？

答：零費用貸款主要針對自住房，
投資房為有費用貸款，但貸款費用
可放入貸款額。
8， 新購房自付比例？
答：在信用良好的前提下，低自付
比例為 3%，但客戶通常自付 20%
以避免繳納貸款保險。投資房建議
自付25%，可以實現好的利率。
9， 自己開公司可以貸款嗎？
答：自僱客戶報稅2年以上可以貸
款，收入按照實際報稅計算，根據
報稅年限的不同， 收入取近 1-2
年報稅數據。
貸款小知識：傳統（Conventional
）貸款的收入計算
1. 傳統（Conventional）貸款是查
收入貸款的主要類型之一，其他還
包括 FHA 貸款（低收入政府補助
貸款），VA貸款（退伍軍人貸款
）等。 . 目前傳統貸款的支出收入
比(DTI)要求是45%, 如果信用分數
比較高，可放寬到低於50%。
收入的認定方式取決於貸款人的收
入類型。

對於W2收入，銀行會要求貸
款人有連續 2 年的工作/學習經驗
， 目前工作的要求是有 2 次的工
資單。這裡需要強調的是，大學學
習期間是可以認定為工作經驗的，
雖然工資收入為0。對於獎金及加
班費的計算，銀行會取近2年的均
值，不滿足2年的不能用於貸款。
對於1099收入，銀行要求貸款人
在同一個行業工作並報稅2年以上
，一般月收入取近2年報稅淨收入
的平均值，不滿足2年的收入不能
用於申請貸款。
對於自僱收入，如果公司運營5年
以上，一般銀行取一年的淨收入；
如果公司運營2-5年，一般銀行取
後2年的淨收入平均值；如果公司
運營少於2年，收入不能用於貸款
。
如果您需要貸款，請先與 Aloan
Mortagage 貸款專員羅敏免費諮詢
。
手機：832-877-8309

Aloan Mortagage幫你省錢、替你省心！

（本報記者黃梅子）愛美的小姐
姐們一定聽說過水光針，也有很多人
都親身體驗過，效果是真的好！神奇
的水光針可以讓您的肌膚枯木逢春、
水潤滿滿，即使有針水光有創口而且
小疼痛，依然很受歡迎！現在好了，
更好的無針水光出來了，無創口不疼
痛！效果槓槓的！

都是水光針，那麼，無針水光可
否取代有針水光針呢？糖城的張玫醫
生診所就引入了無針水光治療，張醫
生不光是家庭醫生，而且從事醫美多
年，技術精湛，深受患者信賴。張玫
醫生說，兩者效果是大同小異，求美
者可以自己選擇哪種更適合您的需求
……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作用原理-----

有針水光：有針水光注射時要藉
助專門的儀器“水光槍”或註射針，
將玻尿酸、肉毒毒素、維生素C等(通
常是玻尿酸加其他)高效美容成分直接

注射入皮膚的真皮層
，由此達到皮膚美容
功效。有針水光有創
口而且小疼痛。因為
利用注射針戳破皮膚
表層，將營養物質注

射至真皮層，這類型的治療是有一定
疼痛感的。通常在有針水光治療前需
要在面部表面塗抹麻藥，再進行操作
，打完後會在臉上出現一排排的小針
眼，但在一周之內會全部恢復。
無針水光：無針水光是通過儀器，以
高速震頻和噴射的方式，無創式導入
精華成分，可以直達真皮層，無創無
痛。營養液氣流會被加速到每秒 200
米的速度，在高壓區的皮膚會形成一
個凹面，隨著皮膚的拉伸，在皮膚外
層的微管會擴張，在擴張之下營養液
成分就能夠被導入。無針水光無創口
無疼痛。無針水光只是通過高氣壓將
營養液成分壓入皮膚，整個過程儀器
不會接觸到皮膚，因此不會產生疼痛
的感覺，也沒有創口。

有針水光有創口而且小疼痛。因
為利用注射針戳破皮膚表層，將營養
物質注射至真皮層，這類型的治療是

有一定疼痛感的。通常在有針水光治
療前需要在面部表面塗抹麻藥，再進
行操作，打完後會在臉上出現一排排
的小針眼，但在一周之內會全部恢復
。

水光針注射可以根據求美者的皮
膚特性來選擇營養物質的成分：
1、玻尿酸+肉毒素注射：
在玻尿酸的成分裡添加肉毒素，可以
在玻尿酸的基礎功能上增加祛皺、抗
皺、提升和增加皮膚彈性的功效。
2、玻尿酸+膠原蛋白注射：
在玻尿酸的成分裡添加膠原蛋白一同
進行注射，會使肌膚處於年輕彈潤的
狀態。改善肌膚出現鬆弛、萎縮、皺
紋等問題，可以恢復肌膚光滑水嫩有
彈性！
3、玻尿酸+VC+穀胱甘肽+氨甲環酸
不僅有效解決各種斑點問題，同時改
善了治療肌膚表面的細小皺紋、毛孔
粗大等肌膚問題，還可以緊緻和提升
膚色。

水光針的效果就像它的名字一樣
，讓你的皮膚既水汪汪又光溜溜，水
潤光滑！

第一次注射：肌膚如枯木逢春、

水潤滿滿。
第二次注射：基底層膚色全面變

好、提亮、毛孔縮小、更易上妝。
第三次注射：強化肌膚，效果疊

加，實現持續營養，深層嫩膚，完美
get少女膚質。

第四次注射：常年保養，肌膚如
出水芙蓉般水潤清透，良性循環，肌
膚無可畏懼。

張玫醫生強調說，無針水光和有
針水光都能夠起到給皮膚保濕補水的
作用，能夠改善鬆弛暗沉的皮膚狀況
。然而，兩者的治療層次、維持時間
、疼痛感存在較大不同。如果每天都
要上班或見客戶，那麼做無針水光更
適合一些，而且隨做隨走，皮膚馬上
就能像喝了水似的飽滿水潤起來，變
美於無形之中，價格也比有針水光便
宜，更實惠。啪啪啪敷 100 張面膜，
還不如做一次無針水光效果好！

如果您想諮詢或預約無針水光，
請聯繫張玫醫生診所。
Family Medicine

地址：4645 Highway 6, Suite H,
Sugar Land, TX77478
電話：281-242-6889

讓肌膚枯木逢春、水潤滿滿的無針水光，無創口不疼痛！

2023年紅藍卡醫保有哪些變化亮點？
65歲紅藍卡醫保費用降低，哪個計劃更合適？

(本報休斯頓訊) 伴隨著
2023 年悄悄的走近，又到了
一年一度紅藍卡醫療保險的
計劃選擇期，究竟 2023 年紅
藍卡都有哪些變化？紅藍卡
計劃究竟如何選擇？本報特
別邀請以專業與服務好而著
稱的志鵬保險，來幫大家答
疑解惑，讓長者們了解最新
的資訊。
2023變化亮點：

1. 紅藍卡 B 部分保費和
自付額下降

2. 紅藍卡 A 部分保費上
升

3. 2023 紅藍卡優勢計劃
福利增加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具體的變
化細節有哪些。
B部分保費和自付額下降：

紅藍卡B部分是報銷看醫生，做

檢查做手術的費用的部分，已經擁有
紅藍卡的朋友相信大家都還記得，B
部分的保險費在2021年底從每個月的
148.50 元，上漲至每月 170 元。這樣

大幅度的保費上漲確實是罕見。
在保費上漲之後，經歷了一年的

調整，現在政府公佈了2023年紅藍卡
B部分的保費， Part B 保費10年來首

次 下 降 ， 由 目 前 $170.10/月 降 至
$164.90/月。

現在美國物價天天漲，在這樣的
大環境之下，紅藍卡保費下降真是一

個好消息。同時對於持有紅藍卡看
醫生的消費者來說，B 部分的年度
自付額從$233 下降至$226，看醫生
付的費用會進一步降低
紅藍卡A部分保費上升

紅藍卡A部分是幫您報銷住院費
用的部分，A 部分的全額保費提高
至$506/月，但是絕大部分的紅藍卡
持卡人都不受此政策的影響。

因為只要您可以領取退休金退休
，您拿到的A部分都是免費的。所
以您大可不必擔心！
2023年紅藍卡C部分計劃福利增加

2023 年的選擇期在 10 月 15 日開
始，截至今日，各大保險公司2023
年計劃的細節已經放出，從我們了
解到的計劃信息來看，明年紅藍卡
各大公司的計劃福利相對於今年都
有一定提升，不論是牙科，眼科福
利，還是非處方藥的福利，都有不
同程度的上調。

很多公司推出了$3000 元牙科保
障的計劃。同時2022年已經在銷售
的每月退$95元保費的計劃也繼續延
續。

如果您對於紅藍卡醫療保險有問
題，歡迎諮詢志鵬保險，學習和了

解更多紅藍卡保險知識。
您可以微信或致電聯繫志鵬保險

，我們的醫療保險專員會幫您選擇計
劃，解答您的問題！
關於志鵬保險

在休斯頓，志鵬保險以服務好、
專業、解說清晰而享有好口碑，專業
團隊友善而貼心，與志鵬保險互動過
的客戶，都受惠於志鵬保險的周到與
細心，覺得更多了好幾分保障，相當
受到客戶的信賴。

志鵬保險專精於: 奧巴馬保險、
醫療保險、紅藍卡保險、汽車保險、
房屋保險、人壽保險。

2023年紅藍卡的選擇期於10月15
日開始，到12月7日止，歡迎長輩們
洽詢最新的計畫與福利。

2023年奧巴馬保險於11月1日開
始，到2023年1月15日止，志鵬保險
免費協助申請奧巴馬保險，歡迎來了
解更優惠、更適合您的新計畫。

為什麼選擇志鵬保險? 因為有可
靠穩定的專業保險團隊、醫保專員一
對一選擇適合您的計畫、搜索醫生+
更換家庭醫生、幫您看醫療帳單及信
件、隨時打印保險卡，志鵬保險是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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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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休斯頓象棋協會主辦
，由恆豐銀行和象棋協會副
主席徐建勳贊助的美南恆豐
杯中國象棋大賽將於今年11
月19日（週六）在休斯敦中
國人活動中心舉行。

據休斯頓象棋協會主席
胡玉山介紹，自2009年第一
屆開始至今，今年是第九屆
象棋賽，已成為休斯敦以及
北美象棋界的一項傳統賽事
。本次比賽將是繼2020年疫
情以來在休斯敦第一次的實
體像棋盛事。多位美南地區
的象棋高手將一顯風采，其
中包括北美象棋特級大師胡
玉山、杜國勝等。特別值得
指出的是本次比賽設定成年
組和少兒組，這是休斯頓首
次舉辦少兒組比賽（2006 年
1月1日後出生）， 對培養在
美國生長的孩子們對中國象
棋的興趣和傳承，有里程碑
的意義。

本次比賽採用世界象棋
規則，用時為每人30分鐘，
每步棋加20秒。每組的優勝
者將榮獲獎杯和獎金。成年
組將賽出前八名獲獎者，最
高獎金為$300。少兒組將賽
出前三名獲獎者，最高獎金
為$120。

本屆大賽誠請休斯敦及
美南地區的各路俊傑一展身
手或前往觀戰助威。歡迎各
社團鼓勵和組織有興趣者參
加此次象棋盛事，活躍和豐
富華人的業餘文化生活，結
識更多的朋友。報名者請將自己的姓名，電話和電郵地址通知聯
繫人。報名費在比賽之日繳。

比賽時間：2022年11月19日（週六），上午9：00 –下午4
：00

比賽地點：中國人活動中心 129 房間，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報名費： $20 (提供午餐和飲用水等）
報名聯繫人：
Yushan Hu 713-2069238，yushanhu74@yahoo.com；

Yogi Do 832-7403966，yogido7@sbcglobal.net
休斯頓象棋協會簡介

休斯頓象棋協會成立於1998年7月，是美國象棋聯合會和北
美象棋聯合會的創建成員之一，其宗旨是以非盈利的方式促進象
棋在休斯敦以及北美髮展。現任主席是胡玉山，副主席由徐建勳
和謝文川擔任，榮譽主席鄭守賢。協會現有大約40名成員。休
斯頓象棋協會是本地像棋活動普及與提高的主動力, 組織休斯頓
地區象棋比賽，少兒象棋培訓班等等。除了本地的比賽以外，休
斯頓象棋協會也與北美各地的協會有著密切的友誼互訪的關係，

比如紐約，洛杉磯，舊金山等等。此外，休斯頓象棋協會已參加
歷屆北美杯象棋賽事近十年。休斯頓隊曾經得到了多次團隊冠軍
和兩次個人冠軍的好成績， 是北美諸隊中的勁旅。休斯頓象棋
協會還多次主辦北美的象棋邀請賽，是北美象棋界的主要辦賽城
市， 並多次取得個人冠亞軍的優異成績。自2013年以來，休斯
敦象棋協會加強了與中國象棋協會的交流—中國國家象棋隊每兩
年訪問休斯頓一次， 成為休斯頓以及北美象棋活動的一個亮點
。休斯頓的隊員多次代表美國參加國際比賽， 多次取得前六名
的優異成績。

2022第九屆休斯敦“恆豐杯”中國象棋賽即將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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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中大肚、彰化和美兩縣市區域
相鄰，中間相隔1條烏溪，彷彿 「最遙遠的距離
」，多年以來兩區民眾交通往來需耗時2、30分
鐘，期盼 「大肚和美大橋」興建已10多年；台中
市長盧秀燕、彰化縣長王惠美27日下午與相關單
位共同出席動土典禮，盼攜手打造台中、彰化30
分鐘生活圈。

「大肚－和美跨河橋梁新建工程」27日下午
舉行開工動土典禮，現場湧入滿滿人潮，盧秀燕
、王惠美、內政部長徐國勇與多位立委、民代及
相關單位人員皆一同來到現場，共同見證大肚和
美大橋開工。

盧秀燕表示，此項工程為中彰跨域治理推動
重大工程案之一，該橋由大肚端銜接文昌路2段
、彰化和美端銜接省道台61乙線，總長約1690公
尺、主橋長約 1440公尺、寬22公尺，總經費高
達32億元，是她市長任內長度最長、經費最高的
橋，開通後兩縣市往來只要1、2分鐘，不但交通
方便，兩區域也會更興盛。

盧秀燕說，很開心在她擔任市長任內，大肚
和美大橋可以動工，她與王惠美就任時就約定好
要讓這座橋動工；這項工程台中市與彰化縣各負
擔一半，不但經費、工程兩邊都要同意、一起做
，未來也要共同治理，是地方合作成功的典範，
兩人未來也有共同決心，讓捷運綠線延伸到彰化
，開啟第3度合作。

盧秀燕指出，16億工程費對台中市與彰化縣
都是很大的負擔，因此要特別感謝內政部補助台
中市約12億，占總額3／4，同時彰化縣則感謝交
通部補助12億多，因此這也是1座地方和中央合
作成功的典範。

王惠美則表示，大肚和美大橋從她擔任立委
就與其他立委共同努力爭取，爭取10多年終於動
工，從美港公路開始，後續交通部對於台17線、
台61線、國道1號、國道3號等都會做整體性規
劃，不論到海線還是高速公路都很方便；更表示
，交通先行，經濟就來了，讓彰化、台中交情永
續，生活更緊密。

盼逾10年！大肚和美大橋動工
中彰打造30分鐘生活圈

「八家將」前進成大開選修課 5天即額滿
（中央社）高雄市美濃白玉蘿蔔

季活動每年冬季吸引不少遊客參加，
隨著疫情趨緩，美濃農會邀請大家年
底可趁機 「揪團」來趟白玉蘿蔔、好
豆的產地小旅行，農會也特別與雄獅
旅遊合作，並結合公所打造的小規模
花海，希望能在疫後吸引更多觀光客
遊玩美濃。

美濃區農會表示，今年美濃種植
250公頃左右的白玉蘿蔔，除了批發
市場拍賣的一級產業，透過農村媽媽
巧手醃漬的二級加工品，更希望結合
休閒產業的三級觀光，達成六級產業
的目標。

而今年 11 月 19、20 日登場的蘿
蔔好豆季就在最適合栽種白玉蘿蔔的
美濃山下舉辦，場地面積共1.7公頃
，其中1公頃種植白玉蘿蔔讓遊客動
手摘蘿蔔體驗，另0.7公頃由美濃區
公所種植波斯菊花海，遊客可在風景

優美的環境體驗拔蘿蔔樂趣外，還能
欣賞花海之美。

此外，今年的蘿蔔好豆股東會，
美濃農會與雄獅旅遊合作，配合股東
會的開園時間針對北中南的遊客規劃
遊程，除了體驗採收白玉蘿蔔或毛豆
、享受農家招待外，還能在專業導遊
的帶領下遊玩高雄，少了行程規畫的
煩惱，讓出門旅遊更輕鬆愜意。

美濃農會指出，除了 11 月 19、
20 日的主活動，2022 美濃白玉蘿蔔
還有好豆股東會，共有白玉蘿蔔400
股、毛豆160股，計有12場次，每股
700元，蘿蔔約可採收40台斤以上、
毛豆約可採收 20 台斤以上。詳細認
股資訊可搜尋 FB：美濃白玉蘿蔔及
好豆股東會。股東會認購網站：美濃
專賣店 EC，單一報名網站，11／4
（五）早上10點準時開賣，限量560
股，數量有限，賣完即止。

美濃白玉蘿蔔季 首度結合雄獅旅遊搭配花海
（中央社）八家將跳進高等學府！台南市文化局委

託核定為台南無形文化資產、首批登錄傳統表演藝術的
佳里吉和堂家將團，與成功大學開辦 「家將文化探索體
驗課程」2學分選修課，5天即額滿，這學期安排每周2
小時課程，還將安排學生親身參與遶境，學習如何真正
成為 「家將」。

吉和堂團長陳席閔表示，這不僅首開家將團先例，
同時帶給各地陣頭團體一個希望，證明 「跳八家將也可
以進大學教課的」！文化局指出，全台首堂 「教你如何
跳家將」選修課程，吸引學生爭相報名，吉和堂粉絲專
頁也湧入大量旁聽報名的相關詢問，顯見學子對傳統藝
術求知若渴的難得盛況。

吉和堂團長陳席閔表示，感謝文化局願意聚焦在陣
頭團體真正的傳承需求上，也感謝成功大學歷史系系主
任陳文松教授勇敢嘗試與家將團的合作。這學期每周2

小時課程安排，首節於課堂教導同學相關民俗文化知識
，第2節課至戶外分組實作演練，一步步從家將歷史脈
絡、文化、臉譜與流派到實際走腳步、畫臉譜、搖扇等
，真正體驗成為 「家將」。

課程由吉和堂總教練、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登錄的資
深八家將藝師黃震星教練及團長陳席閔擔任主要講師，
將團各將員也化身小組長帶領同學分組實際操練，也邀
請民俗亂彈執行編輯溫宗翰、台南建興武館教練黃名宏
、華語流行音樂男歌手搖滾宮主賴銘偉任客座講師，更
邀請家將領域專家呂江銘為課堂唯一指定顧問。

佳里吉和堂八家將 2009 年經台南市政府核定為臺
南市無形文化資產，是首批登錄傳統表演藝術之家將陣
。文化局表示，期待透過本次課程，讓學生及大眾更了
解台灣民俗文化特色，提升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意識及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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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王小穎】2022年10月26
日，在2022鳳凰衛視高爾夫巡迴賽休斯頓賽前
，美南新聞記者專訪了華裔職業高爾夫球手張
新軍。

記者：高爾夫職業球手非常不容易，你是
小時候有這樣的夢想還是被家長強迫才走上這
條道路的？

張：我從小沒有聽說過高爾夫，也不知道
高爾夫是什麼樣的。 17歲半的時候被安排在高
爾夫球場做保安，然後有一個偶然的機會去練
習場工作，才接觸到高爾夫。當然這和我的家
庭無關，父母也不知道高爾夫球。

記者：你是怎麼把高爾夫當成自己的職業
的呢？

張：開始接觸高爾夫時，沒有時間，沒有
教練，也沒有上場的機會。自己做保安，下班
了在練習場練球，大概練了有一年，也只能在
練習場上打打球，沒有真正在比賽場地打過。
有一次球場員工的比賽，也是我第一次上場參
加比賽，感覺自己發揮的不錯，也為了生存，
就對打高爾夫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之後，練
球的歷程也是非常辛苦的，道路也是很曲折的
，因為那時候球場對我們員工不是那麼支持，
不像現在這樣的員工下了班了，就可以去打球
。嗯，我們那時候是沒有這個福利。

記者：那你怎麼抓住這個機會的呢？
張：有機會打球我就抓住機會不放過，能

上場打球就去打球。這和我從保安轉變為球童
有關，球場上有出場的一些教練，我跟著他們
去，上場幫他們做球童，看看他們怎麼打球。
也是利用這種機會，我的球技也慢慢地鍛煉出
來了。我就是跟一些同事、球童在一起打球，
在練習場上練發球、切桿、推桿，然後進行一
些比賽。也就是這樣子，慢慢把自己的球技提
升起來了。

記者：你覺得這項運動真正讓你能夠興奮
或者讓你上癮的是什麼？你怎樣去理解高爾夫
這項運動？

張：其實一開始接觸高爾夫，我對這個運
動完全沒有想像的那麼多，就是想著自己將來
能打球，當個教練，打好了，最起碼是自己的
一門手藝吧。我當時也是這麼理解的吧，就想
著通過這個手藝我能夠養活自己。嗯，當然打
著打著，還覺得自己有點打球天賦，覺得自己
打的還不錯，然後通過自己努力去打比賽賺錢
，就多次去打比賽。那時才真正認識到高爾夫
球的重要性，我覺得這個運動特別特別能鍛煉
人的意志力。而且，在你困難的時候，在你覺
得自己要放棄的時候，你有堅強的毅力堅持下
來了，你就會有更多的收穫所在。再加上高爾
夫球就是自己跟自己對抗的比賽，也是自己在
場上把自己的情緒調節穩定的狀態。通過自己

的努力贏得這場比賽或者贏得最後的勝利，這
在各個方面都是很鍛煉人的意志力。我以前的
性子也是比較急，也會經常發脾氣，也會生氣
。然而通過各種比賽，來提升了自己的穩定性
。現在我在場上比賽，在各個方面都提高了很
多，包括自己生活上面的一些不好的習慣呀，
很多壞的毛病問題等，都是通過高爾夫這項運
動得到改善的，平時的生活習性或者各個方面
都有所提升吧。比如說打高爾夫球這個環境裡
的人，畢竟在各個方面都稍微要好一些，層次
也高一些，接觸到的人，接觸到的環境也都不
一樣，所以對自己的整個人來說也是一個很好
的提昇機會。

記者：我們知道美國的高爾夫球手技能非
常高，你覺得你們的差距在哪裡？

張：這幾年一直在美國打比賽，我覺得自
己當然跟頂尖級高手還是有一些差距的，但與
大部分的球手相比，我覺得我們都沒有什麼差
距。我覺得跟頂尖級選手的差距主要在於心態
，在場上的情緒控制。更多的是在心態吧，因
為他們在那些大賽場歷練更多後，心態控制的
更好，在關鍵的球或者是關鍵的比賽當中他們
能把握得住，能控制得住自己的心態，能不讓
自己那麼緊張，然後能發揮出更好的水平。我
覺得我個人跟頂尖球手不僅在技能上可能會有
一些差距，但最重要的還是在比賽上面的一些
心態上還是存在差別的。

記者：那你為什麼決定到美國來打高爾夫
？

張：高爾夫美巡賽有三級賽、二級賽、一
級賽。當時我是參加美巡中國賽，也等於美巡
賽的三級賽在中國舉辦，我也是通過這個比賽
，有機會來打美巡賽的二級賽的這個資格。然
後我來到美國，考美巡賽二級賽的資格，通過
考試，進入到了二級賽，然後從二級賽，再上
升到一級賽。在中國國家隊的時候，什麼事情
都會有國家隊的領隊來安排，然後教練又幫我
們安排訓練。來到美國，現在自己出來打職業
賽，什麼事情都是靠自己去管理。最重要就是
在訓練方面，最好自己把時間管理安排好，來
保證自己的訓練，然後迎接每一場的比賽。所
有這些，都是自己來安排，來控制自己每天的
訓練。在生活方面，時間都是自己來控制，都
非常的不容易。

記者：作為一名職業的高爾夫球手，那麼
最後我們想問您，對於現在正在或者是想要去
學習高爾夫的青少年，你有什麼樣的意見給他
們嗎？

張：我覺得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多打比賽吧
，然後在比賽上能發現自己的不足，在平時訓
練當中可以去改進。再一個就是在平時訓練當
中，從小就做心態訓練。在球場上註意處理每

一個球的細節。也要多看比賽，多看這些大牌
球星的這些美巡賽，或者是更高級別的比賽，
看人家是怎麼處理這個球的，怎麼在場上能有
這麼好的一個表現，我覺得這是最關鍵的。然
後再就是刻苦的訓練吧，你再有天分，不刻苦
訓練，沒有達到訓練的要求，也荒廢了這個天
分。

記者：我們始終對你有所期待，希望你能
夠再次站在高爾夫球場上，冠軍永遠屬於你！

張：謝謝謝謝！
隨後筆者要求張新軍在球離球洞較遠處打

打高爾夫球，不出所料，他仰手揮桿，一桿如
洞，真是太精彩了！他說這不算什麼，更遠的
地方也經常會一桿入洞。

隨後讓張新軍為筆者在高爾夫球上簽名並
合影留念。

張新軍簡介
張新軍1987年6月10日出生在陝西省藍田

縣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初中畢業沒考上高中
，進城打工，因身高體壯，適合做保安，在西
安國際高爾夫球俱樂部當保安，後來從高爾夫
球場接觸到高爾夫球，又從保安轉到球童，幫
球手開電瓶車，背背包，撿撿球，慢慢與球桿
結緣，逐步接觸上了這項運動。他說：“那時
練球完全是為了生存。當上球員，或許就能改
變自己的命運。“

運動生涯
2014年3月2日，中國職業高爾夫球錦標賽

海南站在海南博鰲亞洲論壇高爾夫球會結束全
部比賽，張新軍決賽交出 65 桿後，以總成績
272桿(70-67-70-65)，6桿絕對優勢贏得冠軍。

2015年12月，張新軍在“2015平安銀行中
國美巡賽·首都航空·海航地產冠軍賽”決賽輪
打出單輪-4，以-10的總成績位於並列第4位，
最終在獎金榜上位於第3，取得韋伯網巡迴賽的
一張半卡。

2019年11月3日，世錦賽-匯豐冠軍賽收官
， 張 新 軍 在 最 後 一 輪 打 出 72 桿 ， 以 286 桿
（68-73-73-72），低於標準桿2桿，並列位於
38位。

2021 年 9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四屆運
動會高爾夫球男子個人第7名。

2022年5月16日，諾克斯維爾公開賽中，
張新軍在最後5個洞抓到3隻小鳥，打出67桿，
四輪271桿（67-71-66-67），低於標準桿9桿
，並列位於24位。 5月30日，NV5邀請賽，張
新軍仍舊沒有崛起，抓到2隻小鳥，吞下5個柏
忌，打出 74 桿，以 282 桿（67-70-71-74），
低於標準桿2桿，並列位於64位。 6月10日，
BMW慈善配對賽，張新軍在刺刀抓到5隻小鳥
，六號洞，三杆洞沒有上果嶺，下一桿在長草
中擊球也失誤，吞下雙柏忌，打出68桿，低於

標準桿 3 桿，並列位於 49 位。 6 月 12 日，在
BMW慈善職業/業餘配對賽上，打出68桿，排
名下滑到並列16位，三輪202桿（68-66-68）
，低於標準桿12桿。

2022年6月13日，光輝國際巡迴賽中，張
新軍排名第37位。 6月27日，緬因公開賽，張
新軍獲得本賽季第二個前15名。雖然這一輪有
些起伏，他卻漂亮收官，17號洞射下老鷹，18
號 洞 抓 到 小 鳥 ， 打 出 70 桿 ， 四 輪 276 桿
（67-70-69-70），低於標準桿8桿，並列位於
15位。 7月，在星座賽上，張新軍以四輪281桿
（68-70-74-69），排名第33位。 8月8日，猶
他錦標賽，張新軍以四輪271桿（65-69-67-70
），低於標準桿13桿，並列位於30位。 8月14
日，光輝國際巡迴賽常規賽收官站——頂峰銀
行錦標賽在印第安納溪俱樂部結束了第三輪的
爭奪，張新軍5隻小鳥1個柏忌，打出67桿，以
206桿（69-70-67），低於標準桿7桿，並列位
於22位。 8月15日，在印第安納溪俱樂部，張
新軍最後一輪打出68桿。他開局四個洞打出低
於標準桿5桿，包括3隻小鳥1頭老鷹，但是最
後 6 個洞吞下 3 個柏忌，四輪成績為 274 桿
（69-70-67-68），低於標準桿 10 桿，獲得併
列16名。張新軍的積分排名從83位上升到71位
，取得了3 站總決賽資格，有機會爭奪另外25
張美巡賽參賽卡。至少他確保了下個賽季的光
輝巡迴賽全卡資格。

所獲榮譽
2008年聯通世界風職業業餘配對賽 冠軍
2008大佛杯職業球員錦標賽 第三名
2008中國職業巡迴賽成都麓山站、天津站

第四名
2008中國高爾夫業餘公開賽第十名
2008世界業餘高爾夫隊際錦標賽(澳大利亞)

(隊際賽38名）
2011匯豐冠軍賽 第十三名
2014 年 3 月 2 日 中國職業高爾夫球錦標賽

海南站冠軍
2021年9月24日，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第

十四屆運動會高爾夫球男子團體冠軍。
職業排名
2011年12月5日中高爾夫協會男子職業排

名第2名。
2022年6月，世界排名第920位
2022年7月，世界排名第957位
2022年7月19日，世界排名第983位
2022年7月26日，世界排名第1003位
2022年8月1日，世界排名第1017位
北京時間2022年8月23日，世界排名第957

位
2022年10月，世界排名第1007位

2022鳳凰衛視高爾夫巡迴賽休斯頓賽
前專訪華裔職業高爾夫球手張新軍

香港維港泳約香港維港泳約15001500名泳手暢遊維港名泳手暢遊維港
香港體壇盛事香港體壇盛事““新世界維港泳新世界維港泳20222022””於維多利亞港舉行於維多利亞港舉行，，賽事分賽事分

為為““競賽組競賽組””和和““優悠組優悠組”，”，約約15001500名泳手參加名泳手參加。。泳手由灣仔金紫荊泳手由灣仔金紫荊
廣場公眾碼頭出發廣場公眾碼頭出發，，以尖沙咀星光大道為終點以尖沙咀星光大道為終點，，全程約全程約11公裏公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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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在南非布裏德河口附近在南非布裏德河口附近，，南露脊鯨露出水面南露脊鯨露出水面。。南露脊鯨南露脊鯨
是南非海洋中的是南非海洋中的““明星明星””海洋生物海洋生物，，性格溫順性格溫順，，與人類友好共處與人類友好共處。。

海口國際免稅城即將投入運營海口國際免稅城即將投入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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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10月27日（星期四）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凌晨曦

馬龍認為，奧運會那種引人關注的魅力讓他無法抗拒，“奧運會是運
動員一生最大的夢想，不管你了不了解這個運動，看到有人代表你

的國家去比賽，你都會去看，去加油、關注這個運動項目。奧運會讓更
多人的認識我，自己拿到冠軍讓更多人喜歡上我，讓很多人喜歡上了乒
乓球，都是通過奧運會。奧運會對於乒乓球運動而言，是最大的舞
台。”

回首倫敦、里約、東京奧運會，馬龍認為自己的心態有很大的不
同。倫敦奧運會一圓奧運冠軍夢，他胸懷激盪；里約奧運會實現大滿貫
偉業，他得償所願；東京奧運會上成功衛冕奧運男單冠軍的成績則讓積
勞成疾、飽受傷病困擾的馬龍不負自己與球迷的期望。

2022年10月，馬龍以隊長身份帶領中國男乒在成都世錦賽上實現男
團10連冠，第22次斬獲斯韋思林盃。第8次出戰世乒賽團體賽，馬龍7
戰7勝，依舊是中國隊的“定海神針”，因此外界對於未來他在2024年
巴黎奧運會的表現也是飽含期待。

然而，在展望2024年巴黎奧運會時，馬龍坦言：“我現在不確定大
家是否會在巴黎奧運會上看到我”。不過他表示，還沒有到說退役的那
一天，自己就會一直堅持奧運之路，“即使說很艱難，或者說你自己也
不確定到底是否能夠走到。但是只要在隊內一天，就要認真負責，對得
起乒乓球、對得起國家、對得起自己。”

屬於乒乓不在意個人榮譽
最後，這位剛滿34歲的“老將”分享了自己對乒乓球的熱愛。“我

覺得我真的屬於乒乓球。”馬龍說，“事實上，我並不太在意個人榮
譽，而是更關注如何提高技戰術，以及保持健康。至於什麼頭銜和紀
錄，那是別人談論的，我更關注如何提高自己，保持最佳狀態。”

◆中新網

國際奧委會網站日前發布了對中國乒乓球隊隊長馬龍的

專訪。過去的10年中，5枚奧運金牌，13次奪得世錦賽冠

軍、金滿貫的成績讓馬龍始終處於世界頂尖選手行列，成為

當代中國乒乓球的名片之一。然而展望2024年巴黎奧運，

馬龍的語氣卻有點不確定，只表示不到退役，不說放棄。

WTT世界盃決賽 杜凱琹鬥迪亞茲爭入8強

香港女子板球隊出戰“東亞盃”

國足U20亞洲盃與日本沙特同組
據亞洲足協官網消息，2023年

U20亞洲盃抽籤分組結果出爐，中
國隊與日本、沙特阿拉伯、吉爾吉
斯斯坦同組。此次賽程將16隊分成
四組，每組前兩名出線。具體分組
情況為A組烏茲別克斯坦、印尼、
伊拉克、敘利亞；B組卡塔爾、澳
洲、越南、伊朗；C組韓國、塔吉
克斯坦、約旦、阿曼；D組沙特、
日本、中國、吉爾吉斯斯坦。本次
賽事將於2023年3月1日至18日在
烏茲別克斯坦舉行，賽事前4名將
晉級2023年印尼U20世界盃。

◆中新網

陳清晨/賈一凡法國羽賽輕鬆過關
法國羽毛球公開賽26日繼續

上演首輪32強賽事，其中國羽女雙
1號種子陳清晨/賈一凡，以直落兩
局淘汰保加利亞組合Stefani Stoe-
va/Gabriela Stoeva，次圈將面對泰
國的Supissara Paewsampran/Putti-
ta Supajirakul。男單方面，石宇奇
令人意外地以0：2不敵泰國的Sit-
thikom Thammasin，至於港隊代表
伍家朗，則於較早時候以局數2：0
淘汰國家隊球手趙俊鵬，晉級16
強。 ◆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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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冠軍林莉 希望把女排精神帶進校園
剛剛宣布退役從教的里約奧運會女排冠軍林

莉，26日表示希望能把女排精神帶進校園。
自去年夏天結束在中國女排的訓練任務之後，

林莉告訴記者這段時間自己一方面充實自己、完成
在北京體育大學的學業，一方面也放鬆放鬆。“做
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兒，或者嘗試玩一些沒有玩過
的，還有就是陪伴家人。因為以前大部分時間都在
訓練比賽。”

林莉已經入職福建工程學院，開始了自己的教
師生涯。她在談到未來發展時說：“從運動員轉變
身份變成教師，感覺還是很奇妙的。我可以在新的
領域繼續從事自己熱愛的排球事業，傳播體育文
化。我希望能把女排精神帶進校園，也很感謝學校
能給我這樣一個平台，也感謝省體育局的支持。跨
出原來的舒適圈，自己也要去盡快適應，需要學習
的地方還有很多。”

出生於1992年的林莉是來自福建的排球名

將。在里約奧運會周期，她是中國女排在自由人位
置上的主力球員，為球隊奪得2015年世界盃冠軍
和2016年奧運會冠軍立下汗馬功勞。在東京奧運
會周期，林莉也是國家隊的常客，雖然最終遺憾地
與東京奧運會擦肩而過，但也一直隨隊備戰到隊伍
出發前的最後時刻。

林莉24日晚在自己的微博賬號上說：“總是
要說再見的，我的排球運動員生涯畫上句號了。”
她表示，這一路自己要感謝的人很多，包括一直鼓
勵和關心自己的家人、朋友、領導，還有培養過自
己的教練們和一直支持自己的球迷們。

林莉告訴記者，她在職業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
比賽是里約奧運會8強中國隊和巴西隊的大戰，而
最開心的時刻則是最後登上冠軍領獎台的時刻。在
那屆奧運會上，林莉當選為最佳自由人。

林莉說，未來她會在新的崗位上繼續努力，迎
接新的挑戰。 ◆新華社

長 話 短 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港女子板
球隊於26日出發到日本大阪參與“東亞盃”，
賽事受到疫情影響，在2019年後首度復辦，不
過今次國家隊及韓國皆沒有出賽。

港隊主帥Chris Pickett 在接受訪問時表
示：“我很高興球隊能夠重回國際賽場上，球
隊因疫情在過去3年很少機會可以出外比賽，
雖然今次只是與日本交手，但仍是一個絕佳的
學習機會，因為日本也是在亞運會的對手之
一。”

隊長陳嘉瑩表示今次14人大軍名單以舊帶
新，除了一眾經驗豐富的球員外，還有提拔了
青年軍球員Georgina Bradley，年僅 16歲的
Georgina在青年隊訓練出色，並在本地聯賽中
有亮眼表現，因此獲得本此入選機會。

Chris Pickett談及新兵Georgina Bradley時
表示：“恭喜Georgina Bradley於青年軍提升
至一隊，相信今趟她能夠吸收更多經驗，而
令她有更快的成長。今次是她的首度入選，
我相信她日後會有更多入選機會。”◆◆港隊港隊2626日出發並已到達日本日出發並已到達日本。。 香港板球圖片香港板球圖片

◆◆林莉希望能把林莉希望能把
女排精神帶進校女排精神帶進校
園園。。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2022年
新鄉WTT世界盃決賽於27日展開，WTT
世界乒聯26日亦公布首日賽程，其中杜凱
琹將出戰迪亞茲。

根據賽程，港隊唯一代表杜凱琹，將於
下午2時女單比賽對戰波多黎各新星迪亞茲，
爭取晉級8強資格。同日女單賽事，國家隊王
曼昱對陣韓瑩，孫穎莎迎戰米特蘭姆，陳夢
對戰袁嘉楠。男單方面，林高遠對陣德國老

將波爾，馬龍對決約奇克，王楚欽則迎戰邱
黨。

另外據中新網引述國際乒聯官網消息，
2022年亞洲盃報名情況有更新，國乒男隊改
由林高遠和王楚欽出戰。此前男隊陣容為梁
靖崑和王楚欽，但由於梁靖崑在與隊友林高
遠的比賽後做出不得體慶祝動作，乒協26日
已取消梁靖崑2022年度後續國際、國內比賽
資格。

◆馬龍在倫敦奧運會一圓奧運冠
軍夢。 美聯社

◆馬龍在里約奧運會實現大滿貫偉
業。 新華社

◆馬龍在東京奧運會不負自己與
球迷的期望。 香港中通社

◆馬龍表示
不確定是否會在
巴黎奧運會上看
到自己。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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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2022年00后大学毕业生、留学海归初入职场该咋办？

Q1

2022 年应届毕业生规模达到 1076 万

人，再创新高。不过，每年都在喊“毕

业生、海归就业困难”，您觉得 2022 年

更特殊吗？

每年毕业季都会喊，年年都会有困难

。这个困难通常是指需求和供给两方面

的矛盾。需求是社会提供的岗位，供给

是大学生的数量和质量，中间还会有一

个匹配的问题。

早些年，更多的矛盾是在供给方质量

。比如，如何提升本科教育的技能性、

应用性，以更好地应对企业的用工需求

，如何解决大学生眼高手低、预期管理

等问题。

而今年，可能是在需求方。由于经济

大环境的持续走低，前半年的 GDP 增速

只有 2.5%，很多企业的经营遭遇到挑战

，很多大厂纷纷裁员。这些最终都会体

现为供给方减少，供给方的岗位数量减

少，而需求方，大学毕业生数量又创新

高。所以，给大家带来的感受是，工作

机会变少，甚至实习机会都没有。

几位在北京知名高校做教授的朋友，

谈到今年毕业班六七成学生就业困难，

很多毕业生不得不继续读研，延迟就业

。

Q2

2022 年留学海归就业形势如何？

关于海归，我曾看到教育部的官方数

据 ： 2016 年 至 2019 年 ， 我 国 出 国 人 数

251.8 万，回国 201.3 万，学成回国占比接

近八成（79.9%）。

这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增速较高，疫

情管控的有效性较好，留学生更愿意回

国发展，也加大了国内就业市场的竞争

压力。

由于家庭留学成本支出高企，对就业

期待会更高，留学海归会更集中在北上

广深一线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与国内毕

业生就业意向高度重合。

从政策角度来看，今年上海和北京都

给予全球最优秀大学毕业生更好的落户

政策，但覆盖人群数量有限。从企业的

角度来看，今年岗位供给减少，也并不

会针对留学生有更特殊的招聘需求，因

此海归回国就业压力增大。

Q3

2022 年 是 “00 后 ” 的 求 职 元 年 ，

“00 后”毕业生首次进入职场。北森人

才 管 理 研 究 院 把 这 一 代 毕 业 生 描 述 为

“儒系独立，专注务实，多元兼容，蓄

力生长”，您认可这个“00 后”画像吗

？您如何概括“00 后”毕业生的优势和

不足？

我们每个人，都会被这个时代贴上一

个“XX 后”的标签，把我们归入某一类

群体来概括我们的“时代特性”，有人

唱衰有人唱兴。我始终坚信，时代既然

造就了我们，就会赋予我们影响和改变

这个时代的力量。

我接触过一些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从

微观上讲，他们有各自的优势、劣势，

这些都是家庭和成长环境带来的。从共

性角度分析，这一代年轻人见多识广、

见怪不怪。

他们是被互联网“喂养”大的，见的

多，极少的事情会让他们惊奇、惊讶、

冲破认知。同时，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

、思想观念、价值追求也可以通过网络

“唾手可得”，所以他们都明白、理解

也能接受。

不过，信息“唾手可得”的背后，有

时难免被碎片化的观点所左右。我们还

是要建立对信息收集、整理、分析、判

断的能力，也就是建立自己的系统化学

习框架，以面对更大的挑战。

Q4

您曾做过大公司的培训总监，能否谈

一 谈 企 业 招 聘 人 才 的 程 序 ？ “ 招 ” 与

“不招”企业到底看什么？

企业招聘通常分成“校

招 ” 和 “ 社 招 ” 。 针 对

“校招”，每年都会启动

大型的招聘项目，用一个

相对长的周期来完成。比

如说高校的宣讲、现场的

面试筛选、后续的面试等

等。

同时，也会针对不同的

岗位，设计不同的面试内

容和流程。比如，产品技

术岗位考查的是专业知识

技能，营销运营岗位看基

础方法论等。

总之，校招更看重的还是

候选人的潜力和素质，未

来公司会花时间和精力进

行培养，为公司长期发展

蓄力。同时，公司也需要

借助校招来进行“雇主品

牌”的宣传，在高校不断

强化企业的形象，为不断

吸纳优秀人才做好口碑。

既然看潜力，企业看的

就是候选人的“未来”。

在我们对能力的定义中，

常见的是“冰山理论”，

也就是说，冰山上面的是可见的“技能

和行为”，冰山下面的是不可见的“价

值观和素质”，而下面的部分更大更坚

固，对上面的部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企业对校招生的期待是“未来更快速

地成长为中流砥柱”，所以往往看重是

否认同企业的价值观，是否具备极强的

学习能力、行动能力、沟通协调及团队

配合能力，是否保有关注外部世界的意

识，比如，客户导向、市场敏感度等。

这其实可以归为四类：目标认同、信

息整合、行动执行和资源获取。这其实

是任何阶段的职场人都需要具备的核心

能力。

Q5

您看重的职业规划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职业规划”的本质应该是一

种“思维框架”。而且，这个框架从中

小 学 阶 段 就 可 以 逐 步 学 习 ， 其 核 心 是

“独立思考”的能力。

职业规划的过程是，目标确立—搜集

信息—整合分析—需找资源—解决问题

。这其实是一个探索的过程，通过不断

的挖掘，让自己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自

主地做出判断和选择。

我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4 年前在高

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曾经问过我，应该选

择什么样的方向。今年我主动问她，下

一步怎么规划。她说，因为找不到工作

，所以继续读研究生。我问她，读完研

究生之后呢？她说不知道，3 年之后再说

吧，学历高总比学历低要好。我想这可

能是大部分毕业生的心态。走着看、被

选择难道是毕业生唯一能做的吗？

而我的一位高校教授朋友班里的一个

学生，除了完成课业要求之外，一直关

注企业对他所学专业领域的应用。他利

用业余时间做了大量的研究，并通过学

校与华为的联合实践项目，锻炼自己的

逻辑分析能力、表达能力。这个学生的

才华很快得到华为的认可和入职通知。

一个人只有具备独特的能力，区别于

其他人的特质，才会被发现，才有机会

被发现。而这种独特的能力，一定来源

于你独立的思考和对目标的追求。

Q6

您对年轻一代的求职者有哪些建议？

我认为大学阶段的教育，不仅要有接

轨社会和市场的技能型培养，更要有对

学生独立思想、人格的塑造。而后者更

为重要，因为那是每个人一生汲取营养

的来源。

在一些中小学的课程当中，也出现了

“任务式”的教学模式，大家分组，完

成不同的课题，最后一起来做汇报演示

。这种方式，在我看来是一种通向“独

立”的路径，定好目标，把空间还给学

生，对各种可能性抱持宽容和接纳的态

度。

我曾经问一个今年拿到美国某大学

offer 的女生，专业、大学哪个更重要？她

毫不犹豫地回答：专业！因为热爱是让

你坚持的理由。从她坚定的眼神中，我

能感受到热情带给她的力量。

当然，从经济学的供需关系角度讲，

我们要去看需求、看市场，但是再小的

市场，也能培育出“独角兽”企业，也

能有“小而美”的领域。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人生最大的幸福

，也不过就是和喜欢的人，一起做热爱

的事。

如果能更早地找到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不断探索和追求，相信在大学毕业的时

间节点，每个毕业生会更从容，更平静。

职业规划现在已经是个“技术活”，

还有专门的从业者总结出各种经验和工

具来教毕业生做好这件事。这些都是很

好的尝试，帮助毕业生更好、更快地走

入职场。

但我更期待，每个毕业生都能主动掌

握自己的命运，形成自我思维的框架，

逐步明确心中的目标，并为之努力和奋

斗。

2022年7月国内应届大学毕业生规模达到1076万人，00后国内毕业生、留学海归将首次进入职场。年轻一代的求职者该如何应对当前的就业形势？中

国教育在线国际教育频道策划专访曾任百度、58同城高管的培训专家王艳，请她为找工作的毕业生指点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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