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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美 現 代 汽 車 再 次 成 為
Brand Keys顧客忠誠度領導者名單
中排名最高的汽車品牌。同時，
根據 Brand Keys 的品牌忠誠度領
導者調查，現代汽車今年在所有
品牌中的排名也位列前二十名 (現
代汽車自從2017年以來就一直維
持排名前二十名的成績)。現代汽
車是唯一一家在2022年打進前二
十名的汽車品牌。

北美現代汽車首席行銷官
Angela Zepeda 表示： 「顧客忠誠
度是現代汽車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我們很榮幸能夠成為唯一一家
打進前二十名的汽車品牌。維持
顧客對品牌的忠誠度是很困難的
，但是現代一直不斷致力於在我
們顧客的人生中每一個階段提供
最好的服務與支持。」

Brand Keys 創 始 人 兼 總 裁
Robert Passikoff 則 表 示 ： 「2022
年的品牌忠誠度領導者名單證明
，具有高忠誠度的品牌可以從新
冠疫情和蕭條經濟中脫穎而出，
比之前更加壯大。將忠誠度、參
與度，和消費者期望作為優先目
標的品牌不僅在忠誠度領導者名
單上名列前茅，更重要的是，消
費者在購物時都會先想到這些品
牌。」

2022 年的 Brand Keys 品牌忠
誠度領導者分析於2022年八月進
行，查訪了年齡在 16 到 65 歲的
68125名消費者。受訪者自行選擇
了他們參與的產品類別和品牌。
這份調查百分之百是以消費者為
導向，衡量每個消費者決策背後
的情感和理性理由。

請 至 https://brandkeys.com/
wp-content/uploads/2020/11/
2022-Loyalty-Lead-
ers-Top-100-List.pdf 查看完整的
2022年品牌忠誠度領導者名單。

此外，現代汽車已連續13年
在 Brand Keys 的顧客忠誠度參與
指 數 (Customer Loyalty Engage-
ment Index)中獲得汽車業界第一
品牌的殊榮，同時也是忠誠度名
人堂(Loyalty Hall of Fame)中的成
員。

現代汽車榮獲Brand Keys品牌忠誠度排名最高的汽車品牌

(本報休斯頓報導) 您可知道，想要買房的
人，如果不具美國身分、或是沒有信用分數，
其實還是可以貸款的，可用新一代不查收入貸
款，買下你期待已久的房，不查收入，也不問
工作證明。

萬里貸款負責人朱瑞薇女士表示，如果您
是持中国護照+美簽者、美国公民、綠卡/工卡
持有人、第一次購房者、退休人士、學生滿21
歲、以公司名義買房者等等，均可使用不查收
入貸款，不用遲疑。

朱瑞薇說明，如果你手上有大型房地產開
發項目、購置、裝修、建造等，需要貸款、融
資、私募Ángel天使基金，都歡迎找萬里貸款朱
瑞薇，最高額800 million 美金。

舉 凡 F1 Visa
留 學 生 貸 款 買 房
，別家貸款銀行做
黃了的貸款、做不
成的，裝修師傅專
用 貸 款 、 建 築 師
builder 專用貸款等
，朱瑞薇都有辦法
貸成，讓你過戶！
最低自備款 15%的
總花費額 total cost
( 總 花 費 額 = 購 房
價+裝修費)。

因為疫情或是
其他種種原因，不

少華裔民眾想貸款卻沒有辦法提供收入證明，
這時候，不查收入貸款是他們買房子最好的方
式，萬里貸款公司提供真正的不查收入貸款，
正好能夠幫助這些民眾一償所願。

不僅美國公民、綠卡、工卡持有者可以貸
款，持有美國以外國家護照者，也可以貸款，
不查收入，不問工作，讓您圓滿美國置產夢！
中國護照、加拿大護照等均可，不需美簽，不
需要信用分數，只需要有美國的銀行帳戶，可
以在自己國家簽字過戶。

許多華裔朋友移民到美國之後，希望貸款
買房子，可是一般銀行所採取的是 「查收入貸
款」（Full Documentation Loan），審核時間較
長，手續也複雜，同時要出示許多證明文件，

例如工資單、收入報稅
表、銀行存款證明等等
，很多人拿不出來文件
，令想要貸款的人很傷
腦筋。
而 「不 查 收 入 貸 款 」
（No Documentation
Loan）能夠解決這些困
擾，不一定需要提供這
些文件，相對而言簡單
方便得多。
新一代不查收入貸款特
色有 「三不」 ：
第一：不查收入。第二
：不問工作。第三：不
追查首付資金來源!
不查收入貸款分為兩大

類：
1、 買自住房，最低首付 25%。要提供工作證
明，但不看收入 。
2、 買投資房，不需要已有自住房了。可以是
第一次購房者，最低首付 20%，不需要工作證
明，不看收入。放25%首付。
怎樣是真正的不查收入貸款
朱瑞薇說明，當你的貸款銀行說不查收入，但
又跟你要24 個月銀行流水、或是要工作證明，
這種貸款銀行不是不查收入貸款。做真正不查
收入貸款是不看報稅、不要W2、不要工作證明
，只看一個月銀行流水。最低首付 20%，持外
國護照者則是30%首付。

由專家處理就是不一樣
有貸款經驗的民眾會了解，有專家處理和

沒有專家處理，貸款利率差別甚大，不少已經
貸款成功的家庭，對朱瑞薇的服務都非常滿意
，並感謝在她的協助之下，節省了這麼多錢。

朱瑞薇從2006年開始做貸款，專精 H1B、
L1、L2、E1、E2的簽證的貸款、及建築貸款，
而且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外國護照也可以貸
款。如果有房貸已付清，想要重新貸款拿現金
的，她都可以提供最有效率的服務。
推出多種貸款

目前房屋市場降價拋售，如果低價買進、
裝修，再持有做長期出租房、或出手速賣，都
是很不錯的方式，歡迎地主們洽詢，讓萬里貸
款為你做建築貸款蓋房子。萬里貸款新推出: 裝
修師傅貸款、過橋短期貸款、商業樓貸款、大
型公寓貸款、建築貸款、大麻工業建築物貸款
。最少首付10%LTC，快速放款，沒身份也可以
做。信用分數只要550 以上，不查報稅收入。
朱瑞薇擁有17年住宅及商業的貸款經驗，專精
大型公寓貸款，可做全美50州，她的個性非常
熱心，熟按貸款作業流程，知道如何為客戶規
劃出最好的方案，專業又周到，專門服務僑社
及海外華裔朋友。如果讀者有需要貸款的，歡
迎聯繫。

歡迎致電諮詢，電話是 915-621-8435、
915-691-9072。Email郵箱: rei@milesfunding.net
。微信号Nodocloan888

買房做貸款不查收入 全美多州可做
朱瑞薇經驗豐富服務好 新推出多種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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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十一月十九日
， 正值休斯頓初冬
，而中國人活動中
心內卻是人來人往
，熱鬧非凡。休斯
頓象棋協會主辦的
第九屆恆豐杯休斯
頓中國象棋公開賽
在這裡隆重舉行。
經過五輪激烈的積
分循環賽，從早到
晚激戰到下午 6 點
才落下帷幕。曾獲
北美冠軍的國際特
級大師胡玉山不負
眾望，以四勝一負
的優異成績榮獲了
本屆大賽成年組冠
軍，並摘取了$300美元獎金。這是他第八次衛冕休斯頓中國象棋
大賽的冠軍。越南新秀Hien Nguyen僅以對手分半分之差屈居亞
軍。第三至第六名分別是： Minh Nguyen (越南)，Ben Ta (越南)
，Logan Le (越南)，Hien Truong (越南)。

本屆比賽首次設立少兒組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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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用六位在休斯頓的華裔少兒參賽，經過五輪的大循
環賽制，胡玉山兒子等Joseph Hu，Andrew Wu，Belle Tian分獲
前三名。這次小胡、老胡父子同獲冠軍，也是胡大師精心培育兒
童象棋的碩果。這次比賽來自中國的棋手數量明顯增加，一共有
八名，好幾位是第一次參賽。

比賽用時為每方30分鐘，每步棋加10秒。比賽異常激烈，
進行到第四輪之後
，冠軍歸屬尚未明
了。 Ben Ta 和 Lo-
gan Le 分別以三勝
一和的戰績同積3.5
分領跑，胡玉山、
Yogi Do、 Hien
Nguyen、 Minh
Nguyen 均積 3 分作
為第二梯隊，緊隨
其後。冠軍將在他
們六個產生。編排
下來，Ben 對 Hien
，Logan 對 Minh,胡
玉山對 Yogi。由於
Ben和Logan的對手
分均較高，在最後
一輪只要立於不敗
之地，冠軍便非他
們莫屬。可是比賽

實在是充滿了戲劇性。 Ben對Hien的棋開局便落下風，被Hien
猛烈攻殺拉下馬來，使Ben奪冠成為泡影。 Logan對Minh一局
，本來已下到車馬兵單缺像對車炮士象全的和局。此局一和，
Logan便鎖定冠軍。不料Minh死纏硬磨，在已進入殘局自然限招
的情況下，先謀一士，再謀一兵，最後在Logan時間緊張的壓力
下，再抽一車，硬把和棋下成了贏棋。第三盤棋胡玉山對Yogi
執先穩紮穩打，憑藉Yogi開局的一個軟手，控制了局面，中局
得子得勢，迫敵簽下城下之盟。這樣一來，最後一輪戰後，胡玉
山、Hien和Minh均積4分，胡以微弱的對手分優勢奪走了冠軍
的獎杯。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來自 Lafayette, Louisiana的白人棋手
Martin Cooperson，專程開車
四個小時來參加他的第一個
像棋比賽。

本屆恆豐杯象棋賽得到恆豐銀行的讚助支持和休斯頓象棋協
會副主席徐建勳的協同贊助。象棋愛好者Dave Nguyen和房地產
經紀人劉鉑也為比賽提供贊助。恆豐銀行公關部副總裁周明潔，
象棋協會主席胡玉山，副主席徐建勳，出席了閉幕式， 並為獲
獎棋手頒獎。周明潔代表恆豐銀行對比賽的成功表示祝賀，對象
棋協會推廣中國傳統文化工作表示肯定，重申了恆豐銀行對象棋
社團活動大力支持的態度，並祝愿恆豐杯象棋賽越辦越好。中國
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方一川特地來比賽現場，並與讚助人之一徐建
勳律師合影。本次比賽由休斯頓象棋協會主辦。

2022第九屆恆豐杯休斯頓中國象棋賽圓滿結束

成人組優勝者合影成人組優勝者合影

少兒組優勝者合影少兒組優勝者合影 賽場賽場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方一川特地來比賽現場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方一川特地來比賽現場，，並與讚助人之一徐建勳並與讚助人之一徐建勳
律師合影律師合影

 






















（中央社）農業缺工問題一直存
在，高雄市政府農業局開發手機網路
平台工具：好農無限+ 「農務即時人
力需求媒合平台」，替農場找工導入
智慧科技應用，解決臨時人力匱乏現
象，至今已累計逾 8500 名學生與農
民加入平台，不少農民表示，有科技
協助農務更有效率、更輕鬆。

人手一機為現代生活帶來許多便
利，好農無限+ 「農務即時人力需求
媒合平台」網站從 2020 年起新增代
耕業者刊登及搜尋使用介面，隔年開
始推廣高雄蔬菜代耕團服務，並於今
年度招募蔬菜機械種植示範合作農場
，透過實際推廣機械化種植作法，讓

農民親自驗證相較傳統手工種植，高
效省工模式也能種出一樣生長勢佳的
健康作物。

目前正是小番茄採收期，位於高
市美濃區的又生農場主張莉珍說，運
用好農無限+平台徵工，僅需 2 至 3
小時就能收到應徵資訊，很快就找到
臨時工協助番茄採收。

位於大樹區的綠創頂級芭樂青農
陳家瑋表示，出貨忙碌時需要找工協
助芭樂出貨包裝，使用好農無限+平
台徵工很快就找到工人，確實省去了
不少時間。

高雄蔬菜機械種植示範合作農場
主之一的阿蓮區黃小姐說，今年參加

蔬菜機械種植合作農場，發現原本耗
時2天的手工移植菜苗時間，使用移
植機可在半天完成，7至10天後蔬菜
成長情況也非常健康漂亮。

燕巢棗園農場主胡先生自平台推
出後，一直是忠實愛用者，認為年輕
視力佳體力好的打工大學生，能夠更
精細汰除小果及爬梯，甚至成為他蔬
果的主力支援。

旗山檸檬園主莊先生則用企業化
管理模式運用人力，遇有大量出貨先
計畫好工作排程再徵工，隔日即能上
工，速度效能大大提升。

高市府開發媒合平台
結合科技提升農務效率

中山大學水中救生課 8生獲國家救生員證
（中央社）屏東瑪家鄉舊排灣素有

千年古城之稱，每到假日便湧進大批遊
客，最高峰曾1天達2、300人，也因而
衍生白牌車亂象，為此，縣府輔導部落
成立南嶽山城合作社並取得 「幸福巴士
2.0」資格成為屏專五線接駁專車，兼顧
民行與觀光。

舊排灣（Kapayuwanan）部落位於海
拔800多公尺，擁有12棟完整的石板屋
，曾榮獲2019年亞太旅行協會文化與遺
產類金質獎，除吸引遊客外，也深受不
少登山者喜愛，為此，瑪家鄉公所特別
申請 「屏專五道路」發展部落觀光，但
卻也衍生白牌車亂象等問題。

南嶽山城合作社理事主席朱正光指
出，每到假日就會有很多人要到舊排灣
玩，曾經有過1天湧入2、300人，疫情
趨緩後登山的人也愈來愈多，而遊客除
自駕外，約有 1 成的人會搭白牌車，雖
然人數不多，但危險還是在，因為屏專
五道路是山路，不熟悉路況的很容易出

車禍。
朱正光不諱言道，白牌車是不合法

的，只要一出事，部落就不用玩了，所
以勢必要往合法化發展，去年在縣府的
輔導下，成功以合作社名義成立市區汽
車客運業，並爭取到政府 330 萬補助，
成為全屏第2台由NGO團體經營的幸福
巴士2.0，專跑屏專五道路接駁。

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所長李瑞銘
表示， 「水門轉運站－舊排灣接駁線」
從水門轉運站出發，行經原住民文化園
區、禮納里穀倉、舊瑪家活動中心，終
點站為舊排灣，每天8班次，當中有2班
次採預約，兼具民行與觀光需求。

李瑞銘說，該條路線是以瑪家在地
團隊服務屏專五道路的接駁線，待屏專
五道路15K後道路修復完成，以及新購
車輛投入營運後，將再調整班次及行駛
路線至舊排灣，歡迎民眾踴躍搭乘使用
。

遏止白牌車亂象 瑪家鄉幸福巴士通車
（中央社）國立中山大學水中救生課程今年課

程結訓，共有8名學生通過教育部體育署救生員檢
定考試，成為具有執照的國家級合格救生員。該檢
定考重視體力及決策判斷力，可為救生領域投入新
血，校方也藉此大幅提升水域活動安全能量。

中山水中救生課程採54小時、2學分設計，除
基本救命術及海浪救生訓練，每堂課必須要在西子
灣海域完成至少1600公尺的救生4式，以及救生概
念、水中自救及救溺所需的救生游法、接近法、防
衛法、解脫法、起岸法。

體育署檢定除學科考試外，尚需通過200公尺
救生4式、3分鐘踩水、20公尺潛泳、25公尺拖帶
假人、模擬救溺、拋繩救援、長背板救援、心肺復
甦術（含體外自動心臟電擊去顫器操作）及異物哽
塞救援等術科測驗。

中山大學西灣學院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副教授

羅凱暘表示，考試過程中不但要求時限內完成且動
作需標準，許多救援工作的程序更是絲毫不能錯誤
，這些限制加深了檢定的難度。

此外，檢定密集進行，過程中需要體力、精神
力與專注力，才能順利通過一連串的測驗。救生員
的培訓強調的是領導力與決策力，在危急的時候方
能做出正確判斷，執行最佳救援。

新晉救生員陳奎宏表示，希望將來能利用所學
，在安全的情況下施以援助，傳遞所學知識給認識
的人，對大自然保持敬畏之心，也對救援團隊心存
感恩。

中山大學水中救生課程提供攻頂聯盟夥伴高雄
醫學大學學生選修，2校學生無須額外付費，另開
放中山大學推廣教育課程學分班民眾隨班附讀，水
中救生課程學員取得結訓證書後，通過教育部體育
署檢定即可獲得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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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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圖片

【美南新聞泉深】參加北京示威活動的人告訴路透社，中國
當局已開始調查周末聚集抗議 COVID-19 限制措施的一些人，
北京街道上仍有大量警察。

兩名抗議者告訴路透社，自稱是北京警察的來電者要求他們
周二到警察局報到，並書面說明他們周日晚上的活動。一名學生
還說，他們的大學要求他們提供是否去過發生抗議活動的地區，
並提供書面記錄。

另一位目睹了北京抗議活動且不願透露姓名的人說：“我們
都在拼命刪除我們的聊天記錄。”該人士說，警方詢問他們是如
何得知抗議活動的，以及他們去前的動機是什麽。

目前尚不清楚當局如何確定他們想要詢問參與抗議活動的人
，也不清楚當局打算詢問多少這樣的人。

北京市公安局沒有回應置評請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
權利和自由必須在法律框架內行使。

大流行叁年後，人們對嚴格的 COVID 預防政策的不滿情緒
在周末引發了相隔數千英裏的多個城市的抗議活動。

自十年前習近平主席上台以來，中國大陸發生了最大的公民
不服從浪潮，目前COVID 病例數量創下單日新高，多個城市的

大部分地區面臨新的封鎖。
一位衛生官員表示，對 COVID 控制措施的抱怨主要是關于

其實施不靈活。
相關人士程友權（Cheng Youquan）告訴記者：“公衆反映

的問題並非針對疫情防控本身，而是著眼于簡化防控措施。”並
表示有關部門將解決緊迫的問題。

周二晚上，南方經濟重鎮廣東省的官員宣布，在衛生部門呼
籲采取更有針對性的措施後，他們將允許 COVID 病例的密切接
觸者在家中隔離。

盡管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將自己與世界隔絕，並要求其人民做
出重大犧牲以適應頻繁的檢測和長期隔離，但 COVID 仍在廣泛
地傳播。

封鎖加劇了中國幾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增長放緩之一，擾亂
了全球供應鏈並擾亂了金融市場。

中國股市和人民幣上漲，因投資者押注民間不滿的迹象可能
會促使限制放松，並對開發商融資的監管放寬表示歡迎。

中國藍籌股指數滬深 300 指數 (.CSI300) 上漲 3%，創下叁周
以來的最佳單日漲幅，上證綜指 (.SSEC) 上漲 2.3% 創兩個月新

高，香港恒生指數 (.HSI) 上漲 5 點%。
提高老年人疫苗接種率的計劃也有助

于提振市場情緒。
民衆呼籲“解除封鎖”
路透社周二獲得的視頻顯示，東部城

市濟南的抗議者在試圖沖破路障時與身
著防護服的警察發生扭打，並高喊“解
除封鎖”的口號。路透社從建築物和道
路布局可以確定該市曆下區的位置。

在浙江省省會杭州，路透社無法獨立
核實社交媒體上的視頻顯示，周一晚上
數百名警察占領了一個大廣場，阻止人
們聚集。

一段視頻顯示，警察在一小群手持智
能手機的人的包圍下進行逮捕，而其他
人則試圖將被拘留者拉回來。

杭州警方沒有立即置評。
在上海和北京，警方正在電報消息服

務上的一些團體建議人們再次聚集的地
區巡邏。周一晚上警察在場，確保沒有
發生集會。

22 歲的北京居民秦菲利普(Philip Qin)
說：“這真的很可怕。”他指的是街上
的大量警察。

居民說，警方一直在要求路過這些地
區的人交出手機，以檢查他們是否有虛
擬專用網絡 (VPN) 和抗議者使用過的電
報頻道應用程序。對于中國的大多數人
來說，VPN 是非法的，而 電報頻道應用
程序在中國互聯網上是被屏蔽的。

一些抗議者使用約會應用程序來逃避
審查和警方審查。

抗議活動的導火索是上周發生在西部
城市烏魯木齊的一場火災，當局稱這場火災造成 10 人死亡。

一些互聯網用戶表示，COVID 封鎖措施阻礙了營救燃燒建
築物中人員的努力。官方對此予以否認。

“外國勢力”煽動
著名的民族主義博主，如共黨領導人任仲夷的孫子任毅和筆

名司馬南的余力，寫道抗議活動是由“外國勢力”煽動的。
任正非在博客中寫道：“他們的目的是什麽？一方面是激化

內部矛盾，另一方面是看能不能把我們的防疫和衛生政策問題完
全政治化。”

當局經常警告“外國勢力”正在危害國家安全，並指責他們
煽動了 2019 年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

官員們說，COVID 政策使死亡人數保持在數千人，避免了
其他地方數百萬人的死亡。許多分析人士表示，在提高疫苗接種
率之前放松政策可能會導致廣泛的疾病和死亡，使醫院不堪重負
。

在一篇沒有提及抗議活動的社論中，黨的官方報紙《人民日
報》敦促公民“堅定不移地執行” COVID 政策。

中國當局尋找周末 COVID 抗議者

中國和新西蘭科考人員到達克馬德克海溝最深點中國和新西蘭科考人員到達克馬德克海溝最深點

中國中國““探索壹號探索壹號””科考船搭載著科考船搭載著““奮鬥者奮鬥者””號全海深載人潛水器停號全海深載人潛水器停
靠在新西蘭奧克蘭皇後碼頭靠在新西蘭奧克蘭皇後碼頭。。

中國中國--新西蘭聯合深淵深潛科考隊在新西蘭奧克蘭表示新西蘭聯合深淵深潛科考隊在新西蘭奧克蘭表示，，首次中國首次中國--
新西蘭聯合深淵深潛科考航次第壹航段科考任務順利完成新西蘭聯合深淵深潛科考航次第壹航段科考任務順利完成，，兩國科考人兩國科考人
員借助載人潛水器到達克馬德克海溝最深點員借助載人潛水器到達克馬德克海溝最深點。。

世界最大活火山開始噴發世界最大活火山開始噴發
美國將警戒級別升級為美國將警戒級別升級為““警告警告””

據悉據悉，，美國地質勘探局稱美國地質勘探局稱，，當地時間當地時間2727日晚日晚，，世界上最大的活火世界上最大的活火
山山———美國夏威夷冒納羅亞火山開始噴發—美國夏威夷冒納羅亞火山開始噴發。。目前該火山的警戒級別已升目前該火山的警戒級別已升
級為級為““警告警告”。”。該部門在通知中說該部門在通知中說，“，“當前當前，，熔巖流被控制在山頂區域熔巖流被控制在山頂區域
內內，，暫時不會威脅到山下的社區暫時不會威脅到山下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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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樂可以變成裝置藝術流行音樂可以變成裝置藝術，《，《歌詞裝置系列歌詞裝置系列》《》《龐克貓龐克貓
PUNKCATPUNKCAT》《》《蒸汽朋克風蒸汽朋克風 STEAMPUNKSTEAMPUNK》》……華語流行音樂作……華語流行音樂作
詞人方文山攜百余組全新作品日前在南京寶龍藝術中心舉辦詞人方文山攜百余組全新作品日前在南京寶龍藝術中心舉辦““方道方道
文山流文山流：：屬於方文山的創作之路與風格流派屬於方文山的創作之路與風格流派””個人巡展個人巡展。。展覽以藝展覽以藝
術家的多元創作實踐為線索術家的多元創作實踐為線索，，向觀眾呈現了方文山從事音樂創作二向觀眾呈現了方文山從事音樂創作二
十余年的藝術探索之路十余年的藝術探索之路。。圖為方文山與觀眾交流圖為方文山與觀眾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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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梅開二度助英格蘭首名出線

拉舒福拉舒福特特有力競逐金靴獎有力競逐金靴獎

世界盃B組最後一輪分組賽，英格蘭憑拉舒福特大爆發，個人梅

開二度以3：0大勝威爾斯，以2勝1和得7分順利拿下首名，出線16

強後會遇上A組次名的塞內加爾，有力再晉一級。根據走線形勢，英

格蘭如順利過關，爭標路程將會避開巴西及西班牙等勁旅，要再挑戰4

強甚至決賽席位，最大敵人可能是法國、德國或葡萄牙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香港文匯報訊（特派記者 郭
正謙 卡塔爾報道）縱使丹麥前兩
場未嚐一勝，不過丹麥球迷依然
對球隊充滿信心，只因陣中擁有
艾歷臣這位頂級中場，有丹麥球
迷表示他在國內的影響力絕不止
於足球，這位丹麥10號經歷嚴重

傷病之後仍能立足於英超並有出色表現，他的故事激
勵着每一個丹麥人，是真正的國家英雄。

雖然丹麥小組首兩戰只得1和1負，不過卻絲毫
沒有動搖丹麥球迷對球隊爭取出線的信心，他們認為
只要有艾歷臣在陣，球隊再艱難的困境亦能捱過去：
“艾歷臣經過如此嚴重的傷病，竟然還可以在復出之
後踢出高水平的表現，他的故事啟發着每一個丹麥
人，是名副其實的英雄。”有球迷更形容艾歷臣是今
屆世界盃最好的中場之一：“艾歷臣有出色的視野，
左右腳都十分出色，他有經驗亦充滿鬥志，是今屆賽
事球技最好的中場之一。”

雖然澳洲隊沒有像艾歷臣般的“國家英雄”領
軍，不過他們的球迷卻帶來澳洲“國寶”予以抗衡，
在球場之外這班“袋鼠大軍”的受歡迎程度絕不比艾
歷臣遜色，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球迷爭相合照，有澳
洲球迷甚至自己亦扮作袋鼠入場，他表示袋鼠性格好
鬥而且不會輕易屈服，就像澳洲隊無論面對任何對手
也不會認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世界盃D組11月30
日上演最後一輪比賽，結果澳洲以1：0擊敗丹麥獲次
名出線16強，亦成為今屆首支出線的亞洲球隊；至於
早已出線的法國雖不敵突尼斯，但仍獲首名晉級。

必須贏波才可出線的丹麥，上半場未能撕破澳洲
防線。相反澳洲在下半場60分鐘由馬菲歷基打開紀
錄，最終順利保住勝果完場。

另一邊廂，已肯定出線的法國是役大幅度輪換，
教練迪甘斯共作出9個調動。下半場，突尼斯終在58
分鐘由卡斯里開紀錄，最終贏1：0完場。

經過最後一輪比賽後，法國以2勝1負積6分獲首
名出線；至於澳洲亦同得 6分，但因得失球差為
“-1”，不及“+3”的法國下，只能以次名晉級。

澳洲勇挫丹麥 成本屆首支出線亞洲球隊

◆突尼斯前鋒卡斯里（白衫）建功。
路透社 ◆馬菲歷基（右）替澳洲先開紀錄。 法新社

英格蘭在小組煞科戰只要1分即可首名出
線，主帥修夫基也收起了幾位主力，改派

拉舒福特及菲爾科頓等副選上陣，難得的是眾人
都交出好表現。經過上半場熱身之後，英軍在換
邊後才展露真正實力。拉舒福特50分鐘禁區頂
罰球直射，皮球雖然稍欠角度，但勝在力度十
足，威爾斯門將丹尼禾特判斷出錯，皮球在手頂
直飛入網。這也是今屆決賽周首個直接射入的自
由球。1分鐘後拉舒福特再於前場壓迫令對手犯
錯，哈利卡尼右路地波傳中，菲爾科頓及時趕到
射成2：0。

英格蘭16強遇塞內加爾
威爾斯若求出線，今仗非勝不可，可惜與

“三獅軍”實力始終有一段距離，加上碌碌無為

的加里夫巴利半場已換走，餘下時間只能陷於捱
打局面。上半場曾錯失入球機會的拉舒福特於
68分鐘一次個人突破殺入禁區勁射，丹尼禾特
封位不成，反而將皮球撞入網，英格蘭便憑這兩
位曼市球員包辦3個入球，大勝3：0昂然晉級。

B組另一仗美國以1：0擊敗伊朗，以次名出
線16強，將挑戰A組首名的荷蘭；英格蘭則會
遇上非洲隊伍塞內加爾，晉級機會樂觀。根據本
報截稿時的最新形勢，英格蘭所晉身的16強下
半區，將可以避開極大機會成為G組首名的巴西
及E組首名的西班牙，若成功晉級8強，對手則
有可能會是法國，4強的潛在對手便會是葡萄牙
或德國。

無論如何，英格蘭能以首名出線，已初步達
成了首個目標，更令修夫基滿意的是，今仗收起

主力保留體力之餘，副選的拉舒福特及菲爾科頓
更交出入球的良好表現。拉舒福特也是今屆賽事
繼卡斯米路及般奴費南迪斯之後，第3位當選最
佳球員的曼聯球星。連同首戰對伊朗的入球，拉
舒福特今屆已射入3球，有力競逐金靴。他也成
為自1966年的卜比查爾頓後，首名曼聯球員為
英格蘭在大賽攻入3球。修夫基也盛讚福仔：
“他（拉舒福特）在比賽中展示出訓練的成果，
射入這種高水平的罰球並不意外，甚至還有機會
大演帽子戲法呢！”

入球獻因癌病離世好友
此外，拉舒福特在入球後一度跪地及雙手指

向天上，原來是想將入球獻給早前因癌病離世的
好友，認真有情有義。

成美國出線功臣惜戰傷 普列錫或無緣16強戰

世盃英雄柏巴迪奧普忌辰
塞內加爾以晉級寄追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美國隊在11月
30日凌晨B組關鍵一戰，憑基斯甸普列錫一箭定江
山，1：0殺退伊朗，報回24年前分組賽一敗之辱，
並壓過對手贏得次名出線。不過該位入球功臣卻勇
戰受傷，有可能缺席16強對荷蘭隊的大戰。

基斯甸普列錫在賽事38分鐘接應隊友傳中球
撞入，之後收掣不住撞向伊朗門將比蘭雲特，經隊

醫檢視傷勢後，半場時間被換走。美國足總賽後證
實，這位車路士翼鋒因盤骨受傷，未知能否趕及北
京時間周六晚的16強出戰荷蘭隊。

事後有網友轉發一張基斯甸普列錫在病床上的
照片，並寫上：“我為隊友感到驕傲，大家不用擔
心，我會趕及周六上陣。”美國隊官方Twitter亦有
轉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塞內加爾隊30日凌
晨在A組生死之戰勇破厄瓜多爾隊，繼2002年後再次
殺入世界盃16強，原來比賽當日也正是當年出線功臣
柏巴迪奧普的忌辰，隊長高列巴尼特別戴上印有該名
宿球衣號碼（19號）的臂章上陣，賽後一班隊友及球
迷也將勝利獻給該位兩年前病逝的名將。

塞內加爾隊在2002年首次殺入決賽周，該屆揭幕
戰爆大冷打敗衛冕的法國隊，全場唯一入球就是來自柏
巴迪奧普。之後這支西非國家隊越戰越勇，最終在8強
戰至加時才被土耳其踢出局。4年前塞內加爾第2次於決
賽周亮相，唯小組敬陪末席，今屆捲土重來，對厄瓜多
爾非勝不可的情況下，憑藉伊斯美拿沙亞射入12碼，以
及高列巴尼頂入2：1奠勝，獲得次名出線資格。

兩年前的11月29日，柏巴迪奧普因長期病患離
世，終年42歲。看台上的球迷也沒忘記這位名將，更帶
備了19號球衣入場，希望他在天之靈能庇佑球隊。戴上
19號臂章的高列巴尼也對這位國家英雄表達懷念之情：
“今場勝仗除了送給沙迪奧文尼（早前因傷退隊），
還有柏巴迪奧普，因為今日是他的忌辰。”

◆◆普列錫普列錫（（左三左三））奮不顧身取得入奮不顧身取得入
球導致受傷球導致受傷。。 新華社新華社

◆◆

拉
舒
福
特
越
戰
越
勇

拉
舒
福
特
越
戰
越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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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舒福特今屆已累積拉舒福特今屆已累積33個入球個入球。。 路透社路透社

艾歷臣故事激勵丹麥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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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積分榜D組
名次 球隊 勝 和 負 得球 失球 球差 積分
1 法國 2 0 1 6 3 3 6
2 澳洲 2 0 1 3 4 -1 6
3 突尼斯 1 1 1 1 1 0 4
4 丹麥 0 1 2 1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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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一年水硕”在上海被嫌弃？
官方回应：今年没有这项要求

11月9日，检索上海各区历年储备人才招聘

公告了解到，确实发现一地曾作出“国外硕士研

究生学历须两年及以上”的要求，也就是网友热

议的“一年制海归受限”。

上述要求最早出现在上海闵行区2021年10

月1日发布的《上海市闵行区2022年度储备人才

和定向选调生招录招聘通知》，通知中称：报名

储备人才的考生，如最高学历是从国外大学毕业

，毕业院校须在QS、U.S.NEWS、ARWU、THE

世界大学排名最新榜单前200名。其中本科学历

必须是国内双一流高校，国外硕士研究生学历须

两年及以上。

10日上午，就“一年制海归”招聘受限问题

，天目新闻记者咨询闵行区相关招聘部门。负责

招聘的工作人员称，目前2023年度闵行区储备

人才正在招录中，今年对海外留学生并没有硕士

需两年制的要求。“去年规定国外硕士研究生学

制须两年及以上，是因为每年的招聘政策会根据

人数、具体岗位要求来设置，每年要求会有所变

化。”该工作人员回应。

闵行区储备人才招聘方面，由于无需笔试，

经过面试、体检、考察等环节合格即可录用。

“每年收到的简历数量远大于招聘人数，相关部

门会对简历进行‘复分’，根据毕业院校、学生

会职务或者获奖情况等进行综合评分，再确定进

入面试名单。”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表示，“一

年制留学硕士，如果很优秀，都是要的。”

海归“体制内”就业更难？
官方回应：政策每年都有变化

近年来，上海通过选调和储备人才等招录形

式，大力培养党政优秀年轻干部人才。每年由各

区根据上海市委组织部的招录计划大纲，结合自

身需求，对招录的选调生及储备人才招聘数量、

范围、条件等制定相应政策，并推进招录工作开

展。

相比公务员选拔，选调生和储备人才的招录

针对性更强，门槛也相对更高。一名负责招聘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所谓选调生就是公务员考试

中的一个类别，与普通公务员考试不同的是，选

调生招录对象有规定范围，一旦录用会作为公务

员系统的优秀青年干部培养。而储备人才经考核

合格录用为事业编，按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

位业务骨干方向培养。记者在招聘公告发现，根

据学历程度和招聘地区不同，录用人员年薪在

15-23万元之间。

天目新闻向上海市人才政策专线工作人员咨

询上海近期是否有针对选调生及储备人才招录方

面的新政，其表示，近期上海市级层面并无储备

人才新政推出，具体招录工作主要由各区自行制

定。

记者检索上海黄浦区今年10月发布的《上

海市黄浦区2023年选调生和储备人才招聘公告

》，今年该区主要从30所高校中定向选调全日

制优秀应届大学生15名、招聘储备人才30名。

相比黄浦区2022年招聘公告，明显的变化是：

今年的招聘不包含海外留学生，对国内高校范围

从原来的11所扩大至今年的30所。

“在今年的这一轮公告当中，报名选调生和

储备人才都要在规定的30所高校中，不包含海

外留学生。”10日，黄浦区负责政策咨询的工作

人员表示，招聘储备人才的方案和时间每年都会

变，要求也不相同。该工作人员称，这并不是意

味着留学生没有了优势，“只是恰好不符合这一

轮公告的要求。”

八成留学生回国发展
“限量版”留学生更受欢迎

过去十多年间，我国大量学生赴海外求学，

“海归”成为岗位“敲门砖”。每年选择国外读

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数都在不断增长，归国大军

也在逐年递增。

据教育部网站最新发布的数据统计，2019年

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35万人，较上一

年度增加4.14万人；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

58.03万人，较上一年度增加6.09万人。教育部9

月2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过去十年，我国

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超过八成完成学业后选择回

国发展，同时我国已与5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天目新闻梳理发现，从上海各区2023年度

选调生和储备人才招录要求看，留学生吃“体制

饭”有两种限制：一是留学归国应届毕业生仅限

报名部分地区储备人才，没法通过选调生成为公

务员队伍重点培养对象。二是报考储备人才本科

学历必须是在招聘要求的国内双一流高校范围内

，若国内本科毕业后赴海外留学的应届生，本科

学历毕业高校需在招聘规定高校名单内，且对留

学院校有世界排名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各区发布的储备人

才招聘公告中，对留学生毕业院校排名有要求

的并不在少数。比如静安区、宝山区发布的

2023年度招聘公告中，将留学生毕业院校设定

在延伸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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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国内本科毕业后赴海

外留学的，本科毕业高校也当符合30所双一流

高校名单。

记者搜索全国多省份2023年选调生和储备

人才招录要求发现，部分地区对留学生在“体制

内”就业门槛有所设定，更多地是青睐“限量款

”留学生。以北京、重庆为例，其2023年度招

聘公告中，仍然对留学生开放，但要求应届留学

生毕业院校须为世界排名前100名。此外，在11

月10日刚刚截止的广东省2023年度选调生报名

公告中，也对留学生学历作了要求，须为“完成

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境外学历、学位认

证的部分国（境）外知名高校优秀全日制大学毕

业生”。

当海归“卷”进“体制内”，洋学历还香吗？

近期，一则“上海最新人才储备标准作出重大调整”的信息，引发网友热议

。该信息称，上海体制内对留学生招聘要求有重大修改，其中包括：海外留学归

来无缘报考选调生、报名储备人才须世界排名前200名大学、“一年制”海归硕士

没有报名资格。

与此同时，“海外水硕被嫌弃”“一年制海归受限”“留学生失去优势”等

关键词为标题的自媒体文章也在网络热转，相关文章均直指上海人才储备新政。

上海新人才储备政策是否发生了变化？随着我国出国留学生数量大幅增长，

海归“卷”进“体制内”，洋学历还香吗？

「我出國留學，花了家裡好幾百萬。」

最近，小紅書博主@小琛日記 在自己

的主頁上算了一筆賬。

她從 16歲出國，赴美留學長達 8年。

小琛大學期間有不錯的獎學金，幾乎沒

有什麼娛樂活動，也可以看出她在花銷方面

比較節約。

即便是這樣，她在八年間總共花掉約

268 萬人民幣。

這只是一份相當粗略的賬單。

如果仔細算上餐食交通、健康保險、簽

證機票電匯等，八年的總花銷會接近 400 萬

人民幣。

小琛的父母，花了一整套一線城市商品

房的錢培養孩子。

對普通中產家庭來說，這是筆巨額開銷

。

小琛畢業於美國 Top30 藤校，可現在年

逾 30 生活在北京，年薪只有 15 萬元人民幣

。

實際上在疫情期間，小琛就職的行業能

開出工資不降薪，已經很不容易了。

很多人說這就是典型「工資學費倒掛」

的窘境。

2022 年冬季，留學海外的學子正在思考

未來的發展，海外留學生期望能把個人的發

展定位海外，累積經歷，拔高起點，這似乎

是眾多留學生的理想發展之路；

另一方面，近些年，中國持續發展帶來

的機會大增，也深深吸引留學生回國發展，

在糾結中的留學生也陷入進退維谷的矛盾中

……

畢業前的留學生對本專業充滿了瑞思拜

，別人 diss 一句都要馬上懟回去。

本以為自己的簡歷能夠在秋招中拔得頭

籌的留學生有很多很多。

回國後面對的卻是「海歸優先，月薪兩

千」。

這讓許多海歸逐漸產生了自我懷疑。

網絡上的輿論，更將焦慮植入不少人的

心裡。

那麼如果留學生作出回國的選擇，究竟

怎麼才能快速賺回本錢？

當下，全球經濟和產業發展呈現數字化

、信息化、網絡化、智能化的新趨勢。

數字化正在改變中國，改變所有行業，

數字化成為全行業的基因。每個企業都在應

對數字化升級的挑戰中謀求新發展。

中國模式數字經濟的發展，對於在海外

求學的留學生或海歸而言，他們雖然在海外

學習了先進的專業知識，但當他們把職業發

展定位到中國的時候，對中國數字經濟發展

的深度理解無疑成為了他們「回鏈」中國的

門檻。

不少海歸也通過自主創業，希望將海外

積攢的學識和閱歷最大價值化。

這波海歸創業潮，也為中國的海外發展

帶來無限機遇。

打個比方，2021 年，馬丁從波士頓大學

畢業，拿到耶魯商學院 offer 的他在 Gap Year

選擇了加入出海 DTC 新銳家居品牌 REST，

發揮他的商業分析專業能力，負責該品牌在

北美市場的需求挖掘。

正是因為精準的品牌定位和產品創新，

REST 的核心產品上線三個月就引爆美國主

流媒體，被多家家居權威媒體評選為年度最

佳。

2022 年 9 月，已經成為 REST 產品經理的

馬丁回到耶魯大學商學院繼續深造，也把

REST 的品牌發展與運營工作帶回了耶魯。

藉助 REST 的品牌發展需求，他撬動了

耶魯大學醫學院專家加入品牌創新，還與美

國材料科技公司洽談授權以推動產品持續創

新……

隨着中國新一輪全球化發展，海歸優勢

正在發生方向上的反轉，從歸國帶回海外領

先的思維及專業優勢，反轉到在新一輪全球

化發展進程中帶領中國品牌出海的鏈接優勢

。

數字化品牌在全球掀起消費新浪潮，科

技發展帶來產品創新革命，前沿數字化工具

使得數據成為品牌基因。

新物種，新場景，新的用戶關係，新的

品牌敘述方式正在重新定義「海歸新優勢」

！

而這些新優勢正在成為留學生、海歸和

海外華人在品牌出海賽道千載難逢的時代機

遇。

依託中國具備壓倒性優勢的供應鏈，創

新全球化品牌，國際化的背景能夠鏈接海外

資源，理解當地文化。

「品牌戰略」「用戶心智」「數字營

銷」「數據分析」「科技創新」是它的關

鍵詞。

谷歌、海外網紅、海外本土創意公司是

他的乙方，與科學家和設計師組成敏捷團隊

，用好全球的品牌服務資源是工作的日常，

用品牌傳達價值主張和世界對話是每日的小

確幸。

而這種工作形態已經打破了海外和國內

發展的空間限制，讓海歸正在打通融合海外

和回國發展的通路。

海歸，正在以「歸海」的方式實現自我

發展的雙向奔赴！

花百萬出國留學的海歸們 正在再度出海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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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時間：12月3日，早上10點開始
地 址 ： 3535 Briarpark Dr., Ste #135,

Houston, TX 77042
合作單位：Walgreens, Deerbrook 家庭

醫學診所
服務項目：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血

糖評估、糖尿病研討會、丙型肝炎篩查、
健保諮詢、奧巴馬保險預約、All Of Us 一
對一講解

流感、新冠疫苗：
流感疫苗：有保險者持保險卡免費。

無保險，65歲以下限量免費（50針）CO-
VID-19 新冠疫苗全部免費（moderna）

血糖檢測與教育：
18歲以上
無需保險
免費檢測（50人），原價 $60
黃捷醫師將現場介紹糖尿病的類型、預防和風險因素，並解

答關於糖尿病的問題
流感疫苗的重要性：

流感疫苗並不能預防感染 COVID-19 。然而，在這個季節
接種流感疫苗尤為重要，因為流感和2019 冠狀病毒病（COV-
ID-19）會引起類似的症狀。接種流感疫苗可緩解可能與 COV-

ID-19 症狀相混淆的症狀。預防流感、減少流感重症
以及因此引起的住院治療，也可降低需要住院的人數
。
新冠疫苗的重要性：

COVID-19疫苗是應對大流行和預防重症和死亡的重要工具
。就感染和傳播而言，疫苗會提供一些保護。
認識糖尿病和評估血糖的重要性：

根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十個人中有九個不知道自己

屬於糖尿病前期；超過五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糖
尿病。亞洲人更屬於糖尿病高危人群。由於糖尿病是一種嚴重但
可治療並預防的疾病，通過評估血糖水平，我們可以及時發現患
有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前期的人士。

光鹽社12/3/2022健康日
• 流感疫苗
• 新冠疫苗
• 血糖评估
• 糖尿病研讨会
• 丙型肝炎筛查
• 免费健康教育All Of Us 一 
  对一讲解
• 政府福利諮詢與奥巴马保险 
  预约

时间：12月3日(六）
     早上10点开始
地点：光盐诊所（光盐社旁）
       3535 Briarpark Dr., Ste 135,  
               Houston, TX 77042

主辦單位：光鹽社, Walgreens, Deerbrook家庭医学诊所

流感︑新冠疫苗：
•有保险者持保险卡免费︒无保险，65岁以下限量免费（50针）
•COVID-19 新冠疫苗全部免费（moderna）
血糖评估与教育：
•18岁以上
•无需保险
•免费检测（50人），原价 $60
黄捷医师将现场介绍糖尿病的类型︑
预防和风险因素，并解答关于糖尿病的问题

电话：713-988-4724

Briarpark Dr

一年一度的黑色星期五，乃是美國以至西方世界最大及最瘋
狂的購物季節。今年的黑色星期五（11月25日），消費者將恢
復到COVID-19大流行病前的購物習慣，預計數以百萬計的美國
人，將到實體店內購物。這與過去兩年的情況正好相反，當時他
們基本上都待在家裡，更多的是在網上採購自已心愛的物品而矣
。

2022年11月25日，通脹籠罩下的黑色星期五的促銷拉開
帷幕。紐約市黑色星期五期間，人們排隊等候進入美國最大型的
梅西百貨公司中去。儘管黑色星期五標誌著人們重返所熟悉的假
日購物模式，但今年的通脹，正在對消費者構成壓力。雖然調查
顯示，美國人今年黑五消費同比會增長6%，但有很多人會去選
擇更為便宜的商品。美國CNBC的財經網站報導，在對包括澳大
利亞在內的九個西方國家進行的調查中，只有美國消費者表示，
他們預計今年會增加支出，支出將增加6%。然而，今年的食品
、租金、汽油和其它家庭成本的上漲，一定會對購物者造成影響
。除非有大減價，否則許多人不願意花錢。此外，他們對要買什
麼物種，也將更加具有選擇性——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會選擇更
便宜的東西和更便宜的商店才下手。今年的購物者越來越多地轉
向諸如Afterpay等“先買後付”的服務。這種服務允許用戶分
期來付款。

據美聯社報導，本週早些時候，在新澤西州錫考克斯（Se-

caucus）的一家沃爾瑪超市，伊瑟拉達倫西亞（Isela Dalencia
）購買洗滌劑等家用必需品時說，她將推遲購買節日禮物，直到
網絡星期一（Cyber Monday），即感恩節後的星期一。網絡星
期一後，她還將再次等待，直到聖誕節前的一周，以獲得最好的
價格才下手。相比起在去年同期，她在黑色星期五之前，就己經
開始購買了。

“我正在減少購物。”達倫西亞說，今年她將花費約700美
元購買節日禮物，比去年少了三分之一。

紐約曼哈頓的社會工作者凱蒂利奇（Katie Leach）也在瀏
覽沃爾瑪上的貨架，但她說她將像往常一樣，在12月的第一個
星期才開始作節日購物。然而，這一次，由於食品和其它家庭開
支的價格飆升，她將更多地依靠購買便宜貨、使用信用卡和“先
買後付”服務，來度過今年這個購物季。

今年的趨勢與一年前形成鮮明對比，當時消費者由於擔心供
應鏈堵塞，會得不到他們需要的東西，因而提前購買，那時商店
不需要打多少折扣，因為他們的存貨的貨物有限，供應緊張。

今年儘管美國從COVID-19大流行中已經恢復了正常開放，
但很多商家仍然堅持大流行期間的策略。一些零售商在感恩節當
天關閉了商店，轉而在其網站上，推出打折產品，以減少商店裡
的人群。

包括沃爾瑪和塔吉特在內的主要零售商，再次在感恩節當天

關閉了它們的商店。
許多商家不再採用
“ 開 門 大 搶 購 ”
（doorbusters） 策
略，即在有限的時間
內，提供大幅降價商
品，以便吸引人流。
取而代之的是，在整
個月內，在黑色星期
五或假日週末時，提
供折扣商品。
但仍有一些商家仍在
採用“開門大搶購”
。亞馬遜在周四（11
月24日）上午開始的
48小時黑色星期五促
銷活動中，提供了
“開門大搶購”，包
括10美元的兒童睡衣和低至15美元的滑雪裝備。
週五早上5點開店時，前200名進入Kohl’s商店的人客，有機
會贏得獎品，如Samsonite手提行李箱或樂高樂園度假村之旅。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通脹籠罩下的黑色星期五通脹籠罩下的黑色星期五 楊楚楓楊楚楓

• 流感疫苗
• 新冠疫苗
• 血糖评估
• 糖尿病研讨会
• 丙型肝炎筛查
• 免费健康教育All Of Us 一 
  对一讲解
• 政府福利諮詢與奥巴马保险 
  预约

时间：12月3日(六）
     早上10点开始
地点：光盐诊所（光盐社旁）
       3535 Briarpark Dr., Ste 135,  
               Houston, TX 77042

主辦單位：光鹽社, Walgreens, Deerbrook家庭医学诊所

流感︑新冠疫苗：
•有保险者持保险卡免费︒无保险，65岁以下限量免费（50针）
•COVID-19 新冠疫苗全部免费（moderna）
血糖评估与教育：
•18岁以上
•无需保险
•免费检测（50人），原价 $60
黄捷医师将现场介绍糖尿病的类型︑
预防和风险因素，并解答关于糖尿病的问题

电话：713-988-4724

Briarpark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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