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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美南江蘇總
會2022年11月28
日召開理事會，
議定將於 2023 年
2 月 12 日在休斯
頓藍寶（LAMBO
） Ballroom 宴 會
大廳舉辦春宴。
理事長徐建勳、
會長韓亮以及全
體理事會成員歡
迎各位江蘇鄉親
和關心江蘇發展
的朋友踴躍報名
參加。

2023 年 2 月
12 日星期日，是
農曆正月二十二
，寓意好事成雙
、長長久久。美
南江蘇總會一直
秉持江蘇人團結
友好的人文風範
。理事會決定為
美南地區的江蘇
同胞營造一個團
圓祥和歡樂的節
日氣氛。與往年
一樣，選擇休斯
敦 氣 派 的 藍 寶
（LAMBO）
Ballroom 宴 會 大
廳

舉辦大型春
宴。歡迎各位鄉
親舉家扶老攜幼
一同前往同樂。
這次晚會也安排
新老會長的交接
儀式。

時間：2023年2月12日晚5點30開始
地點：休斯敦藍寶（LAMBO）Ballroom宴

會 大 廳 （6159 Westheimer Ste 106， Houston,
TX 77057）

費用：每桌標準價 $500、老鄉優惠價 $450
報名請儘早聯繫理事會成員，包括：韓亮

（832-641-9679，
Liang_Han3@hotmail.com） ， 任 一 濤

（Tom Ren 832-541-5558，tom@globalxlr.com
），王航（5086889106）、徐玲玲（8283988266
） 、 陳 亮 （850-485-6442） ， 彭 晨
（936-662-0958），張雪寧 （Michelle Zhang
，832-758-6613，michelle@porterfirm.com），

劉揚威（281-678-9238，yang-
weiliu@gmail.com） ， 俞 曉 春
（832-528-0880） ， 喬 鳳 祥

（qiaofx@gmail.com）或其他熟悉的理事。報名
時請說明人數和來自哪個省轄市，以便排桌。
南京大學的校友和親友請聯繫任一濤（Tom
Ren，832-541-5558 tom@globalxlr.com)，東南
大 學 的 校 友 和 親 友 請 聯 繫 劉 揚 威
（281-678-9238，yangweiliu@gmail.com），南
京 師 範 大 學 的 校 友 和 親 友 請 聯 繫 彭 晨

（936-662-0958），其它學校的校友請聯繫喬
鳳祥（qiaofx@gmail.com）。

晚宴還將準備豐富多彩的文藝節目，有意
參加表演的朋友請與晚會總導演彭晨女士
（936-662-0958）聯繫。理事會同時歡迎各界
贊助。贊助桌為每桌$800及以上。有意贊助及
做廣告的朋友請聯繫會長韓亮（832-641-9679
，Liang_Han3@hotmail.com）和副會長任一濤
（Tom Ren， 832-541-5558， tom@globalxlr.
com）。

美南江蘇總會議定2023年2月12日在LAMBO Ballroom宴會大廳舉辦春宴

2023年會員年終大會暨選舉投票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
成衣時代的今天，服裝都是
批量生產，方便時髦，卻少
了那份只屬於你的獨特韻味
。尤其是新娘，在人生中最
值得驕傲的婚禮上，都想成
為那個獨一無二的新娘，成
為自己人生的明星。紅毯上
的明星們之所以看上去高大
上，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那些尊享個人奢華定制的禮
服襯托得明星們閃閃發光。

現在好了，休斯頓的姑
娘們有福了！琳淋美衣社的
服裝師琳琳可以為您高端私
人定制，她堅守手工縫製的
精湛工藝，十多年來，精心
服務每一位客戶，從發膚到
造型、從身段到心靈，細緻
到每一個貼片或針腳，一切
皆為打造那個婚禮上魅力新
娘的高光時刻。

黃琳琳天生就應該成為
一位服裝設計師，琳琳給我
的感覺就像《紅樓夢》裡修
補賈寶玉的雀金裘的俏晴雯
，一捻針線，就與眾不同！
心靈手巧的她，不光定做禮
服婚紗，而且也改制服裝。
她結合自己深厚的服裝設計
功底，讓無數本該束之高閣
的受損衣物，重獲生機、煥
然一新。她的本領一傳十十
傳百，現在她的顧客不僅僅
是休斯頓的華人，越來越多
的美國顧客慕名而來，定制
禮服、新娘裝以及旗袍。琳
琳不僅有本地擁躉，就連外
地都有固定的客戶長途駕駛
而來，專門請她修改、定制
服裝。

因為喜歡琳琳的手藝，
有一段時間我著了魔似的，整天腦子裡盡想著怎樣讓琳琳把我的
衣服變廢為寶，改製成新的款式。我不光翻箱倒櫃將我衣櫥裡束
之高閣的好幾件衣服都拿去給琳琳修改，還特意買了一些新衣服
去找她修改，而她會根據每件衣服的特點設計修改，畫龍點睛，
再還給我一件件漂亮的“新”衣服。

現在不光華人老顧客們都來找琳琳，美國顧客也越來越多，
甚至還有人從外州坐飛機來找琳琳定做禮服婚紗的。因為美國人
尺碼一般較大，找她定制服裝就能顯瘦一點，所以她們總是一件

接著一件來定制，甚至有美國顧客乾脆坐在店裡監工一整天，逼
著她趕工，只為了晚上能穿著她縫製的禮服去參加party。一些
美國新顧客來到琳琳的店裡，拿著手機裡的照片告訴她，朋友在
party上穿的LinLin牌定制禮服，太美了，給我也定制一件！當聽
到琳琳的報價以後，她們更是高興壞了，這麼划算？太好了，再
給我來一件！

對於任何行業來說，熱愛和天分是最好的老師！琳琳愛跳舞
愛笑，但當她專心工作的時候，她能完全靜下心來投入其中，一
個人坐在工作室裡埋頭裁剪縫製幾個小時對於她來說，不但不是

一種負擔，反而是一種享受。每當看到客人穿上自己縫製的禮服
，眼睛裡發著光注視著鏡子、美麗地綻放自己，琳琳會有一種成
就感。在她的巧手縫製下，典雅大方的西裝、雅緻動人的旗袍、
雍容華貴的晚禮服……琳琳成就了每一個承載幸福的美好願景、
留住了每一個姑娘唯美尊貴的幸福時光。

琳淋美衣社LINLIN HUANG FASHION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217A（王朝商場2樓）
電話：713-340-4178

琳淋美衣社設計師黃琳琳，匠心巧手定制美衣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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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台灣新聞

无论是到朋友家做客还是在家里吃一日三餐

，总会听到家人或者朋友说“多吃点”，大家一

致认为多吃一点可以补充身体当中所需的营养，

因此很多小伙伴会尽量多吃。今年已经63岁的李

大爷，饭量较大胃口比较好，这是李大爷引以为

傲的地方，李大爷认为只有多吃一点才可以让身

体变得更加强壮，也可以让身体更加健康，另外

多吃一些可以补充身体当中所需的能量，达到长

寿的目的。

但是身旁的人一直都在劝说李大爷一定

要少吃一点，很容易引起身体疾病，但李大

爷并不这么认为，总觉得能吃是福。从始至

今饭量大和饭量小，哪个才更长寿?一直以来

都是引发热议的，而且也处于两极分化的状

态。有的人认为适当的多吃一些才可以补充

身体能量所需，但有的人认为每顿吃 7 分饱

可以控制体重控制，避免对肠胃造成严重的

负担，可以延缓衰老，更加长寿，这样的饮

食方式才是健康的。

那么饭量大和饭量小的人哪一个更长寿呢?

对此很多科学家进行研究，在一个权威杂志上，

科学家们经过研究数据给出了合理的解释，研究

表明合理的控制饮食，合理的控制进食数量，胰

岛水平比不控制饮食的人群更高，血糖值降低

0.2%。从这样的结论当中可以了解到在平时限制

饮食，不会暴饮暴食，对身体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饭量小，不仅可以控制体重，控制血糖，同

时也可以延缓衰老。

当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后，很多老年人再也不

将自己饭量大当做炫耀的资本了，从该研究当中

可以了解到，适当的控制饮食，对身体健康有利

。另外想要延缓衰老，想要保证身体健康，在吃

饭的时候还需要注意这几点。

1、每餐七分饱

总是暴饮暴食，不仅仅会导致体重无法控制

，同时也会对肠胃增加负担，甚至也会对肾脏增

加负担。现如今有很多人都会出现暴饮暴食的现

象，尤其是现在的上班族，早晨没有太多的时间

吃早饭，中午晚上都会暴饮暴食，尤其是晚上下

班回家之后，经常都会胡吃海塞。除了吃晚饭之

外还会吃很多零食。

其实吃的过饱是完全不利于长寿的，吃的过

饱会长胃造成负担，尤其是中老年人本身肠胃机

能衰退，吃的过饱为增加众多疾病的患病风险。

所以我们在吃饭时千万不要吃得过饱，控制在七

分饱或者八分饱即可，在吃饭时避免吃撑肚子，

微微发胀大概就是八分饱。

2、吃饭速度避免过快

在快节奏生活的影响下，人们吃饭的时间总

是少之又少，早晨害怕上班迟到，总会狼吞虎咽

，中午工作比较繁忙，没有太多的时间吃饭。而

晚上回到家之后，肠胃饿了一天总会暴饮暴食，

这样狼吞虎咽会损伤肠胃，甚至也会增加肥胖的

风险。所以我们每次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

咽，放慢吃饭速度，这样不仅仅有利于食物在肠

道当中快速的消化，同时也有利于身体对营养物

质的吸收。

3、吃饭应专注

随着科技不

断的发展，各种

各样的电子产品

进入了我们的生

活当中，大家在

吃饭及闲暇时间

，依旧是机不离

手的状态，总会

一边追剧，一边

刷视频，一边吃

饭，吃饭不专注

对于人的身体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吃饭不专注

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如果吃饭不专注，食欲会变

慢，这样不知不觉就会吃很多。这也是为什么很

多人表示只有打开电视打开手机才有食欲的原因

。

在平时吃饭一定要避免这些坏习惯，不然会

危害到身体健康，另外中老年人还要注意这几种

食物应该少吃，不然会加速衰老。

1、重口味腌制食物

年老之后，味觉会变得迟钝也会有所下降

，因此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都喜欢重口味食物，

以及各种腌制食物，殊不知重口味食物及腌制

食物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影响，腌制食物当中

有众多的亚硝酸盐，这种物质在进入人体之后

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几率，包括高血压

、高血脂、心梗、脑梗，所以每天盐分的摄入

量应控制在6克之内，应采取比较健康的烹饪

方式，例如炖、蒸等。

2、避免吃温度过高的食物

很多老年人总觉得吃饭就应趁热吃，喝水

也会趁热喝，总会吃温度较高的饭菜，认为这

样才不会对肠胃造成损伤。其实这一种方法也

是错误的，老年人的肠胃特别脆弱，食道也很

脆弱，如果总是吃过烫的食物，会对肠胃及食

道造成损伤增加食管的患病几率。所以吃饭时

千万不要吃温度较高的饭菜，最高不能超过60

度左右。

人们常说病从口入，吃饭也有很多讲究，如

果在平时在吃饭这方面并没有过多注意，可能会

对身体造成严重的影响和伤害。

饭量大和饭量小的人，哪个更长寿？

腐乳被称为下饭神器，绵密的口感，

重口的调味，用来配白米饭很适合。但有

的人不提倡吃豆腐乳，觉得经过发酵制作

而成的东西会产生对人体健康不利的物质

，吃太多会引发健康问题。究竟腐乳是营

养佳品还是致癌食物，应该去了解，如果

确实有安全隐患，应该远离。

豆腐乳是用豆制品经过发酵制作的食

物，风味独特，可以和其他食物碰撞出美

味，从其营养成分来看，豆腐乳含有蛋白

质，B族维生素，还有其他的矿物质，微量

元素等，适量吃豆腐乳的情况下这些营养

可以提供。

但是，豆腐乳之所以重口味，是因为

在制作的过程中要加入许多食盐，如果长

时间吃太多，钠离子排泄压力增加，可能

会血压波动，肾脏代谢压力增大，对健康

有一定威胁。

有的人自行制作豆腐乳，在其发酵，

发霉的过程中没有把控细节，可能已经变

质了，自行制作出来的豆腐乳有安全隐患

，会产生黄曲霉素，亚硝胺，而这些物质

确实会增加部分癌症的患病率，因此不能

自行制作豆腐乳，以免存在安全隐患。

当然，市面上购买的豆腐乳安全系数高

，工艺恰当，但也不能长时间过量摄入。

哪些类型的人不适合吃豆腐乳？

1、高血压患者

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吃豆腐乳，其中血

压过高，血管承受较大压力的人，这种类

型的食物远离。许多人没有注意血压控制

的方法，已经有高血压发展，虽然根据医

生指导服用降压药，但在饮食这方面没有

注意方法，经常摄入重口味食物，每天钠

盐的摄入量过多，无形中增加排泄钠离子

压力，在其影响下血压会波动。

当然，其他高糖，高脂肪的食物也会

影响病情，应该远离，尽量保持口味清淡

，每天钠盐摄入量不要超过五克。

2、肾病患者

肾脏疾病的出现给身体带来的伤害大

，有的人慢性肾脏疾病入侵置之不理，随

着时间推移越来越严重，最后还可能引发

尿毒症。如果可以意识到疾病积极治疗，

身体正确护理的重要性，在发病期间科学

应对，同时纠正饮食，健康才有保障。

而获取过多豆腐乳，里面的钠盐提供

后无法正常代谢掉，会让血液中钠离子浓

度超标，无形中肾脏也会受损。为了提高

肾脏功能，应该在有疾病的情况下控制饮

食，那些会加速疾病发展的食物忌口。

腐乳是“营养佳品”还是“致癌食物”？

 























（中央社）長榮航空昨正式宣
布 2023 年 3 月 30 日起再添菲律賓新
航點，提供台北－克拉克每日1班的
飛航服務，即日起接受訂位，搭配
明年夏季班表台北－馬尼拉每日3班
、台北－宿霧每日1班，屆時長榮航
空每周將有35班飛往菲律賓，是台
灣飛航菲律賓航點最多、航班最密
集的航空公司，多元的航點與密集
航班，讓旅遊與轉機客有更多選擇
。

克拉克位於菲律賓邦板牙省安
赫萊斯市西北部，原為美國空軍的
克拉克空軍基地拆遷歸還給菲律賓
政府後，改建而成的經貿發展特區
。當地治安良好且風景優美，除了

經濟高度發展之外，宜人的氣候以
及度假村林立，也促進了當地觀光
發展。

旅客在克拉克能夠參加輕航機
飛行體驗、Zip Line空中飛人、洞窟
探險，也能去跳島浮潛以及進行海
中漫步、衝浪等水上活動，相當受
到歐美人士的熱愛，是國際知名的
旅遊勝地。長榮2年多前就有意開航
克拉克，因碰上疫情耽擱，如今終
於成真。

長榮航空表示，克拉克機場距
離馬尼拉機場僅約 80 餘公里，台
北－克拉克航線的開闢，不只縮短
呂宋島北邊旅客前往馬尼拉搭機的
交通時間，同時舒緩馬尼拉航線機

位的需求。該航線的開闢不只是著
眼台灣往返菲律賓旅客的市場，同
時也是為了增加北美、歐洲旅客經
台灣轉機前往菲律賓的便利性，增
加航網布局效益。

長榮指出，台北－克拉克航線
將以空中巴士A321-200機型飛航，
機上配置有8個商務艙以及176個經
濟艙，共184個座位數，即日起開始
接受旅客訂位。台北飛往克拉克的
BR233航班，每日上午9時出發、上
午 11 時抵達；克拉克飛往台北的
BR234 航班，每日中午 12 時出發、
下午2時抵達。

長榮再開菲律賓航點
3月30日起直飛克拉克

魔笛翻新手法 台中歌劇院壓軸登場
（中央社）民眾黨新竹市長當選

人高虹安被控詐領立委助理費案，檢
調 15 日兵分 8 路，搜索高虹安立委辦
公室、高女住處，以他字案被告身分
約談高虹安、高的男友李忠庭、高辦
主任陳奐宇，以及曾任高辦公關組長
，昔日被封為 「台大 13 妹」之一的
「公衛文」，綽號 「水母」的王郁文4

人，另依證人身分詢問高女助理黃鈴
惠，但可能存有高虹安私人內帳，成
為壓垮高 「最後一根稻草」的關鍵私
人桌機，卻早已被送到廠商進行維修
，但該台桌機密碼僅有3人知曉，檢調
將進行追查。

今天凌晨，檢察官複訊後諭令高
女改列貪汙罪偵字案被告，以60萬元
交保、李男無保請回、陳男、王女2人
各以10萬元交保。證人黃女亦請回。

據了解，檢調昨天搜索高女辦公
室時，發現高的私人電腦桌機，早被
送至廠商處維修，高辦並要求廠商在

高女上任新竹市長前，於下周一送至
新竹市政府，由於電腦密碼僅有高女
、高辦前後任行政主任黃惠玟、黃鈴
惠3人知曉，因此電腦內是否存有高的
私人 「內帳」，檢調將追查該電腦內
部資料。

據了解，由於高虹安日前曾試圖
聯繫高辦前主任黃惠玟、現任主任陳
奐宇等人討論助理費，為避免高上任
新竹市長後，相關證據遭滅失，臨時
決定趕在立法院會期進行期間，經立
院同意後展開搜索及約談。

檢調獲報，高辦要求幹部、助理
，包括李忠庭、前任高辦幹部黃惠玟
、吳達偉、現任幹部陳奐宇、高辦副
主任陳昱愷及曾任高辦公關組長的
「公衛文」王郁文等6人，捐出部分薪

水充當 「公積金」。6人回捐金額從2
萬元至30萬3076元不等；其中吳達偉
曾被揭露，前年2月申領公費薪資5萬
元，實領為0。

疑高虹安存 「關鍵內帳」 桌機巧合送修未扣 密碼僅 「3人知」 檢調追查
（中央社）莫札特最後一齣歌劇《魔笛》在1791

年由他親自指揮首演，至今仍是全球熱門經典歌劇，
台中國家歌劇院《魔笛》，由南非視覺藝術大師威廉
‧肯特里奇執導，以炭筆素描動畫、攝影原理及影像
翻轉手法創造新舞台空間。歌劇院藝術總監邱瑗表示
，早在疫情前邀演，歷經全球劇變後，終於年底得以
分享這場寓意深厚的歌劇饗宴。

台中國家歌劇院《魔笛》由威廉‧肯特里奇
（William Kentridge）執導、共同導演呂克‧德維特
（Luc De Wit）、執行導演島田彌六（Miroku Shima-
da），並邀新加坡籍指揮家洪毅全與國家交響樂團
（NSO）合作。

莫札特《魔笛》集音樂形式大成，搭配通俗趣味
劇情，王子塔米諾在日夜失序的時空誤闖夜后領地，
接受夜后許配公主的條件，勇闖日界營救被大祭司囚
禁的公主，因得知夜后屬邪惡一方後，接受重重試煉
重建日夜秩序，抱得美人歸。

呂克‧德維特表示，此次製作的背景維多利亞時

代，啟蒙運動的思潮仍延續，攝影技術也正在發展中
。舞台上的蛇腹相機有不同象徵，有時是照相機，把
角色的旅程逐格記錄下來；有時則以投影方式，呈現
故事場景及角色內心世界。景片會隨著劇情像閘門一
樣層層打開，引領觀眾走入當代藝術家威廉‧肯特里
奇所執導獨一無二的《魔笛》。

島田彌六說，歌手們在排練前都曾觀賞過往的演
出影片，但同一幕在不同歌手組合的詮釋下，依然巧
妙激盪出不同火花。

洪毅全指出，莫札特年輕時接近海頓古典主義的
風格，創作歌劇時則多了浪漫主義風格，到《魔笛》
階段像是歌唱劇，結合多元歌劇形式，是創作的新里
程碑。

《魔笛》由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冠名贊助，於12月
15日至18日在台中國家歌劇院登場，台積電基金會
執行長許峻郎指出，《魔笛》是今年壓軸藝文盛事，
希望透過藝企合作帶動藝文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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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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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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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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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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美南新聞泉深】基輔消息：12 月 14 日，
烏克蘭官員們表示，其軍隊周叁擊落了 13 架無
人機，因為俄羅斯在數周內對首都基輔發動了
首次重大規模的無人機襲擊，而美國考慮派遣
其先進的愛國者防空系統幫助烏克蘭。

正在進行的和平談判還沒有機會來結束這
場戰爭，這場戰爭已經造成烏克蘭數千人死亡
，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城市化為廢墟。 總統澤
倫斯基本周呼籲俄羅斯在聖誕節前開始撤軍，
作為達成和平協議的第一步。

但克裏姆林宮周叁表示，“聖誕
節停火”不在議程上。

基輔市長維塔利·克裏琴科（Vi-
tali Klitschko）說，周叁早些時候，
空襲轟炸了該市中央的舍甫琴科夫
斯基（Shevchenkivskyi）區，兩座行
政大樓受損。 空襲警報在開始叁個
小時後解除。

在基輔的一個地區，居民說他們
聽到了伊朗 Shahed 無人機的聲音
——烏克蘭人將其稱為“輕便摩托
車”，因為它們的引擎發出巨大的
嗡嗡聲——隨後他們家附近的一棟
建築物發生了強烈的爆炸。

39 歲的亞娜說：“我已經在廚房
裏了，我聽到了一切，我聽到了嗡
嗡作響的‘輕便摩托車’聲，然後

我跑進了浴室。”她正在為工作做准備。
她說：“我希望這一切都結束......因為俄羅

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那個混蛋，死了，這
場戰爭才能結束，這是我唯一的情緒。”

一次襲擊似乎撕裂了附近一座用圍牆圍起
來的磚房的一大塊屋頂，目前還不清楚這座建
築的用途。

附近居民樓的部分窗戶被砸碎，屋頂的碎
片和其它碎片一起散落在雪地裏，震驚的居民

在嚴寒中檢查損壞的情況。
他們說似乎沒有人受傷。
殘骸中可以看到一架無人機的白色尾巴。

它上面寫著 M529 Geran-2 和一條手寫信息“為
了梁贊！！！”，這顯然是指莫斯科所說的烏
克蘭本月對俄羅斯腹地的軍事基地發動的襲擊
。

“幹得好，我很自豪”
俄羅斯于 2 月 24 日入侵烏克蘭，進行所謂

的“特別軍事行動”以“消除”其鄰國的納粹
主義，自 10 月以來已對能源基礎設施發動導彈
襲擊。 烏克蘭電網運營商表示，能源設施在周
叁的襲擊中沒有受到任何損害。

烏克蘭空軍發言人尤裏·伊納特（Yuriy Ih-
nat）表示，這次襲擊是故意安排在天黑的時候
，這樣無人機就更難被擊落。

他說：“防空系統運作良好，十叁架無人
機被擊落。”

澤倫斯基在一段簡短的視頻信息中稱贊了
防空系統：“幹得好，我很自豪！”

烏克蘭已經從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接
收了防空系統。 愛國者被認為是最先進的之一
。

美國官員告訴路透社，有關提供該系統的
決定最早可能在周四宣布。

克裏姆林宮周叁表示，如果華盛頓授權將

美國愛國者導彈防禦系統交付給基輔，它
們將成為俄羅斯打擊烏克蘭的合法目標。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早間報告強
調了防空系統的重要性。

他說，在過去的 24 小時內，在哈爾科
夫、頓涅茨克和紮波羅熱地區，“敵人發
動了 1 次空襲和 11 次導彈襲擊，其中 3
次針對民用基礎設施……並且用多管火箭
炮發動了 60 多次襲擊 ”。

烏克蘭總統辦公室副主任說，俄羅斯
的炮彈擊中了位于最近解放的南部城市赫
爾松中心廣場的地區行政大樓。

經過一系列閃電般的反攻，基輔重新
控制了莫斯科在戰爭最初幾周占領的大約
一半領土，但過去一個月雙方都沒有取得
重大領土進展。

軍事分析人士說，盡管激烈的戰鬥仍
在繼續，但冬季僵局可能會出現，尤其是

在頓涅茨克地區，俄羅斯軍隊正在那裏攻占巴
赫穆特鎮。

澤倫斯基辦公室表示，總統和軍方官員在
周叁的最高司令部會議上討論了確保邊境安全
的舉措。

會談是在莫斯科盟友白俄羅斯宣布在該國
南部加強戰備後的第二天進行的。 俄羅斯將白
俄羅斯用作入侵烏克蘭的發射台。

經曆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最大沖突
的數百萬平民不得不應對零度以下氣溫導致的
電力、供暖和供水中斷。

在巴黎，大約 70 個國家和機構承諾提供超
過 10 億歐元（10.5 億美元）的資金，以幫助維
持烏克蘭的水、食品、能源、健康和交通。

YASNO 電力公司負責人謝爾蓋·科瓦連科
(Sergey Kovalenko) 在 Facebook 上表示，電網的
維修工作仍在繼續，但基輔仍然只有所需電力
的叁分之二。

烏克蘭總統府負責人周叁表示，在與俄羅
斯的囚犯交換中，數十名被拘留者被移交給烏
克蘭，其中包括一名美國公民。

安德烈·耶馬克 （Andriy Yermak） 在電報
消息應用程序上寫道，蘇迪·穆雷克齊 （Suedi
Murekezi）（美國公民）在被俄羅斯拘留之前一
直在“幫助我們的人民”。

俄羅斯說聖誕節不停火
烏克蘭擊落無人機

專欄 杏林夜談27
和中旺台

成彥邦成彥邦

〈杏林夜談〉，談的都是醫學與文學，所
謂寓醫於文或寓文於醫，這一篇則要稍涉一點
政治。我曾寫過十幾年的 〈政治笑話〉專欄，
約有幾百萬字了，對政治不能算太外行。何況
我談醫學，是為了解人類疾病的難題，現在以
野人獻曝之心來解兩岸之間的病危。首先談一
下，主流醫學看似如此的發達前衞，仍然對許
多致命的疾病束手無解，就拿 Covid-19來說，
造成世界性的災難，足足三年了，姑且不論那
些冤死的亡魂，那些得過Covid倖存的人不知凡
幾，一些體弱的人防疫針打過4次仍有得過兩次
以上變種的Covid；果不其然long-Covid發生了
，使得醫學上的難題成為“如何消滅體的殘餘
病毒”。其實2021年疫苗剛使用時，我就研發
出防呼吸道病毒感染的中藥噴劑，以及消滅病
毒的中藥配方。到今天為止凡是用了我噴劑的
人都無新冠感染，即使有也無大恙。敝人有幸
早著先鞭，才有解法。這篇杏林夜談暫不討論
醫學難題，而談一談解政治難題。

11月20日在網上聽了由舊友謝家女士主辦
的政治性的論壇，由老友白先慎主持和新知翁
履中主講〈華府沒有共識的台灣共識〉，翁教
授可謂青年才俊，政治新星，詳述台灣近況，
他從美衆院議長斐洛西訪台之後，把兩岸緊張
局勢分析透徹，一觸即發的兵凶戰危，幾乎爆

發另一埸烏俄大戰。翁教授分析數據甚詳，尤
其對蔡政府 「抗中保台」政策之謬誤，解說得
清楚且明暢，綠營一意孤行願當華府馬前卒，
堅持執行抗中保台政策，台灣一廂情願抱著別
人大腿，以為美佬會犧牲自己的子弟，出兵保
台，拙劣的政策和天真的想法，老百姓心理非
常有數，唯有聽天由命了。我本一意要聽除了
「抗中保台」 政策之誤外，是否還可聽到解除

危機的對策和有新意的解決之道，可惜沒有聽
到。

一直到九合一選舉，抗中萬用牌失靈，綠
營連基本盤的選票都催不出來；如是藍營大贏
，綠營一敗塗地。仇中、反中、去中、抗中之
不當，可見一斑。不管將來誰來主政，拙劣的
「抗中保台」政策必需改弦易轍了。

12 月 2 日休士頓的美南傳媒董事長李蔚華
先生主持電視座談，談“選後之台灣情勢和美
中台未來關係”，我頗有興趣要聽到解決兩岸
危機的辦法。從美南日報上讀到了秦鴻鈞的座
談會的報導，發現與會人士多在 「美、台」下
功夫，也有 「和、統」之議，至於如何統？如
何和？並無具體意見，其他之見雖眾說都有理
，也不乏已行之有年的對策及善策，還頗有成
效；可惜仍沒有找到針對解危症的藥石。

兩岸間的問題唯有靠自己來解，想拿第三

者當籌碼用，已經確證無數次失敗，且後果不
堪設想。我提出 「和中旺台」的政策，因為仇
中、反中、去中、抗中都有挑釁的意味，唯有
「和中」是雙方可接受的善意，和中後自然會

走上旺台的善果，台灣和平安全了，不旺才怪
！兩岸如何產生一個和法，要從三個方面來和
，要多在 「和」字下功夫。

第一方面，和平奮鬥救地球，從大處著想
，兩岸出錢出力共同組織一個機構，和衷共濟
來解決世界災難，諸如：大至室溫效用、能源
問題、環保問題、糧食問題、太空垃圾問題小
至各種災難，諸如：乾旱、水澇、颱風、地震
、森林火災、生物滅絕、原能災難等，甚至目
前仍然無解的新冠肺炎後遺症。如果兩岸真在
救地球上做出一些效果來，再回過頭來看兩岸
的問題，政治家們會啞言失笑，簡直不是問題
的問題，早該一笑泯恩仇了。

第二方面，兩岸和解、和談、和諧共處。
雙方政治會談人物以和祥、和諧、和善之心坐
下來和藹可親的談，和顏悅色的處理，談出協
議，談出和約。兩岸同文同種，先來後到而已
，何必見外，何必兵戎相見，談出好結果，老
百姓又有50年的好日子過，為子孫留下乾淨的
樂土罷！

第三方面，和親解決，歷史上以 「和親」

解決問題簡直不勝枚舉，漢唐盛世，與邊疆各
地和親而享太平，功不可沒；宋、明相隨，清
朝也仿效。習大大有女初長成，才學兼優，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台灣的達官貴人，凡有適
齡子弟們，何不踴躍追求，如果和親成功，豈
不化干戈為玉帛哉？兩岸成了親家，雙方禮尚
往來，一團和氣。此公子一舉成名，成為功在
家國的堂堂大丈夫。更說不定若干年後，此婿
當上了接班人，額手稱慶的何止億萬百姓。出
席和親的政治家們也來點幽默感和想像力啊。

此策不成再來另策，南京衛視有一個流傳
世界的 「非誠勿擾」節目，專為二十四位女神
或二十四個帥哥找對象配對，二十多年來不知
促成多少婚姻美眷。台灣多的是女神帥哥，可
為和親爭取光榮，若干年下來兩岸台迷、陸迷
成千上萬，皆大歡喜，辦婚嫁，喝喜酒，誰還
要動什麼刀槍 ？和親到此地步，台灣各方面豈
不和氣生財，旺得眉開眼笑。

三項和中之策能達成任何一項，兩岸危機
便有解了，即是好事一樁，若能達成二策以上
，更是天大的好事，台灣地位在世界舉足輕重
，會旺得不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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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12月15日（星期四）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何佩珊

創三驕人數據 世紀助攻再領阿根廷入決賽

球王顯功球王顯功架架美斯加冕近在咫尺美斯加冕近在咫尺
世
盃
世
盃熱

話
熱
話

美斯本場在個人數據方面可謂三喜臨門。他在上半場
射入12碼，收穫在世盃的第11球，超越巴迪斯圖

達成為阿根廷隊史上世盃入球最多的球員，同時也超越
了德國前鋒湯馬士梅拿，成為現役球員中的世盃射手
王。此外，這是美斯出戰的第25場世盃比賽，和德國傳
奇球星馬圖斯並列成為世盃參賽場次最多的球員。

超巴迪斯圖達膺隊史世盃入球王
美斯下半場展示了自己魔法般的盤帶技術，在防守

球員的貼身緊迫下，他從中場位置沿右路邊線帶球突破
至對方禁區，妙傳祖利安艾華利斯射入鎖定勝局一球。
本屆世盃美斯目前有5入球及3助攻的精彩數據，是他五
次參加世盃入球最多的一屆。“毫無疑問，美斯是歷史
最佳球員。我這樣說不僅僅因為我是阿根廷人，而是每
次看他踢球都是一種享受。”阿根廷球隊主帥史卡朗尼
賽後說。

事實上，比賽前20分鐘阿隊和克羅地亞都踢得較謹
慎，其後由新星祖利安艾華利斯以搶鏡的表現打破缺
口，這位22歲前鋒於34分鐘高速前插成功突破越位，突
入禁區遭對方門將利華高域侵犯獲判12碼；第39分鐘，
他又在反擊中帶球長驅直入，門前混戰中彈射破門。

歸功教練團 盼完美謝幕
史卡朗尼在小組賽中根據球員狀態果斷調整陣容，

讓小兵艾華利斯和阿歷斯麥亞里士打得到了發揮的機
會。史帥在六場比賽中排出了六套不同的正選陣容，根

據對手的特點作出了針對性調整。美斯賽後便盛讚了教
練組的能力：“我們的教練組很棒，他們關注每一件小
事。他們讓我們知道每一個細節，這讓我們知道在不同
情況下該怎麼做。”

阿根廷六次亮相世盃準決賽全部勝出，至於周日能
否一洗2014年決賽之痛實現高舉大力神盃美夢，美斯表
示：“每場比賽我都感覺很好，很強壯。我個人而言，
我非常享受比賽，在本屆世盃上很開心。謝天謝地，我
能夠幫助球隊。”賽後證實這將是其最後一屆世盃，美
斯希望能夠完美舞畢自己的世盃最後探戈，“我們（今
屆決賽周猶如）贏得了五場決賽，希望周日的決賽也可
以這樣。首場比賽我們因為一些細節上的差異輸了，那
卻讓我們變得更強大。” ◆新華社

猶如天神下凡，美斯在14日凌晨結束的卡塔爾世界盃準決賽中傳射

建功，率領阿根廷以3：0大勝克羅地亞，自2014年後再次闖入世界盃

決賽。阿根廷傳奇馬拉當拿在1986年世盃的長途奔襲破門被稱為“世紀

入球”，而美斯今仗則完成了一次“世紀助攻”，以真正“球王”級的

表現繼續追逐自己的世盃封王夢。

“我的夢想是踢世界盃”、“偶像是美斯”，
多年前阿根廷國內的一次電視採訪，攝像機鏡頭前
的少年球員音量不大，緊張但堅定。 2022年卡塔
爾世盃，這位曾經的少年與偶像並肩完成夢幻聯
動，在世人面前展現了夢想的美妙和強大。從興奮
晒出10年前與偶像合影的男孩，到成為與“球王”
並肩逐夢的新星，他就是在今仗為阿根廷攻入兩球
的祖利安艾華利斯。

副選變正印 積極奔跑造殺機
這位22歲小將是役先依靠速度和跑位令對手重

壓之下禁區內犯規，為阿隊博得12碼；後又依靠速
度自中場長途奔襲，驚喜破門；鎖定勝局一球，他
憑靈敏的嗅覺精準切入，將美斯的精妙傳球轉化為
鎖定3：0勝局的入球。上一名於世盃準決賽能入兩
粒的阿根廷球員已是1986年的馬拉當拿，而今仗則
令人依稀看到老球王與“風之子”肯尼基亞昔日在
世盃上的珠聯璧合；一顆與美斯絕配的超新星正在
冉冉升起。

艾華利斯在不缺優秀前鋒的阿根廷隊中頗具特
色，除了門前嗅覺敏銳和跑位準確，無球跑動能力
也十分突出，曾獲阿根廷名宿巴迪斯圖達評價“懂
得串聯，懂得在不同位置跑動，這能令他和美斯形
成很好的聯動。”

艾華利斯小時候踢球時就跑動積極，活動範圍
大兼靈活多變，因此被家人起了“小蜘蛛”的外
號。不僅極具天賦，從小就有遠大夢想的他一直與

“謙遜踏實”為伴，好的心態令這位年輕人總能把
握住不期而至的機會。効力曼城的他在夏蘭特的光
環下一度不被看好，今年英超第5輪才迎來首次正
選，甫登場即梅開二度。本屆世盃前，他在英超三
次正選攻入3球，歐聯四次正選斬獲2球。

今年3月在世盃南美區外圍賽，艾華利斯代表
國家隊首次踢正選就有進賬。隨着原本正選前鋒拿
達路馬天尼斯狀態低迷，艾華利斯在小組賽末輪關
鍵戰獲阿根廷主帥史卡朗尼起用，即以一個入球來
回報教練的信任。史卡朗尼之後繼續對他給予重
用，首屆世盃已入了4球的他，更一舉超越阿古路、
泰維斯等搭檔美斯多年的阿根廷前鋒的世盃入球
數。 ◆中新社

焦
點
焦
點人

物
人
物 拚搏謙遜“小蜘蛛”

艾華利斯化身偶像夢幻拍檔

贏盡掌聲留遺憾 莫迪歷英雄有淚
克羅地亞出局，場上一直面沉如水的

莫迪歷，在離場獨自走進球員通道一刻，
終於忍不住落淚。

克隊球員賽前在盧塞爾球場熱身，球
場響起《孤勇者》的歌聲。中文歌曲《孤
勇者》是國際足協經票選在世盃準決賽播
放的，莫迪歷賽前曾談到這首歌，說他儘
管不懂中文，但認為這首歌很能激勵彼
此。“去嗎？配嗎？這襤褸的披風！戰
嗎？戰啊！以最卑微的夢！”《孤勇者》
的歌詞與莫迪歷的經歷莫名相契。

莫迪歷童年顛沛流離，曾經歷戰亂，
與家人一起以放羊為生，後來是在用作難
民營的酒店停車場練踢球。少年時的球會
好友貝查特曾形容：“地上都是炮彈彈
片，一個男孩在練球，這個在戰爭年代長

大的男孩知道，什麼是無所畏懼。”
莫迪歷上屆世盃帶領克羅地亞歷史性

殺入決賽，儘管屈居亞軍，但他憑出色的
表現拿下世盃金球獎。

隨着落後至0：3，莫迪歷在81分鐘被
換離場，坐在後備席的他一度彎腰用球衣
遮臉。終場哨響，美斯特意走上前和他擁
抱，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莫迪歷賽後大
方地說：“感謝阿根廷球迷為我送上掌
聲，美斯踢了一場難以置信的比賽，展現
了他偉大的水準，我祝賀他，祝他決賽好
運。”在談到自己時，他自責稱：“我踢
得不好。”走進球員通道的莫迪歷，最終
亦強忍不住英雄淚，雖然在世盃舞台留下
遺憾，但兩番帶隊製造驚喜，已足以留下
傳奇佳話。 ◆中新社

◆美斯(左)和
小師弟祖利安艾華
利斯(中)，在今場4
強大勝中應記頭
功。 路透社

◆◆祖利安艾華利斯祖利安艾華利斯（（左左））射成射成22：：00一球雖有幸運成一球雖有幸運成
分分，，卻是他努力拚搶的回報卻是他努力拚搶的回報。。 美聯社美聯社

◆◆數萬名阿根廷球迷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廣場上大
肆慶祝。 法新社

在巴西隊輸給克羅地亞無緣世界盃4強後，巴西隊上
下都被悲傷的氣氛籠罩。巴西球員卡斯米路14日在個人
社交媒體發文稱：“痛苦依然持續着。”

“已經過去快3天了，但痛苦依然持續着。我本想用
冷靜的頭腦來好好分析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但由於我們
被淘汰的方式，這讓我難以釋懷。到目前為止，這是我整
個職業生涯中帶給我傷痛最多的一次失敗。我可以想像，
為我們歡呼的那些球迷們，他們也經歷着類似的痛苦，我
對此感到非常抱歉。我們最大的願望就是把大力神盃帶回
我們的國家，給球迷們帶來歡樂。我們竭盡全力地朝着這
個目標努力，但足球就是這樣，無論你做得再對再好，都
沒法控制比賽結果。我經歷過這種情況，可能成功，也可
能失敗。”卡斯米路這樣寫道。 ◆中新網

無緣四強“痛苦持續”卡斯米路感難以釋懷

◆卡斯米路對出局仍未能釋
懷。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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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随着去海外“镀金”门槛的降低，出

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目前每年大约有 20

万人出国留学，这其中约有 25%的人会选

择回国创业或者求职。但是，有留学意愿

的学生和家长必须注意，如今的就业环境

，仅有“海归”光环已经远远不够，只有

真正拥有先进工作经验的海归人才才会受

到追捧。

三类“海归”：身份一样待遇不同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海归潮导致海归回

国就业形势骤紧，曾有一家调查公司的统

计数字表示：累计有 57.5%的海归在归国 6

个月左右找到工作；选择的单位大多数是

外企和民营企业；37.6%为中层管理人员，

41.6%在专业工作层；供职最多的机构为外

资企业，达 32.7%；其次为民营企业、高校

与科研机构和国企；供职的首选城市是上

海，北京居第二。

随着留学回国人数的增多，就业在很

多人眼中就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据业内人

士介绍，海归人员是否能找到高薪厚职，

首先要看所学习的专业是不是国内急需；

第二是看学习和工作的背景情况，如在什

么大学学习、有没有工作经历等，由本人

的整体状况决定受不受欢迎。几年来，留

学生回国就业的情况可以简单地分为三个

层次，三者背景不同也造成回国后的待遇

差别很大。

1。既有国外文凭又有跨国公司工作背

景的海归他们曾经在国外留学多年，有着

资深的教育背景，同时具有若干年国外工

作的经验，这部分人员相对较少。但他们

往往具有极强的专业能力和良好的知识结

构，以及拥有丰富的国外人际资源网络，

其回国的目的往往是开创自己的事业。有

的是自主创业，有的是要在学科领域有所

建树，领导一个实验室，或建立一个梯队

等。这类海归不仅是国内急需的人才，更

是国内外企业争夺的对象。

2。在国内有不错的工作经历而出国深

造的海归一些职场中人士为了继续深造，

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出国去充电，获得硕士

以上学位。这部分人是就业市场上极具竞

争力的人群，也是国内企事业单位中高级

主管职位青睐的对象，在就业市场上极具

竞争力。

3。学成回国、与应届毕业生等值的海

归

高中或大学毕业后直接出国留学，获

得学士或硕士学位，毕业后就回国的留学

人员。他们缺乏工作经验，在就业市场上

的竞争力与应届毕业生相类似。这类学生

在语言及跨文化背景的知识结构上有一定

的优势，对于需要拓展国际业务的用人单

位来说，这类人员有其用武之地。

美国海归最受欢迎

海归本身是带着一个小光环，但这个

光环只是虚的东西，有没有能胜任工作的

能力才是更重要的，很多企业更看重实际

能力。

从猎头的眼光来看，似乎都比较喜欢

猎有一定身价的海归：如有国外正规院校

的文凭，又在国外工作了两三年以上，个

人性格成熟、稳重，中西方文化都比较精

通，或者对自己的专业领域比较精通。猎

头的偏好同时也准确地反映出了企业的真

实态度。

据猎头公司相关人员介绍，最近的企

业人才需求中，比较受欢迎的“海归”是

美国归来的，其最高年薪能达到 250 万元

。法国回来月薪三四万元的工作较好找。

德国回来的工作更好找，因为现在德国回

国的人比较少。

但是，不同行业对人才也有不同的衡

量标准。比如 IT 企业，通常比较青睐从欧

美回来的海归，因为欧美等一些国家的教

育体制比较完善。通常从德国、法国、西

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回国的海

归们均可以获得可观的薪酬，从 5000 －

40000 元/月不等。

这些国家的海归人员中，也因为企业

需求和专业差别在就业形势上有所不同。

据统计，在人才如潮的今天，有三种“海

归”最好就业：※“功能型”的人才：有

技能的海归就业情况比较理想。比如在国

外就搞技术和研发，懂管理、懂技术，又

了解中西方的领先技术，做起工作来也比

较有前瞻性。

※懂资本运作，了解东西方企业制度

的高端人才，也是很受欢迎的。

※保险行业的人才，如精算师。

“海归”就业抢跑

留学前做好职业规划是关键 时下，留

学是高中和大学应届毕业生热议的话题，

因为多数人已经认识到留学能够带给他们

更充分的升学选择和更宽广的人生发展前

景。不过让人忧心的是，现在海归就业常

常遭遇瓶颈，这给国内学生选择留学增添

了一丝隐忧。于是，想好留学目的，事先

做好职业规划成为关键，就好比抢跑一般

，必定占尽先机。

慎选专业注意工作经验积累 虽然海归

人员的就业形势并不算太乐观，但如果因

此就否定留学，那也是不可取的态度。因

为通过留学，不但可以让学生学习到国外

的先进知识和优秀经验，同时，通过对不

同文化、风俗的亲身体验，可以开阔视野

，增加阅历，所以，如果因为“海待”的

出现就全面否定留学，那也是错误的想法

。

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防止海

归变成海待呢？提出以上几大因素之后，

我们应分别详细思考，明确自己的职业规

划就成为关键。

首先，在选择留学专业时，要以将来

就业为导向。现在很多学生在选择留学时

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没弄清楚为什么要留

学。很多学生都将留学当作自己的目标去

奋斗，这是错误的。留学只是一个过程，

并不是最终结果。通过留学，我们希望掌

握更多更新的技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过

更好的生活，从而能够更好地自我实现，

这才是我们之所以选择留学的真正原因。

除了要明确自己留学的目的之外，留

学目标国的国情和特点也是我们在选择留

学专业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对

于那些毕业后打算留在当地工作的学生来

说。以日本为例，日本是一个重实践胜过

重学历的国家，据统计，在日本，专门士(

相当于国内大专学历)学历学生就业情况普

遍优于本科学历学生。究其根源，一、专

门士掌握的多为专业技能，相较于本科生

更有“专”的优势。二、专门士的成本要

略低于本科生，一般来说，在日本，专门

士毕业后的月薪为 18 万－20 万日元(约合

人民币 1.25 万－1.39 万元)，而本科生通常

在 20 万－22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1.39 万元－

1.53 万元)，相对成本较高，因此企业在招

聘时大多更倾向于选择拥有一技之长且成

本较低的专门士。

但现在大家在选择去日本留学时，往

往会忽略这一点，盲目地追求所谓“高学

历”。其实在日本，高学历并不意味着高

就业，是否掌握专业技能、能否满足企业

用人需求才是日本企业在招聘时重点考量

的因素。

其次，在留学期间，要注重工作经验

的积累。由于现在很多留学生家庭经济情

况越来越好，能够负担留学生在国外的学

习、生活费用，因此很多留学生也不再像

早期留学生那样，需要通过打工来赚取学

费和生活费。经济实力提高固然是好事，

但打工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赚钱。通过打

工兼职，可以增加留学生与当地人接触的

机会，一方面可以快速提高留学生的语言

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留学生深入感受

当地的风土人情，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当

地社会。更重要的是，通过打工兼职，可

以积攒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这对

留学生将来进入社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能够帮助他们更快更好地找到满意的工

作。

最后，在选择工作时，一定要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切忌好高骛远、

不切实际。通常刚毕业的学生容易出现眼

高手低的现象，这是所有应届生的通病，

但也并非不可避免。一般来说，在求学期

间有工作经验的、所学专业更具专业性的

学生，在求职时不太会出现眼高手低的现

象。

海归人员要想找到理想的工作，首先

要分析自己的优劣所在，并找到适合自己

发展的专业领域，只有找准了方向，有的

放矢，才能够在未来找工作的过程中避免

再度出现屡屡碰壁的现象。

“海归”成“海待”三大成因

1。海归学生好高骛远

很多留学归来的学生在选择工作上存

在好高骛远的情况，非 500 强企业不去，

非高薪职位不求，结果导致了海归就业高

不成低不就的局面。

2。所学专业无用武之地

有些学生在选择出国留学的专业时，

没有考虑到将来的就业问题，只是凭着一

时兴趣来决定，结果导致所学专业在国内

用不上，空有满腹经纶却无用武之地。

3。空有理论知识而无实践经验

现在很多出国留学的学生缺乏工作经

验，而公司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更愿意

招收拥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应聘者。

“海归”的误区

宁可找不到工作，也要留在大城市

从市场上频繁出现的海归待业现象不

难看出，一方面企业缺人才，一方面留学

生就业难，归根结底，很多原因是由环境

和海归个人造成的。

主要是制度导致的流向问题。有能力

的人都想去大城市，谋求更好的发展，致

使大城市回国的人才过剩，但这是一个很

难改变的情况。很多中部地区、西部地区

和内地城市更急需各类人才，却无人愿应

。这说明人才就业和社会的其他方面都有

关系，和国家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有关系

，和人事制度、户籍制度都有关系，人才

不便于流动，迫使留学生在择业时选择大

城市和沿海城市。牵扯到工资待遇、子女

教育等问题，有的宁可专业不对口、学非

所用，也要留在大城市。

专业能力才是“海归”求职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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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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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糖城百佳超市商
城內的 「樂㕑家居」，自去年開幕以來，以油
煙機、櫥櫃、台面、地板、軟水、淨水等廚房
電器和室內裝修聞名遐邇。為了送舊迎新，
「樂㕑家居」於即日起舉行年終大促銷，其優

惠詳述如下：
新品上市！旗艦 A 系列全面屏疊吸式油煙

機，A1油煙機預售價$999(指導價$1399)，A2油
煙機預售價$999(指導價$1399)。 （A1&A2為預
售產品，A1黑色款預計到貨時間1月初2023，
A2白色款預計到貨時間2023年2月初）

樂廚 X 系列油煙機特惠價: X800B/S PRO
旗艦款現價$799(指導價$1299)，X800 PLUS 經
典款現價$599(指導價$1099)，X800B PRO-36
特惠價$1099(指導價$1599)，X800S PRO-36特
惠價$1099(指導價$1599)。
台式蒸烤一體烤箱 史低價$299(指導價$699)，
紫外線消毒刀架現價$59(指導價$119)。

樂廚雙面蜂窩紋不粘炒鍋史低價 32cm 現價
$79（指導價$159）, 36cm 現價$89（指導價$179
）, 38cm 現價$99（指導價$199）。

7 段智能電壓力鍋 史低$159 (指導價$399)
； 多功能 7 件套不銹鋼刀具現價$59（指導價
$199）。

抽獎活動規則：註冊用戶在本帖評論區曬
樂廚油煙機安裝圖\購買訂單\評論，有機會贏
取樂廚電器價值$399的7段智能電壓力鍋1台，
2022年11月15日、2022年12月15日、2023年1
月2日分別隨機抽取1名中獎用戶。

樂廚全新旗艦A系列 全面屏疊吸式油煙機
A1& A2 預售價$999(指導價$1399)

全面屏疊吸，上下雙進風口，猛火爆炒不
跑煙。

高達1200CFM，強勁動力有效保證大吸力
，高轉速，底噪音。

揮手感應控制開關，智能操控，無需觸碰
，輕輕左右揮手即可開關機器以及調節風速大
小，一揮1檔、二揮2檔、再揮3檔。
高頻電熱自動清洗功能，紅外線熱輻射在清洗
油煙機油污的同時，並消除油煙機內部的異味
。不需要加入一滴水即可啟動自動清洗，方便
快捷且安全。
X800B/S PRO電熱自動清洗+揮手感應控製油
煙機 X800B/S PRO現價$799（指導價$1299）

X800B/S PRO旗艦版加入高頻電熱自動清
洗功能，紅外線熱輻射在清洗油煙機油污的同
時，並消除油煙機內部的異味。不需要加入一

滴水即可啟動自動清洗，方便快
捷且安全。
增加了揮手感應控制開關，智能
操控，無需觸碰，輕輕左右揮手
即可開關機器以及調節風速大小
，一揮1檔、二揮2檔、再揮3檔
。

120°超大角度自動開合擋煙
板。

內置雙電機，高達 1000CFM
。
樂廚X800 Plus經典側吸式油煙
機，史低價$599(指導價$1099)

樂廚X800 Plus經典款的加長
擋煙板開角達到了驚人的120°.
把四處飄散的油煙牢牢罩住, 無處
可逃, 極速排出。烹飪完畢後, 隔
煙屏即將完全閉合時。

X800 Plus設有蜂鳴提示音, 避
免夾手。
X800 縱深達到了 20 英寸(擋煙板
打時縱深達到23英寸，120°超大角度擋煙板),
目的就是為了更大限度增加覆蓋面積, 達到優秀
的排煙效果, 專為北美四眼爐灶, 五眼爐灶, 六眼
爐灶設計的。
X800B \ S PRO- 36 現價 $1099（指導價
$1599）

X800 PRO旗艦版加入高頻電熱自動清洗功
能，紅外線熱輻射在清洗油煙機油污的同時，
並消除油煙機內部的異味。不需要加入一滴水
即可啟動自動清洗，方便快捷且安全。
X800PRO旗艦版同時增加了揮手感應控制開關
，智能操控，無需觸碰，輕輕左右揮手即可開
關機器以及調節風速大小，一揮1檔、二揮2檔
、再揮3檔。

行業領先120°超大角度自動開合擋煙板。
內置雙電機，高達1000CFM。

台式蒸烤一體烤箱LE-SG01，史低價$299 (指
導價$699)

對流蒸烤一體的多功能組合烤箱。使用健
康的烹飪方式，蒸煮時保持食物的水分，同時
保持食物的味道和營養。

蒸煮時保持食物的水分，同時保持食物的
味道和營養。

對流的特點使熱空氣循環快速均勻地煮熟
。

不銹鋼把手和食用級304不銹鋼內腔，健康

又易清潔。配件包括304不銹鋼烤架、304不
銹鋼烤盤、304不銹鋼蒸盤。

8 大烹飪功能：純蒸汽/高溫蒸汽/解凍/
發酵/消毒/上烤/下烤/全烤/對流。
樂廚全新一代雙面蜂窩紋不粘炒鍋 32cm 現
價$79（指導價$159）, 36cm 現價$89（指導
價$179）, 38cm 現價$99（指導價$199）

採用浮雕技術將食物抬起，達到不粘效
果。

內外蜂窩狀花紋技術，耐刮擦。
混合三層不銹鋼, 加熱均勻, 升溫快, 溫度

在260度以下, 比其他炒鍋節省30%的能源。
易於清洗，不生鏽。適用於燃氣灶，電

磁爐，烤箱等。
紫外線消毒刀架LE-SUD01，現價$59(指導
價$119)

紫外線殺菌；
360度熱風對流烘乾；
定時巡航殺菌；
食品級PP材質，抗菌防黴。
波浪形插槽，適合市面上各種尺寸刀具。

一體成型，不佔廚房空間。
7段智能電壓力鍋現價$159（指導價$399）

智能電壓力鍋是傳統高壓鍋和電飯鍋的升
級換代產品，它結合了壓力鍋和電飯鍋的優點
，採用彈性壓力控制，動態密封，外旋蓋、位
移可調控電開關等新技術、新結構，全密封烹

調、壓力連續可調。
一鍋多用，操作方便。快速烹飪，省時節

能。鎖住營養，保健衛生。結構先進，安全無
憂。

「樂 廚 家 居」的 地 址 ： 3412 Highway 6
Suite M, Sugar Land, TX 77478 (糖城百佳超市商
城內 ）電話：832-328-3157

LeKITCHEN樂廚年終大促銷，爆款油烟機史低$599+ 抽獎
A系列全面屏疊吸式油烟機新上市，買一台抽油烟機送一張$20百佳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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