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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一顆心臟，如果心臟停止跳動，生命也將隨之消
失。汽車也不例外，發動機就是汽車的心臟，尤其在春夏之交的
季節，由于濕度較大，而且氣溫時高時低，容易對發動機造成損
傷，因此，保養的好與壞直接影響著汽車的性能和它的使用壽命
。車主們最愛犯的五大毛病是直接導致愛車產生“心臟病”的原
因。

不按期保養發動機
通常人們總是喜歡在改裝上投入很多錢，但卻容易忽視按期

給發動機做保養。據统計，車輛因發動機保養不良造成的故障佔
總故障的50%。可見發動機保養對延長車輛使用壽命能起到至關
重要的作用。當然也會給你減少不必要的損失，要不怎麼會有
“以養代修”這個說法。

提醒：不僅僅是在常規的保養期限內要進行發動機的養護，
在駕駛經過一些特別潮濕或者粉塵特別大的地區時，都要對發動
機的相關部件做一些檢查保養。

機油變質及機油濾芯不暢
不同等級的潤滑油在使用過程中油質都會發生變化。車輛行

駛一定裏程之後，性能就會惡化，可能會給發動機帶來種種問題
。為了避免這些故障的發生，應該結合使用條件定期給汽車換油
，並使油量適中，一般以機油標尺上下限之間為好。

機油從機油濾芯的細孔通過時，把油中的固體顆粒和黏稠物
積存在濾清器中。如濾清器堵塞，機油則不能順暢通過濾芯，會
脹破濾芯或打開安全閥，從旁通閥通過，仍把臟物帶回潤滑部位
，促使發動機磨損加快，內部的污染加劇。因此機油濾芯的定期
更換同樣重要。

提醒：機油不要加少了，但也不要加多了，不是越貴的名牌
合成機油就越好，適合你的愛車的機油才是最好的。

空氣濾芯堵塞
發動機的進氣係統主要由空氣濾芯和進氣管道兩部分組成。

根據不同的使用情況，要定期清潔空氣濾芯，可使用的方法有高
壓空氣由裏向外吹，把濾芯中的灰塵吹出。由于空氣濾芯為紙質
，所以吹的時候要注意空氣的壓力不能過大，以免損壞濾芯。空
氣濾芯一般在清洗2-3次後就應更換新的，清洗周期可以由日常
駕駛區域的空氣質量而定。

提醒：購買質量好的廠家原裝提供的正廠件空氣濾芯也很重
要。

進氣管道過臟
如果車輛經常行駛于灰塵較多、空氣質量較差的路況區域，

就應該注意清洗進氣管道，保證進氣的暢通。進氣管道對于發動
機的正常工作非常重要，如果進氣管道過臟，會導致效率下降，

從而使發動機不能在正常的輸出功率范圍內運轉，加劇發動機的
磨損和老化。

提醒：盡量少走灰塵多的區域，同時，空調格也要注意更換
。

曲軸箱油泥過多
發動機在運轉過程中，燃燒室內的高壓未燃燒氣體、酸、水

分、硫和氮的氧化物經過活塞環與缸壁之間的間隙進入了曲鈾箱
中，使其與零件磨損產生的金屬粉末混在一起，形成油泥。

少量的油泥可在油中懸浮，當量大時從油中析出，堵塞濾清
器和油孔，造成發動機潤滑困難，從而加劇發動機的磨損。此外
，機油在高溫時氧化會生成漆膜和積炭粘結在活塞上，使發動機
油耗增大、功率下降，嚴重時使活塞環卡死而拉缸。

提醒：要減少油泥產生，使用高質量的燃油是十分有必要的
，所以建議車主加油時盡可能到正牌的加油站。此外，使用質量
過關的潤滑油以及按照廠商規定的保養周期對潤滑油以及機油濾
清器進行更換也是很關鍵的。另外，請經常檢查自己愛車的機油
油位，不足時應盡快補充。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愛車“心臟病”五原因 忌曲軸箱油泥多

近日氣候反常，大暴雨不斷，有的路段由
於排水問題造成積水過深，汽車涉水需望聞問
切。
1. 握緊方向降低車速。

在大雨中行車視線不好，經常毫無徵兆地
闖入積水路段，這時車輛會在水的阻力作用下
突然減速，而較厚的水層會讓車輪失去抓地力
，方向盤變輕且飄忽不定。面對這種情況，駕
駛員一定要握緊方向盤，讓車輛保持直線自然
減速，同時注意觀察前方路況。

2. 注意積水面積大小及水位。
如果積水面積較小且能感覺到方向盤已恢

復控制能力，可用步行速度緩慢通過。如果車
速過快，保險槓等塑料部件可能被水流的巨大
阻力損傷。通過積水區後，應輕踩幾次剎車，
將製動器中的積水排出。
3.下車觀察路況

別高估愛車的涉水能力， 汽車在水中拋錨
的有相當一部分是自以為是。下車觀望是最穩
妥的處理方式，如果水位已與保險槓上沿持平

，安全通過的可能性很低。這時不要在原
地停留，在安全前提下迅速退回，防止漲
水淹車。
4.低擋低速大油門。 “快走沙慢走水”是老司
機經常掛在嘴邊的經驗之談。手動擋車使用1擋
，自動擋也應從D拉至1或L擋，以步行速度勻
速通過，中間不要加大油門，以免水從進氣口
吸入發動機燃燒室引起熄火或者大量水進入排
氣管也會造成發動機熄火。記住前車的行駛路
線，照著走最安全，但要留出50米安全距離。

別跟著大車或越野車。涉水時也要避免與大車
同時通過，無論跟在後面還是迎面而來。大車
捲起的水浪輕則造成其他涉水小車的劇烈擺動
，重則沒過進氣格柵，導致發動機進水熄火。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云專欄46

汽車涉水需望聞問切

休士頓西南區管委會致贈警方年節期間加時工作慰問金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於20日，

在辦公室舉行警方年節時期加時工作的
慰問金致贈儀式。負責西南區包括華埠
範圍的三個警局：中西、西區及南吉順
分局，各得到1萬5000元的加時金。總
額4萬5000元由西南區管委會提供，作
為由年尾耶誕與新年假期、及至明年一
月底中國農曆新年採買慶祝活動期間，
由警方密切維護治安、保護區內住家及
商業活動的服務經費。

西南區管委會出席此支票頒贈儀式
的代表，包括主席李雄、治安委員會主
席 Peter Acquaro、經濟及商業委員會主
席David Peters、環境及設計委員會主席
Stephen Li Jr.、管委會董事Raj Adnani。
休息士頓警方三個方局代表包括Johnnie
McGee 、Jonathan Lui、Deandre Hutchi-

son、南吉順分局局長 Adrian Rodriguez
、中西分局局長 Zachary Becker 。

西南區管委會及警方代表們一致認
為，治安議題扣緊地區經濟發展相關，
不論住家或商業社區，都是他們努力維
護安全、打擊犯罪的範圍。特別值此年
尾節慶時分，警方代表表示，他們將盡
一切努力，以保障大家的安全生活與商
業環境，讓所有人享受平安又歡樂的節
慶氣氛。

管委會主席李雄更進一步表示，西
南區繁榮的經濟發展及各種熱鬧活動，
是大休士頓地區所有人有目共賭的。特
別是由 12 月至明年 1 月、2 月中國年期
間，更有許多多元文化慶祝活動呈現。
李雄主席希望，如致贈警方加時金這樣
安排，是感謝警方努力保護西南區所有

人人身及財產的安全；同時也讓大家瞭
解，管委會與警方密切合作，以保障大
家節日期間的歡欣與平安。他還希望心
懷不軌的歹徒們，要知道西南區打擊犯
罪的決心，千萬不要在這段期間心存妄
想、趁機犯案。

為社區人所熟悉的 Lt. Jonathan Lui
也表示，西南區範圍、包括社區活動及
商業密集的華埠，絕對是警方密切關注
的熱點地區；警方將密切關注，維護節
日期間社區的生活及活動安全。更值得
一提的是，Lt.Jonathan Lui 近日負責組成
管委會贊助的社區舞獅小組，正密集訓
練以在新年度的活動中亮相，包括西南
區管委會及警方人員都表示非常期待舞
獅團的訓練成果。

2022年第三屆工作與信仰大會

首先衷心歡迎各位參加2022年第三屆工作與信仰大會： 逆
全球化進程中的危機與轉機 !

2022年的世界仍然是極為不平安的一年。雖然自2020年初
冠狀病毒造成的全球疫情已趨緩解 ; 然而整個世界的發展趨勢正
好相反，從先前 “全球化”的格局中，朝向“逆全球化”的方
向急速轉變。

逆全球化，亦作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顧名思義，就是
全球化過程的相反，也就是指一個把全世界各國及地區因為全球
化而導致的相互依賴及整合回退的一個過程。逆全球化主要表現
在貿易保護主義增強，反多邊主義的出現，民族主義勢力抬頭，
極端政治傾向加重等。

作為職場和商場的華人基督徒，面
對當今時代的巨變和挑戰，必須以神的
眼光，從永恆看今生，從苦難看祝福，
從危機看轉機，緊緊信靠和跟隨基督耶
穌的腳蹤，任憑風濤洶湧，活出得勝美
好的見證！

國際基督徒華商協會/華人基督徒職場事工中心， 自
2010年成立之後一直專注商場和職場的門徒造就和傳揚福
音的服侍。愛神和愛人的使命感，促使本機構更加感到服
侍職場和商場人士的緊迫。此次大會的主要目的：一是幫
助職場的弟兄姐妹活出神的榮美，見證神的大能。二是教
會領袖可以在國際基督徒華商協會/華人基督徒職場事工中心的
這個平台上一同服侍，最終達到在主裡的合一。

在此衷心感謝神的恩典和帶領，透過眾教會的支持和參與，
諸多同工的辛苦努力，主內弟兄姊妹的熱烈參與，使得次此大會
可以順利舉行。願神祝福各位，更願神得著應得的榮耀和讚美。

阿們 !
付上此次大會邀請信供您參考 . 若蒙採納作為新聞發表 , 請

將發佈的時間告知在下 . 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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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訊) 在美國看
醫生收到賬單，很多人都不清
楚哪些賬單該付？金額是否正
確？本報特別邀請以解說清楚
著名的志鵬保險教大家了解，
醫療賬單應該怎麼看，美國的
醫療系統如何發賬單？
美國醫療系統是分開收費的

想要看懂醫療賬單，我們
要先了解美國醫療系統是如何
給病人發賬單的，其中最重要
的一點是在於美國醫生、醫院
、實驗室的是分開收費的。

打個比方，如果小王坐救
護車去了急診室，在急診室裡
看了醫生，做了 CT，然後還
有驗血，同時又做了活檢切片
檢查。那麼小王回家之後會收
到5份賬單，分別是：
1. 救護車的費用
2. 給小王看病的醫生的診費
3. 小王去的醫院急診室的床位
費，CT費用，驗血費用
4. 小王做活檢切片檢查的實驗
室的費用
5. 小王 CT 做完之後，影像科
醫生看CT片子的費用

這五張賬單會由不同的公
司發給小王，小王需要把所產
生的費用付給這五家不同的公
司。所以在美國看病跟在國內
看病是不同的，不是一張賬單
全部包括的。

小王收到賬單之後，應如
何判斷賬單上的金額是否正確
？如果不正確，該如何處理？
美國醫院發賬單的過程
想要看懂醫療賬單，需要了解
美國醫院發賬單的過程：

如果您有保險：去看醫生
或者在醫院接受醫療服務，醫
生/醫院會先把賬單發給您的保
險公司進行賠償，然後保險公
司賠償之後，剩下的費用才會
以賬單的形式發給您。並不是
我們所想像的，所有的賬單都
要自己要去找保險公司報銷。

如果您沒有保險：醫院會

直接把帳單寄給您，有時對
於沒有保險的人，醫院會直
接給一些折扣，幫助病人負
擔醫療費。
讀懂帳單

對於一些賬單上經常出
現的概念，我們要知道它們
的意思:
Date of Service是您接受醫療
服務的日期
Bill Date是賬單發出來的日
期

舉個例子，小王 1 月 5
日一看醫生，然後在4月10
日收到一份賬單，賬單上寫
Date of Service 是 01/05/
2022，Statement Date 是04/05/
2022

這是小王在1月5日去看的
醫生，接受了醫療服務的賬單
，然後賬單發出來是4月5日。
並非小王在4月5日去看了醫生
，然後產生了賬單。
Insurance Member Adjust-
ment/Discount 保險折扣

因為您有保險或者是保險
公司的會員，所有的醫療服務
會按照保險公司和醫院之間的
協議價來計費，所以會有一些
折扣。比如說，驗血沒有保險
一次是$100，有保險的話，保
險公司跟化驗室有合約價，是
$60 元一次，即便保險公司不
賠償任何費用，您也能拿到$40
塊錢的折扣。只需要付$60 元
。
Insurance Payment 保險賠償

保險公司為您報銷的費用
，這個就是在保險折扣會員價
之後，保險幫您支付的醫療費
用。這一部分賠償多少，是按
照您購買的保險的項目來決定
的。
Patient Responsibility 病人承
擔

這個就是在折扣和保險公
司賠償的醫療費用之後，病人
需要自己承擔的費用。我們用

下面這張賬單為例，看一下這
幾項都是什麼意思。

我們能看到這位病人的
Date of Service是04/24/2004 ，
就是4月24日接受的醫療服務
。他去了藥房，去了急診室，
又做了心電圖，然後每一項的
費用分別寫在後面。

病人醫療服務的總費用是
$1059.40，保險公司賠償$815
，同時，保險公司跟醫院的協
議折扣價，幫助病人獲得了
$143的折扣，所以病人最後只
需要自付$100。

當我們收到醫療賬單，我
們要著重的看這幾個部分：
1. 醫療賬單項目以及時間是否
正確

第 一 步 我 們 要 看 Date of
Service，回想一下自己在那一
天有沒有看醫生。然後我們要
看一下賬單上的項目，跟那天
做的項目是否相同，如果您只
做了驗血，但是賬單上有X光
的費用。或者是年度免費體檢
寫成了一般檢查，那麼賬單的
項目就有問題，就要聯繫發賬
單的公司更改。

這個時候有朋友就會問：
我都已經買保險了，有什麼事
情能不能直接聯繫保險公司呢
？答案：不是的。

因為，如果是醫生/醫院把

您做的項目記錄錯誤，或者給
您多加了項目，那麼只有醫生/
醫院才能更改項目或者項目內
容。項目更改之後，可以重新
找保險公司報銷，保險公司是
沒有任何權利要求醫生/醫院修
改賬單項目的。
2. 醫生/醫院是否有找保險公司
報銷

如果您是有保險的，但是
您 收 到 的 賬 單 上 ， Insurance
payment 和 insurance discount 這
兩項都是 0，那麼就說明，醫
院並沒有找保險公司報銷這份
賬單。
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可能是：
一、醫生/醫院不是很仔細，記
錯了您的保險信息，或者是忘
記填上您的保險信息。
二、您換了保險，您有把新的
保險給醫生，但是醫生/醫院沒
有更新，導致把賬單發到了之
前的保險公司，最後沒有賠償
。

出現這種情況時，不用慌
張，您需要去聯繫發賬單的醫
生/醫院，讓他們去找您的保險
公司報銷即可。
3. 報銷金額是否正確

若您有看到 Insurance dis-
count(保險折扣)，但是報銷金
額為 0，這就說明醫院有找保
險公司報銷賬單，但是保險公

司並沒有幫您支付醫療費。
此時您需要看一下您的保險項
目，如果您的保險有自付額
(deducitble) ，但您接受的醫療
服務費用累計尚未達到自付額
，那麼保險公司不賠償是正常
的，因為您自付額以內的醫療
費用是您要100%自己支付的。
若您已經達到自付額，但您看
到報銷金額依舊為 0，或者報
銷的比例與您所購買的保險項
目不符，這個時候，您就需要
找保險公司，讓保險公司重新
進行報銷。這種情況就不需要
找醫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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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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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
ton TX。

在美國收到醫藥費賬單看不明白怎麼辦？
不知金額是否正确？美國醫療系統如何發賬單？

 




















（中央社）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自2013年
設立迄今，共計有 231 個績優學校、團體及 119
位個人獲獎，本屆的頒獎典禮28日舉行，中國信
託文教基金會帶著藝術資源跨越城鄉，再度獲頒
藝術教育貢獻獎績優團體獎。

中信文教基金會 「夢想家圓夢工程」自2017
年啟動，透過長期而深度的藝術課程，帶孩子開
啟視野、建立自信，最終站上圓夢舞台，多年來
攜手排笛藝術家張中立、布拉瑞揚舞團、無獨有
偶工作室劇團、優人神鼓等藝術導師，已累積扶
植逾2400名偏鄉學子，透過導師的身教言教，鼓
勵孩子勇於追夢，此案除了獲藝術教育貢獻獎績
優團體獎肯定，也獲頒台灣永續行動獎永續行動
方案金獎，累積獲國內外25座獎項。

「每一年都有孩子說，對正式演出既期待又
害怕受傷害，期待可以在大家面前展現自己，卻
又害怕會是最後一次演出。」中國信託文教基金

會董事長馮寄台表示，聽到這樣的聲音， 「夢想
家圓夢工程」多年來也尋求更延續性的解方，例
如將社區的力量帶入計畫中，與優人神鼓一同陪
伴支持濂洞國小的 「不一鼓隊」練習與演出。
「不但凝聚了孩子、凝聚了社區，更把在地特色

代代傳承」。
今年中信文教基金會則與無獨有偶工作室劇

團攜手，展開3年計畫，第一階段先將偶戲帶到
宜蘭內城國小化育分校，培育 「偶戲種子教師」
讓偶戲教學進入各縣市的課堂，且明年無獨有偶
工作室劇團將帶著化育分校的孩子，在 「中國信
託新舞臺藝術節」正式演出。

藝術教育貢獻獎評選委員召集人陳郁秀在頒
獎典禮上指出，獲獎者都是對藝術教育有著執著
熱情和奉獻的心，基金會等團體不僅做公益，更
把影響力擴展至社區，引進藝術家到學校，讓學
子了解藝術本質，十分可貴。

中信文教基金會
獲頒藝術教育貢獻獎

普拿疼被喊價1500元 藥師拒道歉
（中央社）教育部公布111學年度大

學新生註冊率，不少公立大學系所招生
率掛零，其中最受關注的是近來引爆綠
營高層論文抄襲爭議的台灣大學國發所
，博士班完全沒有學生報讀。另外，包
含台灣師範大學與陽明交通大學等31所
公立大學在內，都有碩博士班沒招到新
生。

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111學年
度碩博士班共54個系所沒人讀。而台大
註冊率掛蛋的博士班有5班，其中戲劇系
7人報名，國發所博士班24人報名，綠色
永續材料與精密元件博士學位學程1人報
名，但都沒有學生錄取；而分子醫學研
究所有2人報名，錄取1人但未註冊；森
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則無人報考。

其他公立大學部分，台師大歷史所
、陽明交大環境工程研究所與生理學研
究所，以及清華大學天文所博士班等系
所在內，新生註冊率也全部抱零。

台大說明，5個博士班註冊率雖為零
，但主因是學生分數未達錄取標準。國
發所則是博士班考試與放榜時間，都遠
早於前新竹市長林智堅的論文抄襲事件
。

陽明交大回應，少子化造成教職機
會大幅減少，且某些研究領域所需修業
年限時程較長，亦會降低報考意願。

台師大指出，111學年度因少子化衝
擊，造成整體報名人數略減，未來將客
製化分析系所招生狀況，適時調整博士
班招生策略。

教育部回應表示，近年碩博士班招
生受少子女化衝擊，鼓勵各校招收境外
生，部分碩博士班以境外生或以外加名
額招生，不占學校招生總量內名額，另
亦有部分頂尖學校碩博士班，基於謹慎
選才、寧缺勿濫之精神，多重原因皆代
表並非招生不佳。

54系所碩博班招嘸人 台大國發所博班在列
（中央社）大陸疫情延燒，退燒藥現搶購潮，

昨有媒體披露民眾至北市一家藥局採購600盒普拿
疼，藥師指普拿疼全被台商包走，如想購買，1盒
要價1500元。食藥署昨上午公布此案為誤會，藥
師公會全聯會稍早也澄清並非事實，但後經查證錄
音檔，發現確實有哄抬價格情事，該名藥師也承認
說過這樣的話，不過態度惡劣，拒絕道歉。

台北市衛生局食藥科長陳怡婷昨指出，已與消
保官介入調查，若確有哄抬價格事實，會交由公平
會處理，一旦違反《藥師法》，最重可廢止執業執
照或藥師證書；台北市消費者保護官室主任楊麗萍
說，若有哄抬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可處5萬
元至2500萬元罰鍰。

藥師公會發言人王明媛指出，藥師說謊，確有
哄抬價格。就媒體錄音檔顯示，藥師告訴民眾 「拿
1500來，就撥1盒給你」，不過該藥師稱是話術，

民眾自己誤會，拒絕道歉。王明媛表示，第一次遇
到此狀況， 「這是很糟糕的行為」，該藥師態度惡
劣，督導原希望他道歉，他卻說 「我不道歉，了不
起不做，反正我要退休了」。

對於是否真的以 1500 元的價格販售？王明媛
表示，要先弄清品牌，如是普拿疼，應可找 GSK
了解，調出貨紀錄，就知道有沒有供貨600盒，另
稅務部分，會了解是否可調營業資料，看實際上是
不是以1500元價格售出。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官王必勝被問及台灣退燒藥
價格被哄抬搶購一事，重申目前存量或原料供應上
都還足夠，但特定品牌藥品可能有較缺乏情形，但
還有其他的選擇。價錢部分，有異常收購或狀況隨
時回報，做滾動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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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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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美南新聞泉深】莫斯科周一表示，其部隊在靠近俄羅斯腹
地的遠程轟炸機基地附近擊落了一架烏克蘭無人機，而烏克蘭則
表示，俄羅斯軍隊在過去 24 小時內對其城市進行了猛烈炮擊。

據稱這架烏克蘭無人機在俄羅斯恩格斯空軍基地附近飛行，
該基地可能擁有曾用于攻擊烏克蘭城市和基礎設施的遠程戰略轟
炸機。

俄羅斯國防部在一份聲明中說，叁名空軍人員在事件中喪生
，但沒有飛機受損。

然而，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社交媒體賬戶稱，多架俄羅斯轟炸
機已被摧毀。

隨著戰爭進入第 11 個月，俄羅斯總統普京周日表示，他對
談判持開放態度，並指責烏克蘭及其西方盟友未能參與談判，但
他的部隊繼續發動無情的攻擊。

烏克蘭軍方周一早些時候表示，盧甘斯克、頓涅茨克、哈爾
科夫、赫爾松和紮波羅熱地區的數十個城鎮遭到炮擊。

烏克蘭軍方說：“在赫爾松方向，敵人繼續炮擊第聶伯河右
岸的居民區。”

它補充說，烏克蘭軍隊對近 20 個俄羅斯目標發動了襲擊。
烏克蘭能源網運營商表示，周一電力仍然嚴重不足，烏克蘭

五個地區和首都基輔實施了用電緊急限制措施。

烏克蘭對位于莫斯科東南約 730 公裏（450 英裏）、距離烏
克蘭前線數百公裏的薩拉托夫市附近的恩格斯空軍基地的襲擊是
本月的第二次襲擊。

俄羅斯空軍基地曾于 12 月 5 日遭到襲擊，俄羅斯稱當天烏
克蘭無人機襲擊了俄羅斯的兩個空軍基地。

該空軍基地是俄羅斯空投核能力的兩個戰略轟炸機基地之一
。 基輔沒有發表評論，基輔從未公開聲稱對俄羅斯境內的襲擊
事件負責。

俄國防部聲明說：“一架烏克蘭無人機在接近薩拉托夫地區
的恩格斯軍用機場時被低空擊落。”

它說，叁名俄羅斯軍人被墜落的無人機殘骸炸死。
俄羅斯擁有 60 至 70 架兩種類型的戰略轟炸機 - Tu-95MS

Bear 和 Tu-160 Blackjack。 兩者都能夠攜帶核彈和核武裝巡航導
彈以及常規彈藥。

莫斯科動用其空軍發射巡航導彈襲擊基輔被認是構成戰爭罪
的襲擊。

薩拉托夫地區州長羅曼·布薩爾金周一表示，民用基礎設施
在基地最近發生的事件中沒有遭到破壞，居民沒有受到威脅。

普京周日再次表示，他對談判持開放態度——鑒于俄羅斯的
無情襲擊，烏克蘭最強大的支持者美國此前認這種立場是裝腔作

勢。
普京在接受 Rossiya 1 國家電視台采訪時說：“我們准備好

與所有相關人員就可接受的解決方案進行談判，但這取決于他們
——我們不是拒絕談判的人，而是他們。”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一名顧問表示，普京需要承認是俄羅
斯不想談判。

顧問米哈伊洛波多利亞克在推特上說：“俄羅斯單槍匹馬地
襲擊了烏克蘭並正在殺害公民。俄羅斯不想談判，但試圖逃避責
任。”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電站的襲擊導致數百萬人斷電，澤倫斯基
在向全國發表的講話中表示，莫斯科的目標是讓 2022 年的最後
幾天變得黑暗和艱難。

俄羅斯國防部周日表示，其部隊前一天在庫皮安斯克-萊曼
接觸線沿線殺死了約 60 名烏克蘭軍人，並摧毀了許多烏克蘭軍
事裝備。

克裏姆林宮表示，它將戰鬥到其所有領土目標都實現爲止，
而基輔則表示，直到所有俄羅斯士兵都被驅逐出境，戰爭才會停
止。

烏克蘭無人機擊中俄羅斯境內的轟炸機基地
叁名空軍人員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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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y SupermarketKaty Supermarket凱蒂超市盛大開業以來凱蒂超市盛大開業以來，，為為KatyKaty及周邊地區居民頻頻帶來福音及周邊地區居民頻頻帶來福音
。。品質和價錢均口碑遠揚品質和價錢均口碑遠揚，，每週推出的特惠非常吸引人每週推出的特惠非常吸引人，，黃老闆為人誠懇黃老闆為人誠懇，，待人待人
厚道厚道，，事實為客戶著想事實為客戶著想，，與不少人都成了好朋友與不少人都成了好朋友，，一次進店一次進店，，萬事萬事OKOK。。

20222022年年1212月月1818日是一個難忘的大喜日子日是一個難忘的大喜日子，，我們休斯敦的我們休斯敦的
名人鼓手墨童與僑社名人豐建偉太太李玉靜的姐姐玉潔名人鼓手墨童與僑社名人豐建偉太太李玉靜的姐姐玉潔
喜結良緣喜結良緣，，在教堂舉行了莊重典雅的婚禮在教堂舉行了莊重典雅的婚禮，，見證神帶來見證神帶來
的奇蹟和愛的奇蹟和愛。。

20222022年年1212月月1515日日，，Lucky AcesLucky Aces在中國城希爾頓花園二樓盛大開業在中國城希爾頓花園二樓盛大開業，，潮州會館醒獅團特別前來助威潮州會館醒獅團特別前來助威，，當天給當天給
的福利是每位嘉賓均能享受一周免費的福利是每位嘉賓均能享受一周免費passpass。。圖為嘉賓們與吉祥醒獅合影圖為嘉賓們與吉祥醒獅合影。。

20222022年年1212月月1818日日，，三個叔叔手工吐司北美首店休斯敦旗艦店盛大開業三個叔叔手工吐司北美首店休斯敦旗艦店盛大開業，，休斯敦市長特納特別宣布當天為休斯敦三個叔叔手工吐司日休斯敦市長特納特別宣布當天為休斯敦三個叔叔手工吐司日。。州議州議
員員Gene WuGene Wu、、斯塔福譚秋晴副市長斯塔福譚秋晴副市長、、福遍學區委員福遍學區委員Judy DaeJudy Dae、、西南管理區李雄西南管理區李雄、、休斯敦亞商會均致賀狀和賀匾慶祝休斯敦亞商會均致賀狀和賀匾慶祝。。國際區主席國際區主席、、美南董事美南董事
長李蔚華先生長李蔚華先生、、國會議員助理張晶晶女士國會議員助理張晶晶女士、、大休斯敦地區合作委員會資深主任沈健生大休斯敦地區合作委員會資深主任沈健生、、安穩保險楊德清董事長安穩保險楊德清董事長、、亞商會暨華夏中文學校亞商會暨華夏中文學校
Yvonne ChenYvonne Chen均前來在中國城大僑領劉濤的主持下剪彩均前來在中國城大僑領劉濤的主持下剪彩，，祝東主梁真福星高照祝東主梁真福星高照，，旗開得勝旗開得勝，，生意興隆生意興隆。。

20222022年年1212月月1818日日，，三個叔叔手工吐司北美首店休斯敦旗三個叔叔手工吐司北美首店休斯敦旗
艦店盛大開業艦店盛大開業，，Stephen F. Austin High SchoolStephen F. Austin High School高中高中1111年級年級
優秀生優秀生Isabell GuIsabell Gu上台宣讀福遍學區委員上台宣讀福遍學區委員Judy DaeJudy Dae的賀信的賀信
，，祝賀三個叔叔手工吐司在大休斯敦地區獲得成功祝賀三個叔叔手工吐司在大休斯敦地區獲得成功。。

20222022年年1212月月1818日日，，三個叔叔手工吐司北美首店休斯敦旗三個叔叔手工吐司北美首店休斯敦旗
艦店盛大開業艦店盛大開業，，大休斯敦地區合作委員會資深主任沈健大休斯敦地區合作委員會資深主任沈健
生致辭歡迎著名企業來休斯敦投資創業生致辭歡迎著名企業來休斯敦投資創業，，讓休斯敦成為讓休斯敦成為
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會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會。。

Global Merchant Processing IncGlobal Merchant Processing Inc 環球信用卡公司環球信用卡公司 Brandon LamBrandon Lam 發發
布最新餐飲科技商務公司的布最新餐飲科技商務公司的 Aidatech POS SYSTEMAidatech POS SYSTEM 刷卡機刷卡機//
POSPOS一站式服務及最新推出送餐服務機器人一站式服務及最新推出送餐服務機器人,,利用康達最先進科利用康達最先進科
技和最新餐飲服務產品服務美南各州的客戶技和最新餐飲服務產品服務美南各州的客戶。。

20222022年年1212月月1212日日，，GMCCGMCC萬通貸款在糖城舉行萬通貸款在糖城舉行BootCampBootCamp，，由創始人由創始人James JinJames Jin對對
資深貸款專員進行培訓資深貸款專員進行培訓，，不到一年就擴展到全美不到一年就擴展到全美4646州的萬通貸款吸引了近千名資州的萬通貸款吸引了近千名資
深貸款專員加入深貸款專員加入，，在全美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在全美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其其 Jump LoanJump Loan，，Cash OutCash Out，，buybuy
without sell,without sell,及最新的及最新的33--22--11遞減利率貸款等多項產品遞減利率貸款等多項產品，，引領行業引領行業，，深得貸款專員及深得貸款專員及
消費者追捧消費者追捧，，口碑遠揚口碑遠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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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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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志基金主席伍健21日表示，賽馬會傑志中
心的擴建計劃引入最新的運動科學及營養學

理念，為香港足球帶來重大突破。“縱然面對種
種挑戰，傑志仍然繼續前進，為香港足球盡力奮
鬥。嶄新的理念和先進科學促使傑志與時並進，
抓緊將足球專業化及科學化的新機遇。賽馬會傑
志中心將能更有效確保年輕球員以最佳狀態訓練
和比賽，發展潛能，為港爭光。”

醫務中心@傑志實踐運動醫學
香港中文大學醫務中心@傑志以“運動醫

學”作理念，由中大醫院骨科團隊主理醫務中心
運作，配備先進技術，主力為受傷、運動創傷、
肌肉骨骼系統問題和其他相關疾病的患者提供相
關治療服務。醫務中心服務包括提供處理運動相
關傷患、運動受傷或手術後的復康、預防受傷等
項目，及以運動科學及醫學儀器評估球員的身體
狀況，協助球員恢復，提升表現。醫務中心亦全
面發展運動醫學和運動科學的工作，包括收集不
同年齡足球員的有關資料和數據，以進行運動科
學的學術研究和發表研究結果，促進運動科學的
教育和應用。

傑志膳房以運動營養學作核心
由傑志基金及中大醫學院合作籌辦的香港中

文大學醫務中心@傑志，早於6月開始試業。除了
為各梯隊球員提供日常支援外，醫務中心亦接受
預約，為運動創傷患者提供診治。中大醫院行政
總裁馮康醫生表示，作為一所運動醫學中心，香
港中文大學醫務中心@傑志的成立是香港體壇發
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大醫院是一所非牟利的私
營教學醫院，致力照顧社區上不同類型的醫療需
要。我們很榮幸今次能夠與傑志合作，將運動科
學普及化，讓更多運動愛好者及公眾人士
增加對運動醫學、預防受傷、提升
運動表現的了解。這有助
推動運動醫學的發

展之餘，亦為本地體壇及社會出一分力。”
傑志膳房在傑志實踐及推廣運動科學及營養

管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以運動營養學作為運作
核心，傑志膳房針對球員在日常訓練、比賽日、
及休息恢復等時間的需要，為球員設計一系列的
餐單，以確保球員攝取劇烈運動所需的營養，及
補充所消耗的能量，從而提升場上的表現。同
時，青訓球員可從中學習均衡飲食的重要性，在
關鍵的發育時期培養職業球員應有的飲食習慣。
由今季起，傑志膳房已開始為一隊及各支參加超
級青年聯賽的梯隊球員，提供訓練及比賽前後的
膳食安排，幫助球員恢復及維持最佳體能狀態，
從而在球場上有更好發揮。

除了針對球員需要而特設的餐單外，傑志膳
房經研究及實驗，考量味覺和健康飲食的平衡，
創造出色香味全，而又營養均衡的美饌，供公眾
人士入內品嘗。菜式及飲品經設計後由註冊營養
師檢視，確保符合健康飲食原則，貫徹輕盈健康
飲食之道，為顧客提供健康、可口而均衡的美
食。在傑志膳房享受低糖、低油、低脂的用餐體
驗，讓顧客食得健康，食得安心。

傑志基金於2018年3月28日宣布擴建計劃，
在原有的綜合服務大樓上加蓋一層，提高空間以
容納新設的場外配套設施，同時增建額外抗洪設
施，以應對惡劣天氣。位於1樓的多用途會議室
設有多媒體設備，除供日常會議使用外，亦會舉
行一隊和青訓隊伍的賽前戰術會議。公眾團
體亦可聯絡中心申請租用會議室，
舉行研討會及工作坊等活
動。

傑志基金有限公司21日舉

行賽馬會傑志中心第2期擴建開

幕典禮，慶祝為期逾4年的擴建

工程正式結束。榮獲亞洲足協

認可為“亞洲卓越醫療中心”

（AFC Medical Centre of Ex-

cellence）的香港中文大學（簡

稱中大）醫務中心@傑志，以

及運動營養學餐廳-傑志膳房，

亦於21日開始運作，為職業及

年輕球員、以及所有運動愛好

者服務，提供最高水平的運動

科學及營養學支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道）近日，滙豐銀
行（中國）有限公司（下簡稱“滙豐中國”）宣布與中
國首位F1車手周冠宇續約。2023年，周冠宇將繼續以
“滙豐中國品牌大使”的身份開始新徵程。

周冠宇表示，“感謝滙豐過去一年的支持和陪伴，
新的賽季，我會一如既往地挑戰自我，力爭實現新的突
破！2023年，很高興能和滙豐繼續攜手，再次一同‘滙

見新可能’，逐夢新征程，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現中國新
生力的拚搏精神。”

作為1999年出生的中國體壇新生力代表之一，周冠
宇的F1新秀賽季表現十分亮眼，首戰拿分、闖進前8、
最快圈速，並獲得賽季最佳新秀殊榮。他向世界展現了
中國的速度和文化，詮釋了中國新生代有信心、有夢
想、敢拚搏的精神。

周冠宇續任滙豐中國品牌大使

北京時間21日凌晨，意甲排球勁旅斯坎迪奇公布朱
婷榮獲金獅獎的消息，並且晒出了一張朱婷手捧獎盃的
照片。據悉，這一獎項由意大利中國理事會頒發，主要
是頒發給在文化、體育、音樂作出傑出貢獻，以及為中
國和意大利兩國之間文化交流、溝通建起橋樑的傑出人
物。

在獲得該項榮譽後，朱婷錄製視頻表示感謝，她說

道：“大家好我是朱婷，非常感謝意大利中國理事會所頒
發的這個獎項，來意大利打球的這段期間非常感謝大家對
我的照顧和支持以及鼓勵，接下來我會打出更好更精彩的
比賽和球，也希望在賽場上可以看到你們，謝謝。”

自從加盟意甲斯坎迪奇以來，朱婷迅速成為隊內不
可或缺的主力球員。聯賽中，朱婷多次幫助球隊渡過難
關，還多次獲得單場MVP。 ◆中新網

朱婷獲頒意大利金獅獎

◆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王瑞連致辭。
受訪者供圖

◆◆一眾嘉賓出席開幕儀式一眾嘉賓出席開幕儀式。。 傑志圖片傑志圖片

◆◆嘉賓參觀香港中文大學醫嘉賓參觀香港中文大學醫
務中心務中心@@傑志傑志。。 傑志圖片傑志圖片

◆◆伍健伍健（（左左））與馮康醫與馮康醫
生握手生握手。。 傑志圖片傑志圖片

◆滙豐中國行長兼行
政總裁王雲峰（右）與品牌大
使周冠宇（左）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上海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任芳頡北京報道）

以“凝心聚力向未來”為主題的
2022中國體育文化博覽會、中國體育旅遊博

覽會（簡稱“兩個博覽會”）21日於雲端開幕，來
自全球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70多個全球主流體育品牌參
展，400多件中國體育博物館館藏文物閃耀雲端。據悉，本次
博覽會會期3天，設置展覽展示、高峰論壇、配套活動、商務
對接四大核心板塊，為觀眾帶來雲上沉浸式的觀展體驗。其
中，體育文化體育旅遊主題展區、各地體育文化體育旅遊展
區、國家及國際組團展區、體育消費及服務展區、智慧化體
育展示區等五大展區將進行集中展示。

“體育強國戰略目標的實現，需要體育各領域都要高質
量。體育文化不僅是體育事業的‘五大支柱’之一，更為事
業高質量發展提供豐厚滋養和內生動力。”國家體育總局副
局長、黨組副書記王瑞連在開幕致辭中表示，兩個博覽會是
展示我國體育文化發展成就，促進體育、文化、旅遊融合發
展的重要平台，今年的展會通過雲展覽、雲論壇、雲活動、
雲對接、雲發布等方式，打造新型線上博覽會，深化博覽會
展示、宣傳、交易的重要功能，促進相關成果惠及更多人
群。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在致辭中表示，北京2022年冬奧會
和冬殘奧會書寫了奧林匹克運動史上新的篇章，中國奧林匹
克大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員都詮釋了“更快、更高、更強——
更團結”這一奧林匹克新格言的內涵，他代表整個奧林匹克
大家庭表示由衷的感謝。同時祝願本屆兩個博覽會在北京冬
奧會偉大遺產的基礎上，取得圓滿成功。

中國體育文化博覽會由國家體育總局、中國奧委會主
辦，是目前國家體育總局唯一主辦的博覽會；中國體育旅遊
博覽會由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中國奧委會、中國旅遊協會主
辦，是體育旅遊產業高規格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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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今年国内高校应届毕业生首次突破了千万大

关，留学生归国也变为热潮，就业市场竞争激烈

。而近两年也出现了“水硕”、“一年制硕士认

可度较低”等等声音。

留学生回国真实的就业情况如何？

留学生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为了探究应届海外留学生的真实就业情况，

猎聘大数据研究院推出《2022青年人才及留学生

就业趋势洞察》，深度剖析青年人才及留学生的

就业趋势以及竞争力，并与国内高校应届毕业生

的就业及求职情况相比较，为应届同学们就业提

供参考。

以下是【报告】中与留学生相关的精彩节选

：

1. QS100 留学生竞争力优势明显

总体来看， 应届留学生的人才竞争力比国

内应届生更高。

这里的人才竞争力指数，是综合企业用人方

对人才的搜索、互动等行为得出，体现了企业对

于人才的好感度。这个指数越高，代表企业对人

才越感兴趣，人才的竞争力也越高。

从2018年1月至2022年5月，国内外应届生

的竞争力指数排序大致是：

海外 QS100 > 海外非 QS100 ≈ 国内 985/

211 > 国内非 985/211。

2. 留学经历是加分项，但不再稀缺

猎聘针对企业HR的调研显示，80.85% 的企

业 HR 认为在同等条件下，留学经历会成为候

选人的加分项。

当问及判断毕业生竞争力的理由，认为国内

外毕业生同样具有竞争力的 HR（83.02%）表示

“各有所长，各有千秋”；偏爱 QS100 留学生

的 HR（19.45%）认为“ QS100 院校名气大，

国内外都认可”；而偏爱国内毕业生的 HR

（16.11%）则表示他们“熟悉本土情况，更易适

应国内工作”。

但是，疫情以来，不少留学生受此影响，只

能上网课，有的甚至都未出国门就毕了业，因而

学历的含金量受到质疑。

所以有 46.5% 的企业 HR 认为，与疫情之

前相比，留学生在国内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降低

了。只有 24.62% 的 HR 认为疫情后留学生的

竞争力提升了。

的确，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全球化进程的

加剧，留学生的确不像以前具有高度稀缺性了，

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校的排名对于人才竞

争力来说仍然非常重要。

3. 留学生的行业与岗位分布

针对 HR 的调查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有

65.35% 的企业招过留学生。最偏好留学生的五

大行业是金融、文教传媒、电子通信、制药医疗

和互联网。尤其是金融，达到 80.33%。

至于偏爱招聘留学生的原因，企业 HR 给

出最高票的三个理由是“相关岗位对外语能力要

求高”、“公司人才需要多元化”、“更有国际

视野，见多识广”。

4. 留学生优先职位薪资更高

大数据显示，近一年留学生优先职位占到全

体职位的 10.15%，其平均年薪为 24.43 万元，

比全体职位招聘平均年薪高出 3.29 万元。

留学生优先职位薪资高出整体水平体现了用

人单位对留学生价值的肯定。

近一年留学生优先职位遍布各大行业，其中

最多是互联网行业，占比为26.85%。

各大行业留学生优先职位的招聘平均年薪均

高于行业整体平均水平。其中，留学生优先岗位

年薪最高的三大行业分别是制药医疗、电子通信

和互联网。

5. 应届生的求职搜索关键词对比

从近一年应届学生在求职平台的搜索行为来

看，海外应届生更侧重搜索具体公司名称，其中

排名前三的是：字节跳动、腾讯、华为，他们求

职目标较为明确，且自我评估较高。

国内应届生更侧重搜索职能工种，排名前三

关键词是文员、助理、运营。相对来说，他们对

于投递哪个公司没有特定要求，只要职位合适，

都可以尝试。

国内互联网大厂近年来迅速发展，很多都开

辟了海外业务，其影响力辐射全球，越来越成为

海外留学生归国工作的重要选择。

2022留学生就业趋势报告出炉 海归就业的出路在哪？

近些年来由于国内外多方影响，就业市场形

势越来越严峻。很多大公司在这样的情况下，更

偏向于招聘国内一流大学毕业的名校生。而以往

留学归来的学生，却不像前几年就业那么容易。

出国留学确实是一些富裕家庭的第一选择，

这些家长都也都希望给自己孩子，提供最佳的教

育资源。有很多小孩从小就一直在国外读书，接

受国外教育和文化，等到大学毕业之后才回国。

那么根据目前就业市场的变化，出国留学对学生

未来发展帮助真的很大吗？

根据目前情况来看，有关留学经历，对回国

就业帮助并不是很大。很多大企的HR透露，现

在国内招聘市场，反而更喜欢国内一流大学毕业

的学生。

前不久在社交平台上有这样一则消息，引发

了大家讨论。因为国外疫情比较严重，所以有一

名留学生无法在国外找到工作，想要回国内找一

份工作。

按照传统想法，留学生找工作应该会比较容

易。但没想到这位海归留学生，在给多家知名大

厂投去简历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复。

三个月之后，这位留学生也没有找到工作，自

己投入的简历大多数石沉大海。后来这名留学生去

人才市场投简历，很多企业在看到了他的简历后，

都觉得他的经历不符合公司要求，拒绝了他。

有的企业抛出橄榄枝，但给出的薪资低于同

水平大学生。这名留学生把自己的经历发布到社

交平台上之后，引来了很多人的共鸣。没想到以

他的海归权力，却没有获得一份好工作。他把事

情分享到网上后，有不少人在底下支持他，其中

有一位大厂的资深HR解答了他的疑惑。

海归变“海带”？大企业HR透露不招海外

留学生，原因很现实

这位资深人力招聘师表示，现在有很多国内

大厂，更加看重招聘者第一学历，第一学历越高

就代表学生自我能力越强越优秀。

众所周知，国内高考比较残的，能考进名校

，说明他们学习能力比较强。学习能力比较强的

人，更适合大厂高强度的工作，更能为企业带来

更高的效益。

反观留学生，他们有很多人第一学历并不高

，只是因为家庭比较富裕，想要获得一个更好的

毕业证明，才花费了更多费用到国外去读大学。

本质上就是为自己的毕业证明镀金。其实这类留

学生在专业知识掌握上，相比国内“985、211”

的毕业生有很大差距。

而且留学生在国外接受到的教育，以及他们

所看到的就业市场的变化，和国内就业市场并不

相符。基于以上原因，留学生在国内就业市场上

并不吃香。

很多大厂资深hr表示，现在有很多留学生质

量参差不齐。自身比较优秀的留学生，大多会在

毕业之后留在海外，或直接被国内企业和高校直

接招走。从国外毕业之后，又回到国内找工作的

更多留学生专业能力并不强。

公司却要对这些留学生的培养和后期培训，

付出更多资本。但国内一流高校毕业学生，却不

用让企业付出更多培训资金。相比之下，企业自

然会选择名校生。

留学生归国找工作，最大的问题就是专业是

否对口的问题。很多海外专业，看似与国内专业

能对上，但其实具体内容很难和企业具体工作相

接轨。

而且国内外企业文化也有非常大区别。国外

工作效率相比国内工作效率低，国内有很多大厂

是需要长期加班。但是留学生长期处在国外轻松

的工作环境之下，能否胜任国内大公司的工作任

务量，这也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留学生选择回国？

教育部在2020年底发布的2019年度出国留

学人员情况统计显示，2019年度我国出国留学的

人数超过70万人，相较于2018年增加了4万余人

。而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在58万人上下，相比于

2018年也增加了6万余人。

通过这些数据，显示留学生回国人数在不断

上涨。而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很多大学生也取

消了出国留学的计划，留在了国内。

其实相对于国外来说，国内发展机会更多。

我们国家经济正处在高速发展中，各类行业人才

队伍缺口也非常大。

相比于国外就业形势来说，国内市场更加重

视人才。各个大厂为了吸纳人才，会给应届毕业

生或名校，提供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城市落户和

公积金保险等。

总之，出国留学以前，确实是家庭富裕，解

决学生第一学历不好的的一个办法。但根据国内

外就业市场形势变化来说，留在国内或许是大学

生的最佳选择。

大企业HR透露不招海外留学生，原因很现实

鉴于当代社会的激烈竞争，越来越多大的大学

生选择在课余时间做兼职，这不仅可以补贴自己的

生活费，还可以在兼职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能力，

积累一定的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可以对社会有比

较早的认识，这对于毕业后是选择就业还是创业都

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作用，但是，都有哪些工作真正

适合大学生呢?现在就给大家进行一个盘点。

(一)调研

要做到能屈能伸，与派送相比，这份工作更

具有挑战性。调研主要包括三种形式：街头访问

、电话访问和入户访问。

对于街头访问来说，和派送差不多，都需要

与人沟通，因为要问行人一些相关的问题，所以

被拒绝的机率也比派送要大一些。

而电话访问一部分人可能不太理解这个行业

，所以会选择挂掉电话。

入户访问则是三种访问种难度系数最高的一

类，对于一个普通人进入他人家中问问题是一件

比较难的事，同时还需要注意安全问题。调研工

作，一方面可以提高大家的沟通以及表达能力，

另一方面还可以让我们了解普通大众的需求，这

能为以后与用户相关的工作打下一个了好的基础

(二)家教

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家教都是他们最好的

选择。无论你是理科专业还是文科专业，只要你

拥有一技之长，那么这份工作应该不会很难找到

。当然，你要至少有一门功课学的比较精，而且

能对自己的学生清晰的表达，这份工作对口头表

达能力要求比较高。家教的工作，一方面可以积

累很多教学的经验，如果你以后想去从事教师职

业，这个是可以写在自己的教学履历里的，为以

后成功应聘学校增加几率；另一方面，做家教也

可以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叙述能力，以后无论

是做哪一领域的工作都是需要表达自己看法的，

这就可以为以后的工作打好基础。

(三)自由撰稿人

要求：文笔好，才思敏捷。此类没

有时间要求，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向各个

报纸杂志投稿，且薪资优厚。但对文学

底蕴要求比较高，不是普通人就可以轻

易得到这份稿费的。校对工作也可以划

入此范围，此类工作对于中文系或法律

系等文科专业的学生来说更具有优势。

这份工作可以打磨自己的写作能力，如

果你以后是想从事编辑、内容运营、文

秘等工作，这些你所写的稿子就可以成为你写作

能力的一个印证，可以增加你应聘成功这些职位

的一个筹码。

(四)翻译

要求：熟练的掌握一门外语，可以和外宾

轻松交谈。有口译和笔译两种职业可供选择。

口译要求对外语的掌握能力不仅仅是普通的对

话，而是可以进行正常的交流，而且要清楚的

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笔译则要求用词严谨

，可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思路和所要翻译的文章

的内容。而且现在很多大公司都希望自己的员

工至少精通一门外语，除了你的雅思托福成绩

外，如果有做翻译的的经历，就可以更好的证

明自己的口语能力。

总的来说，这些就是给大家盘点的适合大学

生的兼职，但这并不是所有的工作，还有一些我

没有提到的兼职也是很适合大学生的，大家可以

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适合留学生的兼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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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秦鴻鈞）坐落於大休士
頓西北區的凱蒂（Katy ),是休士頓地區正
蓬勃發展的衛星城市之一，現有超過31
萬的居民。交通便利再加上鄰近能源走
廊— 國際能源集團及石油公司的聚集地
，為休市凱蒂區帶來人流並帶動經濟繁
榮。加上當地政府推動的造鎮計劃，吸
引了多個大型商業地產及百貨投資，使
凱蒂成為休士頓地區最受亞裔群體喜愛
的宜居之地。加上凱蒂獨立學區連續兩
年被評為休士頓排名第一的公立學區，
教育體系十分完善。良好的教育環境，
吸引眾多中產華裔與亞商群體喜愛的宜
居之地。

「凱蒂超市」便是順應凱蒂新華、
亞裔生活圈，於今年七月十五日新開張
的華人超市。位於凱蒂的中心點 Mason
Road上，介於Westhemer 大道與十號公
路之間。是凱蒂地區的居民每天必經之
地。佔地利之便，開張不到半年，幾乎
凱蒂地區的居民，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大家認識的不止
「凱蒂超市」宏偉的外觀，整潔、美觀、貨品齊全的內部

。兩位負責老闆黃敏及吳曉永皆來自紐約的超市業界，在
貨源的開拓方面，往往有休市超市無法企及之處，這也是
「凱蒂超市」的顧客在貨架前常有意外的驚喜～他們看到

了別家超市沒有的 「好貨」！
「凱蒂超市」不僅貨好, 有別家沒有的珍稀好貨，還

每週推出二十多種特價品，不賺錢、售完為止。很多人每
周來這裡是衝著這些特價品而來。在物價飛漲的今天，能
看緊荷包，又能買到好貨，才不枉來此一趟！

「凱蒂超市」本週（12/30/22-1/05/23)推出的新年精
選特價品，包羅了海鮮、肉類、罐頭、乾貨及各種節日禮
盒二十餘種，分述如下： 「海鮮類」有波士頓龍蝦，每磅
$10.99元，售完為止；溫哥華大肉蟹，每磅$12.99元，售
完為止；金鯧魚，每磅$3.49元，售完為止；百勝老蟶，
每袋（二磅重）$12.99元。 「蔬果類」有奶油菜，每磅$49
分；白蘿蔔，每磅$69分；茄子，每磅$1.19 元；芥蘭苗，
每磅$1.49元，王子菇，每磅$1.49元；中國富士蘋果，每
盒$5.99元；新疆香梨，每磅$1.59元； 「肉類」有豬腳，
每磅1.89元，售完為止；帶骨五花肉，每磅2.99元，售完
為止；大牛犍，每磅$3.99元，售完為止。 「罐頭、乾貨
類」有韓國魚豆腐，每袋$2.99元（淨重216克）；合時牌
上海素春卷，每盒（二磅重）$3.99元；海底撈自煮火鍋

，每份$7.99元；旺旺鮮貝/雪餅，每袋（520克）$5.99元
；煤氣罐（每組4瓶，重227克）$4.99元；功德林酒釀，
每瓶（760克）$4.99元；順帆東莞米粉，每袋（400克）
$1.49元；天鵝醬油，每瓶（34OZ )$2.99元；李錦記熊貓
蠔油，每瓶（18OZ)$1.99 元；八角麻油，每罐（56OZ)
$17.99元。

「凱蒂超市」現已年味十足，從進口開始，即可見各
式新年掛飾、門聯，吉祥財神畫像、元寶掛飾，不僅年味
十足，還充溢了新年吉祥、喜氣。尤其每家必不少的吉祥
物～萬年青，更為所有家庭帶來年節的吉祥、喜氣，萬年
長青。

「凱蒂超市」並有禮卡充值活動：凡在該超市充值
$300 禮卡，送$15元禮卡；充值$400禮卡，送$20元禮卡
；充值$500禮卡，送$30元禮卡；充值$600禮卡，送$36元
禮卡。（以此類推，上不封頂）
「凱蒂超市」現正請收銀員，需具合法身份, 有經驗者優

先。
「凱蒂超市」（ KATY SUPERMARKET ) , 營業時間：每

天上午九時至晚間九時，該超市地址：1525 Mason Road,
Katy, TX 77450, 電話：（346 )588-9988

「凱蒂超市」 地理位置特佳，貨源充足,價格公道
本週推出新年精選特價品，一趟 「凱蒂」 ，收穫滿滿

圖為圖為 「「凱蒂超市凱蒂超市」」 精彩的新年吉祥精彩的新年吉祥、、喜慶掛飾登場喜慶掛飾登場。（。（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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