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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臧娜）“龍學”機器人隊成立數年來，雖然經歷了
疫情的衝擊，但在王榕校長的帶領下，在胡教練的悉心調教下，
走過了初創時的寂寥，隊伍日益壯大，不斷刷新參賽記錄。小隊
員們帶著對於機器人的熱情和探索之心，在賽事中成長，在挫折
中磨煉自我，突破自我。

今年上八年級的Jerry Pang於2022年春季學期加入“龍學”
機器人隊，通過賽事的磨礪，不到一年時間實現了“三級跳”，
奪得了區域賽冠軍，跟其他優秀隊員一起拿到了州賽的入場券。

跟很多孩子一樣，Jerry從小對樂高情有獨鍾。在父母對電子
產品的嚴控下，遠離電子遊戲的他卻在樂高的世界中找到了樂趣
。 “小的時候他只是按照樂高說明書去拼插，後來我發現他總是
拆掉之前做好的，然後按照自己的創意重新創作，坦克、機器人
、汽車，拼好了放在床頭自己端詳一會兒，就睡覺了。”父親就
是從那時發現了Jerry喜歡不斷突破的這股勁兒。 2022年春季學
期結束之後的那個暑假，胡教練給孩子們留了暑假作業——建造
一個自己的機器人。喜歡“拆拆裝裝”的Jerry埋頭苦幹，終於抱
著自己的初代機器人出現在了2022年“龍學”機器人秋季學期的
課堂上。胡教練在欣喜之餘，不斷糾正Jerry聽課習慣上的小問題
，引導他拿著改建後第二代機器人參加了 2022 年秋季在 Lanier
Middle School舉辦的區域比賽，Jerry的機器人在“首秀”中取得
了團隊第五名的成績。此為一級跳。

喜歡不斷突破的 Jerry 並沒有止步於此，秉持著
“拆拆裝裝”的信條，Jerry又帶著他的第三代機器人
出現在了Marvel High School區域賽的賽場上，這次他
的機器人名列第三。此為二級跳。

誰知，場場有進步的Jerry竟然再次拆掉了他的第
三輛車，在第三場區域比賽即將開始之前，決定重新
設計他的第四代機器人。為了提高機器人的發射效率，他利用聖
誕節假期大量查閱資料進行改進嘗試，經常不知不覺熬到了半夜
兩三點鐘。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Jerry的第四代機器人終於
在最後一次區域賽中頂住了來自裁判團隊的巨大壓力，在被判兩
次零分的不利情況下，穩紮穩打，以最後一輪的完美表現，跟隊
友ALex一起奪得了他的第一個區域賽冠軍。此為三級跳。

作為“龍學”機器人隊的一份子，Jerry在校長和教練的引導
下步步為營，在與Samuel等優秀隊員的交流學習中不斷成長，在
賽事的挫折中歷練自我。 “拆”車專家Jerry坦言，“不輕言放棄
”是他實現三級跳的法寶，“I didn’t give up. I worked harder
and harder on my robot. In the end, I finally managed to win and
reach state level.”

這正是“龍學”機器人隊隊員Jerry的成長記，也讓我們共同
期待“龍學”新一代機器人的重生。

不斷突破自我的“拆”車選手——“龍學”機器人隊隊員成長記

貴賓合影貴賓合影

北美洲暨美臺灣南旅館公會訪團北美洲暨美臺灣南旅館公會訪團行前授旗 訪臺商機交流

北美洲台灣旅館公會聯合總會於北美洲台灣旅館公會聯合總會於33月月77
日在休士頓文教中心展覽廳舉行返台參訪團
行前授旗儀式，駐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處
長羅復文親自主持，將會旗交給訪問團團長
陳清亮總會長、陳美芬僑務委員、嚴杰僑務
顧問、何怡中僑務促進委員等人。文教中心
主任王盈蓉、副主任黃依莉、僑務委員劉秀
美、公會成員許文忠董事長、李昭寬董事長
、張榮森財務長、黎淑瑛前會長、公會成員
林富桂僑務諮詢委員、臺灣松年學院許勝弘
院長亦到場共襄盛舉。

羅復文致詞表示，這次北美洲台灣旅館
公會聯合總會及美南台灣旅館公會組團訪臺
特別有意義，除了能為台灣的經濟帶來一筆
不小的經濟收益外，這也是疫情趨緩後首次
的旅館公會訪台行程，意義非凡。他希望這
次訪問團能夠深入了解台灣的旅館業發展現
況，並透過雙方的交流學習，共同推進臺美
產業的鏈結。

陳清亮說明這是近3年來旅館公會首次
訪台，來自全美的團員多達43人，報名踴
躍。非常期待能夠深入了解台灣旅館業之進
步，學習如何開啟無人化的AI時代，透過
機器來實現自動化入住。同時，他也感謝僑
委會的協助，讓這次訪問團的行程能夠順利
展開。

這次北美洲台灣旅館公會聯合總會訪臺
的行程非常豐富，除了參觀台灣的旅館業之
外，還包括了拜會僑委會、台北市政府、交
通部、觀光局並與資策會展開的智慧餐旅商
機交流經驗分享。相信這次訪問團的交流與
學習，能夠促進台灣與北美洲旅館公會聯合
總會之間更緊密的合作關係，並在未來的發
展中創造更多的機會與經濟收益。 羅復文羅復文((左二左二))致詞盼臺美商機交流致詞盼臺美商機交流

授旗儀式授旗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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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您聽過 「整合醫學」嗎?
醫學日新月異，最新的趨勢是將人體科學和生
活方式相結合，來最大可能地減少症狀，改善
健康狀態，提高生活質量，這就是整合醫學。
整合醫學運用所有可以提升健康的方法，包括
飲食、運動、中藥、針灸、按摩、太極拳、冥
想、瑜珈等等，來輔助於西醫的治療，不同健
康程度的人都可以受惠。

休士頓整合醫學門診( Integrative Medicine
Clinic – Houston)的劉文利醫師(Wenli Liu, MD)
是著名的安德森癌症中心的退休醫生，她在安
德森癌症中心22年，治療過非常多病人，專業
經驗豐富。
以整合醫學的方法幫助諸多病人

劉文利醫師多年以來用整合醫學的方法幫
助癌症病人，改善癌症本身的症狀以及與治療
相關的副作用。她也運用整合醫學的方法幫助
病人做手術前和化療前的準備、以及治療後的
恢復。在治療許多慢性病時，特別是像糖尿病
、肥胖症、和高血脂一類的代謝病，劉文利醫
師運用 「整合醫學」方法將改善飲食、跟中醫
經典方劑結合起來，取到了很好的臨床效果。

劉文利醫師也將中藥運用到治療現代人面
臨的許多症狀中，如焦慮、抑鬱、失眠、便秘
、更年期症狀等等。從大量的臨床經驗中，她
見證 「整合醫學」對病人的幫助。本報特別就
整合醫學在癌症以外的運用對劉醫生進行了採
訪，與讀者分享 「整合醫學」對大家的幫助。
調整身體要從個人的生理或病理特性著手

劉文利醫師表示: 調整身體要從個人本身的
生理或病理特性著手，劉醫師過去曾經在安德

森癌症中心做過十多年的內科醫師，之後做了6
年多的整合醫學，曾經幫助過非常多的病人，
而 「整合醫學」讓病人恢復健康，減少痛苦，
也省了更多的錢。
整合醫學是注重生活方式的醫學

整合醫學，就是注重生活方式的醫學。我
們的營養來自於飲食和太陽，而運動對於我們
的營養代謝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每天正
常的生理活動、及心裡健康，都依賴於優良的
營養基礎和強壯的代謝功能。如果說飲食如醫
藥，那麼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一副完整的預
防疾病的良方。
人的健康如銀行，平時要多儲蓄

我們每個人的健康猶如銀行，平時多儲蓄
，不但不容易生病，即使在生病和接受治療的
狀況下，也會有比較強的承受能力。劉醫師在
給社區講整合醫學介紹的時候，是就常遇到這
樣的問題，劉大夫，我昨天還吃了漢堡和冰激
凌，有點不舒服，但也沒有您說得那麼嚴重啊
。健康，甚至亞健康的人可以承受一些消耗，
但不可能承受長期的消耗。而健康銀行在破產
邊緣的人就不是很能承受消耗的了，即使是我
們認為些微的消耗。

舉個常見的病症，直腸癌手術及放療後常
有腹瀉的狀況，有些人每天要跑二十多次廁所
，根本無法出門，常常會因為擔心出門萬一控
制不了大便的尷尬，就乾脆待在家裡，跟社會
處於分隔的狀態。有的人會因懼怕腹瀉而大量
減少飲食，這是很痛苦的。

運用整合醫學，通過在飲食上改變飲食的
時間，避免加重腹瀉的食品和飲品，同時增加

吸水和吸油能力強的食品，會大大改善病
人對大便的控制能力，從而提高生活質量
，同時也提高了營養的狀態。在改變飲食
的基礎上，再加以盆腔肌功能康復的鍛煉
，就能更全面地改善由疾病治療而引起的
副作用。
最大程度地減少對正常生理的干
擾

西醫治病常用藥物，降血脂的藥就是
治療高血脂的主要方法。但是，以 「整合
醫學」的角度來看，病人可以少吃增加血
脂的食物，而同時每天進食降低膽固醇的
食物，加上適當的鍛煉，這樣可以減少，
甚至不需要用藥物干預。通過生活方式來
改善疾病，沒有副作用，減少或避免不必
要的藥物損害，是更符合人體生理的醫學
方法。

對許多人來說，為自己防老存錢很容
易理解，但卻很難做到儲蓄健康的生活方
式。其實，十年或幾十年後的健康狀態，
與我們當下日常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健
康的人，如果懂得使用整合醫學，可以預防疾
病，更久地維持健康的狀態，也就是所謂的
「治未病」。讓目前的健康持續，減緩身體功

能退化，延緩衰老，延遲疾病的到來。亞健康
的人群需要及時地改變生活方式，恢復到健康
的狀態。
整合醫學以人為中心，重視整體性

人體的健康需要關注方方面面的因素，在
動態中求平衡，中間有相輔相成的部分，也有

相對抗的部分。整合醫學是由
更寬廣的角度來看身體，注重
身體的平衡，每一個人的狀況
具體不同，需要由醫生詳細的
診斷才能給出最貼切的建議。

劉醫師的看病過程，會先看
病人身體的狀況、急慢性病的
診斷，服用的藥物，是否有影
響營養吸收和代謝的藥物，生
活習慣、飲食習慣，是否有菸
酒嗜好、大小便的習慣和狀態
、有無焦慮和抑鬱，處理壓力
的能力、睡眠的狀況、體能的
強度、是否規律的運動等等，
在全面地了解之後，經過各種

症狀的判斷，才會指導一個整體的治療方案。
更省錢也更健康

經由整合醫學的調整，病人的反應是身體
更健康了，去醫院的次數少了，也就更省錢。
舉幾個例子，一個人如果因病需要大部胰臟切
除手術，飲食上應該如何改變呢? 怎樣可以讓營
養吸收得更好呢? 任何消化或代謝功能的障礙，
無論是手術或藥物導致的，都有相應的飲食方
法來預防、和更正營養上的缺乏。如果懂得去
看整合醫學，病人的健康狀況會更好，也少受
很多痛苦，其結果是病人與其家人所樂見的。
劉文利醫師(Wenli Liu, MD)
專精項目: 代謝病、肥胖、糖尿病、高血脂、營
養、更年期、失眠、焦慮
改善代謝病: 減低發生跟代謝病相關疾病的風險
營養準備: 幫助減低化療副作用、提高手術後恢
復
YouTube 頻道:整合醫學視角 https://www.you-
tube.com/channel/UCyOjgCiqqLwu8yvuGg8ISJg
網址：www.integrativemedicinehouston.com
電話： 281-520-0617
地址：6300 West Loop South, Suite 360, Bellaire,
TX 77401

將人體科學和生活方式相結合將人體科學和生活方式相結合 救治許多人救治許多人
不同健康狀況的人皆受益不同健康狀況的人皆受益 「「整合醫學整合醫學」」受矚目受矚目

2023年王朝旅遊歐洲私人團：4月20號14天探索神秘又美麗的國家：土耳其！

土耳其，全球唯一
橫跨歐亞大陸的伊斯
蘭教國家，被稱為"
文明的搖籃"，其擁
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和
令人嘆為觀止的自然
風光，從古老的遺址
和寺廟到豪華的宮殿

，每年吸引遊客不計其數。這個國家是歷
史和文化愛好者的天堂，也是獨特的度假
勝地。 王朝旅遊在客人的強烈要求下，王
朝旅遊將帶您探索這個神秘又美麗的國家！

出發日期： 2023年4月20日-2023年5月3日
行程亮點：
暢遊九城：伊斯坦布爾、安卡拉、卡帕多西亞、孔亞、安塔

利亞、棉花堡、以弗所、伊茲密爾、恰納卡萊

飽覽美景：托普卡帕皇宮、八大奇跡之~聖索非亞大教堂、
凱馬克利地下城、蘇菲教派旋轉舞 、安塔利亞博物館、特洛伊
、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輪、棉花堡、大巴紮

溫泉勝地：在棉花堡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功製造出如
此美妙的仙境。埃及艷後泡過的溫泉勝地有山有水的白色棉花堡
，從希臘時代起就是溫泉療養勝地

洞穴酒店：特別安排2晚洞穴特色酒店體驗，奇特的地貌、
石柱和岩洞無一不吸引著人的眼球

地道美食：地道土耳其美食，烤魚餐、瓦罐牛肉、羊排風味
餐、串燒烤肉餐等，結合中式口味滿足您的味蕾

這裡的每一處都是風景，每一處都讓人流連忘返。還在等什
麼，快來加入我們吧！

(本報記者秦鴻鈞）財富是累積出來
的！休士頓著名投資顧問蕭雲祥、顏琦將
於3月18日上午10:30至12:00在他們中國
城 的 辦 公 室 （6901 Corporate Dr. #128,
Houston Tx 77036 )舉行投資理財座談會。
主題：1. 如何在高通膨時代獲利及資產配
置，2. 社會安全金領取條款及注意事項。
因 座 位 有 限 ， 敬 請 事 先 預 約 ：
713-988-3888，832-434-7770

兩位專家表示：自從COVID 19以來
，市場經歷了兩場深度的轉變和下挫，第
一次下跌了35%， 但是很快的轉回來了，
第二次面臨高通膨及利息急速上升，市場
在 2022 年來開始了一次深度的轉折，

NASDAQ下挫了35%，SPY也跌了25%，
平均下跌了30%。面對高通膨，高利率，
美國的債務上限又達到歷史高點，約為
$31. 兆，

投資市場面臨高風險及許多不確定因
素： 通膨？ 利率上升？ 國債？中美貿易
戰？俄烏戰爭？能源價格上升？貨幣交換
率大幅起伏？

如何在高風險又是高通膨的時代，如
何投資獲利？如何保住基金的安全性？流
通性？又能抗通膨確保購買力，確實是一
個難題，因此蕭雲祥、顏琦舉辦了此次座
談會，歡迎參加！

如何在高通膨時代獲利及資產配置
蕭雲祥蕭雲祥、、顏琦顏琦33月月1818日舉行投資理財座談會日舉行投資理財座談會

蕭雲祥蕭雲祥 顏琦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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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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試圖與埃隆·馬斯克的 SpaceX 競爭
上太空，新型中型運載火箭周二在太空首次飛行中失敗，原因
是發射器的二級發動機沒有按計劃點火，這打擊了日本降低進
入太空成本所做的努力。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 (JAXA) 的現場直播顯示，57 米
（187 英尺）高的 H3 火箭從種子島太空港順利升空。

但在到達太空後，火箭的二級發動機未能點火，迫使任務
官員手動摧毀火箭。

JAXA 的發射發言人說：“決定火箭無法完成其任務，因此
發出了破壞命令。那到底發生了什麽？這是我們必須查看所有
數據來調查的事情。”

這次失敗的嘗試是在上個月發射失敗之後發生的。
大阪大學太空政策專業教授渡邊弘孝說：“與之前的取消

和推遲不同，這次是徹底的失敗。”
他補充說：“這將對日本未來的太空政策、太空業務和技

術競爭力生嚴重影響。”
日本叁十年來的第一枚新型火箭搭載的是災害管理陸地觀

測衛星 ALOS-3，該衛星還配備了旨在探測朝鮮彈道導彈發射
的實驗性紅外傳感器。

H3 火箭制造商叁菱重工有限公司 (MHI) 表示正在與 JAXA

確認火箭周圍的情況，但沒有立即發表評論。
MHI 估計，H3 火箭的每次發射成本將是其前身 H-II 的一

半，這有助于它在全球發射市場贏得業務，該市場日益被
SpaceX 的可重複使用的獵鷹 9 號火箭所主導。

公司發言人早些時候表示，它也是依靠日本以前火箭的可
靠性來獲得業務。

在 9 月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將獵鷹 9
號發射到近地軌道的成本定每公斤 2,600 美元。 H-II 的等效價
格是 10,500 美元。

如果周二成功發射，日本火箭將在歐洲航天局計劃于今年
晚些時候發射的新型低成本阿麗亞娜 6 號運載火箭之前進入太
空。

H3火箭由一種更簡單、成本更低的新型發動機提供動力，
其中包括 3D 打印部件，旨在將政府和商業衛星送入地球軌道，
並將補給品運送到國際空間站。

作日本與美國深化太空合作的一部分，它最終還將向美國
航天局 NASA 計劃建造的 Gateway 月球空間站運送貨物，這是
其讓包括日本宇航員在內的人重返月球計劃的一部分。

叁菱重工股價早盤下跌 1.8%，而更廣泛的日本基准指數 (.
N225) 上漲 0.4%。

日本的新型火箭因發動機問題而失敗
太空野心受到打擊

““世界上最大的美人魚大會世界上最大的美人魚大會””在美國舉辦在美國舉辦

美國弗吉尼亞州馬納薩斯美國弗吉尼亞州馬納薩斯，，人們打扮成美人魚參加人們打扮成美人魚參加““美人魚大會美人魚大會””
。。該活動被稱為該活動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美人魚大會世界上最大的美人魚大會”。”。

俄羅斯滑板車交通規則生效俄羅斯滑板車交通規則生效

俄羅斯莫斯科俄羅斯莫斯科，，紅場附近出現了壹個禁止使用滑板車的新路紅場附近出現了壹個禁止使用滑板車的新路
標標。。33月月11日日，，俄羅斯道路交通法規修正案生效俄羅斯道路交通法規修正案生效，，以規範私人車以規範私人車
輛的使用輛的使用，，包括電動滑板車包括電動滑板車、、獨輪車和懸浮滑板獨輪車和懸浮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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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我國科研人員在雲南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福貢段發現我國科研人員在雲南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福貢段發現
國家壹級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彩雲兜蘭國家壹級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彩雲兜蘭。。這是我國目前唯壹已知的彩雲兜這是我國目前唯壹已知的彩雲兜
蘭野生居群蘭野生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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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國足誓挫吉爾吉斯斯坦
贏波即可於U20亞洲盃出線

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3年3月9日（星期四）

距離亞運會不到距離亞運會不到200200天天 衝刺杭州蓄勢巴黎衝刺杭州蓄勢巴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中國男足
U20將於9日晚出戰U20亞洲盃D組最後一輪分
組賽事，數字上國足只要擊敗已篤定出局的吉爾
吉斯斯坦即可出線，以球隊今屆表現，只要發揮
水準該可達成目標。

在今輪比賽前，日本U20以6分排榜首，國
足和沙特阿拉伯U20則同得3分分列2、3位，由

於日本和沙特要在最後一輪碰頭，因此國足今晚
只要全取3分，便可不理會另一場戰果取得出線
權。

從頭兩場比賽所見，國足對手吉爾吉斯斯坦
的表現只是平平，雖然陣中有旅歐德國和俄羅斯
的球員各1名，但面對日本和沙特仍是兩戰全
敗，整體質素明顯一般，但由於吉爾吉斯斯坦喜
愛使用偏防守的“541”陣式，故國足小將們也
要找到撕破對手密集防線的方法。

國足上輪以2：0勇挫沙特，陣中主力如木
塔力甫、艾菲爾丁、拜合拉木和徐彬皆表現搶
鏡，不過主教練安東尼奧賽前仍顯得小心翼翼：
“足球是要逐場逐場去計算，吉爾吉斯斯坦的防
守一直做得很好，我們必須打醒十二分精神才能
取得想要的戰果。”

事實上，國足在過去兩輪比賽皆是以防守
反擊為主要策略，但今場面對同樣主守的吉爾吉
斯斯坦，將不能再自視為弱旅，反而首次要成為
控球較多和主攻的一方，因此今場賽事可能才是
國足小將們的真正考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德國羽毛球公
開賽於當地時間7日展開，港隊兩隊混雙組合鄧俊
文/謝影雪以及李晉熙/吳芷柔皆於首日登場，並
成功取得晉級權。

鄧俊文/謝影雪首圈對手為塞爾維亞組合Mi-
hajlo Tomic/Andjela Vitman，“鄧謝配”全場未
有受到太大考驗，首局先贏21：10，次局塞爾維
亞組合雖表現有進步，但在中後段無以

為繼，“鄧謝配”再贏21：17，全場僅花30分鐘
便晉級，16強對手為日本組合山下恭平/篠谷菜
留。

另一混雙組合李晉熙/吳芷柔，首圈對手為東
道主德國組合Jan Colin Voelker/Stine Kuespert，
“李吳配”結果在同樣只花30分鐘下，贏21：
9、21：12晉級，16強將面對印尼組合Dejan Fer-

dinansyah/Gloria Emanuelle Widjaja。

自1988年首爾（漢城）奧運會設立乒乓球項目
開始，到東京奧運會為止，中國乒乓球隊共

贏得了37枚金牌中的32枚。今年國乒的主要賽事
任務，除了杭州亞運會，還有5月下旬舉行的德班
世乒賽。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劉國梁表示，2023
年是中國乒乓球隊備賽巴黎奧運會的衝刺之年，對
於為巴黎奧運會打下基礎尤為關鍵。“明年奧運會
的5塊金牌，我們都有機會，每一塊都要落實到
位，力爭取勝。”劉國梁表示，對於巴黎奧運會備
戰來說，這一年多時間存在很大的變數，也有很大
的空間，關鍵在於中國乒乓球隊如何凝心聚氣，保
持專注，更加鞏固自身在世界乒壇的優勢。

跳水隊做好全方位準備
作為中國體育代表團另一支“王牌軍”，中

國跳水隊不久前進行了本年度首次隊內測驗，這
也是冬訓後國家隊進行的首場正式比賽。除三站
世界盃外，7月將在日本福岡舉行的游泳世錦賽
和杭州亞運會也是中國跳水隊在巴黎奧運會前重
要的練兵機會。面對新賽季密集緊湊的賽程，領
隊周繼紅表示：“我們思想上要抓緊起來，要做

好全方位的準備，讓運動員充分適應大賽氛圍，
也要重視抓緊時間。”

3月初的體操世界盃多哈站上，東京奧運會
冠軍劉洋時隔一年多回歸國際賽場，憑藉穩定發
揮獲男子吊環金牌。“今年的目標主要就是亞運
會，一個是希望能拿團體冠軍，還有一個是吊環
冠軍。”劉洋說。

近期在男子網壇上升勢頭迅猛的吳易昺，也
許比劉洋更加期待亞運會。2月，23歲的吳易昺
在男子職業網球選手協會（ATP）250巡迴賽美
國達拉斯站奪冠，成為首位捧起ATP巡迴賽男單
冠軍的中國球員。“因為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杭
州男孩，我想在家門口把這枚金牌拿回來。我有
太多期待的理由，這也是我奮鬥的動力。”2018
年亞運會上獲得男單銀牌的吳易昺說。

霹靂舞隊融入中國元素
2月底在意大利舉辦的國際馬聯三項賽四星

級短路線比賽中，中國騎手華天搭檔賽馬“巧克
力”奪冠，順利開啟巴黎奧運會的備戰之旅。
“今年有很多事情需要完成，賽季才剛開始，接

下來的路還長。勝利帶來的振奮和力量固然重
要，但要保持沉冷靜，繼續努力。”華天說。

奧運新增項目上，劉清漪去年獲得中國隊選
手史上首枚霹靂舞世錦賽獎牌。不久前進行的
2023年霹靂舞首場奧運積分賽上，她力克兩位本
土作戰的世錦賽冠軍福島亞由美和湯淺亞美，摘
得女子組桂冠，讓剛成立不久的中國霹靂舞國家
隊迎來“開門紅”。17歲的劉清漪明確了下一步
的訓練方向：“會繼續（在舞蹈中）融入中國元
素，繼續鞏固自己的技術，讓難度再提高一個台
階，然後把體能練得更好一點。”

女籃女足力爭延續佳績
2023年中國田徑將面臨布達佩斯世錦賽和杭

州亞運會兩大參賽任務。世錦賽男子跳遠冠軍王
嘉男表示，希望自己能夠保持住去年的實力，並
在此基礎之上有所突破，在世錦賽和亞運會上把
自己最好的狀態發揮出來。至於全國政協委員、
標槍奧運冠軍劉詩穎期待在杭州亞運會和巴黎奧
運會上有好的發揮，她說會全力爭取在之後的比
賽中取得好成績，為這兩項大賽奠定基礎。

2022年女籃世界盃上，中國女籃獲得亞軍，追
平歷史最好成績。為備戰2023年女籃亞洲盃、亞運
會等賽事，中國女籃日前公布新一期集訓名單，新
的征程即將開啟。“我們從打完世界盃以後，就給
大家確立了新的目標。不要說這一次是世界亞軍，
我們就是世界強隊了，走下領獎台一切從零開
始。”中國女籃主教練鄭薇說，“我們要在之後的
所有大賽中以爭取這樣的成績為目標，希望在巴黎
（奧運會）的時候，我們也能實現這個願望。”

2022年，中國女足時隔16年重奪亞洲盃冠
軍。今年中國女足面臨女足世界盃、杭州亞運會、
巴黎奧運會預選賽連續三項大賽，隊伍前不久結束
了2023年第一期的集訓。“之所以大家喜歡把中
國女足稱為‘鏗鏘玫瑰’，主要體現在關鍵時候能
夠團結協作、勇於拚搏、永不言棄、永不放棄的精
神。”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首場“代表通
道”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女足主教練水慶霞
說，“女足精神一直都在，鏗鏘玫瑰永遠加油！”

衝刺的號角已經吹響。在加快建設體育強國
的新征程上，中國體育健兒正奮楫揚帆，乘風破
浪，奔向夢想的遠方。 ◆新華社

面對不到200天後的杭州亞運

會和明年巴黎奧運會的“大考”，

中國體育健兒正以使命在肩、奮鬥

有我的責任感，以時不我待、奮發

有為的昂揚姿態積極備賽，力爭在

兩項大賽上續寫新的輝煌。

鄧謝配突破德國羽賽首圈

張之臻印第安賽挫商竣程張之臻印第安賽挫商竣程
北京時間8日上午，ATP1000印第安威

爾斯大師賽資格賽決勝輪上演“中國打
吡”，張之臻與商竣程在決賽輪中相遇。最
終經過3局較量，雙方經歷一場耗時3小時1
分鐘的鏖戰下，張之臻以2：1戰勝商竣程，
獲得本次大師賽的正賽席位。 ◆中新網◆U20國足希望取得晉級權。 資料圖片

短說
長話

◆◆張之臻取得勝張之臻取得勝
利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安達表現神張安達表現神
勇勇。。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劉國梁指今年是中國乒乓球隊備賽巴黎奧運會的衝刺之年劉國梁指今年是中國乒乓球隊備賽巴黎奧運會的衝刺之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周繼紅希望跳水隊能做好周繼紅希望跳水隊能做好
全方位準備全方位準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鄭薇希望中國女籃能鄭薇希望中國女籃能
延續佳績延續佳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劉清漪將目標瞄準巴劉清漪將目標瞄準巴
黎奧運黎奧運。。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張安達張安達66紅球賽橫掃丁俊暉紅球賽橫掃丁俊暉
7日晚間，2023年6紅球世錦賽繼續進行。

在當日進行的小組賽第2日比賽中，丁俊暉0：
5負於張安達。不過憑藉此前在正賽首日中連
續戰勝馬奎爾和旺哈魯泰的出色表現，丁俊暉
以2勝1負的戰績，與小組賽3連勝的張安達攜
手晉級16強。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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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在大众的认知里，留学生仿佛是外企、私企

的“宠儿”，他们与编制内仿佛是八竿子打不着

的群体。

但其实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复杂多变，以及

新冠疫情等各种不确定的影响之下，据教育部统

计，党的十八大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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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稳”的心理越来越突出，想进入体制内工

作（包括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等）的海归越来

越多，其中也不缺常春藤、G5等名校毕业的学生。

根据《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在调

查样本中：21年向国企投递简历的海归人数同比

增长3.7%，在调查中，有3成留学生期望进入国

企就业，59%留学生认为海归群体中存在“考公

热”，其中38.3%认为“考公热”近两年明显升

温。求稳心态在海归群体逐渐凸显。

大多数选择体制内的人都认为，能落户、晋

升渠道畅通、职业前景好等非经济层面的社会保

障，是比单纯的工资高更加重要的要素。

01“留学生考公 基本形式！”

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国考”，指中央、

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是国家部、委、署、总局

招考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的一种方式。

招考条件相对比较严格，一般要求全日制本

科应届、历届毕业生，部分职位要求硕士研究生

和英语四级、计算机二级。时间相对比较固定，

一般集中在每年10-11月份，一年举办一次，一

次只能报考一个职位。

2022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计划招录2.57万人，

超212万人通过资格审查，人数创历史新高，平均

61个人竞争1个岗位，最高竞争比达到3334:1。

省考

各省省市县乡四级招录由省级主管部门统一

安排，编制隶属于各省。各省自行安排考试，也

有多省市联考，一般各省份每年举办一次，每个

省份时间不定，一次只能报考一个职位。

除此之外，还有事业编、选调生、人才引进

等方式。

02“留学生考公 有哪些优势！”

在2021年商务部招录的公务员中，近一半是

留学生。可见名校留学生海归的竞争优势明显。

学历优势

公务员的许多岗位，都要求考生的学历在本

科及以上，部分岗位还对毕业院校层次有要求。

出国留学一般就读院校的世界排名，也相对更高

。因此，海归硕士公考报考范围更广。

同时，工资待遇也更有优势。有些地方在实

习期满后，直接享受副科级待遇；评职称时，硕

士会直接从中级职称起步。

再有硕士在一些地区，还会享受更高水平的

人才补助。对于世界排名top30 、top 50的名校

毕业生来说，可以通过“人才引进”进入体制内

，经济又高效。

国际化优势

国家在“一带一路”和“走出去”的政策大

背景下，对于接受过国际化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

也在变大。

一位考上商务部的同学表示：去年与她同届

考入商务部的同事，近半数都有海外留学经历，

留学生在政府及事业单位中“有外事需求或对小

语种要求高的岗位”中优势明显，而且“更容易

适应之后的驻外工作”。

语言优势

这一点从近些年国考招聘中，加入雅思/托

福成绩的规则可见一斑。

在2022年2.8万个职位国考岗位中，有133个

岗位明确要求或承认托福或雅思成绩的职位。

03“适合考公的 留学专业！”

按照往年身边考公务员的学生来看，录取专

业比较多，也相对吃香的专业，比较热门的热门

专业如下图所示：

2021国考热门专业推荐

▲1.财经类专业

包含专业：会计学、财务管理、财政学、金

融学等。

招录单位：税务局、发改委、中央办公厅、

海事局、铁路公安、审计局、统计局、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等。

▲2.法律类专业

包含专业：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国

际经济法学、劳动改造法学、商法学、刑事司法

学等专业。

招录单位：公安局、发改委、检察院、法院

、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铁路公安局

、长江航运公安局等。

3.▲中文类专业

包含专业：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中国少

数民族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化等。

招录单位：政府、办公厅、海事局、邮局、

公安局、水利部、统计局、银保监会等。

4.▲计算机类专业

包含专业：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

术、网络工程、信息安全、网络系统管理、软件

技术、图形图像制作等。

招录单位：政府、档案局、网信办、公安局、

税务局、通信管理局、海事局、海关、邮局、统计

局、知识产权局、气象局、银保监会、证监会等。

5.▲新闻传播类专业

包含专业：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

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数字

出版、国际新闻与传播等。

招录单位：外文局、外交部、中央办公厅、

中央宣传部、中国文联、海事局、税务局、公安

局、银保监会、气象局、知识产权局、文物局、

邮政管理局。

留学选择热门专业对未来进入体制内有很多

报考优势：选择机遇多，选择范围广，降低竞争

值等。

留学生也没逃过“考公热潮”

海归竞争优势明显！

跟大家说个恐怖故事——

22021年全国毕业大学生909万（首次突破

900万），2022年全国毕业大学生人数为1076万

，到了2023年，这个数将达到1158万！

再看看留学生这边的数据，主页君更是两眼

一黑：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回国就业留学生达

到104.9万人，而2022年2022回国求职留学生数

量再创新高，同比增长8.6%，差不多在114万的

样子。

也就是说，你同时在跟1158万人+114万人

抢工作。

如何卷过那一千多万人，主页君为大家准备

了一套全方位的求职秘籍，涉及到如何准备简历

等等方面！

当然了，除了国内版，主页君还给那些想在

国外卷的小伙伴准备了一些求职开挂宝典！

快跟我一起来看

看吧！

u1s1，留学生在

国内找工作是比

国 内 毕 业 生 更

“吃亏”的事，

因为常年在国外

呆着，与国内的

求职市场已经有

了一定的信息差

，就比如，校招

到底是个什么东

西，如何界定自

己应届毕业生的

身份等等。

需要明确的是，

校招分为秋招和

春招，很多“梦

厂”会把更多的

精力放在秋招，启动时间一般为每年的8-9月份

，秋招时间将一直持续到春节之前。

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春招不重要，也是大厂

们抢人的好时候，很多公司在1月份就会开启春

招，直到2-4月达到高潮。

无论是春招还是秋招，都是只针对应届生展

开的招聘，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啥样的留学生才算是应届生啊？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规定：留学回国人员不

分应届和往届，是否为应届由用人单位界定。

所以，咱们留学生在求职的时候要提前摸清

楚企业对应届生的认定。

就比如字节跳动对应届生的身份认定为2022

年9月-2023年8月期间毕业的学生。

说完应届生身份的认定，咱们也得把留学生

的buff充分利用起来吧，那么究竟有哪些企业更

青睐于咱们留学生呢？

外企

咱英语能力怎么说都是占优势的，更有在国

外生活的经验，对跨国文化的接受程度以及了解

度自然也更高，所以各位小伙伴可以把求职的部

分重点放在外企。

互联网大厂

虽然近几年大家都在唱衰互联网行业，但寿

司的骆驼总归是比马大的，况且很多大厂都有属

于自己的跨国业务，咱们留学生在这块是具有天

然优势的。

国企、央企

例如中粮、五矿、中化就其实都有国际业务，

它们每年也在大量的招聘有海外经历的应届生。

在投了100多家公司都石沉大海后，我终于

悟了！

简历最重要的是照片啊家人们！

这不是我瞎吹的，韩国专门做过一项研究，

外貌更好的应聘者就是更受招聘者青睐，哪怕他

们简历不是那么完美。

你得先把门面整起来，人家才能在你的简历

上多停留几秒吧，你的闪光点才更有可能闪瞎

HR吧！

当然了，这里不是说不好看的朋友找不到工

作，只是希望大家在拍简历照的时候，尽量保持

整洁、干净、舒适，别忘了面露微笑～

地基打好了，咱们该给简历添砖加瓦了，也

就是文字部分。

那么问题来了，写什么呢？

弱化校园经历，强调实习经历。

职场小白通常都不会有太多的工作经历，所

以一定要好好琢磨自己的实习经历，并且在写的

过程中将自己弱鸡的地方一笔带过，自己牛逼的

地方适度夸大（适度这两个字很灵魂，切记不要

无中生有，不然面试时会很惨）。

并且，还要学会「数据量化」！

感受下下面两句话：

1.通过努力，为公司拉来了很多客户

2.通过努力，使成单量同期提升30%

显然是第二句话更加吸引人，因为你把数据

量化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把「重点前置」。

HR真的没有时间反复端详和研读你的简历

，所以一定要让TA在第一时间就看到重点。

最后，记得记得！简历一定要发PDF！发

word的都给我去罚站1小时！

简历也润色好了，甚至是连面试的问题都准

备好了，那么我们都有哪些渠道去获悉都有哪些

公司和职位在招人呢？

主页君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平台——

国内主流招聘平台：前程无忧、智联招聘、

boss直聘、拉勾网。

这几个平台各有各的特点，例如前程无忧和

智联招聘就属于职位多，但HR的回复可能会比

较不及时；boss直聘上比较多中小企业，而拉勾

网更专注于互联网招聘。

如果想去刚说的国企或央企，则可以看看

「国聘」。

其实也有一些更加针对留学生求职的招聘平

台，例如留学人才网、海外招聘网、jobs海归网

等等，大家多平台看看，机会自然也就更多了！

当然了，如果有学姐学长在“梦厂”工作，

也可以把准备好的简历发给对方，让他们帮你内

推，这样“走后门”能更加确保你的简历被HR

看到，只要职位要求和你的技能点相匹配，你获

得面试的几率也更大喔！

说完国内，咱们再来看看准备留在国外卷的

小伙伴们都有哪些求职开挂秘籍！

想要在海外站稳脚跟的第一步，一定是找一

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100万海归，如何卷赢1000万国内应届生？



BB88
星期五       2023年3月10日       Friday, March 10, 2023

廣告

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地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華美銀行於1973年成立，為懷抱著希望和夢想的華人社區搭建一座通往成功的橋樑。 
秉持著一貫的使命，我們堅持通過提供卓越的金融服務，協助小型企業追逐夢想， 
拓展商業版圖，並與其共同成長，推動社區繁榮發展。

eastwestbank.com/50

協助企業穩健發展，
是我們半世紀以來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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