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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黃梅子)2023舊金山Artciál國際鋼琴比賽將於今年 5 月至 8
月舉行在線 + 面對面比賽。參賽者可選擇異地現場參賽，也可選擇線上
參賽，需提交未經剪輯的曲目錄音。決賽將在舊金山 Artciá舉行！山
2023年比賽總獎金將超過10000美元。休斯頓的初賽地點在 萊斯大學 -
牧羊人音樂學院。

申請截止日期：2023 年 4 月 30 日 ， 比賽日期：2023年5月19-20
日。報名請聯繫：tx@artcialmusicfoundation.org 。

休斯頓賽區的評審團由三位評委組成。其中評審團 主任Ningjialu Liu
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年輕藝術家，她目前在辛辛那提大學 攻讀音樂鋼琴博
士DMA，她17歲時就與四川愛樂樂團合作演奏舒曼A小調協奏曲。她曾
在許多比賽中獲獎，包括鋼琴德州青年藝術家協奏曲比賽第一名冠軍，
休斯頓交響樂團 Ima Hogg 比賽； David D. Dubois 鋼琴比賽； “李斯特
紀念獎”香港國際鋼琴比賽等眾多國際知名賽事取得優異的成績，劉寧
嘉璐本科畢業於歐柏林音樂學院。然後她在維克多·羅森鮑姆 本科(Vic-
tor Rosenbaum) 的工作室完成了新英格蘭音樂學院的碩士學位。她目前
在 Awadagin Pratt 的指導下在辛辛那提音樂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在 CCM
期間，她再次贏得了協奏曲比賽奪冠，並與 CCM 愛樂樂團合作演出。
她 還曾與沃思堡交響樂團合作在奪冠音樂會上演出聖桑第二協奏曲，與
德州TMC O樂團合作演出佛羅倫薩·普萊斯協奏曲。除了她的獨奏生涯
，她還擔任澳門青年交響樂團音樂節的駐團藝術家和CCM Starling預備

課程的核心鋼琴家。萊斯大學教授Richard Marshall是休斯頓賽區評審團
DMA，他 在 16 歲時與猶他州交響樂團合作首次亮相管弦樂隊。他是許
多比賽的獲獎者，包括 Junior Gina Bachauer 國際比賽。他曾在美國、歐
洲和中國的著名舞台上演出，包括阿布拉瓦內爾音樂廳、肯尼迪中心和
沃瑟姆中心。他在 Jon Kimura Parker 的工作室獲得萊斯大學鋼琴演奏博
士學位。他目前在萊斯大學牧羊人學校的 Michael PHammond 預備課程
任教，在那裡他領導著一個由才華橫溢、多才多藝的年輕鋼琴家組成的
工作室。

第三位評委ZhuZhu(朱珠)曾在眾多音樂節和音樂會系列中演出，包
括吉爾摩音樂節、肯尼迪中心音樂學院項目和 Musiqa 系列音樂會。
ZhuZhu本科畢業於密歇根大學洛根斯凱爾頓工作室，在那裡她作為最優
秀的本科生獲得了斯坦利獎。她在 Robert Roux 博士的工作室完成了
Shepherd 音樂學院的鋼琴演奏碩士和博士學位。在萊斯大學學習期間，
她贏得了牧羊人學校協奏曲比賽，並與牧羊人學校交響樂團合作演出。
Zhu Zhu 是萊斯大學兩名因傑出成就和承諾而獲得 Lodieska Stockbridge
Vaughn 獎學金的研究生之一。她目前是 Kawai Music School 和 Interna-
tional Neoarts Foundation 的董事。青島大學音樂學院特聘教授。

報名參賽請登錄https://www.artcialmusicfoundation.org/houston-divi-
sion

2023舊金山Artciál國際鋼琴比賽歡迎全球不同年齡段的鋼琴家
休斯頓地區的琴童趕快報名開始啊！獎金超過一萬美元

（本報記者秦鴻鈞）在休士頓喜愛玩德州撲克、百家樂、21
點桌上遊戲、幸運輪的愛好者有福了，以後不用在老遠跑路州賭
場了，就在休士頓的中國城，我們的家門口，驅車即至的八號公
路與百利大道交叉口， 「希爾頓花園旅館」對面，二樓的宴會廳
，以是僑界大型活動的中心點，休士頓人人知曉去過的大型宴會
廳，現在新開了一家 「幸運王牌」（Lucky Aces ) 會員制社交俱
樂部。這是由Caleb Arizo 來自加州軟體公司提供技合作，負責
財務合規。即通過軟體技術，確保該會所的模式在德州的法規範
圍內是合法的。附近的企業主和當地人都可以來此與朋友和家人

聯誼社交，成為一個真正緊密結合的會員俱樂部。
該公司在加州有37個私人會館，已有20多年歷史。俱樂部採會
員制，每週七天開放，每天到凌晨二點。桌牌包括：德州撲克，
百家樂等多種遊戲投注，而且提供酒水美食。這家桌球俱樂部的
開業，為休士頓中國城增添了又一種娛樂消遣方式。
Lucky Aces （幸運王牌 ）將於明天（3月18日）晚間九點，首次
推出百家樂比賽，全新賽制，全新玩法，全新體驗，比賽全程免
費，無限暢飲，開心贏千元大獎。誠邀各路大神積極參加！
參與方式：

·掃碼帶圖報名（報名以圖片為準）
·請攜帶ID ( 年齡21歲以上）
·$20 元服務費。
·免費幸運輪
·免費會員辦理

Lucky Aces (幸運王牌 ）地址：6833 West Sam Houston Pk-
wy #208, Houston Tx , 電話：中文：（832），744-4167，英文
：（281）501-9341

（圖8，圖9）（必放）

「Lucky Aces 」 （幸運王牌）會員制社交俱樂部
提供德州撲克、百家樂等遊戲投注

（本報記者秦鴻鈞 ） 「幸運王牌」的經理Angela 於日前表
示：熱烈恭喜各位尊貴的會員！在這個充滿驚喜和快樂的三月份
，Lucky Aces決定向大家致以最真摯的感謝！為了回饋會員的厚
愛，我們特別推出一系列超值優惠活動，讓你玩得更開心，贏得
更豐厚！

首先，我們為各位會員帶來了幸運之輪免費玩活動！無論是
新會員還是老會員，即可免費體驗幸運之輪，享受刺激的轉盤遊
戲，同時還有機會獲得豐富的獎金！不用擔心失去任何機會，因
為您每天都可以免費參加！讓您盡情享受遊戲樂趣的同時，還能
增加中獎機會！

除了幸運之輪免費玩活動，我們還為您準備了更刺激的遊戲
體驗！您還可以在Lucky Aces盡情享受澳門百家樂遊戲，（可以

看牌！）這是一個完美的機會，讓您體驗卡牌遊戲的刺激和緊張
感，同時還能與其他玩家互動，交流，增加遊戲樂趣！

最後，我們還為各位會員準備了超級驚喜！在每個周六，我
們都會為您舉辦高達$1000的抽獎活動！這是一個讓您不容錯過
的機會，讓您盡情享受遊戲樂趣，同時還能獲得豐厚的獎金！

因此，我們誠摯地邀請各位來到我們舉辦的精彩活動！
我們為您準備了多項令人興奮的福利，包括幸運之輪、free

play、帶朋友加入有獎勵活動和飲料酒精免費暢飲。
在我們的幸運之輪中，您有機會獲得豐富的獎品，每次轉動

都有機會中大獎，讓您的心情愉悅無比！
除了幸運之輪，我們周二、三、五還提供了free play。您可

以在免費的環境中盡情享受各種遊戲和活動，讓您度過一個充滿

樂趣和刺激的時光！
如果您帶來您的朋友，您不僅可以和他們一起享受這個活動

，還可以獲得豐厚的獎勵！讓您的朋友們也可以感受到這個熱鬧
而又有趣的活動！

「「幸運王牌幸運王牌」」 百家樂比賽百家樂比賽，，明晚盛大舉行明晚盛大舉行
免費參加免費參加！！全新玩法全新玩法！！免費暢飲免費暢飲！！

圖為掃碼帶圖報名的二圍碼圖圖為掃碼帶圖報名的二圍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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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休城工商

（美南新聞凱蒂報導）春天到了，大地換上
五顏六色的彩衣，想要給自己家裡增添美麗的色
彩，也正是時候，家是每個人的安樂窩，裝飾自
己的家已是現代人最注重的項目之一。Katy Home
& Garden Show今年邁入第17個年頭，是西休斯頓
地區最大的家居和園藝展，想要看今年最新的居
家裝飾與設計趨勢、參觀各式各樣的園藝植物與
居家裝飾品，來Katy Home & Garden Show會有意
想不到的收穫。

2023 年的趨勢
今年，居家裝飾流行明亮的色彩和自然溫暖

的色調，多功能空間、戶外生活和將自然帶入室
內等，都是2023年的新趨勢，如果想在同一個場
合找到各種最聰明的想法和專家，就來 Katy
Home & Garden Show，今年的展覽有非常多值得
一看的好東西。

展出內容豐富而多樣化
Katy Home & Garden Show的展出內容包羅萬

象，從園藝景觀、廚房、浴室、窗戶、門、地板
、戶外起居區、游泳池等相關家居用品，還有寵
物中心、RV Zone旅行車與移動的家、現場教作
熟食點心與雞尾酒等，可謂應有盡有。

Barndominium博覽會
今年的特色展秀包括與領先的 Barndominium

設計師 Stacee Lynn 和 Barndo Builder Josh Helms 一
起舉辦的Barndominium 博覽會。Barndominium因
為建造成本比傳統房屋更便宜、更快速，空間更
靈活、維護要求低、保險成本和相關稅費低、加
上設計風格多樣而日受歡迎，也是這次展出的一
大亮點。

Barndo博覽會不僅展示了Barndo Lifestyle的產
品和服務，還展示了美國最重要的 Barndominium
設計師 Stacee Lynn 的作品(她被稱為 The Barndo-
minium Lady)，她在美國設計了 200 多座 Barndo-

miniums，Barndominiums 是金屬結構的建築，設
計上能為人們的家提供廣闊的空間、更高的天花
板、更快的施工時間、和能源效率。Stacee Lynn
將在周六和周日兩天現身在 Culligan Water 舉辦的
Fresh Ideas 舞台上，與 Barndo Builder 和 Texas Best
Construction 的 所 有 者 聊 天 。 另 一 位 嘉 賓 Josh
Helms 被認為是barndo領域的領先建築者之一，他
被授予德州最佳 Barndominium 建築商美譽。Josh
將在3/25(周六)的 Fresh Ideas 舞台上亮相。

五花八門的新展品和創意
RV Zone:想自駕遊，在海邊山旁欣賞美景？

在Explore USA的房車區和旅遊拖車中兜風，找到
您的家外之家。
各種園藝植物: 在Brookwood社區的春季植物特賣
會上，來參觀超過 10,000 平方英尺的花園和戶外
生活展，想想怎樣用美麗繽紛的色彩裝點自己的
院子。從戶外家具和定制庭院到游泳池、水療池
和景觀屋，呈現多種新設計與想法，現場並有專
家讓您的後院夢想成真。

RJC Productions的總裁 Robyn Cade表示，我
們連續17年舉辦Katy Home & Garden Show，對即
將舉行的展出感到非常興奮，無論您是新房主、
老房主，或只是裝飾自己租來的房子，這裡都有
五花八門的新展品、和大量的好點子，各種居家
裝飾的新創意等著與您交流。

我們建立一支由行業專家所組成的全明星團
隊，他們對分享技巧和趨勢充滿熱情。此外，人
都喜歡接觸新的想法，來改善自己與家人生活的
空間，我們鼓勵參展攤位呈現照片和新的巧思，
讓參觀者在同一屋簷下比較不同攤位的展品，看
哪些最適合自己的家。

現場學做雞尾酒、熟食杯
與Cheese Chica一起製作有趣的無酒精的雞尾

酒，以及熟食點心，為您的家裡增加些好玩的東
西，這些創意點子很適合在家庭宴會或是請客時

派上用場，在您的春季宴會或是復活節大餐中閃
亮登場。每個參加者都將獲得食譜和說明、及一
個雞尾酒調酒器，還有一杯他們自己定制的無酒
精雞尾酒和熟食杯帶回家！

Cheese Chica 是一位居住在 Katy 的熟食店藝
術家和雞尾酒創作者，可以在 Instagram上找到他
們分享的想法、技巧、和食譜。

青少年創業市場
在Katy Home & Garden Show上，新鮮創意總

是受歡迎。今年，展會一項新內容是青少年創業
市場，有20多名6-17歲的凱蒂地區學生，將展售
他們獨具風格的產品。這些孩子有自己
的小型商業模式，並且學習創意實施、
產品成本、包裝、預算、投資回報率等
知識。

初露頭角的青年企業家將提供的
一些展品包括：書籤、餵鳥器、肥皂、
珠寶、多肉植物、遊戲、拼圖、衣服、
棉花糖和檸檬水。歡迎跟他們買東西，
支持支持正在成長的年輕企業家！

展出時間、地點
第 17 屆凱蒂家居與園藝展(Katy

Home & Garden Show)和Barndo博覽會

將於3月25日(週六)至26日在凱蒂Katy ISD Ag 中
心舉行，地址是5801 Katy Hockley Cut Off Rd.

展出時間: 3月25日(星期六)上午10點至下午5
點、和3月26日(星期日)上午11點至下午4點。如
要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katyhomeandgardenshow.
com或致電832-392-0165。

門票$9美元，在門口有售票。停車免費。週
日(3/26)是英雄日，所有現役軍人、退伍軍人、消
防部門、警察和急救人員、Katy ISD 和 Cy-Fair
ISD員工都可以在售票處出示有效身份證件免費入
場2人。

裝點自己的家裝點自己的家! Katy! Katy家居與園藝展家居與園藝展Home & Garden ShowHome & Garden Show
加上加上BarndoBarndo博覽會博覽會，，33月月2525--2626日打造夢想家園日打造夢想家園

目前，早泄的发病率很高，但大部分患者没

有器质性病变，也不属于肾虚，而是由阴茎头敏

感和“5-羟色胺”神经递质紊乱导致的。

早泄对身体没有直接伤害，一般也不会影响

生育，但对家庭的稳定、和睦会造成一定影响。

早泄对患者的心理危害也较大，很多患者会

因此对妻子产生愧疚感。此外，男性的自尊心和

自信心较强，如果出现

早泄，会导致极度不自

信，损害心理健康。

因此，男性一旦发现

自己“雄风”不再，为

了摆脱困扰，首先想到

的就是“壮阳”，导致

各种补肾壮阳的偏方大

行其道。

壮阳偏方不少来自民

间传闻。那么，这些偏

方到底可不可信?

01关于“早泄”的偏方

1.吃洋葱壮阳？

前列腺素是一种不饱

和脂肪酸，在人体内广

泛分布，参与许多代谢

过程，人体的很多器官都可以合成前列腺素，与

前列腺的功能关系不大。而洋葱中含有的前列腺

素非常少，故吃洋葱并不能壮阳。

2.吃韭菜、大蒜壮阳？

韭菜中的确含有硫化合物、锌、维生素C等

物质，但营养成分与普通蔬菜差别不大，且其中

的锌和维生素含量还没有常见的蘑菇和白菜高；

而大蒜是一种健康的调味品。因此，韭菜和大蒜

都没有壮阳的功效。

3.吃动物肾脏壮阳？

各种动物肾脏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但

这两种营养物质并不能治肾亏，也不能缓解肾虚

。相反，其中含有的饱和脂肪吃多了，还可能对

身体健康带来坏处。

4.吃动物生殖器官壮阳？

相比于其他食物，动物外生殖器、睾丸的雄

激素含量会稍高一些。但经过加热和人体胃酸的

参与消化，这些激素基本上都被破坏了，故对于

壮阳也没有太大作用。

5.喝可乐加味精壮阳？

可乐的成分主要是碳酸、甜味剂、咖啡因等

，而味精摄入过多会产生迷幻的效果，被很多人

等同于“春药”，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

。

可乐和味精本身并没有所谓的“催情”效果

，合在一起也不会发生化学变化。因此，两者并

不能起到壮阳的作用。

6.吃海鲜壮阳？

牡蛎中含有矿物质锌，锌有利于生殖发育和

精子产生，对于性腺健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还

没有证据显示锌的摄入能提高男性的性能力。

7.吃保健品壮阳？

市面上的“壮阳保健品”可能添加了伟哥

（西地那非），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效果，

但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要慎用。

正确的壮阳方法对男性的健康很重要，故应

该根据发病原因来选择适当的方法治疗早泄。

02“早泄”的治疗方法

1.心理治疗

早泄的心理治疗需要取得患者妻子的配合，

缓解患者的紧张心理，消除焦虑，帮助树立治愈

的信心。

2.行为方法指导

性感集中训练疗法，它的目的是通过拥抱、

抚摸、按摩等触觉刺激手段来教导患者体验和享

受性的快感，克服心理障碍。

3. 局部用药

主要为局部麻醉药，通过局部麻醉作用来延

缓射精潜伏期。但需要注意，外部用药一定要在

医生的指导下安全使用。

4.运动

合理的运动不仅能保持健康的体魄，而且能

提高性生活质量。专家建议男性进行每周2～4次

、每次30～45分钟的有氧运动，可提高性生活质

量，减少勃起功能障碍发生，提高性欲。

“吃韭菜、海鲜壮阳”……民间壮阳偏方能信吗？

我们常强调“饭吃七分饱”，但总有些人，

吃的时候没啥感觉，一站起来觉得自己吃撑了；

还有些人明明已经吃饱了，还总是硬着头皮把剩

下的饭菜吃完，面对好吃的，就更难管住嘴了

……

可吃饭一时爽，吃多了不

仅会后悔，更重要的是伤身

啊！

经常吃太饱，易引发5大风

险

影响大脑 长时间饱食，

一方面会影响大脑“海马体

”，导致记忆力下降、反应

迟钝等；另一方面，大量血

液会优先供应胃肠道，大脑

血液供应相对减少，人不仅

易困倦、反应迟钝，对于本

身有动脉硬化等风险人群还

可能增加脑中风风险。

增加胃病风险 长期饱食

，胃肠道长期超负荷工作，

不仅会使胃黏膜一直处于

“紧张工作”的状态，还会破坏胃黏膜屏障，诱

发胃溃疡、胃炎、胃酸反流等疾病。

损伤心脏 经常吃得太饱，容易导致体内的

血脂、血糖和血压升高，诱发高血压、冠心病、

脑卒中和血管壁粥样硬化等疾病。

英国《每日邮报》曾报道，大量进食会导致

心脏负荷加重，引发心肌肥大；美国心脏协会也

曾指出，长期饱食的人患上心脏病的风险是正常

体重的4倍。

伤肝、伤胆 吃得太饱，会使体内的血液集

中在肠胃上，使肝脏得不到足够的血液和氧气供

应，引起肝脏功能受损。

尤其是经常吃撑后，肠胃处于持续扩张状态

，食物在胃部存留的时间长，容易产生大量细菌

和毒素，当其积存而无法排出时，就容易诱发一

系列疾病，例如胆囊炎、胆结石等。

降低免疫 长期饱食会降低机体的免疫力，

容易出现疲劳、无力、精神萎靡、头晕、失眠等

。

而且长期饱食还会导致机体内的维生素B1

含量降低，从而引起免疫细胞功能的下降，增加

人体感染病菌的概率。

适当少食，保持“七分饱”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健康老化研究所研究发现

，食量减少40%可能让寿命延长20年！而“少食

”也是有科学定义的，大概吃到七分饱就够了。

吃饭“七分饱”，既能使营养达到均衡状态

，还有助于保持体重和预防疾病。

所谓“七分饱”应该是这样一种感觉：

胃里还没觉得“满”，但对食物的热情已有

所下降，主动进食的速度明显变慢。

3个习惯，或许能帮到您

规律三餐 每餐在固定时间吃，这样可避免

太饿后吃得又多又快；而且把握了正确的进食时

间，消化系统的消化液和酶的产生和释放能更好

地保持平衡，以维持正常生理节律。

一般来说早饭应在7:00-8:00，午饭11:00-12:

00，晚饭18:00-19:00。

细嚼慢咽 细嚼慢咽能延长用餐时间，刺激

饱腹感神经中枢。一般来说最好保证每口咀嚼20

次。对老年人来说，每口饭菜最好咀嚼25次以上

。另外，时间应该不少于20分钟。

合理加餐 人在极度饥饿的时候容易吃过多

的食物，很容易就吃过饱，如果感到饥饿了，这

个时候可以先喝杯酸奶、吃点水果或一小把坚果

垫垫肚子，相对更容易控制进食量。

经常吃太饱，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不只是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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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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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圖片

【美南新聞泉深】駛入森林深處，高聳的松樹和湛藍的天空
之間的寂靜每隔幾秒鍾就會被烏克蘭東部前線戰鬥中遠處傳來的
爆炸聲打破。

烏克蘭士兵帶領記者步行穿過林地，最終把記者帶到一塊空
地，在那裏他們向記者展示了一架武裝無人機的殘骸，他們說他
們在周末用 AK-47 自動武器擊落了這架無人機。

這架無人機是 Mugin-5，這是一種商用無人機 (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由一家位于中國東部沿海港口城市廈門的
中國制造商制造。

一些科技博主稱，這些飛機被稱“阿裏巴巴無人機”，因它
們在阿裏巴巴和淘寶等中國市場網站上的售價高達 15,000 美元
。

Mugin Limited公司向 CNN 證實這是他們的機身，稱這起事
件“非常不幸”。

這是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民用無人機被改裝和武器化的
最新例子，這是戰爭模式迅速轉變的一個迹象。

35 歲的領土防禦戰士馬克西姆(Maksim)說，“在前線，基本
上我們一直在進行空中偵察。”

無人機低空飛行
從周五到周六，烏克蘭安全局 (SBU) 告訴CNN，他們駐紮

在俄羅斯控制區的特工提醒他們，一架無人機已從那裏發射，前
往烏克蘭目標。

SBU 隨後向駐紮在烏克蘭東部斯洛維揚斯克市附近的軍事
單位發出警報。

周六淩晨2點左右，烏克蘭國土防衛軍第111旅的戰士們聽
到了頭頂上空的無人機聲，甚至還看到飛機上閃爍著燈光。

馬克西姆說:“從聲音和信號燈來看，部隊向它開了很多槍
，擊落了無人機。”

馬克西姆說，這架無人機的飛行高度非常低——足夠近，可
以用手持武器將其擊落。

無人機現在躺在森林的地面上，無人機的機頭上可以看到一
個彈孔，它已經破裂並受到嚴重損壞。

在附近，士兵們還向記者展示了地面上的一個小彈坑，這是
由無人機上的載荷造成的——一顆約 44 磅（20 千克）的炸彈，
後來被戰鬥機安全引爆。

在與CNN的一段視頻中，烏克蘭戰士展示了他們如何挂上
美國制造的爆破炸藥，然後沖刺穿過森林來到他們的卡車上，然
後迅速開走。

在大約 1,640 英尺（500 米）的距離處，他們隨後停下車輛
並轉身拍攝爆炸的強大影響——提醒人們如果它在烏克蘭領土上
達到預定目標可能造成的潛在破壞。

CNN就此事聯系俄羅斯國防部征求意見，但尚未收到回應
。

“粗糙、不成熟”
退役英國陸軍軍官兼無人機專家克裏斯·林肯-瓊斯(Chris

Lincoln-Jones)表示，這架武器化的商用無人機沒有安裝攝像頭，
這意味著它不能用于監視，本質上使其類似于“啞彈” 戰爭。

林肯·瓊斯說：“我們一直在研究的這種特殊無人機，如果
配備像樣的攝像頭，效果會好得多。”

他補充說，該無人機俄羅斯不是世界可能期望的軍事超級大
國的理論提供了更多證據。

他說：“這似乎是一種非常粗糙、簡單、技術上不是很先進
的作戰方式。”他補充說：“這些無人機的價格在軍事方面非常
便宜，烏克蘭人必須竭盡所能擊毀它，預計俄羅斯會使用更多的
臨時武器。”

1 月，俄羅斯控制的烏克蘭東部盧甘斯克地區的官員在電報
帖子中聲稱，他們擊落了烏克蘭軍隊發射的 Mugin-5無人機。

烏克蘭官員沒有對這一具體事件發表評論，但專家表示，有
證據表明沖突雙方都使用了這項技術。

武器和彈藥情報專家兼咨詢公司 Armament Research Servic-
es 主管詹森-瓊斯（N. R. Jenzen-Jones）說：“在沖突過程中，
俄羅斯和烏克蘭都使用過諸如此類的商用中國平台，包括在武裝
角色中。在這種情況下，Mugin-5 Pro 很可能被用作‘轟炸機’
角色，而不是用作單向攻擊（OWA，也稱‘犧牲’）的無人機

。”
他說，裝載在無人機上的彈藥很可能是“高爆破片”設計，

“簡單且不符合空氣動力學”。
詹森-瓊斯補充說，炸彈的釋放機制似乎是用 3D 打印部件

制成的，這“表明無人機已被迅速改裝”。
“我們對此並不滿意”
隨著烏克蘭戰場上武器裝備的實時發展，武裝殺戮技術背後

的民用公司現在正爭先恐後地想辦法阻止他們的品進入軍事供應
鏈。

Mugin Limited 的一位發言人告訴 CNN：“我們不容忍這種
用法，我們正在盡力阻止它。”

在 3 月 2 日發布在公司網站上的先前聲明中，Mugin Limit-
ed 表示他們“譴責”在戰爭期間使用他們的品，並表示他們在
戰爭開始時停止向俄羅斯或烏克蘭銷售品。

CNN還聯系了其它六家公司，他們的電子部件在被擊落的
無人機中可見。

其中包括台灣電子設備制造商 MKS 制造的伺服系統。
該公司發言人在給 CNN 的電子郵件中說：“一些無人機制

造商可能會在他們的成品上采用 MKS 伺服系統用于軍事用途，
我們對此並不高興，這違背了我們公司的使命和願景。”

MKS 網站免責聲明還聲明，他們的品“禁止”用于任何非
法或軍事用途。

無人機改裝電路板上的傳感器由 Novatel 制造，Novatel 是
總部位于加拿大的海克斯康（Hexagon） 集團的一部分，該集團
“農業、建築和汽車”等行業提供服務。

海克斯康發言人通過電子郵件告訴 CNN：“對于所有出口
管制品，我們都有廣泛的控制流程，以確保它們的提供符合適用
的出口法律。2022 年 4 月，我們還決定凍結在俄羅斯的所有商
業活動。”

盡管有迹象表明在這場沖突中無人機技術的使用正在增加，
但烏克蘭戰士馬克西姆否認這已成無人機戰爭。他說：“這不是
一場技術戰爭，首先是人民的戰爭。”

經過改裝和武器化的中國制造無人機在
烏克蘭東部被擊落

俄羅斯舉辦俄羅斯舉辦20232023年貝加爾湖冰上賽車節年貝加爾湖冰上賽車節

俄羅斯布裏亞特共和國俄羅斯布裏亞特共和國，，選手們在冰凍的貝加爾湖上參加選手們在冰凍的貝加爾湖上參加20232023年年
貝加爾湖冰上賽車節貝加爾湖冰上賽車節。。比賽在三條賽道上進行比賽在三條賽道上進行，，長度相當於貝加爾湖的長度相當於貝加爾湖的
最大深度最大深度。。

美國芝加哥美國芝加哥：：迎接聖帕特裏克節迎接聖帕特裏克節海
南
五
指
山
發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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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五
指
山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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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在海南五指山市番陽鎮有村民反映在海南五指山市番陽鎮有村民反映，，在山裏壹處水潭發現疑似桃在山裏壹處水潭發現疑似桃
花水母的水生生物花水母的水生生物。。隨後隨後，，當地農業農村局工作人員趕赴現場壹探究竟當地農業農村局工作人員趕赴現場壹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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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籃球隊劍指三冠王
時 隔 6 年 再 於 ABL 封 王 載 譽 返 港

2023年，中國乒乓球隊面臨德班世乒賽和
杭州亞運會兩項重要賽事。巴黎奧運會前的衝刺
之年，這支乒壇“王者之師”的備戰情況備受關
注。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劉國梁近日在接受記者
專訪時表示，中國乒乓球隊要在這一年多時間裏
凝心聚氣，保持專注，鞏固自身優勢。

目前國乒主力隊員正在參加世界乒乓球職業
大聯盟（WTT）新加坡大滿貫賽。對於將在5月
20日至28日舉行的德班世乒賽，劉國梁表示，
屆時世界上所有好手都會參加，作為單項錦標
賽，競爭將會十分激烈。“這也是在（巴黎）奧
運會之前的最後一次單項世錦賽，對手是世界上
最強的，將檢驗中國乒乓球隊的實力，也為（確
定）明年奧運陣容提供非常好的檢驗機會。”

藉世乒賽亞運會檢驗隊伍
杭州亞運會將於9月23日至10月8日舉行。

2018年雅加達亞運會上，國乒包攬五塊金牌。
劉國梁表示，杭州亞運會是巴黎奧運會前的最後
一項綜合性運動會，又是在主場舉行，就比賽壓
力和氛圍而言，對運動員的檢驗要比世乒賽更加
全面。對手全部來自亞洲，對於中國隊而言，女
子項目受影響不大；男子項目上，亞洲對手和世
界對手帶來的挑戰還是不一樣的。

“無論是德班世乒賽，還是杭州亞運會，都
能全方位檢驗中國乒乓球隊是否能在2023年拔

得頭籌，從而為2024年巴黎奧運會打下堅實基
礎。”劉國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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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終極目標是 2024 年巴黎奧運
會。”劉國梁坦言，在巴黎奧運會五個項目中，
中國乒乓球隊都具備爭金實力，但在五個項目
上，都有來自很多對手的挑戰，關鍵是隊伍如何
把陣容選拔好，選出實力最強、抗壓能力最強，
也是最受大家信任的。

奧運整體框架已初步成形
“2023年是奧運會前的衝刺之年，這一年

對於我們從大賽表現、抗壓應變方面觀察選拔運
動員提供了非常好的機會，對於為明年奧運會打
下基礎尤為關鍵。”

劉國梁表示，目前國乒奧運整體框架已初步
成形，除了一些原來的主力運動員，也有一些小
將嶄露頭角帶來驚喜，這一年給世界乒壇帶來的
變化和挑戰可能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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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梁說。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世界乒
乓球職業大聯盟（WTT）新加坡大滿貫賽
15日繼續如火如荼進行。港乒“一姐”杜
凱琹出人意料，以0：3不敵韓國新秀朱家
希，女單32強止步。

不過，國乒方面，則全線告捷，其中
張瑞以3：2淘汰日本名將平野美宇，率先
打入女單8強。

平野美宇在32強賽以3：2擊敗世界排
名第3的國乒好手王藝迪，16強遭遇國乒屬
第二梯隊的張瑞，陷於苦戰。首四局，平野
以11：2、5：11、8：11、11：4與張瑞打
成平手；但決勝局，國乒小將敢打敢拚，一
路領先下以11：5奠勝，成功為王藝迪復
仇。

另外，樊振東/王楚欽闖入男雙8強，
錢天一與張瑞攜手晉級女單半準決賽，王楚
欽/孫穎莎3：1挫中國台北組合林昀儒/陳
思羽，期待與樊振東/王曼昱包攬混雙冠
亞；樊振東和王曼昱將與日本組合張本智
和/早田希娜爭奪決賽權。

杜
凱
琹
意
外
出
局
國
乒
全
線
告
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2023年U19世界
盃分組抽籤結果15日出爐，在16支參賽隊中有4支來
自亞洲，分別被分在四個不同的小組，中國U19男籃
與加拿大、法國以及西班牙被分到A組。比賽將於6
月24日至7月2日在匈牙利德布勒森舉行，中國U19
男籃首戰法國隊。

2021年受疫情影響被迫棄賽的中國U19男籃，今
次時隔4年再次參賽可謂運氣不佳，與歐美三支強隊
──加拿大、法國和西班牙隊同組，其中法國隊更是
上屆賽事亞軍。在2019年的U19世界盃，中國隊曾
慘負法國隊63分。因此，中國隊分組賽形勢堪虞。

U19男籃世界盃 中國陷死亡之組

國乒備戰巴黎奧運
劉國梁：直面變數 保持專注

◆◆張瑞以張瑞以33：：22戰勝日本名將平野美戰勝日本名將平野美
宇宇。。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乒協主席劉國梁對國乒充滿信心。

資料圖片

香港東方在今季ABL常規賽取得10勝4負的
成績，以次名晉身季後賽，4強淘汰馬來西

亞森美蘭金群利後，與常規賽“一哥”越南西貢
熱火爭奪冠軍。雙方首兩場打成1：1平手，14
日的生死戰，東方憑尾段托查摩利路斯的三分球
及巴錫的壓哨三分球，首節已以24：9拋離對
手。第二節，東方繼續掌握場上優勢，半場休息
時保持着54：43雙位數領先優勢。換邊後，東方
仍沒有手軟，積極的防守成為致勝關鍵，完第三
節時繼續領先對手11分；末節東方仍維持雙位數
領先優勢，最終以73：60擊敗對手，自2017年
後再度奪得ABL總冠軍。

這支香港籃壇勁旅15日由越南載譽返港，由
華將陳兆榮高舉冠軍獎盃走出接機大堂，這位東
方隊長表示球隊克服了重重困難令這個冠軍更具
意義：“很久沒嘗過捧盃滋味，十分開心和興
奮，我們克服了背靠背密集賽程的挑戰，自己近
年亦經歷了很多傷患問題，能夠為球隊在決賽作
出貢獻特別難忘。”

基拔將以本地球員身份簽長約
而獲選為賽事年度最佳教練的柏利施域則希

望今次奪冠之旅能夠幫助年輕球員更上一層樓：
“外援在ABL擔當了重要角色，而回歸本地賽事
後，年輕球員則需要作出更多貢獻，希望今次賽
事有助他們提升信心及汲取經驗。”他還透露麥
洛連將會留隊，而總決賽最有價值球員托查摩利
路斯將會約滿離隊，至於在港出生的基拔則會以
香港本地球員身份簽下一紙長約，成為東方力爭
“三冠王”的主力。

在港土生土長的基拔表示：“感恩可以帶冠
軍回來，代表我出生的城市、我長大的地方比
賽，贏到ABL冠軍，特別開心。”他續稱：“之
前在歐洲闖蕩，現在我決定在這裏定下來，成為
香港的一分子，因為在我心中，香港一直是個特
別的地方，期待在香港本地聯賽見到大家。”

時隔6年再度於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ABL）封王的香港

東方籃球隊15日凱旋，這支香港籃壇勁旅希望ABL冠軍只是

完成球隊今季首個目標，接下來會力爭甲一聯賽及銀牌賽冠

軍，誓要成就“三冠王”的偉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2023年U19世界盃分組
A組：加拿大、法國、中國、西

班牙
B組：黎巴嫩、美國、馬達加斯

加、斯洛文尼亞
C組：塞爾維亞、日本、巴西、

埃及
D組：阿根廷、韓國、匈牙利、

土耳其

◆◆東方籃球隊東方籃球隊1515日載譽返港日載譽返港。。 球會圖片球會圖片

◆◆基拔對能為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奪冠感到高基拔對能為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奪冠感到高
興興。。 球會圖片球會圖片

◆◆東方籃球隊繼東方籃球隊繼20162016--20172017球季後再奪球季後再奪ABLABL總總
冠軍冠軍。。 球會圖片球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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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2月9日，智联招聘发布《2022中国海归就

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22回国求职留学

生数量再创新高，同比增长8.6%。其中，专业

服务、生物医药、装备制造行业对海归招聘需

求扩大。

2022年亚洲国家留学生回国求职增长明显

据智联招聘数据显示，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

来，在国内求职的海归数量明显增长，2021年和

2022年保持平稳。与此同时，回国找工作的应届

留学生增多，2020-2022年，应届留学生规模指数

分别为1.99、2.00、2.17。与2021年相比，2022年

应届留学生规模同比增长8.6%，回国求职留学生

数量再创新高。

具体看回国求职留学生的留学国家分布

，英国占比最高，为 41.4%，其次是澳大利亚

（20.3%）和美国（9%），排名与 2021 年一

致。

从同比增速来看，2022年来自马来西亚、日

本、新加坡的应届留学生人数同比大幅上升，增

速分别为66.1%、50.9%和37.7%，这与近年来更

多人选择前往东南亚和东亚留学有关。而受国际

关系影响，俄罗斯留学生人数同比增长26.5%。

此外，来自加拿大、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应

届留学生人数同比下降。

国内生活更加便利是吸引留学生回国首因

2022年调研显示，决定回国的留学生中，

58%的考虑因素是“国内生活更加便利”，相较

于2021年的49.4%增长了8.6个百分点。“更认同

国内的文化环境”也是留学生回国的重要因素，

占比40%。

32%的留学生认为“国内就业机会更多”，

与2021年的34.8%大体相当。22%的留学生认为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经济恢复会加

快”。2022年底，国内调整优化防疫政策，使留

学生认为国内的经济活动会加速复苏，也能因此

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2023年海归人才供需双增 呈上扬态势

报告同时指出，防疫转段后，国内企业对

海外人才的需求快速释放，各地政府也积极组

织当地企业出国引才，因此整体对海归人才的

需求呈上升趋势。平台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

后第一周，海归优先的职位数和在国内求职的

海归人数均呈上扬态势，2月 3日的海归优先

职位数比1月 28日增长11%，海归求职人数增

长27%。

专业服务等行业对海归招聘需求扩大

分析2022年海归优先岗位的行业分布，教

育/培训行业的职位数占比27.8%，依然位居第一

位，专业服务/咨询、互联网/电子商务分别以

14.3%、11.1%位居第二、第三。

跟 2021 年相比，专业服务/咨询、医药/生

物工程、大型设备/机电设备/重工业的职位数

占比提升。企业对人力资源、法律咨询等专业

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带动对相关海归人才的

需求上涨。生物医药、装备制造也是当前国内

发展趋势向好的产业，对海外技术类人才的引

进需求高。

海归岗位招聘薪酬持续上涨

从薪酬看，海归优先职位的平均招聘薪酬连

续三年走高，2022年达14680元/月，比2021年的

13719元/月增加961元，增长7%。随着海归职位

结构的优化，海归优先职位平均招聘薪酬也在逐

年提升。

调研显示，2022年海归希望进入国企工作的

留学生占比 38.8%，排名各类型机构之首，比

2021年提升9个百分点。希望进入外企或国家机

构/事业单位的留学生，分别占比27.1%、20.9%

。后疫情时代，国企和机关人员稳定的优势凸显

，受到更多留学生青睐。

求稳心态也体现在留学生对“公考”的热情

参与中。2022年74.4%的留学生认为海归群体中

存在“考公热”，高于2021年的59%。其中，

51.9%的留学生认为“考公热”近两年明显升温

，高于2021年的38.3%。

新能源行业吸引更多海归投递

行业方面，2022年向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

和专业服务/咨询行业投递的海归占比最高，分

别为5.8%、5.6%，排名与2021年保持一致。这表

明，IT和专业服务领域对留学生的就业吸附能力

依然很强。

同时，新能源/电气/电力行业的投递占比涨

幅最大，从2021年的2%提高到2022年的2.5%，

汽车/摩托车和大型设备/机电设备/重工业行业

的投递占比也有所增长，分别从2021年的2.1%

、2.4%提高到2022年的2.4%、2.6%。受“碳达

峰”“碳中和”政策利好、中国制造向中国质

造转型影响，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汽车制造等

相关产业成为持续高速吸引留学生就业的热门

行业。总体而言，当前海归在产业选择上有脱

虚向实的趋势。

留学生回国就业数量再创新高
生活更便利是首要因素

2022年7月7日，人社部印发《关于开展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稳就业促就业行动的通知》，要

求各地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匹配供需、专

业高效优势，不断扩大市场化就业服务供给，切

实增强促就业实效。《经济日报》3月16日报道

，当前我国灵活就业群体已超2亿人，以平台为

组织基础的新就业形态成为灵活就业的新趋势。

目前，还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解决劳动权益保

障问题，促进就业长期健康发展。

在历年的就业人潮中，还有一类备受关注的

求职群体，那就是海归求职者。中共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党组于2022年6月16日发表文章《坚

持就业优先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文章称，2022届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人，增

量增幅均创新高，再加上留学回国人员和往届未

就业毕业生，青年就业总量压力持续加大。与此

同时，青年的求职择业观念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加剧了供求矛盾。部分大龄劳动者专业技能、创

新能力还不能很好满足市场需要，就业也面临一

些突出困难和问题。

虽然海归群体与其他求职群体存在着一定程

度的不同，但这些就业群体需要面对的就业浪潮

是相同的。

归国就业走另一条赛道

2022年，年轻一代进入职场求

职的人数又将刷新纪录，其中

，“00后”留学海归学生也将

迈入职场大门，开启自己的人

生新篇章。

留学人员的求职赛道和其他人

群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目前

，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海归人

员和国内毕业生时存在不同程

度的学历歧视现象。对国内大

学的应届毕业生，一些用人单

位明确只招聘985工程或是211

工程院校毕业的学生；而对海

外归国学生，则对毕业院校的

世界大学排名有明确的名次要

求。这类要求并不区分海归人员和本土院校毕业

的求职者。

真正让海归求职者感受到赛道迥异的是其他

方面。留学人员取得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不能

直接获得我国教育部的认可。2011年，教育部就

回答了承认国外硕士研究生学位的根据。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中国加入或

签署的国际公约以及国家间学历认可协议等，对

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进行认证评估，评估中

须考察申请者的个人学习经历，包括学习时间等

各方面的要素。

如今，海外学历学位认证一般都要通过中国

留学网进行在线认证，出具认证函。该函是承认

海外学历学位的依据。

细化到求职路径，国内的应届毕业生求职时

可参加企业校园招聘会，而海归学生则可以参加

各城市专门举办的海归人才求职招聘会。虽然，

一些面向海归人才的岗位也会通过其他媒介发布

，但面向海归人才的，最直接的招聘形式还是全

国各地以各种形式举办的海归人才求职招聘会。

面向特定人群，可以提高招聘效率，优化招聘流

程，同时也为求职者在寻找用人企业时节省了时

间。2022年，各招聘机构联合用人企业，准备召

开秋季海归人才招聘会。目前，许多求职机构都

发布了即将举行招聘会的信息。

用人需求方面，海归人才和国内高校毕业生

也是不一样的。海归人才比起国内高校毕业生，

拥有语言上的优势。即使海归人才所学的专业没

有对口工作，也可以利用语言优势，来应聘外语

类文字工作。用人单位如果招聘海归留学人才，

一般都会要求外语翻译和口译能力，而国内高校

毕业生一般不做特殊要求。同时，部分用人单位

也需要熟悉海外社交平台运营策略、海外市场生

态和与海外人士沟通的经验以开展海外业务经营

，这种要求决定了部分企业要设置适合海归人才

的岗位。

就业呈现新形势海归人才多途径就业

不断扩大就业，提供更多的岗位，结构优化

，让就业服务体系日臻完善，让就业制度法律更

加完善。《坚持就业优先推动实现更 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文章称，就业是民生之本，不断扩

大就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推动劳动者体面劳

动、全面发展，对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

、发展权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海归群体就业也存在着不同的矛盾。智联招

聘公司发布的《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

示，留学回国人员数量呈持续上涨趋势。这主要

是因为国内疫情防控工作更好，国内的生活方式

更加适合相关人士。由于归国人员的增多，海归

人才竞争正在不断扩大。

一些海归人士认为目前的求职环境非常不利

于自己，求职的门槛在提高。海归人才应该如何

破局？如何通过多途径实现就业？

首先，海归人才应该清晰认识到自己的综合实

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充分了解招聘

公司和自我能力，才能找到符合自身条件的岗位。

然而，许多求职者既不了解招聘公司，也不了解自

我。在求职前，海归人才应该提前了解国内招聘的

流程和信息，提前做好学历学位认证，熟悉“五险

一金”保障性待遇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法律条文。同时还要多了解海归人才招聘会的

信息，提前关注适合自己的海归人才招聘岗位，做

好第一手准备。在了解求职市场的同时，还要多了

解自身条件，复盘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可以在求职

过程中提高自己的效率。

目前，我国各省市已经推出了众多利好海归

人才的就业政策。

随着近年来留学回国人员数量的增长，为了

吸引优秀归国人才到当地发展，各地相继出台了

惠及留学生的落户福利政策。这些福利可以帮助

海外归国人才在国内实现良性的多样化发展。

根据现行的政策，北京市规定，出国留学满一

年以上，在国（境）外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年龄

在45周岁及以下的留学毕业生可享受落户政策。

2022年6月，上海市出台了《关于助力复工复产实

施人才特殊支持举措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毕业于世界排名前50名院校的

留学回国人员，取消社保缴费基数和缴费时间要求

。只要全职到上海工作就可以直接落户。

除了出台落户政策，为了提升海归人才的生

活质量，各地也相继开展了部分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针对留学归国人员的活动。一些城市陆续

推出了留学人才联谊会。以厦门为例，厦门自

2013年开始，已经举办了九届海归人才联谊会。

这些活动的开展，拓宽了海归人才的交际圈，能

够让他们更好地融入本地城市文化。

针对海归人员，我国还有免税车购买政策。

1992年，《海关总署等七部委关于回国服务的在

外留学人员用现汇购买个人自用国产小汽车有关

问题的通知》发布，准予回国服务的留学人员用

现汇购买国产小汽车一辆。2004年，在该政策的

基础上简化了购买免税车的手续，进一步放宽了

留学归国人员免税购车时限。符合条件的留学归

国人员在购车时可以免除进口零件的海关关税。

办理车牌时还可以免缴纳车辆购置税。

目前，我国仍有众多不明确就业方向，还未

找到适合工作的海归人员。相信在不久以后，这

些海归人员也将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我国海

归人才的利好政策支持下，通过多途径的就业方

式，获得自己心仪的、适合的工作。海归人才都

可以在自己梦想的岗位上，迈向更好的未来。

海归人才就业呈现新趋势 缓解就业困境途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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