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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Soma 醫療美容
政府註冊的醫美
專業的醫療團隊
醫院工作的醫生和護士
多年的醫美經驗
最新最先進最有效的醫美療程和產
品

• 童顏少女針：PLA+HA
在美國應用有 20 年，安全，和
效果保證的產品，客人滿意度高。
針對全臉提升，淚溝，眼周，和頸
紋
自體膠原蛋再生填充，增強皮
膚彈性，回復少女感。效果自然，
可保持 3 至 5 年。
• 玻 尿 酸 ， 微 晶 瓷 Radiesse
填充
塑造年輕立體面部輪廓
• 瘦臉溶脂針
植物提取精華，可以溶脂，收
緊，和提升。去除面部和頸部多余
贅肉，塑造緊致，有輪廓感面部。
建議 3 個療程，每個療程間隔一個
月
• 身體溶脂針
植物提取精華瘦身，緊膚，塑
形。可去除腹部，大腿，胳膊等部
位的脂肪。同時有去處桔皮組織的
功能。建議 3 個療程，每個療程間

隔一個月
• 肉毒素除皺
除皺功能強，安全，效果有保
證。建議和童顏針 或者 PRP 同時進
行，在去除皺紋的同時，增強皮膚
彈性，緊致感，和膠原蛋白，從根
本上治療皮膚老化。
• 全身靜脈輸液
靜脈美白輸液（非常受歡迎）
：
富含高濃度維 C，綜合 B，谷胱
甘肽等，提亮膚色，除斑，令女人
肌膚雪。白，增強提升免疫力，排
毒養顏。
靜脈抗衰老輸液：
富含高濃度的 NAD，Resveratrol(
葡萄籽提取精華)等，回復年輕時的
體質增強提升免疫力。在美國廣受
高收入人士的歡迎。美國明星保持
年輕的必備項目。
提亮膚色，除斑，令女人肌膚
雪白，增強提升免疫力，排毒養顏
。
• 面部 美白針
深層修復水光針 和基因皮膚底
層修復。富含高濃度 PN（皮膚修復
和膠原蛋白再生），維 C，傳明酸
，谷胱甘肽等
一次註射=1000 次皮膚護理面
膜。縮小毛孔，深層補水，緊致皮
膚
• 6D 線雕 V 臉提升
PDO 美國 FDA 認證線雕，提升
面部和頸部
• 超聲刀
面部提升緊致
• PRP 自體幹細胞和生長因
子
令皮膚再生，收緊，紅潤， 和
回復彈性。
PRP 幹細胞豐胸。豐滿胸部和
充滿彈性
店地址：
13091 Pong Springs Rd, Suite
240, Austin 奧斯丁，TX，78729
手機：469-210-1113
微信：

網址或掃碼：
https://healthysoul.wixsite.com/neos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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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勢的風水規劃 園中有池
園中有池，
，塔上有龍
塔上有龍，
，皆為吉祥
做好生前計畫，
做好生前計畫
，價格即將大幅調漲
價格即將大幅調漲，
，優惠僅到本月底為止

(本報休斯頓報導) 融合了風水大師
和建築師的規劃，休斯頓第一個風水設
計的墓園，Forest Park Westheimer cemetery 的風水墓園中，有烏龜、鳳凰、老
虎和龍在通向墓園的四個入口，可以為
來世帶來和諧與好運。華裔一向重視來
世，認為祖先的安置之所若有好風水，
不僅亡者平和，亦能庇佑子孫。
一位看上這座風水墓園的民眾表示
：“這樣大氣勢的風水規劃，在休斯頓
，甚至在台灣，都從未見過。園中有池
，塔上有龍，皆為吉祥，不只為了我，
也為後世子孫。”
風水墓園面向圓圈中的八個點，客
戶可以選擇如何安放亡者。風水愛好者
認為，紫薇命盤決定了頭部安息的最佳
方向，據說可以為世代子孫帶來好運。
以豁達的心態面對
以往，華人對於生死大事比較忌諱
，然而，隨著時代演變，更多人會以豁
達的心態面對，去年的疫情，更改變了
許多人對生死的態度。疫情的肆虐下，
美國因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超過 80
萬人，甚至，在疫情嚴重時期，有些地
方還傳出醫院太平間不夠、或是墓地滿
員的狀況，所謂的 「身後事」，並不意
味著應該等到年紀大了才考慮，其實現
在就可以開始計畫。
Dignity Memorial(尊嚴紀念館)是休

士頓最具規模的殯儀館兼紀念墓園，我
們請到其中的陳專員來為民眾談談，為
什麼生前計畫如此重要? 可以幫我們降低
哪些方面的負擔？
對死亡越想得開，會越沒有壓力
陳先生表示，傳統觀念中， 「身後
事」對於華人來說相當重要，許多人都
希望找到一個風水寶地安葬，並且庇佑
後代子孫，這種觀念深植人心。
以往 「生死大事」對於中國人來說
是個禁忌話題，但對於殯葬業而言是每
天都在面對的，死亡也天天都在不同地
方上演著，民眾對死亡抱持越想得開的
態度，自己會越沒有壓力，在生前就做
好身後的規畫，會幫自己以及家人帶來
安寧與平和。對墓地和葬禮進行預先計
劃極為重要，這樣的生前預先計畫將可
以幫助到家庭，以下將為大家分析說明
。
生前預先計畫減輕親人的負擔
當選擇生前預先計劃時，不僅可以
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規畫，還可以減輕家
人的情感壓力與經濟負擔。
生前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可以仔
細考慮自己喜歡的選擇，確保是自己想
要的方式。有些人有宗教信仰，但與子
孫之間有差異，即使告訴家人自己的臨
終願望，家人也有可能不記得或不同意
。要確定葬禮是自己所希望的，唯一方

法是提前計劃。
一位民眾林先生表示，自己的父母
多年前做生前預先計劃，購買了預付的
喪葬費。經過這些年來，當父母親去世
，去使用這些服務時，才知道省下許多
費用，減輕很大的負擔。
父母親的生前預先計劃，使子孫在
遭受喪親之痛時，幫助他們不必同時擔
心喪葬費的金錢來源。一般來說，在人
死後的幾天裡，他的資產可能無法使用
，人壽保險可能需要六至八週的時間才
能支付。如果沒有適當的預付計劃，則
家人將被要求在葬儀服務之前支付所有
的費用。預先計劃和預付款意味著減輕
了家人的巨大負擔。
生前規劃讓家人不用擔心會出錯
爸爸會想要手工雕刻的堅固紅木棺
材嗎？媽媽會希望她教會的朋友都參加

葬禮嗎？如果事先沒有準備好計劃，親
人會有很多猜測，擔心會不會弄錯了。
通過生前預先計劃，使家人免於產生疑
問和焦慮。
家人不必面對倉促的決定
在需要時，葬禮安排通常在幾天之
內進行。即使在遺囑中表達自己的意願
，您的孩子也有可能會爭執不休，因為
葬禮通常是在遺囑確定或宣讀之前舉行
的。為了保護您的親人在困難的時期內
避免匆忙做出決定，提前計劃自己的葬
禮，以書面形式寫下詳細內容，不僅可
以確保自己的意願得到遵守，而且可以
使家人不必代你做出判斷。
生前計畫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錢
生前預先計劃葬禮的一個實際好處
之一是省錢，隨著生活成本的上升，喪
葬費的成本也不斷上升。當您計劃並提
前付款時，實際上就是鎖定了價格保證
。例如，如果今天計劃並選擇一個價格
為 2,000 美元的棺材，即使未來價格上漲
了許多，也不必為再多付錢。以當前價
格購買商品，可以保護您和子孫免受通
貨膨脹的影響。
休斯頓的劉女士表示，“我的父母

在多年購買了預付的喪葬計畫，到使用
時已經有很大的差額，這為我們節省大
筆金錢。”
親人可以專注於回憶和康復
親人死亡後的一段日子中，家人會
經歷情感上的困難階段。生前預先計劃
自己的葬禮，無論是土葬或是火葬，葬
禮應如何安排，都能記錄您的意願，並
支付安排費用，這可為您的親人提供他
們所需要的情感與精神恢復時間，而不
用做出一個又一個的葬禮細節決定。家
人們可把時間用在與親友間共度中，回
憶過世親人的點點滴滴，並逐漸恢復難
受的心情。
優惠到本月底為止，價格即將大幅
調漲
Forest Park Westheimer 墓園特別推
出優惠，高達 10% OFF 生前計劃墓產優
惠，60 個月 0%利率，無需信用評估。身
前契約高達 10% Off。由於各種物價上漲
，Forest Park Westheimer 墓園的價格也
即將大幅調整，優惠僅到本月底前有效
，立即行動，請致電：832-862-6890。
地址: 1280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 7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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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送會員布口罩及與羅復文處長交流座談
時 間 ： 12/4/2021 （ 星 期 六 ） 3:
00pm - 4:30pm
長春會 在 台灣人活動中心
免費贈送會員布口罩及與羅處長交
流座談
因為疫情的關係，這兩年來長春會
已經差不多沒有開月會了，12/4 理事會
也通過要免費再贈送會員們台灣製布口
罩乙個，先到先得，一方面也利用星期
六的週未期間大家互相交流，相見問安
，大家在疫情時間仍然可以接受短期間
見面寒暄問候。
這一次的聚會是邀請協調處羅處長
復文來活動中心和大家認識分享，再者
是因為疫情關係而不方便回國的僑胞者
，如超過兩年而在台戶籍被遷出者，影
響國民年金，勞保老年給付之問題。可
以檢附下列文件協調處委派專員為長春
會會員們服務，行動辦理：
A. 我駐外舘處開立並驗證之”居住
證明”
B. 已經簽名之我國護照資料頁影本
C. 美元 15 元手續費
約等一週左右，協調處辦事處人員
會打電話給予會長，他們會把申請通過
的文件帶回來活動中心統一發回各位申
請者，通知領取辦妥文件。
此次承蒙羅處長關懷厚愛，長春會會

員長輩們能夠把證件在當天 12/4 准備齊
全，此次大約有七、八位會員們在台灣
人活動中心就近行動辦理，長輩們就很
方便的就近把”居住證明”辦妥既又省
時又省力，感激不盡的。

別通知，不周到之處，請見諒！！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
文處長赴臺灣人活動中心出席休士頓臺
灣長春會自疫情以來舉行的第一個月會
，開心與柯志佳會長及會員見面，領務
組李步青副參事與組員歐秀麗小姐並於
現場提供行動領務服務

羅處長致詞時說明辦事處今年以來
加強國際文宣並及各級政府聯繫的重要
工作與活動，以及未來努力方向，並提
請大家注意防範 Omicron 新型變種病毒
，持續注意防疫安全，以保身體健康，
盼疫情早日結束，以利長春會能夠恢復
往常定期舉辦月會

外包装，说：“你看这是什么？”
老牛看了一眼，惊讶道：“静音耳
塞？哪儿来的？”
小芬叹了口气说：“在楼上住户门
口发现的，看来人家准备打持久战了！
”
这下老牛彻底服了，发出一声哀叹
：“我认栽了！惹不起，躲得起，要不
咱们搬家吧。”
小芬沉吟了一会儿，突然问道：
“有一个好邻居，你说重不重要？”
“重要，太重要了！”老牛深有感
触地说，“我以前还没体会到，现在才
明白有个好邻居的重要性，可惜咱们运
气不好，遇到了这么一个油盐不进的家
伙！”
刚说到这儿，有人敲门，开门一看
，是楼下的住户，一个留着络腮胡的壮
汉。他手里端着一盆粽子，乐呵呵地说
：“端午节到了，我媳妇儿包了些粽子
，请你们尝尝。”
刚说到好邻居，好邻居就不请自来

了！老牛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毕
竟自己从来没跟人家打过交道，人家心
里还装着自己！
络腮胡放下粽子就要走，老牛赶紧
一把拉住他，邀请他进屋坐会儿。络腮
胡笑着摆摆手，转而对小芬说：“我这
次来主要是向嫂子您道歉的，上次我态
度不太好，冲您发了一通脾气，没想到
嫂子大人不计
小人过，事后肯定劝
过大哥了，这几天我一点噪声都没听到
，我心里这个后悔哟，有啥话不能好好
说的？”
小芬微笑着说：“没啥，你不用往
心里去，大家都是邻居嘛，远亲不如近
邻！”
等络腮胡离开了，老牛还没回过味
儿来：“他找过咱们？咱家啥时候制造
过噪声了？”
小芬白了他一眼，说：“你以为你
最近听到的噪声是从哪儿来的？那都是
我录下来的你做木工活的声音！‘嘭嘭
嘭是你在敲，‘哧哧哧是你在锯，‘咚
咚咚是你在凿！什么健身爱好者？亏你
想得出来！”
老牛彻底傻眼了：“那声音不是从
楼上传来的？”
小芬似笑非笑：“楼上还空着，没
有搬进住户呢。”
老牛抬头望着天花板，一脸纳闷地
问道：“可这声音分明是从楼上传来的
呀。”
小芬忍俊不禁：“我录下你做木工
活的声音后，把微型音响放到了吊灯上
，用遥控器操纵开关和声音，现在明白
了吧？”
老牛摸着后脑勺说：“这么说，
是楼下住户找你投诉噪声，所以你
想了这一招？”小芬点点头说：
“没错，他脾气爆，上来就吵，我
让他先回去，答应会解决问题。但
我知道你性格倔，又酷爱木工活，
根本不可能劝得动你。我怕人家再
找上门来，所以才想出这么个办法
，让你试试遇上一位恶邻居，当上
一回受害者，这样才会有深刻的反
省，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老牛纳闷地问：“那物业那边……
”
小芬笑着说：“当然是因为我提前
跟他们打好招呼了，他们也非常乐意配
合。毕竟调解邻里纠纷是他们的工作难
点，这种处理方式对他们也有启发。”
老牛苦笑道：“我买震楼器，你就
买静音耳塞，这假戏唱得跟真的一样！
”“没办法呀！”小芬笑道，“我要是
输了，还怎么折腾你？”
“我明白你的良苦用心了！”老牛
一边收拾自己的木工工具，一边说，
“我保证绝不再犯！”

關於長春會何時才能恢復正常的月
會活動呢？據報這一波來勢洶洶的
Omicron 傳播迅速，而且對於長輩們免
疫反應較弱者不太適宜，長春會對月會
處理會更為小心，何時再復會再另信個

故事天地

噪声大战
老牛不光姓牛，生肖也屬牛，是远
近闻名的牛脾气，钻起牛角尖来，九头
牛都拉不回，连妻子小芬都拿他没办法
。不过，草甸子大了什么牛都有，最近
老牛就遇上一个比他还倔的人。
这天早上，老牛正忙乎着他心爱的
木工活，他一会儿拿起凿子，一会儿拿
起锯子，很快，一套微型家具在他手下
初具雏形。他正忙得不亦乐乎，突然听
到头顶传来各种嘈杂刺耳的声音：嘭嘭
嘭、哧哧哧、咚咚咚……
这声音分明是从楼上传来的，老牛
不解地问旁边的小芬：“楼上不是空着
没住人吗？怎么会有声音？”
小芬沉吟道：“应该是搬进住户了
，我昨天看见一个中年男人指挥搬家公
司往楼上搬东西。”说话间，楼上又持
续不断地传来噪声，小芬皱着眉头盯着
天花板，忍不住嘀咕道：“这都是什么
声音呀，这人在干吗？”
老牛听了一会儿，气呼呼地说：
“估计是个健身爱好者！你听，‘嘭嘭
嘭的声音分明是在击打沙袋;这‘哧哧哧
的声音是啥，我一时半会儿还想不出来;
这‘咚咚咚的声音分贝最高，估计是在
原地跑步……”老牛越说越气，声音陡
然高了起来：“这种噪声谁受得了？我
老牛可不受这欺负，非找他说道说道不
可！”
老牛气冲冲地来到楼上，一边敲门
一边喊：“开门，我是楼下住户，你的
噪声扰民了！”
小芬也急忙跟了上来，显然是怕老
牛脾气火爆，跟楼上的住户吵起来。不
过她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老牛敲了半
天，也没人开门，小芬拉了他一把说：
“估计人家看你在气头上，不想跟你面
对面，他以后应该会注意的，咱也别得
理不饶人，下去吧！”
两口子刚回到家，屁股还没坐热，
楼上的噪声又响了起来，分明带着一股
挑衅的味道。这下可把老牛气坏了，他
一下蹦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了
楼上那家住户门前，使劲地拍起了门。
但屋里依旧一点反应都没有，真是
乌龟不出壳，看你奈我何。老牛气得血
压上升，抬脚就要踹门，被身后的小芬
一把拉住：“别把有理的事儿弄成没理
，门踹坏了咱们还得赔。”
老牛觉得小芬的话有道理，也就渐
渐冷静下来，想了想说：“要不咱们去
找物业，让他们从中调解。”小芬同意
了。

很快，老牛来到了物业办公室，把
情况跟工作人员一说，工作人员当即找
出那位业主的电话打了过去，在表达了
调解之意后，那人却冷笑一声，阴阳怪
气地说：“我有的是时间和精力，不把
他治得服服帖帖，我这牛字就倒着写！
”
原来这家伙也姓牛，果然不是冤家
不聚头！老牛怒不可遏，夺过电话一通
狂骂，骂得嗓子都冒烟了，才发现对方
早就挂断了电话。老牛又气又无奈，只
好先回了家。
然而，楼上的声音越发嚣张地响着
，折磨着老牛的每一根神经，他怒气冲
冲地操起一根竹竿，冲着天花板一通狂
戳，发出不甘的反击之声：“咣咣咣！
”
那位住户也真是拗脾气，宁可两败
俱伤，也决不当逃兵，楼上的噪声连停
都没有停一下。半小时后，老牛胳膊发
酸，制造出的噪声越来越弱，最终不得
不扔下了竹竿，败下阵来。

老牛狠狠地瞪着天花板，想着反败
为胜的办法。突然，他眼前一亮：“震
楼器！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老牛立
马在网上订购了一款震楼器，那是一种
震动马达，可以吸附在天花板上，发出
高分贝的低频噪声，穿透力非常强。
货到安装完毕后，听着震楼器发出
的声音，老牛乐呵呵地点燃一根烟，对
着天花板喷了一口：“小样儿，想跟我
斗，还嫩了点！”
没想到这次真的遇上了硬茬，震楼
器接连响了两天，楼上丝毫不为所动，
噪声也不受半点影响，老牛终于不得不
承认，遇上了比自己更倔的人！这可怎
么办？
这时，小芬在一旁说道：“我觉得
楼上的住户也是骑虎难下，说不定早就
想有个台阶下了，要不我再上去劝一劝
，看他会不会开门，最好两边都收手。
”
老牛同意了。小芬上了楼，过了一
会儿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拆开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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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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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展示考古新發現

慶祝法國接任歐盟輪值主席國

埃菲爾鐵塔亮燈

黑猩猩照鏡子人模人樣
托下巴若有所思滑稽可愛

捷克拉貝河畔皇宮鎮，
捷克拉貝河畔皇宮鎮
，當地野生動物園中的黑猩猩照鏡子
當地野生動物園中的黑猩猩照鏡子，
，對著鏡
子做出各種動作，人模人樣
子做出各種動作，
人模人樣，
，令人忍俊不禁
令人忍俊不禁。
。

休城社區

盡管醫務人員緊缺

梅奧診所仍解雇了 700 名未接種疫苗的員工

【美南新聞泉深】明尼蘇達州的梅奧診所在該醫療中心護士
懇求該州的醫院首席執行官解決人員配備“危機”幾周後，梅奧
診所仍解雇了 700 名未接種疫苗的員工。
據《星際論壇報》（The Star Tribune) 周二報道，該診所在
一份聲明中說：“雖然梅奧診所對失去寶貴的員工感到難過，但
我們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來保證我們的患者、員工、訪客和社
區的安全。” “如果被解雇的個人選擇在以後接種疫苗，他們
就有機會申請並返回梅奧診所尋找未來的空缺職位。”
梅奧員工必須在周一之前接種疫苗，否則被解雇。被解雇
的 700 名員工約占醫療中心 73,000 名員工的 1%。
該診所在聲明中補充說：“雖然最終人數仍不確定，但梅奧
診所所有地點近 99% 的員工都遵守了所需的疫苗接種計劃，這
意味著他們已經接種了疫苗或獲得了醫療或宗教豁免。”
就在聖誕節前夕，以明尼蘇達州護士協會代表的護士召開了
新聞發布會，懇求該州各醫院的 CEO 解決人員配備和醫療危機
。
護士協會主席兼 COVID-19 重症監護病房護士瑪麗 C. 特納

克裏斯·範·戈德

（Mary C. Turner）在 12 月 20 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對于我
們的患者，我想說：當您需要我們時，護士會在這裏。”“對于
我們醫院的首席執行官和民選官員，請聽我們說：護士需要的不
僅僅是言語，我們需要采取行動來解決明尼蘇達州醫院的人員配
備和醫療危機。”
如果醫療中心也面臨人員配備危機，以及被解雇的員工是否
將被轉移到需要職員的醫院，梅奧診所沒有立即回應福克斯新聞
的置評請求。
隨著新冠病毒 omicron 變種的激增，人員配備問題一直困擾
著全國各地的醫院。
聖地亞哥斯克裏普斯健康公司（Scripps Health）的首席執行
官本周表示，每小時有六到八名醫護人員打電話給醫院報告他們
感染了新冠肺炎。
Scripps Health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克裏斯·範·戈德 (Chris Van
Gorder) 表示：“在急診科，我們確實有一些醫院裏有 20 到 30
名患者，他們正在等待開放的床位，希望我們在有病人出院時可
以使用。”

發言人瑪麗 C.
C.特納
特納

該縣官員本周發出了兩個警報，通知醫院暫時停止緊急轉移
政策，該政策將救護車重新轉移到人潮較少的醫院。
據 NBC 7 San Diego 報道，周一發送給醫院的警報寫道：
“聖地亞哥縣緊急分流能力已耗盡。” “超過 80% 的成年患埃
勒斯-當洛綜合征的病人正在轉移。轉移的設施將立即恢複對新
冠病人的開放狀態，並將一直開放到明天早上 8 點。”
在羅德島州，該州衛生部更新了其指導方針，如果他們的醫
院面臨人員配備危機，允許 COVID 陽性的醫護人員在症狀較輕
或無症狀的情況下繼續工作。
州立埃莉諾斯萊特醫院（Eleanor Slater Hospital）宣布了人員
配備危機，並讓“輕度症狀”的員工重返工作崗位。衛生部門發
言人約瑟夫·溫德爾肯 (Joseph Wendelken) 表示，周一早上，羅德
島州呼吸和康複中心這家療養院開始使用“最近檢測呈陽性的無
症狀工作人員”，到中午時分醫院不再面臨醫療“危機”。
其它州已呼籲國民警衛隊幫助加強醫院工作人員，包括在紐
約州，去年有數萬名醫護人員因不遵守疫苗規定而被解雇。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溫德爾肯（
溫德爾肯
（右）

體育消息
體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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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措施收緊 香港足籃未來兩周比賽延期

●籃總宣布5日和6日賽事安排。

籃總官網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新冠肺炎變種病毒出現本地感
染個案，香港政府宣布將於星期五
起收緊社交距離措施，5 日及 6 日
舉行的足籃賽事已改為閉門作賽，
未來兩周的賽事亦會延期，至於大
型體育活動如香港單車節則會取
消。
香港政府因應新冠肺炎變種
病毒出現本地感染個案宣布收緊
社交距離措施，康文署轄下體育
處所將會關閉 14 天，多個本地體
育比賽及活動均受到影響，當中
包括 5 日晚進行的晉峰對理文的
菁英盃賽事，以及 5 日及 6 日兩日
舉行的 4 場甲一籃球賽均改為閉
門作賽。

此外，足總亦宣布由 1 月 7 日
起至 20 日期間舉行的賽事亦會延
期，至於籃總亦表示原定未來兩
周進行的賽事會順延上演。而香
港劍擊總會則宣布於 1 月 8 至 9 日
舉行的劍擊分齡錦標賽將取消。
除了本地足籃賽事，大型體育
活動亦不能倖免，原定在 1 月 16 日
舉行的香港單車節將會取消，以減
少因人群聚集出現的感染風險。
除了體育處所外，健身中心及
泳池亦需要關閉，面對相隔11個月
後再次“封場”，有教練表示感到
十分無奈，剛剛有起色的教練工作
再因場地關閉而要暫停，希望疫情
可以盡快得到控制，在兩星期後可
以回復正常。

2021賽季中超收官
●山東泰
山隊在頒獎儀
式上慶祝。
新華社

●足總宣布閉門作賽和延期安排。
足總fb截圖

●中超未來
或再難看見費蘭
尼（中）這類頂
級外援。
新華社

山東泰山
靠青訓突圍登頂

隨着中超爭冠組 4 場比賽於日前結束，2021 賽季中超聯賽正式宣布收官，本季冠軍
為提早奪冠的山東泰山，而上海海港、廣州隊和長春亞泰則分列 2、3、4 名，4 支球隊將
獲得來季亞冠盃參賽資格。事實上，本季中超受到極多外在因素影響，山東泰山之所以能夠
突圍而出，靠的是穩定的球會政策以及出色的青訓工作，這支應屆冠軍的組軍風格，相信會成
為其他球隊的學習對象。

由

於提前獲得聯賽冠軍，加上緊接周日又有足協盃決賽
要應付，山東泰山在對長春亞泰比賽最後僅踢成 1：1
平手，並於賽後接過中超冠軍獎盃，正式宣布在 11 年後再
次站上中超之巔。由於受疫情等因素影響，2021 賽季中超
不再像過去數年般大玩“金元足球”，各支球隊也要回歸
基本，憑穩定的組軍政策爭逐殊榮，結果山東泰山最終成
功跑出，成為中超霸主。
從數據顯示，山東泰山的成功，和他們一直致力於青
訓工作有重大關連，翻查本季泰山隊 23 名出場球員中，本
土球員有 17 人，其中有 11 人是出身自球會青訓體系，這些
球員自小便熟悉球會的運作，對球會也更有歸屬感，不會
像一些所謂僱傭兵般，對球會發展和勝負莫不關心，自然
有助發揮最佳水平。事實上，中超未來將不會再像過去數
年般大玩“金元足球”，而是會像山東泰山般，努力進行
青訓工作，再配合一些如泰山中場費蘭尼般的高質外援爭
逐殊榮，故泰山今季的成功，勢必成為其他球會的學習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象。
泰山主教練郝偉早前被問及球隊的成功要素時，也直言
是和球隊的穩定政策有關：“拿冠軍不單單體現在教練和隊
員身上，球隊團隊整個運作都需要保障和維護，接下來我們
希望把優勢能夠繼續維持下去，技戰術上明年有所提升。能
贏得今季中超，我想首先是由於隊員的敬業精神，第二是技
戰術的靈活運用，第三就是整個山東俱樂部的一種運營和保
障。”

大連人 青島出戰附加賽爭護級
然而，泰山今季的工作還未結束，緊接周日他
們將和聯賽“二哥”上海海港在足協盃決賽相遇，
力爭成為“雙冠王”。此外，排在中超倒數兩名的
大連人和青島，之後亦要和中甲第三四名的浙江
隊、成都蓉城通過兩回合附加賽，決定誰能出戰
2022年中超賽事。

傳國足徵召近 50 人入營
新舊世代球員爭取入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將於本月 10 日在上
海展開集訓的中國國家足球隊，將於日內公布集訓名
單，據最新消息指，新帥李霄鵬將可能徵召近 50 人進入
集訓營。在中超收官後，內地傳媒指今次世界盃外圍賽
集訓名單將於日內公布，由於這是新帥李霄鵬首張名
單，據報可能合共會有50名球員進入候選名單內。
據《北京青年報》透露，像高天意、嚴鼎皓這些在
今季中超表現出色的新銳，將會入選本次集訓。
同時間，一些具經驗球員也會獲得證明自己的機
會，例如上海海港的賀慣、李聖龍和魏震這些 1993 至

1997年齡段的當打之年國腳。
此外，早前因傷缺席上階段12強賽的曾誠據報都會
入圍，上述球員將形成新舊世代球員之爭，更令入選球
員可能多達 50 人，每個位置預計均會有 4 名球員，能吸
引教練組注意的球員便有望入選。
另一方面，內媒消息指李霄鵬希望在對陣日本的 12
強賽前，安排至少 2 場高水平熱身賽，首要原因是上階
段比賽，國足只能和一些本土球會作熱身，令備戰效果
欠佳；此外，安排高水平比賽亦有助解決球隊的磨合問
題，並能找到那些球員具備足夠狀態和能力入選。

●泰山隊今
季依靠本土和青
訓球員奪冠。
新華社

廣州隊“四小天鵝”
值得期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由於多項外在因素而在今季改變球隊
組軍政策的廣州隊，最終仍在2021球季
中超取得第三名，球隊在今季更捲起了
青春風暴，證明未來依然值得期待。
雖然第三名已是廣州隊升上中超後
最差成績，但相信球迷對球隊今季成
績已經很滿意，因在一些歸化球員
和外援離隊後，廣州隊卻憑一眾年
輕球員於第二階段賽事取得好成
績，為球迷留下深刻印象。
雖然未知來季如何組
軍，但可以肯定被稱
為新一代“四小
天鵝”的凌
傑、譚凱
元、侯
煜和王世龍，
相信會是

建隊核心。其中射手凌傑擁有出色
的前鋒觸覺，只要把握力能再提升，
勢必有力肩負球隊入球重責。至於譚凱
元也是出色的前鋒，但在體能和對抗性
上明顯不足，他和凌傑也有屬性太相似的
問題，且看教練團之後如何部署。
至於侯煜已證明是攻守能力兼備的
中場，在來季只要獲得更多機會，相
信有力站穩正選席位；最後是右後
衛王世龍，雖然在同位置有很多競
爭，但王世龍據報還可出任其他
位置，這種多功能球員一
向屬教練最愛，來
季相信同樣會
有不少機
會。

●譚凱元將
成為廣州隊重
點培育對象。
新華社

汪順膺2021亞洲最佳男子泳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游泳媒體
《SwimSwam》5 日公布，東京奧運會男子 200
米混合泳冠軍汪順，當選成為 2021 年度亞洲最
佳男子游泳運動員。
根據資料，汪順是第二位中國泳手獲得此項
殊榮，此前孫楊曾在 2013 年、2015 年和 2017 年

當選亞洲最佳男子游泳運動員。在得悉獲獎後，
汪順亦於微博轉載有關消息，並附上“V”字勝
利手勢貼圖慶祝。
汪順是中國首位男子運動員在奧運會比賽中
奪得混合泳金牌，打破了美國在這個項目上長達
17年的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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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就业有多难？2021 最新海归就业报告！

城市，2021 年支持
率 高 达 70% ， 远 高
于排在二三位的北
京和深圳。
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海归选择上海作
为发展城市，上海
市人社局最新发布
的 《 上 海 海 归 300
指 数 （2021） ——
城市软实力与海归
创业生态》显示，
目前，来沪工作和
创业的留学人员达
前 不 久 ， 海 外 人 才 招 聘 平 台 Lockin 发 布 了
《2021 中国海外人才职业发展分析报告》，总结
和分析了最新一年的海归就业形势。报告主要基
于对 20 多万的海归、留学生、外籍人才进行调查
问卷调研，同时综合了 Lockin 数据库中 6 万多家的
注册企业、150 万注册的海外人才用户数据，分析
总结而成。
由于疫情，从 2020 年开始，回国好像成了留
学生们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2020 年的海归人员
较上一年猛增 33.9%，应届留学生，准备回国就业
的人数，比 2019 年猛增 67.3%，增幅是海归总体的
2 倍。
2021 年，海外高校毕业生预计超过 82 万人，
而国内大学毕业生总规模预计突破 900 万人，两项
数据均创历史新高，海外毕业生就业压力空前之
大。
《2021 年中国海外人才职业发展分析报告》
分别从“2021 年中国就业形势分析”，“ 海外人
才基本情况分析”，“ 海外人才就业市场形势分

析”，“ 企业情况分析”，“ 总结与展望”五
个版块总结了归国海外人才的求职之路。
在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对海归就业具
有借鉴意义的数据！
热门专业
商科管理和经济金融专业仍然是大多数人的
选择，但所占比例近几年呈下降趋势。受到就业
市场影响，计算机科学以及工程技术专业的学生
占比持续上升。
疫情对海外人才的影响
全球疫情反复，留学生受到的影响巨大。疫
情高发期内，大部分国家高校将线上授课比例调
至 70%以上，超过 58%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内线上学
习。
另一方面，截止 2020 年底，日本新加坡等亚
洲国家及地区因疫情控制较好，一定程度上恢复
了面授课程。
归国首选发展城市
上海作为连续几年以来最受海归欢迎的发展

22 万余人。
今年 1-9 月，上海累计引进留学人员超过 2.2 万
人，与去年全年持平。他们当中既有应届毕业生
，也有在海外拥有工作经历的中高级管理、技术
人员，90%以上具有硕士、博士学位，其中，超过
2000 人毕业于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普林斯
顿、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世界排名前 10 的名
校。
深圳出台的一系列人才补贴政策，包括各种
生活补助、租房补助，及友好的落户政策，吸引
了大量海归。
最受海归欢迎的 10 大职位
过去几年热门的金融、咨询类的职位占比一
度超过 60%， 2021 年，这类职位比例降幅明显，
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计算机领域的相关职位。
数据分析因其薪资水平高、职位缺口大，首次成
了海归 2021 年最爱的行业。
自从全世界都在搞数字化，Data 行业的薪资也
水涨船高。世界最大的招聘搜索引擎 indeed 统计了

2021 年 25 个最高薪职位排名，Data Scientist 赫然在
榜。
而在大数据迅猛发展的国内，各个行业无一
不 在 Data 岗 花 大 手 笔 招 人 。 根 据 全 球 招 聘 公 司
Hays 的数据，2019 年中国 Data Scientist 职位的年薪
，甚至可以超过日本和新加坡。
即使是属于 Data 入门级的 Data Analyst 这一职
位，字节跳动、Thoughtworks 的平均月薪就高达 3.6
万元人民币，麦肯锡更是直接给到了 3.8w。
根据全球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最新报告表
明：“在未来的 2-3 年间，仅美国商业分析师的人
才缺口就高达 10 万之多。”
而在国内，2018 年 Data 行业的人才缺口就达
到了 60 万，甚至预测 2025 年将达到 230 万。
时至今日，人才市场上数据分析人才的企业
需求还在不断增长。有调查统计，（部分新）一
线城市平均每天的数据人才缺口，按人头算少则
几百多则上万。所以有意向的同学不妨多留意留
意。
求职渠道
海外人才热衷的求职渠道主要是线上招聘会
、大学推荐职位、以及在海外校园中的招聘活动
，可以发现海外人才的求职渠道依旧是以大学推
荐为主。相反，国内雇主在招聘过程中，更愿意
参与国内的招聘会，因此可以看出，中国雇主和
海外人才，在招聘和求职的过程中，都倾向于使
用自己更熟悉的或更加容易触达的渠道，因此双
方之间仍旧存在着一定的鸿沟，如果想要取得更
有突破性的结果，需要双方更加主动去探索和尝
试对方常用的渠道。
近年来，全球疫情对于就业市场的冲击巨大
，应届生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但是随着国内就
业市场的复苏，海归的就业机会大幅增加。

海归呈现“出国留学-回国就业”的国际人才环流模式

2020 届高校毕业生 874 万人，同比增加 40 万人
；2021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 909 万人，同比增
加 35 万人；2022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076 万人
，同比增加 167 万人。
逐年上涨的毕业生人数成为高校和教育部门
就业工作的重要课题，千万毕业生中有多少人选
择继续深造或选择就业，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最
近全球化智库与领英日前在京联合发布《2021 中
外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规划与展望》报告中给出
了相关的数据分析。
《高校校友观察：中外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
研究与展望 2021》是《高校校友观察》系列报告
的第二期，在第一期聚焦于中国十所“双一流”
高校（U10）毕业生职业发展的基础上，将研究范

围扩大至全球 QS 排
名 前 100 所 高 校
（G100） ， 对 比 了
中外高校毕业生在
深造、就业及国际
迁移等方面的异同
，深入探讨了中外
顶尖高校人才职业
发展的特征及其影
响因素，为了解新
时期国际人才流动
趋势、调整和制定
人才发展战略提供
了有益参考。
高校毕业生去向如
何？
从数据图表可以
看出，自 2018 年后，全球高校毕业生选择深造的
比例逐年上升，由 18.07%增长至 21.89%，2020 年
达到近五年的高峰。尽管新冠疫情冲击全球，影
响了经济发展，但继续深造仍是全球高校毕业生
个人发展的重要选择，一方面可以提升个人专业
能力，另一方面也暂时避免了职场的竞争与失业
风险。
中国高校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也在稳
步增长，数据图表中可见，从 2017 年开始选择深
造的高校毕业生比例稳步提高，2020 年达到近五
年的峰值。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高校毕业生数量
每年都在攀升，而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增
速相对稳定，在疫情期间也未产生明显变化。
美国作为集聚全球最顶尖教育资源的国家，

是中国高校毕业生深造的主要目的国，占比 37.5%
；其次为中国大陆地区，占比为 28.92%；欧洲地
区占比 19.7%，中国大陆之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占
比 10.27%。
中国高校毕业生主要深造高校以中国大陆为
主，top10 中有 8 所为中国大陆高校，2 所美国高校
：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卡耐基梅隆大学。top11~30 的
高校则主要是海外院校，其中美国高校为 10 所，
美国拥有的全球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吸引着中国高
校毕业生前往深造。
中国是高校毕业生首次就业目的地
中国高校毕业生深造国家和地区 2016 年~202
年的数据显示，首次就业地在中国的高校毕业生
比例高达 75.34%。最近几年，海归回流潮不断升
温，毕业后选择回国就业的海归越来越多。在政
策方面，“十三五”期间国家致力“引进来”，
重视留学人员的工作、生活，并实施了一系列便
利性举措。
2019 年 8 月底，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上线试运
营“互联网+留学服务”平台，多项留学相关事项
均可在线办理。以非京籍留学人员在京就业落户
手续为例，单位提交证明由 12 项缩减为 5 项，落户
手续大大简化，审核周期也缩短了一半。
2020 年 11 月 1 日，教育部取消了实行近 15 年
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极大地方便了留学人
员回国就业和生活。
我国顺应人才国际化发展的潮流，不断改善
人才发展的环境，积极为留学人员回国创造良好
条件，加上国内良好的经济形势，为海归们的回
国落地提供了稳定的大环境保障。再加上中国本
土大型企业实力的增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也

为众多归国人才提供了更加匹配的就业岗位。
中国高校毕业生以及全球高校毕业生就业热
门行业 top15 中，现代服务业对于中国高校毕业生
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其中高等教育行业是全球高
校毕业生和中国高校毕业生的首选，作为与教育
系统联系密切且学生群体较为熟悉的行业，教育
系统的工作岗位为毕业生走向职场发挥了重要的
过渡作用。
互联网、计算机软件、管理咨询、研究、银
行业以及医疗和医疗保健等行业对于专业型知识
和技能要求较高，是吸纳高端人才就业的主体。
随着全球大数据以及 5G 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与
服务业也成为不少毕业生的选择，相关企业为毕
业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整体而言，不论是中国高校毕业生还是全球
高校毕业生，对于择业的偏好都偏向于当前社会
下经济形势较好的行业，这也反映了毕业生对于
个人职业发展的规划都是与行业发展相融合的。
“出国留学-回国就业”成趋势
中国高校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近三
成，出国留学的比例超七成，绝大多数毕业
生 愿 意 在 中 国 进 行 首 次 就 业 ， 比 例 高 达 75.34%
。综上所述，海归呈现“出国留学-回国就业
”的国际人才交流模式，反映出留学归国人
员对国内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和就业形势的
认可。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无论是“走出去”还是
“引进来”，都呈明朗的态势。留学还将会是大
多数毕业生的选择，未来会有更多的留学人员学
成归来，回国找到适合的岗位，为建设祖国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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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廣場— 中國城最多店面
中國城最多店面、、治安
治安、、生意最好
生意最好、、人流量最多的商場
人流量最多的商場（（1111））
「休士頓診所
休士頓診所」」 家庭全科
家庭全科、、物理治療
物理治療、、腳專科
腳專科，， 「聯發行
聯發行」」 年貨總匯

（本報記者秦鴻鈞 ）如果由空中鳥瞰，整個
「敦煌廣場」 在休士頓中國城有如一顆閃耀的鑽
石，綻放耀眼的光芒。A,B,C,D,E,五棟樓層，佔地
25 萬平方呎，共有 130 家店，其中餐館 40 家，奶
茶店 12 家，麵包店 4 家，學校 4 家，美容院/足按
摩 12 家，卡拉 OK 4 家。除了每家門前寬廣的停車
場外，還在廣場的東北面和西南面另建了兩座立
體停車場，為今天人流量最多的 「敦煌廣場」 埋
下伏筆。尤其近年來由 「德州地產」 接管以來，
負責人李雄更發揮 「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主席」
的優勢，每週七天，每天 24 小時，保安做的滴水
不漏，商場的每一角落都設有精密的電腦監
控系統。自然治安更好，生意更好，人流量更多
。

佔地理優勢，一趟敦煌，萬事 OK ！
「敦煌廣場」 佔盡地理優勢，位於百利大道
與八號公路之間，周圍有六家銀行圍繞。包括八
號公路邊上的恆豐銀行，右前方的華美銀行、富
國銀行（Wells Fargo Bank ),大通銀行（Chase Bank
），美南銀行、國泰銀行、金城銀行。 「休士頓
市西南管理區」 ， 「敦煌廣場」 佔地利之便，自

然治安作的滴水不漏，也成為該區居民及各地前
來 「中國城」 辦事的人士最喜愛逗留之處。因為
在敦煌廣場內無論食、衣、住、行、育、樂，一
應俱全，不用出廣場，即可享有最完整實在的現
代人生活。
E 棟商家介紹
「敦煌廣場」 是休士頓中國城店面最多的商場
，共有 130 家店面，總佔地 25 萬平方英尺。商場
分 A、B、C、D、E 五棟。本期起將介紹 「敦煌廣
場」 東北面，面向百利大道的那排店面。
「休士頓診所」～ 家庭全科、物理治療、
腳專科總匯

政府的醫療卡及各種保險，60 歲以上的病人來此
，常不用花半毛錢，方便極了。
「休士頓診所」 包括：家庭全科、執照物理
治療師、心電圖、工作傷害、車禍、化驗檢查、
各種疼痛、中醫針灸、推拿等各種醫療服務。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更是所有足科有毛
病的人的救星,由足踝專科/ 外科醫生陳彥旭醫生主
治各種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
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
腫瘤、神經瘤、嵌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等
。
陳彥旭醫師，為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
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
伯克利大學學士。他擅長以鐳射治療灰指甲，最
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且陳醫師
看病態度良好，待人具親和力，是病人最喜歡看
的足科病的醫生。
「休士頓診所」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219A, Houston , TX 77036, 電話：713-272-6688，
傳真：713-271-6689

蚊蟲咬擦的白花油、外科止痛良藥、跌打止痛止
血良藥、正紅花油、乃至染髮劑...應有盡有，休市
的東方人，沒去過 「聯發行」 的，簡直鳳毛麟角
。
「聯發行」 位於 「敦煌廣場 」 東北面 E 棟的中
間 ， 地 址 ： 9889 Bellaire Blvd. #215 Houston TX
77036.

「聯發行
聯發行」」 各種春節應景吉祥物上市
各種春節應景吉祥物上市。
。
（記者秦鴻鈞攝 ）

「聯發行」展現休士頓 「年貨大街」的盛況
每當過年，踏進平常去慣的 「聯發行」 ，彷
彿回到中國、東南亞、台灣。店內滿滿都是搶購
年貨的人潮，使人彷彿置身東半球。看到這些年
節時掛在家中的吉祥物葫廬、玉飾、各種金飾、
玉飾佛像、神龍擺飾、各種香燭、燭台、紙錢、
玩偶，盤、碗、茶具、彩色紙扇、各種精緻玩偶
，乃至各種精選茶葉、茶王，...無不告訴我們，年
節的腳步近了，又到了給神佛、祖先燒香、燒紙
錢的時節了。
「聯發行」 除了供應年節禮俗、宗教的用品
外，它也供應我們平日生活不可少的用品，如：

「聯發行
聯發行」」 各種春節應景吉祥物上市
各種春節應景吉祥物上市。
。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位於 「敦煌廣場
敦煌廣場」」 E 棟， 「葛瑪蘭麵包坊
葛瑪蘭麵包坊」」
樓上的 「休士頓診所
休士頓診所」」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每提到敦煌廣場的 「休士頓診所」 ，這家位
於敦煌廣場東北面 E 棟，面向百利大道 「葛瑪蘭麵
包坊」 樓上的 「休士頓診所」 ，許多人都不陌生
，無論是家庭全科、物理治療、腳專科，在井然
有序的排班等候，很快便被帶入診療室，接受名
醫的診治，很快藥到病除，由於該診所接受聯邦

圖為位於 「敦煌廣場
敦煌廣場」」 E 棟的 「聯發行
聯發行」」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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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您的帳戶

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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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