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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什麼是凹陷不破漆修復技術呢
？汽車凹陷修復就是把汽車凹陷部分在不
破壞汽車油漆的前提下修復到原來狀態。
一般情況下，汽車凹陷修復能達到原來狀
態的是銳角和鈍角凹陷。主要是沒有掉漆
的凹陷可以修復如初，冰雹坑可完美修復
。特別對汽車四個門及頂上的小坑修復非
常實用。汽車凹陷修復技術並不是萬能的
，僅限於沒有車漆損傷的部分，以鐵和鋁
為材質的車輛可以修復。現在有些汽車廠
商為了節省成本，有些部件以硬塑料代替
了鐵和鋁的材質。那麼這項技術就無能為
力了。

汽車凹陷修復技術是一種對於汽車外型

各部位，因外界力量撞擊而形成各種凹陷
進行修復的國際先進技術，該技術也大大
的縮短了修復時間（一個凹陷修復大約需
20---- 40分鐘），和大幅度降低了費用
（大約只需傳統鈑金、噴漆的50%）。並
且經該技術修復後的凹陷部位將永不變形
和褪色，完全使車輛再次展現原有的風采
。

汽車凹陷修復技術高低的識別方法：
1、技術差的技師修復出來的凹陷從正

面可以看出來小點點。從側面可以看出來
凹陷或有水紋。

2、技術一般的技師修復出來的凹陷從
正面看不出來什麼問題，從側面我們用腦

袋來回動可以看出來慢凹陷或有水紋。
3、技術好的技師修復出來的凹陷從正

面、側面等任何角度都看不出來問題。
4、看技師能不能修復死角的凹陷或者

是車金上的凹陷。
汽車凹陷修復技術的優點：1、維修成

本較低。 2、修復時間較短。 3、由於汽車
原漆不受影響汽車的價值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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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3737
汽車凹陷修復汽車凹陷修復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
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
？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
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CT
、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
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
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
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

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
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
，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
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
就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

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
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
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
一直從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
年了，起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
忙，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
加重，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
，並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
難甚至站立都難以維持。經幾家醫院
治療無好轉，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
化費了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
走路需要人扶，並且一側臀部肌肉開
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
療，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一
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
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
一個人。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
消失，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
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
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
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
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
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

，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

李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
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
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
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
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
己要出冤枉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不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
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
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年
、10 年，甚至 20 年之後，大多數人
（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
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腕、肩部
、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
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
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
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
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
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
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
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
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
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
合推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
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
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
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
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
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
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
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下午。

(本報休斯頓報導) 日昇日落，人生
也是如此，在人生的旅途之中，死亡是
每個人必須面臨的大課題，有上車也有
下車的時候，不同站有不同的風景。無
論貧富貴賤、種族、職業，上至總統下
至庶民，都有不得不面對之時。如何面
對終點做好生前計畫、以及該怎麼準備
身後之事，似乎變得更正面、也更需要
趁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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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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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就可以開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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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生死越想得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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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前規劃讓家人不用擔心會出錯
若是突然遭逢意外，子女往往會面

臨很多意想不到的抉擇，例如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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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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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大幅調漲 優惠只到本月底為止
在休斯頓，許多家庭給予橡林紀念

園殯儀館和墓園(Memorial Oaks) 很高評
價，是最受華裔人士中意的風水寶地，
也是既有墓地、又有殯儀館的複合型服
務，能包辦追悼會到葬禮一條龍式服務
。

由於物價不斷上漲，Memorial Oaks
墓園亦將調漲價格， Memorial Oaks在 1
月對大眾推出優惠，包括高達 10% OFF
生前計劃墓產優惠，60個月0%利率，無
需信用評估，還有身前契約高達10% Off
，只在本月底之前有效。

電 話 ： 832-913-5888。 Memorial
Oaks地址: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
。

做好生前計畫減輕負擔做好生前計畫減輕負擔 免受通貨膨脹影響免受通貨膨脹影響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即將大幅調漲即將大幅調漲 優惠僅至本月底優惠僅至本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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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是哈尔滨老道外的大户人家，老太爷在世

时娶了两房太太，大太奶奶去世后，二太奶奶掌了

权，内宅从此就变了天。二太奶奶尖酸刻薄，单是

一个在说话上的忌讳，就要把所有人都逼疯了。

二太奶奶不许任何人说“老”这个字，理由也

很简单，整个齐府，就数她岁数最大，也就是最

“老”。她身子骨弱，常犯心口疼，在东北话里，

“老”还有“死”的意思，二太奶奶就说：“你们

整天老啊老的，是在咒我死吗？”

可是东北人说话，就喜欢说这个“老”字，什

么“老帶劲了”“老好看了”，就是个叫法上的习

惯。下人们都说了几十年了，一下子要全改掉，得

有多难啊！再怎么留心，有时候“老”字还是会不

自觉地从嘴里蹦出来。

这一年除夕，齐府杀猪宰羊，准备年夜饭，丫

鬟苏雪负责熬冻子。冻子，就是皮冻，是典型的东

北菜。做好的皮冻，切成块摆在盘子里，晶莹剔透

，甚是招人喜爱，蘸着蒜泥酱油，入口即化。

苏雪先把猪肉皮上的油脂刮掉，只留下肉皮的

那一层儿，切碎了，加上水，放在锅里熬着。趁着

熬冻子的工夫，苏雪又去帮忙剁馅子、包饺子。

苏雪干着活，和几个丫鬟唠着嗑儿，时间不知

不觉过去，突然，她闻到一股煳味儿，猛然反应过

来，拔腿就往锅台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喊：“哎呀

妈呀，冻子熬老了！”

二太奶奶这几天都在厨房里头指手画脚，虽然

离得挺远，但是苏雪的声音实在太大了，二太奶奶

还是听到了，心想：我都不让说“老”了，这丫头

怎么还敢说，还赶上大过年的时候说！

二太奶奶心里不自在，就指使身边的两个老妈

子：“去，抓起来，给我打！”

两个老妈子如狼似虎地冲过去，扭住了苏雪，

按在了院子里的长条凳子上，抡着柳条棍子，“啪

啪啪”就往屁股上打。

苏雪还算聪明，一边惨叫，一边求饶：“吴姨

奶奶，我错了，吴姨奶奶，我再也不敢了，你饶了

我吧……”

二太奶奶娘家姓吴，平时下人们喊她“吴姨奶

奶”。二太奶奶见苏雪求饶，就假装宽宏大量地说

：“既然认错了，那就放了吧。”

苏雪下了板凳，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着，说：

“谢谢吴姨奶奶，谢谢吴姨奶奶，我再也不敢了。

”

二太奶奶挺满意，恩威并施，也算是有了一点

小效果。

苏雪接着又说：“刚才一说完，我就老后悔了

。”

“老”后悔了！

谁都知道，苏雪这话肯定是顺嘴出溜的，可二

太奶奶不这么想啊：挨了打都不长记性，她肯定是

故意的！二太奶奶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就

又喊：“来人，给我打，给我拖出去打，往死里头

打！”

这一回，可不是拖到院里，而是拖到了马棚里

，扒下了棉裤，吊起来打。刚才在板凳上打，两个

老妈子也没怎么用力，这一回，她们是真下了狠手

。这个苏雪，也不禁打，两个老妈子觉着还没打几

下呢，苏雪就死了。

那个年代，丫鬟都是卖身进府的，生死都由主

家。一个丫鬟，死了就死了，二太奶奶派人通知了

苏雪的爹妈。苏雪的爹爱抽大烟，二太奶奶给了他

十块大洋，就打发了他。

这事儿，似乎就这么过去了。

二太奶奶见打死人都没咋的，就更嚣张了。本

来欢声笑语的齐府大院，现在连一点声儿都没有了

，就像坟墓一般，谁也不敢说话，毕竟说错了话，

那可是会死人的。

大年初二那天，齐府来了贵客，三小姐回娘家

了。三小姐是大太奶奶的女儿，嫁的夫家门第高，

大太奶奶过世后，她有好几年没回娘家了，今年，

她却回来了。

回来的这天，全家一起吃晚饭。三小姐看了看

二太奶奶身后的两个丫鬟，问：“这俩丫头看着眼

生，是新来的？原来伺候的苏雪呢？”

二太奶奶没在意，大大咧咧地说：“那丫头说

错话，让我给打发了。”

三小姐点点头，对着新来的两个丫鬟说：“吴

姨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在这府里，你们可不能老是

‘老老老老’地说话，你们要老是‘老老老老’地

说话，那可让吴姨老操心了。你们要是敢说出一个

‘老’字，可别怪吴姨把你们的老腰子打断，让你

们变成老虫子，老在地上爬。”

三小姐说完这番话，屋里的人都傻了。二太奶

奶更是气得浑身发抖：这三小姐表面上不让人家说

“老”字，自己说的“老”字还少吗？这是教训她

们，还是趁机在咒我呀？二太奶奶想说点什么，可

气得心口一阵阵绞痛，一下子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时，就听三小姐继续对那俩丫鬟说：“我说

的话，你们都记住了吗？”

还好，这句话里没“老”字，二太奶奶觉得心

口稍微松快了一点。

三小姐紧接着说：“以后，你们两个要是敢

‘老老老老’地说话，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到时

候，你们可就必死无疑了！”说完，她似有若无地

看了二太奶奶一眼。

二太奶奶快气疯了：说“老”字就说吧，还说

啥“必死无疑”呀！必死无疑，不就是说“必死吴

姨”吗？你、你、你竟然真的要咒我死呀……

“嗝——”二太奶奶一阵心悸，一口气儿没喘

上来，倒在了地上。屋里顿时一片混乱，抢救的抢

救，喊人的喊人。那两个新来的丫鬟慌乱地问旁边

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那人看了一眼没事人似的三小姐，小声说：

“唉，三小姐没出嫁前，苏雪伺候过她好几年，主

仆俩处得不错……”

这时，就听一个老妈子惨叫一声：“不好了，

吴姨奶奶没气了！”

得，这回，她是真的“老”了。

不能说的字
妞妞是刚入学的大学生，平时经常到学校

门口买零食吃，那里有好几辆摆摊的售货车

，烀玉米、煮花生、炒栗子、驴打滚……还

有一个卖烤红薯的。

卖烤红薯的是一位老太太，满头白发，腰

弯背驼，看上去有七十多岁了。老太太动作

虽有些迟缓，但生意还过得去，断断续续总

有顾客。妞妞到她这里买过好几次烤红薯，

吃起来香甜绵软，味道确实不错。后来，妞

妞经常带同学来照顾老太太的生意，有时候

顾客多了，妞妞还会帮老太太招呼几句。

这天，妞妞又出来买烤红薯，就听一位顾

客问那老太太：“您这儿能扫码付款吗？我

没带现金。”

老太太递过一个蓝色的小牌牌，说：“这

是我儿子的，你就扫这上面的二维码吧！”

妞妞心里一动：自己买了好几次烤红薯，

都是用手机扫码付款的，没想到那钱都扫给

老太太的儿子了。她前几天刚看过一则儿子

啃老的新闻，没想到身边就有这样的事。卖

烤红薯的老太太年纪这么大，挣点钱容易吗

？自己一个穷学生虽帮不上大忙，但也不能

让老太太的儿子就这样坐享其成吧！于是妞

妞转身来到旁边的摊位，特意用手机扫码的

方式跟摊主换了点现金，然后再用现金来买

老太太的烤红薯。

可是，时间长了，附近的几个摊主见不到好

处，都不愿意给妞妞兑换现金了。无奈，妞

妞只好去马路对面寻找“目标”。

对面有家大型商场，门前也有好几个摊位

，妞妞一眼就相中了一个修鞋的汉子，为啥

？只因那汉子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让人信

赖的厚道劲儿。果然，妞妞将兑换现金的请

求一说，修鞋的汉子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没问题，不过我这儿只有微信付款码，你

直接扫吧！”

几天后，妞妞又来马路对面兑换现金，修

鞋的汉子正好不忙，就好奇地问：“姑娘，你

总换现金干什么呀？手机扫码不方便吗？”

妞妞脸一红，笑着说：“这是个秘密！”

汉子故意逗妞妞：“你不跟我说实话，那

我就不给你换了！”

“别呀！”妞妞急得连连摆手，她回头往

马路对面看了一眼，然后小声地说，“大叔，

我告诉您，您可要替我保密呀！”

汉子郑重地点点头，说：“行，没问题！

”

妞妞这才将自己的小心思抖落出来：“大

叔，您看见对面那位卖烤红薯的老太太了吗

？她比我奶奶年纪还大呢，每天风吹日晒的

，挣点钱不容易啊！可她自己没有智能手机

，顾客扫码付的款，都转给了她儿子。我猜

，她儿子肯定是个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不

孝子，所以，我知道以后，就不愿意扫码了

……”

“哦——”修鞋的汉子恍然大悟，他不由

得对妞妞竖起了大拇指，“你真是个善良的

好姑娘！”

这天，妞妞又打算去买烤红薯，正想去马

路对面兑换现金，却发现那个修鞋的汉子不

见了，她正左右张望，就听身后有人叫道：

“喂，姑娘！是在找我吗？”

妞妞一回头，看见修鞋的汉子正在不远处

向她招手！她快步走过去问：“大叔，您咋

搬这边来了？”

汉子憨憨一笑，说：“这边热闹啊！而且

对面近期要修路……”

妞妞也笑着点点头，照旧换了一些现金，

然后又从老太太那里买了几个烤红薯就走了

。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妞妞休完寒假回到

学校，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烤红薯。当

妞妞来到学校门口时，却发现卖烤红薯的老

太太不见了，在烤红薯摊位上的竟是原来卖

驴打滚的瘸腿妇女！

妞妞很失落，问道：“阿姨，那位老奶奶

呢？”

瘸腿妇女抬起头，见是经常用现金买烤红

薯的女孩，脱口而出道：“哎呀，你来啦！

”接着，她便将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说了

。

原来，老太太的儿子前年得了尿毒症，老

太太为了给儿子攒钱治病，就起早贪黑地卖

起了烤红薯。去年年底，老太太把卖烤红薯

的钱和“棺材本”加在一起，又卖了自己的

老屋，算算医疗费差不多够了，就和儿子上

省城看病去了。

临走，老太太还惦记着常来照顾她生意的

女孩，说女孩心地很善良，总是想着法儿地

帮助自己。虽然老太太不知道女孩的名字，

但知道她特别爱吃烤红薯，走之前，她把手

艺传给了生意不太好的瘸腿妇女，还把烤炉

给了她，特意叮嘱她，卖给女孩的烤红薯要

便宜点。

妞妞听了十分感动，随即又有些不好意思

地说：“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她儿子是不

孝子呢！”

瘸腿妇女解释道：“才不是呢！她儿子不

但对老母亲非常孝顺，对周围人也特别好。

你也见过他呀，他不是一直给你换现金嘛！

”

妞妞一愣，疑惑地说：“您说的是——”

瘸腿妇女笑着说：“傻丫头，就是那位修

鞋的大叔呀！”

“啊——”妞妞吃驚不小，一看，果然没

见那修鞋的汉子……

回去的路上，妞妞反复琢磨，她实在没想

到，卖烤红薯的老太太和修鞋的大叔是一对

母子，难怪修鞋的大叔说只能扫微信，敢情

支付宝的二维码在卖烤红薯的老太太那儿呢

，所以自己扫了这么多次的码，也没发现两

人竟是一家的……

就是不扫你的码

佳賓：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
和縣法官莉娜·伊達爾戈

介紹者：德克薩斯亞洲！
時間：2022 年 2 月 5 日和 6

日週六和周日/ 11：00 AM - 6：
00 PM

地點： 越華中心@環城廣場
8388 W.山姆休斯頓南/休斯頓/
77072免費入場！

更多資訊：LunarNewYear-
Houston.com

農曆新年休斯頓2022在我們
城市的國際心臟西南休士頓慶祝
虎年。隨著100隻耀眼的獅子和
龍在一百萬隻幸運的紅色鞭炮中
咆哮，我們在這個非常幸運的老
虎年響起！我們傳奇的獅子與龍
，隨著巨大的鼓聲和鑼聲跳舞，
挑戰激烈的煙花。他們拋棄了舊
年的所有惡靈，迎接新的偉大好
運！農曆新年就這樣慶祝了2000
多年！這是我們的亞洲傳統節日
！農曆新年休士頓以其古老的真
實性呈現了這一受人尊敬的傳統

。整個家庭，從曾孫長老到小幼
兒，都加入我們不老的慶祝活動
，迎接新年，並有幸獲得獅子與
龍的好運。我們的新年慶祝活動
絕對是整個德克薩斯，展示了我
們在家鄉休斯頓的傳說中最好的
遺產。在獅子舞台競技場享受傳
統音樂和舞蹈！此外，農曆新年
休斯頓擁有德克薩斯州最好的武
術隊 - 展示了令人振奮的沃維納
姆風格的越南和中國飆升的少林
功夫傳統。因此，請在我們的世
界美食節上享用美味佳餚，並加
入我們的慶祝活動，迎接新年！
有關更多活動資訊，請訪問 Lu-
narNewYearHouston.com 用一點
幸運的錢帶給你的家人和朋友，
在2022年為獅子會帶來巨大的好
運 ！ LunarNewYearHouston.com
/ GlendaJoe@GKJoe.com 1714 坦
尼希爾大道 / 休斯頓， 德克薩斯
州 / 美國 / 77008 / [713] 861-827

農曆新年休斯頓農曆新年休斯頓20222022慶祝虎年慶祝虎年！！

美南銀行優美南銀行優
惠定存專案惠定存專案
【休士頓訊】迎接2022新春虎年到

來，美南銀行於歲末迎春之際特別推
出$10,000新資15個月0.80%優惠定期
存款專案。舉凡自即日起開設個人或
商業存入新資$10,000起，即可享有定
期存款專案優惠利息和美南銀行虎年
紅包袋。金額超過$ 50,000元以上還可
獲贈福氣滿滿、造型可愛精美的招財

金虎或福寶金虎一只 ，因數量有限送
完為止，敬請把握機會。所謂新資是
指資金來源不能轉自美南銀行內的現
有任何個人或商業帳戶內的存款。有
關開立定存帳戶相關細節及規定，請
洽 美 南 銀 行 各 地 分 行 或 電 洽
713-771-9700 或上網查詢 www.swn-
bk.com （Member F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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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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22年1月21日       Friday, January 21, 2022

廣告



BB55
星期五       2022年1月21日       Friday, January 21, 2022

休城社區

德州本地新聞

（本報訊）法新社彙整官方數據顯示，截至17日，全球至少383萬
5238人死於20Omicron症狀較輕、像感冒，讓許多人鬆懈防疫措施，不
過英國統計，24%患者通報出現 「腦霧」（Brain Fog）情形，症狀包括
注意力難以集中、記憶障礙等，甚至可能喪失工作能力。

根據統計，患者感染Omicron的前5大症狀依序為流鼻水、頭痛、
疲勞、打噴嚏及喉嚨痛，這些症狀類似感冒，容易讓人輕忽。

不過排名第12名的 「腦霧」症狀引發關注，24%患者報有這種症狀
。

腦霧是認知功能障礙的一種，症狀包括記憶力減退、思考障礙、需
要花費更多時間完成事情、疲憊、焦慮等，報導指出，甚至有人因此無

法返回工作崗位，因為他們無法再做之前能做的事。
根據美國西北大學的研究，就算是輕症，也可能出現腦霧症狀，研

究指出，81%的發燒、咳嗽患者痊癒後被診斷出腦霧，其中61歲以上長
者及16至30歲族群中，分別有24%及11%的人有記憶問題，顯示不論是
年輕人或老年人，腦霧都是危險的後遺症。

腦霧一般都被認為是新冠後遺症或 「新冠長期症狀」（long COV-
ID），不過令人驚訝的是，日本岐阜大學神經內科教授下畑享良指出，
近期患者中，在急性期就出現腦霧的患者高達1/4，他說一般很少人在
染新冠初期就出現腦霧，他警告這種狀況若持續下去，可能會有更多人
出現腦霧症狀， 「這是個問題。」

Omicron像感冒? 「腦霧」 情形恐发生

（綜合報導）“這些超記憶老人保持了和
年輕人一樣高的神經分化水平。”——Yuta
Katsumi博士，麻省總醫院精神病學博士後研究
員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的大腦通常會經歷
一個緩慢的萎縮過程，導致大腦各個區域之間
的交流不暢，從而導致記憶力和其他認知功能
的下降。但是一個罕見的老年人群體“超記憶
老人”已經被證明可以像25歲的人一樣學習和
回憶新信息。麻省總醫院的研究人員現在已經
確定了超記憶老人卓越記憶力背後的大腦活動
。 “這是我們第一次獲得超記憶老人大腦在積
極學習和記憶新信息時的功能圖像。 ”麻省總
醫院額顳葉疾病研究所成像操作主任Alexandra
Touroutoglou博士表示，他也是本論文的高級作
者，論文發表在《 CerebralCortex》（大腦皮層
）期刊。

在 2016 年，Touroutoglou 和她的同事們發
現一組65歲以上的老年人在記憶力測試中表現
出色。這些超記憶老人參與了由麻省總醫院額
顳葉疾病部主任 Bradford Dickerson 博士和麻省
總醫院精神病學研究學家 Lisa Feldman Barrett 博
士領導的老齡化追踪研究。 Touroutoglou 博士

表示：“通過核磁共振成像，我們發現超記憶
老人的大腦結構和神經網絡連接更接近於年輕
人的大腦， 超記憶老人避免了典型的老年人大
腦萎縮。 ”

在這項新研究中，研究人員對平均年齡為
67歲的40名成年人進行了一項非常具有挑戰性
的記憶測試，同時對他們的大腦使用功能性磁
共振成像(fMRI)進行成像，這與典型的 MRI 不
同，它顯示了執行任務中不同大腦區域的活動
。 41名年輕人(平均年齡25歲)在他們的大腦成
像時也進行了同樣的測試。

參與者首先觀看80張與形容詞搭配的人臉
或場景的圖片，每張圖片都與一個形容詞配對
，比如城市景觀與“工業的”一詞配對，或者
男性面孔與“平均的”一詞配對。他們的第一
個任務是確定這個詞是否與圖像匹配，這個過
程叫做編碼。 10分鐘後，研究人員向參與者展
示了他們剛剛學會的80組圖像詞組，另外40組
新的圖像詞組，以及40組他們之前看過的打亂
順序的圖像詞組組合。他們的第二項任務是回
憶他們之前是否看過每一對特定的圖像詞組，
或者他們是否在看一對新的或重新排列的圖像
詞組。

當參與者在掃描儀中時，研究人員密切關
注視覺皮層，它是大腦中負責處理你所看到的
東西的區域，並且對年齡特別敏感。論文主要
作者，麻省總醫院精神病學博士後研究員Yuta
Katsumi博士表示：“在視覺皮層中，有大量的
神經元選擇性地參與處理不同種類的圖像，如
面部、房屋或場景，每組神經元的這種選擇性
功能使它們能更有效地處理你所看到的東西，
並對這些圖像建立清晰的記憶，然後便可以很
容易地檢索到這些圖像。 ”

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
被稱為神經分化的選擇性會減弱，曾經主要對
臉部做出反應的神經元組現在會對其他圖像也
產生反應。大腦現在很難為不同類型的圖像創
造獨特的神經激活模式，這意味著它對人所看
到的東西的心理表徵不再那麼獨特。這也就是
老年人難以記住他們何時可能看過一個電視節
目，讀過一篇文章，或吃過某一頓特定的飯的
原因之一。

但在fMRI研究中，這些超記憶老人的記憶
表現與25歲的人沒有區別，他們大腦的視覺皮
層保持著依舊年輕的活動模式。 Katsumi補充道
：“超記憶老人保持了與年輕成年人相同的高
度神經分化，或選擇性。 &quot;他們的大腦使
他們能夠為不同類別的視覺信息創建不同的表
徵，從而使他們能夠準確地記住圖像-單詞對。

研究人員仍然必須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是:
“超記憶老人的大腦是否總是比他們的同齡人
更有效率，或者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是否發
展出了補償大腦老化衰退的機制。 Tourouto-
glou博士說到。

以前的研究表明，訓練可以增加大腦區域
的選擇性，這可能是一種潛在的干預措施，可
以延遲或防止正常衰老成年人的神經分化下降

，使他們的大腦更像超記憶老人。目前，研究
人員正在進行一項臨床試驗，以評估無創電磁
刺激（向大腦的目標區域輸送電流）是否能改
善老年人的記憶。研究人員還計劃對不同的大
腦區域進行研究，以進一步了解超記憶老人是
如何學習和記憶的，他們還將研究可能導致超
記憶老人驚人記憶力的生活方式和其他因素。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

最初設立且規模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
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同時也是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
我們的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
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
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治療
。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
統疾病、心髒病、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
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省兒童總醫院
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
尖端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
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
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16項專
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
5000家醫院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
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醫院之列。

參考：
原 文 鏈 接 ： www.massgeneral.org/news/

press-release/Study-reveals-source-of-remark-
able-memory-of-superagers

Cerebral Cortex： https://academic.oup.com/
cercor/advance-article/doi/10.1093/cercor/
bhab157/6311553?guestAccessKey=
fe406eff-10bf-4bce-9d89-452d51a66932

“超記憶老人”麻省總醫院發現衰老大腦如何保持卓越記憶力的可能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Brad DickersonBrad Dickerson博士博士
麻省總醫院麻省總醫院McCanceMcCance腦健康中心腦健康中心

前顳葉疾病科主任前顳葉疾病科主任
行為神經科醫生行為神經科醫生

【美南新聞泉深】在美國武術聯合會的授權和大力支持下，
全美武術錦標賽于2021年12月18日至19日在風景秀麗的亞利桑
那州鳳凰城國際會展中心舉行。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弟子王臻真
（Elaine Wang）和 王成誠（Andy Wang）報名參加了這屆大賽
。在比賽中，他們牢記師命，不畏強手，頑強拼搏，取得了優異
的成績。王臻真奪得女子12到14歲組長拳和劍術兩枚金牌。王
成誠奪得男子8到10歲組刀術的銀牌和長拳的銅牌。他們既在比
賽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也結識了新的朋友。

此外，在同時舉行的2021美國國家隊選拔測試賽中王臻真
同學在高手雲集的女子12到14歲組中，以長拳、刀術和劍術叁
項第一名和棍術第二名的成績，在總成績排行榜排名第一，拔得
頭籌！

本次大賽得到了美國武術聯合會的授權和大力支持，有鳳凰
城武術學院承辦。共有來自近30個州的2000多人參加了這次盛
會。可以說，本次比賽是美國武術發展中的一個曆史時刻，尤其
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發生以後。充分體現了武術同道們自強不
息、厚德載物的精神風貌，也加深了彼此之間的友誼。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因疫情的緣故，從2020年4月開始通過
Zoom 繼續網絡授課和訓練，並在不斷總結遠程教學的經驗基礎
上，形成了一套因地制宜、簡潔高效的雲端教學模式，受到了廣
大學員和家長們的肯定和好評。與此同時太極拳班在潘鴻玲教練

的帶領下在梨城也開辦了室外太極拳健身班，社區居民通過習練
太極拳來增強體質提高免疫力來抗擊疫情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受
到社區居民和拳友們的高度評價和歡迎！

2021 暑期以來，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在行浩大師的領導下
，團結帶領教練員們，繼續堅持網絡和 室內室外的現場教學訓
練，社區抗疫公益事業，少林功夫和中華武術的推廣傳承做出新
的貢獻。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簡介
少林武總會暨休斯頓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是以完備自我、關

愛他人、“武” “德”並重宗旨，致力于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
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教育機構。

學院自2001年成立以來，已經成功舉辦了各種大型中美文
化交流和社區慈善義演活動，包括少林傳奇 2018、功夫英雄
2014、少林傳奇2013、德州少林文化月、國際中華武術健康日、
St Jude兒童癌症研究醫院慈善籌款、光鹽社慈善籌款等大型活動
。 學院積極參加各種公益演出，在曆屆德州國際農曆新年
遊園會、亞美藝術節、休斯頓國際電影節、2012年休斯頓辛亥百
年紀念晚會、2015年美南各界人士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大型晚
會、2017 炎黃中秋公益晚會、2018 《美中之韻》絲路春好綜藝
晚會、2018 年“水立方杯”海外華人華語歌曲大賽休斯頓賽區
頒獎晚會、曆年大休斯頓春節“擁抱春天”聯歡晚會、2019國會

議員 Sheila Jackson Lee聖誕禮物派送、2019大愛母親-北美詩歌
協詩歌朗誦音樂會、曆屆休斯頓華人華僑國慶節升旗儀式、休斯
頓兒童博物館、休斯頓博物館、休斯頓自然博物館、休斯頓藝術
博物館、休斯頓火箭隊主場、休斯頓大藍馬足球場上、Texas
A&M、 Ric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Houston、 Texas Tech、
HCC 等 高 校 的 各 類 大 型 活 動 中 都 有 精 彩 亮 麗 的 表 現 。

釋行浩大師的數千名弟子中蔡宗宏、吳恪林、Kaser Tin-U
、 Sarah Tin-U、 Jean Hoang、Elaine Wang、 Kerolyn Dai、Alex
Xu 等7人20多次先後入選美國國家隊參加世界級的武術比賽並
獲得驕人成績。25人次獲得世界冠軍，200多人次獲得全美冠軍
。功夫小丫王臻真代表美國賽區參加2017年CCTV 超級寶貝全
球500強總決賽獲得總冠軍，2019年獲得世界傳統武術錦標賽冠
軍並且被遴選參加了冠軍彙報表演。

基于學院在中美文化體育交流上所做出的卓越貢獻，美國老
總統布什、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國會議員希拉·傑克遜·李
、國會議員尼克·藍普遜、德州州長瑞克·培瑞、德州州議員武休
伯、休斯頓市長比爾·懷特、安尼斯·派克和現任市長特納先生代
表政府都給釋行浩大師和休斯頓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頒發嘉獎令
和榮譽證書，並且命名每年3月28日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日。

學院地址：5905 Sovereign Dr. #131 Houston,TX 77036
電話：832-858-3898

2021全美武術錦標賽鳳凰城舉行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弟子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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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雕像在北京東四街道揭幕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雕像在北京東四街道揭幕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雕像在北京市東四奧林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雕像在北京市東四奧林

匹克社區公園內揭幕匹克社區公園內揭幕，，巴赫雕像是一座高巴赫雕像是一座高7272厘米厘米
的半身像的半身像，，由雕塑家袁熙坤創作由雕塑家袁熙坤創作，，將與將與20082008年在年在
此設立的顧拜旦此設立的顧拜旦、、薩馬蘭奇和羅格的雕像構成國薩馬蘭奇和羅格的雕像構成國
際奧林匹克人物組雕際奧林匹克人物組雕。。

內蒙古大興安嶺現內蒙古大興安嶺現““水晶宮殿水晶宮殿””

長沙地鐵站點貼春聯長沙地鐵站點貼春聯
旅客感受旅客感受““年味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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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在这个艰难的寒冬，国内疫情反复范围内爆

发，有些地区甚至停工停产和封城。疫情的影响

是方方面面的，就业就是首当其中的一个问题。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不仅对宏观

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对大学生就业市场也造成了

冲击。

2021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将达到909

万人，大规模的增长必然会使得就业形势十分严

峻。

而留学生，不仅要和海外疫情做生死搏斗，

也要和自己人卷，还要和国内高校毕业生一起卷

。

2022年的第一个月，国内高校像往常一样迎

来期中考，学生们头顶的疫情阴霾似乎已经散去

，2020停课在家的日子仿佛是上辈子的事情。

然而，海外的疫情仍在继续，这也改变了很

多人的留学计划。

但是，也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反向跑毒”，

有的顺利在异国他乡安顿下来，有的则选择在国

内“充电”刷简历gap一年，或者转变申请方向，

去了其他国家。

在这样的不同的人生选择下，造就了疫情下

中国留学生的“棱镜人生”。快来看看你属于哪

一种～

北美：“卷王”的赴美决心

为了收到全美金融排名前二的WUSTL Offer，

Jack用了三年时间。

从大二开始刷绩点，做实习、考托福和gmat

，大学期间他几乎没有过娱乐时间，还一直被国

内考研的同学嘲笑他是“有钱的卷王”。

“疫情不会影响我出国读书的决心”，他说

，“为了去美国留学，付出的金钱成本与时间成

本都太高了。不到万不得已，比如说全年网课或

中美交恶，我绝不会放弃出国读书。”

英国：“天上就是下刀子，我也要出国读书去”

群名为 “XXX大学铁头群” 的微信小组已

经500人满员，并且不断还有人想加入。

Carrey建立这个群，最初只是想找些可以一起

去当地读书的校友。

六月那阵XXX大学疫情挺严重的，很多认识

的都打算gap了，所以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之后还去

当地的小伙伴。

她在学校录取群里说了自己的想法后，就有

几个人加她微信，表示不改变计划确定今年出去

。

“疫情这么严重大家还都计划出去，感觉头

都挺铁的，于是就有了这个群”，她笑着说，

“多少有认识的小伙伴在当地，还是可以互相照

料下。”

她认为取得海外名校本硕学历，肯定为将来

就业加分，这一点也是许多留学生面对疫情继续

出国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如果想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

，国外留学经历现在几乎是标配。

而各大企业为了拓展海外市场、打造国际化

产品，对留学生群体越来越重视，也都会在校招

和一些海外名校的学联CSSA中开放海外留学生招

聘专场。

澳洲：“我们这一届留学生，基本是全网课了”

Jade 于2019年的后半年入读墨尔本大学的商

科专业，他从国内的三线西北内陆城市的普高国

际班毕业，拿到了墨大的offer。

在学校上学这半年他特别激动，看到的风景

，遇见的人，学习的知识和他以前在那个内陆小

城见识过的完全不一样。那时的他，随手拍的街

景，在澳洲711喝的饮料吃的早餐都恨不得凑成9

宫格发QQ和微信朋友圈…

但是好景不长，因为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

Jade从澳洲留学到被迫环游世界。

Jade在寒假期间选择回国，然而当开学他选择

返回时，2020年2月1日澳洲政府宣布了针对中国

大陆的入境禁令，让许多澳洲留学生措手不及。

“禁令发布时，有些同学已经飞到一半，刚

一落地就被遣返。” Jade说，当时能否入境全凭

运气，运气好的还能过关，运气不好的立刻买机

票回国。

后来澳洲政府政策更新为“学生只有在赴澳

前在中国大陆以外停留超过连续14天后，才会获

准进入澳大利亚。”一时间，众多中国留学生奔

赴泰国隔离14天，成为社交网站中“泰国旅游形

象大使”。

正因如此，Jade父母考虑了来回周转增加了经

济负担与被传染风险，曼谷发生的刑事案件也让

家长惴惴不安。

后来大一大二这两年，Jade一直在这个西北三

线小城上墨尔本大学的网课，实习只能去原来的

高中当英语助教。

2022年澳洲边境终于重新开放，Jade大三最后

一年有望线下课程，可是逝去的那两年青春，终

究错付了…

疫情下，出国回国都不容易

今年夏季，高等教育分析机构 “QS” 向3万

名来自中国、印度、欧盟和北美的潜在国际学生

发出调查，研究分析了在新冠疫情全球性暴发的

大背景下，留学生受到的影响以及优先考虑和关

注的重点。

根据QS发布的《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全球留学

生白皮书》，96%的中国留学生没有放弃留学计划

，48%的学生延期至下一年。

很多人对gap的学生也心存偏见，但是有些选

择gap的人还真的不是在家“躺尸”一年了，很多

人选择在gap期间去实习，提升外语，参加比赛等

等，疫情期间选择间隔年，或许不失为一个大胆

尝试职业可能性和未来研究方向的选择。

当然有人在疫情的背景下，从海外高校毕业

，他们权衡之下回国就业。根据智联招聘的留学

生就业调查，疫情下，国内疫情管控效果更好成

为留学生决定回国的首要考虑因素，国内经济恢

复更好和国内就业机会更多也是留学生回国发展

的主要因素之一。

那留学生决心回国发展有什么条件吗？在

《2021毕业生需求调查》中显示，公司招聘应届

毕业生最看重的

三个筛选条件分别为：学校知名度、专业背

景、实习经历。

很多综合实力强劲或者专业水平过硬的院校

并不为国内企业所熟知，是造成留学生就业困难

的一个重要原因。

毕业于纽约大学的Yvonne笑称，她能较为顺

利地找到工作，都是沾了NYC的光。

HR至少都知道纽约大学是美本top30的代表大

学之一，还有很多80/90后看的美剧也是在NYC取

景拍摄的。

就读于英国伦敦的Elaine也深有体会，她曾就

读的伦敦大学学院是英国G5超级精英大学，在多

个大学排行榜上高居世界前十。

这个学校在国外认可度很高，在国内实在没

有知名度。大部分人听我说伦敦大学学院后一脸

茫然，少部分人自动省略后面的学院，声称他们

知道伦敦大学。

可是真的没有伦敦大学啊？！！

另外，实习经历缺乏，则是造成留学生就业

困难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国情的差别，在国外的

实习经历在国内企业看来“含金量”并没有那么

足。

谈到这里，尽管已经拿到了字节跳动的offer，

Elaine仍然心有余悸：

幸好我回国找工作期间在美团实习过，去面

试的时候，比起我在海外的求学和实习经历，HR

们更为关注我在美团实习时做了什么、学到了什

么。

说实话在国内读研的同学实习经历都要比我

丰富很多，所以现在工作的选择也比我多，单从

就业层面考虑，去国外读研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之前由于语言能力、培养方式等原因，跨国公

司和留学生直接呈现一种乐于双向选择的状态，但

今年全球经济受到影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招聘呈

现收缩趋势；最后是留学生和国内企业的信息不对

称性，造成留学生可以选择的职位比较窄。

那么在疫情背景下，海归的光环究竟还在吗

？海外归国留学生工资收入一般是多少钱一个月

？

根据搜狐网的《中国留学生就业白皮书》统

计，海外归国留学生平均工资 ￥ 12.5K/月，绝大

多数的同学归国后的月薪在 10K-15K之间，2021

年较2020年增长了12%。

对比之下，国内高校应届毕业生工资收入一

般是多少钱一个月呢？

平均工资 ￥ 5.8K/月，最多人拿 4.5K-6K，

2021年较2020年下降了9%。

由薪酬可见，海归学生的光环虽然没有上个

世纪归国科学家那样被万人敬仰，但是至少在人

才市场上的薪水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很多所谓的“亲戚”，“电视剧”还有“营

销号”，其实是通过极少数留学生的败类来形成

对留学生的刻板印象，进而贬低留学生的价值。

但是单一的个人的问题也无法代表留学生的全体

的贬值。

归去来，还相忆。

“不喜欢现代史，现代史打上门来了。”

张爱玲曾在《小团圆》中这样写道。

面对新冠疫情，以及受疫情影响的国际局势

，在当下这个充满冲突、撕扯的特殊时期，留学

生们的经历，已经成为了现代史的一部分。

在Carrey刚至英国的时候，在14天的隔离期

里安全地吃吃睡睡，后来“出狱”参与了部分线

下课程。

Carrey的朋友Olivia所在的爱丁堡大学，每日

校内约有20多人确诊，“爱丁堡（疫情）情况真

的不算严重，还挺期待疫苗的，但世界也回不到

（疫情）之前的状态了。”

而Carrey在得知五位英国本地舍友全部感染过

新冠后，情绪从最开始的焦虑、恐惧，变为 “看

开一切” 的淡然。

觉得自己大概率会染上新冠吧。我不觉得是

自己多不凑巧，遇到的舍友全部都得过新冠。在

（英国）当地，新冠感染率在年轻人中的比率真

的很大。

她的舍友在感染新冠后目前已经康复，但其

中有人失去嗅觉或味觉。

疫情下的留学生归国就业：死磕大厂，平均

月薪12.5K？

原来普高的同学和一些亲戚问我，“为什么

一定要在疫情下到海外读书？” 她想了想说，

“在学业和健康的天平两端，我选择为缥缈的未

来放手一搏。”

她认为国内优质教育缺口大，留学仍然是独

特有意义的经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优质教育

资源稀缺，只要缺口存在，留学就有需求。

虽然近年来中国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高校

数量达3005所，在校生数量4002万，均居世界前

列。

但从学科对比和教育质量上看，一些发达国

家在高等教育的某些方面仍然拥有不少优势，未

来还会有大量中国学生出国学习。

此外，中国每年参加高考人数超过1000万，

进入名校并不容易，优质教育资源尚属稀缺，国

际教育可以成为部分有条件留学的同学的补充选

择。

而且大学拥有很强的自愈能力，高等教育留

学市场也有着较强的自我恢复能力。

以历史经验佐证，会发现重大世界性或区域

性危机在短期内会影响国际间学生流动性，但留

学人数增速在短暂放缓之后会迅速恢复。

所以在疫情的危机下，留学是每一个人的不

同的选择，对留学生回国找不到好的工作这种散

播焦虑，和一概而论的认知是非常可笑的。

但在一个没有阅读，没有近距离接触的前提下

，却又是极容易被大众接受的，因为它简单粗暴且

暗含某种貌似正义的旁观者做壁上观的诉求。

最可怕的是，也许此时我们正在被类似可笑

的认知所禁锢而不自知。轻则天真，重则愚蠢。

鸟雀至死还以为天空只有芦苇那么高，这是天真

，而试图说服天上的燕子相信天空只有那么高，

就是愚蠢。

对这一问题唯一的解，是那句俗到不能再俗

的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疫情下的留学生归国就业
死磕大厂，平均月薪12.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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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2022虎年春節即將到來，位於密
蘇裏市和糖城的中國城糖城廣場為了慶
祝春節來到和各國美食文化的交流，特
別於春節前夕舉辦春節美食文化園遊會
。

糖城廣場園遊會將於1月29日星期
六上午10時開始，由居住糖城的少年
鼓手打鼓拉開序幕，接著舞龍舞獅、政
要致詞。頒獎之後，中國傳統絕技細如
發絲的拉面即將登場，接著是優雅的中
國樂曲，精彩的中國功夫表演。

下午的節目更為豐富多采多姿。節
目開始再度舞龍舞獅慶祝新年，接著由
Mitsi Dancing School表演民族舞蹈和
芭蕾舞、鄭麗如表演國標舞、5人合唱
團演唱臺灣校園民歌、雨馨表演東北歌
舞，健身操還有花式壽司依次上場，製
作示範、表演。

當天的重頭戲將是美食展示和品嘗
。糖城廣場邀請到墨西哥、泰國、日本
、菲律賓、馬來西亞餐廳參加；而中國
美食更有各種地方小吃，如臺灣小吃、
廣東飲茶、湖北小吃、貴州美味和鹵菜

大師韓偉忠精心製作的山東鹵味。他的
鹵味是一絕您一定要嘗嘗！

最值得廣而告之的是四星級的廣東
飲茶點心——“一點心”即將進駐糖城
廣場！“一點心”廣式點心師傅來自米
其林餐廳，其點心之精致可口真是舌尖
上的享受，網上更是給予4.5星的高評
價，吃後余味猶存。

另外要特別介紹的是“心緣素食”
。這是由素食大師Kenny Chye在拉斯
維加斯開創的素食品牌，目前在全球素
食餐廳排行第17，剛巧休斯頓也有其中
一家。他利用中國菜和壽司的精華做成
素食，色香味俱全。

再介紹一家“無肉不歡”餐廳提供
的正宗東北延邊燒烤，有烤牛肉、羊肉
、明太魚、啤酒鍋、冷面和溫面。

還有非常受大家喜歡在密蘇裏市的
“Bamboo Spice”餐廳也將參加美食
展，提供樟茶鴨、 秘製涼面，大家可以
買回家作為大年三十年夜飯桌上的佳肴
。

再有就是家庭經營的小吃如湖北小

吃、貴州美味、山東鹵味、馬來西亞的
沙爹和娘惹糕點，臺灣小吃有炒米粉、
綠豆椪、蛋黃酥餅等甜點，這些都是家
庭主婦的絕活，平常在餐廳裏是吃不到
的。

最特別要給大家介紹的是一道清朝
宮廷點心——龍須面，製作表演者韓會
海是禦膳名廚張德海的親傳弟子，這道
菜曾在1986年世界廚師大賽上獲得金
獎。

最後由來自中美餐廳聯盟主席趙銳
等人組成的評審團選出職業餐廳組和家
庭業余組前三名金銀銅獎並頒發獎狀以
資獎勵。

壓軸環節是抽獎，主辦單位糖城廣
場將提供兩個iPad和12張餐券作為獎
品。

相信參加園遊會者有精彩的節目欣
賞，可口的美食品嘗，豐富的獎品可拿
，相信大家將會有一個口齒留香，愉快
歡樂的一天。

糖城廣場地址：
4899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康明藥房」 下周起發放N95口罩 口罩全部免費，請先電話預約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王朝商場北方，隔街相望的 「康

明藥房」 近期即將收到由聯邦政府直接發貨的N95口罩,首批
N95口罩會在下星期收到。口罩全部免費。需要者可事先電

話預約，待下周口罩到時，藥房會電話通知您前往領取。
「康明藥房」 的電話：713-772-7700，地址：9630 Clare-

wood Dr. Ste A3,Houston ,TX 77036

糖城廣場糖城廣場【【春節美食文化園遊會春節美食文化園遊會】】公布活動日公布活動日
程與參與商家程與參與商家，，獎品等你來拿獎品等你來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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