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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COVID-19的高度傳染性子
變種Omicron在美國流行，我們在這
里分享一些有關COVID-19的近期的
信息，以幫助大家了解有關 COV-
ID-19的最新發展動向。
最新信息

美國居民可以從政府那裡訂購更
多免費的家庭 COVID 測試。

美國政府於 12 月 15 日宣布，將
重啟其免費在家檢測計劃。每個美國
家庭現在都可以在 covidtests.gov 上訂
購四次免費的 COVID-19 家庭測試
； 將於 12 月 19 日開始送貨，也是免
費的。行政部門還將向農村衛生診所
、長期護理機構和社區衛生中心分發
數以千計的家庭測試。

此舉是白宮COVID-19冬季準備
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是在最近CO-
VID-19 病例，住院和死亡人數增加
的情況下進行的。除了擴大檢測範圍
外，該計劃還包括推動更多美國人，
包括長期護理機構的居民，接種最新
的二價加強劑疫苗，並增加全國各地
社區獲得高質量口罩的機會。
現在可以為 6 個月大的兒童提供二價
疫苗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12 月
9 日 表 示 ， 完 全 接 種 Moderna 的
COVID-19 疫苗的 6 個月至 5 歲兒童
有資格接受更新的二價加強針注射。
6 個月至 4 歲的兒童 接種了輝瑞疫苗
且未接種初級系列的第三劑疫苗的可
以接種二價加強疫苗作為第三劑疫苗
。二價疫苗針對的是一些最近流行的

冠狀病毒毒株。自 9 月以來，成人就
已經可以使用這些二價疫苗。
新的COVID-19 二價疫苗提供“顯著
的額外保護” 作用

CDC 的一項新研究發現，更新
的二價加強劑針對 omicron 亞變體
BA.4 和 BA.5，以及冠狀病毒的原始
毒株，為已經接種原始（單價）疫苗
的人提供了針對症狀性 COVID-19
的額外保護。該項研究是在 omicron
變體的後代在美國占主導地位的今天
首次在現實環境中研究更新的二價疫
苗的有效性。報告發布後，白宮官員
宣布了一項為期六週的推動更新的
Covid-19 加強注射的活動，目的是讓
更多美國人在假期和寒冷天氣期間接
種疫苗並加強免疫力，因為冬季是呼
吸系統疾病的高峰期。政府正在擴大
接種疫苗的地點數量，包括移動和臨
時站點，並正在努力確保在美國各地
的療養院提供疫苗的宣傳教育。訪問
vaccines.gov 查找最近的疫苗站點。
重複 COVID 感染可能會很危險

一項新研究表明，如果您過去曾
感染過 COVID-19，那並不意味著未
來冠狀病毒感染的嚴重程度會降低。
來 自 聖 路 易 斯 華 盛 頓 大 學 醫 學 院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 St. Louis）和聖路易斯退
伍軍人事務部醫療保健系統（Veter-
ans Affairs St. Louis Healthcare System）
的一組研究發現，反复感染冠狀病毒
可能會帶來後果，並且每次後續感染
都會增加健康風險。這項發表在《自

然醫學》(Nature Medicine) 上的研究
結果是經過比較了沒有感染過 COV-
ID-19 的人與一次檢測COVID-19呈
陽性的人以及感染過兩次或兩次以上
人的健康狀況之後得出的。

研究人員發現，與曾經感染過該
病毒的患者相比，反复感染的人患肺
部疾病的可能性高 3.5 倍，患心髒病
的可能性高 3 倍，患腦部疾病的可能
性高 1.6 倍。研究還進一步表明，第
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感染會在急性
期（即感染後的前 30 天）和之後的
幾個月（即延長的 COVID 階段）帶
來額外的健康風險。該研究的作者提
醒人們意識到自己的風險，並在進入
病例可能激增的冬季時保持警惕。
CDC 授權成人使用 Novavax 加強劑

CDC 已 批 准 Novavax COV-
ID-19 加強劑用於 18 歲及以上的成
年人。 CDC 的這項授權為那些已經
完成初級系列疫苗接種但之前沒有接
受過 COVID-19 加強劑，並且如果
他們不能或不會接受 mRNA 疫苗的
成年人提供了接受 Novavax 單價加強
劑而不是更新的（二價）輝瑞-Bi-
oNTech 或 Moderna 加強劑的選擇。
該授權是在 Novavax 的兩劑的COV-
ID-19 疫苗系列被批准用於 12 至 17
歲以及 18 歲及以上人群之後發布的
。兩劑 Novavax 疫苗間隔三週給藥。
Novavax 的產品使用了比其他之前的
COVID-19 疫苗更傳統的技術。該蛋
白質不是促使人體製造自己版本的刺
突蛋白（病毒的關鍵部分），而是在

實驗室製造並在註射後直接輸送。如
果你一直在等待一種基於與以前的
COVID-19疫苗的不同技術的 COV-
ID-19 疫苗，那 Novavax COVID9 疫
苗系列可能就是你要等的那種COV-
ID-19疫苗了。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隨著全國部分地區 COVID-19
病例再次上升，疫苗接種對於幫助預
防嚴重 COVID-19 疾病的並發症至
關重要。建議大家除了為自己和家人
的做好必要的防護之外， 也別忘記購
買一份為您和家人保駕護航的醫療保
險。

目前正值2023年奧巴馬醫療保險
的開放註冊期（截止至2023年 1月15
日）。如果您在2022年12月16日 至
2023年1月15日之間註冊，新的保險
將在 2023 年 2 月 1 日生效。我們建議
有需要申請或更換2023奧巴馬醫療保
險的人士， 一定不要錯過這一年一度
的開放註冊期，抓緊時間註冊。否則
，沒有滿足條件的特殊情況的話，需
要等到下一個年度的開放註冊期才能
申請或更換醫療保險計劃。
如何購買奧巴馬保險

鑑於2023奧巴馬保險計劃的諸多
調整和保險計劃的複雜性，瑞源保險
事務所溫馨提醒大家，無論您是剛剛
要申請奧巴馬保險計劃還是想更換您
現有的奧巴馬保險計劃，在選擇保險
計劃時一定要找經驗豐富的專業保險
代理幫您選擇和比較保險計劃，找專
業保險代理是最省心，安心的方式。

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請不收取
任何手續費，因為保費都是統一定價
的，所以通過經驗豐富的代理申請是
最明智快捷的選擇。我們代理本地區
最全的醫保計劃，代理的醫保計劃的
全面性和醫保諮詢的專業性是德州瑞
源保險事務所的核心競爭力，在本領
域享有盛譽。

我們公司代理奧巴馬保險多年，
為客人做過很多的奧巴馬保險計劃，
從而積累了大量的經驗。為了更好的
服務於我們的客戶，我們每年都會花
費大量的時間調查和研究市場上的保
險計劃，所以我們熟知每個保險計劃
的保險條例和所涵蓋的內容。我們一
定會根據您的需要，幫您精心挑選出
最適合您的保險計劃。歡迎大家諮詢
，面談和電話均可。

公司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約20年
的行業經驗，曾擔任美國知名保險公
司副總多年，是美國醫療保險協會認
證會員，長期護理保險認證專員和資
深醫療保險專員，多年奧巴馬醫保精
英獎獲得者。積極義務服務社區並長
期舉辦知識類講座。張瑞女士直線電
話：214-971-8026，微信個人號：
12149718026， 公 司 Email: IN-
FO@BENEFONS.COM。公司在達拉
斯和休斯頓均有辦公室，服務全德州
居民。

注：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未經允
許請勿轉載，歡迎個人轉發。

您需要了解的有關冠狀病毒（COVID-19）的最新信息

新年前夕 12 月 31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發
表了二 O 二三年新年賀詞，對 2022年的回
顧，祖國繼續保持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
，面對全球糧食危機，祖國糧食生產實現
“十九連豐”，並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解決
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對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進入新階段，堅持就是勝利，團結就是勝
利。

歷史長河波瀾壯闊，一代又一代人接續
奮鬥，創造了充滿生機活力、賡續民族精神
、緊密關係世界的新中國。展望新的一年，
奮鬥創造奇蹟，就一定能够把宏偉目標實現
；力量源于團結，共創中華民族綿長福祉；
並將希望寄予青年，青年興則國家興的明日
新中國。就兩岸関係的展望，海峽兩岸一家
親，衷心希望兩岸同胞相向而行 ，仍語重
心長的期盼兩岸同胞朝著“兩岸和平統一

“目標，攜手並進，共創中華民族綿長福祉
！

我們海外台灣鄉親熱烈祝賀去年 12 月
28 日接任國台辦新主任宋濤，拜讀了宋主
任在今年 1 月 2 日發表新年寄語《攜手奮
鬥 共創偉業》，回顧 2022年黨和國家在以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各
項事業取得新的歷史性成就。牢牢把握兩岸
関係主導權和主動權，團結兩岸同胞推動兩
岸関係向前發展，對台工作取得新的進展。
助力台商台企融入新發展格局，參與高質量
發展。堅決粉碎“台獨”分裂勢力謀“獨”
挑釁，有效震攝外部勢力“以台制華”行徑
。展望 2023 年，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
略，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在
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基礎上，與台

灣各界有識之士就兩岸関係和國家統一開展
廣泛深入協商。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北美洲
台灣鄉親聯誼會的宗旨

「関注台灣鄉親福祉·促進兩岸同胞交
流」和在疫情前本會每年舉辦的

“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參訪團”重要活動
，很榮幸的和宋主任新年寄語中的

“完善增進台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推動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兩岸同
胞心靈契合”不謀而合！

新的一年深盼兩岸同胞和衷共濟，同心
同行，就一定能够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美
好未來，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再
幾天我們就要迎接中華民族最大傳統的節日
“春節”！文末在此先恭祝全球海內外華人
華僑 「國強民富」！！！ 「玉兔迎春 揚眉
兔氣」！

聆聽國家主席習近平二 O 二三新年賀詞
和拜讀國台辦宋濤主任新年寄語有感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會長 梁義大

【2023年1月30日洛杉磯訊】國泰萬通金控及國泰銀行總裁兼首席執行長劉昌明
先生獲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委任為洛杉磯分行董事局董事。另外，劉先生也獲舊金山
聯邦住房貸款銀行選為加州董事局董事，任期為四年，為2023年1月1日至2026年12
月31日止。

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是美國中央銀行聯邦儲備銀行的第12聯邦儲備區，涵蓋西部
九個州，包括阿拉斯加州、亞利桑那州、加州、夏威夷州、愛達荷州、內華達州、俄
勒岡州、猶他州和華盛頓州，以及北馬裡亞納群島、美屬薩摩亞和關島。

舊金山聯邦住房貸款銀行是由成員金融機構共同擁有的批發銀行，旨在幫助亞利
桑那州、加州和內華達州的貸款機構一起建立強大的社區，創造機會並改善生活。

劉先生表示： 「對於這兩項任命，我既深感榮幸，也知責任重大。我將與舊金山
聯邦儲備銀行和舊金山聯邦住房貸款銀行全體同仁通力合作，協助我們的區域創造機
會，建立更強大社區。」

劉先生除了擔任國泰銀行及其控股公司國泰萬通金控的董事局成員，同時任職於
以下組織的董事局，包括西部銀行家協會（Western Bankers Association）、加州大學
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UCLA Anderson Forecast）顧問委員會、美國癌症協會的
「首席執行長合力抗癌」組織（American Cancer Society’s CEOs Against Cancer），

以及山麓家庭服務組織（Foothill Family Service）。
關於國泰銀行

國泰銀行是國泰萬通金控公司（那斯達克：CATY）的子公司。1962年，為支持洛杉磯日益壯大的華裔社區，國泰銀行應運而生。如今，我們
在美國各地及香港設有超過60家分行，並在北京、上海和台北設有代表處。走過60載、再邁向未來，國泰銀行始終勇往直前、不斷超越，只為心
懷夢想的您。請瀏覽cathaybank.com獲取更多訊息。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保險範圍僅限於國泰銀行美國國內分行的存款帳戶。

劉昌明就任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洛杉磯分行董事局
並當選舊金山聯邦住房貸款銀行的加州董事局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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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本報休斯頓報導)) 從現在開始到從現在開始到
22月月66號號，，太平洋抽油煙機正舉行農曆太平洋抽油煙機正舉行農曆
新年大特賣新年大特賣，，凡購買抽油煙機型號凡購買抽油煙機型號
SCSC8888或或SCSC9898，，均可獲均可獲99折優惠折優惠，，
PQPQ6868型號則可減＄型號則可減＄150150元元。。購買任何購買任何

一種型號抽油煙機一種型號抽油煙機，，均送牛頭均送牛頭
牌真空保溫瓶禮品套裝一套牌真空保溫瓶禮品套裝一套。。

此外此外，，牛頭牌牛頭牌IHIH智能電飯鍋智能電飯鍋
減減$$100100元元，，有珍珠白色有珍珠白色、、和泰和泰
金灰色供選擇金灰色供選擇。。還有很多其他還有很多其他
優惠優惠，，歡迎今天上網歡迎今天上網www.www.

pacificHoods.compacificHoods.com
蒸霸氣抽油煙機蒸霸氣抽油煙機SCSC9898 智慧智慧
引擎蓋引擎蓋

SCSC9898蒸霸氣是太平洋吸力表現最蒸霸氣是太平洋吸力表現最

亮眼的機種亮眼的機種，，擁有擁有12001200 CFMCFM
TURBOTURBO頂級大吸力頂級大吸力，，同時也傳同時也傳
承太平洋獨有的高溫蒸氣洗功能承太平洋獨有的高溫蒸氣洗功能
。。太平洋蒸霸氣太平洋蒸霸氣SCSC9898更是一台更是一台
智控家電智控家電，，時刻為您監控廚房空時刻為您監控廚房空
氣品質氣品質，，人不在家人不在家，，透過手機一透過手機一
鍵遙控鍵遙控，，就可自動凈化空氣就可自動凈化空氣，，期期
待將科技融入你的廚房生活待將科技融入你的廚房生活，，帶帶
給你最享受的清新體驗給你最享受的清新體驗。。

它具有新的專業風格設計它具有新的專業風格設計，，
22個強大的渦輪鼓風機個強大的渦輪鼓風機（（高達高達
CFMCFM12001200！），！），自動蒸汽清潔自動蒸汽清潔
，，66速隱藏式觸摸控制速隱藏式觸摸控制，，空氣品空氣品
質監測器和質監測器和Pacific Kitchen+Pacific Kitchen+應用應用
程式連接功能程式連接功能。。

這款蒸霸氣這款蒸霸氣SCSC 9898，，有變頻有變頻
雙馬達雙馬達，，高速更強勁高速更強勁，，低速更安低速更安
靜靜，，美國本土境內免運費美國本土境內免運費、、馬達馬達
終生保養終生保養、、1010 年部件保修年部件保修。。可可

選配壁掛式安裝選配壁掛式安裝。。
牛頭牌智極鋼釜牛頭牌智極鋼釜 (IH)(IH) 智能電智能電
飯鍋飯鍋

牛頭牌牛頭牌IHIH智能電飯鍋使用來自日智能電飯鍋使用來自日
本首創的本首創的IHIH電磁發熱技術電磁發熱技術，，包覆面積包覆面積
5050%%以上以上，，一鍵啟動一鍵啟動，，磁速每秒磁速每秒15001500
次次 // 720720度全面翻滾度全面翻滾，， 食材在鍋內平食材在鍋內平
均受熱均受熱，，快速鎖住食材營養快速鎖住食材營養，，釋放最釋放最
原始的味美鮮甜原始的味美鮮甜。。

內鍋專利牛頭鋼高導熱材質內鍋專利牛頭鋼高導熱材質，，採採
用日本高級複合金不銹鋼特製用日本高級複合金不銹鋼特製，，無塗無塗
層層、、高儲熱高儲熱，，讓您健康烹煮無負擔讓您健康烹煮無負擔。。
鹼性咖哩鹼性咖哩、、酸性優格酸性優格，，再酸再酸、、再鹼再鹼、、
再嚴重的磨損再嚴重的磨損，，IHIH智能鍋通通不怕智能鍋通通不怕！！
擁有強大火力擁有強大火力，，內外兼具的牛頭牌智內外兼具的牛頭牌智
極鋼釜極鋼釜 IHIH智能鍋智能鍋，，有如米其林大廚有如米其林大廚
親自為您掌廚親自為您掌廚，， 高科技智能面板高科技智能面板，，微微
電腦控溫電腦控溫，，讓您的廚藝如虎添翼讓您的廚藝如虎添翼！！ 2424
小時預約功能小時預約功能，，精確掌握烹煮時間精確掌握烹煮時間，，
與佳餚相約不遲到與佳餚相約不遲到。。

智能電飯鍋美國大陸境內免運費智能電飯鍋美國大陸境內免運費
，，終身內鍋保修終身內鍋保修，，有多層內鍋有多層內鍋，，1818個個
月電氣保修月電氣保修。。
客戶評價好客戶評價好

一位太平洋抽油煙機的用戶表示一位太平洋抽油煙機的用戶表示::
對我在太平洋抽油煙機的體驗非常滿對我在太平洋抽油煙機的體驗非常滿

意意。。不久前不久前，，我從他們那裡為我的廚我從他們那裡為我的廚
房購買了一個抽油煙機房購買了一個抽油煙機，，它使我的廚它使我的廚
房無異味房無異味、、無油脂無油脂。。客戶服務很棒客戶服務很棒，，
從那時起從那時起，，我的抽油煙機就沒有遇到我的抽油煙機就沒有遇到
任何問題任何問題。。

另一位用戶說太平洋是強大的抽另一位用戶說太平洋是強大的抽
油煙機油煙機，，讓房子不再有食物的臭味讓房子不再有食物的臭味。。
在改用太平洋之前在改用太平洋之前，，我用另一個知名我用另一個知名
品牌品牌，，每當我做飯時每當我做飯時，，我的煙霧通報我的煙霧通報
器就會響起器就會響起，，房子裡總是有輕微的食房子裡總是有輕微的食
物氣味物氣味，，我家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我家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客廳客廳。。

更多詳情請上網更多詳情請上網:https://:https://
pacifichoods.com/pacifichoods.com/，，或電或電::
800800--988988--22682268
有任何問題有任何問題，，請隨時在工作時間內致請隨時在工作時間內致
電電718718--633633--36883688與太平洋聯繫與太平洋聯繫。。

太平洋抽油煙機舉辦農曆新年大特賣太平洋抽油煙機舉辦農曆新年大特賣
優惠加禮品優惠加禮品 讓廚房更清新讓廚房更清新 不再油煙瀰漫不再油煙瀰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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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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3日       Friday, February 3, 2023

廣告



BB55
星期五       2023年2月3日       Friday, February 3,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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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美南新聞泉深】美國總統喬·拜登重塑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提名競選的流程計劃本週將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的投票中
面臨最後考驗，來自兩個關鍵州的官員堅決反對他的這項改組的
努力。

拜登希望 DNC 用南卡羅來納州取代愛荷華州成為該黨提名
日曆中全國第一的位置，愛荷華州自 1972 年以來一直是第一，
而南卡羅來納州是一個黑人選民多得多的州，也是他在 2020 年
總統競選中獲勝的州。

一周後，新罕布什爾州和內華達州將緊隨南卡羅來納州之後
，然後是佐治亞州和密歇根州的初選。

計劃中的南卡羅來納州和佐治亞州的晉升反映了民主黨幾十

年來的人口平衡，以犧牲兩個以白人
為主的州為代價，這兩個州在 2020
年拒絕了投票給拜登，這突顯了幫助
拜登上台的種族多元化聯盟的力量不
斷增強。
美國共和黨議員與 TikTok 會面，但
未被說服此舉是拜登打算在 2024 年
競選連任的另一個明顯跡象，將迫使
任何潛在的民主黨初選挑戰者在主要
由拜登選擇的一系列對決中要與拜登
平起平坐。
根據對十幾名成員和高級領導人的採
訪，該計劃預計將在周六獲得 483 名
投票成員的壓倒性支持，此前 DNC
領導層在過去幾周里一直在拉票，以
確保強烈支持拜登連任。
只需要簡單多數的成員批准即可，但
佐治亞州和新罕布什爾州這兩個州並

沒有配合，他們反對改革，這也需要各州共和黨的批准，這使民
主黨為拜登順利加冕為 2024 年候選人的計劃複雜化。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將從周四開始在費城召開為期三天的會議
，而民主黨將在費城舉行 2024 年大會，因此產生的影響可能成
為一個關鍵話題。拜登將於週五在會議上發表講話。

民主黨人私下承認佐治亞州和新罕布什爾州的州官員都不太
可能讓步，一些人說該黨應該考慮其他選擇。

一位有投票權的成員反問道：“如果不是佐治亞，那是誰？
”“我們需要問問自己我們是否同意南卡羅來納州和密歇根州決
定我們的總統提名？”

雙方勢均力敵

拜登推動將新罕布什爾州的初選時間推後，這讓花崗岩州的
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感到不安。

自 1920 年以來，新罕布什爾州一直是全國第一場初選，其
在日曆上的地位已根深蒂固地寫入州法律。嚴格來說，愛荷華州
的提名競選不是初選，而是一個被稱為黨團會議的投票過程。

新罕布什爾州民主黨參議員珍妮·沙欣 (Jeanne Shaheen) 和瑪
吉·哈桑 (Maggie Hassan) 因對潛在變化的憤怒而缺席了 12 月的白
宮國會舞會。

前眾議院議長史蒂夫·舒爾特夫是該州 2020 年四位拜登選舉
人之一，他簽署了一封信，敦促拜登重新考慮這些計劃，並告訴
當地一家電視台，他反對拜登的這項計劃，他願意走得更遠。

他說：“如果喬·拜登走得太遠，以至於從花崗岩之州奪走
全國第一的初選，我會在支持喬·拜登之前尋找另一位總統候選
人。”

就此結束？共和黨人控制著州政府！因此民主黨人即使願意
，也無權在沒有對手黨幫助的情況下改變日曆。愛荷華州民主黨
人也可能不顧該黨的反對，繼續推進其早期的黨團會議，並招致
類似的處罰。

在佐治亞州，民主黨人希望提前選舉，但需要控制州政府的
共和黨人同意。佐治亞州州長佈賴恩·坎普和國務卿布拉德·拉芬
斯珀格——都是共和黨人——都沒有表現出與他們的共和黨抗衡
並提升民主黨選票的意願。

這讓州民主黨人感到失望，他們認為佐治亞州在選舉勝利後
贏得了美國參議院的多數席位，因此贏得了最高席位的權利。

薩凡納市市長兼佐治亞州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代表範·約翰遜
說：“佐治亞州在過去三年中一直是國家政治的 MVP，該黨在
立法方面的所有成功都可以直接追溯到佐治亞州。”

拜登想改變歷史，計劃用南卡羅來納州
取代愛荷華州成為總統初選首州

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世界名人網供圖

Photo Provided By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network
www.famehall.comwww.famehall.com

www.zzi.netwww.zzi.net

世界名人网

20232023年年11月月1515日日，，中國人活動中心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在130130大廳舉行主題為大廳舉行主題為““Houston My HomeHouston My Home””的的
20232023年大休斯敦地區擁抱春天春節聯歡晚會第三次新聞發布會暨最後一次著裝彩排年大休斯敦地區擁抱春天春節聯歡晚會第三次新聞發布會暨最後一次著裝彩排。。
董事會陳珂董事長董事會陳珂董事長、、執委會方一川執行長執委會方一川執行長、、晚會主席黃琛晚會主席黃琛、、共同主席許涓涓共同主席許涓涓、、總導演季總導演季
家錦家錦、、藝術總監高曉慧藝術總監高曉慧、、藝術顧問宋海燕藝術顧問宋海燕(Professor Summer Song)(Professor Summer Song)及組委會成員及組委會成員、、演演
員均踴躍出席員均踴躍出席。。圖為大合影圖為大合影。。

20232023年年11月月1616--1717日日，，世界名人網組團前往得州首府奧斯汀採訪得世界名人網組團前往得州首府奧斯汀採訪得
州州長阿伯特副州長丹帕特里克就職典禮州州長阿伯特副州長丹帕特里克就職典禮。。圖為自媒體部負責人譚圖為自媒體部負責人譚
冰冰與助手冰冰與助手Yun ZengYun Zeng、、Sally PaulsonSally Paulson於於1616日下午在聖瑪麗天主教日下午在聖瑪麗天主教
大教堂採訪就職前日彌撒典禮大教堂採訪就職前日彌撒典禮。。

20232023年年11月月1616--1717日日，，世界名人網組團前往得州首府奧斯汀採訪得世界名人網組團前往得州首府奧斯汀採訪得
州州長阿伯特副州長丹帕特里克就職典禮州州長阿伯特副州長丹帕特里克就職典禮。。圖為圖為1717日上午日上午NancyNancy
XieXie和和Alex WangAlex Wang現場採訪就職前現場採訪就職前PrayerServicePrayerService時與紅衣主教交換時與紅衣主教交換
聯繫方式聯繫方式。。

20232023年年11月月1616--1717日日，，休斯敦凱旋地產黑馬經紀人休斯敦凱旋地產黑馬經紀人
SusanChangSusanChang阿芳受邀前往出席得州州長阿伯特副州阿芳受邀前往出席得州州長阿伯特副州
長丹帕特里克就職典禮時在典禮台前留影長丹帕特里克就職典禮時在典禮台前留影。。阿芳阿芳20232023
年再出發年再出發，，在在YoubeYoube開闢體驗式看房最新頻道開闢體驗式看房最新頻道，，每週每週
一講一講，，讓客戶更貼近這個讓客戶更貼近這個““家家””的產品的產品。。

20232023年年11月月1919日日，，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在市府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在市府JulieJulie圖書館圖書館
舉行舉行Houston Asian American ArchiveHouston Asian American Archive收藏展收藏展，，展示新一代亞裔移展示新一代亞裔移
民在休斯敦艱苦創業民在休斯敦艱苦創業，，獲得成功的歷史圖片影像資料獲得成功的歷史圖片影像資料。。圖為世界名圖為世界名
人網電視事業部主任裴習梅人網電視事業部主任裴習梅TinaPeiTinaPei、、總編輯王福生在採訪總編輯王福生在採訪AnneAnne
ChaoChao主任後合影主任後合影。。右為萊斯大學媒體官右為萊斯大學媒體官Schaefer EdwardsSchaefer Edwards。。

20232023年年11月月2121日兔年除夕夜日兔年除夕夜，，休斯敦中國藝術中心在休斯敦中國藝術中心在
張要武美術學校舉辦私人派對張要武美術學校舉辦私人派對，，邀請張大千女兒張心慶邀請張大千女兒張心慶
率全家前來過年率全家前來過年，，並為著名聲樂教授宋海燕喜切生日蛋並為著名聲樂教授宋海燕喜切生日蛋
糕糕，，數十位在休斯敦頗有影響力的藝術家數十位在休斯敦頗有影響力的藝術家、、音樂家和僑音樂家和僑
領受邀出席領受邀出席。。圖為張要武夫婦圖為張要武夫婦、、吳因潮夫婦吳因潮夫婦、、李秀蘭會李秀蘭會
長與張心慶在充滿藝術的氛圍中溫馨留影長與張心慶在充滿藝術的氛圍中溫馨留影。。

20232023年年11月月2020日日，，疫情期間開放的靠近休斯敦中國城疫情期間開放的靠近休斯敦中國城
的巨型的巨型ParkPark 88活動中心聯手在超大屏顯示設備頗有建樹活動中心聯手在超大屏顯示設備頗有建樹
的的33DStudioDStudio一起在農曆兔年到來之際舉辦新春聯歡晚會一起在農曆兔年到來之際舉辦新春聯歡晚會
，，展示設施和服務展示設施和服務。。圖為負責人圖為負責人TriTri、、Connie RuanConnie Ruan與休與休
斯敦著名主持人王煒嵐阿嵐姐斯敦著名主持人王煒嵐阿嵐姐、、靜靜在主席台的大屏幕靜靜在主席台的大屏幕
前合影前合影。。

20232023年年11月月1919日日，，IBN SINAIBN SINA基金會收到美國國會議員基金會收到美國國會議員
奧格林的奧格林的160160萬美元萬美元，，支持設立一個新的健康中心支持設立一個新的健康中心。。圖圖
為國會議員與基金會領袖一起舉行破土動工儀式為國會議員與基金會領袖一起舉行破土動工儀式。。疫情疫情
期間期間，，IBNSINAIBNSINA基金會服務了十多萬弱勢群體基金會服務了十多萬弱勢群體，，成績顯成績顯
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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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在印
尼羽毛球大師賽super 500連連報捷直闖4
強的香港“一哥”伍家朗，28日面對東道
主球手瓦多約，在21：17先下一局的情勢
下，以25：27、20：22憾負，無緣決賽摘
銅。瓦多約今將在男子單打冠軍爭霸戰與
隊友喬納坦上演印尼“德比”，後者28日
以21：13、15：21、21：19淘汰國羽名將
石宇奇。
伍家朗先在當地時間27日晚展開的男

單8強賽，以21：19、21：19力挫日本好
手常山幹太，繼去年7月的馬來西亞大師
賽後再度晉級世巡賽分站4強。當時，港
將於決賽不敵瓦多約屈居亞軍。
不料28日二人再次冤家聚首，伍家朗

以21：17先拔頭籌。第二局，更打出8：
1領先優勢，惟瓦多約在現場觀眾吶喊助
威下，頑強拚博，最終“刁時”連扳兩局
反勝，成功與隊友喬納坦包攬男單決賽席
位。至於國羽方面，除男單未能染指男單
金牌外，女單兩名球手王祉怡與韓悅也齊
齊出局，不過三項雙打則均有國羽組合晉
級決賽。

近日，國際奧委會（IOC）發布聲明表示，將為俄羅斯、白俄羅斯個人運動員在嚴
格限定條件下以“中立身份”回歸國際賽場尋求途徑。中國奧委會新聞發言人就有關
情況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中國奧委會支持IOC和OCA涉俄倡議

現年34歲的金信煜曾効力中超上海申花，2021
年底離開申花，加盟新加坡冠軍球隊獅城水

手。在新加坡聯賽中金信煜表現不俗，26場比賽
有21個入球。在獅城水手完成了一年半合約後，
金信煜拒絕了球隊的續約要求，表明希望能繼續尋
找新挑戰。從他成為自由身球員的那一刻開始，包
括濟州聯等多支韓職球隊就已向他發出了邀請。
韓國媒體《OSEN》指出，金信煜已收到了

其他聯賽球會的橄欖枝，當中包括來自港超球隊
的關注。該港超球隊為表誠意，甚至打算以港超
聯賽史上最高薪水與金信煜簽下一份長約；這一
點正與傑志早前所公布的不謀而合。

多支韓職球隊拋出橄欖枝
報道中表示，目前已有3、4支韓職球隊

對金信煜表示關注，雖然他年齡偏大，但在
未來1、2年仍可保持不錯的狀態，而且在韓
職像金信煜這樣風格的球員並不多見，他已
成為今次轉會市場上的香餑餑。傑志自從參
戰亞冠後，多次與韓職球會對陣，在當地已
具一定知名度。現時在陣的老將丹恩奴域，
以及助教金東進等都為韓職名將，眾人的名
氣對傑志邀請亞洲級球星方面，有相當大的
影響力。
金信煜身高1米98，司職中鋒，以衝擊力和

優秀的高空球爭搶能力著稱，在成名前的場上位
置是中堅，之後在球會前鋒缺乏之下被改造為前
鋒，並逐漸成為球隊主力中鋒。2017年東亞足
球錦標賽力壓身高1米82的日本國腳昌子源，頂
入扳平的一球，踢出職業生涯的代表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傑志及冠忠
南區兩支排名三甲的爭標分子，農曆年後首次港
超登場都順利全取3分；稍後會上演餘下3仗，
其中理文只要作客打敗深水埗，即可重奪榜首。

和富大埔簽菲籍中堅
在聯賽積分榜排第3位的冠忠南區28日主

場迎戰標準流浪，杜度早段傷出反而因禍得福，
後備入替的史提芬彭利拿28分鐘近門補中，為
主隊先破悶局。5分鐘後客軍由神田夢實開出角
球造就另一位日援林遼太頂入追平1：1，但佐
佐木周40分鐘中路突破後傳球予簡嘉亨射入，
為南區奠定2：1勝局。
原居次席的傑志作客晉峰則清風送爽，憑

丹恩奴域梅開二度及顏卓彬建功，加上對方兩
個烏龍球，以5：0大勝。
港超將上演餘下3場第9周賽事。其中和富大

埔宣布簽入在香港長大、現已入籍菲律賓的中堅佐
敦查維斯。現年24歲的他將身穿2號球衣，並已以
本地球員身份完成註冊，對香港U23之戰可以候
命。佐敦查維斯於青年軍時期効力太陽飛馬，職業
生涯則起始於菲律賓球會達沃鷹，及後轉投菲律賓
環球。他於2019年曾回港先後効力東方龍獅和晉
峰。1年後回到菲律賓環球，再轉至聯城FC，曾
替後者於亞冠盃分組賽正選上陣。自2015年起，
多次入選菲律賓青年國家隊，出戰包括U16和
U23亞洲盃外圍賽等賽事，也在2018年10月首度
入選菲律賓國家隊。

港超班霸傑志為即將滿約的傳奇射手丹

恩奴域物色接班人已非新聞，早前有內地經

紀爆料，指傑志心儀人選是巴西前鋒柏圖，

惟已立即被該會否認。近日有韓國媒體報

道，傑志打算開出港超史上最高薪的條件，

希望從韓職球會手上邀得前韓國國腳金信煜

加盟，據報後者對此有點心動。而傑志會長伍健接受本報記

者查詢時也確認，有關事宜正在斟介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大埔對香港U23之戰，佐敦查維斯可以候命。
球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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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能否介紹相關情況？
答：國際奧委會執委會近日發布的聲明是一段時間以來國際奧委會積
極與奧林匹克運動有關各方深入溝通和磋商的成果。去年12月，國際
奧委會第11屆奧林匹克峰會在瑞士洛桑召開，奧林匹克運動有關各方
主要領導人就此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中國奧委會主席高志丹出席了
此次會議。與會各方一致認為，奧林匹克運動擔負着團結世界的使
命。所有運動員的合法權利均應受到保護。會上，亞奧理事會
（OCA）提議在亞洲範圍內為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運動員回歸國際賽
場提供平台，獲得了與會代表的廣泛支持。前不久，國際奧委會再次
就此與國際奧委會全體委員、各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各國家/地區
奧委會和運動員代表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磋商。有關各方均對奧林匹
克峰會的建議和國際奧委會的立場表示支持。

問：中國奧委會對此有何看法？
答：中國奧委會主張全世界運動員都應享有平等的參賽權利，運動員是否參賽應由體育
表現決定，而不應受到政治、戰爭等因素的干擾。中方一貫秉持體育政治中立原則，反
對體育政治化。我們認為體育應該成為團結世界的橋梁紐帶，而不是相反；國際體育界
應攜手向未來，而不是產生分裂。前期，高志丹主席和李玲蔚副主席已分別在奧林匹克
峰會和視頻溝通會上表達了上述立場。面對諸多困難挑戰，國際奧委會堅持政治中立原
則，堅持以運動員為中心，努力保障每一位運動員的利益，我們對此表示讚賞。

問：我們看到，亞奧理事會已發表聲明稱，將為符合條件的兩國運動員參加亞洲賽
事，包括亞運會創造機會。請問兩國運動員是否將參加杭州亞運會？
答：中國奧委會將積極響應和支持國際奧委會和亞奧理事會的倡議和決定，願為包括
符合條件的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運動員在內的所有運動員搭建良好參賽平台，共同捍衛
奧林匹克價值觀，維護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團結。關於兩國運動員參加杭州亞運會的
具體方案等，國際奧委會、亞奧理事會等有關各方還將進一步深入研究，相關方案將

符合全體運動員的共同利益。 ◆新華社

◆俄羅斯運動
員去年以俄奧
委會的名義出
席了北京冬奧
會。 資料圖片

金信煜金信煜
出生日期：1988年4月14日（34歲）
出生地點：韓國京畿道果川市
身高：1.98米
位置：中鋒

職業生涯職業生涯
年份

2009-2015
2016-2019
2019-2021
2021-

國家隊國家隊
2010-

球隊

蔚山現代
全北汽車
上海申花
獅城水手

韓國

上陣

215
118
21
26

56

入球

95
37
13
21

16

◆2016年，金信煜代表全北汽車出戰亞冠盃。 資料圖片

◆金信煜（左二）於2021年効力中超球隊上海申花。
資料圖片

◆◆金信煜去年在世金信煜去年在世
界盃外圍賽為韓國界盃外圍賽為韓國
隊上陣隊上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超戰火重燃 傑志南區齊取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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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出国留学最近几年一直火热。越来越多的家庭为了下一代有更好的发

展和就业机会，选择送自己的孩子出国留学。而随着国内经济的好转，以

及各种政策利好，留学生回国就业创业也多了起来。

问题来了，留学归来后去哪里找工作，成了大家普遍头疼的问题。

日前，《国际教育发展与消费指导报告（2023）》数据显示，留学生

回国求职的城市选择中，选择北上广深超一线大城市的仅为16.9%，更多海

归求职者涌向新一线和二线城市。

在就业城市选择方面，北上广深等老牌一线城市并不再是首选，杭州

、武汉、成都等新一线城市以及省会和经济发达沿海城市成为留学生的就

业首选。

2021年智联招聘的一份数据也显示，虽然多数人选择一线城市，但是

海归群体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发展的意愿明显增强，投递人数同比增长了

24.5%。

职业发展空间是留学回国人员就业最优先考虑的要素，其次是就业地

区和薪资福利。济南市之前对留学生聚集的四家企业调研结果显示，留学

生期望年薪10万~20万占44.3%，期望年薪20万~30万占38.3%，其期望年

薪远远高于当地收入水平，要知道，2021年济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57449元。

这是数据层面的调查结果，只能说是作为参考。但通过各个机构的调

查数据不难发现，新一线城市和沿海省会城市已经成为留学归国后优先选

择就业的城市。同时，经济较为发达，且政策利好的二三新城市也在慢慢

成为海归们的第二选择地，这跟多年前压根都不考虑，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

就业市场，不管是国内高校的毕业生，还是出国留学回来的海归，在

工作选择和城市选择上，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大城市？老家？

乐哥认识一位朋友，宁夏95后女生，在郑州读书，毕业后来济南来济

南工作，后来先后去了苏州、杭州工作，还想着去深圳。她说，就是趁着

没结婚现在还年轻，可以大城市走走看看，权当是一次特殊的职场体验。

话说回来，留学毕业归国后，去大城市还是回乡？大多数人首选的肯

定是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等，意味着有更大的机遇，当然，机遇与挑战

并存，国内名校毕业生也都在往这些城市扎堆，竞争是相当大的。当然，

如果同乐哥朋友那番，想趁着年轻想出去闯一闯，也未尝不可。

至于如何选择，最好是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做判断。

第一，放平心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

出国留学的门槛越来越低，所以对海归来说一定要放平心态。不要觉

得自己出国是镀金，有些国外高校甚至不如国内985、211高校，除非你是

剑桥、牛津等世界名校毕业生，可以有傲娇的资本。否则，不要觉得别人

就该高看你一眼，甚至是理应拿高薪等，抛开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结合

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工作。

第二，根据专业匹配度和就业方向选择。

个人能力强，学校背景深厚可以考虑大企业大厂的工作岗位；如果是

普通的学校，那就真要放下身段，按照自己的专业去选择公司。

乐哥有个朋友曾在俄罗斯留学，学校是世界TOP500的名校，毕业后就

直接来济南找工作。问他为什么没去大城市，他说对国内就业市场不是很

了解，没必要去大城市挣扎，反正工作几年之后也要买房子结婚，还不如

直接来济南机会更多，一步到位，而且他本身学的是财会专业，但并不想

从事本专业的工作，找了一份培训方面的工作，收入也是不菲。

第三，看各城市的人才引入政策。

这两年，国内各大城市都在为吸引优秀人才出台各种政策，不断上演

抢人才大战。

留学生在城市选择上，可以对比下各地针对留学生就业创业的政策是

否符合预期。上海放宽留学生回国落户政策：世界前50名院校的毕业生可

以直接落户；世界前51-100名的留学生缴纳6个月社保即可落户。再比如

广州，针对留学生有特定的租房优惠政策，提供住房补贴，还有额外的购

车补贴优惠等。

从2021年求职市场供给端来看，青年群体更倾向于全方位考虑居住城

市的选择，生活、工作、成长、实现自我成为他们关注的要点，城市优势

与对应的人才政策成了被优先考虑的要素。

留学生回国就业
留在大城市还是回老家？

教育部的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到2019年期间，我国

出国留学回国人数为201万人。大约近80%的学生在完成学

业后都会选择回国工作。

可以说“海归”是我国就业人潮当中不可忽视的群体

。但随着近些年来就业人群的增加，“海归”也开始面临

一些前所未有的困难。

2021年智联公司发布的《2020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报

告》显示，2020年海归人员求职时间较以往更长，且多数

海归人员认为自己获得的实际薪酬水平要低于平均水平。

“海归”就业遭冷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近年来海归人才学成归国的热情

高涨，大部分留学生在毕业之后都会选择学成归国。

但很多留学生在回国后却会遇“冷”。2019年发布的

《2019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显示一些海归人才在回国求

职中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某一岗位海内外求职者众多

，竞争压力大。”

海归人员的前进道路确实并非一帆风顺，2020年对海

归最不友好。

在2020年年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暴发，未来

充满不确定性。留学生担心自己的留学目的国没有能力遏

制扩散的新冠病毒，因此很多留学生便选择了提早回国，

加入就业大军中。

据了解，去年的海归人员求职人数同比增长了近67.3%

，大量的海归人才涌入求职市场造成个人求职时间普遍增

长。在求职过程中，他们也碰到了不少问题。

2020年5月，在社交平台豆瓣上。用户“马修两个羊”

建立了一个旨在让海归人才互相帮助，协助寻找就业机会

的用户小组“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

小组的名称只是一种戏谑的调侃，实际上加入小组的

成员大多是从海外学成回归的海归人才，他们加入这个小

组也正是为了互相帮助，解决问题。

在这个小组中，有的用户抱怨自己由于常年在海外生

活，并不了解国内的工作情况，回国后获取的信息并不对

等，因此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也有的用户抱怨自己

并不知道求职的困难，没有在留学期间掌握过硬的本领，

回国后空有一纸文凭，没有求职公司需要自己。

对于留学生来说，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剂催化剂，其实

早在疫情暴发之前，海归人才求职当中的一些问题就已经

显露了出来。

2019年5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海归，贬

值了？》，以调查数据为基础，详细讲述了海归人才目前

面临的困境。

《光明日报》表示“海归的光环没能带来预期的收入

，一些留学生的薪资水平甚至不及国内同学历学生。求职

简历回复率低、收入的落差感、超预期的竞争压力，成为

留学生‘求职大军’普遍诉及的问题。”

同时，《光明日报》还表示“‘留学’正从‘精英化

’走向大众化”。《光明日报》认为如今从国外留学归国

的学生并不都是精英了。

事实上，很多留学生出国留学的目的并非深造，而是躲

避“高考”，为自己的简历“镀金”而已，留学生群体其实

良莠不齐。出国留学本来可以提升自己全方位的能力，获得

在日后有用的技能，但是一些留学生却选择浑浑噩噩地过海

外生活，以至于连英语沟通能力都没能提高多少。

对于海归人才来说，部分问题是留学生自己造成的。

而另有一些问题既受留学生自身影响，也受人才市场因素

影响。

比如有些学生认为在海外完成学业就是一劳永逸了，

归国后人才市场上肯定会哄抢海归人才。这样的想法是不

切实际的，其实如今的就业市场对海归人员已经见怪不怪

了。海归人才多，但优质的少。

而且海归人才只是个标签，究竟用人单位需要哪些海

归人才，哪些海归人才可以胜任用人单位的工作都需要学

生自己收集信息。近些年来，招聘人员对海外院校渐渐有

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仅仅靠一纸文凭就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也逐渐变得困难。而归国人才不了解国内的招聘情况以及

行业的情况也对自己求职造成了很大影响。

回国就业需早做准备

即将毕业的留学生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即是否回国就

业。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多种因素。

如果留学生不打算继续深造，那么可以选择回国就业

，但回国就职的时间也应该仔细选择。每年的4月到6月是

国内招聘的旺季，这时正值海内外院校学生即将毕业之际

，用人单位会在此时招聘需要的人才。

此时归国的留学生可以直接加入到求职大军当中，当

然竞争也相当激烈。如果留学生打算在其他时间回国求职

，竞争可能不如旺季激烈，但就业岗位也不会很多。此时

回国的留学生可能需要等到明年的毕业季才能找到心仪的

工作。

其实，留学本身就是在为求职做准备。毕业前，留学

生应该不断完善自己的能力与技能。而在归国求职前，留

学生应该对自身的能力、定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预估自

己的情况适合哪些工作。

留学生同时也应该对想要进入的行业有所了解，特别

是要了解国内的行情，毕竟留学生工作的环境是国内而非

国外。这就要求留学生广泛收集信息，了解情况。

最直接的了解行业人才需求的方法，就是下载求职、

招聘应用，了解这些应用上都有哪些亟需人才的岗位，用

人单位的要求是什么。通过了解这些信息，留学生可以对

行业产生足够清晰的认识。

另一个了解行业的途径则是向从事工作的中国校友求

助。职场的经历是宝贵的，而校友有着丰富的阅历，往往

能给出适合自己的建议。通过与校友交流，留学生也可以

对行业有更深入的了解。此外，如果留学生回国，一定要

将学历认证的时间提前留出。

国家鼓励海归人才创新创业

为了帮助海归人才解决许多实际问题，2020年10月，

教育部答复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337号建议，表示

支持留学人员回国服务，鼓励他们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主力军。

教育部表示，为了让留学生拥有适合在国内发展的环

境，目前我国已经提出了很多倡议，在未来教育部会继续

改善国内的留学生发展环境，为留学生在国内发展提供便

利。

近年来，我国各地方也在疏解海归人才的就业困难。

为了吸引高质量人才，各地方也在不断增改海归人员落户

政策。

此前，深圳、上海市为了吸引海归人才落户，都出台

了包括生活补助、租房补贴在内的一系列留学生落户政策

，吸引海归人才发展。

根据上海人力社会资源保障局发布的《上海海归300指

数（2021）——城市软实力与海归创业生态》显示，目前

，在上海工作的海归人员大约有22万人。通过实施留学生

落户政策，海归人才就业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

而除了为海归人才提出落户政策外，近年来求职季还

多举办海外人才交流大会。这些人才交流大会多由政府自

己举办。

如今年于深圳举办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就是由科学技术部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人才

交流会。据悉仅这一次招聘会就可以为求职者提供近3000

个岗位。近些年来，诸如此类的招聘会不断举办，也是在

帮助海归人才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海归”的就业路 一段新旅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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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訊）2021年8月份，斯坦福市政學區（Stafford Mu-
nicipal School District, 簡稱SMSD）耗資兩千百萬美元打造的公立
明星重點學校Stafford STEM Magnet Academy。 STEM是科學、
科技、工程和數學的簡稱。學校重在培養未來醫學和科技的方面
的優秀人才。學校不僅聘請了最優秀的師資，用私立學校的教學
和設備，還採用生動的教學方式和啟發式的課程，並且組織了豐

富多彩的學生社團
和各種課外俱樂部
。在校長梁競懿的
領導下，全體教職
員工的同心協力，

新學校在穩步地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在2022年底，學校的全
方位教學評估結果優異，學生的成績及綜合素質出類拔萃，被德
州教育局評為最優A級學校這項殊榮。 Stafford 市議員譚秋晴女
士為新學校的開辦和發展做了很大的努力，她希望有更多的華裔
社區的子弟能進入該校就讀，享受最好的教育資源。學校招收了

來自於斯坦福市、糖城、黎城、KATY、Galleria等
地區共兩百多為位學生。為了讓孩子們接受優質的
教育，重視子女教育的華人家長們不惜每天長途開

車接送孩子求學。目前學校正在招收2023年秋季三到九年級的
新學生，入學沒有居住區域的限制，可以跨區就學，以公立學校
的免費福利享受私立學校的教學質量和資源。招生名額有限，欲
報考需要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招生的截止日期是3月3日。為
了讓華人社區有更多學生家長了解學校的招生情況，中國人活動
中心和糖城華夏中文學校特邀請梁競懿校長和斯坦福市市議員譚
秋晴來參加兩場招生推薦會，現場回答家長們關心的問題，特此
邀請感興趣家長們和學生們前來參加。招生推薦會具體信息如下
： 第一場： 時間：2023年2月4日(週六）上午10點-11點 地點
：中國人活動中心 129 大廳 地址：5905 Sovereign Dr. 129，
Houston, TX 77036 第二場： 時間：2023年2月4日(週六）上午
12點-下午1點 地點：糖城華夏中文學校 102廳 地址：1124 Sol-
diers Field Dr， Sugar Land, TX 77479

周末活動快報：

騰龍教育學院元宵節晚會
2月3日（Fri. ) 6:00pm
騰龍教育學院（4835 Hwy 6, Missouri
City,TX 77459 )
國民黨與翁履中教授餐會
2月3日（Fri. ) 6:00pm-8:30pm
Houston Marriott Westchase Hotel
(2900 Briarpark Dr. Houston TX 77042
)
斯坦福公立明星重點學校招生推薦會
2月4日（Sat. ) 10:00am-11:00am
中國人活動中心129大廳（5905 Sor-

eign Dr. #129, Houston TX 77036 )
2 月4日 （Sat.) 中午12:00pm-1:00pm
糖城華夏中文學校 102 廳（1124 Sol-
diers Field Dr. Sugar Land, TX 77479 )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第一季慶生會
2月4日（Sat. )上午10:30am
僑教中心大禮堂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暨草根外交委
員會」 大會
2 月 4 日（Sat. ) 晚間 6:00pm- 10:00
pm
Signature Manor Event Center (6968
Howell Sugarland Rd. Houston TX
77083 )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新春團
拜
2 月 5 日 （Sun. ) 下 午 2:00pm - 4:
00pm
僑教中心
國民黨海外部主任陳以信立委會晤黨
員
2月5日（Sun. )下午4:00 pm
4899 Hwy 6 #206B , Missouri City TX
德州東北同鄉會元宵晚會
2月5日（Sun. ) 下午6:00pm-9:00pm
Lam Bo Ballroom ( 6159 Westheimer
Rd. )

時間：2023 年 2 月 4 日，禮拜六
，2:00 PM - 4:00 PM

地 點 ： 光 鹽 社 3535 Briarpark
Dr., Ste #135, Houston, TX 770

主講人：陳麗華 (Memorial Her-
mann 註 冊 護 士, Basic Life Support
Certification Instructor 基本生命援救
導師)

費用：培訓完全免費
報名截止：2023年2月2日
每年死於心臟驟停的人無從計數

，若能及時施以正確的心肺復蘇術 (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

則可大大降低此類患者的病死率。
心肺復蘇（CPR）是一種救生技

術，可用於許多緊急情況，例如心髒
病發作，或近乎溺死而導致呼吸或心
跳停止的情況。在您等待緊急服務到
達時，心肺復蘇可以讓血液流向重要
器官。一項針對 79 項研究的元分析
發現，旁觀者所施行的 CPR 可將受
害者的生存機率提高四倍。院外心臟
驟停的標準存活率僅為 10% 左右，但
接受旁觀者 CPR 的患者存活率接近
45%。

*名額有限，請盡快報名。

光鹽社心肺復蘇培訓

（本報訊）一年之始，萬象更新
。德州佛教會為慶祝農曆癸卯新年，
籌辦了一系列活動。包括二零二三年
一月二十一晚的除夕叩鐘，初一的祈
福團拜法會及贈送福慧便當及吉祥紅
包。活動已圓滿結束，內容簡短報導
如下：

除夕叩鐘
1月21日除夕晚上十一時半，本

會會長宏意師父帶領常住法師虔誠持
誦藥師佛聖號及藥師咒，為大衆祈求
平安健康，增福延壽，消災免難。到
凌晨十二時，大雄寶殿內，響起振奮
人心，激昂慷慨的擊鼓聲，警醒世人
的叩鐘聲隨之而起，與會大衆跟隨宏
意師父，一起唱誦叩鐘偈，迎接新年
的來臨。接著師父開示大衆三項事情
：
(一）從多變的環境中，找出不變的
人生目標。
（二）在複雜的人事中，遵循簡單的
處世守則。
（三）由有限的光陰中，成就無限的

福德善業。
師父隨着帶領會衆在佛前發四弘誓願
。法會於凌晨十二點半圓滿結束。
初一祈福團拜法會

1月22 日(初一) 的新春祈福團拜法
會，於早上十時，由會長宏意師父帶
領常住法師與會，領衆諷誦禮佛讚及
心經。會中宏意師父贈送大衆新年法
語：
兔年新春有大願 飛越鴻溝展心蓮
莫問世間多少事 安樂就在一念間

接着師父以 「突破心靈的鴻溝 」
為主題開示大衆 ，內容大綱如下：

飛越鴻溝是超越我們心裏面的一
些障礙，我們要設法把內心的障礙消
除，展心蓮：心如蓮花，出污泥而不
染，沒有煩惱，得清淨心。

如何突破阻隔心靈的鴻溝？（一
）在每日的生活中，自己要主宰，抉
擇自己想過的日子。（二）讓過去不
開心的事早日過去，不要藏在心中執
著不放。（三）要明白，記仇記恨，
最受傷害的是自己。（四）用真誠心

待人，不要養成計較，憂慮，猜疑的
習慣。（五）自己若有過失，學習道
歉；他人若有過失，學習原諒。（六
）在生活中，多些感恩，少些不滿。

法師開示後，由菩提合唱團演唱
，接著由許瑞慶，李洪林及張蕾作樂
器演奏。之後更邀請到傳燈長老淨海
師父慈悲為大衆開示。長老引用佛教
一重要偈語：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若能如偈語所述，斷惡行善，便
可得到內心的清淨。這是佛陀重要的
告誡。偈語通俗易懂，但說時容易做
時難，長老以此偈語勉勵大家依此修
行，得清淨心。
長老開示後，便是佛前大供，新春祈
福及新年團拜。
最後宏意師父為大衆祈福。願大衆得
諸佛慈佑，消災免難，增福增慧。又
願災難消除，瘟疫止息，風調雨順，
百業興隆，世界和平。

殿內法會圓滿後，大衆移步室外

觀賞精彩的醒獅及武術
表演。當天風和日麗，
場面熱鬧，喜氣洋洋。
法會活動在中午時分圓
滿。

1 月 29 日 （正月初
八星期日）本會常住僧
衆準備新春福慧便當二
千餘份及吉祥紅包贈送
大衆，兩個分派站均設
在玉佛寺大雄寶殿停車
場內，領取時無需下車
，也可代長輩領取。

當天清晨時分，常
住法師帶領着幾十名義工，已在廚房
裡烹煮及包裝飯盒多時，之後、再由
負責運送的義工用保溫袋裝好，用推
車送到殿前停車場的派發站。大約十
時左右，宏意師父到現場送上祝福，
信衆車子由專人指示，有秩序地陸續
駛入停車場領取福慧便當及吉祥紅包
。 車子一輛接一輛，加上許多信衆藉
著新年到寺廟祈福，人車川流不息，

大家互相祝福，殿內殿外都充滿新春
過節的熱鬧氣氛。 義工們合作純熟，
整個過程井井有條，非常值得讚賞。
活動在十一時許圓滿結束。大衆不但
能品嘗到常位法師們親自烹調的美味
午餐，並把滿滿的祝福帶回家，增添
不少新春的喜悅和吉祥。

如果您對德州佛教會的活動有興
趣，請致電玉佛寺281-498-1616。

2023 除夕叩鐘 祈福團拜法會 贈送便當及吉祥紅包

斯坦福明星重點學校 本周六舉行二場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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