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廣告
星期五       2023年2月10日       Friday, February 10, 2023



BB22新聞圖片
星期五       2023年2月10日       Friday, February 10, 2023

休城工商

俯瞰孟加拉集市多彩帳篷俯瞰孟加拉集市多彩帳篷 五彩斑斕宛如馬賽克五彩斑斕宛如馬賽克

孟加拉國孟加拉國，，來自不同地區和其他穆斯林國家的數千人參加了穆斯林來自不同地區和其他穆斯林國家的數千人參加了穆斯林
第二大集市第二大集市。。俯瞰集市多彩的帳篷宛如馬賽克俯瞰集市多彩的帳篷宛如馬賽克。。

四川四川：：夾金山下藏族群眾歡度夾金山下藏族群眾歡度““上九節上九節””

當日當日，，在夾金山山腳下在夾金山山腳下，，四川省雅安市寶興縣磽磧藏族鄉的藏族群四川省雅安市寶興縣磽磧藏族鄉的藏族群
眾身著盛裝眾身著盛裝，，慶祝壹年壹度的慶祝壹年壹度的““上九節上九節”。”。近年來近年來，，民俗旅遊接待成為民俗旅遊接待成為
當地支柱產業當地支柱產業，“，“上九節上九節””已成為當地推介民俗旅遊的壹張閃亮名片已成為當地推介民俗旅遊的壹張閃亮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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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報導】美南銀行第18屆 「美南清寒獎助學金」申
請自2023年2月15日起開放申請。但凡2023年應屆高中畢業生
將於秋季進入大學就讀學生、需經濟援助的清寒優秀學子，學業
GAP成績在 3.0以上均具申請資格，申請截止期將在2023年5月
中旬截止後，美南獎助學金評選委員會開始審理評選，隨後會公
佈獲獎者名單，並以郵寄、郵件等方式各別通知獲獎者 ，頒獎
儀式將預定於2023年6月在美南銀行總行內舉行。

由美南銀行董事會共同協議發啟，創設於2005年的 「美南
清寒獎助學金」，其創辦目的為表彰及獎勵優秀清寒應屆高中畢
業生為主，期許借助獎學金來協助弱勢族群學子，資助部分大學
費用，為社會培養未來專業人才。創設到今，獲學術界和社區有
力人士肯定與支持。

美南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每年在應屆申請學生中審評成績優
秀前5名學生，每位學生可獲得獎助學金1000美元。清寒獎助學

金的審核標準是依據申請者所提供的在校課學業成績、課外社區
服務相關證明資料、在學期間曾參加各種活動情況，或其他活動
比賽的得獎資料等，例如演講比賽，運動比賽，學校樂團等，和
家庭經濟狀況財務證明 (收入)、兩封介紹信教師推薦信、及學生
自我介紹信兩頁。有鑑於疫情影響，在課外社區服務和學期間的
各種活動的評審會將保留和調整審核標準。

「美南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資格將不局限於美南銀行客戶。
舉凡相關具體申請規定及資格要求、申請表格下載及相關詳情可
至美南銀行網站查詢：www.swnbk.com;或至美南銀行各分行索
取申請表格，亦可洽詢美南銀行公關 Ling Chuang (莊幃婷)
713-272-5045 ，或email: ling.chuang@swnbk.com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1997年，總部設於德州休士
頓中國城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771-9700(合作路和百利大道交口處)。
26年來擁有高度多元化的族群客戶和豐富的文化資源，以專

業的知識、優質的服務品質，為客戶提供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在
董事會李承穗的領導下和全體同仁的努力業績表現優異。在銀行
不斷茁壯成長擴展的同時，更本著取之社區、回饋社區，盡應有
的社會責任理念中，現除了每年在休士頓和達拉斯二地提供清寒
獎助學金外，還不定期舉辦各種專題的講座和參與社區各項公益
活動。

經營據點目前己分佈於休士頓糖城、達拉斯 Plano、Rich-
ardson、奧斯汀及南北加州等地區，以中、英、越、韓、拉丁等
多國語言，除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的銀行服務外和中英雙語網
路銀行、自動電話銀行特別提供24小時全天候服務等，目前己
新增e時代的手機網路服務，歡迎大家多多利用。有關美南銀行
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www.swnbk.com

美南銀行2023年度第18屆 「美南清寒獎助學金」
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邀具資格應屆學子把握機會及早申請

休士頓Awty國際學校與私立St. Thomas高中近70位華語班
學生，於1月25日上午由老師張慈暉、李佳璉帶領參訪文教中心
，受到主任王盈蓉、副主任黃依莉及臺灣文化導覽志工們熱烈歡
迎。王盈蓉致詞賀新年希望文化導覽讓大家認識臺灣的農曆春節
習俗。

導覽志工團隊先播放臺灣黑熊為主持人的影片來介紹臺灣風
景及美食，再以多媒體圖片配合當令節慶介紹農曆春節及元宵節
由來，讓同學們瞭解放鞭炮、貼春聯互道新年好、初二回娘家、

初五開市直到十五元宵節一系列過年的習俗，志工陳逸玲僑務顧
問現場即興出題，考考同學們在課堂中學習春節文化的成果，同
學們舉手爭先搶答，氣氛熱絡。

同學們雖然無法親身體驗提花燈的樂趣，但志工們安排了摺
製小提燈美勞、古早童玩踢毽子，讓同學們由活動中體驗春節文
化，志工先教導同學們在彩色紙上塗鴉，再按照步驟剪貼成燈籠
的形狀，不一會兒創意滿滿的燈籠作品都在同學們的手中展示出
來；接著踢毽子動態比賽更讓同學們在加油助陣聲中將活動推向

高潮，王盈蓉也分送僑委會致贈造型可愛的兔年小提燈給優勝者
。

St. Thomas 高中校長 Dr. Aaron Dominguez 及 Awty 國際學校
外語部教師Ms. Morgan Fournier均表示學生們藉由這些單元認識
具有臺灣特色的春節文化，是一次很有意義的課外教學，最後同
學們拿著自製的提燈與毽子互道 「恭喜」，為這次導覽活動劃下
完美的句點。

休士頓主流中學生歡聚僑教中心慶新年

王盈蓉王盈蓉((中中))、、黃依莉黃依莉((左一左一))與拿到僑委會兔年小與拿到僑委會兔年小
提燈的優勝者合影提燈的優勝者合影

同學們分組踢毽子比賽同學們分組踢毽子比賽
王盈蓉王盈蓉、、黃依莉與同學們歡聚迎新春黃依莉與同學們歡聚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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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華裔朋友來
美國之後，想必都有個體會，那就
是在美國社會，信用非常重要。信
用是定期的單方面轉讓有價值物，
到期再償還，允許一方（稱為貸方
）向另一方（稱為借款人）提供財
務或資源，期滿借款人必須償還。
為了使交易順利成功，借款人必須
具有良好的信用分數，好的信用分
數表示借款人可靠、值得信任，償
還貸款不會有問題。

然而，如果沒有好的信用分數
，貸款申請可能會被拒絕、或是承
受比一般市場利率高得多的利息。
更重要的是，當商業借貸投資時，

如果貸款不利，可能會削弱您的業
務，使您損失不貲。

清除不良紀錄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CK Portfolio Capital）是一家發展
快速的信用修復公司，在近年來的
運營中，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幫助數千人恢復了信用記錄，清
除不良紀錄。

百分之九十以上來自口碑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幫

助、並指導客戶解決其信用記錄可
能遇到的任何困難，其客戶廣泛眾
多，包括華裔、韓裔、菲律賓裔、
越南裔、墨西哥裔、甚至是美洲印
第安人等各種背景、各種族裔，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客戶來自口碑，他
的客戶在自己的信用困難被解決後
，也樂於推薦給朋友。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的
團隊是經驗豐富、且訓練有素的專
業人員，能夠解決信用中不良記錄
所引起的大多數問題。 「達成修復
信用專家公司」歡迎有機會與客戶
討論特定的信用報告問題，所有查
詢都是嚴格保密的，並最好地評估
應如何處理。同樣的，所有 「達成
修復信用專家公司」的初始討論都
是免費的。

專業加效率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是

進行信用修復時，最專業和具有知
識的集合，因為 「達成修復信用專
家公司」不斷研究、並了解與信用
報告有關的法規。 「達成修復信用
專家公司」也是此行業中最快、最
有效的機構，憑藉其獨特解決問題
的方法，已證明 「達成修復信用專
家公司」能夠與三個徵信機構和政
府單位進行談判。

45天內修復大部分不良紀錄，
否則退款

因此，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
司」的信用修復計劃可確保大多數
人在頭45天內，都能得到令人滿意
的結果，並且不會產生負面信息，

在三到六個月內刪除不良紀錄。
客戶滿意度是重中之重，因為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將對客
戶的信用狀況進行切合實際的評估
，以便可以採取最佳和最完善的補
救措施。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的全面性和職業道德也是客戶信
用評分中的優先選項。

有關個人信用資料的更多信息
，或有困難貸款買房屋、汽車等，
歡迎立即聯繫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
公司」，免費討論您的權益，通過
安全措施評估您遇到的問題。 「達
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可以提供您
解決信用報告中所有問題的方法。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CK
Portfolio Capital）總裁黎懷南(Nam
Le)， 歡 迎 免 費 諮 詢 黃 小 姐 電 話:
713-582-9857(國語、廣東話、台山
話)、713-826-9971(英文、越南文)

。 地 址: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09, Houston, TX 77036（請事先預
約，位於恆豐銀行大樓9樓909室）
。 Email: sandyhuang1289@yahoo.
com。 網 站 www.kcportfoliocapital.
com。email: nam.le@kcportfoliocapi-
tal.com。

達成達成 「「修復信用專家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公司 幫您增加信用分數幫您增加信用分數
貸款被拒貸款被拒?? 解決信用中不良記錄的各種問題解決信用中不良記錄的各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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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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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僑鄉

【美南新聞泉深】烏克蘭周二表示，過去 24 小時是迄今為
止俄羅斯軍隊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因為莫斯科將數萬名新動員
的士兵和雇傭軍投入烏克蘭東部無情的冬季襲擊戰中。

烏克蘭軍方一夜之間將俄羅斯軍人的死亡人數增加了 1,030
人，達到 133,190 人，並將這一增幅描述為迄今為止戰爭中的最
高增幅。 它還說，其部隊在過去兩天內摧毀了 25 輛俄羅斯坦克
。

俄羅斯陣亡的報告無法得到獨立證實，莫斯科否認其部隊遭
受如此規模的損失，同時還聲稱殺死了大量烏克蘭人。

但報告的傷亡人數空前規模符合雙方的說法，他們將白雪覆
蓋的戰壕中的戰鬥描述為戰爭中最致命的戰鬥，盡管雙方在前線
都沒有取得什麽進展。

戰爭即將在關鍵時刻進入第二個年頭，莫斯科試圖重新獲得
主動權，而基輔則在等待用西方坦克反攻。

在去年未能攻占基輔並在 2022 年下半年失去陣地之後，莫
斯科現在正在充分利用過去幾個月征召的數十萬軍隊，這是自第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首次大動員。

基輔和西方國家表示，俄羅斯最近幾周一直在向烏克蘭東部
增派軍隊，希望能夠在本月晚些時候全面入侵一周年之際取得新
的進展。

過去幾周，俄羅斯吹噓了半年來的首次占領地增長， 但進
展仍然是漸進的，盡管有數千人死亡，但莫斯科尚未在其冬季戰
役中占領一個主要人口中心。

幾個月來，戰鬥一直集中在烏克蘭控制的頓涅茨克省東部城
市巴赫穆特周圍，該城市戰前人口約為 75,000 人，俄羅斯一直
試圖包圍該城市。

莫斯科還進一步向南發動了對 Vuhledar 的進攻，Vuhledar 是
烏克蘭控制的堡壘，位于東部和南部前線戰略交彙處的高地上。

在每日更新的情報中，英國國防部表示，自 1 月初以來，俄

羅斯軍方一直試圖重啓重大進攻行動，以奪取烏克蘭控制的頓涅
茨克地區部分地區，但迄今為止收效甚微。

它說：“俄羅斯人缺乏成功進攻所需的彈藥和機動部隊。俄
羅斯領導人可能會繼續要求取得全面進展，但俄羅斯仍然不太可
能在未來幾周內建立起對戰爭結果為生重大影響所需的力量。”

烏克蘭官員表示，莫斯科可能正在積累武器和儲備，以在未
來幾周內發動更大的進攻。 烏克蘭盧甘斯克省省長預測，俄羅
斯可能會在 2 月 15 日左右開始在那裏發動大規模攻勢。

與此同時，過去幾周烏克蘭官員在反腐運動中遭到清洗，這
是自戰爭開始以來烏克蘭領導層的首次大改組。

烏克蘭總統沃洛德米爾·澤倫斯基在周一晚間的講話中表示
，邊境和前線的人事變動將加強烏克蘭的軍事努力。

然而，他沒有透露他的國防部長雷茲尼科夫（Oleksii
Reznikov）的命運。 澤倫斯基所在政黨的議會派系負責人周日
曾表示，雷茲尼科夫將被替換，但周一似乎暫時退縮，稱本周不

會做出任何改變。
自新年以來，西方國家已承諾向烏克蘭提供數百輛坦克和裝

甲車，以賦予其火力和機動性，以在今年晚些時候突破俄羅斯防
線並奪回被占領土。

美國的一套新武器預計將包括射程更遠的火箭，這將使烏克
蘭有能力在其占領的烏克蘭大陸和克裏米亞半島部分地區的所有
領土上打擊俄羅斯的補給線。

但烏克蘭將在數月內不會獲得新能力，與此同時，它還面臨
著一支俄羅斯軍隊，其人力因莫斯科召集的預備役人員而得到補
充。

歐盟表示，澤倫斯基已受邀參加歐盟領導人峰會，他們將于
本周晚些時候在布魯塞爾聚會。 如果澤倫斯基出席，這將是他
自入侵開始以來的第二次出訪，此前他曾于去年 12 月訪問過華
盛頓。

澤倫斯基的辦公室沒有回應置評請求。

烏克蘭報告稱俄羅斯在烏東發生戰爭中
死亡人數創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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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全速衝曼城全速衝““刺刺””搶分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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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預計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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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目前在聯賽榜以20戰得45分排次
席，距離4日晚登場的阿仙奴有一段頗

大距離，如希望成功作衛冕，餘下比賽已沒
有太大失分空間。曼城目前之所以在聯賽榜
落後，早前的一波小低潮絕對是致命傷，查
“藍月亮”在去年12月尾聯賽意外主場僅和
愛華頓，再於今年1月作客不敵同市死敵曼
聯，加上聯賽盃遭修咸頓淘汰，球隊狀態似
出了問題；幸而，曼城近期已有復甦跡象，
除足總盃勇戰淘汰阿仙奴，聯賽亦累積2連
勝，手下敗將更包括今晚對戰的熱刺，由於
曼城眾所周知陣容於英超屬最前列級數，只
要他們狀態恢復，要延續連勝該沒有難度。

無疑，曼城近期內部亦非全無問題，一
些効力多年的老臣子近日頻繁傳出和領隊哥
迪奧拿不咬弦，但“藍月亮”高層已明確顯
示站在哥帥一邊，例如早前傳出和哥帥有爭
執的祖奧簡斯路，已立即被外借到拜仁慕尼
黑；至於因近期失去正選而不滿的右閘基爾
獲加，亦因小將列高路易斯取代其位置後球
隊即取得連勝，而令不滿聲音被掩蓋，因此
外界該不用太擔心曼城會因將帥問題而失
準。

干地動手術未能督師
曾一度穩佔聯賽榜前四位置的熱刺，目

前僅以21戰得35分排第5位；翻查數據，可
發現熱刺早前亦出現一波低潮，1月出戰5場
聯賽僅得2勝3負，先後不敵阿士東維拉、阿
仙奴和今晚對手曼城；唯一幸運的是，熱刺
最近終穩住陣腳，聯賽擊敗富咸後再於足總
盃戰勝普雷斯頓，這波2連勝該可穩住球員
信心。然而，熱刺今季面對強隊的演出的確
差勁，無論面對目前排前四的阿仙奴、曼
城、曼聯、紐卡素，或是今季表現失色的利
物浦均落敗而回，證明面對強隊似例牌腳
軟。此外，領隊干地近日因接受膽囊切除手
術，目前需要休養是役未能在場邊督師，球
隊臨場戰術應對必受到影響，故衡量後曼城
還是值得看高一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在新班主
保利上任後花費超過3億英鎊增兵的車路
士，4日聯賽雖派上安素費南迪斯和梅迪歷
等貴價新援上場，但主場仍只能悶和富咸，
連續兩場未能取得入球。

在轉會窗關閉前最後一刻以過億英鎊
身價加盟，賽前傳出或因未及取得工作證
而缺陣的阿根廷中場安素費南迪斯，是
役趕及正選落場；然而安素雖全場奔跑
表現落力，但前線如夏維斯和另一貴價
新兵梅迪歷卻表現平平，後者更於半場
已被換走，最終車路士僅以0：0賽和富
咸，連同上場0：0賽和利物浦，球
隊攻力令人擔心。

在再失兩分後，車路士爭
逐前四出席來季歐聯的機會進
一步下降，不過領隊樸達賽後
仍顯得信心十足，並順勢稱讚了

新兵安素的表現：“我們目前的陣容已充滿潛
力，因此我對後上殺入前四仍甚有信心；至於安
素加盟日子太短，我們相互均未有太深了解，但
大家從比賽中相信已看到他的質素，故他的表現
肯定只會越來越好。”
另一方面，車路士在早前提交的歐聯大軍名

單中，意外地沒有填上射手奧巴美揚的名字，看
來這位前主帥杜曹的愛將，在球隊的日子已無
多。

新兵未有貢獻 車路士悶和富咸

英超4日晚早場上演
愛華頓主場對“一哥”阿
仙奴比賽，結果阿仙奴雖
以0：1落敗，但賽後繼續
排榜首；圖為剛和阿仙
奴續約的馬天尼利
（右）引球作突
破。 美聯社

英超於6日上演前列大戰，由排第5位的熱刺

主場迎戰“二哥”曼城。兩軍早前均曾經歷低

潮，但最近同獲連捷證明狀態有改善，不過衡量

到熱刺今季面對強隊表現差勁，領隊干地又因接

受了手術要休養未能於場邊督師，看來曼城有望

取得最終勝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熱刺前鋒孫興民
近況仍一般。

資料圖片

◆◆曼城小將列高曼城小將列高
路易斯近期表現路易斯近期表現
出色出色，，更搶去基更搶去基
爾獲加位置爾獲加位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安素安素（（右右））以正選姿態替車路士上陣以正選姿態替車路士上陣。。路透社路透社

當地時間 3日，在美國猛獁山舉行的
2022-2023賽季國際雪聯自由式滑雪U型場地
技巧世界盃分站賽上，中國隊在谷愛凌因傷缺
陣的情況下，小將張可欣發揮出色，以93.50
的高分奪冠。

新賽季開賽以來，張可欣與谷愛凌從世界
盃加拿大站比賽上就開始攜手參賽。谷愛凌在
加拿大站比賽中兩次奪冠，張可欣也收穫了一
枚銅牌。谷愛凌在前不久的備戰中摔傷膝蓋，
退出了世界極限運動會以及世界盃美國站比
賽。

谷愛凌的缺席讓本站賽事競爭變得格外激
烈。本站比賽中國隊共派出3名女子選手參
賽，但只有張可欣進入決賽。決賽首輪張可欣
就拿到了92.75的高分，第二輪她完成了1080
轉體的高難度動作，將成績提升至93.50分，
這也是全場的最高分，最終將金牌收入囊中。

英國名將佐伊．阿特金、加拿大選手蕾切
爾．卡克分別以92.75分和91.75分位居二、三
名。張可欣出生於2002年，曾在2017年世界
盃中國崇禮站U型場地比賽中奪冠，拿到個人
職業生涯首個世界盃冠軍，2019年她還奪得過
世界盃新西蘭站冠軍。張可欣參加過兩屆冬奧
會，2018年平昌冬奧會獲得該項目第9名，去
年的北京冬奧會她獲得第7名。

憑藉本站賽事奪冠，張可欣目前的世界盃
總積分排名上升到第3名，為205分，排名第
一的卡克目前擁有320分，第二名是加拿大人
埃米．弗雷澤，積216分。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WTT（世界
乒乓球職業大聯盟）安曼支線賽，當地時間3日
率先誕生混合雙打金牌得主，國乒小將蒯曼/林
詩棟以3：0輕取港隊組合杜凱琹/林兆恆，2023
年第4次混雙登頂；港隊“杜林配”屈居亞軍，
躋身4強的吳詠琳/李漢銘獲得季軍。

另外，港隊還在女單賽事由朱成竹收穫一
面銅牌。當日，朱成竹在女單8強賽憑堅定的信
念以3：2力挫國乒小花韓菲兒，挺進準決賽，

惟其後以2：3不敵法國球手Audrey Zarif，在不
設季軍戰下收穫一枚銅牌。Audrey Zarif與蒯曼
爭奪后冠。國乒方面還提前包攬男單及男雙冠亞
軍，其中林詩棟、曹巍在男單決賽會師，陳垣
宇/林詩棟、曾蓓勳/黃友政在男雙爭冠。

至於女雙，小將張翔宇/范姝涵以1：3不敵
杜凱琹/朱成竹後，幸有覃予萱/韓菲兒以3：0大
勝威爾斯與英格蘭組合霍婷婷/凱莉，繼續為國
乒保留女雙爭標希望。

當地時間3日，德國桌球大師賽結束正賽
第三日的爭奪，中國選手肖國棟和龐俊旭均止
步8強。至此，參加本次賽事的中國球員全部
出局。在此次德國大師賽資格賽上，中國桌球
“一哥”丁俊暉爆冷出局，共有12名中國選手
進入正賽（32強）。但因涉嫌“賭球”，多名
中國球員被世界職業桌球協會（WPBSA）臨時
禁賽，其中包括去年德國大師賽的冠亞軍趙心
童和顏丙濤，以及進入2023年德國大師賽正賽
的李行、趙劍波，致使參加此次德國大師賽正
賽的中國球員減至8人。

前兩日戰罷，中國軍團僅有肖國棟、田鵬
飛和龐俊旭3人晉級16強。其中，率先參加16
強賽的肖國棟挺進8強、田鵬飛止步16強。

於當地時間3日開始的第三日賽事中，龐
俊旭面對英格蘭名將列奇沃頓表現神勇，開局
取得4連勝。雖然沃頓在第五局扳回1分，但仍
以1：5告負。挺進8強的龐俊旭一日雙賽。在
隨後進行的半準決賽中，中國小將未能再接再
厲，以3：5負於英格蘭老將艾利．卡特。同日
進行的另一場8強賽，肖國棟同樣以3：5告
負。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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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林配杜林配””居亞居亞 港乒安曼賽收港乒安曼賽收11銀銀22銅銅

◆◆杜凱琹杜凱琹（（左左））//林兆恆獲得混雙亞軍林兆恆獲得混雙亞軍。。 WTTWTT圖片圖片

◆龐俊旭
一 日 雙
賽，最終
無 緣 4
強。
WST圖片

德國桌球大師賽德國桌球大師賽 中國選手全部出局中國選手全部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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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美国作为最热门的留学目的地之一，以其

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广大学子前往求学，其自由

开放的教育环境、美国学校普遍强大的教育实

力、注重启发式教育的培养理念……都是无数

家庭坚定追逐的理由。

而很多家庭在选择学校的时候，除了排名

、学费各方面等，还考虑地理位置。我们都知

道美国分为东部、西部、中部、南部等，那么

到底哪里才是最适合中国学生的呢？今天小编

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希望可以帮助到各位家

长朋友们~

1、美国东部

美国东部可以堪称是美国工商业发展最

发达的地区，不仅拥有着一流的教育资源，

更是充斥着多元丰富的文化、浓厚热烈的艺

术氛围，并且还拥有着极其强劲的经济实力

，都市化程度、潮流程度、前沿度都是极高

的。

美国东部是美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东

部的气候和中国的北京比较相似，但相对更加

湿润温和，美国东部四季分明，气候比较宜人

。

美国东部的整体教育资源非常发达，到处

遍布顶尖的名校学府，在东海岸，那里有着一

批非常优质的私立寄宿学校，例如：肯特高中

KentSchool、圣保罗中学St.Paul‘sSchool、霍奇

基斯中学The Hotchkiss School，这些都是当地

富人家庭的不二选择，如今也渐渐接纳了来自

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

百强大学很多也都聚集在美国东部，如

“八所常春藤名校”、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大

学、乔治城大学、CMU、大部分顶尖文理学院

等。

因此美国东部成为很多留学生选择的首要

地方，就因为教育资源比较丰富，所以成为了

首选。

2、美国西部

美国西部聚集着许多著名企业，尤其是IT

公司，丰富的实习和就业机会使其成为了许多

计算机专业留学生的热门选择。在西雅图，大

约有2200家计算机公司，其中包括著名的微软

和全球最大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加州也是

美国重要电子产业基地硅谷的所在地，以高科

技中小型公司为基础，拥有苹果、谷歌、甲骨

文、Facebook、惠普、英特尔、NASA、雅虎

……

西海岸大部分地区都常年缺雨，日照充足

，气候温暖，四季如春，被称为“黄金海岸”

。位于西海岸最北边的华盛顿州可能是唯一的

例外，西雅图以常年阴雨天气而闻名，冬季也

较为湿冷。

美国西部的加州，更是因其发达的经济、

友好的氛围、高质量的教育水准，成为了近年

来最受中国家庭欢迎的美国留学州之一，撒切

尔学校 The Thacher School、凯特中学 Cate

School、韦伯中学（加州）The Webb Schools

(CA)、史蒂文森中学Stevenson School这些私立

美高都是很多家庭的理想校。

因此，近年来也有很多家长选择到美国西

部读书。

3、美国中部

美国中部的大块土地占据了其国土的很大

面积，中部也有很多著名高校，但都比较分散

，总体上来说，在美国中部广阔的土地上，像

纽约、洛杉矶这类的大都市是比较稀少的，唯

一一个可以跟它们相比的就要数芝加哥了。同

时，这里的经济水平也没有东西部发达，中部

地区的消费水平整体也比较低，生活成本也要

低于东西部城市，这就很适合留学预算相对受

限的同学了。

美国中部主要以冬冷夏热的气候为主，夏

天气温较高，冬季降水少，湿度大，中部的冬

天漫长而又寒冷，不过人们总体上还是可以适

应的。

说起中部的私立美高，那就不得不提起

“美国中部四大牛校”了，克瑞布鲁克中学

Cranbrook Schools、湖森中学Lake Forest Acad-

emy、柯尔沃学院Culver Academies、西储学院

Western Reserve Academy，这些学校不仅具备

着强劲的学术实力，还都各具特色，学生在此

都能获得更多样的发展，非常值得推荐。

看完以上的介绍大家都知道该如何选择

了吗？其实不管选择哪里的学校，只要是真

正适合自己孩子的学校就是好的学校。选择

学校一定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

己孩子的，只有真正适合孩子的学校才是好

的学校！

美国到底哪里最适合中国留学生呢？

留学，是一件非常高大上且充满挑战

的事，很多家长上学时，没有机会出国留

学，就将希望期许寄托在孩子身上。

国家在不停地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生

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当家庭变得

富裕后，身为父母就开始重视对孩子的教

育问题，尽最大可能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

育环境。

其中，不乏有很多家长一心想将孩子

送出国留学，认为只有留学，才能掌握少

数优质资源。

想出国留学的人变多了，自然就会存

在利益输送，逐渐将留学发展成一门“生

意”，很多人能从中获利。

让留学这件事变得不再单纯，也间接

降低了留学的难度，让很多在国内并不出

众的学生，却能在漂洋过海后，拿到相对

较高的学历。

海归硕士受尽“冷眼”，用人单位设

置专招门槛

近些年，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不佳，已

然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海外留学归来的

留学生，就业难度更是直线飙升，皆因留

学生队伍中鱼龙混杂。

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甚至会针对

留学生设置专招门槛，反复查验留学生的

资质，甚至还有一些用人单位，索性直接

取消招录留学生。

海归硕士也因此在找工作时受尽冷眼

，很多招聘人员看到是海归硕士，都会不

由得提高警惕，导致这些硕士有种是异类

的感觉。

就在新一年的招聘中，个别央企已经

提出明确规定，不再招收海外归国的硕士

。此消息一出，在整个就业市场中引起了

很大的恐慌，留学生都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

然而，这则消息并非属实，只是被以

讹传讹，才有了央企不招海外硕士的传言

，实则却是部分央企拒绝招收“水硕士”

，简单来说，就是蒙混出来的硕士学位。

一般为两年制以下的硕士学位，基本

上没怎么学习就获得了学位，这种硕士学

位就被称为“水硕士”，这类学位的资质

也就不言而喻了，基本上有钱就能拿到。

留学生的地位一降再降，皆因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

如今，国内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十分严

峻，很多毕业生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只能

回家待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人才堆积现

象，毕业生找工作更加慎重。

他们为了能找到一份稳定性较高的工

作，逐渐将目光转向体制内的公职岗位，

比如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等，这些都

是具有代表性的编制岗位。

工作的稳定性毋庸置疑，最重要的是

社会地位非常高，然而，能进体制内工作

的毕业生，不过是凤毛麟角，大多数毕业

生还是要为找工作的事发愁。

更何况是出国留学的留学生们，对于

国外办学资质参差不齐的各所学校，国内

的用人单位也十分头疼，总不能看到留学

生就盲目地给出高薪。

如果招进去的是能力和薪资完全不匹

配的留学生，最终坑害的还是企业发展的

进程，再直白一些，就没有哪个老板，愿

意出高薪“养闲人”。

想留学的学生一定要思量清楚，如果

到国外就读的学校资质一般，与其耗费大

量的钱财到国外上学，不如留在国内学习

，至少可以降低教育成本。

留学生资质备受争议，自身优秀才是

真的强大

如今，留学生资质在就业市场中备受

争议，很多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得不到重用

，皆因市面上的留学生生源得不到保证，

让用人单位很是为难。

留学生的社会地位早已不复从前，参

加工作后的薪资待遇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如果家长仍然对留学抱有期许，希望有

机会让孩子出国读书。

一定要保证所读学校的资质，最重要

的是留学生自身要足够优秀，这才是真正

的强大，很多时候并不是用人单位不愿重

用留学生，而是他们难当大任！

留学生的资质备受争议，并不代表完

全没有出路，那些出自国外名校的优秀毕

业生们，还是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比如

斯坦福、哈佛、牛津等名校毕业的留学生

。

当代学生和家长，在做任何决定时，都

要将目光放得再长远一些，为得就是力争做

到“计深远”，才不会被眼前的困境束缚住

手脚，更不枉费十几年的辛苦付出。

一个学生直到毕业参加工作，要经历

十几年的学习生涯，这份苦只有吃过的人

才知道有多难熬，虽然很多人认为参加工

作后，就会发现上学的时候才是最幸福的

，但是，学生们却都是先吃学习的苦，后

知工作更苦。

海归硕士受尽“冷眼”
用人单位设置专招门槛，避免被当成回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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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活動快報：
Alien學區扶輪社獎學金募款園遊會
2月10日（Fri. )11:00am-1:00pm
Quillian Center (3663 West Center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Tracy Gee Center 對面附近廣場 ）

第18屆世界象棋錦標賽新聞發佈會
2月10日（Fri. )下午4:00-6:00
Royal Sonesta (Houston Galleria, Second
Floor )
(地址：2222 West Loop South, Houston
TX 77027 )

休斯頓反種族歧視大游行
2 月 11 日 （Sat. ) 上 午 10:00am- 12:
00pm
休斯頓中國城 「黃金廣場」集合

中山女高校友會聚會
2月11日（Sat. )11:30am- 1:30pm
美南國際電視台 「環球劇場」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

宏武協會、休士頓台大校友會 「帕金森
氏症的認識與解惑」 講座
2月11月（Sat. )下午2:00pm
僑教中心203室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交接典禮
2月12日（Sun. )下午2:00pm-4:00pm
僑教中心展覽室

「美南江蘇總會」 春宴
2月12日（Sun. ) 下午5:30 pm
Lam Bo ,Ballroom, ( 6159 Westheimer,
TX 77057 )

Alief 學區扶輪社獎學金募款園遊會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一向積極參與主流社會

慈善文化及教育方面的交流與活動。校聯會關懷推廣
委員會將在 2023年 2月10号星期五中午, 参加 Alief 學
區扶輪社獎學金募款園遊會 。這項 Alief 學區募款活動
已經辦將近 20 年，每年利用 園遊會募款提供給八位
Alief 校區單親或無家可歸的貧窮學生四年的學雜費用
。届時將有許多不同的攤位和團体参加烹飪比賽， 提
供不同的 soup'er bowls 参加競選。大專校聯會將精心佈
置一個攤位，以農曆年迎春接福，兔年大吉為主題，

並提供春節小灯巃，春節喜糖送給大家。美南大專校
聯會並將捐款—千元贊助 Alief 學區貧窮學生。 園遊會
將從早上11時到下午1時在 Tracy Gee center 對面附近
廣場舉行。地址 : Quillian Center-3663 West Center
Drive 77042. 歡迎僑界朋友共襄盛舉熱烈參與。

並邀請各位媒體先進蒞臨採訪報導，以廣周知。
何怡中 美南大專校聯會會長
徐小玲 關懷推管委員會負責人 敬邀

國民年金保險權益之彈性措施
考量近2年疫情之發生係屬全球性不可抗力風險，部分國人確有因疫情緣故，難以在戶籍法規定內回國以恢

復戶籍之情事， 「為保障因疫情無法歸國致出境滿2年戶籍遷出民眾國民年金保險權益之彈性措施」延長試用期
間至112年6月30日，以保障疫情期間難以歸國之當事人權益。詳情請查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全球資訊網-國民
年金 (bli.gov.tw)

常見問答-->因疫情出境逾2年疫情戶籍遷出者之彈性措施

【新產品發布】印度洋上的“人間天堂”—
馬爾代夫產品

王朝旅遊為大家帶來馬爾代夫系列，特別甄
選馬爾代夫禧亞世嘉酒店：

4公里白色沙灘和6公里的環島珊瑚礁
自馬累機場搭乘30分鐘內陸飛機+10分鐘快

船或搭乘水上飛機約40分鐘可上島
水上別墅滑梯的度假村
多種房型選擇
WOW 24 小時 Premium 一價全包體驗： 全

天候服務WOW！頂級全方位服務優待禮遇
提供7家餐廳&5家酒吧，供應豐富的國際美

食
Aqva Pool Bar 無邊泳池
Siyam水世界——東南亞最大的水上樂園
蜜月旅行特別安排
酒店完善的設施，休閒原生態的環境，適合

作為親子，蜜月以及家庭等大多數客人的選擇。
馬爾代夫禧亞世嘉島5-8日產品費用包含：

禧亞世嘉酒店三晚至六晚的酒店住宿
提供三種類型的滑梯泳池別墅：Water Villa

with Pool + Slide（三大或者兩大兩小）；Lagoon
Villa with Pool + Slide（三大或者兩大兩小）；
Ocean Villa with Pool + Slide（三大）

馬累機場往返禧亞世嘉酒店水上飛機接送服
務

王朝旅遊為大家帶來馬爾代夫系列 特別甄選馬爾代夫禧亞世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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