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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黃梅子）休斯敦警察局宣布，17 歲的約瑟夫·哈勒爾和 19 歲的茲妮卡·
阿耶莎·伍茲均被控嚴重搶劫罪被捕。這兩名青少年在上個月在中國城敦煌廣場搶劫一
名越南裔婦女並導致她嚴重癱瘓。

兩名青少年犯罪嫌疑人於 2 月 13 日跟踪受害者阮女士，一直從美國銀行跟踪到20
多英里外的敦煌廣場購物中心。阮女士在美國銀行取出了 4,200 美元，準備用於支付回
越南度假的費用。到了購物中心後，哈雷爾在購物中心外搶劫了阮女士，並將她重重地
摔倒在地兩次，致使她的脊柱和腿部嚴重受傷，從而導致了她癱瘓。

阮女士的家人告訴媒體，阮女士的頭撞到了地上，目前她仍然無法行走。
不幸中的萬幸是，阮女士的大腦並沒有遭受損失，她在病床上接受采訪時說，“這

件事發生在我身上，我感到非常難過，我不能上廁所，不能自己走路或自己吃飯。我的
生活完全被毀了。

警方接到報案後公佈了購物中心的錄像，請求公眾幫助識別和找到嫌疑人，並懸賞
5,000 美元，以徵集有助於逮捕的信息，警方很快就得到了線索，並將兩位嫌疑人逮捕
。兩名嫌疑人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休斯頓市長特納也在新聞發布會上，稱這段視頻讓
他“氣瘋了”。

2名德州青少年因搶劫導致婦女癱瘓而被捕

根據租賃保護局的統計數據，美國有超過1100萬房東，每
80秒就有一個新的租賃單元進入市場。隨著租賃單元數量的增長
，擁有租賃物業的責任也在增長。您不僅要找到好的租戶，還要
負責物業的保養和維護。

為了減輕您的擔憂，您應該考慮房東保險。
什麼是房東保險？

如果您的出租物業受損、在火災或風暴等災難性事件後變得
無法居住，或者有人在物業上受傷，房東保險會提供財務保護。

普通的房主保險只為出租物業提供有
限的保障，這就是為什麼需要單獨的房
東保險。
房東保險涵蓋哪些內容？

儘管每家保險公司的保單涵蓋的內容
各不相同，但大多數房東保險單提供以
下保障：
財產損失保險

房東保單通常涵蓋因火災、惡劣天氣
或入室盜竊等犯罪活動對房屋造成的任
何物理損壞。它還涵蓋任何其他建築物
，包括工具房或獨立車庫。有些用於保
留在該物業上用於維護該物業的一些設
備，如割草機和吹雪機等，也包括在內
。
責任保險

如果有人在探訪出租物業時受傷，房
東保險可以幫助支付該人的醫療費用、法律費用和和解費用。
收入損失保險

如果您的出租物業因承保災害等承保損失而受損，並且損壞
使您無法將其出租，大多數保單將補償您在此期間損失的收入。
但詳情請諮詢專業的保險顧問。
房東保險不涵蓋的內容

房東保險不涵蓋租戶的個人財物。您應該鼓勵您的租戶為他

們的自己財物購買租房保險。
房東保險也不包括維修； 如果洗碗機壞了或爐子壞了，你

要負責。
購買房東保險是保護您的投資的安全方式。購買出租物業保險是
您作為房東可以做出的最明智的決定之一。如果您有購買房東保
險或屋主的需求， 歡迎聯繫瑞源保險公司免費諮詢。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每家保險公司評估屋主的個人條件的重點都不盡相同，保費
費率各異，尋找有經驗靠譜的保險代理綜合報價尤為重要。瑞源
保險事務所代理眾多A級保險公司，全力為您尋找合適的保單和
優質便宜的報價。

我們代理本地區最全的各類保險，包括車險、房險、醫療保
險、人壽保險、年金、長期護理等。保險計劃的全面性和保險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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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源保險事務所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20年的保險行業經
驗。曾任美國知名保險公司副總多年，擁有豐富的保險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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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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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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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您需要了解的有關房東保險的信息

哈里斯縣選務辦公室三月29日將舉行社區會議
Harris縣選務辦公室於2023年3月29日 (星期三) 1:00 pm - 2:

00 pm舉行三月社區會議
分享如何在HarrisVotes.com檢查你的樣本選票、在5月6日選

舉中是否有地區選舉項目需要你投票?
歡迎公眾(實體或線上)參加!
地 點 ： Kingwood Community Center, 4012 Rustic Woods

Drive, Kingwood TX 77339
註冊線上參加: http://bit.ly/3n90GaC

3月會議內容包括：
1. 2023年5月6日選舉資訊
2. 邏輯及準確度測試
3. 樣本選票
4. 投票中心翻譯服務
5. 招募5月選舉期間下列投票站雙語選務工作人員(@時薪$17

必須是已登記Harris縣選民, 並操流利中英雙語)

2023美國總統的義工服務獎
美國總統的義工服務獎: The President’s Volunteer Service Award 休士頓5人

榮獲金牌獎
國際領袖基金會(ILF)創辦會長Joel Szabat和全美亞裔總商會執行長 董繼玲介

紹 “總統義工獎”。
僑務委員劉秀美也是世界龍岡親義總會的名譽會長，在紐約龍岡親義公所的

春宴榮獲金牌獎。
其他尚有: 李蔚華 , 戴珮青, 王藝達, 王雅潔共享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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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休城工商

(本報休斯頓報導) 服務僑社二十年多年，
位於休斯頓中國城的福安保險，由William薛所
主持，他為人非常親切友善，做事專業而細心
，他對各類保險非常熟悉，尤其擅長於醫療保
險。由於其熱心助人的態度，讓他獲得許多客

人的信賴，並且連續贏得最佳
服務獎、及專業傑出業務獎。
精通醫療系統

福安保險的William薛精通醫
療系統，熟悉美國的醫療環境
，因為William有醫學的背景，
曾在美國醫院工作多年，十分
熟悉美國醫療體系，所以做起
醫療保險來，更顯得心應手，
協助過非常多人獲得醫療保險
的幫助，也更容易把不同計畫
的優點運用在不同客戶的需要
之上。同時，他熟悉醫療作業
，知道哪家醫院接受什麼保險
。
連年獲獎

福安保險在奧巴馬保險這一
塊，連年獲獎，日前又獲得三
個獎項中的最高獎 Elite Plus，
在休斯頓華裔社區中深受信賴
，所服務的客戶也為數極多。

William 做事非常認真、負責
，常常會幫客戶做許多額外的
事 ， 他 曾 經 到 Community
Health去幫客戶釐清資料，例如
有人沒有收到保單，或者是醫
生的姓名不對，因為電話裡面
沒有辦法做，只好當面去現場
，雖然一來一回以及中間的過

程要花兩三個小時，但是William還是以客戶需
要為先，親自去幫客戶處理。也有人為小孩申
請白卡，但是看不懂英文，在填寫表格的部分
有困難，William也會幫助他們申請。

如果遇上大事，該如何加強Part B
Part B是治療用的，如看醫生、門診、急

診等等，如果用Part B，要自付20%，萬一遇
上大事，可能會要付上大筆金額。要解決這
一問題，根據居住地方、健康狀況、及其經
濟能力，William會給客戶幾種建議:
一、申請白卡: 如果是低收入的老人，也減免
Part B 與 Part D的保費，William常常免費幫
客人申請白卡。
二、Advantage plans: 好處在於有 out of pack-
age限制，最多一年Part A and Part B $2000多
到$7000多不等，而且還有免費看牙、配眼鏡
、助聽器、免費健身房、以及保費補助等。
三、Medicare supplemental plans: 好處在選擇
醫生及醫院方便，由於還要再交一筆保費，
每月$100多以上，建議用supplemental plans要
考慮經濟能力及健康。在獲得Medicare頭6個
月，無論身體狀況，都可以保證買到。曾經
有客人剛拿到Medicare ，自身已有腫瘤或者
要做器官移植，有了supplemental plans F，基
本不要再付 Part B 的錢，Supplemental plan G
，每年只付Part B deductible $226。

這三種建議都能處理長者們所可能面對的
情況，長者可以選擇對自身最合適的。
老人保險: 全年都可以換到五星級保
險計畫

2023年新的年度有更多選擇，更好的福利
，包括更多Part B保費補助$125、免費牙醫保險
$20,000等。同時，全年任何時間都可以換到五
星級保險計畫。福安保險代理多家公司，包括
五星級公司，Medicare advantage 及 Supplements
plans，提供最適合的計畫，歡迎長者們洽詢。

三月底之前，如果想要改老人保險計畫，
還來得及。
免費協助申請奧巴馬醫
保

在 2023 年 1 月 15 日之後，低
收入或其他特殊情况者，依然
可以申請奧巴馬醫保，歡迎諮
詢。
熱忱服務

接觸過William薛的客戶，往
往都驚訝於福安保險做事的效
率與服務熱忱，均給予很高的
評價。筆者的一位朋友曾經請
William薛處理奧巴馬醫保，當

時正屬申請旺季，各保險公司都非常忙碌，
Willian薛在晚上連夜幫他申請奧巴馬醫保，不
僅有效率，更節省我朋友每月數百元的醫療保
險費，讓我朋友感激在心，過年時還特別送
William一個禮物，以表達感謝。
保險規劃得宜才能避免負擔

保險能讓人安心放心，覺得有保障，在美
國，保險的種類花樣繁多，有各式各樣的選擇
，房子、汽車、健康、人壽等都有保險，好的
保險產品能在突然遭逢意外或疾病時有所依靠
，不會讓人手忙腳亂。甚至，在理想的狀況，
還能夠加強資產的調配。選擇一個好的保險經
紀公司，能事半功倍，省時又省心。
福安保險專業項目

福安保險的專業服務包括: 免費協助申請奧
巴馬健康保險、老人聯邦醫療保險、商業保險
、餐館保險、汽車保險、房屋保險、人壽保險
等。福安保險擁有一群專業團隊，精通國語、
英語、上海話、廣東話、及福州話，讓民眾可
以清楚地了解所選擇的各種保險內容和法規，
沒有語言的溝通障礙。

詳情請洽福安保險，免費諮詢、申請及各
種 售 後 服 務 。 地 址 在 6901 Corporate Dr.,
Ste.122,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713-561-3798、 832-303-5881， EMAIL:wil-
liamwxue@yahoo.com，傳真 832-201-9263、或
是加微信号：fuan6901。請找William薛。

福安保險精通醫療與各類保險福安保險精通醫療與各類保險 口碑出眾口碑出眾
專業而細心專業而細心 連續贏得專業傑出業務獎連續贏得專業傑出業務獎

皮肤溃烂，高烧不退……元凶竟是当季一种

美味的水果？

一周前，14岁的小田参加了同学生日聚会，

聚会上吃了生日蛋糕。

当夜小田就开始出现不适，首先是脸上发皮

疹，瘙痒难忍，以为是一般皮肤问题，所以没在

意。

但几天过去了，皮疹发满小田整张脸，甚至

从胸前蔓延至四肢，之后小田就开始发高烧，服

用退烧药也无法降温。

出现不适的第五天，高烧不退的小田被送到

医院，入院时小田满脸皮疹且严重脱皮，胸前四

肢的皮肤上也有密密麻麻的红斑，局部已开始溃

烂。

经过全方位的检查与排查，最终确认小田是

严重过敏，而导致他过敏的元凶，竟然是前几日

生日聚会上的蛋糕。

据小田回忆，当时蛋糕中夹着几块芒果粒，

以为量少没事就吃了，结果就是这不起眼的芒果

让他严重过敏！

一、水果虽好，也可能有“副作用”

水果在人们心中是富含营养且美味可口的食

物，但是水果在为我们提供营养的同时，也可能

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

腹泻：有些人吃了水果后会腹泻，多半是果

糖不耐受引起的。另外像猕猴桃、火龙果等富含

水果籽不能被肠道所消化和吸收，容易刺激肠道

蠕动，对于本就容易腹泻的人来说，吃了这种水

果就容易诱发或加重腹泻。

扎嘴刺嗓子：吃菠萝的时候可能会感觉扎嘴

或刺嗓子，这时草酸钙结晶在捣鬼。我们在咀嚼

菠萝的时候，水分就会进入被破坏的植物细胞内

并令其膨胀，大量的草酸钙结晶也被顺势推至口

腔中，便会刺激口腔组织，从而产生扎嘴刺嗓子

的不适感。

低血糖：有人吃了荔枝后会头晕乏力脸色发

白，此为“荔枝病”，原因是荔枝中的次甘氨酸

类物质会干扰正常糖代谢，使人产生低血糖的反

应。

烧心：像酸枣、杨梅、柠檬等水果都含有大

量有机酸，如果一次性吃太多就可能刺激胃酸分

泌，继而引起烧心和胃灼烧等不适。

过敏：芒果、甜瓜等水果都很容易引起过敏

反应，表现为皮疹、皮肤瘙痒、呼吸不畅等，严

重时甚至会引起全身过敏症状，或可引起休克。

二、3种水果已被列入“致癌清单”，不能吃？

近些年食品安全问题十分严峻，引起众人关

注，最近关于“水果被列入致癌清单”的消息在

网络上也沸沸腾腾。消息是真是假呢？

1、带斑点的香蕉

香蕉表皮会长斑，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表

皮细胞氧化碳素自然氧化的结果，二是香蕉有炭

疽病。

但无论是哪种原因导致香蕉变黑，只要香蕉

内部果肉没问题，那么食用后都不会对人体产生

危害，也不存在致癌的说法。

2、畸形的草莓

网传个头大、畸形的草莓是用了激素，吃了

致癌。

其实，激素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更主要原因

还是授粉不足，比如低温、环境等因素都可能引

起草莓授粉不足的问题。

另外还有观点指出草莓用激素催熟才会空心

，其实这并不是绝对，比如有些草莓果肉密度偏

小，出现空心就很正常。

种植草莓时最常用的激素是膨大素，是一种

植物生长调节剂，其实在很多果蔬中都有应用，

作用是促进植物细胞加倍分泌出分裂素，并促进

生长素分泌，让果实更大。

但国家有严格的使用规定，如果超量使用，

不仅影响草莓口感还会涉及违法，得不偿失。

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专家阮光锋表示：

膨大素使用量很小且降解速度快。在动物实验中

，即使少量进入体内，一周后残存量也仅为2%，

而低剂量膨大素对肝肾的影响仍在进一步研究中

，目前也没有膨大素致癌的报道。即使用了膨大

素的草莓，也并非“毒物”。

3、打蜡的苹果

苹果生长时自身就会分泌果蜡，目的是防止

微生物或农药入侵，对人体并无害。

还有一种就是人工打蜡，是一种可食用的天

然动植物分泌物，目的是也是为了防止微生物入

侵，同时也可以保鲜。

苹果上打的食用蜡，和化工生产的蜡是不一

样的。食用蜡来自生物体内，由脂类、碳水化合

物等组成，正常的食用苹果并不会危害健康。我

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也规定，巴西棕

榈蜡、果蜡等是可以用于水果表面作为膜剂的。

三、真正存在致癌风险的是这种水果

水果发霉了你还吃吗？很多节俭的人就会用

刀削去坏的部分，好的那部分继续吃，但其实这

样大错特错！

水果霉变了我们肉眼可以看到，但是病菌等

微生物所分泌的有毒有害代谢物却不可见，食用

后就会有中毒的风险，即使将霉变部位切除，正

常部分所含的毒素也可能是霉变部位的10%至

50%。

换言之，削去霉变部位的水果仍存在安全隐

患。

水果从采摘，装箱，运输，售卖再到消费者

手中时，可能也会有坏掉的问题，那么还能吃吗

？其实这两种情况，水果还可以吃。

情况1：机械性损伤。即跌撞、挤压、磨损

等造成的水果表破皮损伤，并不会产生微生物毒

素，短时间内可放心食用。

情况2：低温冻伤。低温状态下水果中歧化

酶活性和果胶酯酶降低，细胞结构就会被破坏，

水果也容易变软发烂，实际上水果冻伤是细胞的

破损，也不存在微生物毒素的问题，抓紧食用也

是相对安全的。

四、如何健康食用水果？

我们每天都要吃足够的水果以补充身体所需

的维生素、纤维素等营养，那么水果要怎么吃才

对呢？

1、清洗干净

吃水果前一定要将水果清洗干净，去除表面

的病菌微生物以及残存农药等，如果水果有外皮

最好也去除，也可以使用果蔬清洁剂或者用盐水

泡。

2、吃足够量

膳食指南中建议我们每日都要吃200至350g

的新鲜水果，需要注意的是，果汁果糖等不能替

代水果。

3、种类多样性

不同水果的营养价值均不同，所以吃水果应

“雨露均沾”，膳食指南建议每日吃12种食物，

那么大家可以吃不同种类的水果。

4、别把水果当饭吃

女性想减肥于是就把水果当饭吃，但这样很

容易刺激肠胃并导致营养不良，建议还是将水果

作为三餐后的补充食物。

水果酸甜可口又营养丰富，每日吃足够的水

果才能获取对健康有益的维生素等营养，但水果

也不可贪多，同时注意不要局限一种水果，可以

吃多种类的水果，吃水果前一定清洗干净，如果

吃水果后出现不适，也要第一时间就医。

3种水果已被列入“致癌黑名单”
吃多了致癌，真的吗？答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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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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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僑鄉廣東

岭南处处是春天，广东时时无闲人。

2022 年 GDP 达 12.91 万亿元，连续 34 年居

全国首位，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六年全国第

一……过往的广东成绩斐然，基础雄厚。2023

年 GDP 预期增长 5% 以上，工业投资增长 10%

以上，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

区建设，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如今的广东勤奋赶路，势要争锋。

铆足干劲拼经济

“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奋斗正当时。”

2023年，争取社会融资规模增长10%以上；

安排省重点项目1530个，总投资约8.4 万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1 万亿元……在 1 月 28 日召开的

广东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个个具体目标传递

出强烈的“拼经济”信号。

全省各地奋楫扬帆，努力破局。广州 2023

年的目标瞄准 GDP 增长 6% 以上，将推动全年

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外贸进

出口总额“三个一万亿”支撑全市 GDP 突破 3

万亿元。深圳提出以“双区”建设为牵引，坚

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大

做强“20+8”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

加快推进“工业上楼”。

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西江干流治理工

程、广汕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预计今年竣工；深汕合作区比亚迪汽车工

业园二期项目，江门中创新航、隆基太阳能项

目，珠海爱旭太阳能项目，佛山瑞浦兰钧项目，

肇庆璞泰来、吉阳智能锂电等重大制造业项目，

纷纷落地开工……当前的南粤大地，大抓项目、

抓大项目，一批重大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产业跃升锻优势

拼，既讲速度，也重质量。

科技自立自强是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

素。如今在广东，广州粤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

司从“小步快跑”到“快速迭代”，用了 4 年

多时间建成了粤港澳大湾区首家且唯一进入量

产本土 12 英寸晶圆制造企业；华润微电子深圳

12 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增芯”等重大项目

也接连落地，助力先进制造业大步向前。

夯实科创根基，广东既向先进制造业谋新，

也推动传统制造业求变。今年 2 月，广东提出

推动全省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走时尚化、高端化、

品牌化、数智化、低碳化、国际化和总部经济

集聚地、创意设计策源地、服贸会展新高地的“六

化三地”，力争到 2025 年年底纺织和服装产业

营收达到 7000 亿元、到 2027 年翻一番，建成

世界级先进纺织服装产业强省。

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提出，广东靠制造业

起家，新征程上要坚持制造业当家，把制造业

这份厚实家当做优做强，在新的高度挺起广东

现代化建设的产业“脊梁”。广东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的数据显示，目前，广东制造业增加值

规模约占全国的 1/8，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超

四成，贡献了近四成的税收，吸纳超三成的就

业人口。

区域协调开新局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广东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下好“区域协调

发展”一盘棋。在粤东，中山（潮州）产业园

发挥天然良港优势，吸引益海嘉里、华瀛 LNG

接收站等相继落子，粮油加工、临港清洁能源

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在粤西，湛江、茂名两个

世界一流炼化基地比邻而居，集聚形成绿色石

化、先进材料产业集群；在粤北，深圳（河源）

产业园凭借“深圳基因”大力发展手机产业，

加快打造电子信息千亿产业集群……在全省推

动产业有序转移，正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

键一环。

省产业园是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承接珠三角

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在

广东，省产业园基本实现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县

域全覆盖。省产业园承接能力持续增强，园区

现有工业企业达 8600 家，四成以上来自珠三角

地区；社会贡献逐步提升，累计提供 115 万个

工作岗位，贡献超过七成税收。

县域经济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短板”，也

是“潜力板”。近期，广东密集召开专题会议

并印发文件，部署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

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其中明确，

支持各县做大做强 1-2 个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推动县域承接产业有序转移、县域经济实现高

质量发展；开展争创全国经济强县行动，重点

支持若干基础条件好的县（市）做大做强做优，

示范带动全省县域高质量发展。

当前，全省各地争先开创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新局面。茂名着力推动“五棵树一条鱼一桌菜”

特色产业全链发展，打造荔枝、化橘红、罗非

鱼等百亿级产业集群；惠州博罗县则围绕做大

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精准招商，加快

推进千亿级智能装备产业园建设。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广东上下一心，正

奋力把高质量发展“施工图”转化为“实景画”。

（文 / 羊城晚报 许张超 孙晶 王丹阳）

侨 乡 广 东

这个春天，南粤很“燃”！

据广交会官网消息，第133届广交会线下展将于4月15日在广州开幕，分三期举办。

其中，第一期时间为 4 月 15 日至 19 日，第二期时间为 4 月 23 日至 27 日，第三期时

间为 5 月 1 日至 5 日。

3 月 10 日，本届广交会境内采购商办证申请入口正式开放。

本届广交会将首次启用四期展馆，展览面积由过去的 118 万平方米扩大到 150 万

平方米，规模再创新高。3 万多家企业参展，拥有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等称号的优质企业超过 5000 家，参展质量显著提升。

本届广交会将增设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孕婴童用品

3 个新展区，以及智慧生活、银发经济、检测试剂与防护用品 3 个新专区，在保持 16

大类商品类别的基础上，展区总数达到 54 个，专区总数达到 159 个，全面展示产业发

展最新水平和科技进步最新成果，为全球采购商呈现一场“中国制造”的盛宴。

本届广交会首次在三期展览均设立进口展区，所有商品类别全部面向境外企业开

放。目前，来自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的国际优秀企业参展活跃，土耳其、韩国、印度、

马来西亚等国家将组团参展。同时，中国颇具采购实力的连锁企业，如华润万家、卜

蜂莲花、苏宁易购、名创优品等踊跃参会。（南方 + 陈晓 图 /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供图）

第 133 届广交会线下展将于 4 月 15 日至 5 月 5 日分三期举办

【美南新聞泉深】基輔消息：烏克蘭陸軍最高地面部隊指揮
官3月23日週四表示，烏克蘭軍隊將“很快”發動期待已久的反
攻，因為俄羅斯的大規模冬季攻勢在沒有拿下巴赫穆特的情況下
失去了動力。

陸軍最高地面部隊指揮官亞歷山大·西爾斯基（Oleksandr
Syrskyi）上將的言論是基輔迄今為止最強烈的跡象，儘管在嚴酷
的冬天承受了俄羅斯的猛攻，但表明烏克蘭已接近轉變策略。

西爾斯基在電報社交媒體網站上說，俄羅斯的瓦格納僱傭軍
試圖在已成為這場戰爭中最長、最血腥的戰鬥中奪取巴赫穆特，
但“正在失去相當大的力量，並且正在失去動力”。

他說：“很快，我們將利用這個機會，就像我們過去在基輔
、哈爾科夫、巴拉克利亞和庫皮揚斯克附近所做的那樣。”他列
舉了烏克蘭去年的反攻行動，說這證明了戰爭的轉折點，奪回了
大片土地。

西爾斯基是烏克蘭去年戰略背後的最高指揮官之一，該戰略
擊退了俄羅斯對基輔的進攻，並在 2022 年下半年擊退了莫斯科

的軍隊。
但自去年 11 月烏克蘭發動最後一次大規模攻勢以來，烏克

蘭的前線已基本停滯不前。從那以後，莫斯科派遣了數十萬名新
徵召的預備役軍人和從監獄招募的罪犯參加雙方都稱之為絞肉機
的戰鬥。

俄羅斯的戰役收效甚微，看起來烏克蘭可能會撤出東部小城
市巴赫穆特，使莫斯科自去年 8 月以來首次取得小小胜利，但烏
克蘭本月決定將其軍隊留在那裡。

長期以來，基輔一直表示計劃在今年某個時候使用新提供的
西方武器進行大規模反攻。去年，在俄羅斯在東部的大規模戰鬥
中耗盡其兵力之後，俄羅斯迅速發動了幾次最成功的攻勢。

莫斯科沒有立即回應其在巴赫穆特的部隊正在失去勢頭的最
新說法，但瓦格納僱傭軍老闆葉夫根尼·普里戈任（Yevgeny Pr-
igozhin）最近幾天發表了悲觀的聲明，警告烏克蘭要發動反攻。

週一，普里戈任發表了一封致國防部長謝爾蓋·紹伊古的信
，稱烏克蘭旨在切斷瓦格納的部隊與俄羅斯正規軍的聯繫，要求

紹伊古採取行動防止這種情況發生，並警告說，如
果他失敗了，將產生“負面後果”。
週三，英國國防部報告稱，烏克蘭在巴赫穆特以西

發動了局部反攻，這可能會緩解用於向基輔部隊在
該市內補給的主要路線的壓力。
它說，俄羅斯仍然存在可能包圍巴赫穆特的烏克蘭

軍隊的威脅，但“俄羅斯對該鎮的攻擊很可能正在
失去它已經獲得的有限勢頭”。
俄羅斯在習近平離開時發起攻擊
本週，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作出自一年前發動戰

爭以來最盛大的外交姿態，在莫斯科接待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進行為期三天的國事訪問。兩位領導人
承諾友好並共同譴責西方，但習近平在公開場合幾
乎沒有提及烏克蘭戰爭。
星期三，也就是習近平離開的那天，莫斯科派出一

大批無人機對烏克蘭北部進行空襲，火箭彈襲擊了南部扎波羅熱
的兩個公寓樓。

星期四，其中一起襲擊造成的死亡人數上升至九人，襲擊發
生在基輔南部一個河邊小鎮的宿舍。

去年二月，俄羅斯在其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中入侵烏克
蘭，聲稱基輔與西方的密切聯繫是一種安全威脅。此後，雙方數
以萬計的烏克蘭平民和士兵被殺。俄羅斯摧毀了烏克蘭的城市，
並讓數百萬人逃亡。它聲稱已經吞併了近五分之一的烏克蘭。

基輔和西方稱這場戰爭是無緣無故的攻擊，旨在征服一個獨
立的國家。

上週，國際刑事法院以戰爭罪指控對普京發出逮捕令，指控
他非法驅逐烏克蘭兒童。莫斯科對此予以否認，並表示收留兒童
是為了保護他們。

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是普京的盟友，在普京擔任總理時代
替他擔任總統四年，他說逮捕普京將等同於對俄羅斯宣戰。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烏克蘭稱俄羅斯對巴赫穆特的攻擊
失去動力，反攻即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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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3年3月23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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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外流球員回歸坐鎮

迎戰新加坡迎戰新加坡迎戰新加坡
港足最強陣容港足最強陣容港足最強陣容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
主任楊萬明訪港，22日下午與中國香港體育協
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一眾委
員午宴，共商香港體育發展。席間，港協暨奧
委會副會長霍啟剛向楊萬明副主任介紹香港體
育界的最新發展，雙方並回顧在疫情期間，香

港運動員前往內地作賽的檢疫安排，港協暨奧
委會感謝內地給予香港運動員和隊伍的支援，
讓運動員在疫情下仍可安心比賽。

此外，雙方亦討論2025年第15屆全國運動
會的籌備工作，港協暨奧委會提出期望爭取在
港舉辦的賽事項目，獲楊萬明副主任答允向內

地相關部門轉達意向，居中協調，務求令全運
會順利舉行。

霍啟剛表示，隨着疫後復常，香港和內地
的體育交流將更趨頻繁，相信香港能發揮國際
體壇盛事之都的優勢，繼續以體育向世界說好
中國故事，說好香港故事。

楊萬明與港協暨奧委會委員午宴

2023年全國春季游泳錦標賽進入第三個比賽
日，奧運冠軍得主汪順、李冰潔發揮依舊穩定，在
各自的參賽項目中毫無懸念地將金牌收入囊中。

男子項目方面，汪順在400米個人混合泳決賽中
以4分14秒23一舉奪魁，他在賽後表示：“這個項
目既快樂又痛苦，快樂是能夠順利完成比賽並且成
績還可以，痛苦是因為其實並不容易。全運會後我
再也沒有游過400混，希望自己的身體能適應一下，
也希望能通過這次比賽找出一些問題。目前有在加
強體能訓練，比2022年強度更高、量也更大，希望
能夠通過量變引起質變。”

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決賽中，浙江隊選手費立
緯位列第一；廣東隊獲得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
冠軍。

女子項目方面，李冰潔奪得400米自由泳冠軍。
前三個比賽日，李冰潔已經四次登上冠軍領獎台，
被問及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時，這位21歲的奧運
冠軍粲然一笑，“要是奧運會能這樣就好了。”目
前，李冰潔已在本次比賽中刷新了兩項個人最好成
績。她坦言，希望自己能在接下來的800米自由泳比
賽中再次刷新一項個人最好成績。

在女子100米自由泳決賽中，江西隊小將程玉潔

的表現令人眼前一亮。她在奪冠的同時游出了53秒
85的成績，與張雨霏創造的全國紀錄（52秒90）相
差不到1秒。與現場歡呼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位17
歲女孩賽後的冷靜，“今天的感覺一般，沒有突破
自己的最好成績，感覺賽前調動還是不算太充足，
比賽沒有完全釋放出來。在國際上我年齡還是偏
小，還要為跟國際上的運動員競爭而努力。”

此外，在女子200米背泳的決賽中，浙江隊選手
柳雅欣2分07秒35的奪冠成績，也與趙菁在2010年
創造的全國紀錄（2分06秒46）差距甚微。

◆新華社

全國春季游泳錦標賽汪順 李冰潔發揮穩定

◆

汪
順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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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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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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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足今次友賽
新加坡隊備受球

迷期待，香港足總早於3月
10日已宣布所有門票售罄，事
實上港足今次陣容可謂近年最“齊
腳”，除陳俊樂外5名外流球員均在陣
中，其中以在中超有出色表現的梁諾恆最受注
目，主帥安達臣更希望這位効力浙江隊的中堅能擔
起防線領袖的職責：“梁諾恆很願意提點隊友，球隊需
要這類型的球員，有他在陣有利於我們發揮迫搶踢法的效
果。”

而近年轉型右閘的茹子楠，上季在中超球隊梅州客家均不乏上
陣機會，更偶有佳作射入“世界波”，他表示自己體能及身體對抗均有
所進步，希望在攻守兩端都能為港隊作出貢獻：“主場出擊一定會以贏球為
目標，除此之外最重要是培養默契和熟習主帥安達臣的戰術思路，為明年的
亞洲盃決賽周做好準備。”

除了外流球員回歸，今次港足名單亦有不少新面孔，其中艾華、潘沛
軒及黃皓雋均是鋒線球員，安達臣希望他們能盡情發揮所長，為港隊進攻加
快速度和增強侵略性，在全場爆滿的旺角場球迷面前踢出漂亮的足球。

新加坡旨在鍛煉年輕球員
至於新加坡方面則有効力泰超

巴吞聯的射手艾辛芬迪因傷未有隨
隊，主帥西谷隆之及主將沙軒均表
示，今仗對隊中年輕球員來說將是
寶貴的經驗：“我們有一些主力未
能隨隊，今仗的重點是鍛煉年輕球
員，今場我們將面對坐滿對方球迷
的作客環境，這會是一個很好的經
驗，而賽果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相隔近半

年再迎正式賽事，

香港足球代表隊（港

足）於23日晚8時主場

出擊迎戰新加坡隊。在有

5 名外流球員回歸坐鎮

下，港足今仗以最強陣容

出戰，誓要在全場爆滿的

旺角大球場踢出漂亮一

仗。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

▲港隊球員積極備戰23日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

◀ 新加坡隊職球員練
習前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攝

◆新加坡球
員22日展開操
練。 香港文匯
報記者郭正

謙攝

▲港隊幾名門將相處融洽。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

中國男足
新科主教練揚科

維奇22日在奧克蘭
表示，中國男足將在與

新西蘭國家隊的兩場友誼賽
中全力爭勝。
揚科維奇表示，他治下的國

家隊，任何比賽都將全力爭勝。這
個目標與對手是誰無關，而是更關注
中國隊自己的表現。他希望隊員們踢出
“我們的足球”。揚科維奇還表示，這
支新西蘭隊身體強壯，節奏快。剛剛開始
磨合的中國隊需要適應強對抗的比賽，新
西蘭隊是理想的熱身對手。
當談到這支國家隊的年輕隊員和比賽經

驗時，揚科維奇承認這支球隊正處在新老交
替的階段，但他重申自己的“國家隊標準”
是比賽中的團隊付出、嚴明紀律、奔跑能力
和戰鬥意志。他強調，這些與隊員的年齡無
關，在他的標準面前，新人老將，一視同
仁。他特別鼓勵新隊員要用全新的態度投
入比賽，力爭為球隊帶來新的化學反應。揚科維奇
透露，這支國足在其麾下集訓3周以來，絕大部分
隊員狀態良好，每名隊員都對上場比賽躍躍欲
試。

3月23日和26日，中國男足將分別在
新西蘭最大城市奧克蘭和首都惠靈頓與
新西蘭國家隊進行兩場友誼賽。同
期，中國國奧隊也將與新西蘭國奧
隊進行比賽。這將是揚科維奇擔
任中國男足主帥以來首次海

外正式比賽。
◆新華社

◀ 楊 萬 明
（左）與霍啟

剛等委員共商
香港體育發
展。
中國香港體育
協會暨奧林匹
克委員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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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很多人选择到国外留学，就是为了能到世界

顶尖的大学深造一番，为以后的职业道路打好基

础。毕业后，有些人会优先在当地找工作，而有

些人则会回国发展。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回国发展。那么，你可能会好奇，海归在国内

的就业前景如何？哪些行业最受海归欢迎？他们

的薪酬水平又如何呢？

最近智联招聘发布了《2022中国海归就业调

查报告》。这份报告显示，2022年回国求职的留

学生数量同比增长了8.6%，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海归们更倾向于前往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发展，我

国企业对海归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超过四成的

海归薪酬符合或高于他们的预期，比2021年更加

乐观。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企业对人

才的需求量不断攀升。很多公司为了和国际接

轨，会倾向于招聘一些了解外国文化、英文出

色，具有海外学习生活背景的人才。为了满足

国内企业的需求，政府也在积极组织本地公司

去海外招聘人才。相关平台数据显示，2023年

春节后的第一周，海归优先的职位数量和在国

内求职的海归人数都在增加。2月3日，海归优

先职位比1月28日增加了11％，海归求职人数

增加了27％，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和招

聘机构开始重视海外人才，看好他们在国内市

场上的潜力和价值。

报告揭示，英国是留学国家里回国求职的留

学生比例最高的，占了41.4%。其次是澳大利亚

（20.3%）和美国（9%），排名和2021年一样。

马来西亚、日本和新加坡的应届留学生数量同比

大幅增加，分别增长了66.1%、50.9%和37.7%。

这可能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前往东南亚和东亚留

学有关。

为什么这么多人毕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呢？接

受调查的58%的人表示在国内生活更加便利，更

适应国内的文化环境。有32%的人认为国内的就

业机会更多，还有22%的人则相信国内的经济将

会迅速复苏，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因素都成

为留学生回国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海归优先职位的行业来看，咨询和互联

网/电子商务排名前两位，分别占14.3％和11.1％

。人力资源和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的需求不断增

加，导致相关海归人才的需求上涨。生物医药和

装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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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海归优先职业来看，2022年占比较高的是

留学辅导、语言培训、翻译等专业化岗位，占比

均超过6%。前20个招聘需求占比的职业还包括

销售顾问、市场/品牌推广、保险、银行及金融

服务等市场类及金融类岗位。

从薪资来看，海归优先岗位平均招聘薪资连

续三年上涨，2022年高达14680元/月，比2021年

的13719元/月增长961元，涨幅7%。随着海归职

位结构的优化，海归优先岗位的平均招聘薪酬也

在逐年提高。

对于大多数2022年回国求职的留学生（76.7%）

而言，薪酬福利是他们的首要考虑因素。海归人

才们认为，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是非常宝

贵的，因此他们自然也期望得到相应的回报。这

也让国内的公司不得不对薪资福利做出相应的提

高，以吸引更多的海归人才回国就业。不过，薪

资并不是唯一的重要因素,41.9％的海归人才还关

注企业的发展前景，希望能够在一个稳定的企业

环境中工作，同时有机会参与到公司的战略规划

和发展中来。

回国求职是一个艰难而又充满机遇的过程。

在竞争激烈的求职市场中，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

职位、获得满意的薪资和福利待遇，成为了海归

人才面临的重大问题。但是，留学国外所收获的

丰富见闻、海外文化知识，为国内企业的国际化

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也必将在未来的发展中

发挥重要作用。

国内企业需求激增，海归人才成就业热点

留学生回国后的就业问题一直以来备受大众

关注，我们经常能看到诸如此类的新闻：

女生留学六年花200万卖掉家里唯一住房，

回国拿2000元底薪!

海归硕士生求职：“我就这样被1600元底

薪碾压”!

海归变“海草”，留学生自曝出国花费140

万，回国后工资却只有4500……

而且社交媒体上也时不时出现“留学无用论

”，“留学生被985/211学生碾压”，“留学就

是白花钱”等说法。

那么留学是真的不香了吗？

事实上成为“新闻”的事情，在生活中所占

的比例并不高。有网友调查了100位来自美国、

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地区海归真实爆料，留学

生回国后的真实薪资其实是这样的：

美本硕，在美国留学9年，回国第一年3线

城市，常州金坛区，14k/月；

英国本科，会计金融，帝都做外企财务分析

，刚入职月薪税前5.5k，工作半年后加薪到7k；

英硕，毕业工作3年，工程单位，月薪2.5

万，年底绩效好的话，一年40万+；

加拿大6年，坐标上海，刚回国，收到offer

，税前11k，加提成。

不同的地方，留学成本不同

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留学是一笔很大的投

资，甚至有些家庭会为了送孩子留学而卖房、贷

款。

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最新发布的

《门户开放报告》，2021-2022学年，中国留学

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约105.4亿美元。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在衡量留学价值或做

留学决定时，将投资回报率纳入重点考量范围。

高回报率意味着投资收益与其成本相比具有优势

，低回报率则意味着投资收益与其成本相比处在

劣势。

在留学这个问题上，回报率是指后续收入

（留学结束后）和花费支出（留学期间）之间的

比率，也就是去留学的人在留学这个经历中得到

的经济回报率。

想要获得高回报率，除了增加后续收入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减少花费支出来达到效果。那么

，不同国家/城市/专业的留学成本到底有什么不

同呢？

以热门留学目的地读研为例，让我们来看一

看他们的区别。

据统计，美国TOP60的学校将近一半都宣布

学费上调。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

杜克大学布朗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等。

美国高校学费连年提升，从2002年到2022

年的10年间，美国私立大学的平均费用上涨了

144%； 公立大学的州外费用上涨了171%，州内

费用增长速度最快，增长了211%。

总费用预估（按美元汇率6.7507换算）：30

万元-60万元/年

英国 本科留学生一年学费在9000-40000英

镑不等，大部分专业的学费在12000–20000英镑

之间，医学专业学费甚至可高达61435英镑。

英国一年制硕士

，学期较短总体

的花费可以稍微

缩减，并且可以

在短期拿到世界

认可的硕士学位

证明。不同的专

业学费各不相同

，按课程分，文

科类的专业学费

比理科类的专业

低，医学和商学

等专业学费较高

，艺术留学生的

费用也高。

在英国留学生活

费的标准，大致

分为伦敦地区和

伦敦以外的地区

。目前伦敦的生

活费用一般大约

为每月1100英镑*

9 个月=9900 英镑/

学年，伦敦以外

生活费会少一点

为每月900英镑*9

个月=8100英镑/学

年。

总费用预估（按英镑汇率8.1118换算）：30

万元-50万元+/年

加拿大 据加拿大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加

拿大留学本科/研究生，在2020/2021年平均学费

，本科生：$32,019，研究生：$19,252。不同专业

的平均费用也不同

总费用预估（按加元5.2469汇率换算）：13

万元-50万元

日本 日本的国立大学学费一般较低，公立

次之，私立大学费用则较高。

国立大学学费不会按照专业不同而不同，学

费一年3-4万元左右，入学金在2万元左右。

公立大学的热门专业费用比普通专业更高，

学费在4-5.5万元之间，入学金2万元以上。

私立大学数量最多，名校也很多，学费不仅

在专业上有差异，还区分文理科，通常理科专业

费用更高，目前一年学费在5-8万元之间，入学

金在1.5万元左右。日本的部分学校设有学费减

免制度。

日常开销一般在一个月1万元左右，年开销

8万到10万元之间。持有3个月以上留学签证的

同学，到达日本并办理资格外活动许可后可以合

法打工，每周打工不可超过28小时。76%的在日

留学生有打工的经历，每月的平均薪资是59000

日元（约合人民币3800元）。

中国香港/新加坡 总费用：约20-50w/年，名

校商科费用普遍高于其他学科

学费：约10-35w//年

生活费：约10-20w/年

结合自己和家庭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目

的地，可以让留学这件事变得更“值”。

尽管留学生在就业薪资方面的形式较为乐观

，但海归中有45%的人认为自己目前的薪资低于

预期，25%的人认为远低于自己的预期。

相较于2020年，该两项占比均有所提高，

而2021年基本符合预期的占比相较于2020年下

降了11%。此外，认为自己薪酬高于预期的人数

占比也由5%下降至2%。

虽然留学生的薪资情况较国内学生展现出优

势，但其起薪仍集中在8-40万区间内，并不能实

现短期内的迅速回本。若是选择了体制内的工作

或国企央企，回本时间则可能进一步拉长。

这时候，如果留学生的专业是计算机、数据分析

等国外需求量比较大的热门专业，则可以考虑先

留在在国外工作几年再回国。高薪酬、较为平衡

的工作与生活关系和外币汇率等优势可以加速回

本，提高留学ROI。

实际上，除了薪资，留学的收益还来自以下

多个方面。

更低的时间成本

大部分海外研究生的学制为1-2年，相比于

国内的2-3年，留学生能以同等学历更早地进入

职场，也就是更早地赚钱。即使是本科生，由于

国外灵活的政策，很多优秀的学生可以选择提前

毕业或修多个学位，大大提高了自己的职场竞争

力。

综合实力提高

独自在陌生国度生活的历练会让留学生更加

地独立自主，同时也锻炼了留学生快速融入新环

境的能力，这些能力是迅速适应职场和不断前进

的基石。

此外，一门流利的外语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

，体验发达国家的教育和文化，也能拓宽视野，

提升思想，让人变得更有思考力。可以说，留学

能全方面地提升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更多的就业机会

对于留学生来说，他们的就业面更广，就业

机会更多。不仅可以申请国内的岗位，同样可以

考虑留外。而对于国内的很多出海项目和外企，

留学又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甚至是不少大厂都

有专属的留学生招聘通道，以满足其招聘需求。

专属补贴/落户优势

目前，很多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落户政策不

断向留学生倾斜。分析近三年的留学生落户政策

，不难发现每一个城市都在鼓励留学生落户，一

步步放宽落户标准。此外，各种优惠政策和留学

生专属的人才补贴也非常丰富，如免税车、人才

公寓等等。

总的来看，留学仍是一个极具优势的选择和

投资。但留学本身并不是所谓的“金牌“、”王

牌”，能保证你找到工作，迅速回本，拥有理想

生活。“打铁还需自身硬“，刻苦学习，积极寻

找实践机会，努力提升自己，留学生们才能最终

获得期望的回报率。

美国本硕花费250万，国企工作月薪4000
留学红利真的消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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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為 「看見台灣．愛上台灣」的今年紐約
團友會台灣暑期夏令營活動已經開始報名。在此
，紐約團友會會長黃玉屏誠摯希望一直以來給予
最大支持的家長們，能協助將這些訊息傳達給今
年有興趣安排回台灣過暑假的親朋好友，若有任
何問題，也歡迎隨時電話聯絡。

三年的疫情阻隔了回鄉的路，也停止了孩子
們到台灣學習旅遊的機會， 如今春暖花開，生活
回歸正常，轉眼間夏天的腳步近在眼前，今年總
算可以安排孩子們外出參加夏令營活動，特別是
暑假裡計畫要回台灣的家長們，如何安排一個歡
樂學習又有美好回憶的假期，應該是家長們開始
仔細考量的時候了。

在各位的大力支持與鼓勵之下， 「台北華裔
兒童夏令營」雖然因疫情停辦了三年，但今年重
新出發，正式邁向第十六年。能這樣 「歷久彌新
」，真的要感謝許多熱心家長們給予我們諸多課
程活動與安排設計的寶貴建議；也因此，這項夏
令營才能如此深受大家喜愛，不僅更符合華裔家
長對孩子學習中文的需求，也愈來愈豐富多元、
大受好評。

今年的 「華裔兒童台北夏令營主題」延續過
去廣受歡迎的 「看見台灣．愛上台灣」，特別在
校外教學課程中安排前往台北市近郊各處觀覽美
麗風景。此外，學員們置身中文環境之中，還能
藉由每週的 「文化參訪活動」實際體驗台灣同齡
孩子們的日常娛樂與生活，可說是難得的機會教
育。本次活動從7月3日開始至7月28日，共四

週。凡是6至12歲的華裔兒童均可報名參加。
另外，廣受好評的 「海外華裔青少年志工服

務營」，是特別為海外華裔高中及大學生所設計
的營隊，除由新北市政府指導，並由台灣救國團
全力支持。活動從7月3日起至7月29日，包括
第一週的中文及團康訓練課程、兩週的新北市小
學英語團康遊戲服務活動，及最後一週的台灣環
島遊。同時，不但在環島行程中特別安排探索教
育的訓練學習，在兩週的志工服務期間，為了讓
參與志工能夠融入台灣在地生活，也特別安排大
家到新北市的寄宿家庭中體驗Homestay，讓海外
青少年親身感受 「台灣青少年的日常」，加深對
於 「生活在台灣」的印象與感情。

至於 「華裔青少年台灣中文夏令營」，則是
為年齡介於12至20歲、對華語有興趣的海外青
少年所設計，課程重點為 「加強中文說、聽、讀
、寫能力」，從7月3日至7月28日，為期共四
週。

暑假到台灣學習中文營隊的名額各有36名，
志工服務營的名額僅有26名，環島遊的名額則有
60名，名額有限，請大家儘早報名。

下載報名表及活動須知，可上僑英文教基金
會網頁下載相關資訊 http://www.CharmingWill.
org

詳情請洽：黃老師:(516)699-2636；王老師:
(650)262-6638；紐約團友會：（516）987-5000
， 電 郵 ： NYadmin@CharmingWill.org 、
tung616@yahoo.com。

紐約救國團之友會台灣暑期夏令營活動開始報名
回台灣學中文、做志工服務、參加環島旅遊/連結與台灣的情感

中華文化中心中文學校為提高學生中文學
習興趣並響應美南地區 「僑務委員會112年海
外正體漢字文化節」活動，依照往年舉辦校內
學藝競賽-寫字比賽，時間為2023年3月11日
星期六。
2022秋季學校開始實體上課，這次比賽學生現
場參加，集中在大教室舉行。今年的【寫字比
賽】包括硬筆寫字和毛筆書法。除了學前班和
拼音班因為年幼不參加，第一二冊學生和成人
班，限於學習中文時間很短，以鉛筆寫字，第
三冊以上全部用毛筆寫書法，全校分上午，中
午，下午三個時段進行比賽，再由校長聘請評
審評分。

鑑於許多學生是第一次接觸毛筆，一月初
學期開始，我們請書法老師先做簡單的介紹文

房四寶和紙張的使用，握筆方法，讓學生對於
中國書法藝術有了基本認識，之後由各班老師
利用上課時間持續指導和給予練習。

學生們除了在課堂上認真學習，也會在課
外時間在家練字。3/11（六）比賽當天每人屏
住氣息，全心投入，唯恐稍有差錯，態度之認
真令人感動。

感謝家長的幫忙和支持。學生們無論年齡
大小，反覆練習後看到成果出乎意料的好。相
信他們對於明年的學藝競賽肯定更有信心。

比賽結果優勝者共有 16 人，“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學藝競賽肯定了學習成果，也擴
展了學習領域。希望透過此次比賽，將來會有
更多人學習書法。更感謝僑委會和僑教中心的
多方協助，再次促成這次活動圓滿完成。

中華文化中心中文學校
2023春季班學藝競賽-寫字比賽

3/26 日星期天美西下午四
點半

線上特映+專業講座+導演
座談
主持人
- 陳宇醫師 (UCSF 記憶與老化
研究中心)
醫學講座
- 鄭文立醫師 醫學解析 "社交
與孤單的重要性"(UCSF 記憶與
老化研究中心)
座談與答詢

「得到失智症後，如何融
入社會？在記憶裡消失，愛依
然存在嗎？」
- 葉愛珠女士 阿滋海默症協會
介紹(阿滋海默症協會講師)
- 唐美珍女士 (UCSF 記憶與老
化研究中心)
- 何蔚庭導演 拍攝幕後故事(坎
城影展得主、金馬最佳新導演
2010《台北星期天》)

細節及報名 : 請上網 https:
//wyc1.eventbrite.com

預 告 片: https://youtu.be/
QaLJ0yLnmOU
有效的溝通策略教育講座

3月28日， 星期二， 下午
3-4 點 (普通話授課)

網 上 註 冊 ： tinyurl.com/
ECCMar28

4月12日， 星期三， 下午
1-2 點 (廣東話授課)

網 上 註 冊 ： tinyurl.com/
ECCApr12

{從鏡頭看腦部健康}系列三 失智症影片欣賞互動講座
開幕片《我愛恰恰》台北電影節2012最佳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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