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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行動的力量

    
動商機

成就您的夢想

貸

．SBA 7 (a) 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總行                         糖城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713-771-9700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察遜分行                        布蘭諾分行                 奧斯汀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1131 N. Jupiter Rd.              2304 Coit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600                      Suite A100
TX 75080                            TX 75081                            Plano, TX 75075          Austin, TX 78753  
972-246-1277                     972-301-5988                     972-673-0188              512-834-8866
                                                                                         

713-77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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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舉辦吃甜甜圈大賽好萊塢舉辦吃甜甜圈大賽 超級大胃王血拼奪冠超級大胃王血拼奪冠

美國加州好萊塢舉辦吃甜甜圈大賽美國加州好萊塢舉辦吃甜甜圈大賽，，參賽選手們狼吞虎咽爭奪大胃參賽選手們狼吞虎咽爭奪大胃
王稱號王稱號。。最終最終，，參賽選手參賽選手Matt StonieMatt Stonie在在88分鐘內吃下分鐘內吃下4848個甜甜圈個甜甜圈，，奪奪
得冠軍得冠軍，，但未能打破此前吃但未能打破此前吃5555個的記錄個的記錄。。

英國智能配送機器人上路測試英國智能配送機器人上路測試

英國智能配送機器人制造商Starship Technologies開發的送貨機器人在愛沙尼亞紹埃上路測試。該智能配送
機器人能夠實現99%的自動操作，這也就意味著它可以自行行駛，不過也需要人工監控和控制，防止機器人“走
失”。機器人在配送過程中，所攜帶的包裹都是被嚴密封鎖，接收者只有通過其智能手機才能打開。

強降雨襲擊也門首都強降雨襲擊也門首都
街道變街道變““河道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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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交45年，中西經貿合作不只是火腿和葡萄酒

提到中國與西班牙的經濟交集，首

先映入妳腦海的是葡萄酒，還是火腿？

但其實除了這兩樣，中西兩國經貿往來

還有很多領域。

今年是中國和西班牙建交45周年。

作為“壹帶壹路”沿線國家，中西兩國

共建“壹帶壹路”早期收獲滿滿。統計

數據顯示，2017年，雙邊貿易額309.4億

美元、同比增長7.5%。

而展望未來，中西經貿合作空間廣

闊。外交部部長王毅早前在訪問西班牙

時就表示，西班牙參與“壹帶壹路”合

作具有歷史和區位優勢，中方願將“壹

帶壹路”與西班牙的發展戰略相互對接，

開拓新的合作空間，發掘新的合作潛力，

不斷深化文化、教育、旅遊、體育、金

融、電信、可再生能源等領域交流合作，

積極開拓拉美、非洲等第三方市場。

穩步推進的經貿合作
目前，西班牙生產的葡萄酒、火腿

和橄欖油、奶酪等產品在中國市場備受

歡迎。據德國之聲電臺網站報道，2016

年，銷往中國的西班牙火腿總價值就達

到了約4.44億歐元。

另據西班牙葡萄酒市場觀察中心提

供的數據顯示，2017年，西班牙對中國

的葡萄酒銷量增長25.6%，中國成西班

牙葡萄酒的第五大市場，出口額達到

1.902億歐元。

中國電商的飛速發展，也為西班牙

產品提供了更多的銷售渠道。數據顯

示，2015年到2017年，西班牙生鮮在中

國電商平臺天貓上平均漲幅120%，是在

天貓上增速最快的國家之壹。

貨物貿易的快速發展離不開“壹帶

壹路”倡議下中歐班列的開通。商務部研

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對中新社

國是直通車記者表示，從中國義烏開往馬

德裏的中歐班列，已經成為亞歐大陸互聯

互通的重要橋梁。“從義烏到馬德裏，最

短15天即可到達，極大方便了雙方的貨物

運輸。”據了解，截至2017年12月，西

班牙參與義烏－馬德裏中歐班列項目合作

的自治區總數已達9個。

不僅如此，中歐班列在運輸費用上

幫助企業延展了發展空間。據中國國家

發改委公布數據顯示，中歐班列運輸費

用比空運減少80%，有效減少了資金占

用率，緩解了企業現金流壓力。

此外，隨著近年來中國出境遊人數

的不斷增加，西班牙也成為中國出境遊

的熱門目的地。數據顯示，2017年，有

15萬中國遊客到馬德裏旅遊。雖然這壹

數字僅占所有中國出境遊客的3%，但上

升趨勢卻尤為明顯，近六年來，馬德裏

接待中國遊客翻了3倍。

值得註意的是，不僅是越來越多的

中國人去西班牙旅遊，西班牙來華旅遊

也是越來越便捷。即將於5月1日起實行

的海南省對59國人員入境免簽中就包括

了西班牙。

但從目前整體而言，中西旅遊往來

規模並不算大，中國社會科學院西班牙

研究中心主任張敏對國是直通車表示，

西班牙休閑旅遊的價值，特色文化等方

面存在較大優勢，目前中西兩國文化旅

遊市場還未完全開發，如果加強合作，

對於提振西班牙經濟也有壹定促進作用。

第三方市場合作局面逐漸打開
據統計，截至2017年10月底，西班

牙對華投資項目2375個，實際投入超過

36億美元。目前，西班牙在華企業已超

過700家，主要涉及金融、能源、電信、

運輸等行業，桑坦德、西班牙對外銀行

等六家銀行在華設立了代表機構。

此外，縱觀近年來的數據會發現，

中西經濟合作已經逐漸從貿易重心轉向

了投資。在南開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系主

任彭支偉看來，之所以發生這樣的轉變，

壹方面，隨著中國經濟不斷發展，中國

已從貿易大國轉向對外投資大國，在此

背景下，中國對西班牙的投資規模呈現

快速增長。另壹方面，西班牙近幾年發

展經濟，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建設、旅遊

業等方面，都需要外來的投資，在此基

礎上，雙方進行互利共贏的合作，對彼

此經濟都有壹定提升作用。

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西

班牙在華投資項目 2292個，在華企業

700余家，實際投入35.2億美元，而中國

對西直接投資也超過7億美元。

此外，據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利用

外資和境外投資司副司長劉霞介紹，中

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與西班牙聯合技術

公司等組成的聯合體，成功中標科威特

國家石油公司新煉油廠項目，開啟了中

西第三方市場的合作。2017年，中遠海

運港口有限公司斥資2億歐元收購了西

班牙諾特姆港口公司51%的股份。目前

項目運營順利，也起到了良好的示範效應。

合作潛力有待進壹步開發
談及未來中西經貿合作新的增長點， 中

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長吳

洪英對國是直通車表示，中國與西班牙的

經濟發展存在壹定的互補性，中歐專列就

是“壹帶壹路”非常重要的壹個體現，所

以伴隨“壹帶壹路”倡議的不斷推進，開

通班次的增加，中西貨物貿易還會增長。

其次，西班牙的馬德裏是歐洲航運

重要的中轉站，中國往南美去的很多航

班都要經停馬德裏，中西在航空領域的

交往還在增強。同時，在投資方面未來

還有待進壹步擴大。

最重要的是，西班牙歷史底蘊深厚，

中國也有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雙方

增強文化交流也有助於促進雙方旅遊業

發展。“中國和西班牙的關系正在逐漸

發展成為全方位的合作。”

“但在旅遊的理念和方式上還需要

進行溝通。”張敏強調，中英德法是西

班牙最大的客源地，但西班牙壹些本土

品牌，比如PIQUE、Loewe等，在中國

國內市場的認可程度還不是很高，旅遊

消費的潛力還沒有挖掘出來。

另外，張敏還認為，雙方可在文化創

意產業加強合作，西班牙的美術、電影、

繪畫、戲劇、建築等世界領先。此外，雙

方在基礎設施建設、海洋經濟、生物技

術、航空航天、可再生能源等領域都可以

開拓新的增長點。雙方還可在第三方市場

如拉美國家展開進壹步合作。中國和西班

牙的智庫也可以開展更多合作交流。

全球首例3D打印人類眼角膜問世
用於移植或仍需時日

綜合報導 英國科學家以供體幹細胞、藻酸鹽

和膠原蛋白為原料，創造出壹種特制的“生物墨

水”，並首次采用3D打印技術打印出人眼角膜。

這意味著，人類未來可獲得無限供應的眼角膜。當

然，這種眼角膜用於移植可能還需假以時日。

紐卡斯爾大學組織工程學教授車康恩(音譯)

領導的團隊在近日出版的《實驗性眼研究》雜

誌上報告稱，他們將健康人士捐贈的眼角膜幹

細胞（眼角膜基質細胞）與藻酸鹽、膠原蛋白

混合，制造出壹種能用於 3D 打印的“生物墨

水”，隨後使用壹臺廉價 3D 打印機，將生物

墨水成功擠壓成同心圓，最終形成人眼角膜的

形狀，整個打印過程

不足 10 分鐘。而且，

研究表明，幹細胞可

以繼續發育。

車康恩表示：“全

球很多團隊都在努力研

制理想的生物墨水，希

望 使 這 壹 過 程 切 實

可 行 。我們的‘秘密武器’是藻酸鹽和膠原蛋

白混合而成的凝膠，其 可 以 保 持 幹 細 胞 的

活力，同時產生足夠堅硬（可以保持其形狀）

又足夠柔軟（可從3D打印機的噴嘴擠出）的材

料。”

研究人員也證明，他們可以通過掃描病人的

眼睛獲得數據，快速打印出大小和形狀合適的眼

角膜。

當然，車康恩也指出：“這種3D打印出來的

眼角膜還需接受進壹步測試，用於實際移植可能還

需幾年時間。但我們已經證明，使用從人眼獲得的

材料來打印眼角膜完全可行，這壹方法有望解決全

球眼角膜緊缺這壹難題。”

作為人眼的最外層組織，眼角膜的主要作用

是聚焦視線——如果把眼睛比喻為相機，眼角膜

就是相機的鏡頭。目前可供移植的眼角膜極其短

缺，全球約有1000萬人需要手術來防治由於沙眼

等疾病而導致的角膜盲；此外，由於燒傷、事故

或疾病引起的角膜功能障礙，導致約500萬人完

全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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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吃餃子的來曆和傳說
今天真長見識了！

吃餃子的來歷 民間傳說

天上的財神爺，每到過年

的時候，就推著一車財寶來到

人間，把財寶撒給各家各戶，

人們都很尊敬他，都拿出好吃

的給他吃。慢慢地，財神爺就

分得不均了，他見誰家給他的

東西多、好吃，他就把財寶給

誰家的多點，誰家拿出的少、

不好吃，他就少給誰家點。

有個老員外不信神，沒有

給財神爺準備好吃的，財神爺

到他家一瞧，大發脾氣，不但

沒給他財寶，還沒收了他家過

年的東西，連燒火的柴火也收

走了。玉皇大帝知道此事後，

命財神爺重新去把沒有撒財的

人家全部補上。

再說那老員外，為了安安

生生過個年，就囑咐大媳婦燒

火，二媳婦做飯，大媳婦過來

問：爹，用什麽燒火啊！老員

外說：金條。二媳婦過來問：

做什麽飯啊！老員外說：元寶

。聰明的大媳婦拿來黃紙裹成

金條的樣子當柴火燒，能幹的

二媳婦把白面揉好，用搟面杖

搟成圓片片兒，給裏面包一些

菜，捏成元寶的樣子後扔到鍋

裏煮。財神爺一見，暗暗稱奇

，就偷偷地把真元寶、真金條

扔進鍋裏走了。

這事兒一傳開，人們都照

著做，把小面片包菜做成的飯

叫餃子，以表示是財神爺送來

的財寶，從那時候起這個習俗

就流傳了下來。

現在您知道過年為什麽吃

餃子了吧？下次有人問起您過

年吃餃子的來歷和傳說，您就

可以把上面的故事告訴他了。

不食河豚 不知魚味

“無毒不丈夫”，

無毒也不河豚。要是說

河豚一點毒都沒有，美

食的挑戰性頓時消失，

反而有點無趣。

據說要是尋找鮮美

的極致，還是要在長江

裏搖曳，沿著長江入海

口逆流而上，一些洄遊

的魚類開始停泊在一個

個城市，它們帶來鮮美

的口感和動人的傳說。

比如河，在其背後，有

太多傳說與傳奇。這使

得它們猶如食客口中的

外星物種，人們熱衷於

談論它們的昂貴與稀少

，劇毒與多刺，種種吃

法，種種講究，傳奇與

故事，成為飯桌主料

。 首先要溯本清

源，人們約定俗成地把

“河鲀”寫作“河豚”

，這其實是一個生a物學

常識錯誤。河是魚類，

而河豚是哺乳動物，諸

如白鰭豚等等都算作河

豚的範圍。不過也沒有

必要吹毛求疵，所有人

提到“河豚”都知道是

那種需要“拼死吃”的

東西。中國長江裏常見

的河豚是紅鰭東方，隸

屬於形目、科、東方屬

。 河豚含有劇毒

，河毒素（Tetrodo Toxin

） 比氰化鉀還要毒上

500到 1000倍， 毒素通

過抑制神經細胞內的鈉

離子傳遞，麻痹神經細

胞，最小僅 10000MU/g

即可奪命。毒素集中在

肝臟、血液，在歷史上

有不少吃河豚斃命的案

例，以至於有傳說吃河

豚需要在廁所邊，一旦

中毒就要灌下糞便，來

活命。這也是想當然，

因為河毒素是神經毒素

。

因為含有劇毒，衛

生部在 1990 年出臺的

《水產品衛生管理辦法

》中規定：“河豚魚有

劇毒，不得流入市場，

因特殊情況需進行加工

食用的應在有條件的地

方集中加工，在加工處

理前必須先去除內臟、

皮、頭等含毒部位，洗

凈血汙，經鹽腌曬幹後

安全無毒方可出售，其

加工廢棄物應妥善銷毀

。”按照這個規定，所

有在餐廳出售河豚的做

法都是違法的。事實上

，每年在這個時節，吃

河豚蔚然成風，尤其是

長江沿岸的城市，以揚

中為最，走在揚中的大

街小巷，處處都有河豚

的蹤跡，甚至成了當地

美食節的重要內容。

有毒，是吃河豚最

危險也最誘人的一部分

。其實如今大多數河豚

都是養殖，沒有經過洄

遊，體內毒素不經過沈

積，已經減弱許多，甚

至無毒。“無毒不丈夫

”，無毒也不河豚，要

是說河豚一點毒都沒有

，美食的挑戰性頓時消

失，反而有點無趣。對

饕餮之徒來說，美味和

劇毒，這本身就是一道

中國版的“to be or not

to be”的命題。

河豚的常規做法有

兩種——紅燒和奶湯，

一紅一白，猶如紅白雙

煞。一個品嘗其濃厚，

一個品嘗其馥郁，各有

所長。制作河豚的廚師

理論上都要有一個資格

證書，以確定你的確是

經過培訓可以烹飪河豚

。做河豚要把最精華的

部分放在最上面，無論

是紅燒還奶湯，往往最

上面的是魚肝，這是河

豚最毒的部分，也是最

軟嫩可口的部分。一種

食材，越是有毒，越是

鮮美，人也是這樣，最

漂亮的姑娘都體內含毒

，令人上癮，欲罷不能

。其次是魚皮，河豚皮

據說很是養胃，需要一

口吞下，不能細想，不

能細細咀嚼，那種麻麻

的顆粒其實嚼起來並不

美味。

其實河豚最精華的

部分是魚白，也就是其

精巢。這種東西有一個

雅號：西施乳。中國的

酸腐文人給食物起綽號

總是往情色套路裏走，

比如福州菜中的西施舌

，其實就是一種叫沙蛤

的貝類。本是雄性器官

，被稱為美女的酥胸，

也挺胡亂意淫的。魚白

備受推崇的地方是在日

本，在電影《入殮師》

裏有一個橋段就是描寫

吃烤魚白，老入殮師的

臺詞是：“好吃啊，好

吃得令人為難。” 關

於吃河豚的至高體驗，

我也是聽一個朋友說的

。他說有一次吃河豚，

吃到爽處，只覺得嘴唇

微微發麻發木，腦袋有

點兒不靈光，幾乎已達

入幻，介於毒與非毒之

間，於是飛渡人性的深

淵，在裏面盤旋，達到

人生大和諧。如果以文

學化的境界論看，似乎

靠譜；但是如果以嚴謹

的科學論，我又覺得有

點扯淡。

台灣的盒飯好吃到什么程度？

在臺灣，一般去的晚的人

們抵達鐵路便當售賣點時，看

到火車頭造型的餐車空空如也

，所有的便當已經售賣一空，

指示牌顯示，下一次供餐要在

半小時以後。

“除了全素食便當米飯上

覆蓋著一層厚厚的蔬菜，其他

的都是肉、蛋、魚、蔬菜齊全

，吃到嘴裏也格外的美味，品

質並不會因為屬於快餐便當而

就降低品級。這樣美味的豐富

的便當，每盒僅售80到100元

新臺幣，折合人民幣不到二十

元，這就是臺鐵便當的獨特魅

力，難怪那麽多人排隊搶購。

待我們付完錢不多久，

所有的便當就被搶購一

空，下一次供餐，又將

是漫長的等待。”

臺灣的鐵路四通八

達，不管你想去臺灣的

哪裏地方，只要坐上高

鐵就能到達。在奔波的

旅途中，難免無聊嘴饞

肚子餓。如果在內地的動車上

，泡海君一定會讓自己忍一忍

，但是臺灣便當的獨特做法，

連當地人都聲稱坐上了高鐵，

怎麽能不吃便當呢？

臺灣鐵路便當（並不在高

鐵上買，而是在鐵路站內專門

的便當店，可拿到高鐵上吃）

，不只是能填飽肚子，更是臺

灣鐵路的文化。

據說從臺灣光復後的那段

時間，臺北至高雄的火車車程

需要10小時，來往旅客需要

自備食物充饑，而當時老一輩

臺灣人會在車站前賣番薯餅給

旅客，後來開始制作飯盒。

最早的鐵路便當以排骨為

主，用鐵盒裝著，盒蓋上是臺

鐵的“工”字型標識，裝有一

塊炸排骨，或鹵雞腿、半個鹵

蛋、一片香腸，一點鹹菜，由

列車員在車廂上叫賣。

早期的鐵盒便當用完後可

以回收循環利用，但因回收率

不高（估計是乘客想留念），

所以成本太高，改成了紙盒或

竹片作為包裝。

後來，隨著鐵路的高速發

展，鐵路旅途的時間大大減少

，臺鐵上的便當叫賣逐漸減少

，改為月臺叫賣或車站窗口售

賣。

臺灣鐵路便當承載了一代

人的飲食文化和記憶

科學告訴你 男人偏好怎麼樣的女人

對於男人喜歡什麽樣的女人

這個問題，一直是女人想挖掘的

。因為主觀審美不同，很難說什

麽樣的女人男人才會喜歡。不過

最近科學家做了一項研究，概括

出了吸引男人眼球的特質。

男人和女人都時常好奇什麽

樣子才會討異性的喜歡。很多

“專家”想讓女人們相信，抓住

男人的眼球其實很簡單，無非穿

得清涼一點或者散發出特定的味

道。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男性

的註意力遠比小短裙和好聞的香

水復雜。比如說，女人衣服的顏

色可能會比衣服本身更令人心動

。以下是5種吸引男人註意力的

女人：

化個得體的淡妝

男人確實覺得化妝的女人有

魅力，不過妝容的類型和位置更

加重要。約會網站及手機應用

Zoosk最近分析了1200名女性的

形象資料，以便確認男人是不是

真的更喜歡“全天然”的樣子，

以及如果是的話，是否還喜歡化

妝的女人。比起來沒有眼妝的女

人，畫了眼影的女人收到男人私

信的可能性高出139%。口紅讓女

人得到約會的概率也比嘴唇上什

麽都不抹高出119%。另一方面，

對1800名男性Zoosk用戶的調查

表明，男人不大願意向化了濃重

彩妝或者暗色妝的女人發信息，

因為她們“看起來”不自然。

所以說，女人瘋狂投資在護

膚品和化妝品上的行為還是可取

的，雖然男人為此常常吐槽。但

是，他們的行為已經出賣了他們

心底真實的想法

腰和臀部是重點

女人身體是她尋求理想伴侶

的重要資本，尤其是其腰圍和臀

圍的比值，又稱腰臀比。男人不

僅會把腰臀比和總體健康聯系起

來，還會將其與生殖力掛鉤。證

據也表明，腰臀比是女性雌激素

水平、肥胖風險，以及對糖尿病

、卵巢癌和心臟病等重大疾病易

感性的重要指癥。腰臀比的計算

是用髖骨上方的腰部周長除以臀

部最寬處的周長。女性的理想腰

臀比是0.7，男性的是0.9。

穿紅色衣服

盡管女人的嘴唇和眼睛被塗

成彩色比較不容易激起男人的興

趣，色彩鮮艷的衣服，尤其是紅

色的，卻相當能吸引男性的目光

。羅徹斯特大學的心理學家向男

性展示了一些相框為紅色或者白

色的女性照片，詢問：“你認為

此人有多麽漂亮？”另一部分研

究者展示了同樣的照片，只不過

女人的襯衫被修改成了紅色或者

藍色，然後詢問受試男性：“假

設你要與此人約會，而且兜裏有

100美元。你願意在約會中花掉

多少錢？”在紅色相框中或者穿

紅衣的女人明顯更容易被認為有

吸引力或者性感，男人傾向於在

與她們共度的浪漫夜晚花掉更多

的錢。

賢妻良母還是有吸引力

大多數女人喜歡所謂“壞小

子”已經不是什麽秘密，但是男

人對於女人帶有的不友好特質又

有何看法呢？最近發表在《個體

與社會心理學會刊》（Personali-

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上的一項研究證實，在第一次

浪漫交鋒當中，男人的響應性或

者對女人需求、願望的支持，對

女人來說意義非常小。令人驚訝

的是，女人的響應性卻會提高男

人對其吸引力的感知以及性喚起

。此外，女性吸引力會影響一個

女人在男人眼中有多少女人味，

並決定男人是否願意尋求短期或

者長期交往關系。

聲音也能表達魅力

聲音的吸引力對約會雙方來

說都作用重大，研究表明，女人

更傾向於覺得聲音低沈的男人有

魅力，男人卻覺得音調高的女人

招人喜歡。和動物的叫聲類似，

人類語聲表達的情緒能向聽者傳

達體型信息。所以當女人聽到深

沈的男聲，她會將其與較大的體

型聯系起來。相應地，當男人聽

到女人尖細的嗓音，也會聯想到

嬌小玲瓏的身材。

知道了男人喜歡什麽樣的女

人，也知道了男人在戀愛中的心

理，對於拿下那個你喜歡的他，

還有什麽顧忌的嗎？趕緊行動起

來吧。

做男人的第幾任女朋友才是最幸福的
每個男人的不同階段對女人

的要求是不同的。比如年輕的時

候追求貌美，青年的時候要求有

面子，成熟了就追求舒適。你想

在哪個階段遇到他呢？

一個男性從男孩到男人，是

一個漫長的過程。人的觀念和對

待感情的方式，除了家庭背景、

成長環境之外，更受著感情經歷

的影響。如果真心愛過，一段感

情留給你的印記多半是刻骨銘心

。和一個女人分開之後，身上必

然遺留著這個女人對他的影響。

慢慢地，幾段感情的影響改變了

他對待感情的方式和對感情的要

求，隨著年齡的增長，可能最後

走入婚姻的他和最初的他已經迥

然不同。

多半溫柔、體貼的好男人，

都是女人調教出來的。初戀的時

候，彼此往往不懂得珍惜；經歷

了一些情感，男人更會珍惜身邊

的你，因為他的前女友教會了他

很多。所以，當我們擁有一個好

男人的同時，就應該知道，我們

所享受的，是前一個女孩的成果

。那麽，男人的第幾任女友最幸

福呢？

初戀：青澀的青蘋果

初戀是美好而純潔的，可是

，不是純潔的愛情就能代表一切

。他什麽也不懂，追求你的時候

寫了幾封情書，在你的宿舍樓下

叫你；第一次牽你手的時候考慮

了兩天；第一次說愛你的時候臉

漲得通紅；第一次吻你的時候，

害怕沖撞了你，先問你同不同意

。這就是初戀，他對感情毫不在

行，更加不懂女人，不知道你想

要什麽。你問他最愛的人是誰，

他不會撒謊，說是他媽媽。你問

他將來會不會娶你，他呆了一呆

，說沒想過這個問題。

第一段感情無疑是青澀的。

這是他對感情沒有過多的想法，

也沒有太多的要求，基本上，無

論你是怎麽樣的，他都可以接受

，並且願意無條件地寵著你、哄

著你、愛著你。但是大多數的初

戀也是無疾而終的，因為沒有考

慮到現實情況的可行性。

如果從印記的深度來說，第

一段感情給他留下的印記是最深

的，影響也是最大的。多年以後

，他已經兒女成群，依然可以回

憶起陽光燦爛的午後，和你一起

在大樹底下無憂無慮地打鬧。

少年：激情澎湃

他送你花，請你朋友吃飯。

他說“我愛你”，然後抱起你打

轉。你答應他的那一刻，他就吻

了你。這就是處於第二段戀情中

男人的表現。他說女朋友應該要

給男友洗衣服，要在他打球的時

候送水擦汗。你問他最愛的人是

誰，他考慮了一下，說，是你。

你問，我們會不會有未來？他說

，你願不願意去我的家鄉？偶爾

，他會想起初戀，他說，那個時

候我太小，什麽也不懂。

青年：打算成家立業

他說，雖然我什麽也沒有，

但有一顆愛你的心。相信我，我

們會很幸福的。於是你們在陌生

的城市租房，同住了一間小屋子

，有簡陋的衛生間和廚房。每天

早上你比他早起，偶爾會給他做

早餐，分開坐車去上班。晚上，

你在回來的路上買好菜，回去做

給他吃，他偶爾洗洗碗、擦擦地

。一起省吃儉用還讀書時候欠在

信用卡裏的帳，等攢夠了錢結婚

。你跟他回老家，他說爸爸覺得

你是個好姑娘。

這個階段的男人，已經褪去

了青澀，從男孩走向男人。對於

女人，他除了關註外貌、身材之

外，還會關註你會不會做飯？會

照顧好自己嗎？會不會是一個好

母親？他開始思量和你結婚的可

行性，兩個人到底適不適合一起

生活。

經過了兩段感情，男人有了

成家的打算，他會主動帶你回家

見父母。會為了你省吃儉用，他

答應要給你幸福。可能處於第三

段戀情中的男人經濟還不是很好

，但是他會為了你們的小家努力

。所以，經過了兩段感情的男人

基本上算是結婚的好對象。

成熟：為了許多而妥協

他說，我覺得我們會談得來

。那天晚上他送你回家就留下來

過了夜。他很會疼人，永遠懂得

女人需要什麽。你還沒有要求，

他就給你驚喜了。他買了房子寫

上了你的名字。他媽媽看到你的

時候說，閨女，都不小了，結婚

吧！你覺得自己很幸福，接受了

他的鉆戒。有一天，你翻他的電

腦，看到了他寫給前女友的信，

說了你們的故事，然後說：這些

都是我最想為你做的，可是我以

前不懂也沒有條件。

經過了三段感情，男人已經

有了一定的經濟能力，他能給予

你生活上所需的。但是這個階段

的男人可能經歷了幾段感情之後

已經不再註重感覺，只是選擇一

個結婚的對象，所以要警惕男人

是否為了結婚而結婚。

如果你能在這個階段遇到這

個男人，那麽無疑你是幸運的。

無論是經濟上還是心理上，他都

是一個成熟的男人，你可以享受

到之前他經歷過的那些磨難的沈

澱，那些沈澱已經醞釀成了醇香

的美酒，你要做的就是慢慢地品

味，喝下這杯美酒。

如果你能在這個階段遇到這

個男人，無疑對自身也是一個極

大的挑戰。正是因為他什麽都不

缺，正是因為他對女人、對婚姻

、對未來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規

劃，只要你表現出一點點的不適

合，他就會對你扣掉一分，再一

分，六十分以下，就會出局。你

要和他是朋友，能敞開心分享一

切；也要是下屬，對他敬仰和尊

重；也要是戀人，身上有著迷人

的特質讓他走不開。

無論是遇到哪個階段的男人

，都是需要女人去調教和培養的

。好的男人身上一定有他身後女

人的影子，所以，比起守株待兔

遇到好男人的渺茫，不如開始調

教你的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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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熱盃 ■養傷了3個月的巴西王

牌射手尼馬(左)，在3日
友賽克羅地亞下半場後備
復出，於68分鐘接應古
天奴傳送，擺脫數人射入
建功，其後再由法明奴鎖
定贏2：0。 法新社

F組：德國、墨西哥、韓國、瑞典

薩馬拉體育場（Samara Arena）
所在城市：薩馬拉
觀 眾 席：4.5萬
興建年份：2014
啟用年份：2018

舉行比賽
■6月 17日哥斯達黎加對塞爾維
亞、6月21日丹麥對澳洲、6月25
日烏拉圭對俄羅斯、6月28日塞內
加爾對哥倫比亞、7月2日16強、7
月7日8強。

■正為法國備戰世界盃的
後防球星烏姆迪迪(右)，
昨返回巴塞羅那跟球隊續
新約至2023年。這位24
歲中堅 2016年歐國盃
後，獲巴塞以2500萬歐
元簽下。 法新社

韓國在初選時徵召了12位後衛之多，顯然這是因為主帥申台龍仍
然未找到最佳的防守陣容。在球隊鎖定出線後，多次約戰歐洲球

隊以進行測試，然而球隊不敵北愛爾蘭、波蘭以及早前負於波斯尼
亞，顯示出這支亞洲球隊面對二線，甚至是三線的歐洲球隊時已經感
到吃力。

料靠體力化踢法彌補不足
今屆韓國隊陣中，後防球員都以本國聯賽搵食的戰將為主，再加

上在中國及日本効力的球員，與不少外流歐洲的中前
場比較，顯然有所不及。然而，韓國一向以體
力化的踢法著稱，而在韓國隊陣中，不少球
員都處於25歲以上30歲以下這個黃金年齡
之間，或許可相信韓國將會繼續以他們那
種跑不完的氣力，去彌補實力上的不足。

申台龍徵召逾半本國兵
韓國今屆由49歲的申台龍領軍，他是

在去年中接替德國教練史泰歷克，有指史泰
歷克被解僱，其中一個原因是他過於倚重外流
球員所致。在今次申台龍陣中，就有12人來自
韓國本國的球會。其實申台龍在韓國國家隊有
多年經驗，2014年短暫代替洪明甫擔任看守領
隊，之後一直作為史泰歷克的副手。他亦帶領
過韓國U20出戰世青盃晉身16強和帶領奧運隊
在里約奧運打入8強，其中在去年的世青盃，韓
國U20就曾贏過阿根廷，而在里約奧運，他也
領軍韓國在分組賽贏過德國，這也是為何韓國
足總願意由他領兵出戰世盃。

外圍賽績差 決賽周強敵環伺
在外圍賽過程中，韓國12強賽面對的對手

相對另一邊B組弱，可是他們最終只得4勝3和
3負的成績，僅以2分優勢壓過敘利亞。在10
場賽事中，他們失球更達10球之多，這也難怪
申台龍要為防線一再考慮。韓國首戰將會面對
同組對手中實力較次的瑞典，之後會是墨西
哥，最後一仗才對上強敵德國，這或許可讓韓
國有時間和機會找到防守的最佳法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韓國世界盃韓國世界盃2323人大軍人大軍
門將：金承奎（神戶勝利船）、金鎮鉉（大阪櫻花）、趙賢祐（FC大邱）

後衛：金英權（廣州恒大）、張賢秀（FC東京）、鄭昇炫（鳥棲砂岩）、尹榮善
（FC城南）、吳反錫（濟州聯）、洪喆（尚州尚武）、李鎔（全北汽車）

中場：金民友（尚州尚武）、朴柱昊（蔚山現代）、高堯韓（FC首爾）、奇誠庸
（史雲斯）、鄭又榮（神戶勝利船）、朱世鐘（牙山木槿花）、具滋哲
（奧格斯堡）、李在成（全北汽車）、文善敏（仁川聯）

前鋒：孫興民（熱刺）、李昇祐（維羅納）、黄喜燦（薩爾斯堡）、金信煜（全
北汽車）

効力法甲迪安的權昶勳因傷退隊，對韓國
隊在進攻方面可謂打擊不細。這位已被多支歐
洲球隊注視的韓國新星，因在法甲煞科戰傷
出，遺憾無法出戰世界盃。然而，韓國今次除
了孫興民等幾位早已成名的外流球星，另外兩
位年輕新星也值得留意。

在意甲維羅納効力的李昇祐年僅20歲，是今屆韓國隊陣中最年
輕的球員。出身巴塞羅那青年軍，李昇祐被稱為韓國的美斯，在拉
瑪西亞系統之中，他曾在多個大賽取得最佳球員的獎項，被視為球
隊的潛質新星，去年在世青盃亦有不俗表現，繼而引起歐洲球會的
注意。李昇祐去年加盟維羅納，1次正選13次後備入替，為這支降班
球隊在對AC米蘭的聯賽中取得1個意甲入球。

至於另一位年輕球員黃喜燦，則被視為另一個孫興民。22歲的
黃喜燦今季在奧地利表現不俗，除了為薩爾斯堡贏得聯賽錦標外，
亦協助薩爾斯堡打入歐霸盃4強，他在8強更取得1個入球，協助球
隊淘汰意甲的拉素，而他將可為孫興民在前線分擔入球重擔。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孫興民領兵爭入波
寄望新秀分擔重任

作為世界盃歷史上曾寫下最好成績的亞洲隊伍，“太極虎”韓

國隊今屆被編入死亡F組，同組面對勁敵德國、墨西哥與瑞典，在

強敵環伺之下，想要從分組賽中突圍顯然不會容易。尤其球隊攻力

雖然不俗，但後防不振兼似乎還未找到最佳良策，更是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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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喆
年齡：27 左閘
球會：尚州尚武

金承奎金承奎
年齡年齡：：2727 門將門將
球會球會：：神戶勝利船神戶勝利船

李鎔
年齡：31 右翼衛
球會：全北汽車

金英權
年齡：28 中堅
球會：廣州恒大

鄭昇炫
年齡：24 中堅
球會：鳥棲砂岩

具滋哲
年齡：29 中場
球會：奧格斯堡

奇誠庸
年齡：29 中場
球會：史雲斯

金民友
年齡：28 中場
球會：尚州尚武

鄭又榮
年齡：28 中場
球會：神戶勝利船

黃喜燦
年齡：22 前鋒
球會：薩爾斯堡

孫興民
年齡：25 前鋒
球會：熱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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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 攝影
當喜愛藝術的人士為19 世紀的荷蘭畫家梵谷所

繪的 「 向日葵」 系列而癡迷不已時，恁誰也想不到
，相隔了一百多年，這種向日葵花種子，會以另一
種面貌，與中國文化相結合，成了中國乃至世界人
最大的精神享受。為了探索一顆瓜子的 「 前世今生
」 。和樂公司2018 江南尋味之旅的訪問團，於今年
4 月 20 日上午，赴安徽合肥的 「 洽洽工業園」 考
察，觀看了洽洽萬畝葵園基地視頻，並實地參觀了
洽洽全智能化生產流水線，並經由座談瞭解洽洽的

發展歷史，並又至合肥巿永輝超巿走訪了洽洽的終
端銷售情況，真正瞭解了洽洽如何在中國 「 百家爭
鳴 」 的瓜子市場，如何異軍突起，以短短二十年的
時間，造就該公司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輝煌，創造
洽洽全新的形象---- 快樂的味道！

談到向日葵的歷史，最早在3000 年前就已在美
洲被發現。公元1510 年時，秘魯發現了向日葵花種
子可榨油， 而洽洽在二十年之前，將葵瓜子採用中
國滷煮，不上火的傳統工藝， 「 白煮入味香 」 ，這
種變炒為煮，造就洽洽20 年的輝煌。也使洽洽食品
，不斷在工藝、配方、包裝、現代化生產及行銷方
面創新，至今已成為一個資產40 億的上市集團公司
。在訪談座談中，參訪團成員，透過影片，瞭解了
洽洽的萬畝葵園，新疆、內蒙、東北三大種植基地
、四大基礎、三大防線，及加工生產線，匠心而不
凡。大家在現場也一一品嚐了洽洽產品，如經典牛
皮紙袋裝的紅袋 「 香瓜子」 ，過年吃的 「 原香瓜
子 」 ；綠袋的 「 椰香瓜子」 ；以及焦糖瓜子； 核
桃味瓜子；麻辣花生；尤其他們的新產品 「 山藥脆
片」 ，近期進入美國的藍袋山核桃口味的 「 焦糖瓜
子」 在美國巿場都賣得非常好，各方反映熱烈，足
見洽洽的口味跨界創新的成功。另外，洽洽海外事
業部副總經理許梅生先生，更在座談會上感謝美國
和樂公司和超巿銷售商的推廣、合作。他並表示將
會把目前國內熱賣的每日堅果系列，預計在今年下
半年進入美國市場。雖美國巿場，客眾、價格不同
，但在 「 共享健康快樂，跨越時間空間」 上，將會

把 「 洽洽： 快樂的味道」 帶來又一輪的新體驗。
洽洽的成功，在於他們創新的精神，他們不斷

通過中國文化的元素和技術品質的創新，造就產業
鏈在國家科學園區、工業基地，跨越時間、空間，
自然蘊育產地，通過四大工序，如清洗機（ 去灰、
除癟籽和雜質 ），窩眼機，分級機（ 精選厚度、長
度合格瓜子），色選機（ 紅外成像技術剔除霉變瓜
子，以及微壓湯煮、乾燥冷卻線、自動悶香裝
置---- 等等，一天生產60 噸，皆自主管理，自主
檢驗，自有成就。完成了＂產業鏈一體化＂佈局。

洽洽在推廣上，也採創新思考的成果。將中國
文化的元素，注入其 「 創新」 歷程。如發行文化卡
片，上有唐詩，宋詞，綁定瓜子與中國文化的關連
，中國的 「 瓜子 」 文化，它不光是零食，它更是
社交工具，有社交功能。它可緩解現代人的緊張，
壓力，更是一種精神享受！

洽洽的 「華泰集團 」 於1995 年成立，2001 年
「 洽洽」 掛牌，2004 年，成為國家級重點企業，

2001 至 2004 年更牢牢站住袋裝瓜子中國第一。
1999 年推出 「 香瓜子 」 ，2014 至2015 年推出壯果
仁、咖啡，洽洽品牌樹立。又針對 「 年輕消費群」
推出 「 藍袋 」 的山核桃口味，並每日堅果與果乾
搭配，（ 8 種堅果 加4 種果乾，完全是營養學會，
量身定製），又推出 「 堅果先生」 -- 堅果飲料。洽
洽在社會、工業流程，工業創新控制持續 「 智能化
，流程化，質量化」 以機器勝人工。確保品質。通
過自有農田，培育種子、原料，商戶簽定單，農戶
科學種子指導等等。如今中國已佔90% 以上葵瓜子
原料生產，其他如澳洲、夏威夷、美國德州也投入
全球化生產。尤其2016 年美國市場增長50% ，尤其
山核桃，焦糖口味，和樂公司功不可沒。尤其焦糖
口味，上市二年，突破八億，山核桃，國內佔22%,
美國13%,多為洛杉磯、紐約。

如今洽洽中國瓜子五個佔全球第一，種植土地
800 萬畝，出口40萬噸。原料品質，中國更是全球

第一。中國人吃瓜子，中國人自己每年吃掉60 萬噸
。該企業自2003 年投入社會公益，2012 年更給學
院 和小學贊助，包括贊助台灣的88 水災。洽洽是才
20 年的年輕企業，其商標（Logo ) 也歷經 1997 至
1999 年，1999 年至2003 年，2003 年至2010 年，至
今的新商標更自2011 年至今，代表 「 快樂的味道」
！洽洽食品也歷經20 年綻放激情和夢想，創世界知
名品牌，建世界一流企業。

如今，洽洽已跨越時間和空間，在全球47 個國
家，建立其海外粉絲網。為全世界的消費者，分享
快樂體驗和快樂休閒的飲食文化。如2017 及2018 年
春節期間，洽洽在紐約時代廣場，韓國首爾米蘭諾
大樓，日本東京QS EYE 大廈等多個國家的標幟性建
築上播放新年祝福宣傳片，展現洽洽中國民族品牌
的實力！

洽洽---創造了一顆瓜子的奇蹟＂快樂的味道＂
現正由中國民族品牌，成為世界一流企業！

和和樂樂公司公司20182018江江南尋南尋味之旅味之旅
--------從舌尖上認識改變中的中從舌尖上認識改變中的中國國（（系列之三系列之三））

一顆瓜子的奇蹟---- 中國的洽洽，世界的洽洽

圖為圖為 「「和樂公司和樂公司20182018 江南尋味之旅江南尋味之旅」」 訪問團成員訪問團成員
攝於安徽合肥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大門口攝於安徽合肥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大門口。。

訪問團成員參加洽洽食品公司說明訪問團成員參加洽洽食品公司說明
座談會座談會。（。（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洽洽食品公司全智能化生產流水線圖為洽洽食品公司全智能化生產流水線。。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和樂公司和樂公司20182018 江南尋味之旅江南尋味之旅」」 訪問團訪問團
領隊領隊，，和樂公司紐澤西總經理和樂公司紐澤西總經理KathyKathy 冼冼（（ 冼健冼健
女士女士）（）（左左））頒發＂友好合作夥伴＂獎盃給頒發＂友好合作夥伴＂獎盃給
洽洽食品公司海外事業部副總經理許梅生洽洽食品公司海外事業部副總經理許梅生（（

右右）（）（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洽洽公司海外事業部巿場經理李圖為洽洽公司海外事業部巿場經理李
繼崗與洽洽食品在合肥市永輝超市出繼崗與洽洽食品在合肥市永輝超市出
售的洽洽食品前售的洽洽食品前。（。（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洽洽公司海外事業部巿場經理李繼崗與洽圖為洽洽公司海外事業部巿場經理李繼崗與洽
洽食品在合肥市永輝超市出售的洽洽食品前洽食品在合肥市永輝超市出售的洽洽食品前。。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要房貸要房貸，，找駿傑找駿傑！！
（本報記者施雪妮）位於王朝商場

內的駿傑貸款（Fast Easy Mortgage），
門臉不大，招牌也不是很顯眼，但生意
紅火。近年來，駿傑貸款公司依靠自己
的勤勞和知識，熱情地為客戶提供專業
服務，幫助無數人實現了購房的夢想，
同時也獲得了大家的讚譽和認可，在同
行中脫穎而出。

安居樂業，這是中國人常說的。房
子和家對中國人來說，是奔向小康的第
一步。但是房價永遠是收入的很多倍，
要想盡早擁有自己住房，只能依靠貸款
了。這也是通過將房子抵押給金融機構
而獲得在金融機構借款買房的一種機會
。如果買房子貸款，就要找個資深的貸
款經紀人及誠實的貸款公司。駿傑貸款

公司，代理多家銀行，他們根據你個人
的實際情況，幫助你申請到最低的利率
。他們親切的服務人員將為你提供免費
咨詢服務， 並且保證幫你拿到最低的
利率。經紀人羅敏表示，很多人不能貸
到款都是因為資料不全，信用和收入不
夠。以我們多年豐富的經驗，會正確指
導你提前做好準備，幫助你節省金錢，
申請到最好的利率！房屋貸款有多種不
同特性及特色，駿傑貸款公司能為您靈
活地量身訂造最切合您需要的房屋貸款
。她們的貸款計劃，可以幫助你申請到
3%的低首期房屋貸款，淨值套現貸款
。還可以做不查收入， 不查銀行存款
的貸款。無信用，無收入，外國人貸款
都可以一次辦得到！可以為客戶提供銀

行貸款保證信！貸不到款，不收費用！
除了住宅和商業房產貸款和保險外

，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還代理多家保險
公司業務，精辦汽車保險、商業保險、
健康醫療保險和人壽保險，IRA和年金
等退休計劃。精通國、英、粵語。駿傑
貸款和保險公司正在發展和擴充業務，
歡迎有意在夲行發展的人仕加盟，並提
供如何考取貸款及保險牌照資料。

有關貸款事項，歡迎致電 羅敏：
832-877-8309 Min.nicar@yahoo.com 或
親 臨 公 司, 地 址 ：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在王朝廣
場內，永華酒家對面。

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經紀人羅敏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經紀人羅敏。。

知名地產經紀人王飛雪再次榮獲最高銷售獎知名地產經紀人王飛雪再次榮獲最高銷售獎，，
最多上市房屋獎最多上市房屋獎，，及最佳銷售記錄獎及最佳銷售記錄獎

（本報訊）2017年，對休斯敦地產經紀人王飛
雪是碩果累累的一年。陽光、上進、優雅的身影一
次次出現在休斯敦社區大大小小的歌詠比賽和社區
演出：水立方、美中之星、旗袍大賽、歌友村、同鄉會、……
，專業、認真、敬業的王飛雪又一次出現在全美銷量第一的房
地產公司頂級榜上：王飛雪(Feixue Wang)一口氣榮獲2017年
RE/MAX西南公司最高銷售獎，最多上市房屋獎，和最佳銷
售記錄獎。

王飛雪所在的RE/MAX西南公司位於休斯敦與糖城必經
之路I-69/I-59邊，每天從這裏經過的車流量達55萬輛。轄區
內有眾多高、中檔成熟社區。“休斯敦房地產近十年來隨著外
來人口的增加而茁壯成長。RE/MAM是全美銷量第一的房地
產公司，理所當然成為各項業績的領頭羊。”寶劍鋒從磨礪出
，梅花香自苦寒來，王飛雪對自己連續多年榮獲的成績從來都
不太宣揚，“我特別了解自己和客戶，我對自己的專業熟悉的
程度很契合百煉鋼化繞指柔的境界，所以，你平時看到的我是
那個激情歌唱的少女，但是我的客戶信賴我，都變成了我最好
的朋友。”

王飛雪是RE/MAX西南公司最佳的銷售人員，一出道就
蟬連該分公司2009及2010年兩年的年度銷售冠軍，王飛雪辦
公室的墻上整整齊齊的掛著：Executive Club 2010-2012、
Platinum Club 2011-2013、 100% Club 2015-2016、 Hall of
Fame Lifetime Earnings 2016、 Top Volume Listed 2017、 Top

Producer 2017、Top Units Sold…王飛雪早已成為RE/MAX地
產經紀人得獎專業戶。

口碑的力量是無遠弗界的，王飛雪總是會做事前分析，手
上隨時保有多位買賣方的資料，只要有新的物業一上市，王飛
雪總能在第一時間就讓客戶知道，這是一分無形的資產，是經
過她長期的累積才能做到。王飛雪隨時尋找潛在的買賣雙方，
不定時的在特定區域內郵寄文情並茂的開發信函，在平時就已
做好準備工作，滿足客戶的需求力求精準，為了客戶永不放棄
，所有接受過她服務的客戶都給她打滿分，她不僅是連續多年
的銷售冠軍，早早進入房地產經紀人白金俱樂部，而且連續多
年進入 100%俱樂部，地產經紀人名人堂，囊括最高銷售獎
(Top Producer)、最多上市房屋獎(Top Volume Listed)、最佳銷
售紀錄獎(Top Units Sold)等一系列房地產經紀人夢寐以求的大
獎，成為公司、同事、客戶心目中的楷模。在休斯敦，不論是
買，還是賣，大家都喜歡找王飛雪，把她當作最佳的選擇。

王飛雪精專住宅丶商業丶投資丶承租丶地產管理，好區新
屋介紹，保證價格優惠。提供全套快速貸款服務，保證最低利
率。經驗豐富，責任心強，六十天內賣掉。王飛雪歡迎有商用
丶自住丶投資房產，買賣丶管理丶承租需求的民眾來電：832
858 4838王飛雪王飛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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