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

2018 年 6 月 13 日 星期三
Wednesday, June 13, 2018

社區剪影

亞美舞蹈團與亞美舞蹈學校
2018 年年度公演
芭蕾﹑
芭蕾
﹑現代舞與民俗舞蹈精彩回顧

陽花如意公寓
SUNBLOSSOM LOUISVILLE
9201 Clar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36

限量全新豪華型
單位~隆重推出!
歡迎致電咨詢特惠房價信息
Call for the Move - in Special

◆ 黃金地段中國城中心，舉步直達商場、超市、銀行及
多元文化社區。

713-981-0137

◆ 步行可達中、小學，2號公車站直達醫療中心。
◆ 寬敞的一、二居室及獨立式Townhouse戶型。

Work Hours工作時間:
Mon-Fri. 9:00AM-6:00PM
Sat.10:00AM-5:00PM

◆ 新裝修房間，鋪設新地磚，木地板。
◆ 24小時全方位的專業管理和維修服務。
◆ 國語，英語，越語及廣東話全方位服務。
◆ 辦公室內免費聯網（WIFI）。
A08_STONE石山地產陽花山1357C_8

韓國館
346-240-9696

R03-Hankook Kwan 韓國館1234567C_8

Hankook Kwan
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韓國人開的韓國館 正宗 地道 真材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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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焰火藝術表演在青島舉行

《有朋自遠方來
有朋自遠方來》
》燈光焰火藝術表演在青島浮山灣海面上舉行
燈光焰火藝術表演在青島浮山灣海面上舉行，
，歡
迎出席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的貴賓。
迎出席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的貴賓。

出土文物資料接收儀式
沈陽故宮舉行汗王宮遺址

北京故宮文物醫院首次試行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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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外賣市場突破 3000 億
互聯網重塑國人餐桌
變用戶的餐飲消費習慣。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及其與餐飲
企業不斷融合，有些餐飲企業開始向跨
界經營轉變，外賣就是壹個發力點。這
不僅為餐飲企業帶來了更大商機，也為
消費者帶來了不同的餐飲消費體驗。”
中國烹飪協會會長姜俊賢表示。
妳想了解互聯網給中國餐飲業帶來的
變化嗎？最直觀的方式，就是來到各大城市
的街頭巷尾，看看到處飛奔的外賣“騎士”。
他們配送的每壹道菜品、行駛的每壹條路
線，乃至每壹單物流費用的定價，背後都有
大數據、雲計算等互聯網信息技術的支持。
近幾年來，“互聯網+餐飲”風生水起，給
中國人的餐桌帶來了深刻變化。
餐飲行業全面“觸網”
對於許多都市白領而言，上午工作結
束後的第壹件事，就是打開手機上的外賣
軟件，看看有沒有合胃口的餐飲外賣，接
著就是下單、支付、等待送達……如今，
外賣不僅滲透進寫字樓、學生宿舍和居民
小區，甚至在高鐵上，也能打開手機應用
或是掃描二維碼，提前預訂外賣。
日常生活場景的改變折射出中國餐飲
業形態的變革。從過去單壹門店營銷、紙
質菜單點餐、現金結賬，到如今外賣平臺
盛行、海量菜單備選、在線支付餐費，互
聯網已經實現與傳統餐飲業的深度結合。

數據顯示，2017 年全國餐飲業營收
39644 億元，同比增長 10.7%。今年 1 月
份至 4 月份，全國餐飲營業額達到 12736
億元，同比增長 10.1%，持續保持兩位
數增長。這意味著，中國餐飲業壹直處
於穩定高增長狀態。
實現增長的內在因素是什麽？餐飲業
全面“觸網”功不可沒。隨著互聯網技術
在餐飲業的深度應用，在線餐飲業成為消
費者“自己做飯”和“下飯館”以外的第
三種常規用餐模式。統計顯示，2017年線
上外賣市場規模突破 3000 億元，與 2011
年的203.7億元相比，增長了13.6倍。
餐飲市場的改變與民眾餐飲消費習
慣的變化相輔相成。據悉，在線外賣中，
住宅區的訂單交易額占比約為 50%。這
意味著，很多人已經選擇用外賣替代
“在家做飯”了。中商產業研究院發布
的壹份報告印證了這壹變化。該報告顯
示，2017 年中國互聯網餐飲外賣市場用
戶規模已達 3.2 億人，預計 2018 年用戶
規模將達 3.6 億人。互聯網餐飲正大幅改

“無人餐廳”加速落地
事實上，“互聯網+餐飲”早已不
是送外賣這麽簡單。近日，青島壹家
“智慧餐廳”的開業吸引了當地市民的
目光。顧客只需在辦公室通過掃碼或者
使用“智慧餐廳”手機應用就可以點餐，
系統還會利用大數據技術推薦顧客喜歡
的食物。下單後大約 10 分鐘，顧客就會
收到壹條帶有櫃號和取餐碼的短信，以
便到密碼櫃取餐。
“顧客從辦公室走到密碼櫃只需十
幾分鐘，然後就可以取出自己的菜品用
餐了。中間的到店叫餐、到店等餐等環
節完全去除。”該餐廳負責人介紹。
美團餐飲學院院長白秀峰認為，餐
飲在線化已經是大勢所趨，而且還在繼
續深入。“典型的消費體驗就是提前點、
到店吃，不需要再到店排隊、點菜，也
不需要排隊付款開發票等，就餐的所有
環節都在線完成。”白秀峰表示。
比“智慧餐廳”更進壹步的，是在

全國各地出現的“機器人餐廳”或“無
人餐廳”。早在 2017 年 10 月，阿裏巴巴
的第壹家“無人餐廳”就在杭州開業。
該餐廳的亮點在於“刷臉支付”，全程
不需要手機和錢包，也沒有收銀員和服
務員，智能點餐，吃完就走。今年2月，
阿裏巴巴在上海開設的機器人餐廳“盒
馬”南翔店開始營業。在這座占地 7000
多平方米的餐廳裏，顧客需要先用盒馬應
用程序，在餐廳入口的屏幕前選座，入座
後通過掃描桌面二維碼點餐，送餐機器人
就會將餐品送至桌前。制菜進度和運送過
程，均可通過桌前屏幕實時監控。
無獨有偶。5 月 29 日，京東也宣布
自己的機器人餐廳將於 8 月份面世。餐
廳可以通過機器人實現點菜、做菜、傳
菜全程無人化，全能機器人大廚可以提
供八大菜系的 40 多道菜品。
業內人士表示，這樣的餐廳近幾年
內將在全國各大城市實現落地。雖然完
全實現“無人化”還不現實，但部分功
能的實現並非遙不可及。比如，開發智
能系統代替點餐員、收銀員；使用迎賓
機器人、服務機器人、智能炒菜機來進
行各項作業；采用刷臉支付等。

線下營銷、交易以及預訂、點菜、排隊
、支付、點評等方面全面滲透和深度擴
展。在移動支付已經成為餐飲行業主流
支付方式、宅男宅女已經成為重要客源
的背景下，未來的餐飲業會如何變革？
中國烹飪協會發布報告顯示，餐飲
消費需求正在向多樣化多元化方向發展。
而對從業者而言，個性化和細分化趨勢的
增強，以及多業態差異化經營的態勢，
都將給他們帶來不少挑戰。
如何“抓住年輕人的胃”是餐飲業需
要思考的問題。根據美團點評統計，20-35
歲年輕人貢獻了餐飲消費74%的訂單，是
在線餐飲消費的主力軍和生力軍。年輕人餐
飲需求更加個性化、細分化，同時也更願
意嘗試多種、新穎的事物，這就要求餐廳
不僅能在消費形式上滿足年輕用戶的需
求，更要在產品開發上拓寬視野。
個性化、細分化時代，能否將互聯
網信息技術與用戶需求進行深度融合，
直接決定了現代餐飲從業者的成敗。
專家認為，餐飲產業未來發展，可以
概括為線上線下壹體化、供應鏈垂直整合
以及餐飲零售化三大趨勢。“通過線上線
下壹體化、數據化、科技化，未來餐廳可
以把每壹位顧客變成用戶、每壹個用戶變
成會員，店長可以通過大數據了解每個顧
個性多元成大趨勢
如今，“互聯網+”已經在餐飲產 客的喜好，提供千人千面的服務，這是餐
業鏈條中的食材采購、系統管理、線上 飲業必將面臨的壹次革新。”

金價年底將升破 1400 美元/盎司？分析：下半年或波段性上揚
有媒體報道，黃金眼下走勢疲軟無力，波動率
降到四個月以來的最低水平。不過業內有觀點認
為，金價有望進壹步上漲，甚至不排除金價年底突
破 1400 美元/盎司的可能性。金價後市到底看空還
是看漲？
分析：下半年金價走強有兩方面支撐因素
面對貿易摩擦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黃金具有
的避險吸引力本應令金價上漲，然而，從今年 5
月跌破 1300 美元/盎司重要關口以來，黃金價格反
彈壹直無力，令人失望。過去幾周，面對美國對自
己的戰略盟友開征關稅，以及意大利國債收益率飆

升，金價壹直沒有明顯起色。美元走強也壹直對金
價不利。
當前黃金價格的表現可以說是“黯淡無光”，
然而壹些市場人士卻依舊堅持看漲。這是為什麽
呢？橡睿投資投資總監蔣舒分析，下半年，有兩
方面因素有望支撐金價走強。第壹，如果下半年
美元不是兩次加息，而是壹次加息，那麽有可能
會給美元帶來打壓，對黃金構成刺激。第二，歐
洲方面，雖然目前歐洲有壹些政治上的波折，但
是從經濟的角度來講，大家普遍預期，9 月歐央
行的量化寬松政策到期後有可能不會再有新的量
寬計劃。

下半年金價或波段性上揚
美國勞工部上周五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 5 月
非 農 就 業 人 數 增 加 22.3 萬 人 ， 5 月 失 業 率 降 到
3.8%，創下 1969 年以來的低位。數據好於預期，也
令市場對美聯儲加息的預期越來越強烈。
美元上漲是遏制金價上漲的因素之壹，強勁的
經濟數據和加息其實是為美元提供支撐。但是，壹
方面，近兩年黃金在美聯儲利率決議前遭到拋售的
模式似乎成了常態；另壹方面，目前，市場預計 6
月美聯儲加息的概率在 94%，也就是說，加息的可
能性基本被市場消化。這樣看來，如果加息成真，

黃金市場也不需要太長時間來調整。
因此，有觀點認為，6 月美聯儲利率決議結束
後，黃金價格有望反彈，回升到 1350-1400 美元/盎
司。蔣舒認為，下半年金價可能表現為波段性上揚。
從美國經濟本身復蘇的態勢、美元加息的進程、歐
洲經濟可能出現的壹些反復來看，下半年金價可能
會以季度為單位，或者以兩個月、三個月或者更長
時間為單位，波段性上揚，“有可能會回到 1350 美
元以上，但是 1400 美元要看行情的配合了”。
昨天，紐約商品交易所黃金期貨市場交投最活
躍的 8 月黃金期價比前壹交易日上漲 4.9 美元，收於
每盎司 1302.2 美元，漲幅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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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發佈了
西裝團隊照，這套三獅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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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定當落足 120％的努力，讓
為能穿上這身球衣而感自豪。
為能穿上這身球衣而感自豪。
英格蘭足總圖片
英格蘭足總圖片

■巴西球星尼馬之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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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世界盃 23 人大軍
門將：紐亞（拜仁慕尼黑）、達史特根（巴塞羅
那）、奇雲查普（巴黎聖日耳門）

祖拿斯赫達

曉姆斯

馬高列奧斯

員，然而隊中 30 歲以上的球員僅得 3 位，包括門將紐
亞、中場基迪拉及前鋒馬里奧高美斯，其餘球員都在黃
上屆奪標班底仍當打
金年齡之中。不過，門神紐亞因傷缺席了本季大部分的
今屆德國的大軍名單，雖然仍有不少前兩屆世盃成
比賽，直到近期才復操，縱然以其經驗仍獲路維的信
員，然而隊中 30 歲以上的球員僅得 3 位，包括門將紐
賴，惟比賽狀態是否足以準備今次世盃，其實仍有疑
問。亞、中場基迪拉及前鋒馬里奧高美斯，其餘球員都在黃

湯馬士梅拿
基迪拉

迪姆華拿

謝路美保定

紐亞
奧斯爾

金年齡之中。不過，門神紐亞因傷缺席了本季大部分的
有力再破世盃魔咒
比賽，直到近期才復操，縱然以其經驗仍獲路維的信
作為衛冕球隊，世界盃自 1962 年的巴西之後，也從
賴，惟比賽狀態是否足以準備今次世盃，其實仍有疑
未有球隊成功衛冕，然而能夠打破歐洲球隊無法在美洲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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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31
中場
年齡：28 中場
球會：祖雲達斯

迪姆華拿

車

國家盃亞軍和兩次的
4 強。故此，德國足總對這位 58 歲
上屆奪標班底仍當打
的主帥仍繼續投以信任票，在世盃前已與路維率先續
今屆德國的大軍名單，雖然仍有不少前兩屆世盃成
約。

奧斯爾

球會：祖雲達斯

軍、4 次季軍及 1 次殿軍，“日耳曼戰車”在這些數字
外圍賽全捷 主帥往績優
上，仍是冠絕全球。

德

年齡：28 翼衛
球會：科隆

祖拿斯赫達
年齡：28
基迪拉 翼衛
球會：科隆
年齡：31 中場

在

世界盃歷史上，巴西五奪冠軍是最多的一隊，而德
德國則是第一，13
次打入世盃 4 強，4 次冠軍、4 次亞
國僅與意大利同贏四次，不過要數入
4 強的次數，
軍、4 次季軍及 1 次殿軍，“日耳曼戰車”在這些數字
德國則是第一，13
次打入世盃
4
強，4
次冠軍、4
次亞
上，仍是冠絕全球。

中場

曉姆斯
年齡：29 中堅
祖拿斯赫達
球會：拜仁慕尼黑

當然不會只是再入 4 強這麼簡單。

世界盃歷史上，巴西五奪冠軍是最多的一隊，而德
在國僅與意大利同贏四次，不過要數入
4 強的次數，

外圍賽德國面對的是北愛爾蘭、捷克和挪威等隊
主帥往績優
伍，輕鬆取得 10 外圍賽全捷
戰全勝，也是歐洲區唯一全勝的球隊，
並且以 43 球與比利時並列歐洲區入球最多的隊伍。德國
外圍賽德國面對的是北愛爾蘭、捷克和挪威等隊
外圍賽的首席射手是拜仁慕尼黑的一對箭頭湯馬士梅拿
伍，輕鬆取得 10 戰全勝，也是歐洲區唯一全勝的球隊，
及辛度華拿，兩人各為德國取得 5 球，然而辛度華拿最
並且以 43 球與比利時並列歐洲區入球最多的隊伍。德國
終未能入選世盃名單，這也導致他憤然決定退出國家
外圍賽的首席射手是拜仁慕尼黑的一對箭頭湯馬士梅拿
隊。
及辛度華拿，兩人各為德國取得
5 球，然而辛度華拿最
德國主帥路維已經帶領球隊 12 年。自
2006 年接替
終未能入選世盃名單，這也導致他憤然決定退出國家
奇連士文領軍德國之後，路維在各項大賽最少都有“4
隊。
強保證”。包括兩次世界盃季軍、1
次冠軍以及 1 次歐洲
國家盃亞軍和兩次的
4 強。故此，德國足總對這位
58 歲年接替
德國主帥路維已經帶領球隊
12 年。自 2006
的主帥仍繼續投以信任票，在世盃前已與路維率先續
奇連士文領軍德國之後，路維在各項大賽最少都有“4
約。強保證”。包括兩次世界盃季軍、1次冠軍以及1次歐洲

奧斯爾

年齡：29 中堅
球會：拜仁慕尼黑

當然不會只是再入
4 強這麼簡單。
成為首支在美洲奪標的歐洲球隊，德國的目標

中場

謝路美保定
年齡：29 中堅
球會：拜仁慕尼黑
曉姆斯

連續 4 屆打入 4 強，上屆連挫巴西及阿根廷，
成為首支在美洲奪標的歐洲球隊，德國的目標

卻奧斯

謝路美保定
年齡：29 中堅
球會：拜仁慕尼黑

“德國戰車”從沒缺席過這個世界球壇盛事。
連續
4 屆打入 4 強，上屆連挫巴西及阿根廷，

中場

甘美治
年齡：23 翼衛
球會：拜仁慕尼黑

門 。 除 了 首 屆 沒 參 賽 以 及 1950 年 被 禁 賽 ，
“德國戰車”從沒缺席過這個世界球壇盛事。

卻奧斯

甘美治
年齡：23 翼衛
球會：拜仁慕尼黑

爭取衛冕的德國仍是今屆世界盃的奪標熱
門。除了
首 屆 沒 參 賽 以 及 1950 年 被 禁 賽 ，

後衛
後衛

年齡：32 門將
球會：拜仁慕尼黑

甘美
甘治
美治

紐亞
年齡：32 門將
球會：拜仁慕尼黑
紐亞

王王者者
霸霸
氣氣
依依
然然

前瞻
前瞻

爭取衛冕的德國仍是今屆世界盃的奪標熱

甘美治

奪標的“魔咒”，德國隊當然希望再次將衛冕的宿命改
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有力再破世盃魔咒

湯馬士梅拿

卻奧斯德國 4-2-3-1 基迪拉

後衛：柏頓赫特（哈化柏林）、祖拿斯赫達（科
曉姆斯
祖拿斯赫達
謝路美保定
甘美治
隆）、馬菲亞斯真達（慕遜加柏）、曉姆斯（拜仁慕尼黑）、歷卡斯蘇尼（拜仁慕尼黑）、
紐亞
魯迪格（車路士）、謝路美保定（拜仁慕尼黑）、甘美治（拜仁慕尼黑）
門將：紐亞（拜仁慕尼黑）、達史特根（巴塞羅

德國世界盃 23 人大軍

那）、奇雲查普（巴黎聖日耳門）
中場：基迪拉（祖雲達斯）、達斯拿（巴黎聖日耳門）、卻奧斯（皇家馬德里）、奧斯爾（阿仙
德國 4-2-3-1
奴）、施巴斯坦魯迪（拜仁慕尼黑）、祖利安白蘭特（利華古遜）、根度簡（曼城）、哥列
後衛：柏頓赫特（哈化柏林）、祖拿斯赫達（科
斯卡（史浩克04）

隆）、馬菲亞斯真達（慕遜加柏）、曉姆斯（拜仁慕尼黑）、歷卡斯蘇尼（拜仁慕尼黑）、

作為衛冕球隊，世界盃自1962年的巴西之後，也從
未有球隊成功衛冕，然而能夠打破歐洲球隊無法在美洲
F 組：德國、墨西哥、韓國、瑞典
奪標的“魔咒”，德國隊當然希望再次將衛冕的宿命改
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門將位置憂慮解除
F 組：德國、墨西哥、韓國、瑞典
強勁陣容幾無弱點

四奪世界盃的德國以衛冕者姿態出征俄羅斯，在
國家足運發展得宜下，教練路維今屆依然拿着一手好
牌，只要運用得宜的話，肯定仍是今夏決賽周奪標熱
馬高列奧斯（多蒙特）
中場：基迪拉（祖雲達斯）、達斯拿（巴黎聖日耳門）、卻奧斯（皇家馬德里）、奧斯爾（阿仙
門之選。
在聯賽賽季未結束之前，德國球迷對國家隊門將
奴）、施巴斯坦魯迪（拜仁慕尼黑）、祖利安白蘭特（利華古遜）、根度簡（曼城）、哥列
一環相信仍非常擔心，事關效力拜仁慕尼黑的鋼門紐
斯卡（史浩克04）
四奪世界盃的德國以衛冕者姿態出征俄羅斯，在
亞一直養傷未能復出，如今夏大門需交由巴塞羅那的
達史特根把守，始終予人難以安心的感覺。幸而，紐
國家足運發展得宜下，教練路維今屆依然拿着一手好
前鋒：迪姆華拿（RB萊比錫）、馬里奧高美斯（史特加）、湯馬士梅拿（拜仁慕尼黑）、
墨西哥已經第 16 次晉身世界盃決賽周，不過除 至於已經30歲的“小豆”查維亞靴南迪斯，如今是墨
亞終在早前對奧地利的友賽復出，賽後亦無不良反
牌，只要運用得宜的話，肯定仍是今夏決賽周奪標熱
馬高列奧斯（多蒙特）
了兩次以東道主身份能打入
8 強之外，這支中美洲國 西哥史上入球最多的球員，並且為墨西哥上陣超過了
應，相信可以健康地為德國守住城門。
門之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家球隊已是連續 6 屆在 16 強止步。今次分組賽面對的 100場。
連門將位置的憂慮亦已解除，德國陣容說實在已
在聯賽賽季未結束之前，德國球迷對國家隊門將
是德國、瑞典與韓國，若只以次名晉級，16 強很大機
幾乎沒有任何弱點。防線方面，德軍有拜仁三子甘美
一環相信仍非常擔心，事關效力拜仁慕尼黑的鋼門紐
■ 墨西哥繼續由奧祖亞
會面對E組的巴西，想突破16強可說相當困難。
治、曉姆斯及謝路美保定助陣；中場則有卻奧斯、基
亞一直養傷未能復出，如今夏大門需交由巴塞羅那的
把守最後一關。
把守最後一關
。 美聯社
歷屆世界盃墨西哥都是一支不可忽視的隊伍，在
迪拉及奧斯爾維持攻守平衡及提供創造力；至於前場
達史特根把守，始終予人難以安心的感覺。幸而，紐
1990年被禁止參賽後，自1994年起已連續6屆在分組
馬高列奧斯、湯馬士梅拿及 RB 萊比錫新星迪姆華拿，
墨西哥已經第 16 次晉身世界盃決賽周，不過除 至於已經30歲的“小豆”查維亞靴南迪斯，如今是墨 亦為德國帶來活力及把握力。更重要的是，上述大部
亞終在早前對奧地利的友賽復出，賽後亦無不良反
賽突圍，但在淘汰賽卻是第一戰就要回家。今屆被編
西哥史上入球最多的球員，並且為墨西哥上陣超過了
了兩次以東道主身份能打入
8
強之外，這支中美洲國
應，相信可以健康地為德國守住城門。
入 F 組，墨西哥想避免再度 16 強出局，或許要力壓德
分球星雖然均看似出道已久，但實情除了紐亞及基迪
100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拉之外，各人年齡其實皆在
家球隊已是連續
6 屆在 16 強止步。今次分組賽面對的
連門將位置的憂慮亦已解除，德國陣容說實在已
國爭取小組首名，否則次名出線很大機會撞上
E 組的
30 歲以下的當打之齡，沒
是德國、瑞典與韓國，若只以次名晉級，16強很大機
幾乎沒有任何弱點。防線方面，德軍有拜仁三子甘美
巴西。今屆墨西哥留用了不少舊將，包括在西甲失意
有體能疑問之餘，卻又有足夠的大賽經驗，列強要過
■ 墨西哥繼續由奧祖亞 “日耳曼兵團”這關，必然是困難重重。
的門將奧祖亞，上屆表現搶鏡獲得青睞，可是最終在
會面對E組的巴西，想突破16強可說相當困難。
治、曉姆斯及謝路美保定助陣；中場則有卻奧斯、基
馬拉加還是沒受重用，今季轉戰比利時的標準列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把守最後一關。
把守最後一關
。 美聯社
歷屆世界盃墨西哥都是一支不可忽視的隊伍，在
迪拉及奧斯爾維持攻守平衡及提供創造力；至於前場

前鋒：迪姆華拿（RB萊比錫）、馬里奧高美斯（史特加）、湯馬士梅拿（拜仁慕尼黑）、
魯迪格（車路士）、謝路美保定（拜仁慕尼黑）、甘美治（拜仁慕尼黑）

連番失意 16 強 墨西哥再闖荊棘路

門將位置憂慮解除
強勁陣容幾無弱點

連番失意16強 墨西哥再闖荊棘路

1990年被禁止參賽後，自1994年起已連續6屆在分組
賽突圍，但在淘汰賽卻是第一戰就要回家。今屆被編
入 F 組，墨西哥想避免再度 16 強出局，或許要力壓德
國爭取小組首名，否則次名出線很大機會撞上 E 組的
巴西。今屆墨西哥留用了不少舊將，包括在西甲失意
的門將奧祖亞，上屆表現搶鏡獲得青睞，可是最終在
馬拉加還是沒受重用，今季轉戰比利時的標準列治。

馬高列奧斯、湯馬士梅拿及 RB 萊比錫新星迪姆華拿，
亦為德國帶來活力及把握力。更重要的是，上述大部
分球星雖然均看似出道已久，但實情除了紐亞及基迪
拉之外，各人年齡其實皆在 30 歲以下的當打之齡，沒
有體能疑問之餘，卻又有足夠的大賽經驗，列強要過
“日耳曼兵團”這關，必然是困難重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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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健身各阶段的三个 " 不 "

20 岁身体健康、青春无敌，30 岁身材走样、脂肪增多，40 岁年老色衰、疾病来袭。每个女性都会经历从年轻到年老的过程，北京宝力
豪健身俱乐部资深私人教练王新凤说，想要身材苗条、留住青春，运动是最好的选择，而且不同年龄段锻炼的重点不一样。
不爱健康爱身材
典型想法：
不吃饭、吃减肥药、大强度的运动……只要能让身材变好做什么都可以。但跑步太无聊了，力量训练更枯燥，每次都要面对一堆铁块。
20 岁是激情四射的年龄，身体功能也处于鼎盛时期，
心律、肺活量、
骨骼的灵敏度、
稳定性及弹力等各方面均达到最佳点。因此，要趁年轻把身材雕塑得
更完美。
年轻女孩对身材虽然非常重视，但却很少参加有规律的锻炼，时间一长身体就变得肌肉少脂肪多。时尚多样的健身方式，可以给年轻人带来激情和刺
激，让
“喜新厌旧”的年轻人乐此不疲，对健身产生浓厚的兴趣，
树立坚持运动的观念。
王教练说，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可以每周锻炼 4～6 次，每次最好坚持一个小时以上。锻炼重点主要是胸部、腰背部、
大腿和臀部，以塑造身体的线条。
而锻炼的方法则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
如跳踏板操，练跆拳道，学习拉丁等时尚动感的舞蹈。
不要脂肪要肌肉
典型想法：
生完孩子身材就出现了危机，腰、腹的赘肉增多，年轻时的裙子再也穿不上了；忙完工作忙家务，虽然想锻炼但却没有
时间。
30 岁的女性虽然身体素质大都还能保持良好，但是体形却有所改变，皮下脂肪堆积过多。这个阶段的女性不应该强求身材还能
像年轻时一样苗条，而是要在保持健康的基础上，锻炼身体的肌肉和柔韧性。
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会流失一部分肌肉，却得到相同重量甚至更多的脂肪，但肌肉可以比脂肪燃烧更
多的热量。所以，30 多岁的女性要通过运动建造肌肉，加速新陈代谢，防止脂肪的增长和堆积。
没有时间去健身俱乐部锻炼的女性朋友，可以在下班后或晚饭后和家人一起进行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如游
泳、快走、爬楼梯等，每次维持 30～40 分钟，养成健身的习惯。如果时间允许最好每周三次到健身俱乐部参加一些器械
训练，如举哑铃等，
以提高新陈代谢率、燃烧多余的热量、增加肌肉力量。而瑜伽、普拉提等柔韧性和灵活性的锻炼也是
不错的选择。
不
“强”美丽强骨骼
典型想法：
人老色衰，
只有通过美容来掩饰皮肤和身材的衰老；心烦、
气躁，对生活有悲观情绪。
40 岁的女性只能用美容化妆品来“强迫”自己
延续美丽，但她们开始察觉出健康的危机。这个阶段
的女性要知道身体机能是无法通过美容来提高的，
健康才是真正的美。只有通过运动才能使身体变得
健康而焕发青春活力，让内心获得愉悦。
王教练指出，女性在更年期以后的 5 到 7 年里，
骨质最多能流失 20％，所以很容易患骨质疏松症。
经常运动的女性比不运动的女性骨质密度更好。40
多岁正是女性骨骼真正开始疏松、肌肉开始失去弹
性和活力的时期。每天进行 30 分钟交谊舞、
踢毽子、
韵律操、
瑜伽等对速度和强度要求不高的锻炼，能增
加身体的协调性、锻炼骨节的灵活性、
调整机体的身
心疲劳、
避免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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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oul 馬戲團休斯頓巡
演 7 開始
開始，
，王朝旅遊有特價
票 15 元，欲購速速 ！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國排名第一的
UniverSoul Circus 馬戲團已經成立 25 年了，成
為美國排名第一的音樂活動之地和無與倫比
的表演藝術馬戲團。UniverSoul Circus 以令人
難忘的歡樂音樂和極度驚險的表演，改變了
世界對都市娛樂演出的定義。
UniverSoul Circus 在 2018 年攜有史以來最
好的節目，將在全世界巡演，德州休斯頓站
將在 6 月 7 日—25 之間在靠近 downtown 的
Bulter Stadium 搭建一個巨大的大棚，觀眾們
可以在這個神秘的大棚下的每一個角落感受
到氣勢磅礴、熱鬧時尚、豐富多彩的全世界
頂尖的馬戲節目。
創辦人兼首席執行官 Cedric Walker 在談
到 UniverSoul 成立 25 周年時表示，這是一個
了不起的旅程，也是一次夢幻般的旅程。 歷
屆觀眾見證了我們的成長，並與我們一起蛻

變。我們希望我們的粉絲知道他們將永遠是
UniverSoul 馬戲團家族的一員。讓我們作為一
個有社區意識，以家庭為導向，使人精神振
奮和愉悅的娛樂馬戲團來復興美國家庭。
UniverSoul 馬戲團不斷在創新，但是也有
很多經典的保留節目和元老級的演員，這些
深受世界各地觀眾歡迎的節目形式包括加勒
比舞，柔術，小醜，喜劇狗，大跳板，蹦床
，爬桿，死亡輪，魔術換衣，馬術和瘋狂摩
托。 UniverSoul Circus 的演員來自世界各個角
落，包括中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南非，
蒙古，智利，古巴，俄羅斯，幾內亞和美國
，univeisoul 馬戲團是一個真正多元文化的表
演團體。UniverSoul 馬戲團集藝術，戲劇，音
樂，包括流行音樂，經典 R＆B，拉丁，嘻哈
，爵士和福音音樂於一體，把全球流行文化
獨特和熟悉的方面融入到國際舞臺上，並以

國際表演者為中心。 UniverSoul Circus 與太陽
馬戲團一起被評為美國兩大馬戲團之一。吸
引了全美甚至全球的觀眾為之瘋狂。
馬戲團的官方票價為 30-60 元，位於中
國城精英廣場的王朝旅遊有少量特價票僅售
15 元起，預購從速，電話：713-981-8868。
《美南新聞》讀者可上網團購，可得 7
折優惠，請輸入 https://goo.gl/icvvqn
演出時間：
6 月 7 日-6 月 24 日
場次：
周四 首演 | 7 pm
周二至周五 10:30 am | 7 pm
周六 12 pm | 4 pm | 7:30 pm
周日 12:30 pm | 3:30 pm | 6:30 pm

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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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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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醫
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
天曬網。這些對於車禍賠償都是不利的，對自己
身體更是有害。對於沒有傷筋動骨的小車禍，
2--3 個月的推按摩康復治療之後，大多數人都
會感覺好了；對於大小手術治療後的傷員，1--2
年之後，也會慢慢好轉，這個時候，絕大多數人
都會忘記車禍這檔子事兒，繼續開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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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震蕩是比較容易查出來的，
但軟組織受傷是很難查出來的，CT、超聲波都不
行，最多是核磁共振（NMR）可能會發現一些問
題（醫學檢查稱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但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
車禍，發生的部位，便可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進行腦部、背
部、骨關節和軟組織恢復治療與保養，千萬不要
等到 10 年 20 年之後才想起來，那就晚了。建議
您去找李醫生，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會幫您設
計治療方案，保險公司支付您全部的費用，經過
精心治療之後，您不會有任何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
背痛頸痛，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
破裂，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
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患者常常感覺
下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
異常、前行困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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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推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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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ay 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 診斷治療，病
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
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等，李
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
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
上減輕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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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六上
午。

休城社區

台灣科技部蘇芳慶次長宣導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
蘇次長莊司長及徐組長舉行小組討論 回答聽眾的問題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配合
政府 「前瞻基礎建設」及 「產業創新
領域」等政策推動，回應臺灣產 學研
各界對前瞻科研領域人才需求及海外
人才歸國期待，台灣科技部蘇芳慶次
長特別參訪休斯頓年美南國建會年會
暨 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帶領科技部
莊偉哲司長及台北經文處經濟組組長
徐炳勳宣導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
台灣科技部為呼應海外人才歸國的期
待，以及臺灣產學研各界對海外前瞻
應用及稀有領域人才之渴求，打造
「海 外 人 才 歸 國 橋 接 方 案 （LIFT,
Leaders in Future Trend）」，號召臺
灣赴海外留學人才，返國貢獻所學，

將其國際視野、科技研發新知、前瞻
應用趨勢帶回臺灣，與國內的產學研
界進行深度交流，期望透過引進國際
新知，以達激勵產業創新，刺激技術
躍昇之成效。
蘇芳慶次長說：台灣的資訊產業
有多麼重要，用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
台灣是全球領先的筆記本電腦 製造業
，筆電晶片有將近 7 成是由台灣廠商
設計生產製造出來的，ROC (Republic of Computer) 是台灣對世界的重要
貢獻，佔全球市場份額的 81.1％。台
灣半導體產業 2017 年增長 7.1％，總
產值達 2.63 萬億台幣。 蘇芳慶次長另
外引用台灣獲得的許多成功成果，向

世界展示台灣為世界提供的高科技力
量，實力和重要貢獻。 台灣擁有
0.3％的世界人口，0.02％的世界土地
，但台灣為世界貢獻了重要的經濟支
持和資源，和不可或缺的工業產品和
技術。 其中包括：台灣半導體製造公
司 (台積電) 是全球最大的晶圓代工廠
和半導體製造商，鴻海（富士康）是
世界 50 強和第三大 IT 公司，台灣是
全球最大的自行車製造和銷售商。
在未來的 AI 時代，台灣當然不能
缺席，因為我們擁有發展 AI 所需要上
下游產業群聚的優勢，培養出許多各
國競相爭逐的優秀人才。讓台灣的創
業家、年輕人有機會透過 TTA 這個平

台的幫忙，成功建立夥伴關係連結國
外、連結世界是 TTA 最重要的任務
。 科技部推動本方案，號 召臺灣赴
海外留學人才返國，將其國際新知帶
回國內並與產學研各界進行交流擴 散
。台灣需要有才能的高科技人才來繼
續推動台灣經濟和科技發展的進程。
在蘇芳慶次長的講座介紹之後，
徐炳勳組長說：台北經文處期望協助
海外高階人才回流，亦激勵產業創新
及科研發展。 本方案為協助安置返國
學人，鼓勵返國學人於方案期間與各
界建立連結，將 規劃辦理各式交流活
動，並提供返國學人交流補助金、科
學園區宿舍租用優惠及 子女就學協助

等配套措施。
在徐炳勳組長介紹協助海外高階
人才回流之後，蘇芳慶次長、科技部
莊偉哲司長及徐炳勳組長坐在前排繼
續進行小組討論，回答聽眾有關海外
人才歸國橋接方案的問題。在這個研
討會上還有休斯頓僑領們參加研討會
來支持這個計劃。僑領們希望在此基
礎上，協助這些研究團隊未來持續向
台灣科技部與美國獎助機構申請延續
性計畫，而這些計畫都有技轉可能性
，研究成果未來將有助在地創新創業
。

美南國建會上周六晚舉行建會40 周年晚宴
介紹創始及歷任會長 ，並頒發特別榮譽獎牌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南國建協進會於 2018 年年
會（ 上周六，6 月 9 日） 晚間七時，在 Sugar Land Marriott
Hotel 舉行建會 40 周年晚宴，在會長黃初平及貴賓 「台北
經文處 」 副處長林映佐，及中華民國科技部蘇芳慶次長致
賀詞, 高度評價美南國建協進會在過去的貢獻與付出。晚餐
後，大會正式介紹美南國建會創始會長陳謨星並由會長黃
初平與該段落的主持人國建會前會長錢懋曾代表頒發。陳
謨星會長過去曾在 「台電」服務，一直在訓練 「台電」人
才，他在致詞時對台灣目今
一連串的停電、跳電，極力聲討，認為不可原諒。錢懋曾

會長也介紹了一至八屆的會長，還有第二屆會長何益民、
第三屆會長杜奎、第四屆會長何明通、第六屆會長錢懋曾
、第七屆會長袁立人、第八屆會長樓錫九。其中杜奎於去
年六月逝世，由其夫人代表領獎； 而樓錫九亦由夫人代表
領獎。樓錫九會長 1954 年加州大學畢業，曾為煉油廠、化
工廠負責人。
周禧會長介紹國建會第九屆至第十六屆會長，包括：
第九屆會長常台安、第十屆會長石思孟、第十一屆會長黃
泰生、第十二屆會長邱震華、第十三屆會長陳振國、第十
四屆會長周禧、第十五屆會長浦浩德、第十六屆會長張文
華。
黃壽萱會長介紹國建會第十七屆至第二十四屆
會長，包括： 第十七屆會長陳天生、第十八屆會
長陳津源、第十九屆會長蔡忠和、第二十屆會長鄭
振興、第廿一屆會長劉志恆、第廿二屆會長董元慶
、第廿三屆會長黃壽萱、第廿四屆會長林國強。
張濟群會長介紹國建會第廿五至卅四屆會長，
包括：第廿五屆會長張濟群、第廿六屆會長朱辛為
、第廿七屆會長鍾宜秀、第廿八屆會長閻寶印、第
廿九屆會長劉耀華、第卅屆會長王家聰、第卅一屆
會長王國治、第卅二屆會長林欣慧、第卅三屆會長
顧寶鼎、第卅四屆會長黃初平。
每一位出席的歷任會長皆上台接受紀念品並合
影留念。前會長顧寶鼎並高歌一曲 「夜來香 」，
國建會四十週年晚宴上，
國建會四十週年晚宴上
，頒發給歷任老會長及其代表
頒發給歷任老會長及其代表（
（ 左起 ） 錢 以展歌喉。會中也安排種類繁多的抽獎節目，幾乎
懋曾會長，
懋曾會長
， 陳謨星會長
陳謨星會長、
、 何益民會長
何益民會長、
、 杜奎會長夫人
杜奎會長夫人、
、 樓錫九會 每位前會長皆捐贈抽獎節目，獎品十分豐富，驚喜
長夫人，
長夫人
，黃初平會長頒獎
黃初平會長頒獎。（
。（ 記者秦鴻鈞攝 ）
的歡呼聲此起彼落。

（ 左起 ） 中華民國科技部蘇芳慶次長
中華民國科技部蘇芳慶次長，
，科技部莊偉哲司長
科技部莊偉哲司長，
， 「 台北經
文處」」 經濟組徐炳勳組長在座談會上宣導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並回答
文處
觀眾的提問。（
觀眾的提問
。（ 記者秦鴻鈞攝 ）

國建會四十週年晚宴上，由會長黃初平
國建會四十週年晚宴上，
由會長黃初平（
（ 右一 ） 頒發特別榮譽獎牌給
國建會創始會長陳謨星（
國建會創始會長陳謨星
（ 中 ），（ 左 ） 為該時段主持人錢懋曾會長
為該時段主持人錢懋曾會長，
，
介紹得獎創始會長陳謨星（
介紹得獎創始會長陳謨星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