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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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    城    分    行    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972-246-1277
李  察  遜  分  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972-301-5988
布  蘭  諾  分  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奧  斯  汀  分  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66

．小型商業貸款(SBA Loans)
．商業建築/房地產貸款 (Construction / Real Estate Loans)
．商業地產貸款 (Commercial Financing)

SOUTHERN CHINESE WEEKLY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1135

08.23.2018

沈喬生 先生
中國著名作家
江蘇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已發表文學作品 500 多萬字，文學書法篆刻三絕才子
受邀美南華文作協將於 9 月 1 日下午 2 時僑教中心舉辦講座

 全球直播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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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世界機器人大會揭幕世界機器人大會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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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益子釘舉辦向日葵節日本益子釘舉辦向日葵節
200200萬株花朵成金色海洋萬株花朵成金色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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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經濟體爭先搶占科技制高點

全球主要經濟體正在爭先搶占先

進制造技術的科技制高點，並紛紛

在通過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傳統制

造業的同時，結合本國產業特色，

聚焦優勢領域，打造先進制造業王

牌。在這壹形勢下，美、日、歐洲

等國家和地區在先進制造業領域的

標準設定、技術研發、產品創新、

市場轉化方面都制定了各具特色的

路線圖——

隨著智能制造、物聯網及3D打印

等先進制造技術不斷發展和普及，其

對經濟的帶動促進作用愈發明顯。全

球主要經濟體正在爭先搶占這些先進

制造技術的科技制高點，並紛紛在通

過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傳統制造業的

同時，結合本國產業特色，聚焦優勢

領域，打造先進制造業王牌。在這壹

形勢下，美、日、歐洲等國家和地區

在先進制造業領域的標準設定、技術

研發、產品創新、市場轉化方面都制

定了各具特色的路線圖。

美國全面發力先進制造
美國政府高度重視培育自身在先

進制造業領域的獨特優勢，由美商務

部下屬國家標準與科技協會發起的

“美國制造”項目確定3D打印、數字

化制造與設計、智能制造、物聯網、

再生醫學、機器人等為未來5年內美

國制造業優先發展領域。該項目通過

確立緊密的政府與私人企業合作關

系，將學術研究、新業態形成與政

府政策、資金相聯合，吸引了波音

公司、通用電氣、洛克希德· 馬丁公

司和福特汽車等壹批制造業巨頭加

入。在該項目的支持下，國家級3D

打印研發中心“美國創造”（Ameri-

can Makes）今年8月份新設研究資助

項目，未來1年至2年將重點投入研

發大規模3D打印技術應用。

美中小企業協會（SME）、全美

行業協會（NAM）等認為，美國政

府在未來5年應加大對自動駕駛、機

器人、金屬3D打印及量子計算的支

持力度，確保美國在這些領域的全

球競爭力。同時，為企業研發提供

更具競爭力的政策優惠和資金支

持，吸引企業將其研發機構從海外

向美國回流。

通用電氣公司認為，未來制造業

革命將發生在5大領域，即虛擬現實

增強技術、數字化、機器人制造、雲

端物聯網及3D打印。該公司將把業務

重心向數字化軟件設備傾斜，提升合

作夥伴的生產和運營效率。戴爾公司

將助力業務合作夥伴數字化轉型作為

未來新興業務，並不斷加大投入，這

種利用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整合

全產業信息資源的數字化技術，將實

現實時決策。

歐洲著力培育特色產業
為促進先進制造業領域技術創新

和成果轉化，鼓勵新興高科技企業形

成，英國政府支持的“創新英國”(In-

novate UK)項目，計劃於 2020 年至

2021年額外投入47億英鎊（合61億美

元）用於先進制造業研發，著重聚焦

航空航天、汽車制造及生物醫藥領

域。英國在全國設立了7個先進制造

研究中心，加強產學研結合，力求在

數字化、精確醫藥、未來城市、新能

源汽車等領域把握科技制高點。如在

航空航天領域，該項目今年下半年將

投入1.5億美元研發新壹代民用航空設

備。英國ARM公司不斷提升在物聯網

操作系統上的競爭力，推出能夠將各

種智能終端安全、便捷、可擴展地連

接到雲端的軟件系統，以及將各類傳

感器數據在設備端處理的軟件系統。

工業軟件企業AVEVA公司也將主要業

務聚焦於工業物聯網與三維工廠可視

化技術的集成應用。

德國的工業 4.0以智能制造為核

心，著重提升制造業數字化水平，形

成設備、產品、原材料、軟件“互聯

互通”。致力於在未來實現生產者、

消費者、產品、信息數據的智慧聯

結，最終實現萬物互聯。在行業協會

層面，德國工業聯合會（BDI）為企

業創新提供與政府資金、研究機構學

術成果對接的平臺，促進制造業先進

研究成果的轉化應用，同時為企業創

新提供與市場對接渠道。德國標準化

協會（DIN）則為企業對接工業4.0提

供標準路線圖，引導企業根據自身

優勢選擇產品研發領域和具體項目,

提高技術創新向市場推廣的成功率

。西門子公司近日發布“公司願景

2020+”戰略規劃，以適應發展以數

字化制造、智能制造、物聯網為基

礎的業務架構。同時，西門子新成

立物聯網集成服務業務部門，未來

將努力拓展物聯網平臺產品。此

外，西門子和德國電信等企業還共

同設立“工業4.0實驗室網絡”，作

為未來5年至10年孵化智能制造、機

器人技術的高端平臺。

法國則推出了“未來工業聯盟”

項目，確立了“壹個核心，九大支

點”。壹個核心，即“未來工業”，

實現工業生產向數字制造、智能制造

轉型。九大支點包括大數據經濟、智

慧城市、移動智能、新型醫藥、可持

續發展城市、物聯網、智能電網等。

法國為推動“未來工業”項目，去年

向4300多家高科技領域中小企業提供

數字化技術支持，投入1億歐元加強

高科技人才培養，並與德國、日本在

內的國家達成國家層面先進制造業領

域合作。今年，法國還成立了國家創

新基金，計劃在5年至10年內加大對

智能制造、智慧城市及數字交通等領

域的投入。

瑞士則著重轉型發展生物制藥、

醫療設備、藥品可持續領域的先進技

術，加大資金投入及政策扶持力度，

以羅氏和諾華為代表的制藥企業瞄準

前沿醫藥領域，不斷開發新的藥品以

滿足市場需要。

日韓政策扶持改造智能工廠
根據《日本制造白皮書2017》，

日本將3D打印、人工智能、自動化與

智能制造、物聯網作為主要資金和政

策扶持領域。日本把實現“互聯工業

”作為發展目標，充分利用機器人和

人工智能，通過各式各樣的合作創造

出新的附加值。在實施機器人革命的

同時，設立物聯網實驗室，在全國範

圍內實施2000多個配對項目，促進制

造企業與IT企業間的合作。行業協會

層面，為推動“智能工廠”，日本工

業價值鏈促進會基於日本制造業的現

有基礎，提出日本工業價值鏈計劃，

吸引了三菱、豐田、日立、松下等100

多家大企業，以形成合力推動未來日

本的智能制造和工業數字化。

韓國則出臺了“制造業創新

3.0”戰略，以促進制造業與信息技

術（ICT）相融合，從而創造出新產

業，提升制造業的競爭力。為此，

韓國制定了長短期計劃，大力發展

無人機、智能汽車、機器人、智能

可穿戴設備、智能醫療等 13個新興

動力產業。韓國將在 2020 年之前打

造10000個智能制造工廠，將全國1/3

的雇傭工人人數超過 20人的工廠都

改造為智能工廠。據韓國政府預

期，通過實施“制造業創新3.0”戰

略，計劃到 2024 年韓國制造業出口

額將達到1萬億美元，制造業競爭力

進入全球前4名。

愛
爾
蘭
奶
粉
事
件
影
響
中
國
市
場
？

中
愛
官
方
發
最
新
回
應

綜合報導 據歐盟

食品與飼料快速預警系

統近日的預警通報顯

示，產自愛爾蘭的嬰

幼兒配方奶粉疑似感

染沙門氏菌。最初由

法國報告，之後多國都

發出了預警。

上述預警是歐盟食

品及飼料類快速預警系

統編號 2018.2152-愛爾

蘭產嬰幼兒配方奶粉疑

似沙門氏菌汙染事件。

對於此，愛爾蘭官

方作出回應。愛爾蘭農

業、食品和海事部公告

稱，愛爾蘭嬰幼兒配方

奶粉嚴格按照最高食

品質量及安全標準生

產，完全符合歐盟及

中國食品安全部門的

標準要求。

愛爾蘭農業、食品

和海事部了解到，近期

在法國出現幾例嬰兒沙

門氏菌病例報告。愛爾

蘭食品安全主管部門高

度重視任何此類報告。

公告稱，根據調

查結果顯示，沒有證

據證明上述法國嬰兒

沙門氏菌病例與愛爾

蘭產嬰幼兒配方奶粉

有任何因果關系。就

此調查進展，法國食

品安全部門已經向歐

盟食品及飼料快速預警機構進行了後

續通告。法國將不再進行進壹步調查，

並認為該案例已關閉。

公告還表示，愛爾蘭食品安全部

門將繼續對所有在愛嬰幼兒配方奶粉

生產企業實行嚴格管控，並向中方保

證，所有在愛生產及出口至中國市場

的食品安全無虞。

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共進口嬰幼兒

配方奶粉295932噸（稅號19011010），其

中，愛爾蘭出口到中國的嬰幼兒奶粉為

37643噸，占總進口量的12.7%。

有關“愛爾蘭奶粉事件最新報道”，

中國海關總署亦在17號發布內容稱，2018

年 8月 17 日，根據歐盟官方最新消息，

歐盟食品和飼料快速預警系統（RASFF）7

月27日通報的疑似受沙門氏菌汙染愛爾蘭

相關批次奶粉均未檢出沙門氏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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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美南電視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今年最新推出的早間直播新聞類節目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由特約主播高白，向觀眾朋友們介紹全球，美國，中國，以
及臺灣地區最新發生的新聞。不僅如此，早安休斯頓還會在
節目中連線加州以及加拿大華人電視臺，給您帶來北美最全
面的新聞資訊。

播出時間：
節目播出時間為周一至周五每天清晨7-8點。敬請關註。

▲ 主播高白

《早安休斯頓》精彩
節目介紹

星期二 2018年8月21日 Tuesday, August 2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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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8年8月21日（星期二）

■■孫楊後來孫楊後來
居上居上。。

新華社新華社

U23國足於今屆亞運分組賽有出色表現，
球隊於日前的最後一輪比賽以2：1反勝阿聯
酋，3戰全勝下順利以首名過關，並創造了
1974年參戰亞運以來最佳的分組賽成績。
U23國足於今屆比賽與東帝汶、敘利亞及

阿聯酋同組，最終創出射入11球而僅失1球的數
據，成績較2002年及2006年亞運，分組同樣全
勝惟淨勝球只有9球及4球更佳。值得一提的
是，球隊該兩屆比賽皆是於首輪淘汰賽即被擯出
局，因此U23國足還有數據等待他們去打破。
國足16強將會對陣沙特阿拉伯。
U23國足的意大利籍教練馬達洛尼表示，

球隊的奪冠路途依然非常遙遠：“阿聯酋同樣一
心求勝，但我們卻成功擊敗了他們，證明球隊正
不停地在進步。然而要注意的是，之後每一場比
賽皆不會容易應付，如果一支球隊想要爭奪冠
軍，就必須努力奮鬥。”

港足1:3負印尼 16強硬撼烏茲別克
另一方面，已肯定出線的香港亞運足球隊，

則於20日晚分組賽完成最後一輪分組賽，結果面
對擁有“地獄主場”的東道主印尼以1:3落敗，只
能以小組第3名身份出線，16強要硬撼烏茲別
克。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國足全捷晉級
創44年小組佳績
■■國足隊員姚均國足隊員姚均
晟晟((下下))以滑草的以滑草的
方式慶祝進球方式慶祝進球。。

新華社新華社

在第4號賽道出發
的孫楊於 20 日

800米自決賽，雖然中國國家
隊隊友季新傑、日本選手竹田
涉瑚及山本耕平不停希望施加壓
力，惟孫楊並未自亂陣腳，並於350
米起發力趕過原本領先的竹田然後直
奔終點，最終以破亞運紀錄的7分48秒
36，力壓竹田涉瑚及越南的阮輝煌贏得
個人今屆亞運第2金。

徐嘉余50米背戰勝入江陵介
孫楊賽後表示：“由於之後有接力

比賽，所以於剛才略微有點保留，沒有
把自己訓練時的最好水平全力發揮出

來，如果我前程加一把力氣，成績還
會更好的，但為了之後的接力還是要
稍作兼顧。”
可惜孫楊於之後的男子4×200自由

泳接力決賽，只能屈居銀牌。師弟徐嘉余
同日男子50米背泳決賽則游出24秒75成
績，快日本勁敵入江陵介0.13秒奪冠。

楊皓然趙若竹10米氣步槍奪冠
同日國家代表隊焦點金牌：日前10

米氣步槍混合團體賽屈居銀牌的楊皓
然，20日男子10米氣步槍終發揮出實
力，決賽以249.1環連續兩屆亞運奪金。
趙若竹在女子10米氣步槍決賽以

250.9環破賽會紀錄摘冠，奪得國家隊今

屆亞運射擊第三金。
趙若竹透露，她抵達印尼後開始感

冒、頭痛，好在病情漸漸好轉，“很激
動能把上屆亞運這項目錯失的金牌重新
奪回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剛贏得泳手生涯第一面

亞運200米自金牌的孫楊20日繼續改寫

自己紀錄，這位星級泳將於男子800

米自由泳決賽，以7分48秒36的新

亞運紀錄再奪一金，在本屆賽事已豪奪2金。

■■徐嘉余慶祝奪冠徐嘉余慶祝奪冠。。
新華社新華社

■■孫楊勇奪亞運男子孫楊勇奪亞運男子800800米自由泳金米自由泳金
牌牌。。 新華社新華社

張銳大文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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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是記者採訪印尼亞運會的
第五天，工作了十多個小時後，精
神和身體都已經疲憊不堪，晚上12
點吃完晚餐後，記者便乘的士回酒
店，的士司機Toto Subagio的友善
和熱情深深感動了我。印尼是一個
歷史悠久的國家，亦有無數壯麗的
山河景色，但若說什麼是印尼最美
的風景，一定是在這裡生活的人。

結束了一天的辛勤工作，記者
終於能夠回到酒店休息。上車後，
記者便向的士司機Toto確定目的
地，Toto用稍帶印尼口音卻非常標
準的英文和記者講解將如何前往。
記者頗為驚訝，因為這幾天碰見的
印尼人中，有一半不會說英文，而
另一半會說但有流暢英文能力的少
之又少，Toto的英文甚至說得比記
者更好，因此我們很快便攀談起
來。
記者說明了來到雅加達的目的

後，Toto馬上表現得非常熱情，他
向記者介紹，這次亞運會是每一個
印尼人這幾年來最期待的大事，每
一個印尼人都以主辦這一盛會為
榮，他們期待透過這次亞運會能讓
世界見識到印尼人的熱情好客，總
括而言，就是愛的力量。

隨後Toto向記者介紹了雅加達
的各種景點，同時推介了諸多印尼
特色食物，並叮囑記者一定要嚐嚐
印尼的辣食。記者應允後，亦馬上
回禮，推介舉世聞名的中國川菜給
他，告訴他若將來有機會到中國旅
遊，一定要嘗試下麻辣火鍋。

Toto與記者平生素未謀面，大
家萍水相逢，將來再碰頭的機會微
乎其微，但他的熱情好客感動了記
者。這份珍貴的回憶，記者選擇用
照片的形式記錄下來留作紀念。

武術 劍擊頻報捷 港隊添1銀3銅

■■武術武術““女俠女俠””袁家瑩袁家瑩（（左左））
和莫宛螢手持獎牌開心合照和莫宛螢手持獎牌開心合照。。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大文集團特派記
者 張銳 雅加達報道）亞運女子武術
套路（太極拳、太極劍全能）的比賽
連續兩日進行，20日早展開太極劍的
較量，香港選手莫宛螢以總分19.42
分為港武術隊“開齋”摘下銀牌。而
稍後出場的袁家鎣，20日出戰南拳南
刀全能賽的南刀比賽，最終以總分
19.27分為港代表團再添1銅。另外，
花劍女將廖恩尉與男子佩劍的羅浩天
也各為港隊增添1枚銅牌，令香港代
表團在今屆亞運會獎牌數增加到1銀
4銅。

23歲的莫宛螢今次首戰亞運，
她在本月初的世界大學生武術錦標賽
的太極拳奪得亞軍，在亞運穿着以區
旗洋紫荊為主題的紅色戰衣作賽，延
續好狀態，首日太極拳做出9.71分
後，20日於太極劍再獲9.71分，兩日
總計19.42分，僅落後東道主印尼的
金牌選手0.08分，奪得本屆亞運香港
代表團和武術隊的首面銀牌。

莫宛螢賽前求助心理專家
賽後莫宛螢開心地透露，自己參

戰亞運前一直感到焦慮不安，需尋求

心理專家的協助，20日早在後台準備
出賽的時候也感到非常緊張，幸好在
賽場上及時穩住心情，沒有影響表
現。莫宛螢今次參賽的套路與月初參
戰世大賽的一樣，不過她認為自己在
亞運的發揮更加出色和穩定。
南拳南刀選手袁家鎣今年 30

歲，第三次參戰亞運，8年前廣州亞
運在同一個項目獲“梗頸四”，19日
南拳賽事表現失準得9.59分，不料20
日的南刀賽事取得9.68分，最後以總
分19.27分奪得銅牌。她在現場的混
合採訪區知道賽果後喜極而泣，等待
8年終於吐氣揚眉，拿下個人首面亞
運獎牌。

袁家鎣哽咽 道盡18年辛酸
2016 年底，袁家鎣半月板受

傷，去年只參加過全國運動會一個大
賽，更因在港隊選拔賽時失誤，導致
落選世錦賽，她20日坦言自己一度
陷入自我懷疑的低潮。今年4月袁家
鎣曾往四川隨當地省隊一起操練，積
極重拾狀態，終於站上亞運的頒獎
台。她賽後接受訪問時激動落淚，哽
咽道：“我想多謝自己，沒有輕易放

棄。”一句說話，道盡了18年武
術運動員生涯的辛酸。
另外，花劍女將廖恩尉與男子

佩劍的羅浩天也各為港增添1枚銅
牌；不過泳手杜敬謙初試啼聲，在男
子200米混合泳的比賽位居第5，國
家隊包攬冠季，日本選手獲亞軍。

■■莫宛螢在太極劍的比賽發揮穩定莫宛螢在太極劍的比賽發揮穩定。。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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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欧美女星一直都很热衷为自己引以为傲的身体部位投下巨额保险，比起多莉 -帕顿

(Dolly Parton)的傲人双峰，玛丽亚凯莉(Mariah Carey)的丰腴美腿，似乎男人们更热衷

把目光投向詹妮弗 -洛佩兹(Jennifer Lopez)那价值 3.5亿美金的性感美臀上，前纽约

市长迈克尔 -布隆伯格甚至曾经说过：“我想拥有珍妮弗 -洛佩兹。”虽然年过四旬，

但拉丁天后 J.LO依旧可以凭借自己的电臀魅力在世界杯开幕式上抢足了镜，当然，

这一切除了她自身拥有的先天资本外，还离不开好莱坞明星教练南 -肯尼迪的指

导。

Tips 1：最简单的塑臀方式是爬楼梯和深蹲

爬楼梯和深蹲训练是在家中时最简单易行的臀部塑造方式，这两种运动都可以

有效锻炼下身特别是臀部和大腿部位的肌肉，但南 -肯尼迪说，这两种运动存在磨

损膝盖的风险，所以一定要在练习时戴上护膝，同时掌握好运动强度。

Tips 2：单车训练让臀部肌肉更具线条感

单车一直是 J.LO挚爱的臀部锻炼武器，曾经有研究指出，经常骑单车的人比开

车出行的人臀部线条更加立体，整体轮廓会显得挺拔上翘，而且肌肉的质感会更有弹

性，所以 J.LO经常在家中做一些单车训练，锻炼臀部的同时还可以有效消耗大腿内

侧的脂肪。

Tips 3：练习以色列特种部队的柔软体操

以色列特种部队的柔软体操和普拉提或是瑜伽一样，在好莱坞女星中都是非常

流行的塑身训练方式。南 -肯尼迪说，比起一般的训练，以色列特种部队的柔软体操

更能侧重锻炼全身的肌肉组织，有效改善肌肉和脂肪的比例，同时令肌肤变得更紧

实。

Tips 4：拆分饮食时间

饮食对于臀部的塑造也非常重要，为了避免体重的变化影响臀部线条，南 -肯

尼迪为 J.LO制定了相当严格的饮食计划，他建议将每日三餐的进食模式拆分成每日

8餐，即每两小时进餐一次，这样可以在保证能量的同时维持体重值稳定。

Tips 5：多吃抗浮肿食物

臀部是非常容易聚集水分的部位，而且臀部皮下组织的淋巴代谢也 比较慢，所

以在运动的同时需要配合饮食来对抗浮肿，避免臀部线条丢失，南 -肯尼迪会让 J.

LO吃一些来自海洋的食物，其中的钾元素有助于对抗浮肿，同时在运动前他也会建

议 J.LO少量饮用红酒，帮助加速新陈代谢。

Tips 6：杜绝臀部脂肪堆积

从食物中摄取的多余热量首先会囤积在腰腹和臀部，其次才是内脏组织和四肢，

所以南 -肯尼迪虽然偶尔会允许 J.LO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但也会要求她做好精细

的计算，而且要在 24小时之内通过饮食计划和运动将多余的热量消耗掉，避免臀部

轮廓被脂肪问题影响。

Tips 7：坚持辅助美臀方案

除了饮食和运动外，一些辅助美臀手段也被南 -肯尼迪加入到 J.LO的生活中，

比如他会建议 J.LO服用具有抗氧化效果的美容补剂来抑制游离的脂肪细胞，增加肌

肉弹性，同时建议通过使用纤体产品配合按压来促进臀部皮下组织的代谢，维持臀部

的线条。美臀塑造法———去脂运动

1.锻炼臀部和大腿的最佳运动是跑步、骑自行车、爬楼梯。

2.如果觉得跑步太吃力，难以坚持下去的话，可以把步行和跑步相结合。以步行

为主，途中可以进行几次短距离跑步，每次跑一两百米，习惯后，逐渐把跑步的时间延

长。

3.夏季在游泳池里锻炼臀部和双腿是非常好的办法，不会大汗淋漓还会因为水

的阻力使双腿活动比较费力，不用担心像在地面上跑步那样须承受较大的震荡，有磨

损膝盖的风险，因此是减去腿部和臀部脂肪的好方法。

責任編輯：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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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道）：这是一个曲线为王的时代，线条比体重更重要。很多欧美女星都引以为傲的不是纤瘦身材，而是完美翘臀！詹妮弗 -洛佩兹就是名儒其实的

翘臀女王之一！快来学学王牌健身教练南 -肯尼迪为 J.LO制定的电臀修炼大计，你也能练成魔鬼翘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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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帥帥上周六在恆豐銀行
作「老人醫療保險」知識講座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一項由華夏學
人協會與恆豐銀行共同主辦的 「 老年醫療
保險 」 知識講座，於上周六（ 8 月 18 日
）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恆豐銀行12 樓社
區服務中心舉行。邀請 「 Drewstar Insur-
ance 」 負責人鄭帥帥（ Andrew Cheng )
主講。獲得極好的回響，現場觀眾滿座，
發言極為踴躍。鄭帥帥對老年醫療保險各
種情況作了極清晰的解說，使大家在處理
個人老人醫保時有一全盤的概念。

生命是一段從年輕走向老化的階
段,當我們年老的時候, 身體已不如年輕時
身強體壯,相對而言,一份好的醫療保險,對
於日漸衰退的身體狀況,將會是無比的重要
。 目前,僑界人口成日益老化的趨勢,針對

於適逢退休階段的人而言, 該如何選擇退
休時的醫療保險,什麼是最優惠的醫療保險
? 哪一個比較有利? 尤其是 在美國報稅沒
有十年,但又到了退休年齡的,該怎樣申請
保 險? 如 何 購 買 Medicare Advantage ,
Medicare Supplement 等等,這些都是在美
國的年長人員的最重要的人生課題。

「Drewstar Insurance」 專做老年人醫
療保險, 代理各家各種保險方案。 尤其是
負責人鄭帥帥(Andrew Cheng),有超過十年
以上老年醫療保險的經驗。 雖然在美國長
大,但說的一口流利的中文, 並長期活躍於
華人社區,同各社團合作, 提供有關老年人
醫療保險講座。 同時,對華裔社區的老人
一直有負擔,長期以來一直以自己的專業,

通過各種管道服務於華裔社區的長輩,已經
成為休斯頓老年人醫療保險的依靠。

2018年是恒豐銀行建行20周年, 也是
恒豐銀行搬入自地自建的恒豐大樓十周年
, 長期以來, 作為社區銀行, 恒豐銀行始終
堅持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的同時, 盡心盡
力的服務於華裔社區， 已盡社區銀行應盡
之社會責任。 恒豐銀行的社區服務中心長
期免費向社區開放，同各社團合作, 將好
的的資訊提供於社區民眾。

講座日期: 08-18-2018
講座時間: 10am-12pm

講座地點: 恒豐銀行12層社區服務中心

痛者的福音！8 月 20 日至22 日上午
「跌打足療中心」免費提供DDS 深度按摩新體驗
（本報訊）作為按摩愛好

者，您想有辦法深度強力刺激
您的阿是穴痛點嗎？想把您體
內的濕氣寒氣排出嗎？

DDS 深度按摩技術是一種
全新的按摩方法，通過生物電
與特殊手法把高鹼性按摩膏快
速透入病變組織深層，清理中
和體內的酸性垃圾，代謝成鹽
和水排出體外。

生物電在鹼性離子作用下

，激活細胞，排風排寒排濕，
按摩師不用拼命使力，就能大
強度打通人體深度的經絡。

按摩師在為患者調理時，
自己同時受益，醫患雙贏！綠
色、無痛、高效，患者在享受
中得到調理，被譽為幸福療法
，無針點滴！

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
羅榮華醫師掌門的休斯頓跌打
足療中心，擁有全美註冊針灸

師、德州註冊脊椎醫師等證書
，專精跌打、扭傷、頸椎痛、
肩肘炎、腰腿痛、關節痛、手
腳痛及麻木和坐骨神經痛等病
症。羅榮華醫師親自體驗這項
深度按摩技術後說，他感覺到
肚子、腸子都運動，這項技術
有前途！

這項全新的 DDS 技術不親
自體驗，是不能知道其強大的
功能及奧秘的。為此休斯頓跌

打足療中心將在8月20-22日上
午為新老客戶提供免費體驗。
免費體驗需要提前預約，約滿
為止。

休斯頓跌打足療中心的地
址：9198 C Bellaire Blvd. Hous-
ton, TX 77036 (百利大道和廉潔
路交叉口，茶店子旁)，電話：
713-272-8838

圖為按摩師正在為患者作圖為按摩師正在為患者作DDSDDS 深度按摩深度按摩。。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主講人鄭帥帥圖為主講人鄭帥帥（（ 前排中前排中 ）） ，，與華夏學人協會成員與恆豐銀行公關經理周明潔與華夏學人協會成員與恆豐銀行公關經理周明潔（（ 前排右三前排右三 ）） 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圖為主講人鄭帥帥圖為主講人鄭帥帥（（ 左左 ），），與與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公關經理周明潔公關經理周明潔（（
右右 ）） 在演講會上合影在演講會上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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