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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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8

10.04.2018

John Woo
熱誠地產 (Passion Realty) 負責人
高等談判專家認證 (MCNE) 、買方代表專家認證、 (ABR) 國際房地產專家認證 
(CIPS) 、金融風險分析師認證 (FRM) 及德州地產出租專家認證 (TRLS)
專精商業投資，一條龍服務、買賣、招租、管理、集資與投資
832-876-8678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 
Wechat/Line ID: JohnTheRealtor ，PassionRealtyLLC.com

 全球直播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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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孔亞多處現巨大土耳其孔亞多處現巨大““天坑天坑””
體積日益增大體積日益增大

土耳其中部科尼亞省Karapinar地區，航拍鏡頭下的凹坑。因農業活動的增加，造成地下水水
位下降，地面凹坑增加引發當地居民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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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陸軍舉行軍事演習德國陸軍舉行軍事演習 女兵舉機槍掃射女兵舉機槍掃射““發舞飛揚發舞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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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20臺收銀機，前面都排滿

了人。餐牌用港元標價，很多消費者拿

著1000港元、500港元跟店員要求‘我

要10個巨無霸’。”據餐廳首批員工回

憶，1990年10月8日，中國內地第壹家

麥當勞餐廳深圳光華餐廳開業首日，不

僅餐廳二、三樓全部站滿了顧客，連餐

廳外都排起了長龍。

改革開放後，伴隨著居民收入水平

提高，餐飲消費觀點的轉變，推動了餐

飲市場的發展，外出就餐成為消費潮流。

伴隨著麥當勞等快餐品牌相繼進入中國，

為中國餐飲業帶來了快餐文化，豐富了

中國的餐飲市場。

麥當勞進入中國的這些年，壹定程

度上帶動了中國快餐行業的規範和發展。

作為西方快餐行業的佼佼者，麥當勞在

中國還面臨著其他強勁的競爭對手。在

競爭中，麥當勞走過了怎樣的28年？

從深圳的第壹家餐廳開始，如今麥

當勞足跡已遍布全國。據統計，2017年，

麥當勞中國服務顧客超過13億人次。截

至目前，麥當勞中國內地已開設了2800

多家餐廳。去年下半年，麥當勞（中國）

有限公司更名金拱門（中國）有限公司。

在更名的背後，不僅是經營權的更叠，

更是麥當勞在中國加快了深耕細作，不

斷創新的步伐。此舉能否進壹步贏取中

國消費者的芳心呢？

記憶裏的“奢侈品”
1992年出生的金澤是麥當勞的“鐵

桿兒粉絲”，他至今還記得第壹次吃麥

當勞的情景。

那是2001年的夏天，家住梅州的金

澤隨父母去深圳，在東門大街上吃到了

麥當勞。他記得很清楚：“那時候梅州

還沒有麥當勞，之前沒吃過，也不知道

什麽好吃，看到圖片上巨無霸最大，我

就指著說要那個。那時的我，壹口下去

都還沒有漢堡厚，沒咬透。”就這樣，

金澤第壹次吃到了正版的“洋快餐”，

巨無霸也成為之後吃麥當勞的首選。

就在金澤出生那年，1974公裏以外

的北京誕生了全球面積最大的麥當勞餐

廳。1992年4月23日，北京王府井餐廳

正式營業，店內有31臺收銀機。首次進

京的麥當勞“戰功赫赫”，創造了開業

當天交易人次過萬的全國紀錄。

1998年元旦，在北京讀大學的李玫

剛交了男朋友，倆人第壹次去了麥當勞，

覺得特別新奇，吃了什麽已經忘了。只

記得當時說，要是每年都能來這兒過新

年該多好。之後的連續三年，到了元旦

這天，倆人就會去麥當勞過節。再後來，

男朋友就成了老公。李玫說，那時候的

麥當勞代表了壹種時尚，同學們在這裏

吃飯、聊天、聚會、談戀愛，玩得可開

心了。

心心念念再次吃到巨無霸的金澤也

終於等來了麥當勞。2003年，梅州的首

家麥當勞開業，能經常去吃是他和同學

們當年的“共同願望”。金澤說：“小

時候麥當勞是奢侈品，家長不怎麽給吃，只

有英語和數學考高分才會獎勵壹頓。”

如今，26歲的金澤是麥當勞的常

客，他調侃：“現在自己有錢了，要

補回來！”和朋友踢完球會去吃，壹個

人的時候更會去，有新品自然要去嘗

試。他喜歡漢堡套餐裏，肉、菜、面包

和飲料“飽腹感滿滿”的搭配，出餐的

方便快捷和輕松自在的環境。

28年足跡遍布全國
金澤口中的“東門餐廳”，是位於

深圳市羅湖區東門商業步行街上的“光

華餐廳”，也是中國內地的第壹家麥當

勞餐廳。1990年10月8日，光華餐廳開

業。

據餐廳首批員工回憶，開業首日，

不僅餐廳二、三樓全部站滿了顧客，連

餐廳外都排起了長龍。她記得特別清

楚：“當時有20臺收銀機，前面都排滿

了人。當時餐牌用港元標價，很多消費

者拿著1000港元、500港元跟店員要求

‘我要10個巨無霸’。”

內地首家麥當勞餐廳開在深圳，是

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深圳是改革

開放的窗口，品牌消費逐漸成為時尚，

消費者容易接受新事物。再加上靠近當

時麥當勞的重要市場香港，方便引進香

港的成熟經驗。此外，政府對來當地投

資的企業非常重視，在很大程度上也獲

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光華餐廳開業的那個周末，單店單

天營業額達46萬元，創下了麥當勞全球

的新紀錄。據統計，2017年，麥當勞中

國服務顧客超過13億人次。

進入中國市場後，麥當勞中國在餐

廳的升級和服務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

2007 年，北京開設首家得來速餐廳，

2008年開通24小時麥樂送服務，2016年

開設中國大陸首家未來智慧概念餐廳。

而在產品和口味上，麥當勞也更加本土

化。麥當勞全球以統壹標準的產品著稱，

來到中國以後，麥當勞也根據中國消費

者的口味不斷進行本地化產品的創新。

例如，麥當勞全球都以牛肉類漢堡為主，

1998年到1999年，麥當勞在中國推出了麥

辣雞翅和麥辣雞腿堡，調味烹制的程序

都是麥當勞全球系統中的首創。這兩個

產品上市之後也大獲成功，至今仍是麥

當勞中國最暢銷的產品，也被引入到麥

當勞海外的壹些市場。又如，麥當勞全

球有壹個經典產品——派。全球大部分

國家麥當勞都是蘋果派為主，但在中國

市場常規供應的是更符合中國消費者口

味的香芋派和菠蘿派。

麥當勞中國CEO張家茵此前曾在接

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麥當勞已經開始有

針對性地推出不同定位的套餐產品，其

中既有價格實惠的超值套餐，也有客單

價較高的“星廚”系列套餐，同時也在

針對當下的輕食風設計蔬菜杯類的產品，

讓消費者的選擇更加多樣化。

歲月的年輪畫了壹個又壹個圈，從

深圳的第壹家餐廳開始，入華28年的麥

當勞足跡遍布全國。目前，中國已開設

了2800多家餐廳，是麥當勞全球第三大

市場、美國以外全球最大的特許經營市

場，以及全球發展最快的市場。而對很

多城市年輕人來說，麥當勞餐廳是日常

生活中的陪伴，是陌生城市的安全感。

2006年 4月1日，北京在17家麥當勞餐

廳同時推出24小時服務。於是，麥當勞

成為了夜班公交司機、加班的白領、趕

作業的學生在深夜裏溫暖的陪伴。

在西安姑娘小沁的記憶裏，小時候

愛吃的館子很多都已經關張，但家門口

的那家麥當勞壹直都在。

從小到大，小沁都喜歡拿薯條蘸巧

克力味的冰泣淋，混搭出壹種蛋撻的味

道；她還喜歡麥當勞的氛圍，甚至學著

言情小說裏的人物，點壹杯朱古力在餐

廳待壹整晚。小沁不知道，是麥當勞強

大的供應鏈系統為餐廳的食品提供高品

質和安全的保障。而她懷念的“深夜朱

古力”，也得益於麥當勞提供的24小時

全天候服務。

“願景2022”加速發展計劃
麥當勞和戰略投資者看到，國內消

費領域增長迅速，中國居民在休閑和餐

飲方面的消費將持續增加，而三四線城

市的市場潛力巨大。

2017年7月，麥當勞與中信股份、

中信資本、凱雷達成戰略合作，共同運

營和管理麥當勞在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業

務。戰略合作完成交割後，新麥當勞中

國宣布了中國內地“願景2022”加速發

展計劃。即未來五年，銷售額年均增長

率保持在兩位數。預計到2022年底，中

國內地麥當勞餐廳將從2500家增至4500

家，開設新餐廳的速度將從 2017年每

年約 250 家逐步提升至 2022 年每年約

500家，約45％的麥當勞餐廳將位於三

四線城市。

今年8月，麥當勞中國首席執行官

張家茵透露，合作壹周年，麥當勞新增

300多家餐廳，約50%位於三四線城市；

全國2800多家餐廳中有近75%完成未來

餐廳的升級，全面整合自助點餐、非現

金支付、送餐到桌等元素，提供更個性

化的產品與服務。

不可否認的是，麥當勞還為中國餐

飲行業培訓、輸送了大量人才。目前麥

當勞在上海擁有全球第七所麥當勞漢堡

大學，截至2017年底，為近1.5萬名員

工提供營運管理和領導力培訓，為麥當

勞中國培養大批本土管理精英。此外，

麥當勞還與中國烹飪協會、中國連鎖經

營協會等行業協會合作，為中國餐飲行

業的從業者舉辦各類培訓，為餐飲業輸

送人才。

在麥當勞自身高速發展的同時，外

部環境也發生了劇烈變化。依據中國烹

飪協會的數據顯示，改革開放初期，國

內餐飲市場營業額不足60億元，2017年

則接近4萬億人民幣，增長了700多倍。

智研咨詢發布的《2017-2022年中國快餐

市場專項調研及投資方向研究報告》顯

示，快餐已成為大眾餐飲的主力業態，

對帶動餐飲市場的增長起著至關重要的

作用，也是朝陽產業和高頻剛需。2015

年中國快餐行業的銷售規模達7107億元，

年復合增長率達15.32%。

中國快餐業的快速發展背後是各大

快餐品牌的激烈競爭，麥當勞遇到的強

勁對手不僅有傳統西式快餐領域的，而

且還有中式快餐。

面對激烈的競爭，麥當勞近年來在

產品和服務方面不斷突破，在重點發展

餐廳數字化、個性化，人性化業務的同

時，麥當勞還啟動了線上支付、手機點

餐、店內自助點餐等服務，並開發了小

程序、App等，使得這個西式快餐巨頭

在中國市場的競爭更顯優勢。

去年10月，麥當勞還做出了壹個無

心插柳的話題性傳播——更名金拱門，

壹時引發熱議。麥當勞進入中國 28

年來，壹路創新和引領，在未來發展

道路上，麥當勞將持續努力贏得消費

者芳心。

麥當勞入華28年：
奢侈“洋快餐”成“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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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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
節目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
個版塊：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道當日和近期臺灣
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
熱點深度報道及兩岸專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
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蹤報道。本期節目主題：臺灣選情觀察。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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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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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天高雲淡，秋風送爽、桂花飄
香之時，是遊覽西湖美景的黃金季節。
三潭印月𥚃 外開滿了荷花，孤山上下桂
花怒放，十里飄香。
“桂花藕粉”是杭州名品。“上有

天堂，下有蘇杭”，置身在碧波如茵的
“三潭印月”，飽覽美麗的山光水色，
再飲上一杯西湖特產“桂花藕粉”，那
真是香甜可口，別具風味。

西湖藕粉是杭州名產之一。其風味
獨特，富含營養。在清咸豐年間，西湖
蓮藕就被欽定為御膳貢品。
藕是荷花在地下的莖，經特別加工

製成的藕粉，服用時只需先用少量冷水
調和，再用開水沖調成糊狀即可，沖泡
後的藕粉晶瑩透明，口味清醇。

藕不論生熟，都具有很好的藥用價
值。中醫認為，生藕性寒，甘涼入胃，
可消瘀涼血、清煩熱，止嘔渴。適用於
煩渴、酒醉、咳血、吐血等症。婦女產
後忌食生冷，惟獨不忌藕，就是因為藕
有很好的消瘀作用，故民間有“新採嫩
藕勝太醫”之說。熟藕，其色由白變
紫，其性也由涼變溫，有養胃滋陰，健
脾益氣的功效，是一種很好的食補佳
品。而用藕加工製成的藕粉，更是別有
風味，既富營養，又易於消化，有養血
止血，調中開胃之功效，實為老幼體虛
者理想的營養佳品。
藕粉健脾養胃、增強食慾。具有生

津、清熱、潤肺、滋陰等功效，是極適
用於嬰孩、老人、病人的滋補品。它除

含澱粉，葡萄糖，蛋白質以外，還含有
鈣，鐵，磷以及多種維生素，易於消
化。
蓮藕味甘、性平、生熟均可食用，

生藕主治熱渴，散瘀血，生肌。熟藕性
溫味甘，有益胃健脾、養血補益、止瀉
功能；主治肺熱咳嗽、煩躁口渴、脾虛
洩瀉、食慾不振及各種血症。

藕有四大功能：
一．清熱涼血：蓮藕生用性寒，有

清熱涼血作用，可用來治療熱性病症；
蓮藕味甘多液、對熱病口渴、衄血、咯
血、下血者尤為有益；
二．通便止瀉、健脾開胃：蓮藕中

含有黏液蛋白和膳食纖維，能與人體內
膽酸鹽、食物中的膽固醇及甘油三酯結

合，使其從糞便中排出，從而減少脂類
的吸收。蓮藕散發出一種獨特清香，還
含有鞣質，有一定健脾止瀉作用，能增
進食慾，促進消化，開胃健中，有益於
胃納不佳、食慾不振者恢復健康；

三．益血生肌：蓮藕的營養價值很
高，富含鐵、鈣等微量元素，植物蛋白
質、維生素以及澱粉含量也很豐富，有
明顯的補益氣血，增強人體免疫力作
用。故中醫稱其“主補中養神，益氣
力”；

四．止血散瘀：藕含有大量的單寧
酸，有收縮血管作用，可用來止血。藕
還能涼血、散血，中醫認為其止血而不
留瘀，是熱病血症的食療佳品。
慈禧太后生平喜歡健脾胃的食療養

生，御醫李德立為她配製的“八仙糕”
（人參、茯苓、白術、薏苡仁、芡實、
扁豆、蓮子、藕粉各2両，全部材料研
末，加白糖蒸製），慈 禧太后每次吃
完，都會吩咐御廚再做，她十分鍾愛此
食品。

處暑之後，由於氣溫多變，也是
感冒最容易流行的季節。因此，當天
氣變化時要注意及時增減衣被。在室
內宜多開窗透氣，保持室內空氣清新
流通，流感爆發時少去人群密集的公
共場所。
另外，近日香港出現多宗登革熱

個案。登革熱是一種由登革熱病毒引
起的急性傳染病，此病毒經由蚊子傳
播給人類。登革熱的病徵包括高燒、
嚴重頭痛、眼窩後疼痛、肌肉及關節
痛、嘔心、嘔吐、淋巴結腫脹以及出
疹。有些人在感染登革熱病毒後，可
以沒有明顯的病徵，有些人則只會有

發熱等輕微病徵，例如兒童發病時或
會出現一般性的發熱症狀及出疹。

登革熱相當於中醫溫病學“瘟
疫”範疇，然而其發病狀況及傳變規
律卻與一般的溫病不同，登革熱發病
之始，常常衛、氣、營、血症兼見，
因此，衛氣同病、氣營兩燔、氣分熱
盛、邪陷心包等四類病情最為多見，
臨床常辨證使用銀翹散、清瘟敗毒
飲、清氣涼營湯、安宮牛黃丸等方劑
進行治療。中醫強調採取先期而治，
即講求及早診治，及時採用清熱解毒
與清營涼血相結合的治療方法，每每
取得療效。

香港註冊中醫師 楊沃林

養生
攻略 西湖桂花藕粉

處暑後晝熱夜涼處暑後晝熱夜涼
調理養生宜清肺滋陰調理養生宜清肺滋陰

處暑的“處”是指“終止”，有“夏天暑熱

正式終止”的意思，也就是炎熱離開的意思，為

二十四節氣的第十四個節氣，通常在每年的8月

23日前後。氣溫開始下降是處暑的特徵，氣候開

始感到變涼，表示暑天終止。處暑過後，天氣逐

漸轉涼，早晚較為涼爽，此時晝熱夜涼，為陽氣

的收斂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暑熱的天氣終止，要

注意調理養生。

文：藍永豪博士（香港中醫學會教務長）

圖︰藍永豪博士、資料圖片

在這樣的天氣下，處暑養生要注意
一些原則，在情志方面，處暑在立秋之
後，而秋季與悲憂的情志相對應。自初
秋開始，自然界逐步出現了樹葉凋落、
肅殺蕭條的景象，容易使人產生悲憂的
情緒，此時應注重收斂神氣、安神定
志，保持內心平靜，切忌心情大起大
落。建議在秋高氣爽，風和日麗的日
子，到郊外遠足遊玩、登山遠眺，遠離
繁囂的都市，這樣有助於鬆弛繃緊的精
神、緩解悲憂的情緒。
然而，處暑前後，暑熱未盡，香港

的天氣變化無常，時而風雨交加，即使
在同一地區也可出現陰晴不定的天氣。
在起居方面，衣不宜過少過厚，過少
的話，出入冷氣地方容易涼，易致感
冒；過厚的話，容易在戶外或潮濕悶焗
的處所出汗難耐。肚腹不可涼，否則
會影響脾胃功能，下肢要注意保暖，這
樣身體陽氣得以更好的顧護。
處暑過後，起居調養宜早臥早起，

讓陽氣按時潛藏，有利於翌日的升發。
配合晨光而起床，便能順應體內陽氣的
收斂和舒展。

夏熱暑濕容易損傷脾胃，使人食慾
不振，處暑時適當吃些清潤滋陰健脾的
食物，對恢復元氣、修復脾胃是有很多
好處的。
避免胡亂進補，因為即使進補，也

有補氣、補血、補陰、補陽的區別，需
要視乎自身的體質和情況，有針對性地
補其不足，才能達到所需療效；反之，
若胡亂進補，或是過量食用滋膩的補
品，均可引發消化不良，甚至進一步損
傷脾胃而出現虛不受補的情況。
秋季氣候逐漸乾燥，外界的燥邪當

令，易傷津液，肺為嬌臟，喜潤惡燥，
故飲食原則應以清肺滋陰為主。《黃帝
內經．臟氣法時論》提到“肺主秋……
肺收斂，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
瀉之。”意思是指酸味有收斂肺氣的功
效，辛味則發散而瀉肺，秋季養生宜收

不宜散，因此在秋季，飲食上應當盡量
少吃葱薑等辛味的食物，更不宜頻頻進
食燒烤食物，可適量食用微酸口味的蔬
果如山楂、葡萄等。
具體而言，可適量食用具有滋陰潤

肺作用的南瓜、蓮藕、白蘿蔔、蜂蜜、
白芝麻、鮮百合、銀耳、山藥、馬蹄
（荸薺）、番茄、秋梨、柑橘、香蕉、
芡實、蓮子、龍眼（桂圓）、花生等，
少吃煎炸、辛辣、濃味過鹹及刺激性食
物如羊肉、牛肉、葱、蒜等。早上一杯
蜂蜜水，能補氣潤腸，對紓緩口乾、便
秘最為合宜。
處暑之後，天氣轉涼，生食大量瓜

果或可導致腸胃道疾患，是以脾胃虛寒
者更加不宜過食寒涼食物。祛暑利濕健
脾可選薏米紅豆粥，清熱潤肺養胃的有
綠豆百合粥。

處暑後，儘管早晚較涼，日間天
氣仍比較炎熱，不宜進行劇烈運動，
或是過量出汗，以免吹風受涼而傷及
陽氣和損傷筋骨；盡量選擇運動量較
小而輕鬆的活動，宜於戶外做適量運
動。根據自身狀況和喜好，選擇多類
型的鍛煉項目，如散步、體操、拉
筋、健身、瑜伽、慢跑、太極拳、八
段錦及各種球類運動，舒展筋骨及強
化平衡；謹記運動時要注意做好熱
身，裝備合宜，做足防曬防蚊等措
施，避免出現中暑虛脫。

處暑之後，晝夜溫差較大，氣候
乾燥，燥邪當令，容易引起咽乾舌
燥、皮膚乾癢、乾咳少痰等“秋燥”
不適症狀。

這時應多喝水，按註冊中醫的建
議適當使用具有滋陰潤肺作用的沙
參、麥冬、百合、玉竹等藥食兩用的
養生材料：北沙參以枝條細長、圓柱
形、均勻、質堅、外皮色白者為優，
其性微寒，味甘，微苦，能養陰清
肺、益胃生津；麥冬以飽滿、皮細、
糖性足、木心細、內外淡黃白色不泛
油者為優，其性涼，味甘、微苦，
能滋陰生津、潤肺止咳、清心除
煩；百合以瓣勻肉厚、色黃白、質
堅、筋少者為優，其性寒，味甘，
能養陰潤肺、清心安神；玉竹以肥
壯、條長、色黃白光潤、半透明、
味甜者為佳，其性平，味甘，能滋
陰潤肺、養胃生津。

內心宜平靜 早臥早起

忌胡亂進補修復脾胃

宜輕鬆運動宜輕鬆運動 防寒保暖防寒保暖

防範流感防範流感 當心登革熱當心登革熱

■■處暑之後氣溫多變處暑之後氣溫多變，，是感冒最容易流行的季節是感冒最容易流行的季節。。

■■蓮藕蓮藕

■■處暑重清肺處暑重清肺

■■白蘿蔔白蘿蔔

■■山藥山藥

■■新鮮蓮藕新鮮蓮藕 圖︰新華社圖︰新華社

■■藍永豪博士藍永豪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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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鄧潤京】9月29日下午，在國際
貿易中心由金佰利•梅嘉社區協會（Kimberly
Mejia Community Association）舉辦募捐餐會。

本次募款的目標是捐助20位哥倫比亞婦女
，使她們從痛苦的深淵裏走出來。這些婦女是
一系列創傷的親歷者，抑郁和企圖自殺的幸存
者，癌症、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庭虐待的受害者
。社區協會將組織這些婦女體驗美麗鄉村和享
受自然生活，接受治療，在山頂精神冥想，提
供咨詢，改善夥食和住宿條件，學習化妝。通
過這些互動，恢覆女性的信心，更新生活環境
和重新融入社會。

主辦單位金佰利•梅嘉社區協會是501（C
）（3）非盈利組織。幫助治愈那些在生活中經
歷痛苦的人是該組織的使命。這些痛苦包括創
傷、虐待和疾病。該組織服務的人群包括：
• 由工作帶來的、或是由哈維颶風的毀
滅性影響而離家出走者。
• 性侵犯和身體虐待幸存者
• 吸毒和酗酒成癮者
• 癌癥幸存者

暢銷書作者金佰利•梅嘉（Kimberly Mejia
）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心理輔導員、愛心導師和
社區義工。金佰利經歷了很多祝福和生活中的

艱難困苦。她利用
這些經驗進行交流
，為那些需要自己
服務的人提供服務
、支持、指導和激
勵。其中，她所面
臨的最沈重的打擊
是她女兒的自殺身
亡。

“許多人沒有
知識或工具去了解
他們本身生活的現
實。女人不信任姐
妹情誼；孩子們的
反抗；男人拋棄家
庭。我們有必要解
決這些問題。提供
知識和工具幫助人
們治愈和處理好他
們的現實生活。”
金佰利如是說。

金佰利•梅嘉
（Kimberly Mejia）
的暢銷書包括《真正的女人真正的談話》， 《真正的青少年真實對話》和《男人的世界》

。其中《真正的女人真正的談話》（real wom-
en real talk），已經譯成中文，並渴望在中國出
版發行。

天高雲淡金秋天，
馬達隆隆輪兒轉，
路邊美景車外閃。
雲兒朵朵美而艷，
釣魚心情急切切，
無心仔細把景觀看。
車速八十奔向前，
心中還是感覺慢。
竿兒支好一瞬間，
魚兒前來想嘗鮮，
老哥舉竿忙收線。
紅髻貓魚露水面，
緊提慢拉拖上岸，
不大不小兩斤半。

還是老哥經驗豐，
速度第一寶座占。
嫂子魚線水中轉，
魚兒翻滾浪飛濺，
害羞露尾不露臉。
幾個拉鋸混合戰，
竿兒彎彎魚線顫，
魚兒投降擒手邊；
身子圓圓尾巴尖，
老板大魚三斤三。
我的魚竿點頭歡，
輪子失靈傻了眼，
沈著應對不慌亂。
魚兒乘勢猛亂竄，

雙手慢慢把線纏，
指頭險些被勒爛。
汗流滿身珠滿臉，
魚兒兩條掛上線，
足足兩斤九兩半。
大的搖頭又擺尾，
氣的打滾瞪白眼，
胡子長長撅上天。
高聲吶喊太冤枉，
要打官司去法院，
海中龍王是判官。
提起蟹網細細看，
大蟹五只藏裏面，

讀者投稿讀者投稿------
快樂的垂釣快樂的垂釣

金佰利金佰利••梅嘉舉行募捐餐會梅嘉舉行募捐餐會 幫助幫助2020位創傷親歷者走出來位創傷親歷者走出來

作者作者：：張清峰張清峰

在募款餐會現場演奏的爵士樂隊在募款餐會現場演奏的爵士樂隊。。

作者金佰利作者金佰利••梅嘉梅嘉（（Kimberly MejiaKimberly Mejia））出版的書籍出版的書籍。。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左左））和休斯敦深圳姐妹和休斯敦深圳姐妹
協會會長吳華昌出席金佰利協會會長吳華昌出席金佰利••梅嘉社區協會主辦的募款餐會梅嘉社區協會主辦的募款餐會。。

金佰利金佰利••梅嘉社區協會的創始人梅嘉社區協會的創始人，，暢銷書作者暢銷書作者，，受人尊敬的心理受人尊敬的心理
輔導員輔導員、、愛心導師和社區義工金佰利愛心導師和社區義工金佰利••梅嘉梅嘉（（Kimberly MejiaKimberly Mejia）。）。

 










命理大師命理大師：：衍易女史衍易女史

（ 本報記者秦鴻鈞 ）蕭雲祥投資顧問自今年
七月七日舉行投資講座，大受歡迎，應各界要求，
將於10 月 6 日（ 下周六 ） 上午10：30 至 12：00
再舉行投資座談會。由蕭雲祥、馬駿先生主講，主
題為：（ 一） 如何準備面對下一個市場大變化，
（ 二 ） 如何建立一個高枕無憂的退休計劃。講座
地點：6901 Corporate Dr. #128, Houston TX 77036 ,
因座位有限，請事先電話預約：713-988-3888，
832- 434- 7770。

現代社會，醫療設備進步，人的生活環境改善
，一般人壽命逐步延長，男人可以活到八十歲以上
，女人平均八十四/ 五歲以上，夫妻二人中有一個
活到九十歲的機率有1/3, 活得久固然好，但是沒有
退休金及養老計劃可就晚境淒涼啦！

因此，每個人都應當有一個完善的退休計劃。
而如何才算是一個完善的退休計劃呢？

應當是：
1，有足夠的日常收入，高於日常開支，並且夠

用一生（ 夫妻二人）。
2，有足夠的現金準備，一方面保本，一方面

增值，並且優於通膨指數，萬一急用時，或者遇到
重大事故，可以有流動資金可以使用。

3，到了老年，萬一行動不便，或者，需要人
照顧時，有一個老人長期照顧計劃/ 基金可資使用
，這個費用每年約需（四萬五至九萬） 之間。

4，如果發生意外，突然提早離開了，留下足
夠的資金/ 保險，保障家庭，保障未亡人和孩子們
。

5，如果辛苦了一輩子，累積了足夠財富，自
己用不完，如何合法減稅/ 緩稅/ 避稅/ 免稅，使得
未亡人和下一代取得應有的財富繼承。

6，如何把資金放在正確的管道和管理，可以
高枕無憂。而且資金可以保本、增值、減稅、保障
家庭、兼顧遺產順利傳承。不擔心自己活得太長，

沒有收入，不擔心老年看護大筆支出，不擔心國稅
局把所有的錢都交稅收走了，不擔心妻兒未來的生
活和保障。

以上，說起來簡單，做起來不易。但是這是有
方法的，可行的。筆者用了多年的時間，學習了一
個可靠的系統，可以協助有計劃，有準備的人，退
休時可以高枕無憂，享受平安的退休生活。但是任
何事情必須按步驟有行動才行，羅馬非一日造成。

一，首先，必須養成長期儲蓄的習慣，每個家
庭必須量入為出，每月儲蓄。即使300、500 ，一
千，二千也要開始，儲蓄是理財的最重要關鍵。

二，選擇正確的投資/ 儲蓄管道，一般人反應
從公司的401（ K ) 先開始，可以減稅並且取得公司
的紅利，是最佳的長期投資管道，只是必須慎選投
資標的物，不懂如何選，可以用SPY 指數，最簡單
而後年輕人可以考慮Fixed index Universal Life , 中老
年人可以考慮Fixed Index 年金，或者SEP IRA , IRA ,
Ruth IRA,

三，再來要慎選投資標的物： 長期投資、小型
成長型基金有11--12%回收，大型股票基金10%,國
際型8 %,混合平衡指數7%,長期債券4.5 %, 中期債
券 4%,短期債券3%,通膨指數，應當按照個人的年齡
、財務狀況、風險承擔程度, 設計適合自己的投資
組合。控制風險，擴大回收，希望長期保持7% 以
上的回收。如此可以累積財富。

四，掌握投資的原則： 低買高賣，長期持有，
不做短線，不用融資，做投資，必須懂得掌握巿場
未來的趨勢。

五，要自己用功學習理財知識，現代人不會理
財，只會工作，是不容易發財的。必須用些功夫學
習理財之道，晚年退休時才能享受成果。

六，要建立一套檢視系統，了解自己現在和未
來的退休計劃/ 儲蓄計劃是否符合： 保本，增值，
減稅/ 緩稅/ 免稅，保障家庭緊急支出（ 流通性 ）
，老年要養看護費用準備的綜合原則、佈局。同時
長期投資報酬率是否保持6- 7% 。

每一種管道及市場上每一種投資產品都有不同
的優點和缺點，沒有一樣東西是完美的，只有好處
而沒有坯處的。但是也並非市場上的產品和投資管
道都是陷阱，沒有好處，許多人半桶水，懂得一點
皮毛就自認為是專家，給自己朋友錯誤的忠告！其
實學無止境，巿場變化很快，過去不好的東西，經
過市場競爭，產品改善。有些已經變成好的產品。
過去一些好的產品，由於新產品競爭，已經變得落
伍了。活到老，學到老，市場是不斷競爭，不斷進
化的，不要未經用功，努力學習巿場調查就告訴別
人錯誤的信息。好心變壞事，誤導了朋友。要理財
賺錢，必須要用功，而且要廣泛的收集巿場情報、
信息。正是未來世界的珍寶、知識和經驗。

投資專家蕭雲祥將投資專家蕭雲祥將於於1100月月66日日上午辦投資座談會上午辦投資座談會
談如何準備面對下一個巿場大變化及談退休計劃談如何準備面對下一個巿場大變化及談退休計劃

著名投資顧問蕭雲祥先生著名投資顧問蕭雲祥先生

「 食家莊 」 餐廳再推新菜，現正舉辦新菜八五折優惠
各式上海菜、川菜、東北菜、北方特色麵點大受歡迎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甫於去年年底在 「惠康

廣場 」 內新開張，以北方菜、北方麵點聞名的 「
食家莊 」 餐館，最近又推出驚人新菜，涵蓋了上海
菜、四川菜、東北菜，令老饕們爭相呼湧而至嚐鮮
。 「 食家莊」 的馬老闆為推荐新菜，更體貼的每

道新菜皆以八五折優待。但也不虧，如此物美價廉
，吃貨們更不吝惜的多點幾道，恨不得一次吃個過
癮！

「 食家莊 」 的新菜，光看菜名，就不禁令吃
貨們個個 「 食指大動」 ，更別提入口的滋味了！如

他們的 「 涼菜 」 有本樓沙拉、酸辣菜心、麻辣涼
粉、素鴨、拌雙筍、目魚大烤（ 預訂 ）。他們的
「海鮮」 新菜包括：清蒸全魚、蔥烤全魚、蟹炒年

糕、椒鹽蝦。著名的 「肉類」 新菜包括： 香辣肥
羊、小炒羊肉、小炒牛肉。 「 煲類 」 有外婆豆腐
煲、海鮮豆腐、絲瓜麵筋煲。 「 熱菜 」 就更豐富
了，包括： 如油燜茭白、茭白炒肉絲、五花肉炒豆
干、干鍋鷄（ 土雞 ）、焦溜丸子、醬爆三丁、干
鍋土豆片、干鍋花菜、酸豆角炒肉末、唐芹香干炒
肉絲、辣炒辣、四季豆炒土豆、清炒豆苗、以及腌
篤鮮、蟹肉魚肚羮、滋補羊肉湯鍋、飄香牛肉湯鍋
等燉鍋。

其他如： 玉子蝦仁、肉丁炒雜蔬、蘿蔔捲肉、
雛蛋串串捲、椒鹽蝦、海鮮豆腐、貝魚大烤、蟹肉
魚肚羮---- 等名菜，令人嘆為觀止。光是蔥烤全
魚，香噴入味，蟹炒年糕，蟹的鮮香配上年糕的香
Q 咬勁，堪稱人間絕配。一群好友圍桌而坐，幾杯

好酒，配上 「 食家莊 」 精品新菜，一群人酒酣耳
熱，大飽口福，大呼過癮。

「 食家莊」 最值得一提的是 「 北方特色麵點」
，羊肉水餃，三鮮水餃，內餡極其講究，令人激賞
不已。還有發麵製作的黃金芝麻大餅，更是該店的
「 賣點 」 ！

「 食家莊 」 的特色麵點，還有老北京豬肉鍋貼
、羊肉西葫蘆鍋貼、三鮮鍋貼，水餃除上述二種，
還有煙台鮁魚水餃、豬肉水餃，以及最受大眾喜愛
的蔥油餅、北京炸醬麵、茄子肉丁打鹵麵、天津小
籠包、擔擔麵、重慶酸辣小麵---- 等等，都是一
時之選。1

「 食家莊」 地址：91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
TX 77036( 惠康廣場內 ） 電話：（713） 771- 6868
，每周營業六天，周二公休，營業時間：上午10：
00 至下午10：00食家莊特色新菜食家莊特色新菜：： 紅燒蹄膀紅燒蹄膀 食家莊特色新菜食家莊特色新菜：： 蔥烤全魚蔥烤全魚

食家莊食家莊 「「 賣點賣點 」」 ：： 黃金芝麻大餅黃金芝麻大餅 食家莊特色新菜食家莊特色新菜：： 糖醋小排糖醋小排 食家莊特色菜食家莊特色菜：： 蟹炒年糕蟹炒年糕 食家莊特色食家莊特色：： 老北京豬肉鍋貼老北京豬肉鍋貼 食家莊特色菜食家莊特色菜：： 干鍋鷄干鍋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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