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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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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自踏入5 月中旬，以色列己連續
11天空襲加沙地帶，更炸美聯社半島
電視台辦公大樓，因而遭到各界抨擊
。兩軍交火當中，以以色列軍炸毀美
聯社和半島電視台等傳媒辦公室的12
層高大樓引起國際關注，以軍在空襲
前一小時通知大樓人員和住客疏散，
並指大樓內有哈馬斯的軍事辦公室。
美聯社稱12名記者和自由工作者安全
撤離，並譴責事件，指 「無跡象顯示
哈馬斯在大廈內或活躍於大廈內」，
要求以色列交出證據，又指事件影響
傳媒報道加沙的實況。半島電視台則
批評這是戰爭罪行。有記者表示，部
分人一向視辦公室為最安全地方，在
那裡留宿，並指時間緊迫未能及時拿

取攝影器材離
開， 「你摧毀
我們工作、回

憶、及人生」。
今次以軍的空襲，也擊中加沙一

個難民營，造成一個家庭的10名成員
死亡，死者包括 8 名兒童，僅一名 6
個月大男嬰逃過一劫，其父親因不在
現場而僥倖生還，但家庭全毀，人間
慘劇，真是欲哭無淚！

以巴暴力衝突升溫，至今已奪走
近百多條性命、逾三百三十人受傷。
以色列防長十二日誓言，在考慮停火
前，將繼續攻擊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
武裝組織，以期帶來“全面而長期的
平靜”。聯合國中東特使則警告，以
色列和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之間
不斷加劇的暴力衝突，“正在升級為
全面戰爭”。

自以色列防暴警察七日與做禮拜
的巴勒斯坦穆斯林爆發衝突後，耶路

撒冷緊張情勢加劇，以色列和哈馬斯
近日更持續發生軍事衝突，哈馬斯十
日起陸續向以國發射火箭炮，據傳發
射數量超過千枚，以色列也隨即展開
空襲報復，並宣稱擊中一百三十個軍
事目標。截至當地時間十二日十五時
，已有五十三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
軍人殺害，其中十四人是未成年人；
另有三百二十名加沙巴勒斯坦人受傷
。以色列方面則表示至少有二十四人
受傷，以及三名婦女遭火箭擊中喪生
。

這是自二○一四年加沙戰爭以來
，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和以色列軍隊之
間最大規模的武裝衝突。衝突的起因
是巴人越來越不滿以色列擴大對耶路
撒冷的控制，以及猶太定居者們企圖
佔據阿拉伯人控制的社區。

雖然各國敦促以巴雙方盡快緩解
緊張局勢，但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稱
針對以色列的火箭彈襲擊將會繼續，

直到以結束在耶路撒冷及阿克薩清真
寺的侵略行為。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也不甘示
弱提出警告，稱哈馬斯越過紅線，以
色列將強力回應。揚言將讓攻擊以色
列的人付出沉重代價，並指為了捍衛
以色列公民的安全，這場戰鬥將持續
一段時間。以軍方還稱將持續對加沙
增兵，目前正在召集五千人。

不少伊斯蘭國家嚴辭譴責以軍對
巴人的鎮壓及以軍對伊斯蘭聖地的襲
擊，就連英美等國也聯同歐盟及聯合
國呼籲以色列克制，避免進一步刺激
各方情緒，引發更大規模暴亂及激化
以巴局勢。

目前，以色列及巴勒斯坦皆面臨
內部政治困局。巴勒斯坦正尋求外部
衝突以轉移國內對政府推遲選舉的憤
怒；而以色列也尋求外部敵人轉移民
眾對大選後內塔尼亞胡四度組閣失敗
的憤怒，故雙方應該會繼續進行軍事

對抗，以避過國內的政治危機及回應
民眾憤怒的訴求。只是雙方都正把自
己的前途作賭注。巴勒斯坦在軍事力
量上遠不及以色列，若再被以色列打
敗，將再度失去民眾信任；以色列雖
然很有機會完全壓下衝突，但國際社
會皆對以色列的所作所為感到憤怒，
使以色列的國際形象嚴重受損。

雖然說，這次衝突未必會演變成
“第三次巴勒斯坦大起義”，但以色
列仍需回應國內不少阿拉伯裔人口的
訴求。極右派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衝
突將嚴重影響未來以色列當局的管治
威信，使往後隨時出現更多動亂，極
右派也隨時借機影響政府决策，使政
府施政受到更多掣肘，以巴的死結將
更難解開。

峯迴路轉，正想刊登此文之際，
突然聽到以巴兩方達成停火協議，21
號早7點開始生效，結束連續11日的
武力衝突。內情如何，下周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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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展開全面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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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天使永敬重
5 月7 號，是美國護士

節 的 一 周 開 始 。 自 從
2009 年我賣掉酒家之後
，雖然己到 「登陸之年
」，但是我不甘雌伏，
有感自己仍然有氣有力
，於是轉移戰場，改到
一間美國初中校區任職
，校中的美國學生，年
齡約是12 至15 歲，長得
牛高馬大，在體育場上
鍛練時，不時有因碰撞
而受傷，需要馬上扶入

護士室，由專業護士來照顧處理，因此校中3 位護士小姐，均受
到全體 師生的尊重。

校長趁當天大清早，在早晨廣播中，向校中護士員工，致以
節日祝賀： 「全 美的護士們，實在了不起，尤其在此次全球遭
到災難中，更顯示你們大公無私犧牲奉獻之精神。」： 「今天，
我們特別來感謝和慶祝屬於你們的日子 ，在過去2020一年多來
， 美國各地均受到新冠病毒之侵襲， 護士們守在病疫之最前線

，為病患者出生入死，成為盡忠職守的戰士。我們感謝你們對整
體國民的貢獻。.我衷心祝願你們永遠健康快樂。希望全體教職
員工及學生，要把護士照顧我們的故事廣為流傳，當你再次到醫
院時，要特別向白衣天使表示由衷的感謝。」

美國的護士節是起源於上世紀1953年，當時一位在美國衛
福部服務的蘇德蘭女士，向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寫信，建議總統
頒佈國立之謢士日，經白宮同意後 ，自翌年1954年開始 ，全國
民眾每年都展開一周的慶祝活動，以表彰白衣天使的貢獻精神。

近年來 ，全世界各地都出現了護理人員短缺之現象， 尤其
是在美國， 許多學生都不願讀護理系，眼前美國各大小醫院及
診所中的護理小姐，很大的一個數目是近年來自亞洲，即使如此
， 仍然無法解決人手欠缺的根本問題。

談起美國護士節，使我想起我的三妹，這位護士小姐的親人
來。她小我兩歲，為人低調少言。完成中二課程後，到鏡湖護士
學校求學，冀求畢業後可以當上白衣天使。畢業後，離開澳門到
香港新界元朗之博愛醫院，任職護士工作，吸取豐富的醫務經驗
，然後再回到澳，那時已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楊家六兄弟姐
妹中，己有五位移民到美國，追隨雙親經營火熱的唐餐生意。父
母不時仍心系澳門中的三妹一 家四口。為了可以合家團聚，雙
親很快便申辦了他們移民來美團聚。不過由於語言問題，妹夫空
有一身修理冷氣、電氣、汔車等廣泛經驗，也難以在美國立足。
是以很快他們又回流到澳門中去。

那個時刻，有不少親友笑我三妹一家做事欠缺全盤計劃，美
澳兩邊一來一回，浪費了不少寶貴光陰及精力。身在美方的我們

家人，對此也有些惋惜傷感。
想不到世事中似乎有冥冥安排。當他們回到自己熟悉的出生

之地澳門之後，痛定思痛，重新出發，大展自己所長。三妹夫因
為舞技出眾，先後獲得亞洲多個城市的比賽冠軍，聲名大噪 。
繼而開辦澳門舞蹈學院，廣招學生，少男少女學生，聞風而動，
桃李滿門。而三妹剛回到澳門，立刻獲賭王何鴻燊八家姐何婉鴻
女仕賞識，聘作家庭助理，與此同時，夫妻二人又在商場運作，
春風得意，事事順心。我等在美親人，每次回澳探親時，事無大
小，三妹均一一妥善安排，照顧週到，令我們大大享受到歸家的
感覺。

到了公元2001 年父親仙逝後，母親因為頓失至親，自己獨
居大宅，感到孤單寂寞。三妹得悉，明白親心，即時勸說母親，
回流澳門，自後13 年來，僱用家傭來照顧母親一切生活飲食、
家中開支雜用，全力負擔，不用我們美方兄姐弟妹的擔心，只需
每年我們各人分批返回澳門，與母親相處一段時光便妥。因此從
2004 年起，每年的夏天，我們居於美國三藩市、洛杉磯、休斯
頓、聖安東尼奧四個不同城市的楊家兒女，便絡繹於途，回澳探
視娘親及可愛可敬的護士三妹！

三年前，母親己升天跟父親重聚，因疫情阻擋，我跟三妹沒
有相見也有兩年半光景，然而大家不時依賴手機上的Whapsap 來
見面談心。

想到5 月7 號的美國護士節及5 月9 號的母親節，我特向她
致以節日的祝賀，願永遠健康快樂！

北京時間五月十五日凌
晨，我國天問一號着陸巡
視器成功着陸於火星烏托

邦平原南部。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着陸火星取得圓滿成功。從
嫦娥探月到天問探火，中國在逐夢航天的道路上,從未缺席，憑
藉過硬的技術和默默的堅守，中國航天強國建設正取得非凡成就
。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首次火星探測任務指揮部發去賀電
，表示這次成功着陸，邁出了中國星際探測征程的重要一步，
“實現了從地月系到行星際的跨越，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國人的
印跡”，這是中國航天事業中又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進展，並使
中國“在行星探測領域進入世界先進行列”。習 總希望中國航

天人再接再厲，精心組織實施好火星巡視科學探測，堅持科技
自立自強，精心推進行星探測等航天重大工程，加快建設航天
強國，為探索宇宙奧秘、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

新的更大貢獻！
中國於二○二○年七月發射了天問一號探測器，在經歷一次

深空機動和四次中途修正，於今年二月十日，成功實施火星捕獲
，進入大橢圓環火軌道，成為中國第一顆人造火星衛星。它是去
年夏天人類向火星發射的三枚探測器之一。美國發射的“毅力號
”已經在今年二月十八日着陸火星。另一枚由阿聯酋發射的火星
人造衛星沒有登陸火星的計劃。

天問一號任務雖然起步晚，但起點高、難度大，直接瞄準
當今世界最先進水平：在國際上首次通過一次發射即實現火星環
繞、着陸、巡視探測，打破了美國紀錄。我國也成為了世界上第
二個獨立掌握火星着陸巡視探測技術的國家，與美國看齊，一次

走完美國五十年走的路。
按照計劃，祝融號火星車會在火星上執行為期至少三個月的

探測任務。包括繪製火星形態和地質結構圖；調查火星表面的土
壤特徵和水冰分佈；分析火星表面的物質組成；測量電離層和火
星地表氣候及環境特徵；探索火星的物理場（電磁場、引力場）
和內部結構。這台以中國上古神話中的火神命名的火星車，總重
大約二百四十公斤，依靠張開的太陽能電池板來獲取能源。

天問一號任務突破了第二宇宙速度發射、行星際飛行及測控
通信、地外行星軟着陸等關鍵技術，實現了我國首次地外行星着
陸，是中國航天事業發展中又一具有重大意義的里程碑。《科學
美國人》月刊網站稱，如果說對中國的航天實力有任何懷疑的話
，如今這種懷疑消除了，因為中國實現了星際登陸，這是一項令
人艷羨的成就。美國太空總署前首席歷史學家勞紐斯說：“火星
登陸很困難。這的確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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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航天科技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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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休斯頓亞美舞
蹈學校（ DAA Academy）通過正宗的傳統中國
民族舞、韓國舞、芭蕾舞、現代舞和爵士舞等
的教學和演出享譽海內外，他們每場舞蹈的背
後都有一個動人的故事。亞美舞蹈學校通過數
十次在全市範圍內的轟動性免費表演，包括米
勒戶外劇院(Miller Theater) ，斯丹福藝術中心劇
院 ( Stafford Center)， 伍 瑟 姆 劇 院 （The
Wortham Center）， 赫比劇院（Hobby Center
）等，每年將成千上萬的中國文化美感帶給休
斯頓的人們。

美國ABC電視台和NBC電視台的休斯頓頻
道每年都對亞美舞蹈團的表演進行現場報導。
每年五月是亞太裔美國人的傳統文化月， NBC
電視台下屬的休斯頓KPRC2頻道於2021年5月

18 日抵達亞美舞蹈學校， KPRC2 休斯頓生活
（Houston Life）欄目的記者喬·山姆（Joe Sam
）對中國傳統舞蹈和舞蹈教學進行了現場採訪
報導。這位談笑風生的黑人記者，看著學生正
在表演傳統的中國民族舞蹈，幽默地現場模仿
學習，還風趣地問他跳的舞蹈是否有中華文化
的特色。

山姆說亞美舞蹈學校將優美的中國傳統文
化帶到了休斯頓，舞者的表演非常壯觀，問亞
美舞蹈學校的創始人兼校長，你們的貢獻巨大
，這是怎麼得到的？校長葉繼瑩（Janie Yao）
說：“如果追朔我們的舞蹈學校，已經有超過
35 年的歷史，學校接受來自從3 歲到各個年齡
階段的成人，通過教學和表演，這些年輕的舞
者實際上是中國文化和舞蹈藝術的代言人。”

“我們保持亞洲的傳統文化，通過跨文化教育
，能夠把自己的文化和根源聯繫起來，對社區
有所貢獻。” “我們還培養年輕一代的藝術家
，並建立跨文化聯繫。”“如果您需要舞蹈培
訓，請直接訪問我們的網站：www.danceaa.org)
。”

Yeree Bingham是一位來自韓國的亞美舞蹈
學校的韓國舞蹈/現代舞舞蹈老師。耶瑞的舞蹈
在韓國舞蹈與人民舞蹈節上多次獲獎。她在首
爾 Soonchunhyang 大學國際舞蹈比賽中獲得第
二名，在首爾Now Here表演學院獲得最佳舞蹈
指導獎。

Michelle McKay是休斯頓本地人，山姆休斯
頓大學（ Sam Houston University），並獲得舞
蹈學士學位。米歇爾的舞蹈生涯始於古典的芭

蕾舞，後來又擴展了舞蹈業務，以現代舞、爵
士舞等多種方式使她的訓練和表演多樣化。在
參加競技舞蹈幾年後，米歇爾開始編舞，並在
地區比賽中贏得了總體高分和編舞獎。她總是
很高興學習新的和不同風格的舞蹈，並與周圍
的同事和學生分享她的舞蹈激情。

亞美舞蹈學校是休斯頓著名的舞蹈學校，
旨在促進和保護亞洲豐富的文化遺產，針對青
少年的教育計劃和社區活動。疫情前每年通過
50多次免費的全市演出，使50,000多人受益。
亞美舞蹈學校與當地一流的演出公司合作，例
如休斯頓芭蕾舞團，Ad Deum舞蹈公司，Re-
volve舞蹈公司等，將東方和西方的舞蹈結合在
一起，培養了無數的專業藝術家。

亞太裔傳統文化月 電視台採訪亞美舞蹈校
洋記者現場模仿中國民族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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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一天傍晚，辽宁丹东丝

绸厂子弟学校的大门，走出一名老教

师，这是他最后一天下班，明天，就

正式退休了。

这名老教师名叫吴志刚，在这所

子弟学校三尺讲台上当了几十年的教

师，突然离开学校赋闲在家，老吴哪

哪都不得劲，总想找点事做。

由于平日里素来喜欢吃面包，退

休后闲来无事，他就在家里做面包玩

。

此时的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高

潮期，很多人已经快速赚到了好几桶

金，一跃成为富豪，更多人还在前仆

后继。

老吴看着这热火朝天的时代，心

也有点痒痒。

左右也无事可做，要不自己也卖

点什么吧？

这个想法一旦萌生，老吴内心就

像长了一根草，唯一让他忐忑的就是

：我这个年纪能行吗？

有天，老吴盯着饭桌上做好的面

包，一拍大腿，不就是创业吗，有啥

不行，就卖面包！

说干就干。

但很快，老吴就受到了第一个打

击。

想卖新鲜面包，你首先得有个店

面，其次还得有伙计，老吴出去转了

一圈又一圈，发现好地段的铺面都太

贵了，他一个退休老教师，无论如何

也负担不起。

但这一圈圈转下来，老吴也并非一

无所获，他发现大街小巷有很多早餐车

，早餐车里卖的都是一些方便携带的便

利早餐，他想，如果我把做好的面包放

在这里卖，岂不是两全其美？

这想法让老吴激动不已，很快地

，老吴拉着儿子，拿出这些年攒的钱

，买了原材料，雇了几个工人，在家

里做起了面包，因为当了一辈子的老

师，他给自己面包品牌起了个颇有书

香气息的名字——桃李，既给自己的

半生做个总结，又寓意着将来可以把

面包卖到满天下。

与市面上很多保质期较长的面包

不同，桃李一出道，打的就是短保，

保质期4-15天，让追求品质的人，吃得

上新鲜无添加的面包，这是老吴的初

衷，也正是这一初衷，桃李面包从一

问世，就相当受欢迎，并迅速打开了

丹东市场。

老吴的创业，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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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车成为了老吴创业的突破口

，最开始也不容易，为了保证面包的

新鲜，老吴每天凌晨3点就开始配送，

保证6点前可以送到街边，让赶着吃早

饭的人群能够吃到新鲜的面包。

随着订单增加，老吴盘了个作坊

，作为自己的面包生产基地。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在勤奋地跑

市场后，他先是拿下了很大一批早餐

店，接着又把面包送进了丹东的各个

店铺和超市。

老吴这条道，在市场上相当稀缺。

要知道，传统面包行业，短保的一

般都是店面制作售卖，但这种模式比较

受地域的限制，投入往往也比较大。

而那种可以进店铺和超市的包装

面包，保质期都会很长，短则几个月

，多则达半年以上，所以防腐剂必然

少不了。

桃李面包既不走店铺，也不走长

保，反而另辟蹊径，将短保面包做成

长保的配送售卖模式，既满足人们追

求健康的口味，又可以扩大销路，是

个相当好的创业方向。

很快，老吴就成为丹东第一面包

生产商，跑通了丹东市场后，老吴又

一鼓作气，将桃李面包拓展到全东北

，2007年，老吴和他的桃李面包，就

拿下了整个东北市场。

那么，短保面包市场怎么就轮到

老吴了呢？其他人就没人想得到吗？

其实并非是点子难想，而是短保

面包实则是门苦生意。

首先，短保面包因为保质期短，

没有防腐剂，所以对供应链的要求就

相当高了。

其次，一旦滞销，短保面包面临

的只能是过期销毁，风险极大。

因此，短保面包从生产、营销到

物流配送，各个环节的容错空间都非

常小。

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面对如此

多的难题，老吴的智慧就显现出来了。

他是怎么确保面包在短短时间内

，能快速配送到各个地方，再完成销

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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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厨房+批发"，直接复制，快

速拓展疆土。

什么是"中央厨房"？前面讲了，老

吴在丹东建了个生产车间，负责半径

200km内地区的销售，超出范围或者到

了另一个城市怎么办？

那么就再建一个工厂，产品辐射

半径依然是200km以内，这样，一方面

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产品新鲜，另一

方面也可以降低物流成本。

这种中央厨房设置得越多，辐射

面就越广，老吴的生意就越做越大。

中央厨房建好了，下一步就是配

送。

桃李针对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

超市，以及城市中心的一些中小超市

，采取的都是直营模式，商家自行配

送对接。

针对远一些的县级超市、小卖部

、便利店，则是分销模式，即每天从

直营商家和经销商那里下订单。

两种模式，让桃李面包从生产到

营销再到物流配送的各个环节都非常

稳定，大大降低了退货率。

"以销定产"，提高产销率

像桃李这种短保面包食品，一旦

产销不匹配，很容易造成滞销带来亏

损，从公司一建立，老吴就决定采用"

以销定产"的模式进行生产。

所有的工厂都采取倒班模式，白

天按照销售端的预估量进行生产，晚

上集中生产实际订单与预估订单的差

额，并严格保证，这两批产品都将在

次日早上6点前准时上货，这样，就可

以最大化的利用早高峰的时间段完成

高额销售。

聚焦于少而精，降低成本

吃过桃李面包的都知道，吴志刚

创办桃李面包20年了，实际上品种和

花样并不多。

比如说市面上最常见销量最大的

就是切片面包，也没有什么花里胡哨

的装饰。

不追求品种多，把一样单品做到

精致，追求单品的销售规模，是桃李

又一降低成本的有效利器。

成本降低，到了大众手里，就会提

高商品的性价比。便利+健康+便宜，桃

李面包很快就在烘焙界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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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老吴的桃李面包就成为

了辽宁最大的面包生产商，到了2005

年，桃李成为了东北地区最大的面包

生产商。

从2006年开始，桃李面包跳出东

三省，迅速攻占华北地区，紧接着，

开启西行、东走的全国化扩张之路。

到了2015年，吴志刚早已吃下了

整个北方市场。

这一年，老吴成了老老吴，已经

迈进了80岁大关。

这一年，他带着创立了20年的桃

李面包成功上市，成为中国"面包第一

股"，市值一度超过400亿元。

吴志刚成为名副其实的烘焙巨头。

上市之后，吴志刚踌躇满志地举

兵南下。

实际上在之前20年，南方市场也

建立了一些生产基地，比如上海桃李

在2000年就已经成立了，但是并未像

北方地区那样形成规模化。

这一次吴志刚的目的是希望可以

像曾经在东北拓展市场那样，吃下整

个南方市场。

然而这一次，在北方靠固定模式

复制成功的经验，到南方却偏偏水土

不服了。

2015年，桃李先后在深圳、东莞

、武汉、福州、厦门等南方大型城市

成立了公司，然而到了2019年，这些

城市的子公司几乎全线亏损。

刚刚我们盘点的那些，曾经让吴

志刚引以为傲的优势，怎么在南方城

市就成为了劣势了呢？

究其原因，一是时机，二是南北

差异。

吴志刚占领北方市场的时候，时

机还早，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国内

的面包行业还方兴未艾，像桃李这样

主打新鲜、无防腐剂的短保面包，自

然是新鲜事物，再加上性价比较高，

大众的接受程度就很快。

等同行反应过来想要加入的时候

，吴志刚早已把北方市场都吃透了。

而到了2015年，很多烘焙企业已

经进入赛道，比如达利，就专门推出

了短保品牌美焙辰，直接下场和桃李

进行PK。

再者，就是南北差异的不同，导

致北方下来的桃李品牌一定程度上水

土不服。

南方的经济优于北方，这就导致

南方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相对要高。

在北方，桃李主打性价比和便利

，这让它发展地如鱼得水，但在南方

，现做现卖、定位更高端的连锁烘焙

店反而更受欢迎。

然而到了最近两年，北方地区的

高端烘焙店也鳞次栉比了，大街小巷

到处都是烘焙店，这些店面的面包，

更加新鲜，花样更多，口味更好，桃

李拿什么和这样的市场去比呢？

上市之后，昔日叱咤风云的烘焙

大佬，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很多企业

都会遇到的困境：

全国扩张的失败，竞争的加剧以

及企业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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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刚刚刚创立桃李面包的时候

，是拉着儿子一起创的业。桃李面包

也是名副其实的家族企业。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

的吴家人加入到了进来。

到了2015年上市的时候，桃李面

包的自然人股东中，吴志刚的亲属就

足足有20多人。庞大的家族裙带，贯

穿在公司的股权与管理层中。

家族企业有它的优势，那就是凝聚

力会更强，但也有显而易见的弊端。

2019年，老吴84岁了，伴随着市

场的亏损和不断收缩，他在退休二十

余载后，再次做出了退休的决定。

从桃李面包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

来后，老吴48岁的三儿子吴学亮接任

董事长。当然， 大儿子和二儿子，以

及老吴的老伴，都在公司担任着重要

的核心职务。

老吴这一退，不单单是职位的变

动问题，桃李整体的业绩也产生了非

常明显的波动。

不过比业绩波动更引起人们注意

的，是近年来，企业里这些家族人员

的大规模减持。

直白点说，就是套现。

规模有多大呢？

2018年12月底，吴志刚已经83岁

，桃李面包上市满三年解禁，从那一

天起，吴志刚凭借22.4亿美元身价成功

荣登辽宁首富，也是同年开始，吴家

人就开始了持续减持套现。

有媒体计算，2019年初，84岁的

吴志刚一退休，到今年两年多时间，

吴家合计套现金额达到29.02亿元。

具体原因也很有意思。

董事长吴志刚先生为什么要套现

呢？理由是，因已属高龄，由于个人

生活需求而减持公司股份。

其余亲属，则称是因为个人资金

需求而减持。

虽然桃李口口声声说大规模减持

并非是对公司信心不足，但难免不让

人疑惑，吴志刚一退休，这子子孙孙

七大姑八大姨的，是不是不打算经营

公司，直接分钱了？

毕竟，一个80多岁的老人，个人

需求能有多大呢，大到需要几个亿资

金来支撑，亲属又有什么急不可待的

事情， 非巨额资金不可呢？

如今的桃李，不再是吴志刚的，

而是属于整个吴氏家族的。具体原因

不能妄猜，桃李的何去何从，还需要

拭目以待。

不管怎么说，到今天，吴志刚已

经退休2年了，昔日面包巨匠的一代传

奇，终究是随着他的离开而落幕了。

桃李面包创始人
60岁退休创业，83岁成辽宁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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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若瑄從新加坡回台短短兩個月時

間，進劇組拍了戲，同時籌備音樂作品

，連續拍了幾天的夜戲，更南下高雄與

麋先生樂團在大港開唱做了一段精彩的

演出，忙碌的日程加上身體的疲憊，徐

若瑄一到在南港的拍攝現場，先為自己

的身體不適道了歉，即便感冒纏身，拍

攝時她總是談笑風生，此次徐若瑄身穿

FENDI 及配戴 Bvlgari Serpenti 系列珠寶

展現優雅的氣質，以及穿搭Balenciaga展

現率性的她，在 5 個小時的拍攝時間裡

，她的 「敬業」 跟 「拼命」 這兩個過去

經常出現她身上的形容詞，正深刻畫印

在每個工作人員的眼裡。

從小就是鋼鐵V

小學三年級父母的離異，埋下了徐若瑄成為

「鋼鐵 V」稱號的種子，為了獎品而參加的歌唱

比賽， 則成了她踏進演藝圈的起點，「我把自己

當成家裡的父親，剛入行時的表演，對我來說只是

賺錢的事業，因為家裡很多開銷得付，我不敢停下

來。」從房租、吃飯到各種花費， 她一肩扛起，

沒有富裕家庭背景的撐腰，演藝事業就扮演著讓一

家人不飢寒受凍的工具，「我很健忘，吃過的苦，

過去就忘了，所以才能一直這麼樂觀，要說的真正

的放下重擔，應該是家裡的債都還完、也克服很多

困難，加上買了第一個房子之後，心情才真正的放

鬆。」

挫折即動力
在社群媒體不吝嗇分享生活的她，其實也有一

段不想面對網路的過程，「我是從傳統媒體跨足到

新媒體的藝人，這個轉換的過程，不是一開始就這

麼 豁達，網路時代的來臨，反而讓事情變得更複

雜，明星也越來越不好做。」2003 年，徐若瑄推

出《我愛你 ×4》專輯，當時娛樂圈正逢狗仔文化

的興起，一手包辦作詞的她，在當時用一首〈面具

〉直球諷刺狗仔。

在全民都能辦案網路時代，她當然也因為酸民

而受過傷，「後來我去世新唸碩士，有一 些關於

公關危機處理的課程，如何面對數位？怎麼經營自

媒體？這都是我要去學的東西，因為我很有可能之

後就退到幕後。」

沒有蜜月期
「因為從小父親就不在身邊，而我先生 Sean

對兩個女兒的關心跟照顧，讓我非常感動，例如會

蹲下幫忙她們綁鞋帶，或幫女兒吹頭髮，這些都是

我從沒有體驗過的東西，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

Sweet 的 人。」代父職的成長經歷，Sean 與孩子

日常般的親密互動，打動她想婚的念頭，「我是一

個很務實的人，對婚姻從來就沒有夢幻的想像，而

且我也沒有想要什麼 HoneyMoon，我一嫁過去後

，就開始跟兩個女兒一起睡覺，因為我不想女兒們

覺得爸爸的愛被分走了，而是多一個人來愛她們。

」

許多人擔心的繼母教養問題，對徐若瑄來說一

點都不是難題！「我們做公益活動時，不認識的人

都在幫忙了， 何況是我愛人的孩子！可能我也是

比較大愛的人，從來就不會糾結在小事情上。」面

對先生兩個女兒，沒有當過母親的徐若瑄每天都在

摸索學習，剛開始對自己不太有自信的她，直到母

親節收到署名為 "V 媽 " 的卡片後，才放下心中

所有的顧忌。

我的辭典沒有 「後悔」 兩個字

懷孕期間，徐若瑄臥床近五個月時間，安胎的

過程讓她挨了 300 多針，孩子的早產更激發了她

為母則強的堅毅，「當媽後，學會最多的就是放下

，自己一些想做的工作跟事情得先放一邊，但並不

會因此覺得有什麼可惜，我的個性不是會後悔的人

，放掉了就放掉了。」孩子的平安成長比什麼都重

要，身為工作狂的徐若瑄寧願錯失了一些機會！

「我的人生都很果斷，不太會讓別人去左右，我不

想要哪一天出現什麼問題，再去怪別人。」

從進攝影棚對於自己生病感到抱歉，到兒時體

恤母親的貼心，及一肩扛下全家的經濟重擔，到現

在組成家庭、用愛心對待新的家人，這短暫的半小

時訪問，你會發現徐若瑄總把自己放在第二順位，

「我覺得我疼愛自己的部分是，我很珍惜我的工作

，我也很熱愛表演這件事，即便到現在結婚生小孩

得兼顧家庭，但我依然沒有放棄！」結束前問她，

妳愛過自己嗎？她給了這樣的答案，從歌唱到戲劇

，對於表演絕對的熱愛她一刻都沒停過，2020 年

參與拍攝及監製的電影《孤味》，對於演出細膩的

掌控，讓該片奪下 2020 年國片的票房冠，提到電

影眼神充滿熱情的她，讓我們知道爆滿的行事曆是

她最幸福的事。

下了戲後，許光漢頗親切地與探班粉絲互動，

可見他紅了之後依舊沒擺架子。

憑著《想見你》翻紅的許光漢，雖然去年與金

鐘獎最佳男主角失之交臂，沒像同戲的柯佳嬿那

般，演技獲得評審們的肯定，但他隨後去了對岸

發展，拍攝電影《你的婚禮》，票房至本刊截稿

為止，已朝新台幣35億元大關邁進，一夕之間在

當地成為爆紅台灣男星。

不過許光漢也藉此再接再厲，近來悄悄回到台

灣，拍攝《想見你》的電影版。本刊首度直擊拍

戲現場，5月8日下午5點20分，許光漢在北市光

復南路的茶坊拍戲，同場的還有柯佳嬿，整個劇

組陣仗頗大，而且被工作人員團團包圍，可見戒

備相當森嚴，對於新片內容保密到家。

5/8 17:20 許光漢正在投入電影版《想見你》

的工作；之前外界以為他準備深耕中國大陸市場

，已經暫離台灣。

17:21 《想見你》造型曝光，許光漢看來並無

太大改變，走的是休閒與正式風的中間值。

17:22 許光漢吐舌展露出一股萌樣，很多粉絲

頗中意他這款清新的大男孩路線。

直擊許光漢的片中造型，休閒中帶有正式感，

也跟平常的他沒啥兩樣，梳著中分頭，偶爾露出吐

舌的淘氣模樣，乍看之下有些許呆萌。

許光漢的成名作《想見你》開拍電影版，早在

去年8月就有討論，同劇演出的施柏宇今年3月鬆

口即將開拍，而且可能年底或者明年就可問世；至

於續集，導演表示其實結局已經相當完滿，所以可

能性並不大。只是因疫情升溫，導致不少劇組停工

，《想見你》也傳出延至28日後續拍。

19:50 許光漢雖是億萬票房巨星，但排場算是

相當簡單，沒走中國大陸那種高規格的路線。

《想見你》是2019年的台灣夯戲，裡面有懸疑

也有愛情成分，外界捧它成為「燒腦神劇」，那時

入圍6個金鐘獎項，最後獲得「戲劇節目獎」「戲

劇節目女主角獎」「戲劇節目編劇獎」以及「節目

創新獎」。

日前施柏宇與柯佳嬿出席活動， 《想見你》

成員三缺一，其中施柏宇去年在對岸拍戲，數度發

出沮喪圖文，引發憂鬱揣測，他聲稱近期「待業中

」，刻意讓自己不修邊幅；柯佳嬿在宣傳新書時，

許光漢和施柏宇也以「鳳南小隊李子維 莫俊傑」

名義送花，表現出他們私下交情仍好之外，同時洩

露已進入電影版的前置作業準備。

挾35億票房悄悄回台
許光漢許光漢《《想見你想見你》》電影造型曝光電影造型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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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嵐逆市接job好感恩白玉蘭獎提名名單公布
《山海情》《覺醒年代》領跑

木村三父女齊攬微博獎

香港文匯報訊 由微博舉辦之《微博星耀盛典

2020》頒獎禮 20日舉行，因受疫情影響，於香港九

龍灣展貿中心以無現場觀眾方式實體舉行，並於

網上直播。古天樂收穫兩大獎，他領獎不忘

呼籲撐港片，林峯近年多在內地發展，

他透露拍完戲後，應該很快可以回港

跟大家見面，下半年會回歸歌手

身份出新歌。日本“萬人

迷”木村拓哉與女兒心

美、光希齊齊拿下獎

項，足證木村一

家人在中國

的 高 人

氣。

身兼香港電
影工作者

總會及香港演藝人協
會會長的古仔，獲頒“星

耀名人堂（港澳台）”並蟬
聯“星耀年度影響力演員”兩大

獎項，再一次印證他的非凡成就。
古仔拍片分享得獎感受表示：“謝謝

大家過去一年對我的支持，雖然過去一年
疫情對大家都有一定的影響，但也無損
大家對我的支持，我真的覺得很開
心，希望接下來時間我會繼續努力
做好我的工作，希望大家多多支
持香港電影。”

“星耀年度影響力演員”
獎項港澳台地區得主是古仔，
而亞太地區及歐美地區則分別
由妻夫木聰和Ian Somerhalder
獲得。
另一位香港藝人林峯獲頒

“星
耀 魅 力

藝人”獎，
林峯與主持人

張寶兒連線分享
他的得獎感受，對於

獲 頒 “ 星 耀 魅 力 藝
人”，林峯謙稱：“不敢

當。作為一個演員，就是把作
品每一個角色盡我們所能把他演

繹好，這是角色的魅力，亦感謝所有
接受我們的觀眾朋友們，希望能有更多

好的作品帶給大家。”此外，林峯亦談到工
作近況，這一年多來忙於在內地不同城市拍攝
電影和電視劇，繼完成一部古裝電影後，最近正
在內地拍攝一部警匪片，應該很快可以回港跟香
港觀眾朋友見面。他還透露下半年將會推出新
歌，很快再以歌手身份在舞台上跟大家見面。被
問到最近和太太張馨月一起拍攝《妻子的浪漫旅
行》的趣事，林峯表示：“其實我以往很少參加
綜藝節目，尤其是真人騷，這次算是一個新嘗
試，我跟太太都拍得很開心，也感謝節目組的安
排。”

木村多用微博分享日常
去年莫文蔚（Karen）推出的歌曲《呼吸有

害》再為她帶來歌曲大獎─“星耀年度金曲”，
成就她的超級大滿貫佳績。Karen拍攝得獎片段
時興奮表示：“好開心！因為去年我推出了這首
《呼吸有害》，這首廣東歌得到很多人的喜愛，
今年我也有新的廣東歌要送給大家，還有很重要
的任務就是要開在香港的個人演唱會，所以希望
大家要繼續關注我，Yeah！”

日本男神木村拓哉奪“星耀名人堂（日
本）”，微博團隊將獎項送到木村手中，頒獎禮
上播放他的得獎感受片段，手捧獎座的木村先以
普通話作自我介紹，跟粉絲打招呼，之後用日文
表示：“非常榮幸能獲得《微博星耀盛典》頒發
的獎，非常遺憾因為疫情沒有辦法去到現場，今
後也會通過微博，把每天所想的事情和工作的場
景、我所感受的事情，分享給大家，希望大家多
多支持。”片尾再次以普通話說一聲“謝謝大
家！”

光希流利普通話講感言
而木村孻女木村光希同樣獲頒“星耀名人堂

（日本）”獎項，兼得“星耀年度風尚藝人”。

光希以不俗的普通話答謝大家的支持：“大家
好！我是光希。很開心，也很榮幸能得到星耀年
度風尚藝人和星耀名人堂這兩個獎項，感謝大
家，期待可以早點再度見到大家。”獲頒“星耀
名人堂（日本）”獎的尚有 ARASHI、Snow
Man、乃木坂46、三吉彩花、山下智久、片寄涼
太、古川雄輝、菅田將暉等。
木村大女心美去年正式加入時尚界，並開通

微博，同樣備受高度關注，她獲得“星耀年度新
進駐藝人”，心美表示：“感謝微博給我‘星耀
年度新進駐藝人’這個獎項，我實在感到非常高
興，我想感謝我的粉絲和在微博上關注我的朋
友，他們常常關注着我在微博上的更新。希望疫
情可以盡快好轉，我就可以親身和你們見面，謝
謝！”

BLACKPINK跨國合作奪獎
韓國女團BLACKPINK人氣爆燈，成員Jen-

nie、Rose、Jisoo 齊齊獲得“星耀名人堂（韓
國）”獎項，其他獲該獎的韓星還有 Super Ju-
nior、潤娥、姜 Gary 等。而BLACKPINK泰籍
成員Lisa 獲頒“星耀名人堂（新馬泰）”，Lisa
更兼得“星耀年度熱點人物”獎，她拍片以韓
語、普通話談得獎感受：“大家好，我是Lisa，
祝《微博星耀盛典》順利舉行，非常感謝讓我獲
得‘星耀年度熱點人物獎’，也很謝謝支持我的
粉絲們，我們微博見哦！愛你們！”
BLACKPINK與美國小天后Selena Gomez合

作，於去年推出新歌《Ice Cream》，這次跨地域
合作，讓她們拿下“星耀最受歡迎跨國合作”獎
項。Selena Gomez越洋表示：“這些獎項能提醒
我們如何在數字時代和其他人連繫在一起，更提
醒了我在世界各地的粉絲有多好，我在微博上和
粉絲度過了很多不同的時刻，在高高低低中給予
我很多的愛，我對此很感恩，也謝謝BLACK-
PINK和參與《Ice Cream》的所有人、微博和當
然還有我的粉絲，我很期待可以到中國和大家見
面！”

林峯將再戰樂壇
古仔膺影響力演員

● 林峯與主持人張
寶兒連線分享近況。

向海嵐向海嵐
王賢誌王賢誌

●●《《山海情山海情》》獲得獲得1010項提名項提名。。

●●木村心美木村心美●●木村光希木村光希

●●微博團隊將獎微博團隊將獎
項送到木村拓哉項送到木村拓哉
手中手中。。

●● LisaLisa 奪奪
得得““星耀年星耀年
度 熱 點 人度 熱 點 人
物物””獎獎。。

●●莫文蔚希莫文蔚希
望繼續得到望繼續得到
關注關注。。

●●古仔收穫兩大古仔收穫兩大
獎獎，，他領獎時不他領獎時不
忘呼籲撐港片忘呼籲撐港片。。

●●Selena GomezSelena Gomez談及跨談及跨
地域音樂合作的感受地域音樂合作的感受。。

香港文匯報訊第27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21
日公布提名名單。《山海情》以10項提名領跑，
《覺醒年代》獲得8項提名，《裝台》則獲得7項提
名緊隨其後。而張嘉益分別憑藉《裝台》和《山海
情》提名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成為本屆白玉
蘭獎中唯一一位獲得兩個表演類獎項提名的演員。

《大江大河2》、《覺醒年代》、《跨過鴨綠
江》、《流金歲月》、《三叉戟》、《三十而
已》、《山海情》、《隱秘而偉大》、《在一
起》、《裝台》入圍最佳中國電視劇。

《三叉戟》的陳建斌、《山海情》的黃軒、
《大江大河2》的王凱、《覺醒年代》的于和偉、
《裝台》的張嘉益競逐最佳男主角。

《流金歲月》的倪妮、《山海情》的熱依扎、
《以家人之名》的譚松韻、《三十而已》的童瑤、

《裝台》的閆妮獲提名最佳女主角。
《大江大河2》的董子健、《三十而已》的李

澤鋒、《覺醒年代》的馬少驊、《山海情》的尤勇
智和張嘉益將競逐最佳男配角。

《山海情》的黃堯、《覺醒年代》的劉琳、
《三十而已》的毛曉彤、《裝台》的秦海璐、《清
平樂》的任敏入圍最佳女配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向海嵐
（Anne）和王賢誌（Vinci）以代言人身份出
席健康產品的活動，兩人保養得宜，異口同聲
表示心態決定狀態，保持心境樂觀開朗是秘訣
之一。

Anne 分享在疫情下的Keep Fit 心得：
“去年全年疫情影響下，自己都比之前注重健
康，即使每天點懶都堅持在家做30分鐘簡單運
動，晚上六點後則戒食澱粉質，也有吃保健產
品，咁啱呢個時候因為傾代言人，自己就試食
產品一段時間，就這樣一拍即合，疫情加逆
市，有工作當然好感恩。”

份屬1998年度四料港姐冠軍的Anne，稍
後更會為應屆候選佳麗擔綱導師一角，她謂：
“其實詳細要做些什麼還不知道，但自己港姐
出身，看見他們今年這麼重視港姐競選當然好
開心，他們這個構思很好，自己希望以過來人
身份給師妹提示，我應該不算是很嚴苛導
師。”

對於舊作經典劇集
《無頭東宮》最近又
被網民追捧，成為
最想重播的劇集，
Anne大表驚喜，更
想不到網民會喜
歡：“都成20年前的
作品，自己看當時演技
真是好差，有好多改進空
間，不過作為集體回憶都不錯。”

至於另一代言人Vinci好直接說：“我過
了五十歲就不是秘密，keep住運動好重要，自
己都好幸運遺傳到手腳較瘦，所以望上去就fit
點。”講到幕前演出，Vinci透露將在熱播劇
《逆天奇案》最後的七集亮相，並揚言所飾演
的律師角色跟本身的形象截然不同；雖然有時
會有戲癮，但公務繁忙的Vinci自言總不能像
以往般捱更抵夜，現在拍劇只會遇到好的劇本
和時間才接拍。



BB88
星期日       2021年5月23日       Sunday, May 23, 2021

休城社區

韓式三溫暖韓式三溫暖SPA WorldSPA World的黏土豆豆房的黏土豆豆房，，
讓您從頭到腳熨帖讓您從頭到腳熨帖！！

（本報記者黃梅子）我上一期已
經介紹過了spa world的火焰山，今天
我給您推薦另外一間我喜歡的幹蒸
房----yellow Ocher ballroom，就是黏
土球幹蒸房，我自己給它起名豆豆房
，因為一粒粒黃豆大小的黏土粒堆滿
兩個大坑，看上去就像滿坑的黃豆一
樣。第一次進豆豆房的時候不知深淺
，一腳踩了下去，人就被豆豆埋了起
來，躺在柔軟而熱乎乎的豆豆裏，脖
子和背部被豆豆熱烈地包圍著，別提
多舒服了！過了一會兒，熱汗從頭到
腳開始冒出來，能夠感覺毒氣和濕氣
也通通排了出去，身體清爽了很多！
一個字——爽！兩個字---熨帖！

位於Katy的Spa World去年底開業
，我自從去過一次之後，當時就背痛
脖子痛好了很多！從此，我就迷上了
韓式三溫暖，每周都要去一次 Spa
World，在裏面待上一天，只要$29.25
，所有的幹蒸、濕蒸房隨便蒸，不但
能消痛排毒減肥，而且我每次都感到
心理壓力也釋放不少，出一身汗，煩

心的事兒也跟著排出去了！
Spa World剛剛裝修完畢不久正在

試營業，是一棟面積幾萬尺的二層樓
獨棟建築。是全美最大最豪華的韓式
三溫暖。我們經常在韓劇裏看到，韓
國人心情不好離家出走或者心情大好
需要慶祝，都跑去三溫暖，在裏面蒸
桑拿、聊天會友、吃飯喝酒、K歌打球
，待上整整一天，什麽都能在三溫暖
裏搞定。當時一邊看電視一邊想，這
一天得花多少錢啊？我去了Spa world
之後才明白，其實韓式三溫暖是按天
收費，只要買張票就可以在裏面玩一
整天，幾乎所有項目都是隨便玩（當
然吃飯喝酒要另外收費）。Spa World
簡直就是一個夢中樂園，沒進去之前
，你都想象不到這麽豪華這麽舒適，
這麽多項目，竟然只要29美元就可以
在裏面流連玩耍一整天，這是一座皇
宮！Spa World除了有標準配備的蒸汽
桑拿浴和熱水池之外，還有各種各樣
的幹蒸房，我最喜歡的是Fire Dome火
焰山、豆豆房、鹽蒸房和微波烤腰房

。我每次去spa world都在裏面待上7
、8個小時，輪流在我喜歡的各種房間
桑拿，中午花上12元在那兒吃個韓式
中餐，泡菜可以免費續，甚至連水都
不用買，spa world有飲水機，隨時有
免費冰水可以喝。真是太劃算了！

下一期我會給大家介紹鹽蒸房和
微波烤腰房，您最好自己親自去體驗
一下，包您去了一次絕對會去第二次
！

Spa World位於Katy Mills Mall附近
，是一棟獨棟建築，停車方便。走進
大門，在前臺交過錢之後，換上拖鞋
進到男女分浴區，穿上浴袍、搭上大
毛巾就開始體驗啦……走進大廳裏，
只覺得突然一下豁然開朗，好像進到
城堡裏一樣，高聳的屋頂、現代而溫
暖的色調、豪華而上檔次的石材和裝
修，再打眼仔細一看，裏面別有洞天
，各式各樣的三溫暖房間鱗次櫛比地
排列著，有人穿著浴袍頭紮毛巾愜意
地紮堆一邊汗蒸一邊聊天，也有人單
獨待在汗蒸房裏汗流如註、獨自享受
孤獨……Spa World的三溫暖有鹽蒸房
、火焰山、豆豆房、冰蒸房、玉石房
、紫外線房、森林房等不同的房間，
這些房間的溫度和類型都不同，別忘
了，最好帶片面膜去敷敷敷……特別
還要推薦Spa World的韓國海鮮辣拉面
，贈送新鮮的韓國白菜泡菜和日本大
根，泡菜可以免費續盤，價錢才12元
！真的好酸爽！

只有您親自到過Spa world，您才
會知道這裏是多麽物超所值。整棟大
樓就像一座主題樂園城堡，所有的家
具都是韓式花梨木鑲銅家具，區域按
功能劃分，區與區之間的玻璃櫃中陳
列著真正的韓國古董，陳列館中身著
綢緞韓式禮服的人偶與真人比例一樣
，人偶頭上真正的古董珠寶熠熠生輝
，散發出低調的奢華氣息。整棟Spa
world面積六萬尺，花了巨資裝修，可
容納幾千人同時玩耍。一樓為三溫暖

區域，二樓是酒吧餐廳休閑區，客人
在此玩球休息看電影吃東西，還有酒
吧咖啡吧以及戶外露臺燒烤吧，可以
舉辦各種party和家庭聚會，露臺上備
有許多躺椅讓客人在這裏曬太陽做日
光浴或休憩賞景。

如果您家有小孩怎麽辦？帶著小
孩一起去Spa World啊！這裏有專為小
朋友設計的Spa world kid’s，安裝有
大型滑梯、泳池和各種幼兒玩樂設施
，並且有專人照看小孩（要另外收費
）），來Spa world玩樂的年輕夫婦可
以把幼兒委托給這裏的看護人員，然
後盡情享受溫馨的一天。

Spa World目前新張試營業，提供
25%的折扣，成人周一至周五$29.25，
兒童$15 元；周末成人$36.75, 兒童
$18.75。當然您也可以購買會員，那就
更劃算了，具體情況請上官網查詢
http://www.spaworldhouston.com， 也
可以去Spa world咨詢前臺。

去Spa World放松享受一番吧！不
用擔心新冠病毒，因為病毒在高溫下
不能存活！Let’s go !!

Spa World
地址：929 Westgreen Blvd, Katy,

TX77450
電話：346-978-6684

網址：www.spaworldhouston.com
營業時間：每天10am-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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