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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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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

包您一次就減輕疼痛80%
！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
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
法，配合藥物或針灸，有
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
上牽引療法。
病人A先生，45歲，由

於是一直從事體力勞動，
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起
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
作忙，沒有引起重視。去

年開始，病情加重，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
難忍，並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
至站立都難以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
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了上萬治療費，病
情不見好轉，走路需要人扶，並且一側臀部肌
肉開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
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一個療程下來，
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
車來治療只需一個人。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

基本消失，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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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虧找到李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
系，不光治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
且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李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
曬網。等到身體出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
醫生，幸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
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
枉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不去看
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可以由保險公
司負責，白白錯過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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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禍後遺癥有
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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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
合推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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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pay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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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
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下午
。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6161
汽車為什麼要保養汽車為什麼要保養？？

提到汽車為什麼要保養，我們得先從汽車
保養和修理的區別和關係說起。汽車保養和汽
車修理的關係是辯證的。在日常活動中，一定
要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係，堅持以保養為重點
，克服“重修輕保”“以修代保”的不良傾向
。 “三分修七分養”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針對目前汽車養護行業中的情況，科學的
將汽車保養系統分為六大部分，並可對下列的
六大系統進行特別養護。

一、潤滑系統的深化保養。
潤滑系統主要作用就是對汽車發動機的各

個部件進行有效的潤滑，以防過度磨損。在常
規情況下，汽車每行駛三千至五千英裏時就需
清洗保養一次，在遇到發動機噪音過大，加速
無力，水溫過高時也需清洗保養一次。清洗髮
動機內部的油泥和其它積物，避免機油高溫下
的氧化稠化，減少發動機部件的磨損，延長發
動機壽命，提高發動機動力。

二、燃油系統的清洗保養（即清洗噴嘴、
氣門積碳）。

常規情況下，汽車每行駛一萬至二萬英裏

時需清洗保養1次，或當你發覺引擎喘抖，遲滯
和加速不良，冒黑煙，無力、費油時清洗保養1
次。清除系統內部的膠質和積碳，防止有害的
腐蝕發生，避免並製止密封件和水箱的滲漏，
徹底更換舊的冷卻液。

三、冷卻系統的清洗保養。
定期清除導致發動機過熱的痕跡和水垢，

防止有害的腐蝕發生，避免並製止密封件和水
箱的滲漏，徹底更換舊的冷卻液。一般情況下
，正常行駛中每3個月要檢查一下冷卻液面高度
，避免水溫過高、漏水、開鍋。清除導致發動
機過熱的痕跡和水垢，防止有害的腐蝕發生，
避免並製止密封件和水箱的滲漏，徹底更換舊
的冷卻冷卻液。每三萬英裏徹底清洗冷卻液。

四、變速箱的清洗保養（自動變速波箱）
。

常規情況下，汽車每行駛3萬英裏時清洗保
養一次，或遇變速箱打滑、水溫偏高、換擋遲
緩、系統滲漏時清洗保養一次。清除有害的油
泥和漆膜沈積物，恢復密封墊和O型圈的彈性
，使變速箱換檔平順，提高動力輸出，徹底更

換舊的自動變速箱油。
五、動力轉向系統的清洗保養。
汽車每行駛3萬英裏清洗需保養一次

，或遇轉向困難系統滲漏，更換動力轉向
機配件後，也須清洗保養一次。清除系統
中有害的油泥、漆膜，清除低溫時的轉向
困難，製止並預防動力轉向液的滲漏，清
除轉向噪音，徹底更換舊的製動轉向液
。

六、製動系統的清洗保養。
汽車每行駛3萬英裏清洗保養一次，

或遇ABS反應過早，過慢時清洗保養一次
。清除系統中有害的油泥漆膜，清除超高
溫或超低溫時工作失靈的危險，有效防止
製動液變質過期，徹底更換舊的製動液
。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本報休斯頓訊) 美國 CDC 疫苗委員會
(ACIP)於九月 23 日表決通過有關緊急使用
Covid疫苗加強針的建議，此建議對疫苗種類
、接種年齡、及距離第二針接種時間有明確限
制：

1. 加強針類別：目前只有輝瑞(Pfizer)獲得
加強針(Booster)使用許可。接種莫得納(mod-
erna)、或強生(J&J)疫苗的人們可能再耐心等待
一下。

2. 建議加強針的族群包括：
(1) 65歲以上的長者，
(2) 高風險染上病毒的人群 （例如前線工

作者、教師等）
(3) 18 至 64 歲具有健康疑慮(Underlying

disease)者
3. 距離第二針至

少6個月以上。
美福藥局為加強

針做好了充足的準備
，藥局騰出人手，從
即日起安排專職人員
在藥房為民眾接種。

此外，美福藥局

還和中華文化中心、光鹽
社計畫於十月二日(週六)在
中華文化中心，集中為民
眾集体接種，並且免費為
接種者做 Hepatitis C 丙型
肝炎檢查。

是否需要預約？
您可直接來美福藥局

，不需預約。
或是，於十月二日上

午10點到下午 2點，到中
華文化中心接種。

但是，對於想要在十月二日到中華文化中
心接種的客人，我們還是建議預約一下，以使
我們能更好的服務您。

如何預約？
您可以選擇任何以下4種預約辦法：
一、掃附圖的條碼
二、發資訊 「VAC」 to 833-595-0527
三、前往註冊網址：https://www.pill-

bright.com/en/medical-equipment-and-sup-
plies-appointment

四、打電話給藥局，電話281-506-2453

，我們為您註冊預約。提供國、台、粵、越語
服務。

需要帶什麼材料？
有保險的客人，請帶上您的紅藍卡、白卡

、或保險卡，及有前兩針記錄的疫苗小白卡。
最後，凡是接種加強針的客人，美福藥局為您
準備了精美禮品一份，及提供州衛生局疫苗接
種證明。

美福藥局電話: 281-506-2453。地址：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5, Houston,
TX77036(中國城敦煌廣場旁，菁英廣場內)。

(本報休斯頓訊) 全美第一亞洲
連鎖超市品牌H Mart，在近期一項
市場調查報告中，羅列了美國超市
顧客疫苗接種率最高的15家超市，
H Mart名列第一，拔得頭籌。

根據道瓊斯/華爾街日報旗下
財經新聞網MarketWatch發布的新
聞，H Mart 在超市顧客接種率排行
榜中，勇奪魁首，超越了包括
Trader Joe’s 及 Whole Foods 在內
的所有大型連鎖超市。

據報道，美國市場研究公司
Numerator 最新發布的一項消費者
疫苗接種評分報告分析表明，家庭
年收入較高、生活方式更加積極的
消費者更有可能接種疫苗。而接種
疫苗的消費者更會偏愛那些關心顧
客健康，以及倡導積極生活的超市
品牌。 調查發現，在所有美國連鎖

品牌超市中，H Mart 的顧客接種比
例最高，恰恰符合了 H Mart 倡導
健康，積極生活的品牌定位，也同
時是對 H Mart 優秀防疫措施的最
好證明。

報告數據顯示，在超市類排名
中，美国最大亞洲連鎖超市品牌H
Mart顧客中63%已接种疫苗，比例
排名全美第一，比平均接種比例高
出20%，美國超市Wegmans顧客排
在第二位，高出平均值18%， 其餘
美國超市連鎖品牌也名列該榜單前
十五名，後者有第三名Fresh Mar-
ket,第四名 Trader Joe’s 及第五名
Whole Foods。 Fresh Market 及
Trader Joe’ s 高 出 平 均 值 17% ,
Whole Foods則高出15%。

H Mart重視顧客、員工和社區
的安全與健康，早在 2020 年 3 月

，H Mart 首席執行官
及創始人權一淵先生
(Il Yeon Kwon)就曾向
顧 客 和 員 工 致 信 ：
“H Mar承諾將不遺餘力保障門店
的安全衛生，為社區提供充足的生
活所需與服務；H Mart承諾對服務
與產品的高標準，守護顧客的健康
與安全。特殊時期，感謝每位顧客
對 H Mart 超市的支持與配合，H
Mart與大家共度疫情難關。”

在執行官權一淵先生致信後，
H Mart各門店反應迅速，第一時間
實施諸多抗疫措施，並穩定物流确
保所有顧客都能采購到家庭生活所
需，同時遵循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
心（CDC）、公共衛生專家及地方
政府法律法規的建議， 加強了清潔
和消毒規程，指派工作人員定時對

超市內部設施進行專業消毒，例如
購物車把手，門把手和收銀機，竭
盡全力為顧客及員工提供安全衛生
的購物環境，為社區日常生活提供
保障。H Mart最大程度地擴大社交
距離，以防止冠狀病毒傳播，加裝
防護罩裝置有助於避免員工和顧客
在登記和收銀檯結帳時直接接觸，
以確保每位顧客和員工的安全。

H Mart執行官權一淵先生表示
：“我們要感謝在疫情期閒為防疫
做出努力的員工們，今後也會持續
努力為顧客帶來舒適安全的購物環
境與體驗。”。

全美超市顧客接种疫苗比例排名全美超市顧客接种疫苗比例排名，，
H MartH Mart列第一列第一，，拔得頭籌拔得頭籌

疫苗加強針疫苗加強針:: 針對長者及高風險人群針對長者及高風險人群
1010//22於中華文化中心接種於中華文化中心接種，，平日亦可至美福藥局平日亦可至美福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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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天地

新聞圖片

明朝万历年间，江南水乡有个秀才，名叫

徐硕。此人尽管有些小聪明，奈何屡试不中，

好在家境尚好，得空便到处游山玩水。

这一日，徐硕来到一个小镇上，肚子早饿

得咕咕叫了，正想找家饭馆，忽然，一阵异香

飘来，徐硕赶紧顺着香味找过去。很快，他就

看到不远处有家悦来饭馆，里面人山人海，热

闹非凡，想来这香味是从那里飘过来的。

徐硕加快脚步，往饭馆走去。谁知快到饭

馆时，他不由得愣住了。原来那饭馆前有条两

丈多宽的小溪，溪中水流潺潺。他挽起裤脚，

正要涉水而过，却听对面有人喊道：“站住！

”徐硕抬头看去，只见对面站着个矮矮胖胖的

人，瞪着眼睛冲他吼：“不要命啦！”

徐硕笑笑说：“一条小溪，能有多深？”

那人却说：“这里淤泥深，还有蚂蟥，你不怕

死就过来吧。”徐硕一听，真就不敢过了，忙

问那人怎么才能过去吃饭。那人指了指远处说

：“到那边绕过来吧。”

于是，徐硕就按那人指的方向去绕路，等

绕回来时，他已累得气喘吁吁。那人笑嘻嘻地

招呼他：“客官远道而来，快请进吧。”原来

这人正是悦来饭馆的孙掌柜。

徐硕进门坐下，没好气地问：“到你这里

来吃饭，都要绕这么远的道吗？”

孙掌柜苦着脸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镇

子只有这么大，房子也就这么多，他想开饭馆

，只寻到了这个地方。原本以为在小溪上架座

桥，就万事大吉了，谁知他三次架桥，桥都莫

名其妙地被水冲走了，他就不敢再架桥了。

说话间，饭菜上来了，徐硕一尝，果然鲜

美无比，难怪食客那么多呢。他风卷残云般将

饭菜吃了个精光，结完账出来，又来到溪边看

了看，也看不出啥端倪，就转身走了。

几天后，徐硕又想到悦来饭馆吃饭，待绕

道走到门口时，却看到奇特的一幕：只见一个

伙计在镇上买了食材，又懒得绕路回饭馆，就

喊出了另一个伙计，俩人就隔着小溪抛起食材

来。那边抛一样，这边就接一样。蔬菜倒还好

，很容易接住，但那些活鸡活鸭活鱼，就有些

麻烦了，因为鸡鸭鱼会在空中挣扎，活蹦乱跳

的，伙计一旦没接住，就得手忙脚乱地去追。

有条鱼落进小溪里游走了，伙计急得直跺脚;

又有一只鸡拍着翅膀逃走了，伙计扭着身子又

去追鸡。这下，小溪旁很是热闹，招来了许多

人，大伙儿笑得前仰后合。

徐硕见那个伙计费了好大劲才捉回了一只

鸡，兴奋地喊道：“这只鸡留给我！”

不料，孙掌柜忙出来说：“这位公子，请

你换一只吧。这只鸡已经有人订下了。”

徐硕有点生气：“谁订下的？鸡还没进厨

房，怎么就订下了！”

此时，小溪那边有个大汉嚷嚷道：“我看

它飞的时候，就订下了！”徐硕还是不服气，

他扑向伙计，要去抢鸡。

那汉子见状，顿时急了，他来到溪边，捡

起一根竹篙往水中一插，瞬间腾空而起，跃过

了小溪，来到了伙计面前，一把抢过了伙计手

里的鸡，得意地说：“这鸡这么能飞，肉质一

定很香，我吃定啦！”

徐硕气得直跺脚，待吃过饭，又来到小溪

边。看着小溪，他心中一动：我若能在小溪上

架座桥，就能化解百姓吃饭之苦，岂不是好事

一桩？

这么一想，徐硕立刻寻到一家木匠铺，找

到一个老木匠，塞给对方十两银子，讲了架桥

之事。老木匠就是小镇上的人，对小溪很熟悉

，当即答应下来，说这活简单，两天就能架好

。

谁知三天后，徐硕再次来到悦来饭馆门前

时，却没见到桥的影子。徐硕找到孙掌柜，问

道：“孙掌柜，老木匠没来给你架桥吗？”孙

掌柜告诉他，老木匠的确来架了桥，可那桥当

天夜里就不见了。

徐硕惊道：“怎么就不见了呢？”孙掌柜

叹道：“我之前就跟你说过，这里经常发生诡

异的事，桥总是架不起来。”

徐硕还是不信，他较起了真，再次找到老

木匠，塞给他十两银子，请他再架一座桥，不

过这回，他要亲自看着老木匠架桥。老木匠二

话没说，接过银子，带着徒弟出门买木头了。

傍晚时分，老木匠和徒弟推着一辆架子车

来了，车上放着一根大木头。老木匠已经把木

头的四面都给刨平了，这样放在小溪上才更稳

当。孙掌柜也喊来几个伙计帮忙。众人合力将

木头横在了小溪上。老木匠对徐硕说：“请公

子验验活吧。”

徐硕上桥走了两趟，感觉这桥挺稳当的，

他满意地笑了：“这么结实，我看它还怎么不

翼而飞！”

孙掌柜笑着把徐硕请进饭馆，特意做了几

个拿手菜，借以表示对他的谢意。那菜的味道

没得说，再加上徐硕心情好，也就吃得格外香

。直到掌灯时分，他这才吃饱喝足，晃晃悠悠

地出来，到镇上寻住处了。

徐硕在镇上转了一圈，确信身后无人跟踪

，这才悄悄回到小溪边，藏在一丛蒿草后面。

原来，他对孙掌柜之前说的桥在当天夜里就会

不见的事起了疑心，想看看究竟怎么回事。这

会儿已是深夜，家家户户都熄了灯，整个小镇

十分安静。悦来饭馆也早已关门打烊，想来孙

掌柜也回家去了。朦胧的月光下，小溪水流潺

潺，那桥还好好地架在那里呢。

徐硕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困意倒上来

了，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忽然，“轰隆”

一声响，徐硕被惊醒了。他急忙站起身，循声

望去，只见那桥已落入溪水中，正被水冲着往

下走呢。

就在徐硕惊得瞠目结舌时，孙掌柜突然出

现了，他似笑非笑地说：“这下你亲眼所见，

该信了吧？这个地方，真是诡异得很啊！”

徐硕满肚子的疑惑，上下打量着孙掌柜，

突然发现他脚下有一摊奇怪的泥土，那块泥土

上还带着木纹。徐硕心中一动，顿时明白了。

原来，老木匠给他造的，竟是一座泥巴桥

。泥巴桥上涂着木纹色，再加上天黑，徐硕自

然看不出其中端倪。可等入夜以后，夜露严重

，再加上溪水中的水汽氤氲侵蚀，泥巴慢慢松

软，就会折断，掉到小溪中，被溪水冲走。此

时岸上还留着一些断掉的泥土，孙掌柜怕露出

破绽，正想赶来清理，不料看到了徐硕，慌乱

之中想踩在脚下碾碎，偏偏徐硕眼尖，一下子

看到了。

徐硕当即问道：“孙掌柜，你为何要架一

座泥巴桥来糊弄我？”

孙掌柜见这事儿被徐硕看透了，也就不再

隐瞒，笑着说：“公子真是好眼力！那是因为

……不架桥，我的生意才会好啊。”

徐 硕 看 着 孙 掌 柜 脸 上 那 狡 黠 的 笑 意 ，

忽然间什么都明白了。孙掌柜不在小溪上

架桥，当真是聪明绝顶啊。他家饭馆香飘

万里，让人垂涎欲滴，待食客急匆匆赶过

来，却被溪水拦住了，不得不绕远道，等

到了饭馆，肚子更饿了，吃起来也就更香

了。此外，孙掌柜让伙计隔溪扔食材，不

也是一个招徕食客的绝招？所以尽管要绕

远道，食客还是源源不断，孙掌柜尝到了

不架桥的好处，这才串通老木匠，用泥巴

桥来糊弄自己呢。

徐硕不禁仰天长叹，原来自己肚里那点儿

墨水，不过是纸上谈兵，這民间才处处是智慧

呀。

打那之后，他潜下心来勤学苦读，三年后

终于考取功名，为官一方，造福百姓。

饭馆奇招

美國洛杉磯港創紀錄擁堵美國洛杉磯港創紀錄擁堵
貨船排隊等待通行貨船排隊等待通行

愛琴海出現愛琴海出現1616公斤巨型烏賊公斤巨型烏賊 科學家稱因海水溫度升高科學家稱因海水溫度升高

土耳其伊茲密爾土耳其伊茲密爾，，土耳其漁民在前往愛琴海的途中捕獲了重約土耳其漁民在前往愛琴海的途中捕獲了重約1616
公斤的巨型烏賊公斤的巨型烏賊。。全球變暖導致的氣候變化影響了愛琴海魚類的多樣性全球變暖導致的氣候變化影響了愛琴海魚類的多樣性
，，科學家們將愛琴海巨型烏賊的出現歸因於海水溫度升高科學家們將愛琴海巨型烏賊的出現歸因於海水溫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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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通切利土耳其通切利，，當地展出當地展出19681968年至年至19741974年間在考年間在考
古發掘中發現的由黑曜石古發掘中發現的由黑曜石、、骨頭和金屬製成的骨頭和金屬製成的 「「箭頭箭頭」」
文物文物，，揭示了揭示了50005000年前的文明年前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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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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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廣告

【美南新聞泉深】梨城藝術聯盟（The Pearland Arts League)
主席娜奧米·史蒂文斯（Naomi Stevens）攜帶藝術家荊錦華
（Kimvak Jen）於9月29日訪問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新聞中心
，受到李蔚華董事長及夫人朱勤勤的親切接見。李董事長帶領他
們參觀了藝術走廊、數字處理中心、印刷車間、包裝車間、電視
直播間以及國際貿易中心，並在美南新聞會議室舉行了座談會。

李董事長對美南新聞集團進行了簡單的介紹。他提到50年
前帶著500美元從台灣移民到美國的艱辛，並於1979年成立美南
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至今已有42年的創業之路。從無到有，從小
到大，度過了重重難關，在全美9座城市成立新聞中心，在三座
城市（休斯頓、達拉斯、華盛頓特區）發行日報。李董事長指出
在1999年至2009年期間，也是美南新聞集團發展最快的時期，
他買下了這塊土地，開建了美南新聞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兩棟大
樓。美南新聞中心內的美南國際電視台24小時發送數碼電視節
目。美南新聞中心的落成對整個休斯頓的華人社區，甚至是美國

主流社會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力。
李董事長說，美南新聞集團每年舉辦德克薩斯國際農曆新年

遊園會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至今已舉辦了24屆
，每屆都有休斯頓市長、美國國會議員、部分國家駐休斯頓總領
事館總領事或副總領事、德克薩斯州眾議員、著名歌星影星以及
大休斯頓僑學界僑領和數千名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觀眾出席。
每年美國ABC電視台（Chanel 13）和 FOX News到達現場進行
實地採訪和報導。美南新聞希望能有機會與梨城市合作，將國際
農曆新年遊園會辦到梨城購物中心，購物中心的中間正好有一片
文化娛樂廣場。

李董事長指出在這裡建造休斯頓國際社區，他任這個區的區
長已經十幾年了，看到國際區有無數成功的範例，他感到無比的
自豪。他說我們一定要團結在一起，告訴華盛頓，我們移民是這
個偉大國家的一部分，也是這個國家發展的動力，我們需要平等
和尊嚴。二十年前國際區的百利大道兩邊，是未開墾的一片荒地

，現在馬路寬敞，店鋪眾多，生意興隆，繁華似錦，這是我們新
移民共同努力的結果。

梨城藝術聯盟主席史蒂文斯說她在梨城生活了42年，看到
梨城從原來的幾萬人發展到現在的十幾萬人。她與過去的市長和
現任市長保持多方面廣泛的聯繫，有多個合作項目。她是企業家
，主要從事建築行業，尤其是建造橋樑，與中國和日本也有建築
方面的合作，多次訪問中國不同的城市和地區，與日本也有25
年的聯繫。她對藝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發起並成立了梨城藝術
聯盟，任聯盟主席，將梨城社區內的專業藝術人才和推廣藝術的
專業人士及興趣愛好者聯繫起來，並在梨城購物中心開辦了首家
藝術畫廊。她說這是一個新的開端，是梨城市的第一家，但不是
唯一一家畫廊，今後還會繼續開辦更多。她也有興趣在美南新聞
開辦藝術畫廊，這是這次過來考察的目的。她說將在這裡展現當
地藝術家創作的獨特作品，展示包括中國國畫、西洋油畫、抽象
藝術、雕刻、工藝美術等作品。

梨城藝術聯盟主席史蒂文斯攜藝術家訪問美南新聞
受到李董事長及夫人親切接見



BB66BB66
星期五       2021年10月1日       Friday, October 1, 2021

體育消息

約旦安曼時間9月28日，中國隊在女籃亞洲盃第二
個比賽日高歌猛進，以124：50大勝中國台北，輕鬆斬
獲兩連勝。接下來她們將迎戰世界排名第三的澳洲隊，
與之爭奪B組頭名。

該場比賽中國隊延續上場比賽的陣容大輪換，全部
球員都有得分，其中6人得分上雙。內線主力李月汝和
韓旭發揮出色，前者砍下全場最高的20分6個籃板，而
韓旭上場不到14分鐘，10投9中也拿到18分，搶下4記
籃板。

韓旭在賽後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女籃隊員們都有

很好的訓練基礎，再加上經歷了東京奧運會和全運會的
比賽，隊友之間的配合更加默契。在這兩場比賽中，隊
伍防守強度也有很大提升，希望在接下來的比賽中也能
延續好的狀態。

中國女籃主教練許利民表示，本場比賽隊伍在內外
線結合、快攻與陣地戰結合等方面又有進步，而且也沒
有因比分優勢擴大而懈怠。“每一場比賽隊員都能得到
進步和成長，每一場比賽隊伍都能改善上一場存在的問
題，這就是我們參加本屆比賽最大的目標。”

●新華社

中國女籃大勝中國台北 亞洲盃連捷

鄧謝配 伍家朗全力出戰丹麥賽

●●石宇奇在男石宇奇在男
單比賽擔大單比賽擔大
旗旗。。 新華社新華社

●●被冠被冠以以““林丹接班人林丹接班人””的李詩灃首度的李詩灃首度
出征蘇盃出征蘇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雨菲在女單比賽中以2：0輕取
印度對手。 新華社

國羽練新人

兩年一度的蘇迪曼盃是羽壇三大團
體賽之一。中國隊作為世界羽毛

球霸主，此前13屆賽事均成功躋身
決賽，並11次捧走冠軍。今屆為
求衛冕，中國隊強陣出擊，石
宇奇、陳雨菲、王懿律及黃東

萍等為人熟悉的名字均在陣中；
而為了鍛煉新人為未來鋪路，王祉

怡、馮彥哲、李詩灃、劉玄炫、夏玉婷
等“00後”小將亦獲得首度出戰蘇迪曼
盃的機會。

小組賽面對東道主芬蘭及主力缺陣
的印度隊，中國隊兩戰派出完全不同的
陣容，不過同樣以5：0橫掃對手，一局
不失下提前取得8強資格，在刻意提拔
新人及試驗新組合下仍能輕鬆晉級，足
證中國隊在人員儲備上的強大，相信下
一仗對同樣已取得出線資格的泰國隊依
然不會遇到太大考驗，小組首名料是囊
中之物。

上屆蘇迪曼盃中國隊於決賽以3：0
輕取日本奪冠，今屆賽事日本隊仍然是
衛冕路上最強敵手之一，男單“一哥”
桃田賢斗雖然在東京奧運爆冷小組賽出
局，不過26歲的他似乎已經走出低谷，
以2：0擊敗英格蘭球手助日本出線，而
其他傳統強隊如印尼、丹麥、馬來西
亞、韓國及中國台北亦順利取得8強席
位。

李詩灃被冠以“林丹接班人”
中國羽毛球隊在數年前曾出現青黃

不接的情況，不過經過連串革新下已慢
慢重拾統治力，於東京奧運取得兩金四
銀的佳績令人振奮，雖然石宇奇及陳雨
菲等主力球手仍處於20多歲的當打之
齡，不過教練團早已將目光望向“00
後”的栽培上，其中李詩灃更被冠以
“林丹接班人”之名，作為青奧金牌得
主的他有望在今屆蘇迪曼盃一鳴驚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雖
然港隊未有獲得蘇迪曼盃爭冠資格，不
過一眾球手仍要為10月底舉行的丹麥
公開賽積極備戰，而這項賽事抽籤結果
亦已出爐，混雙世界排名11的鄧俊文/
謝影雪首圈將硬撼中國台北組合，而港
隊“一哥”伍家朗則遇上西本拳太。

丹麥公開賽將是鄧俊文/謝影雪於
東京奧運後首個賽事，在東奧打入四強
而知名度大增的他們未有被列為種子球
手需要由首圈打起，第一戰對手將是世

界排名第45的中國台北組合楊博軒/胡
綾芳，如順利晉級則會面對5號種子、
韓國組合徐承宰/蔡郁玎，“鄧謝配”
曾於2017年奪得丹麥公開賽冠軍，今
次重返福地希望可以再接再厲，謝影雪
表示目前已完全恢復系統訓練，希望可
以延續東奧時的好表現。

而伍家朗首戰對手則是來自日本的
西本拳太，兩者交鋒往績伍家朗以2勝
6負處於下風，他表示會力爭佳績以一
洗東奧分組賽出局的頹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廣州足球俱樂部（前身廣州恒大）9
月28日晚發布公告，宣布與意大利
籍主教練簡拿華路終止合約。有傳媒
報道，球隊老將鄭智有望成為廣州隊
的臨時主帥。

廣州足球俱樂部在當晚發布的公
告中稱，經友好協商，廣州足球俱樂
部決定與簡拿華路終止合約。公告寫
道：“衷心感謝法比奧．簡拿華路先
生為廣州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積極
貢獻，祝福他未來一切順利！”

因疫情離開 放棄11個月薪金
而在同一日較早時，簡拿華路接

受意大利媒體“corriere”訪問，表
示自己已厭倦了在中國“因為疫情而
變得死板的生活”，並且直言“永遠
不會回到中國”。

“和（廣州恒大的）經濟危機無
關，是我不希望再面臨隔離、孤獨的
局面。新冠疫情極大地影響了我的選
擇以及我的生活，我不得不與家人分
開。”他告訴意大利媒體，選擇離開
完全是因為疫情，並為此放棄了11
個月的薪水。

“在中國，入境後先要在酒店隔
離15天，然後是7天，而且每天都不
能離開房間。新冠疫情下中國的生活
非常僵化，我再也受不了了。在過去
的五年，我很少見我的孩子，我的家
人不能和我一起來。所以我選擇了這
個決定。”

簡拿華路曾在 2014 年 11 月至
2015年6月間首度在廣州執教，並自
2017年11月起再次擔任廣州隊主教
練，率隊取得了 2018 年超級盃冠
軍、2019年中超聯賽冠軍等榮譽。

不失一局提前鎖定蘇迪曼盃8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郭正謙）作為東京奧

運後的首個羽毛球大賽，中

國隊在正於芬蘭舉行的2021蘇

迪曼盃世界羽球混合團體錦標賽除

了派出石宇奇及陳雨菲等主力成員

外，陣中亦有不少像王祉怡及夏玉婷等年

輕新面孔，不過小將們初征並未影響中國隊

於今屆賽事的統治級表現，小組賽接連以5：

0分別擊敗芬蘭及印度隊，以不失一局的姿態

提前鎖定8強席位，繼續在衛冕路上高歌猛

進。

霸氣不減霸氣不減

廣
州
足
球
俱
樂
部
與
簡
拿
華
路
解
約

●鄧俊文/謝影雪（左）首仗將面對中國台
北組合。 資料圖片

●廣州隊老將鄭智
（左）有望接過簡拿華
路的帥印。 新華社

●簡拿華路表示因疫情選
擇離開。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香港壁球總會日前
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成立60載誌慶活動。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主禮，香港民政事務局常
任秘書長謝凌潔貞、副局長陳積志、中國香港體育協會

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及大型體育賽事委員會主席郭
志樑、副會長霍啟剛、社區體育委員會主席葉永成、民
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香港體育學院院長李翠莎、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康樂事務）孔得泉等嘉
賓、教練、運動員、贊助商及一眾支持壁球運動的好友
出席。

林鄭月娥為壁總會長梅應源頒發“卓越領導大
獎”；陳浩鈴、何子樂（由兄長代領）及李嘉兒（由母
親代領）則獲頒“最有價值運動員獎”。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頒發“傑出運動員
獎”予男子球手梁子軒（由父親代領），以表揚他於
2018年亞運會上的優秀表現；“傑出服務獎”則頒予為
香港壁球總會服務超過10年的委員及職員，包括香港壁
球總會主席邱達根、副主席黃英敏、田啟文、名譽秘書
田洸煦、常務委員會委員李達朗、行政總監麥詩韻及高
級發展主任馮美琪。

港壁總60周年誌慶 林鄭頒領導大獎

●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與得獎者及運動員合
影。 壁總供圖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21年9月30日（星期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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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一）社交牛逼症, 你有吗?

社交牛逼症（简称社牛）：无论

在什么场景、碰到什么人都能谈笑风

生、侃侃而谈。无惧他人目光，不怕

他人嘲笑。

“社牛”去海底捞过生日：只要

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对于一靠近人类就会尴尬紧张、

心理素质超差的社恐们来说，真的好

羡慕啊！

（二）当社恐和社牛相遇

场景一：过年，你爸妈让你（社

恐）表演节目

无论你表演成什么鬼样子，叔叔

阿姨亲戚长辈们都能笑着夸你：这孩

子，真机灵啊！

不少人发现，父母长辈是社交牛

逼症的高发群体。

父母”社牛“行为：”靠一条狗

认识了四条街“、”跟任何陌生人能

聊一个小时“...

场景二：令人闻风丧胆的群面

群面就是大型演技秀场，抢不到

说话的机会你基本就废了。群面被不

少的同学称作可怕的修罗场，尤其是

在陌生人面前说都不会话的”社恐

“们。

（三）群面: "社牛"的主场秀

1、社牛: welcome to my show

作为面试中难度Top1的环节，群

面常年维持着10进2的低通过率。群面

的残酷，不在意你是清北复交还是藤

校G5，只要你“表演”得不好，通通

挂掉。

对于连电话不喜欢打的“社恐”

来说，群面是一场真实的噩梦；而对

于擅长表现自己且不怕尴尬的“社牛

”来说，群面就是到了他们的主场。

抢leader和summarist没人比他们快

，只会留一个time keeper让社恐们抢一

抢。

不少同学跟小U吐槽过群面时碰到

的”社牛“们：

Mia：”我参加的群面第一轮有40

分钟，一组只有4个人，但我除了自我

介绍一句完整的话都没说上，全程被

打断：这个...我...但是...“

Jenny：“我群面碰到一个人，自

我介绍说自己之所以来面试这家公司

是为了传递自己的思想从而对这家公

司产生一定的影响。”

Ada：“我去过一个女生为主的管

培群面，有点社恐的我直接被我的组

员吵得快互相扯头发的阵势吓死。”

2、社恐闻风丧胆的群面, 到底难

在哪?

首先，现在的大厂一般都是以无

领导小组面试来作为群面的方式。而

无领导小组的分配是随机的，所以你

不会知道下一秒是在天堂还是地狱。

队友的质量、社牛还是社恐，全凭运

气。

其次，无领导小组面试需要你们

自己选一个leader，有的小组15分钟的

讨论可能有10分钟都会被浪费在了抢

leader上。（真不夸张…）

在实际的群面中，由于大家对彼

此的不熟悉，更多的leader都是被盲选

的。而这些盲选出来的leader是否真的

有能力胜任，真的是个未知数。

最后，你永远猜不透出题人的心

思。如今很多群面题都是紧跟热点，

并和企业自身直接相关的专业性问题

，如果你缺乏domain knowledge，直接

狗带。

比如：

在微信设计一个支付场景，需要

能够快速传播；

提升消费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请为XX营业部提一个营销计划；

很多企业在群面时会喜欢问比较

专业的问题，比如投行、腾讯的战投

、咨询的case interview......也有个别企

业，还会问一些跨专业的问题来考查

大家的应变能力。比如，之前个面试

阿迪达斯零售管培生的同学被问：你

有关注最近的股市吗？

这些牛马蛇神的问题常常把没有

什么面试经验的同学问的当场懵逼，

更别提社恐人，简直能把“啥？这啥

？写在脸上。”

但很多“社牛”人的随机应变能

力很强，能完全不露怯依然跟面试官

聊20分钟。

（四）社恐: 难道我群面注定必挂

吗?

当然不是啊！在群面中没有抢到

太多的发言机会或者没抢到leader也不

一定代表你会被pass。

其实有时候leader反而会更容易被

淘汰，集体中的那个刺头有时候真的

很讨嫌。所以面试官有时候会更喜欢

更加沉稳冷静甚至不那么aggressive的

面试者。

一个社恐同学曾经就很顺利地通

过了群面：

Cecilia： 我在小组有三个学霸+社

牛，导致我全程都没怎么发言，一直

在职业假笑到脸都僵了。本来以为我

自己死定了，安慰自己重在参与。可

没想到我居然进入下一轮了，简直莫

名其妙。我猜可能面试官就欣赏我的

低调内敛成熟稳重吧...“

其实很多面试官都参与过成百上

千场群面，什么样的面试者都已经见

过了，更是见多了“社牛”的人。所

以如果碰到抢到了 leader 但没有表现

出相对应领导力的人他们会直接pass

掉。

同样的，那些表现得十分积极且

不停输出观点的人如果说了不恰当的

话，会直接使自己的形象在观察员心

中大打折扣。重要的是，在恰当的时

机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哪怕1-2分钟都

足够。

那么，有哪些注意事项可以给社

恐们增加群面过筛机会呢？

1、发言简洁有力, 逻辑清晰

在个人发言时间让面试官发现亮

点，不要重复前面人讲过的话，用一

句“我同意前面同学的观点”或者

“前面同学发言我都很赞同，但是…

（开始你的观点）”。

注意一定要分点去论述，精炼语

言，降低团队其他成员的接受成本，

让大家迅速了解你的想法。这同时需

要你在别人发言的时候做好记录，才

能准确地精炼和总结。

值得注意的是，不要把群面的对

话当做聊天，要减少一些口语化、个

人化明显的表达。

2、注意时间

首先，进入面试房间之前将自己

的手机设为飞行模式，屏幕调节为常

亮。面试官说开始后将手机计时器打

开进入倒计时，（不管你是不是timer

）。

群面过程中，滔滔不绝导致超时

真的是一个非常不讨喜的行为。

3、Teamwork真的很重要

虽然大家都是求职者，但是在群

面当中，千万不要把其他人当做对

手，群面考的是你的团队协作能力

，如果太固执己见的话，容易被淘

汰。你要时刻记得：同一组的人就

是日常一起完成任务的小伙伴，你

们要齐心协力完成任务，把其他组

的人比下去。

4、记住组员的名字

最大程度记得别人的名字。别人

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顺时针编个号，

记下每个人的名字和关键信息，当你

能够很自然地说出或者运用这些信息

的时候，面试官会认为你的团队合作

能力和团队意识很强。

5、留下来整理卫生

不管你表现得怎么样，可以在等

其他求职者出去后，帮面试官整理草

稿和笔之类的，最后礼貌地向面试官

告别，争取给面试官留一个好印象。

求职面试：社恐的噩梦，社牛的狂欢

最近好多人都想得一种病：“社交牛逼症”
该病症的溯源已不可考，但在多个社交平台和

群面的现场都流传着患者们日渐狂野的传说。

对于想要进入证券投行部/投资部

，基金公司研究部的应届生同学来说

除了需要有高学历背景、专业基

础扎实外，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很

强的行业分析技能。券商投行/PE/

VC/公募基金等面试都会考行业分析

的题！

所以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掌握行

业研究方法，能够产出高质量的行研

报告十分重要！

（一）会写行业研究报告有多重要?

行业研究报告是投资人研究市场

和方向的重要资料，一份优秀的行研

报告可能价值50万。

不论是公司推出新产品，还是投

资好项目，或者针对不同的市场决策

不同的发展路线，都需要用到行业研

究报告。

简单地来说，行业研究就是通过

搜集数据，把数据转化为有用信息，

以报告形式给到投资者的买卖建议。

这个定义不仅限于金融行业。如

今，房地产、咨询、互联网都需要行

业研究。

行业研究报告主分三类：

宏观经济研究报告，主要研究

GDP、CPI等宏观经济走势问题

策略研究报告，主要研究不同资

本市场的经济形态以及投资表现

针对公司的行业研究报告

（二）证券和咨询的行研报告有何区

别？

直观来看，首先两者对内容的要

求和形式不同，证券偏向对上市公司

的财报进行分析，而咨询更偏向于对

行业的业务战略分析。

证券的行研报告是这样的：

咨询的研报是这样的：

1、从研究目的上看

券商的报告：是要描述某个行业

是否有投资价值，并且结果是要说明

这个行业中哪些公司更有投资价值。

报告结果是要用于股票投资服务

的。思考逻辑是宏观政策—行业动向

—上下游关系—竞争关系—行业内公

司分析的逻辑。

咨询公司的报告：目的是为行业

内的公司服务的，说明该行业的行业

规律、行业风险、行业机会、行业发

展趋势等。

2、从研究问题上看

券商报告作为卖方报告，为促进

交易而对于行业内部潜在的风险有可

能会忽视或者低估。

咨询报告依赖于咨询公司对行业

的长期跟踪以及知识积累，比较能够

客观地反映行业情况，但由于咨询公

司自身置于投资交易之外，其报告对

于运营方的作用要显著大于对投资方

的作用。

（三）如何写一篇完整的行业研究报

告？

一般来说，行业（市场）分析报

告研究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宏观经济环境信息

⑥基于PEST分析模型从政治法律

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技

术环境四个方面分析行业的发展环境,

帮助企业了解行业发展环境现状及发

展趋势；

⑥行业主要上下游产业的供给与

需求情况，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化及

影响因素；

⑥行业的竞争格局、竞争趋势；

⑥与国外企业 在技术研发方面的

差距；

⑥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布

局。

2、微观市场环境分析

⑥行业当前的市场容量、市场规

模、发展速度和竞争状况；

⑥主要企业规模、财务状况、技

术研发、营销状况、投资与并购情况

、产品种类及市场占有情况等；

⑥客户需求分析: 消费者及下游产

业对产品的购买需求规模、议价能力

和需求特征等；

⑥进出口市场：行业产品进出口

市场现状与前景；

⑥产品市场情况：产品销售状况

、需求状况、价格变化、技术研发状

况、产品主要的销售渠道变化影响等

；

⑥重点区域市场：主要企业的重

点分布区域，客户聚集区域，产业集

群，产业地区投资迁移变化。

3、行业发展关键因素和发展预测

⑥分析影响行业发展的主要敏感

因素及影响力；

⑥预测行业未来五年的发展趋势；

⑥该行业的进入机会及投资风险；

⑥为企业制定行业市场战略、预

估行业风险提供参考。

对于想找金融实习的同学来说，

一份深度研报几乎就是拿到金融Offer

的“最硬核、直接的敲门砖”。

留学生求职必备技能！如何从0到1, 撰写第一份行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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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中國城最多店面中國城最多店面、、治安治安、、生意最女子生意最女子、、人流量最多的商場人流量最多的商場（（七七））
「「尋魚私烤尋魚私烤」」 ～私家烤製創造者～私家烤製創造者，， 「「功夫茶功夫茶」」 從飲料中見真功夫從飲料中見真功夫

（本報記者秦鴻鈞 ）如果由空中鳥瞰，整個
「敦煌廣場」 在休士頓中國城有如一顆閃耀的鑽

石，綻放耀眼的光芒。A,B,C,D,E,五棟樓層，佔地
25萬平方呎，共有130家店，其中餐館40家，奶
茶店12家，麵包店4家，學校4家，美容院/足按
摩12家，卡拉OK 4家。除了每家門前寬廣的停車
場外，還在廣場的東北面和西南面另建了兩座立
體停車場，為今天人流量最多的 「敦煌廣場」 埋
下伏筆。尤其近年來由 「德州地產」 接管以來，
負責人李雄更發揮 「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主席」
的優勢，每週七天，每天24小時，保安做的滴水
不漏，商場的每一角落都設有精密的電腦監
控系統。自然治安更好，生意更好，人流量更多
。

佔地理優勢，一趟敦煌，萬事OK ！
「敦煌廣場」 佔盡地理優勢，位於百利大道

與八號公路之間，周圍有六家銀行圍繞。包括八
號公路邊上的恆豐銀行，右前方的華美銀行、富
國銀行（Wells Fargo Bank ),大通銀行（Chase Bank
），美南銀行、國泰銀行、金城銀行。 「休士頓
市西南管理區」 ， 「敦煌廣場」 佔地利之便，自
然治安作的滴水不漏，也成為該區居民及各地前
來 「中國城」 辦事的人士最喜愛逗留之處。因為
在敦煌廣場內無論食、衣、住、行、育、樂，一
應俱全，不用出廣場，即可享有最完整實在的現
代人生活。

D棟商家介紹
「敦煌廣場」 是休士頓中國城店面最多的商

場，共有130家店面，總佔地25萬平方英尺。商
場分A、B、C、D、E五楝。本文將繼續介紹D棟二
家店面：

「尋魚私烤」 - 休市私家烤制創造者
早在 「尋魚私烤」 新張時，我就被一美食自

媒體抓去品嚐。尤其對我這隻天生屬 「貓」 的人

來s說，他們的烤魚果真不同凡響：側魚、鴉片魚
、鯰魚、鱸魚，每人面前大大的一大塊，還可任
選口味：香辣味、麻辣味、泡椒味，一邊刷料，
一邊自烤，說不盡的燒烤樂趣...他們也不讓您燒烤
時嘴巴閒著，端上來一盤盤烤魚配菜：白菜、黑
木耳、腐竹、芹菜、海帶結、花菜、黃爪、土豆
、金針菇、魔芋絲、藕片...等廿多種，不僅吃下去
胃口大開，還搭配一些午餐肉、豬血、牛百葉、
蟹肉棒、肥牛、黃喉搭配，更凸顯烤魚的皇者地
位。

「尋魚私烤」 除了食客自己動手外，他們也
提供大師傅絕美的菜色，讓您滿桌盤碗，一次吃
個過癮。他們師傅的手藝絕對讓您驚艷不已，絕
不比烤魚遜色！如 「海鮮」 類有：糖醋魚片、溜
炒魚片、水煮魚、酸菜魚、腰果蝦仁、滑蛋蝦仁
等等； 「雞肉」 類：該店的名菜如：地鍋雞（配
餅）、大盤椒麻小公雞、香辣雞脆骨、辣仔雞丁...
等等； 「牛肉」 類有：籐椒牛肉粒 、孜然牛肉粒
、黑椒牛肉粒、水煮牛、蠔油牛、風味牛... 「豬肉
」 類有：虎皮蛋紅燒肉、回鍋肉、滑溜肥腸，

「湯品」 類有西湖牛肉羮、酒釀元宵， 「素菜」
類如：麻婆豆腐、海鮮玉製豆腐、熗炒蓮白、茄
角之戀、魚香茄子、幹煸四季豆...等，都非常精彩
，頗收紅花、綠菜之效。

「尋魚私烤」 位於 「敦煌廣場」 D棟，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D-22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281-720-8888

「功夫茶」 讓您品味各式飲品的獨門
功夫

在 「敦煌廣場」 的D棟，每至周末假日，總是
大排長龍，隊伍在門外好幾轉，原來它正是符合
年輕人口味的 「功夫茶」 ！走進 「功夫茶」 才知
他們沒這麼簡單，所有的經典飲品，皆包羅於此
，還有很多別人沒有的 「獨家」 飲品，真令人
「嘆為觀止」 ！

您想知道為什麼那麼多年輕人在門外耐心排
隊？全為了 「功夫茶」 內不平凡的茶及飲料的功
夫，令人喝罷不能住口，意猶未盡。他們最著名
的 「功夫嚴選」 包括：功夫茶/ 綠茶、功夫烏龍茶
、功夫蜜茶、冬瓜茶、功夫柚茶、蜂蜜紅茶、蜂
蜜綠茶、蜂蜜烏龍茶、桂圓紅棗茶、冬瓜綠茶。

而時下一般人喜愛的功夫奶茶，這裡皆一網打
盡。只要您點的出，他們就做的出。如：功夫奶
茶/ 奶綠、功夫烏龍茶、芋香奶茶/奶綠、椰香奶
茶、鴛鴦奶茶、杏仁奶茶、蜂蜜奶茶/奶綠、蜂蜜
烏龍奶、冬瓜奶綠、玫瑰果奶茶及泰式奶茶等。

他們還有各種 「功夫鮮果」 如蜂蜜檸檬，、荔
枝紅茶、百香果綠茶、玫瑰檸檬茶、陽光鳳梨茶
等。他們也提供 「功夫季節特飲」 如黑糖薑茶、
鮮芋頭牛奶、南瓜烏龍奶等。其他還有 「功大鮮
奶」 「功夫咖啡」 「功夫冰沙」 「功夫多多」
（茶或果汁內加Yogurt )等，歡迎蒞臨 「功夫茶」
現場點選。

「功夫茶 」 在 「敦煌廣場」 D棟, 與 「尋魚私
烤」 同排緊隔壁。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22,
Houston TX77036， 電話：832-831-9288

圖為圖為 「「尋魚私烤尋魚私烤」」 店面美崙美奐餐廳內部店面美崙美奐餐廳內部。。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尋魚私烤尋魚私烤」 「」 「功夫茶功夫茶」」 在在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DD棟緊鄰的門面外觀棟緊鄰的門面外觀。（。（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功夫茶功夫茶」」 LogoLogo。。

圖為圖為 「「功夫茶功夫茶」」 內部內部。（。（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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