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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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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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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5050(全天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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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Kir kw ood

中美
Bisso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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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wood

281-498-1280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超 值 套 餐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Phone:281-933-6660
Fax: 281-933-6662

Tapioca KingTapioca KingTapioca King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包括﹕圖片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04/29

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誠徵﹕企檯﹑出納﹐有意者面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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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44體育消息

關節疼痛、骨質疏鬆的根源是什麼？
一、關節疼痛的根源及對策

關節疼痛的根源：第一、年歲漸老，人體關節
處的軟骨被磨損，關節活動磨擦，就會疼痛、腫脹、
僵硬，發出響聲。第二，人體老化，自身產生 II 型骨
膠質的能力下降。所以，只有大劑量補充 II 型骨膠質
Kolla2，才能保持、修複關節軟骨和結蒂組織，使關節
不再因摩擦而疼痛。

厲害了美國專利產品【骨精華】！該產品從小
雞胸軟骨提取 II 型骨膠質（kolla2），被人體吸收後，
修複軟骨及其結締組織，消除關節疼痛、腫脹、僵化、
無力、有聲響、長骨刺、五十肩。

II 型骨膠質 Kolla 2 生物活性強，超小分子，和人
體軟骨結構最吻合，更好吸收。哈佛醫學院等臨床證明
【骨精華】及其 II 型骨膠質消除關節疼痛及退行性關
節炎顯著效果。【骨精華】被國際骨關節炎學會主席
Dr.Roland W. 譽為 “緩解疼痛、消除炎症、修複關節、
防止骨松” 新一代骨保健品。
二、骨質疏松的根源及症狀

28 歲人的骨密度達到最高峰，隨後一路下跌。
這時，骨頭變得多孔脆弱，形成骨質疏松。另外，血

中 鈣 含 量 不 足，
女性絕經後雌激
素 下 降 等， 也 會
出 現 骨 質 疏 松。
骨質疏松是一種
隱 匿 型 病 變， 平
時 無 感 覺， 但 卻
有 高 發 病 率、 高
死亡率和高致殘
率， 誘 發 各 種 骨
折， 壓 迫 神 經，
導致癱瘓。
三、美國專利産品【骨精華】火了

美國專利產品【骨精華 Bone Essense】上市十年來，
好評如潮，用戶遍布全球北美超過 500 家參茸藥房，眾多
門戶網站熱銷中。

八年前，郎平在丹佛當美國國家隊教練，腿傷嚴重，
右膝關節受傷，軟骨破碎，有積液，科州《美中郵報》
負責人看望她，見面禮就是【骨精華】。後來，郎平在
加州的好友北奧寫信給美國貝佳天然藥業，寄兩個療程

【骨精華】給郎平服用，大有裨益。【骨精華】消除關
節疼痛，延緩骨質疏松，幫助了許多人。
四、【骨精華】領先全球的四大優勢

1、美國專利。US. Patent # 6838440，美國著名生
物學家特瑞靈 2005 年發明，是該領域最新一項美國專
利。

2、快速修複。【骨精華】大劑量補充 II 型骨膠質
Kolla2，快速修複軟骨，有效消除關節疼痛、腫脹、積
液、響聲、骨刺、五十肩、網球肘。

3、雙效合一。既補骨膠質又補鈣。【骨精華】將
II 型骨膠質 Kolla2 與鈣有機結合，增進鈣吸收率，大幅
提高骨密度，全面防止骨質疏松、腿腳抽筋、身材矮縮、
腰肌勞損、牙齒松動、骨裂骨折。

4、 科 學 配 方。【 骨 精 華 】 含 有 II 型 骨 膠 質
Kolla2、Glucosamine、Chondroitin、MSM、Calcium
等骨保健最佳成分。配方最全面，科學有效，六周見效。
五、【骨精華】成功見證   

改善膝蓋疼痛。76 歲的白淑妹是中國舞蹈家、國家
一級演員和編導。近年來受關節炎困擾，膝蓋疼痛，上下
樓梯難受。女兒從美國買來【骨精華】，服用三瓶，膝蓋

疼痛好轉，可以坐飛機來
美國探親，現在都能抱外
孫女了。

消 除 腳 跟 骨 刺。 廣
州魏老師五十歲，常年站
著上課，漸漸腳跟骨刺痛
得錐心，不敢著地。後經
學生家長推薦，開始服用
【骨精華】，兩個療程後，腳跟骨刺疼痛大改善，現在走
路都不痛了！

改善骨質疏松。嚴先生 72 歲，骨質疏松且左膝蓋骨
關節炎，陰雨天疼痛難耐，多年注射止痛劑未好轉。服用
【骨精華】4 周後，關節就不痛了，堅持服用至今，骨質
硬朗，關節靈活，骨質疏松大改善。

有關【骨精華】更多詳情，請查詢美國貝佳天
然藥業網站 www.1688best.com ，免費洽詢電話
1.888.902.1688 ，或 1.909.839.2880

敬 請
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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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李永波卸任總教練、進入
中國奧委會專家委員會後，中國
國家羽毛球隊教練團隊的調整一
直備受關注。27日，國家體育總
局乒羽中心正式對外宣佈，通過
中國羽協教練員委員會推薦，經
考察，由夏煊澤、張軍分別擔任
國家羽毛球隊單打組和雙打組主
教練，王偉擔任二隊主教練，就
此國家羽毛球隊教練核心層確
定。
據中新社消息，夏煊澤今年

39歲，曾是國家羽毛球隊男單
主力，奪得過2003年世錦賽冠
軍、2000年悉尼奧運會男單銅
牌。退役後，他留在國家隊執
教。倫敦奧運周期伊始，他出任
國家羽毛球隊一隊男單主教練。
張軍今年40歲，曾是國家

羽毛球隊優秀的男雙和混雙選
手，多次奪得混雙世界冠軍，並
在2000年悉尼奧運會、2004年
雅典奧運會上連奪混雙冠軍。退
役後，張軍留在國家隊執教，一
直負責雙打訓練。倫敦奧運周期
開始擔任國家羽毛球隊一隊男雙
主教練。
另外，28日在武漢進行的

亞洲羽毛球錦標賽，林丹、李宗
偉齊晉級，29日在男單準決賽
狹路相逢；而香港球手伍家朗則
以0：2不敵奧運冠軍諶龍無緣
四強。 ■記者 陳曉莉

甲一揭戰幔 南華旗開得勝
2017年度香港籃球聯賽男子甲一組賽

事28日晚假修頓室內場館揭開戰幔，頭場
為同門兄弟內訌，結果今年新鮮出爐的男子
高級組銀牌冠軍南華在全場領先下以104：
78大勝。其中南華的梁兆華及蔡再懃分別
為球隊貢獻23分，南青的拜林則有22分入
賬。至於尾場，於銀牌戰因缺少“易佬”在
陣、進攻點減少而在負方被南青淘汰的遊
協，28日面對銀牌亞軍永倫，明顯處於劣
勢，全場以57：97不敵。 ■記者 陳曉莉

冬奧速滑館設計方案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

近日，北京2022年冬奧會新建競賽場館——
國家速滑館設計方案正式亮相。據介紹，國
家速滑館將由22條好似“冰絲帶”的燈帶環
繞在主體育場外圍，形成比較獨特的冰上體
育建築外觀，在比賽時將承擔速滑項目的比
賽和訓練。相關負責人表示，國家速滑館位
於奧林匹克公園西側，比鄰“鳥巢”和“水
立方”等兩大場館，目前，該地塊的臨時場
館拆除工作已經啟動，計劃於2019年竣工，
並於2020年初舉辦第一次測試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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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告中，中國籃協表示：“根據
《籃球項目國家隊教練員、運動

員選拔與監督辦法及實施細則》和《中
國男籃主教練選拔方案》，本‘公
平、公開、公正’的原則，經過國家男
籃主教練選拔組充分討論研究，經中國
籃協主席辦公會同意，並報請國家體育
總局批准，中國籃協聘用李楠、杜鋒兩
名同志分別擔任兩支中國男籃主教
練。”
李楠，1974年9月出生於遼寧，

高級教練員，學士學歷，國際級運動
健將，執教年限7年，現任山東男籃
主教練。在運動員生涯中，李楠在
1991年入選國家青年隊、1994年入選
八一隊、1996年入選國家男籃，曾經
隨國家男籃獲得4屆亞錦賽冠軍、2屆
亞運會冠軍和3屆奧運會第八名。

兩支國家隊2019年合併
杜鋒，1981年7月出生於新疆烏

魯木齊，高級教練員，碩士學歷，國
際級運動健將，執教年限6年，現任
廣東宏遠男籃主教練。在運動員生涯
中，杜鋒在2000年入選國家青年隊、
2002年入選國家男籃；2003年－2013
年期間他効力於廣東宏遠男籃，並隨
隊奪得8次CBA聯賽總冠軍；2009
年，杜鋒代表廣東男籃獲全運會冠

軍；2002－2009年為國家隊征戰期間
獲得兩次奧運會第八名。

中國籃協在4月12日公佈了新周
期中國男籃組建模式以及主教練的選
拔方式。新一屆男籃國家隊將組織兩
支獨立的國家隊同時集訓，分別備戰
2017和2018年的比賽，在2019年合
併後備戰世界盃和2020年的東京奧
運會，並採取以下模式：一、在同等
保障條件下，組織兩支獨立的國家隊
同時集訓；二、選拔組建兩支獨立的
教練員團隊分別執教。兩支隊伍的運
動員在 2017、2018 年原則上不交
叉、不流動；三、兩支國家隊教練組
均以中方為主、外方為輔的形式組建
中外結合的國際化複合型教練團隊，
實行隊委會領導下的主教練負責制；
四、2017年、2018年兩支國家隊分
別承擔國際大賽任務，自2019年起
合併為一支國家隊備戰世界盃及
2020年東京奧運會。據悉，兩支國
家隊之間存在競爭關係。在2019年
的合併之前兩隊將通過對抗賽等方
式，決定兩位主教練中的哪一位最終
將率隊征戰男籃世界盃和東京奧運
會。

目前，李楠和杜鋒正分別率領山
東和廣東男籃征戰2017年全運會籃
球男子成年組的預賽。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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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楠執教生涯
2009年10月

宣佈退役，擔任八一青年隊主教
練；
2010年5月

任中國男籃國家隊助理教練；
2011年6月

主帥鄧華德遭禁賽，李楠暫時任
國家隊執行主教練；
2013年4月

揚納基斯任中國男籃主教練，李
楠、杜鋒和范斌三人組成本土教
練組；
2013年9月

率八一青年隊打入全運男籃青年
組決賽；
2014年2月

再度入選宮魯鳴組建的國家隊教
練組，擔任助理教練；
2016年8月

轉任國奧隊主教練；
2017年3月

出任山東隊主教練，率隊參加全
運會男籃預賽。

中國籃協28日在其網站上宣佈，李楠、杜鋒分別擔任兩支

中國男籃的主教練，這標誌新一屆籃協提出的“雙國家隊”

體制正式啟動。

男籃啟男籃啟

中國籃協28日宣佈，
李楠、杜鋒分別擔任兩支中
國男籃的主教練，正式啟動
“雙國家隊”體制。對此，
正在南昌觀戰全運會男籃預
賽的中國籃協主席姚明表
示，感謝李楠和杜鋒出任男
籃主帥一職。

“非常感謝兩位教練能
在非常繁忙的工作中為國家
隊出力。接下來，在很快的
時間內，將會完成球隊集訓
的任務。”

他說，李楠與杜鋒將通
過合理的機制分別挑選球
員，兩位主帥同時也有組建
自己教練團隊的權力。

上任中國籃協主席不久
的姚明此前在接受媒體採訪
時對“雙國家隊”模式進行
了解讀。他表示，“雙國家
隊”運行方式的一個重要目
的是利用兩年半左右的“無
壓期”為國家隊鍛煉年輕球
員，同時選拔合適的教練。
姚明說：“國家隊只能有一
支，我們現在提的是大集訓
隊概念、即有兩支國家集訓
隊，哪支隊出去打比賽哪個
就是我們的國家隊。這並不
是特別的創新，以前足球方
面國家隊和國奧隊都進行過
類似嘗試。”

對於兩支集訓隊在人員
原則上不交叉、不流動，姚
明表示，兩支集訓隊要有各
自的風格，因此教練要以謹
慎的態度看待選擇球員的問
題。“如果流動性太大，謹
慎度就會下降，因為可以無
數次犯錯，但在賽場上，犯
錯的機會並不多。”

■記者 陳曉莉

杜鋒執教生涯
2012年4月

正式退役，任廣東宏遠助理教練，並
奪2012-13賽季CBA總冠軍；
2013年4月

揚納基斯任中國男籃主教練，杜鋒、
李楠和范斌三人組成本土教練組；
2013-14賽季

任廣東隊主帥，並率隊奪CBA常規賽
冠軍，惟季後賽總決賽負北京屈居亞
席；
2014-15賽季

再度率廣東隊獲得CBA常規賽第一
名，但在總決賽再次不敵北京隊；
2015年4月

續率廣東隊征戰CBA，常規賽排名第
四，季後賽準決賽不敵遼寧出局；
2016-17賽季

率廣東獲CBA常規賽第二名，但
在季後賽總決賽遭新疆以4：0橫
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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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軍出任
國羽雙打主
教練。

法新社

■■中國籃協主席姚明中國籃協主席姚明新華社新華社

杜鋒

李楠

■■夏煊澤任國羽單打主教練夏煊澤任國羽單打主教練。。 法新社法新社

李楠李楠 杜鋒獲任命為主教練杜鋒獲任命為主教練
■■杜鋒杜鋒（（右右））助廣東隊助廣東隊88奪奪CBACBA總冠軍總冠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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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民“五一”遊港增近三成
港迪園新酒店套票攬客 滿足不同消費階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

州報道）香港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

店“五一”小長假期間迎客，吸引

了廣州不少市民前往嘗鮮。記者獲

悉，隨着廣州多家旅行社以及內地

旅遊線上平台和港迪園合作日益緊

密，新開業酒店以香港首間探索及

休閒度假主題為賣點，制定了類型

豐富的遊園套票，成功攬客。據

悉，“五一”小長假期間，廣州團

客遊港同比增加11%。散客方面，

隨着千元級別酒店的大批上架，赴

港深度遊已經成為穗民眾的日常出

遊。值得留意的是，港迪士尼的散

客家庭套票一上架便遭遇熱賣場

景，價格從 2,610 元（人民幣，下

同）到4,316元不等，同比增長近三

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旅遊局28日發
佈“五一”小長假旅遊市場預測：預計小長假期間旅遊
市場將接待1.3億人次，同比增長11%；國內旅遊收入
將達780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3%。

中國旅遊研究院第二季度居民出遊意願調查的數
據顯示，“五一”小長假及五月份期間，超過五成的
人有外出旅遊意願，居民出遊以近郊遊為主（佔
42.4%），其次是跨省遊（佔34.7%）。隨着高鐵運力
的提升，周邊遊半徑不斷擴大，跨省周邊遊為越來越
多遊客所青睞。

從遊客流向看，二三線城市居民的休閒需求增長迅
速，北京、上海、青海西寧、河北承德、西藏拉薩、山
東濟南、江西贛州、山東煙台及青島等地是“五一”前
後最熱門的內地遊目的地。出境遊方面，港澳、新加
坡、泰國、越南、菲律賓、印尼、澳洲、瑞士、丹麥、
英國及非洲地區是“五一”前後熱門的出境遊目的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胡若璋廣州報
道）談起香港，美食與購物這兩大主題依
然吸引眾多時髦人士前往。隨着內地“網
紅”博主對赴港遊的熱情再度回暖，類似
“在港24小時，只做兩件事”等文章再度
爆紅各大社交平台。在某社交平台活躍的
一眾“網紅”博主，對於赴港遊都有着自
己的私家地圖。顯而易見的是，她們的地
圖路線一經分享，小眾地點立馬成為熱門
熱搜。

日前，某海歸時尚博主在其微博分享
了自己在港的24小時，文中提及，在香港
公園晨跑，在某家居小店選購擺件、預約
某米芝蓮二星餐廳享受最美的楊枝甘露、
或者在夜晚十二點感受極富“深夜食堂”
風格的露天火鍋大排檔……尤其是她們口
中極具溢美之詞的公寓酒店都無一例外成
為熱搜。

令人意外的是，記者在該文推送半個
小時後，電話預定文內提及的太古廣場的
某公寓酒店，竟然被告知已預訂一空。隨
後更獲反饋信息，原本剩餘的10間房間已
經在半個小時搶訂一空。

“網紅”博主催旺赴港深度遊，並不簡
單顯示在過百萬的閱讀量上，而是實實在在
體現在這些難以預訂的酒店和餐廳上。或
許，隨着內地越來越多的海歸博主，其精英
臉譜的生活方式成為內地諸多年輕人爭相效
仿的出遊模式，赴港遊又會開闢出另外一條
自帶流量的“網紅”路徑。

小長假料1.3億人次出遊

■■金鐘道太古廣場的某小眾公寓酒店經金鐘道太古廣場的某小眾公寓酒店經““網網
紅紅””博主分享後成為熱門博主分享後成為熱門。。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 攝攝

■■除了網上平台外除了網上平台外，“，“五五
一一””赴港迪園套餐產品在廣赴港迪園套餐產品在廣
州某旅行社的門市店也受到州某旅行社的門市店也受到
熱銷熱銷。。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 攝攝

記者從“廣之旅”獲悉，“五一”期間出
發的香港遊產品價格從數十元至近千元

不等，與平日周末價基本持平，滿足不同消
費階層的市民出遊需求，且近幾年來，香港
遊產品種類也趨向多元化，可選性多，因此
最受市民的追捧。記者瀏覽“廣之旅”、
“攜程”、“驢媽媽”等線上官網平台發
現，赴港遊已經成為“五一”小長假熱門首
選，香港遊產品首頁置頂宣傳，讓民眾進入
頁面就能首先點擊了解赴港遊新產品。

迪園自主遊優惠低至6.7折
“廣之旅”相關工作人員表示，每年4月

是香港的展會季，接着“五一”也是一大出遊
旺季，因此酒店價格持續高企，甚至出現“海
鮮價”。出遊“成精”的市民也越來越知道，
自行訂單優惠不大，都願意通過旅行社預訂
“交通+酒店”或“交通+酒店+門票”的自由
行套餐，既可以享受大規模採購下的實惠價
格，又有充足時間可以自由活動，一舉兩得。

以香港迪士尼樂園新酒店自由行套票為
例，4月30日、5月1日出發的“香港迪士尼
樂園自主遊套餐2天”，含香港迪士尼樂園1
日標準門票；入住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標準
客房。如果以散客單訂的話，香港迪士尼探索
家度假酒店標準客房每晚至少港幣2,200元
起，約合人民幣1,950元，再加上單價約450

元左右的香港迪士尼一日標準門票，總費用約
2,400元。如果前往各大線上平台熱銷的“香
港迪士尼樂園自主遊套餐2天”，記者發現，
價格最低僅需1,620元，相當於散客價打了6.7
折。

港六月勢迎來收客高峰
隨着距香港回歸20周年的慶典越來越

近，“廣之旅”和“攜程”以及“驢媽媽”
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香港回歸20周年的赴港
遊產品，市場部都還處在加緊“研發”中，
可以預期的，港迪士尼作為常規老牌經典遊
玩線路魅力依然勢不可擋，屆時會以套票形
式優惠吸引遊客入園。此外，近年大熱的香
港郊野公園遊玩等線路推介已經正式成為赴
港遊的熱門產品。記者獲悉，慶祝回歸的赴
港遊產品5月中下旬將陸續上架，料六月迎
來收客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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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納森納22比比11力克曼城力克曼城，，阿圭羅打破僵局阿圭羅打破僵局，，蒙雷亞爾扳平蒙雷亞爾扳平，，桑切斯加時賽桑切斯加時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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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新聞日報訊】本周一（四月十七
號），大華府蒙郡跑群（Montgomery Asian
Running Club - MARC） 的 兩 名 男 選 手 芮
寧，沈楊，和兩名女選手隆瑩，張雁，攜手華
府其他華人健將劉吉成和韓佩等，參加並完成
了第121屆波士頓馬拉松大賽。本屆波馬氣候
條件之惡劣出人意料，在最高到達79度的高
溫和長達數個小時的烈日暴曬下，很多高手亦
大失水准，而芮寧憑借其強勁實力和穩定發
揮，以2小時43分的出色成績完成全程26.2英
裡的比賽，在 502 位中國參賽選手中排名第
一，在所有近三萬名包括全球頂尖馬拉松選手
的完賽者當中排名第269；其他幾位選手克服
了高溫和傷痛也都出色的完賽，完成了他們難
忘的波馬之旅。

始於 1897 年波士頓馬拉松是世界上最受
矚目的馬拉松賽之一，也是全球歷史最悠久的
城市馬拉松賽事。其以參賽標准嚴苛著名，能
取得其參賽資格，是很多跑者畢生的驕傲，波
士頓馬拉松也因此成為業余馬拉松愛好者的朝
聖之旅。每年都有約3萬符合參賽資格的選手
參賽，不下50萬人沿路在穿越馬薩諸塞州八
個城市的賽道旁圍觀。擁有百年歷史的波士頓
馬拉松，每年固定在美國愛國者日登場（四月
第三個星期一），但想要報名這場賽事，你得
先看看自己 「夠不夠格」：在報名前一年內的
馬拉松成績達到波士頓馬拉松官方的 「速度門
檻限制」，即所謂的 「BQ」（Boston Quali-
fy）。波士頓馬拉松的 「速度門檻限制」是根
據不同年齡層與性別來決定，由此可見，能夠
具有波士頓馬拉松實力的跑者，各個都是高手

中的高手。而除了成績門檻之外，賽事成績的
認 可 也 必 須 是 通 過 國 際 馬 拉 松 路 跑 協 會
（AIMS）的認證賽事，而且成績只能追溯到
報名時間的前一年。

波士頓馬拉松賽事的過程也很難忘： 根
據起跑順序選手最早的早上6點就要到達終點
處存包寄物，再和其他選手們一起去排隊搭乘
近一小時的專車前往起點的 Hopkinton 選手
村；選手村提供無限量的咖啡、水、運動飲
料、香蕉和能量棒讓選手進行賽前能量補充；
然後便等候大會廣播通知各個梯隊的選手前往
起跑線准備出發；波馬一共分為 4 個梯隊出
發，而每個梯對又分為 8 批放行，每批約有
1000 名選手，在前面的都是成績更快的選
手，而在同一批的選手則是成績相近的選手；
在一路感動，一路歡呼和一路熱浪中過了 16
英裡後，選手們都已經很疲倦，這時又迎來了
一連串爬坡，一直到 21 英裡左右到達最後一
個0.4英裡爬升高度 75英尺的心碎坡（Heart-
break Hill）；21 英裡本身就是馬拉松運動員
聞之色變的“撞牆”的高發階段，在經過一開
賽時的下坡和不斷的上下坡考驗下，此時的心
碎坡跑起來真的是讓運動員們感到心力交瘁，
心有余而力不足，兩腿瀕臨接近抽筋的臨界
點，只能慢慢的一步步跑上甚至是走上心碎
坡，“心碎”二字真是名副其實；終於征服了
心碎坡，賽道轉進波士頓市區後，景色也轉換
為高樓大廈，賽道兩旁的觀眾更是有多無減；
前方終於出現"Last 1 mile" 的牌子，勝利的曙
光就在眼前。由於開跑時已經接近中午，加上
當天的高溫，今年選手們從開跑就面臨著比平

時訓練難很多的挑戰，也導致了這屆波士頓馬
拉松總共有 2358 位選手（占所有參賽者的
8%）在比賽中接受了醫療幫助。

四名蒙郡跑群參賽選手中，芮寧也是全美
最大的路跑俱樂部之一的蒙郡路跑俱樂部
（MCRRC）精英隊的選手，其憑借辛苦的努
力和出色的跑步天分從零基礎迅速成為業余跑
者中的頂級高手，曾多次參加波士頓馬拉松和
其他各種跑步賽事。這次比賽華人選手第一的
出色表現，足見芮寧已經成為華人長跑的佼佼
者和美國華人的驕傲。另外三人則是經過努力
慢慢提高成績，而首次參加波士頓馬拉松，對
他們來說，成績並不重要，能夠達到門檻參加
比賽，能和其他路跑高手甚至是世界頂級的專
業選手一起比賽，能夠體驗這個體育精神和人
文情況完美結合的百年
賽事，已是一個無上的
榮譽。舟車勞頓趕到波
士頓，匆匆忙忙參加各
種賽前活動，當天一大
早起床出發到終點存
包，再坐一小時車去起
點小鎮，然後又用數小
時冒著高溫和暴曬跑回
來市區終點，還未計算
不菲的報名費及旅費；
這種在旁人看來貼錢買
難受的苦痛折磨，卻是
他們這些長跑愛好者甘
之如飴的追求，是這一
世必要圓的夢。

大華府蒙郡跑群彙集大華府蒙郡華裔的跑
步愛好者，旨在以跑會友，健體強身。在贊助
商 「馬拉松花旗參」的鼎力支持和大家的跑步
熱情的激勵下，蒙郡跑群發展迅速，自 2016
年初建成到現有會員過百人，會員們來自華府
各行各業，男女老少皆有，水平高低皆備，跑
齡跑距長短兼具；蒙郡跑群在過去的第一年裡
活躍在大華府本地和附近的各種大小跑步比賽
中（如Pike’s Peek 10k十公裡賽，櫻花10英
裡賽，Parks Half 半程馬拉松，搖滾馬拉松，
美國海軍陸戰隊馬拉松，費城馬拉松，紐約馬
拉松等等)，這次即有四名健將參加今年的波
士頓馬拉松；第二年至今為止，已有另外三名
健將通過 BQ，相約明年的波士頓馬拉松盛
會。

大華府蒙郡跑群健將波士頓馬拉松載譽歸來大華府蒙郡跑群健將波士頓馬拉松載譽歸來
星期六 2017年4月29日 Saturday, April 29, 2017

0427B04

【華府新聞日報訊】大 華 府 地 區 青 年 文 化 大
使協會（FASCA）於 4 月 22 日下午假華府僑教中
心舉辦客家文化研習活動，由諮詢導師吳貞慧、
董 淑 媛 主 持 ， 計 有 近 30 位 FASCA 學 員 及 客 家 鄉
親 參 加 ， 僑 教
中 心 陳 主 任 世
池 亦 應 邀 出
席。

為 促 進
青 年 文 化 志 工
對 客 家 文 化 的
瞭 解 ， 特 別 規
劃 本 項 活 動 ，
並 邀 請 全 美 台
灣 客 家 文 化 基

金會會長邱鳳英、大華府區客家同鄉會會長朱美
琴、理事曾振寧及梁浩珍介紹客家歷史文化、風
俗民情以及美食點心等，志工及家長們興高采烈
地前來學習並品嚐客家美食。 (華府僑教中心)

華府青年文化大使協會舉辦客家文化研習活動華府青年文化大使協會舉辦客家文化研習活動

大華府區客家同鄉會精心準備之客家美食及文宣大華府區客家同鄉會精心準備之客家美食及文宣。。

華府青年文化大使協會舉辦客家文化研習活動華府青年文化大使協會舉辦客家文化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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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三届)中国海归创业大

赛新闻发布会12日在京举行。科

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国家外国专家局、致公

党中央等有关部门领导共同启动

大赛。

大赛自2015年首次举办以来

，两届共吸引543个海归团队项目

报名参赛。目前已有30多个项目

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完

成落地，10多个项目累积获得投

资及各类支持近3亿元(人民币，

下同)。

据大赛主办方中国留学人员创

业园联盟秘书长郎靖介绍，本届大

赛海创特色更鲜明，报名渠道更多

元，大赛专项基金还将对获奖项目

给予最大5000万元的优先投资支

持。

本届大赛分报名、评审、颁奖

与对接等阶段。

大赛组委会将对报名材料进行

初筛，遴选出符合参赛要求的项目

团队。评审委员会从团队、技术、

产品、市场、财务等方面对入围项

目进行指标评价，最终决出一、二

、三等奖。

颁奖典礼和交流洽谈会将于

2017年9月在安徽芜湖举行，同时

在全国范围开展投融资和项目落地

专场对接活动。

即日起，大赛报名通道正式开

启。参赛者可登陆大赛官方网站

ds.osechina.com， 或 微 信 公 众 号

“海创帮”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

间为7月5日。

2017中國海歸創業大賽
在京啟動海創特色更鮮明

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通知，

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

区，指出要有针对性

地培养和发展科技创

新企业。海归创业者

对此有什么想法？

得知雄安新区设

立的消息后，不少海

归创业者驱车前往新

区，了解新区的具体

情况。作为中国第三

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

区，河北雄安新区的

设立让不少海归创业

者看到了创新创业的

发展前景。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ZNA泽碧克

建筑设计事务所执行董事、创始合伙人郭枫

最为关心的是：如何在雄安新区这张白纸上

“筑巢引凤”。郭枫认为，高端人才自身拥

有高度的财务自由和流动性，单纯靠物质条

件并不能左右其真实流向；“筑巢引凤”中

的“巢”，应逐渐从一个单纯的物质环境转

变为由人构建的团队环境。这样的“巢”如

同磁石一般不可抗拒地吸引着高端人才。

那么，如何真正建立这个磁石般的“巢

”呢？郭枫认为需要放开眼光，从长计议。

“雄安新区一定会分阶段、分步骤地逐渐形

成最初赋予它的职能和功能。”郭枫说，

“ 城市基建不等同于城市发展。改变城市

面貌相对容易，但构建城市生态，寻找城市

动能，寻找城市精神需要一个过程。而城市

的文化生态和文化精神则是许多海归尤其看

重的。”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欧美同学会常

务理事、乐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薛

杨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比较国外一些大城

市在治理“大城市病”时所做的工作。他说

：“新区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结合我

国国情，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同时，治

理‘城市病’。同时吸引科研人才聚集，带

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

下一步，薛杨想在雄安新区进行试点，

将云医疗、分级诊疗的平台建立在雄安新区

。通过云计算技术支撑电子病历共享、解决

城市医院、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之间居民

医疗信息互联互通的问题。同时利用大数据

的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医生诊断癌症病患处影

像的读片，可以将病患处影片分为几万份甚

至几十万份像素级小区域，每一份都通过大

数据读取、分析，最终做出精准诊断，以达

到癌症尽早发现，提早治疗的目的。同时，

降低医疗成本，提升当地居民的医疗健康保

障水平。

除了医疗领域，环保、大数据、物联网

、无人技术等新产业领域，在新区的发展也

为海归创业者看好。

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

”的过程，薛杨提出，希望雄安新区在企业

发展过程中允许“试错”，给创新企业一个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任何“特区”“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

人才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深圳特区、浦东新

区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河北雄安新区定

位在创新，也就更需要创新型人才驱动新区

发展。人才是驱动新区发展的新鲜血液。

在北京一家投资公司工作的张磊(化名)

表示，自己有意向在雄安新区创新企业进行

投资，但目前仍持处于观望阶段。想看看新

区更详细的规划，等待进一步的政策出台。

在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突出7个方面的

重点任务中，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

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被放在首位。

同时，规划也提出了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

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等重

点任务。这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为海归在创

新创业方面施展才华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广

阔的空间。

郭枫表示，海归在确定自己所从事的行

业与企业自身、新区发展的契合度后，选择

适当的时机，及时“进场”，方能占得先机

。他不建议守株待兔、持久观望。

新派公寓的创始人王戈宏已经开始着手

筹备雄安新区的项目。他说：“雄安新区的

发展必定会吸引大批创业者前来。而我正在

做的新型公寓项目，目标群体之一就是创业

者，目的就是在居住方面为他们提供更好的

条件。凭借我对海归群体的了解，新型公寓

一定会受到他们的喜爱。”

薛杨在谈到海归在新区创业的优势时说

，新区要打造国际化，需要海归发挥自身优

势与外界进行对接。除此之外，新区要扩大

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高地和对外

合作新平台，也需要创业者拥有国际视野和

国际能力，而这正是海归的强项。海归有海

外的学习和工作经验，有在国外建立的人际

关系，利用好这些优势，海归将会与新区同

步发展。

白纸绘蓝图，平地起高楼。拥有独特的

区位优势和巨大发展空间的雄安新区需要一

批敢于冒险的开拓者。开拓者并不是一心想

捞钱的投机者。

如果要在雄安新区开创事业，海归既需

要自身投入，也需要一批矢志跟随的勇士。

在好几个海归创业微信群内，讨论最火的就

是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问题。郭枫表示：

“ 新区的设立，从中央到地方所做的理论

技术的准备、投入的资源、下的决心都是史

无前例的。新区好比一张白纸，如何绘就美

丽图画是一个大课题。”

“落地”这个词在采访中多次被海归创

业者提及。不少海归表示，自己有计划将创

新创业项目落在新区。薛杨提到：“雄安新

区的设立是个绝佳的机会，这让像我一样的

创业者能找到机会落地项目，从而使得科技

成果在雄安新区成功转化，进而让项目以雄

安为样板在全国进行推广。”

郭枫以自己的公司举例：“我公司里的

一些核心技术员工，正在是否回老家发展的

问题上纠结。对于他们来说，回到老家，和

最初留在老家没有出来过的同龄人相比，缺

少当地的资源与人脉，一切需从零开始，其

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而雄安新区给他们提

供了一个在‘回老家’和‘留北京’之间的

选项，是一个比较理想选择的机会。”

雄安新区的设立万众瞩目，也为海归提

供了一个新的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平台。

海歸關註雄安新區
關心未來如何“築巢引鳳

近日，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发表《2016年中国留学回国就

业蓝皮书》。蓝皮书指出近八成留

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在刚

刚结束的2017年春季留学英才招

聘会上，前来应聘的海归络绎不绝

。那么，用人单位更看重海归的哪

些特质？海归找工作时需要做好哪

些准备？

因国情和教育体制的差异，海

归回国找工作时难免会有一些“水

土不服”的反应。如果没有明确的

个人职业规划，就会更加迷茫。

李星(化名)在英国莱斯特大学

读大众传媒专业，但他并不想从事

传媒行业。“我选择工作时大体有

个方向，偏重于服务类和教育类行

业，但是没有具体的职业目标。如

果工作不是特别理想，我会考虑

‘攒钱’读博士。也就是说，可能

我会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用自己

挣的钱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李星

说。

金柱曾在澳大利亚学习会计专

业。他认为回国后“好工作”比较

难找。他说：“我之前没有找过工

作，现在一开始真的不知道从哪儿

入手。而且因为刚回国，招聘信息

来源比较匮乏，也就是在招聘网站

上和论坛上看招聘信息，然后再投

简历。”

海归对国内就业形势不够了解

，在投简历和面试时往往因为缺少

某项资格证书或是实际应用能力不

强而被拒之门外。“我应聘的很多

岗位都需要国际注册会计师资格证

，目前我正在准备考试。而且面试

的时候有些具体问题我不太了解。

比如问到税务的相关问题，我对国

内的情况还不够了解，所以最近要

‘恶补’一下。”金柱很无奈地说

道。

因为教育类行业对语言要求较

高，李星正在准备雅思、托福考试

。他认为证书是个硬性条件。在教

育背景相似、能力相差不大的情况

下，有相关证书的人可能更具有竞

争力。

海归学成归国后在选择工作岗

位时，总会根据自身情况考虑多种

因素，比如薪资、工作地点、是否

与专业对口等。多方面权衡后，进

一步缩小找工作的目标范围。

在招聘会上见到金柱时，他正

在向一家单位投递简历。当问他这

是份什么工作时，他笑着回答：

“是和金融相关的工作。我比较倾

向于找金融类、财务类、管理咨询

类的岗位。我想先体会一下，看这

些行业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这对我

来说很重要。而且这些工作与我所

学的专业也对口。其次我才会看薪

资和待遇是不是符合自己的期望。

”

李星说：“我比较看重薪资和

工作地点。我是北京人，想在本地

工作。而且地理位置也很重要，比

如说工作单位最好靠近地铁站，交

通比较便利等。”

找工作时海归也会考虑父母的

意见。在招聘会上，一位母亲陪女

儿一起来找工作。这位母亲说：

“我主要是来帮孩子把把关，因为

孩子刚回国，不了解情况。我希望

她能找一份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单

位的医保、社保等福利体系比较完

善就可以。”

金柱的父母对他的工作也有所

期望。“父母希望我能从事金融行

业，最起码是他们听说过的大公司

。”金柱说，“我会尽量去尝试一

下，但这也给我带来一定压力。一

开始选择加入大公司，自己能力达

不到，很容易被淘汰。所以，我想

先积累经验，再尝试去更具挑战性

的工作岗位。”

扬州市回国留学人员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也来到北京，参加此次招

聘会，目的是帮助扬州有海归招聘

需求的用人单位招揽人才。工作人

员丁女士表示：“用人单位更看重

个人综合素质，包括学习能力、今

后发展潜力等。比如，我们代招的

几家机械类和化工类企业想招聘科

研人员，需要应聘者到生产一线工

作。如果没有在生产一线工作过，

不了解产品，就无法从事产品研发

工作，所以我们更青睐踏实肯干、

有一定工作或实习经验的海归。”

另一家用人单位招聘工作人员

表示，海归在语言和生活经历方面

的确有一定优势，对公司的海外业

务会有所帮助。

丁女士建议，海归回国后首先

要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只有有了

详细明确的职业规划，才能有针对

性地准备相关材料，并最终应聘成

功。

海归择业“很迷茫”
用人单位:先明确职业规划

1983年就去美国的老留学生、美

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癌症专家邓体良

博士带着他重组免疫人源毒素制药技

术来到路演现场：“这个项目是世界

唯一，前景巨大。”

这是2017年“百名博士深圳行”

的龙华路演现场。这两天第十五届中

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深圳隆重举行

，除了各种高端专业论坛外，8000多

名海归的陆续到来，也成为展会上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他们有的是“90后

”，回国寻找就业机会；有的是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公司董事长；还

有一批是上世纪 80年代出国，入选

“国家千人计划”的海外专家。

尽管身份不同，背景各异，他们

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到深圳去，那里

最适合有想法的人。

250多名海归博士带项目参会

在龙华新区考察过程中，博士们

围住园区商务营销经理问个不停：

“园区配套的公寓是卖还是租的，面

积多大？”“办公楼的承重多大，能

否放得下机械设备？”“园区和几号

地铁连接，附近的商业楼盘有多远？

”生活配套、后续服务都是他们关心

的问题。

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计算机通讯

专业博士李国泰团队是2005年全世界

第一个提出双卡双待并技术实现的团

队，此次他们来深圳就一个目的——

带项目来，寻找投资合作伙伴。

李国泰此次带来的项目名为

MVNE国际通信接入技术，该项目可

广泛应用于网络集成、物联网、移动

办公、国际旅游、远程医疗等领域，

使短期跨境者获得便利的通信价格和

丰富的套餐服务。

“我们立足于未来30年的通信模

式，制订了具有前瞻性的产品路线和

商业模式，这或将重塑中国人乃至全

球跨境者的出国旅游通信习惯。”李

国泰说。

同样带着项目找商机的黄启洋则

是一位“90后”。1991年出生的黄启

洋从耶鲁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毅然回

国攻读博士，遇到了清华、北大几个

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一起创业。

“我们主要致力于打造中国第一代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液相生物芯片检测

系统，应用于肿瘤标志物检测、流行

病监测等领域。”

他告诉记者，这几年国内发展迅

速，市场潜力巨大，留学生纷纷回国

。“我其实一直关注深圳政策，发现

深圳对创业扶持力度很大，创业氛围

很好，鼓励敢试敢闯，产业链也完善

，最适合有想法的年轻人。”

李国泰、黄启洋只是来深找机会

的众多海归人才的缩影。数据显示，

本届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有超过8000名

留学生参会，其中约有250多名海归博

士带着项目回来找商机。

创新创业大赛海外报名人数翻番

除了携带项目主动来深的高端人

才外，作为今年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国际赛也

在海外颇受追捧。这场盛会自2016年

12月 1日启动以来，4个多月吸引了

1210名参赛者，较2016年的人数翻了

一番。

通过在澳大利亚悉尼、加拿大多

伦多、德国慕尼黑、印度班加罗尔、

以色列特拉维夫、日本东京、英国伦

敦和美国硅谷8场分站赛的激烈角逐，

最终有74个项目晋级4月14日在深圳

举办的总决赛。

总决赛当天现场气氛热烈，最终

来自日本分赛区生物与生命健康行业

的体外自体表皮扩增技术治疗白癜风

项目获得了大赛总决赛的冠军。难得

的是，赛后多数参赛者纷纷表达了要

留在深圳创业的意愿。

“与上世纪海归建设中国不同的

是，现今这批归国留学生在市场经济

领域掀起了‘创业中国’的大潮。”

上世纪90年代末就来深创业的一位老

海归如此表示。

深圳引进留学生人数已超7万

找资本找伙伴，看交通优势和产

业配套，看政府扶持力度……这些成

为海归们考察的重点。在采访中，记

者发现很多海归对深圳的创新政策慕

名而来。

1983年就留学美国的美国优想生

命科学邓体良博士就是典型代表。此

次，邓博士带着重组免疫人源毒素制

药技术项目来到深圳。“我这个项目

是开发新药的一个技术平台，目前已

积累了不少实验经验。”邓体良说，

深圳在海外的声誉很好，他特地将自

己回国考察的第一站放在深圳。

邓体良此行的目的是找投资人。

其路演结束后不久，清华启迪的投资

人便私下找到了他，探讨进一步合作

的可能性。

另一位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的电

子工程博士Alex则是被他的学长刘自

鸿的故事激励而来。

在他看来，深圳是一个诞生奇迹

的地方。今天的深圳，正吸引着全球

试图以新的方式造出新产品的各类企

业家。“刘自鸿的故事也许在美国硅

谷就不会这么精彩，因为加州无法与

深圳的‘制造商’生态系统相匹配。

”Alex说。

来自深圳市人社局的数据显示，

2016年深圳留学回国人员引进数量屡

创新高，达到10509人，总计引进的海

外留学生已突破7万人。深圳海归网运

营总监郭婉玲告诉记者，留学生回国

需要在深圳市外专局进行认证登记，

而实际上，有很多海归并没有登记，

深圳的海归远远不止这么多人。

高端海归人才“缺口”仍然巨大

一方面是海外留学人员带项目寻

觅合适的商机；另一方面，随着国内

经济发展，其对海外人员尤其是海归

博士等高端人才“求贤若渴”。

南方科技大学希望海外博士

“多多益善”。“学校目标是拥有

800 名—1000 名教师，目前仅有 300

多名，教师缺口还很大。”该校负

责招聘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学校

招聘数学、物理、生物医学工程等

多个专业领域的海外博士，给出了

理学类300万—400万元、工医类400

万—6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等极具吸

引力的条件。由于深圳的就业环境

颇具吸引力，薪酬也较有优势，这

两年回国就业的海外留学人员越来

越多。而在南科大执教的海归博士

，年薪从几十万元到100万元不等，

最高可达200万元。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

心也向海外发出了“博士订单”，如

研发总师岗需要交通信息、智能交通

、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博士，尤其需

要具有超大规模、复杂城市交通系统

研发经验者；大数据、车联网、人工

智能等岗位也需要招聘具有较强科研

学术能力的海外博士。

“研发类、人力资源类、财经类

、供应链类等岗位都需要有海外学习

工作背景的人才，以硕士生为主，他

们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对业界前沿技

术接触较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

级招聘经理王玉森告诉记者，作为一

个全球化的企业，随着公司海外业务

的不断拓展，对海外人才的需求越来

越多，对人才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

各类岗位都欢迎海归加入。而随着海

外留学人员的增多，潜移默化地给本

土人才带来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的

影响，产生积极效应。

此外，记者还发现，越来越多用

人单位对精通小语种的海归人才需求

增加。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运营商海外

客户经理除了需要英语流利，同时对

熟悉法语、西班牙语、俄语、葡萄牙

语等语种的人才优先。迈瑞公司则需

求俄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小语种的

销售人员。

而在展会之外，深圳的各个区也

没闲着，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拿出能

力范围内最优政策，吸引人才落户。

其中，龙岗、坪山联袂承办中国深圳

创新创业大赛第一届国际赛，全球

“挖人”，南山、龙华、宝安更是先

后邀请千人计划专家和海归博士团进

行现场推介并签约。

老中青三代“海歸”帶項目深圳覓商機

近日，一则招租启事火了。“出

租半张床，租金 650 元，限定女生

……”“90后”衢州姑娘王樱辞去在

泰国的工作，回国后招租半张床的位

置。海归回国后，免不了为住宿问题

操心，绝大多数海归选择租房。那么

，租房时需要注意什么呢？

租房需要提前做准备

大部分海归回国后，工作地点并

不在家乡，所以需要考虑租房。在租

房前，先要确定工作地点，然后根据

工作地点选择租房地点。

张蕴豪毕业于英国莱斯特大学，

刚回国时，在上海一家在线教育机构

做课程顾问。“我认为，在开始工作

前，肯定得先解决住宿问题。回国前

，因为还没确定好回国后去哪里工作

，所以也没有提前找房子。回国后拿

到单位的录用通知才着手解决住宿问

题。”张蕴豪回忆说，“因为刚回国

，不了解情况，我先在网上寻找房源

，通过中介推荐和带我去看房，终于

在上班前把房子的问题解决了，这样

工作起来没了后顾之忧。”

淦喻成从美国留学回来找房子也

没费什么劲。他说：“回国之前，我

就询问在北京工作的同学，有没有人

找合租的舍友。碰巧有个同学租的三

居室空出了一个房间，我就搬过去住

了。过程很顺利。”

租房有担心也有温馨

租房当然要精打细算，租金、押

金、水电费用等各方面因素都要考虑

在内。但因海归刚回国，不了解国内

的情况，免不了有些担心。

现在多数年轻人出于房租和安全

的考虑，会与同伴合租房子，相互照

应。多蓝从美国回国后与三男一女合

租，男生中还有一个是韩国人。她说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希望找干净

、东西少的人合租，而男生在这方面

比较符合我的条件。而且与男生合租

还有一个好处，家里的东西坏了，都

是男生修理。大家都是同龄人，所以

偶尔也会一起喝酒吃饭，相处得很愉

快。”

淦喻成现在租的是两居室平房，

房顶有漏水的问题。“一下大雨，屋

里就会漏水，我们只好把盆子放在地

上接雨水。这让我想起了杜甫的《茅

屋为秋风所破歌》，真是感同身受啊

！还好，北京很少下大雨。”淦喻成

笑着说，“这里离我工作的地方非常

近，而且比较安静，不会有邻居的吵

闹声，因此，尽管下雨有时会漏，但

还是忍了。”

张蕴豪在租房子时了解到，国内

很多出租的房子都要求押一付三或者

是预付半年的租金。“因为我当时工

作还不太稳定，随时可能会跳槽，如

果工作地点换了，那么肯定要换房子

。我就担心退订金太麻烦或者是退不

回来。当时中介带我看房子的时候，

我把自己的情况和顾虑跟房东夫妇说

了，他们非常理解，同意我一月一交

房费。”张蕴豪笑着告诉笔者，“我

还是比较幸运的。”

不仅在租金方面给他行了方便，

和善的房东还让张蕴豪有了家的感觉

。“我的房东是一对年过六旬的夫妇

，他们把家里的一间卧室出租。卫生

间和厨房都是公用的。房子布置得温

馨、舒适，有种住在家里的感觉。”

是否买房还要再考虑

现在，张蕴豪回到了家乡安徽

省马鞍山市工作，打算在家乡扎

根。谈起买房，张蕴豪认为现在

还不着急。“我想凭自己的能力

去打拼、建造一个家。现在我刚

开始工作，主要把重心放在工作

上，先要有经济基础。当然，我

也一直在关注着房地产信息，为

以后买房做准备。”

由于房价、环境、压力等多方面

原因，有些海归目前没有在大城市

买房的打算。多蓝说，“我从来没

有觉得买房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

考虑到我的工作，今后是否会留在

北京发展还都不确定，所以我暂时

不考虑买房。”

除了考虑到个人今后的发展，海

归在买房时也会考虑家人的意见。

“我目前没有资格在北京买房，而且

短时间内也买不起。以后我有可能会

在新疆买房定居，我经常去那里，比

较熟悉。那里买房的压力相对较小，

最重要的是那里环境好，蓝天白云，

很美。当然了，在做这个决定之前，

我会听取我的家人和未来的另一半的

意见，最后做出一个合适的选择。”

淦喻成笑着告诉笔者。

海歸回國租房住：有擔心也有溫馨

淦喻成在租住的房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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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誌玲稱不會消費感情舊事
只是為大家列舉經驗
4月27日下午，

林 誌 玲 攜 新 電 影

《“吃吃”的愛》

做客某直播。因為

之前在《奇葩說》

第四季中談到自己

過去的感情生活而

受到不少的爭議，

所以這壹次直播中

在聊到感情話題後，林誌玲也解釋自己不

會把愛情當做茶余飯後的談資，只是在必

要時為大家列舉壹些經驗。

《吃吃的愛》是由蔡康永導演，徐熙

娣領銜主演、林誌玲友情出演的奇幻愛情

電影。為了配合電影“吃”的主題，這壹

次林誌玲也玩起了“吃播”。過程中不僅

大吃蛋糕、紅燒肉、麻醬面到舍不得放下

，之後還自爆自己平時最愛的菜單是紅燒

肉、豬蹄等各種膠原蛋白豐厚，換句話說

就是油膩的東西。而且自己通常都是吃最

肥的那壹塊，助理負責吃瘦肉。

而在前段時間播出的《奇葩說》第四

季中，林誌玲被問到復合傳聞時表示自己

已經坦然的面對，並且直言“和言承旭已

經無關”，說到傷心處時更是壹度含淚硬

咽。只是節目播出後卻被不少網友指責是

在消費過去的感情。

所以在這壹次直播中偶然聊到感情話

題時，直播主持人範湉湉也不忘為林誌玲

受到的爭議鳴不平。

之後林誌玲也解釋到自己不會把愛情

當做茶余飯後的談資，只是在必要時為大

家列舉壹些經驗。

直播結束前，林誌玲還提到了自己現

在沒有愛情，但是很期待，言語間透露出

了自己目前正處於單身狀態。

陳柏霖《花少3》大秀
暖男“自拍神技”

上周末，《花兒與少年冒險季

》第壹集正式登陸湖南衛視。在之

前放出的預告片裏，壹眾高顏值高

人氣的嘉賓組成了“史上最具活力

的旅行團”，他們跨越山川河流，

在充滿驚喜與冒險的旅途中結伴而

行，引發了全國觀眾的強烈期待。

在周日的開播當晚，節目組立馬放

出了“大招”，請兩位男神嘉賓陳

柏霖與井柏然競選“導遊”壹職，

沒有當選的壹人將獨自被“流放”

開啟壹個人的花少之旅。不僅僅是

觀眾，節目中的兩位嘉賓在接到任

務時候也被“驚呆了”。雖然開始

有些猝不及防，但是作為競選者之

壹的陳柏霖憑借超高的情商，超

MAX 的人格魅力先是在幾輪遊說迅

速捕獲了壹眾迷妹迷弟，魅力值暴

漲，後又因為擔心隊友主動要求被

“流放”，真的是本期花少的暖心

責任 leader 擔當。節目中陳柏霖除

了表現了他壹如既往的“萬能”

“獨立”有幾處被鏡頭捕捉到的小

細節也引起了網友的熱議，其中

“調整光線”與“機場自拍”令人

印象深刻。

作為萬千粉絲少女心中的“想

嫁對象”，鮮少參加真人秀節目的

陳柏霖在《花少3》中也是展現了自

己的男友力，先是在開始時非常貼

心地記錄下每壹個人的還貼心地為

大家準備好咖啡提神醒腦，在之後

開啟流浪之後，與自己小夥伴“菲

菲”有愛的互動，奉獻自己的唯壹

口糧給菲菲喝水，獨立完成搭建帳

篷等細節讓網友紛紛感嘆他真實生

活中竟然也“超完美”。

不過，比起他的暖心，這位高

顏值文藝男神的自拍神技似乎更令

人嘆服——在《花少3》第壹期裏，

攝影師捕捉到的自拍鏡頭就有三組

，可軟萌可炫酷，簡直堪稱自拍界

的教科書。

事實上，只要翻壹翻陳柏霖的

Instagram，就會發現這位文藝男神可

是個十足攝影愛好者。其中自拍的

照片也是比比皆是。陳柏霖的自拍

裏沒有過分磨皮修圖，通過濾鏡的

選擇，加上壹些光線的調和，整體

風格清新自然，毫不做作地展現出

了自己時而酷帥，時而搞怪的氣質

。身為高顏值男神，偏偏還擁有超

高的自拍技巧，簡直“人神共憤”

，難怪網友紛紛高呼，希望陳柏霖

奉獻出自己的“自拍寶典”。

這種清新自然的風格，或許與

陳柏霖那種與生俱來的恬淡舒適有

關，從《花少3》裏被“流放”後他

體現出來的各種超級技能不難看出

，陳柏霖是個喜歡“壹直在路上”

的人。無論是語言，還是生活技能

，他都手到擒來。這種自在舒服的

生活狀態被放置到鏡頭下，就凸顯

出壹種獨特的氣質和視角，分外搶

眼。本周日將要播出的節目中他

“壹人壹狗友天涯”的流浪之旅中

究竟會有如何的相遇與邂逅，令人

無限期待。

偶像女王安以軒喜報頻傳
《禦姐歸來》轉型做禦姐

4月 23日，由安以軒擔綱女壹號的

《禦姐歸來》在央視八套黃金時間開播。

安以軒壹改往日“悲情蘿莉”形象，變身

為霸道禦姐上演壹段虐心之戀。這也是安

以軒傳出婚訊後首部與公眾見面的作品。

據悉，《禦姐歸來》是壹部都市時尚

劇，該劇於4月23日晚在央視八套電視劇

頻道開播。劇中，安以軒飾演的艾米爾是

壹位極具設計天賦的白富美，為了反抗商

業性的家族婚姻而決定“出逃”，因緣際

會之下成了壹名不走尋常路的保姆。在經

歷種種坎坷之後最終成長為壹名世界知名

的婚紗設計師。

安以軒飾演的艾米爾是壹位有思想有

頭腦，勇於反抗權威進行自我挑戰的新女

性，在經歷種種坎坷之後最終成為壹位世

界知名的婚紗設計師。作為都市時尚劇，

安以軒在該劇中的造型也是壹大看點。劇

中，安以軒不僅有陽光清新的少女風，也

有幹凈利落的精英風，觀眾在看劇的同時

還可以跟著安以軒壹起學穿搭。

安以軒出演過很多經典影視作品，她

曾在《仙劍奇俠傳》、《鬥魚》、《蕓娘

》等多部影視劇中有精彩表現。

她演繹的很多“悲情蘿莉”式的角色

，也得觀眾和粉絲的壹致好評。2009年，

安以軒出演的青春偶像劇《下壹站，幸福

》，連續19周獲得臺灣同時段收視冠軍

。此次在《禦姐歸來》中她則會顛覆以往

形象，出演霸道禦姐。安以軒在其個人微

博上也坦言：“以前老演悲情蘿莉，這壹

次……變成禦姐”。該劇播出後，觀眾也

給出了很高的評價。

近來好事頻傳的安以軒不僅在個人微

博大方公布婚訊，有消息稱，今年6月她

還將舉辦壹場浪漫的海島婚禮

4月23日起，安以軒新劇《禦姐歸來

》央視八套晚間黃金檔播出，每晚3集，

多家視頻網站同步更新。

據臺灣媒體報道，藝人小S老

公許雅鈞與知名女裝品牌依洛國際

（iRoo）創辦人劉本謙，3年前壹

起拿出800多萬（約人民幣180萬

）投資唱片設計師陳超文開設的知

名餐廳“四知堂”，來年發現股東

身分遭除名怒提告，陳男被依偽造

文書罪被判刑10月；民事部分許、

劉另以2人為此事曝光導致名譽受

損，各向陳男求償100萬（約人民

幣23萬），臺北地院認定許、劉名

譽確實受損，判陳男須賠2人各15

萬（約人民幣34000）。

仍可上訴。

陳超文曾經是唱片設計師，後

來轉戰餐飲業，開設知名餐廳四知

堂，許多藝人包括小S、張柏芝都

曾是座上賓。

判決指出，許雅鈞、劉本謙

2014年初合資800萬（約人民幣180

萬）入股陳超文開設的“四知堂”

餐廳，但後來2人前往用餐，發現

員工竟不識大老板，招待不周，加

上陳男沒按時提供財報，懷疑有鬼

，壹查發現股東身分竟遭員工取代

，怒告陳男詐欺。

陳男原本辯稱為獎勵而讓員工

入股，後還坦承偽造文書將2人除

名，但仍否認詐欺，宣稱只是暫時

還不出錢。檢方發現陳男確實將投

資款用於餐廳運作，僅依偽造文書

罪將他起訴，北院也認定陳男僅偽

造退股轉讓同意書觸法，但他至今

仍沒賠償許、劉分文，顯示毫無悔

意，日前判陳男10月徒刑。

民事部分許雅鈞、劉本謙不滿

此事曝光後，媒體大幅報導害2人

形象、名譽受損，各向陳超文求償

100萬（約人民幣23萬）。

法官認為許雅鈞是知名藝人小

S 老公、劉本謙是知名服飾品牌

iROO創辦人，因本案遭媒體大肆

報導“小S 老公投資再吃鱉，砸

800萬（約人民幣180萬）股權卻被

A走了”等負面新聞，2人姓名權

及名譽權確實受損，今判陳男要賠

2人各15萬（約人民幣34000）。仍

可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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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合照時，金城武和周冬雨表現
生疏，但後者全程生鬼活潑，表

情多多。她見金城武拍照時，不斷說
“好帥”，又出動半鹹淡廣東話“好
靚仔，喜歡你”，不過金城武依然不
為所動，十分搞笑。其間大會推出
“水果花”進行儀式時，冬雨不

客氣地把當中的士多啤梨和檸檬拿來
吃，表現隨意。

陳可辛指金城武古肅
四人在台上接受傳媒訪問，被監製

陳可辛指性格古肅的金城武說：“今次
演出跟過往不同，這次的編劇很年輕，
有很多年輕人想法。雖是一部浪漫愛情
喜劇，但不搞笑。(與真實性格有不同
嗎？)沒有去想，自己都喜歡吃，但不像
角色般挑釁，但明白挑釁的感覺。”金
城武是演繹一名完美主義者角色，他承
認在工作上要追求完美。

片中飾演廚師的冬雨，現實中對廚
藝卻一竅不通，只懂煎蛋和幫媽媽包餃
子。她大讚金城武很厲害，可把難吃的
道具表現得很香兼好味道，要向他學
習。冬雨更公然說要挑逗金城武：“自
己令對方很頭痛，特別是挑逗男神，我
有時會不跟劇本‘爆肚’演出，把他嚇
到。他有很多真實反應，都接得上，特
別可愛。”陳可辛即解釋冬雨所說的
“挑逗”，其實是“整蠱”的意思。

金城武承認最初面對冬雨時不知怎
辦，很不慣她用戲來溝通這方法，加上
時間很趕，不過她的演法對他算是很刺

激。“只要對手順着她來演便還好，很
羨慕她可這樣去演，有時怕打亂她的表
演呢！(喜歡冬雨這種可愛女生？)有可
能，有什麼不可能？”

周冬雨以檸檬喻愛情
問到冬雨可想繼與陳可辛合作

《七月與安生》後，再次去奪得影
后？她謂：“不要再說，這是命
吧。”其間大會推“水果花”出來，
司儀要求他們以水果來代表愛情，冬
雨直言：“會選檸檬，看上去光鮮亮
麗，但你咬一口，很酸，像愛情。(有
遇過傷心愛情經歷？)有，小時候不懂
事，這感覺代入戲中是非常好。(會主
動表白？)以前和現在都不會主動。”
金城武覺得每樣生果都可代表愛情，
視乎對手而定，最後他選了哈密瓜和
菠蘿，都是外硬內甜。

另外，金城武的緋聞舊愛楊采妮剛
誕下雙胞胎兒子，問他會否恭喜對方及
想再合作嗎？金城武表現詫異，似乎不
知對方已為人母，連忙拱手恭喜：“真
的？恭喜恭喜！我少看新聞所以不知
道。(想不想再合作？)她已是楊導呀！
看看楊導有什麼想法！”

“男神”金城武
不為所動

遭周冬雨不停遭周冬雨不停““挑逗挑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男神”金城武與金馬影后周冬雨、監製陳可辛、導演許宏宇28日為

電影《喜歡你》舉行記者會，片中金城武和周冬雨因美食元素而發生情緣，冬雨更大膽表示要“挑逗”

男神！金城武提到緋聞舊愛楊采妮生孖胎，即連聲送上恭喜，但會否再合作便要看“楊導”的意思。

■■周冬雨大擺可周冬雨大擺可
愛甫士愛甫士，，果然青果然青
春無敵春無敵。。

■周冬雨不時
“挑逗”拍檔。

■陳可辛
(左一)指金
城武很古
肅。

香 港 文
匯報訊（記
者 李慶全）
港台輕喜劇
《忘憂理髮
店》一眾演
員郭羡妮、
陳倩揚、陳
國邦和其妻
羅敏莊等，
28 日到一家
老人院與長
者玩遊戲送

禮物，各人還親手為長者理髮。
母親節快到，陳倩揚表示都會跟父母和

老爺奶奶“四大長老”分別在家開派對慶
祝，倩揚坦言其實只要錫媽咪，日日都是母
親節。郭羨妮也贊同說：“母親節都是開大
食會，我們應教仔女日日也是母親節。不過
我女兒間中都會送幅畫給我，會畫兩個長頭
髮的女仔有很多心心陪着，我都有儲起來，
等她長大後給她看。”倩揚則表示自己的兒
子幾乎每天都寫情信給她，有時會放在梳妝
枱或她的枕頭底，還摺成心形，打開都寫滿
掛念她的句子。
另外，郭羨妮日前說過想多追一個小

孩，可陪伴女兒不讓她太孤獨，問老公聽後
有何反應？羨妮笑說：“老公知呀，他下月
會從內地回來，其實我們都沒有壓力的！”
陳國邦從沒試過替老人家剪頭髮，就連

女兒的頭髮他也未剪過，不過女兒出世時就
有為她剪臍帶。談到母親節將至，羅敏莊表
示其實甚少慶祝，都是在家吃餐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黃宇詩
與陳淑蘭28日錄影電視節目《晚吹—總有
一件喺左近》，經營自家內衣品牌的黃宇詩
分享與員工相處的趣事，其中她曾請了一名
“90後”年輕人，對方答應上班後但首天
即失蹤。宇詩相信對方是另有高就，因自知
公司規模小，待遇無法跟其他大公司比。
與測量公司董事男友拍拖一段時間的宇

詩，坦言雙方已踏入穩定期，但未有結婚計
劃。她說：“因男
友本身有小朋友，
所以沒想過要生。
雖然我們不是經常
見 面 ， 但 相 處
OK，也有可能突
然結婚。”提到男
友與前妻的糾紛是
否已處理好，宇詩
表示男友是有少許
不開心，而且也感
到無奈。

郭羡妮陳倩揚
幫長者理髮兼送禮

與男友發展穩定
黃宇詩或“閃婚”

■黃宇詩慨嘆公司規模
小，難留人才。

■■郭羨妮為長者剪髮郭羨妮為長者剪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李
思穎）適逢今年是EYT(《觀樂今宵》)
50周年，28日晚特地舉行“EYT好友
聯歡晚宴”，筵開23席給台前幕後人
員，逾260人聚首一堂。出席者有汪明
荃(阿姐)、狄波拉(拉姑)、胡楓、黃淑
儀、羅蘭、盧海鵬、蔡和平、吳雨、樂
易玲、陳家瑛、吳麗珠等，好不熱鬧。

阿姐雖有約在身，都特地提早到來
與一班舊同事見面，她自言最想見是蔡
和平、陳欣健和陳慶祥，笑言會把握
“集郵”機會。搞手之一的吳雨表示：
“過往都是17、18圍，今年是EYT 50
周年，所以特別熱鬧，大家都踴躍出
席，十分難得。EYT是無綫之福，希
望EYT精神能長存下去。”

拉姑讚霆鋒EQ高
甚少出現EYT飯局的拉姑，也趁

着50周年和一班老友敘舊。“我知很
多人等見我，令我有點壓力，會鼓起勇

氣見大家。”談到內地名嘴宋祖德指拉
姑兒子謝霆鋒和王菲協議分手的“食屎
論”，引來外界很大迴響，拉姑謂：
“自己不上網，對這些不懂回答。我只
知今日是扮靚靚來食飯，來吃美食和見
舊同事。(“食屎論”影響食慾？)沒

有，總之不好的事不該放大，(霆鋒都
抽水整屎曲奇？)哈哈，這不錯，證明
他EQ高。(接受這種曲奇？)阿仔做任何
事我都支持，有朋友跟我說霆鋒特地弄
了一道菜向我致敬，我就當是提前收到
母親節禮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粵劇
名伶白雪仙與徒弟陳寶珠、梅雪詩(阿
嗲)、藝人王馨平及江若琳等，28日晚出
席一間食肆的開幕酒會。仙姐剛度過89
歲生辰，她於寶珠姐及阿嗲相陪下到場，
看來精神飽滿，她更開懷地搭住徒兒拍
照。

雖然仙姐沒接受訪問，但寶珠姐與
阿嗲會見傳媒時透露，仙姐日前跟親友
及徒兒共度生辰，其中羅家英唱了一首
古代生日歌賀壽，各人亦有再唱中、西
生日歌。阿嗲表示仙姐向來不喜歡他們
花錢買禮物，所以便沒送禮，反而更收
到雙封利是！“一封是仙姐給我們的，
一封是仙姐替任姐(任劍輝)給的。”談及
《蝶影紅梨記》即將公演，寶珠姐坦言
每次排完戲都要仙姐過目及提點，似足
考試般緊張。

王馨平樂獻新鮮感
王馨平為賈思樂的演唱會加緊練歌，

因要合唱《你怎麽捨得我難過》，她更重
新學彈結他。笑問這次會否又性感上陣？
王馨平笑說：“上次是想帶給大家新鮮
感，像彈結他一樣，間中養一養眼就夠
了。何況今次賈思樂才是主人家。”

至於父親王羽中風，王馨平透露父親
情況經已好轉，能下床和站起來。由於父
親留在台灣休養，她會每月定時前往探
望。

仙姐生日 利是贈徒弟EYT 50周年飯局

阿姐有約仍抽空現身

■■EYTEYT舉辦盛大晚宴慶祝舉辦盛大晚宴慶祝5050周年周年。。

■■((左起左起))汪明荃汪明荃、、蔡和平蔡和平、、狄波狄波
拉難得聚首拉難得聚首。。

■白雪仙搭住陳寶珠(右)和梅雪詩(左)高興
合照。

■■金城武的金城武的““男神男神””氣氣
質多年來依然未改質多年來依然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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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民“五一”遊港增近三成
港迪園新酒店套票攬客 滿足不同消費階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

州報道）香港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

店“五一”小長假期間迎客，吸引

了廣州不少市民前往嘗鮮。記者獲

悉，隨着廣州多家旅行社以及內地

旅遊線上平台和港迪園合作日益緊

密，新開業酒店以香港首間探索及

休閒度假主題為賣點，制定了類型

豐富的遊園套票，成功攬客。據

悉，“五一”小長假期間，廣州團

客遊港同比增加11%。散客方面，

隨着千元級別酒店的大批上架，赴

港深度遊已經成為穗民眾的日常出

遊。值得留意的是，港迪士尼的散

客家庭套票一上架便遭遇熱賣場

景，價格從 2,610 元（人民幣，下

同）到4,316元不等，同比增長近三

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旅遊局28日發
佈“五一”小長假旅遊市場預測：預計小長假期間旅遊
市場將接待1.3億人次，同比增長11%；國內旅遊收入
將達780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3%。

中國旅遊研究院第二季度居民出遊意願調查的數
據顯示，“五一”小長假及五月份期間，超過五成的
人有外出旅遊意願，居民出遊以近郊遊為主（佔
42.4%），其次是跨省遊（佔34.7%）。隨着高鐵運力
的提升，周邊遊半徑不斷擴大，跨省周邊遊為越來越
多遊客所青睞。

從遊客流向看，二三線城市居民的休閒需求增長迅
速，北京、上海、青海西寧、河北承德、西藏拉薩、山
東濟南、江西贛州、山東煙台及青島等地是“五一”前
後最熱門的內地遊目的地。出境遊方面，港澳、新加
坡、泰國、越南、菲律賓、印尼、澳洲、瑞士、丹麥、
英國及非洲地區是“五一”前後熱門的出境遊目的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胡若璋廣州報
道）談起香港，美食與購物這兩大主題依
然吸引眾多時髦人士前往。隨着內地“網
紅”博主對赴港遊的熱情再度回暖，類似
“在港24小時，只做兩件事”等文章再度
爆紅各大社交平台。在某社交平台活躍的
一眾“網紅”博主，對於赴港遊都有着自
己的私家地圖。顯而易見的是，她們的地
圖路線一經分享，小眾地點立馬成為熱門
熱搜。

日前，某海歸時尚博主在其微博分享
了自己在港的24小時，文中提及，在香港
公園晨跑，在某家居小店選購擺件、預約
某米芝蓮二星餐廳享受最美的楊枝甘露、
或者在夜晚十二點感受極富“深夜食堂”
風格的露天火鍋大排檔……尤其是她們口
中極具溢美之詞的公寓酒店都無一例外成
為熱搜。

令人意外的是，記者在該文推送半個
小時後，電話預定文內提及的太古廣場的
某公寓酒店，竟然被告知已預訂一空。隨
後更獲反饋信息，原本剩餘的10間房間已
經在半個小時搶訂一空。

“網紅”博主催旺赴港深度遊，並不簡
單顯示在過百萬的閱讀量上，而是實實在在
體現在這些難以預訂的酒店和餐廳上。或
許，隨着內地越來越多的海歸博主，其精英
臉譜的生活方式成為內地諸多年輕人爭相效
仿的出遊模式，赴港遊又會開闢出另外一條
自帶流量的“網紅”路徑。

小長假料1.3億人次出遊

■■金鐘道太古廣場的某小眾公寓酒店經金鐘道太古廣場的某小眾公寓酒店經““網網
紅紅””博主分享後成為熱門博主分享後成為熱門。。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 攝攝

■■除了網上平台外除了網上平台外，“，“五五
一一””赴港迪園套餐產品在廣赴港迪園套餐產品在廣
州某旅行社的門市店也受到州某旅行社的門市店也受到
熱銷熱銷。。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 攝攝

記者從“廣之旅”獲悉，“五一”期間出
發的香港遊產品價格從數十元至近千元

不等，與平日周末價基本持平，滿足不同消
費階層的市民出遊需求，且近幾年來，香港
遊產品種類也趨向多元化，可選性多，因此
最受市民的追捧。記者瀏覽“廣之旅”、
“攜程”、“驢媽媽”等線上官網平台發
現，赴港遊已經成為“五一”小長假熱門首
選，香港遊產品首頁置頂宣傳，讓民眾進入
頁面就能首先點擊了解赴港遊新產品。

迪園自主遊優惠低至6.7折
“廣之旅”相關工作人員表示，每年4月

是香港的展會季，接着“五一”也是一大出遊
旺季，因此酒店價格持續高企，甚至出現“海
鮮價”。出遊“成精”的市民也越來越知道，
自行訂單優惠不大，都願意通過旅行社預訂
“交通+酒店”或“交通+酒店+門票”的自由
行套餐，既可以享受大規模採購下的實惠價
格，又有充足時間可以自由活動，一舉兩得。

以香港迪士尼樂園新酒店自由行套票為
例，4月30日、5月1日出發的“香港迪士尼
樂園自主遊套餐2天”，含香港迪士尼樂園1
日標準門票；入住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標準
客房。如果以散客單訂的話，香港迪士尼探索
家度假酒店標準客房每晚至少港幣2,200元
起，約合人民幣1,950元，再加上單價約450

元左右的香港迪士尼一日標準門票，總費用約
2,400元。如果前往各大線上平台熱銷的“香
港迪士尼樂園自主遊套餐2天”，記者發現，
價格最低僅需1,620元，相當於散客價打了6.7
折。

港六月勢迎來收客高峰
隨着距香港回歸20周年的慶典越來越

近，“廣之旅”和“攜程”以及“驢媽媽”
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香港回歸20周年的赴港
遊產品，市場部都還處在加緊“研發”中，
可以預期的，港迪士尼作為常規老牌經典遊
玩線路魅力依然勢不可擋，屆時會以套票形
式優惠吸引遊客入園。此外，近年大熱的香
港郊野公園遊玩等線路推介已經正式成為赴
港遊的熱門產品。記者獲悉，慶祝回歸的赴
港遊產品5月中下旬將陸續上架，料六月迎
來收客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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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動畫《阿唐奇遇》定檔7.21
預告海報雙發 中華小茶寵“阿唐”勇闖暑期檔

由追光動畫出品，大地電影聯合

多家公司發行，王微擔任導演兼編劇

的3D動畫電影《阿唐奇遇》（原名：

《阿唐小來的奇幻之旅》）今日海報

預告雙發，並宣布定檔7月21日。影

片鎖定了頗具東方傳統文化氣息的

“茶寵”作為故事主角，講述了茶寵

阿唐為了“變美”而經歷的壹系列冒

險的故事。

所謂茶寵，就是喝茶人的寵物。

寵物雖小卻有大誌氣。“我叫阿唐，

唐伯虎的唐！”作為影片的主人公，

茶寵阿唐的出場既霸氣又傲嬌，盡顯

“茶街小霸王”的氣勢。但在他自信

的面具下，實則有著自己的煩惱：不

會變色。預告片中，還看到阿唐的其

他茶寵小夥伴：金豬、賬房先生、彌

勒佛、三足金蟾、童男童女等。

白天，它們會安靜地待在茶盤上

等待茶葉店老板澆茶滋潤，而到晚上

，它們會滿血復活紮堆狂海，像人類

壹樣談天說地，甚至“吐槽”自己的

主人。這些造型各異的呆萌茶寵們趣

味十足，萌化人心，帶觀眾走進了壹

個不壹樣的世界。

影片中還有壹位自稱來自未來的

天外來客——充滿科技感的球形機器

人小來。小來空降茶葉店，激發阿唐

“變美”的欲望，為了找尋壹個又深

又漂亮的顏色，阿唐和小來壹起踏上

尋找未來的旅程。此外，預告片裏還

提及了壹位如萬事通般卻始終未露面

的樹洞人，它的神秘莫測可謂吊足觀

眾胃口。

而壹同曝光的海報色彩斑斕，為

觀眾展現了壹系列極具中華文化特色

的茶寵角色，精致的形象刻畫和絢麗

的顏色讓人眼前壹亮。

《阿唐奇遇》是追光動畫繼《小

門神》之後又壹部動畫電影新作，將

故事從仙界搬到茶寵界。影片中的茶

寵們形態各異，個性鮮明，有可愛搞

笑，也有高冷優雅，還有憨厚笨拙，

這得益於動畫師們的精心設計，賦予

茶寵們鮮活生動的靈魂，讓它們在銀

幕上“活”過來，擁有了人類的喜怒

哀樂，並且活蹦亂跳地帶觀眾遊歷壹

個既新鮮又刺激的全新世界。

據悉，《阿唐奇遇》已正式入選

具有“動畫界奧斯卡”之稱的第39屆

昂西國際動畫電影節，將於2017年6

月電影節期間在法國展映。《阿唐奇

遇》講述了在南方壹座熱鬧城市裏的

壹間茶葉店中，生活著壹群陶瓷茶寵

。他們每天被澆茶，除了阿唐，其他

茶寵都有壹身漂亮顏色，所以阿唐總

被其他茶寵嘲弄。有壹天，壹個來自

未來的神奇機器人小來，意外掉進了

茶葉店。

為了顏色變得漂亮，中華小茶寵

阿唐決心為美大步走，與機器人小來

壹起出發，踏上壹段去往未來的歷險

旅程。

今日，由成龍監制，

楊冪、霍建華領銜主演，

將於6月 30日上映的科幻

動作電影《《逆時營救》

曝光了“重啟版”角色海

報。

電影中，楊冪飾演的

夏天是壹位高智商的物理

研究員，同時也是壹位孩

子的母親，壹次次拼了命

去逆轉時間拯救自己的兒

子。重啟版角色海報中，

楊冪的眼神透露著悲傷和

無助。

據悉，電影故事發生

在近未來的2025年，對於

為什麽選擇拍這樣類型的

電影，楊冪表示，自己平

時就很喜歡看平行時空設

定的電影，“越猜不到結

局才越好看”。楊冪還坦

言，剛看了《《逆時營救

》劇本就很喜歡，她還表

示，這個角色對任何壹個

演員來說，都是非常有趣

的壹次挑戰。

這部電影會是中國的《怪物之子》嗎？
國產動畫《再見怪獸》概念片曝光

怪獸與男孩圍棋對弈
怪兽与人类的故事总让人着迷，细田守的《怪物之子

》就曾收获大批中国影迷。现在，一部聚焦怪兽与人类男

孩故事的国产动画即将与观众见面。

今日，国产动画电影《再见怪兽》概念片首度曝光，

在短短不到3分钟的时长里，为观众演绎了一派怪诞奇幻

的东方怪兽画卷。

概念片以国树银杏作为开篇，落叶缓缓飘落棋盘，微

风过后影片的主人公神兽白泽就此亮相。智者专属的围棋

博弈，在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反差上更添了几分趣味。当

摇铃轻响，银杏飞扬，古木幻境至此消失，新的怪兽嬴鱼

、九尾登场，荡气回肠的音乐仿佛宣告正片才刚刚开始，

引领众人深入未知的怪兽世界。

据悉，《再见怪兽》由《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的导

演黄健明执导。电影中，昆仑山、怪兽医馆那些上古神兽

、瑞兽们，每日为保护世间众生的心灵健康操劳着。帅气

阳光的守护神兽“白泽”因为一次守护事故被取消保护神

资格，从此不问医事，浪荡逍遥。六年后，一个被母亲过

度保护溺爱的人类问题男孩入院，打乱了白泽的生活。白

泽本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受到激发，帮助男孩走上“寻找

妈妈”的心灵治愈之旅。在众神兽医生的帮助下，白泽治

愈了男孩，也终于能直面自己曾经的失败，成为世间真正

的保护神。

《再见怪兽》有望于明年暑期与观众见面。

《戰狼2》發布“達康書記”吳剛特輯
為演軍人苦練20天 “挑戰自己義無反顧”

日前，電影《戰狼2》發布

吳剛特輯。脫下西裝的“達康

書記”壹改往日儒雅形象，變

身鐵血硬漢，肉搏、射擊、開

坦克，上戰場扛槍與對手火拼

。第壹次出演戰爭動作題材戲

的職業軍人，吳剛自謙是“新

手”，為此對自己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

為還原職業軍人的狀態，

他放下所有工作，專心集訓20

天，抓緊壹切時間跟經驗豐富

的導演吳京取經。

為了展現專業軍人的風采

，吳剛開始苦練武器的使用，

從不會拿槍，到能熟練完成難

度頗高的單手換彈夾，為了平

穩拿槍，他還在槍頭懸掛壹個

壺進行托搶練習。對於這壹過

程，吳剛很享受，他說：“當

妳挑戰自己的時候，是義無反

顧的。”

《戰狼2》將於7月28日與

觀眾見面。

《蕩寇風雲》曝全陣容人物海報
趙文卓洪金寶萬茜縱橫沙場

倭寇虎狼之軍亮相
由陳嘉上執導，鄭振邦監制，趙文卓、

洪金寶、萬茜領銜主演的古裝歷史動作大戲

《蕩寇風雲》將於5月27日全國公映。今日

，影片首發壹組全陣容 “縱橫無敵版“人

物海報，正式亮相本片陣容。中日兩國演員

之間劍拔弩張之勢，抗倭民族英雄戚繼光和

俞大猷置身激烈的戰火中，畫面戰場中充斥

著的飛濺火花和漫天飛矢，將戰場的肅殺感

與抗倭戰爭的殘酷本質悉數呈現。

電影《蕩寇風雲》根據中華民族英雄戚

繼光的事跡改編，講述了明嘉靖年間，倭寇

在中國沿海燒殺擄掠，在剿倭戰爭節節失利

的情況下，壹代名將戚繼光（趙文卓飾）組

建中國歷史上首支“特種部隊”戚家軍，獨

創“鴛鴦陣”，裝備“狼筅”、“三眼銃”

、“虎蹲炮”等先進武器，與俞大猷將軍

（洪金寶飾）聯合掃平倭患怒破千軍，實現

“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誌向的故事。

電影再現歷史上著名的“俞龍戚虎”抗

倭傳奇，英雄惺惺相惜的情誼蕩氣回腸，驍

勇善戰和智謀廣遠的珠聯璧合讓倭寇聞風喪

膽。新曝光的“縱橫無敵版”人物海報中，

俞、戚二人大將風範壹覽無余。洪金寶飾演

的俞大猷舉起武器怒目前方，將大無畏的精

神情感傳遞出來，趙文卓飾演的戚繼光刀槍

齊上，大有秋風掃落葉之勢，顯示蕩平倭患

，守護家國土地中萬家燈火的決心。

為表現真實的歷史人物形象，片方對俞

、戚二人做了詳細考究，電影中趙文卓、洪

金寶之間有精彩絕倫的動作戲上演，拍攝中

對史實中二人的招式進行高度還原，精準至

壹招壹式。片中二人有壹場長棍對短棍的比

武較量，趙文卓扮演的戚繼光手使“壹寸長

壹寸強”的長棍，而洪金寶扮演的俞大猷手

使“壹寸短壹寸險”的短棍。對於這場戲，

趙文卓曾表示過：“作為後輩，能跟洪金寶

大哥交手是壹種幸運；作為角色，戚繼光在

俞大猷身上也學到了功夫與做人的雙重道理

，這場較量，實在是太難得了！”

此次發布的11張人物海報，首次曝光了

敵我雙方陣營，戚家軍將領全員亮相，倭寇

陣營也同樣以虎狼姿態強勢出鏡。萬茜飾演

的戚夫人為國為家戎裝上陣，手握戰刀巾幗

不讓須眉，火燒城池的背景不僅預示著戰情

告急，更足以彰顯抗倭戰爭的激烈和殘酷程

度是多麽令人心生震顫。

海報中吳越飾演的戚家軍將領楊超，手

持弓箭，將流火射向來犯之敵；王斑飾演的

胡宗憲，於戰場城池中肅然而立；洪天明飾

演的陳大成矗立戰火硝煙中，視死如歸的英

雄氣概油然而生。海報上則有櫻花和竹葉做

點綴，極具東瀛風格，與戚家軍風格涇渭分

明，而倭寇凝重的表情傳達出的敵意，更是

讓人心生寒意。

據悉，電影《蕩寇風雲》將於5月27日

全國上映。

《《逆時營救逆時營救》》曝曝““重啟重啟””版角色海報版角色海報
背景設定背景設定20252025年年 楊冪為救子進入平行時空楊冪為救子進入平行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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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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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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