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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ﬃ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86

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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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淇淋火雞蛋糕卡哇伊 感恩節搶手貨
聖誕節主題蛋糕，
聖誕節主題蛋糕
，讓人愛不釋手
讓人愛不釋手。
。(取自官網
取自官網))

卡通主題蛋糕，
卡通主題蛋糕
，深受孩子歡迎
深受孩子歡迎。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感恩節來臨
，是闔家團聚的美好時刻，全家人一同享用美
味餐點同時，總是需要甜點來綜合味蕾。知名
冰淇淋甜點業者創意無限，應景製作許多可愛
的卡通冰淇淋蛋糕，準備攻占消費者的心。
主流連鎖甜點業者 31 冰淇淋(Baskin-Robbins)每年節慶都不缺席，推出應景造型蛋糕。
無論是情人節、母親節、父親節、國慶日、萬
聖節、感恩節、聖誕節及元旦都有各式各樣相
呼應的造型蛋糕；每年感恩節的 「火雞蛋糕」

(Turkey Cake)，造型逗趣可愛，深受大人小孩
歡迎，更是感恩節搶手貨。
火雞蛋糕每年都是搶手貨，兩條火雞腿由
甜筒製作，火雞外皮淋上焦糖漿，外型逼真，
搭配冰淇淋沁涼口感，令人垂涎三尺，足夠八
至 12 人享用，深受顧客喜愛。另外，感恩節主
題蛋糕還有 「秋季豐收蛋糕捲」 (Fall Harvest
Roll Cake)，濃厚秋天風味，木頭巧克力造型蛋
糕捲，上頭以秋季楓葉造型糖霜做點綴，非常
符合季節，內餡口味也可以客製化，保證讓顧

客甜在心。
Westheimer 分店經理表示，卡通造型無國
分別，無論是華人或主流人士都非常喜愛，尤
其在這節慶限定期間，更是非常吸睛。年底佳
節，許多人幫孩子辦派對，都會要求特製卡通
蛋糕，深受大人小孩喜愛，都能抓住消費者的
心。為維持新鮮，這些造型蛋糕數量不多，想
預訂的消費者，需要提前二天。
分店經理也說，感恩節就屬火雞蛋糕賣最
好，因為造型應景可愛，甜筒火雞腿也能讓孩

休斯頓周末 暢享感恩節假期

（記者高思／休斯頓報道）這周
就是感恩節了，留在休斯頓的朋友可
以參考我們推薦的本地活動，度過一
個放鬆愉快的小長假。
1. 休 斯 頓 壁 畫 節 （Houston Urban
Experience Mural Festival）
第 3 屆休斯頓城市體驗壁畫節日
前正在休斯頓的多個地方如火如荼的
進行中，展現和慶祝休斯頓社區藝術
的多樣性。來自全國的藝術家們相聚

感恩節大遊行。
感恩節大遊行
。(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於此，超過 190 個小時的辛苦創作，
為大眾呈現出色彩斑斕，充滿創意的
藝術作品。
時間：11 月 22 日（星期三）11:
00 a.m.- 6:00 p.m.
11 月 23 日（星期四）11:00 a.m.- 6:
00 p.m.
11 月 24 日（星期五）11:00 a.m.- 6:
00 p.m.
11 月 25 日（星期六）11:00 a.m.- 6:
00 p.m.
地址：多個地址，
請參官網
門 票 ： $30/Guided
Tour， 官 網 上 可 訂
購
官 網 ： https://
www.huemuralfestival.com/
2. 感 恩 節 遊 行
（68th
Annual

﹒

火雞蛋糕外型逼真應景，感恩節期間訂單接不完
火雞蛋糕外型逼真應景，
感恩節期間訂單接不完。
。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Houston
Thanksgiving
Parade）
這周四感恩節
當 天 ， 由 H.E.
B.讚助的第 68 屆感恩節大遊行將在市
中心舉行。屆時幾十輛裝扮著火雞，
充滿節日氛圍的花車將伴隨著音樂，
帶著節日的喜慶和精神紛紛向人們走
來。遊行將跨越 20 個街區，具體遊行
地址及停車信息請參官網。
時間：11 月 23 日（星期四）9:
00 a.m.
地址：多個地址均可看到
門票：免費
官 網 ： http://www.houstontx.gov/
thanksgivingparade/
3. 《你好啊，樹！》（Hello, Trees!
）
由 Daily tous les jours 創作的互
動性創意藝術作品目前正在休斯頓發
現綠地公園展出。遊客們可借由通過
向藝術裝置喊話的形式來改變燈的顏
色和呈現方式。這一創作的靈感來源
於發現綠地公園中有很多的橡樹，藝
術家認為樹與樹之間通過一種聽不見

子拿著邊把玩邊吃，非常童趣。
隨著聖誕節接近，主題蛋糕更是豐富，包
括聖誕老公公、雪人蛋糕、糖果屋蛋糕和聖誕
樹幹蛋糕捲(Yule Log Roll Cake)都提前陸續開
賣。分店經理說，店裡接受客製化蛋糕，但想
吃到的顧客，都需要提一至兩周預訂。想在年
底聖誕節來些不一樣的可愛童趣嗎？趕緊預訂
自己喜歡的蛋糕甜點吧。

的聲波方式在交流，故借由這一藝術
形式展現。
時間：2017 年 11 月 18 日—2018
年 2 月 25 日
地 址 ： 1500 McKinney St,
Houston, TX 77010
門票：免費
4. 2017 火 雞 跑 活 動 （The 2017
Pearland Turkey Trot）
在感恩節的早上不如來一場充滿
活力的火雞跑，既響應了節日的號召
，又提前消耗卡路里，為豐富的感恩
節晚餐做準備。跑步路程可自由選擇
4 英里、6 英里長跑或 1 英里家庭趣味
跑。12 歲以下的小朋友還可參加特制
火雞兒童跑。
時間：11 月 23 日（星期四）7:
30 a.m.- 11:00 a.m.
地址：Pearland Stadium,3775 S
Main St,Pearland, TX 77581
門票：$15- $60
網 址 ： https://www.facebook.
com/events/1889223918026989/
5. 德州文藝復興節（Texas Renaissance Festival ）
今年還沒有去過德州文藝覆興節

的朋友們要抓緊時間啦，這周末為今
年的最後兩天。這周的主題為凱爾特
聖誕節，邀上親朋好友盛裝打扮，穿
越到西歐凱爾特部落，體驗一番復古
文藝的聖誕氣氛吧！
時間：11 月 24 日（星期五）
11 月 25 日（星期六）
11 月 26 日（星期天）
地 址 ： Todd Mission， 21778
Farm to Market 1774， Todd Mission, TX 77363
門票：$30/成人；$15/兒童
6. 動物園燈展（Zoo Lights at Houston Zoo）
每年冬季，休斯頓動物園的燈展
都是一大看點，今年的燈展已於近日
回歸。園內 200 萬顆彩色燈泡拼接成
各種動物的造型，打造出夢幻的視覺
效果。遊客除了觀賞燈展，還可購買
熱巧克力和姜餅，體驗聖誕氣氛。
時間：2017 年 11 月 18 日- 2018
年 1 月 14 日
地址：6200 Hermann 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30
門票：同動物園門票（$18/12-64 歲
，$14/2-11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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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油價下煤化工產業發展矛盾凸現

煤化工作為轉型方向突飛猛進
近年來，我國石油和天然氣進口依賴
度不斷上升，已成為全球主要的能源消費
國和進口國。2016 年，我國原油的對外
依存度已達 60%以上，天然氣的對外依
存度達到 36.6%，且有逐年增加趨勢。
我國部分基礎石化產品對外依存度較高，
“十三五”期間仍將維持較大缺口。
“石油供應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
發展的戰略問題，烯烴、芳烴不足也制約
下遊產業發展，結合我國的資源稟賦，發
展現代煤化工是實現石油替代的必然選
擇。”中國工程院院士劉中民說。
經過 10 多年發展，我國煤化工產
業已建成壹批煤制油、煤制烯烴等示範
工程，技術創新和產業規模均走在世界
前列。特別是“十三五”以來，在煤氣
化技術、煤炭液化技術、煤制烯烴和芳
烴技術等領域取得新突破。
據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會長
李壽生介紹，上半年，我國煤制油產能
達 693 萬噸/年，產量 155 萬噸；煤（甲
醇）制烯烴產能達 1242 萬噸/年，產量

530萬噸；煤制乙二醇產能達270萬噸/年
，產量 70 萬噸；煤制天然氣產能達 51
億立方米/年，產量 11 億立方米。
但是，與此相對應的，精細化工在
我國煤化工行業中占比低，油化產品多
處於低端水平，而高端產品產能集中在
少數外國公司、合資公司手中，國內高
端化工新材料、特種新型專用化學品仍
處於“研發多、應用少”階段。
今年 2 月，國家能源局印發《煤炭
深加工產業示範“十三五”規劃》，3
月，國家發改委、工信部聯合印發《現
代煤化工產業創新發展布局方案》，從
國家層面進壹步明確了煤化工產業的定
位，加強產業頂層設計，為規範和引導
產業科學健康發展指明方向。
“要清醒認識我國的資源稟賦，做
好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這篇大文章。國家
層面出臺的壹系列政策體現了國家對現
代煤化工產業的高度重視，產業發展也
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國家能源局監
管總監李冶說。
投資大、效益低、環保問題凸顯
煤化工產業迅速發展，不少項目動輒
投資幾十億元乃至幾百億元，布局散亂、
產業鏈短、水資源和環保瓶頸等問題逐漸
顯現，盈利水平難提升。尤其是在國際油
價低迷的大背景下，煤化工產業面臨不小
壓力。
當前，我國煤化工產業處於產業升
級爬坡階段。產業規模持續增長，但精
細化工占比低，壹些項目處於低端水
平，迫切需要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
創新驅動和化解產能過剩的供給側改革，

系，尤其是缺乏工程建設、環保安全、
產品等壹系列主要標準。
激發創新動力跳出發展陷阱
前幾年煤炭價格大幅下滑、產業發
展舉步維艱給很多煤炭企業帶來了深刻
教訓，他們紛紛把煤化工作為轉型升級、
擺脫發展困境的方向，希望借煤化工項
目的發展迎來“第二春”。但是，工藝
趨同、產品趨同，部分領域產能過剩，
不掌握精細化工核心技術等問題壹直是
困擾我國煤化工產業健康發展的障礙。
專家、企業家認為，作為戰略性新興產
業，需要在技術創新、延伸產業鏈以及
制定相關標準方面不斷努力。
壹是加強煤化工領域的技術創新，
提高煤化工項目效能。飛揚集團董事長
肖增鈞認為，我國煤化工從技術創新起
家，如果“倒”在老技術裏會出大問題。
要高度重視國內外新技術的趨勢和變化，
以技術創新解決產業發展中工藝流程和
技術集成尚需優化升級等各類問題，推
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
二是加強煤化工產業合理布局，避
免壹哄而上。王基銘、姚敏等人認為，
在西部煤炭資源富集地區建設現代煤化
工項目有助於平衡東西部的經濟發展，
但要註重產業布局和結構調整，還應考
慮產品結構和輸送問題，因地制宜選擇
氣、液、固、電的產品方向。同時，按
照園區化、規模化、多元化、高端化的
原則加強煤化工的合理布局。
三是改變單壹的產品結構，不斷延
伸產業鏈，發揮聚集效應。尚建選、李
壽生認為，應大力開拓煤制烯烴、芳烴
新材料高端化、差異化的產業鏈，開創
壹棵枝繁葉茂的“產品樹”。發揮煤制
超清潔油品及特種油品的優勢，煤炭間
接液化能生產出石油化工難以生產的產
品，可作為軍民用航空飛機、航天火箭
及特種裝甲車輛的油品，以滿足我國特
種油品需求。
四是加快煤化工標準體系建設，規
範產業未來的發展。煤化工產業急需建
立適合自身特點的、系統性的標準體系，
包括綜合標準、原料及產品標準、工程
建設標準、設備標準、安全環保標準、
汙染物排放標準等。

億美元
25

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現代煤化工產業
投資規模不斷增大，在技術創新和建設規
模方面成績斐然，國家壹系列政策的出臺
使產業迎來發展新機遇，煤制烯烴、煤制
油等項目規模已達世界前列。隨著規模越
來越大，產業布局散亂、產業鏈較短、水
資源和環保瓶頸等問題也逐漸顯現，壹些
項目“投產之日即是虧損之時”。壹些專
家、企業負責人認為，在低油價的大背景
下，煤化工產業還需圍繞技術創新、延伸
產業鏈、標準體系建設等持續發力。

不能坐等油價上漲以擺脫困局。
“我國煤炭市場相對獨立，煤炭價
格受原油價格影響因素較低，但煤化工
產品價格受油價低位運行影響較大，煤
化工企業在原料成本端保持不變的情況
下，終端產品價格又大幅下降，導致盈
利能力下降。”李壽生說。
煤化工產業工藝流程和技術集成尚
需優化升級。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基銘
認 為 ，很多煤化工項目還處於示範階
段，工藝設計存在系統優化集成不夠的
問題，主體化工裝置與環保設施之間、
各單元化工裝置之間匹配度不足，從而
增加了投資和資源消耗，導致項目不能
滿負荷生產。
經歷多年快速發展，我國現代煤化工
散亂的問題也逐漸顯現。煤化工項目投資
大，能拉動區域經濟快速增長，許多地方
不管煤質是否適應盲目上馬，壹個省有多
個煤化工園區，導致項目布局分散，“先
有項目，後有園區，再有規劃”的現象屢
禁不止。神華寧煤集團副總經理姚敏說，
現代煤化工應發揮聚集效應，而分散布置
對產業發展造成很大損傷。
產業鏈短、距離終端市場較遠也是
我國現代煤化產業面臨的壹個突出問題。
日前，記者在寧夏銀川市召開的 2017
中國國際煤化工發展論壇現場看到，參
展企業展出的產品大多為原材料。壹些
業內人士認為，我國石油和化學工業基
本上是基礎原材料工業，距離終端市場遠
。陜西化工集團副總經理尚建選說，現
代煤化工必須在產品和市場需求聯通，
目前西北地區對下遊企業的吸引力較弱
，形成產業鏈任重道遠。
此外，煤化工產業面臨的環保壓力
不斷增大。李壽生認為，今後煤化工產
業的汙染控制要求將更加嚴格，項目獲
得用水、用能、環境指標的難度加大。
如何提高現代煤化工產業環保技術水平，
降低汙水處理、固體廢棄物處理與處置、
大氣汙染物排放處理的成本等問題將成
為重要研究課題。
同時，煤化工產業的快速發展也使
得相關標準體系建設相對滯後。近年來，
國家先後制定或出臺了若幹產業政策，規
範煤炭深加工產業發展。但總體來說，
現代煤化工產業尚缺乏系統的標準化體

綜合報導 金磚國
家 新 開 發 銀 行（ 下 稱
“新開發銀行”）副
行長祝憲在廣州出席
國際金融論壇第 14 屆
全 球 年 會 期 間， 接 受
記者專訪時透露，
2017 年新開發銀行的
項目範圍較去年有所
擴大，項目總體金額
預計可達 25 億美元。
祝憲指出，可持
續發展項目是新開發
銀 行 關 註 的 重 點， 去
年公布的首批項目便
是 在 中 國、 巴 西 、 印
度和南非的綠色能源
項目。
同時，新開發銀
行也關註基礎設施建
設項目。祝憲說：
“我 們 願 意 在 綠 色 產
業、綠色項目上更
多投入，在壹些傳
統 的 基 礎 設 施項目上
也希望能在適當範圍
內多融入綠色發展的
理念。”
祝憲表示，與去
年相比 ， 今 年 新 開 發
銀行的項目範圍廣
度有所提高，比如在中國和俄羅斯
有 交 通 項 目 ， 在印度有與扶貧相關的
項目。
祝憲透露，若今年所做項目都能
如期完成，預計今年項目的總體金額
將達到約 25 億美元。去年，新開發銀
行的項目總體金額超 15 億美元。
談及當前的國際投融資體系，祝
憲認為，市場資金是順周期的，在經
濟周期向好的時候，大量的市場資金
會流向新興市場國家，壹旦經濟周期
出現下行風險，新興市場國家將面臨
市場資金流出的挑戰。
作為多邊金融開發機構，需要研
究的壹大課題就是如何在經濟周期下
行時，避免新興市場國家出現因市場
資金流失而使經濟發展止步不前的情
況。
此外，祝憲表示，中共十九大
報告提出了中國新的發展模式和理
念，只要能夠順利落實，未來中國
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只會向上，不
會向下”。

年項目總金額或達
2017

油價低、盈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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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副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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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河南絕壁公路 依山而鑿蜿蜒盤旋

河南新鄉，
河南新鄉
，絕壁公路蜿蜒盤旋
絕壁公路蜿蜒盤旋。
。1972 年為讓鄉親們走出大山
年為讓鄉親們走出大山，
，13
位村民在申明信的帶領下，集資購買鋼錘 、鋼銼
位村民在申明信的帶領下，
鋼銼，
，在無電力
在無電力、
、無機械
的情況下憑壹雙手，
的情況下憑壹雙手
， 耗時 5 年時間
年時間，
， 硬是在絕壁中鑿出了高 5 米 、 寬 4
米，全長 1300 米的石洞
米的石洞—
——郭亮洞
—郭亮洞，
，並在 1977 年 5 月 1 日通車
日通車。
。

白金漢宮發布官方照
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夫婦將慶結婚
0年
7周
白金漢宮 18 日發布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和菲利普親王合照
日發布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和菲利普親王合照。
。 伊麗
莎白二世與菲利普親王將於 11 月 20 日慶祝結婚 70 周年紀念
周年紀念。
。

日本超萌 3D 咖啡拉花
可愛到令人難以入口

近日，日本澀谷開了
近日，
壹間咖啡店，
壹間咖啡店
， 他們的 3D
立體拉花咖啡實在是太出
色了，許多人都慕名而
來 。日本二十六歲的山本
員揮是大阪壹家咖啡的店
員，他在閑暇之余常練習
創作各種咖啡拉花。
創作各種咖啡拉花
。山本
員揮原本跟其他咖啡拉花
達人壹洋，做的是平面拉
花，知名動漫人物 Hello
Kitty、名偵探柯南、江南
大叔等人像創作都難不倒
他。不過，山本員揮最讓
人驚奇的，是他在社群網
站 Twitter 上 分 享 的 壹 系
列 3D 咖啡拉花，他能做
出貓咪、長頸鹿和史努比
等立體拉花，精湛的手藝
令人佩服。山本員揮最大
的夢想，是在東京擁有壹
家自己的咖啡廳，相信以
他的拉花技術，不久就能
實現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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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Y BACCARAT SUNDAYS
Be one of our lucky baccarat seat winners for a chance to pick a red envelope from one of our prize trees, with gifts valued up to $300.
Swipe your Total Rewards card to receive more chances to win.
Seven Stars | 7 Entries
Diamond | 5 Entries

Platinum | 3 Entries
Gold | 1 Entry

幸運百家樂星期日
Drawings | 7pm – 11pm
Baccarat Tables

成為獲得我們幸運百家樂席位的得主，並有機會從發財樹挑選一個紅包，最高可獲得價值 $300 的禮物。
刷您的 Total Rewards 卡即可獲得更多得獎機會。

Seven Stars 級 | 7 次抽獎機會
鑽石級 | 5 次抽獎機會

抽獎 | 晚上 7 時 – 晚上 11 時
百家樂遊戲桌

白金級 | 3 次抽獎機會
金級 | 1 次抽獎機會

Must be 21 or older to enter casino and to gamble. Know When To Stop Before You Start.® Gambling Problem? Call 1-800-522-4700. ©2017, Caesars License Company,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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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無車馬喧
民宿粵味道

5

玩轉粵港澳
世界體育

屋舍儼然修竹茂 珠水豐潤稻香濃

■夜幕燈光下的禾客
夜幕燈光下的禾客，
，品質簡約出眾
品質簡約出眾。
。

■責任編輯：魯 冰

2017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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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成為很多人周末出遊首選之地
民宿成為很多人周末出遊首選之地。
。

近期，
近期
，海內外的電視熒屏都在傳遞慢生活的理念
海內外的電視熒屏都在傳遞慢生活的理念。
。從《孝利家民宿
孝利家民宿》
》到《親愛

% 



的客棧》，
的客棧
》，綜藝節目遇上民宿
綜藝節目遇上民宿，
，慢下來去生活的度假方式正在興起
慢下來去生活的度假方式正在興起。
。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
，廣東省正式頒佈旅遊條例
廣東省正式頒佈旅遊條例，
，以立法方式對當下最火的民

宿旅遊進行規範和指引。
宿旅遊進行規範和指引
。而珠三角各地正在迅速興起的民宿
而珠三角各地正在迅速興起的民宿，
，正以慢工出細活的
正以慢工出細活的“
“後起之秀
後起之秀”
”姿態
姿態，
，吸引着粵港澳遊客
的青睞。
的青睞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長三角的“莫干山”民宿群，
紛紛傳遞出各自的生活美學，讓遠
在珠三角的民眾時常艷羨不已。一
直以來，外界提起珠三角的民宿，
似乎都愛用“農家樂”來詬病或調
侃。不過最近，在以務實著稱的廣
東，民宿的發展更多的以“慢工出
細活”的姿態，為粵港澳人帶來兩
小時即達的民宿生活體驗。
其中， 被許多業內人士稱之為
“廣東莫干山民宿”的禾客，今年
5 月在增城開業，訂房火爆，口碑
更是不脛而走傳到了香港。民宿的
主理人何先生告訴記者，在接待遊

客諮詢時，有不少拿回鄉證的香港
民眾，前來體驗的人數之多也讓他
大為驚訝。這個由兩棟別墅組合而
成的民宿，在設計建設之初，就本
着要做成當地旅遊目的地來打造。

都只有一個多小時。空氣質優，青
山綠水，是珠三角郊野生活體驗最
便利的區域。

多彩體驗 交通便利

有別於星級酒店帶來的豪華舒
適感受，這間民宿一經推出，也摸
準了廣東人喜歡實在且又見多識廣
愛講究的個性。據悉，住一晚禾客
的價格，和一家三口在城市裡看電
影、吃飯一天的花費不相上下。
為都市人提供多一種周末休閒
的生活方式，也成為該民宿建造的
初心。禾客擁有俯瞰 100 畝原始自

無邊際泳池、燈光下稻田旁邊
的燒烤亦或者是極具浪漫感的求婚
儀式，成為朋友圈民宿的新秀，吸
引了不少人前往體驗。
禾客的管家透露，增城作為廣
州、深圳、東莞三個珠三角核心城
市的中心位置，到三個城市的車程

親近山野 不忘初心

無意間走到惠州的鄉村，
添哥希望能給村民做些什麼，
在前後構思中，最終在入村口
處尋了一家舊宅院，建造成了
他理想中的愛樹山居模樣。

添哥介紹說，建造這個民宿，
他最初的構想就是希望作為村子的
“門面”建設，讓當地的村民看到
他的經營，起一個帶頭示範作用。
把“空山新雨，心歸寧靜”的鄉村
生活方式，也普及到當地的村落。
愛樹山居沒有採取老宅改造，
而是新建。在周邊民居風格的基礎
上，借用一些現代都市化的設計元
素，使得愛樹山居和周邊環境，有
一種渾然天成的融合感。
住過愛樹山居，遊客會對功能

空間佈局，驚歎連連。抵達入口處
的接待處，碎步慢走過曲折的庭院
小徑才到達住所。庭院裡，通過微
觀的園林小景串聯高低錯落的空
間。就近取材的瓦片、青草、竹籬
笆，讓山居的小心思在細節處得到
呈現。
前來小憩，最為受用的就是這
裡的接待中心兼餐廳。高大的空間
內，一整面書牆，用餐時書香瀰
漫，別具風情。
回到房間，每間山居小屋都設

■愛樹山居的房屋建築就地取材
愛樹山居的房屋建築就地取材，
，
引領當地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引領當地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
有一扇玻璃落地窗。窗外的景致，
拿起手機隨手一拍就是一幅山居
“工筆畫”。
就寢前，店員也會偶爾提醒，
這裡不需要設置鬧鐘，山林鳥叫就
是大自然叫你起床的時間。

廣州 Nomad's 騎樓：90 後夫婦尋回
“老廣味”
■ 騎樓裡的民宿
騎樓裡的民宿，
，推
開窗就是老廣州。
開窗就是老廣州
。

食在廣州的美譽，已經傳遞到
海內外。可是，生活也需要小情小
調的民宿來調味。
和廣州本地人聊天，不難發
現他們最為眷戀的，是他們記憶
中的老廣州文化和生活方式，這

以上食療只作保健用途，詳情請諮詢家庭中
醫師。
也是他們最樂意分享給各地朋友 而中意民宿。
的“廣州味”。
這一對 90 後的廣州情侶，在
與世界各地不同的房東接觸之後發
現代風中 品
“老廣味” 現，熱情友好的民宿房東可以成為
六年前，跨越太平洋的偶然相 一個地方的文化美食推廣者甚至是
遇將留學生 Frank 與 Chloe 牽連一 小範圍的代言人，讓遊客瞬間就能
起。他們共同的粵語文化背景彷彿 在陌生的環境中獲得一種親切熟悉
是滋養情愫的介質，讓兩個在異鄉 感。
為了保留一份城市的溫暖，畢
飄走的靈魂擦出了火花。大學四
年，他們在學業之餘一起走過了許 業之後 Frank 與 Chloe 回到廣州。
多地方，也是旅行譜寫了他們相愛 自家一棟經久失修的老廣州四層騎
樓，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他們的民宿
的故事。
廣州仔 Frank 說，旅途中的特 開始的地方。
當時改造完成，這對小夫婦的
色民宿是最大的驚喜之一。年輕
人，最初遊覽世界，會因為性價比 騎樓民宿也曾登上廣州各大報紙頭

條，一舉成為民宿屆的“小網
紅”。 Nomad's 騎樓，藏身於老城
區。三間不同風格的房間，飽含着
Frank 與 Chloe 的大世界。三種截
然不同的入住體驗，推開窗遇見的
都 是 老 廣 州 人 的 日 常 。 Frank 與
Chloe 的旅行還在繼續，收集世界
上的小美好，並把他們帶回來這個
只有三間房子的小民宿。他們說，
新的珠江新城當然好，但是西關更
有廣州味。一個很“老廣”又不失
現代舒適性的小空間。Nomad's 騎
樓的這對小夫婦，希望為大家品味
廣州，提供一份 90 後的“入住菜
單”。

然風光的無邊際泳池，讓人不自覺
然風光的無邊際泳池，
就想起新加坡地標建築的 56 樓無邊
際泳池。
際泳池
。那裡是俯瞰都市萬象
那裡是俯瞰都市萬象，
，燈
火輝煌，
火輝煌
， 這邊是整個山谷盡收眼
底，遠方山谷的落日景色如油畫般
懸掛眼前。
懸掛眼前
。
竹林、
竹林
、 稻田
稻田、
、 果蔬菜園
果蔬菜園，
，讓
人驅車前來的，
人驅車前來的
， 還有對山野美食
的渴望。
的渴望
。 採摘時蔬
採摘時蔬，
， 買上旁邊農
家散養的雞鴨，
家散養的雞鴨
， 放心的把食材交
給民宿的廚師，
給民宿的廚師
， 三五好友就着星
空 ， 聞着稻香
聞着稻香，
， 舉杯推盞
舉杯推盞，
， 閒話
家常。
家常
。 這樣的時刻
這樣的時刻，
， 或許就是民
宿帶給遊客最特別的體驗。
宿帶給遊客最特別的體驗
。

老船廠，棲身於廣州市番禺區上滘村郊的
珠江水邊，就地取名為“上滘”。曾風光一
時，沉寂幾年等來有心人大刀闊斧地改造。如
今，為廣州民宿提供了一種新選擇。
喜臨院位於廣州番禺上滘村珠江畔，離廣
州市中心車程不過二十幾分鐘。主理人高宇，
是在 2012 年遇到的這座老船廠。此前他住過上
千家民宿，也曾不遠千里前往一個目的地，只
為體驗一晚心儀的民宿。
機緣巧合中，高宇最終得以承包這座珠江
邊的老船廠。前後歷時 3 年時間，高宇推出了
以東南亞格調為主的，足不出市區的度假新場
所。多年遊歷，讓高宇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自己所住過的“小而美”的精品酒店裡，總少
不了廣州人的身影，“吃早餐的時候，總能聽
見一兩句粵語。”但在廣州居住多年的他發覺
廣州缺少這類“小而美”的精品酒店。填補廣
州空白，是他經營民宿院落的初衷。
以小獨棟的方式建於岸邊，室內外的設計各
處都有巧心思，風格多變的房間，主要以東南亞
風格為主，在二樓陽台還設置了一個相當豪放的
室外浴室，一邊欣賞河岸風景一邊沐浴。
最值得一提的是，方方正正的院落正中，
一方碧綠池水，和湛藍無邊的泳池，三面皆成
風景。環顧院內，既有度假森林的即視感，也
有沙灘泳池邊的歲月靜好。按照 24 節氣命名，
總共只得 25 間房，其中緊挨着生長了 20 多年
的木棉樹，一間名叫“年月”的房間，可遇不
可求。據悉，“年月”之前是船廠工人集體沖
涼的地方。不過，如今的它三面臨江，三面落
地窗帶來了整個船廠最好的房間視野。

番禺喜臨院：東南亞風情老船廠

空山新雨 心歸寧靜

■圖：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增城禾客：粵版
“莫干山民宿”

惠州愛樹山居：
“村口的門面”
村口的門面擔當有別於逃離
喧囂，回到鄉村的一般民宿文藝
套路，惠州的愛樹鄉村度假山
居，其主理人添哥，最初是因為
樹與這裡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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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臨院視野最好的房間
喜臨院視野最好的房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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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
英超]]切爾西 4-0 西布朗

1才
100-9奇
2017 哈瓦那馬拉松賽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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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貓傳》最新預告妖貓現世
黃軒尋找大唐真相 12.22 同步登陸 IMAX 影院

《情滿四合院》溫情延續
傻柱 何冰再度上線

由陳凱歌導演的賀歲奇幻片《妖貓傳》
將於 12 月 22 日全國上映，今日曝光最新預
告，行蹤詭秘的妖貓終現真身，眼神詭異
口吐人語，所到之處皆是人心惶惶。妖貓
復仇作祟長安，不斷將劇情推向高潮，引
白樂天與空海壹路抽絲剝繭探尋真相，初
現端倪又牽扯出另有隱情的前唐舊事。同
時，《妖貓傳》也宣布於 12 月 22 日同步登
陸全國超過 480 家 IMAX 影院。
此次發布的預告，聚焦於“妖貓案”
的前因後果。妖貓作為首要線索開篇，白
樂天和空海壹句“預言實現了”，引出從
皇宮到胡玉樓的奇案。從尚未登基就偏癱
的太子，到胡玉樓被下蠱的玉蓮，以及陳
雲樵宅接連受害的無辜家仆和被妖貓附身

﹁
﹂

神情詭異的春琴。妖貓接連害人，卻留下
“欠債總是要還的”神秘詛咒，壹步步將
白樂天和空海引向三十年前唐玄宗和楊貴
妃愛恨糾葛的陳情往事，大唐謎案也將浮
出水面。
與曝光妖貓初現的“探奇”版預告不
同，此次預告更多地將妖貓現世作祟的
篇幅放大，在豐滿劇情後增加了更多妖
貓與角色人物間的危險關系 。從妖貓現
身，到循環害人，拋出“欠的誰的債？”
“欠的什麼債 ？”“壹只貓不可能活過
30 年”等諸多疑團，而站在樹下莞爾淺笑
的楊玉環與迎風而來的妖貓真容，也成為
整出奇事的重要線索，為即將揭開的真相
埋下伏筆。

據報道 近日，由何冰、郝
蕾主 演 的 都 市 情 感 大 戲 《 情 滿
四合院》正在天津衛視熱播。
這也是今年這部劇二度登陸衛視
與廣大觀眾見面。何冰飾演的
“傻柱”再度上線，用嬉笑怒罵
演繹胡同裏的京味兒人生。

“傻柱”不傻二度上線
“孝”字以小見大感動觀眾
在這部講述北京胡同生活
的《情滿四合院》中，何冰飾
演的何雨柱，手握堪稱那個年
代的“金飯碗”職業——廚師，
又是壹名大齡單身男青年，於
是在壹次又壹次解決個人終身
大事的問題上，與劇中不少女
性角色都有過交集，而郝蕾飾
演的鄰居秦淮茹也串聯在“傻
柱”的每壹次相親過程當中，
兩人情感走向，不言而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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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降魔傳》曝光Q版海報
鄭愷張雨綺Q版形象萌趣十足

對於電影中妖貓這壹形象，導演陳凱
歌表示，對他而言“妖貓”其實就是人，
它應該具備人的壹切特點，有它自己的情
緒、感情、表達方式，這只貓必須具有正
面性，雖然它被稱為“妖貓”，可以是憤
怒的，但不能是邪惡的。
陳凱歌也表示自己所拍的電影都有
壹個共同的主題，那就是命運，不管
是白樂天、空海還是楊玉環，其實都
是不停在和自己的命運做掙紮做鬥爭 。
對於作為詩人的白居易，他恰好寫下
了《長恨歌》，這就是他的命運。同
樣楊玉環這個集萬千寵愛於壹身的女
人，最後的悲慘結局也是她始終逃脫
不了的命運。

是劇中秦淮茹喪偶帶著三個孩
子，還有自己的婆婆，壹個如
此現實又殘酷的問題橫亙在兩
人中間，如何壹起邁過這道難
關，也將在之後的劇情中壹壹
解開謎題。
《情滿四合院》呈現給觀
眾不但是跨越三十年的北京生
活畫卷，“孝”文化也是深埋
在其中的伏筆。從何冰飾演的
男主角“傻柱”身上更是淋漓
盡致，表面上刀子嘴，實則豆
腐心腸，從食堂夾帶飯菜給秦
淮茹，接濟她養活三個孩子，
到對後院的聾老太太吃喝全包
式的盡孝，無壹不在詮釋“遠
親不如近鄰”這個似乎已經離
我們生活有些遙遠的溫暖觀念。
不少看劇觀眾也被演員精湛的
演技拉回曾經舊時光，在微博
上上演了壹劑又壹劑的“回憶

殺”，感嘆時光飛逝，也感慨
這部劇制作精良用心良苦。
《窩頭會館》壹票難求
完美收官再掀人藝話劇高潮
由何冰、宋丹丹、濮存昕
主演的話劇《窩頭會館》於 11
月 10 日至 17 日期間在北京人藝
首都劇場演出。話劇票開售前
夜觀眾徹夜排隊，第二日在未
開通網絡售票的情況下，短時
間內迅速售罄，壹度造成《窩
頭會館》“壹票難求”的空前
現象。壹部反響如此熱烈的話
劇，迅速在微博、微信等社交
平臺掀起討論與熱議。
這也是作為主演的何冰，在
今年繼熒屏上貢獻出《白鹿原》、
《情滿四合院》之後，在話劇舞
臺上帶給觀眾們的另壹番精彩，
何冰也在采訪中表示“這個戲
（《窩頭會館》）給我表演上的
自由。”《窩頭會館》自演出以
來，每壹場幾乎都會在微博引發
熱議，這部匯集了人藝頂級演員
陣容的話劇，也讓對高級表演渴
望已久的觀眾們，得到了壹次遲
來的享受。
何冰的《情滿四合院》將在
天津衛視繼續播出，作為手捧
“金飯碗”的適婚青年何雨柱，
會在接下來的故事中遇到什麽樣
的考驗，而他和秦淮茹的情感走
向，也令人倍加期待。

由王晶監制並擔任總導演，鐘少雄聯合執導，鄭愷、張雨綺領銜
主演的魔幻喜劇電影《降魔傳》正在全國熱映。為了配合影片上映，
影片今日還曝光了壹張Q版“全家福”海報。海報中，鄭愷、張雨綺、謝
依霖、羅家英、王祖藍、程野、丫蛋所飾演的角色都以萌態十足的 Q
版形象現身，玩起了“疊羅漢”遊戲，充滿童趣，十分吸睛。
在此次曝光的 Q 版“全家福”海報中，各個角色都化身為萌
態十足的 Q 版人物，以疊羅漢的形式扶搖直上，直指頭上的金龍抱
月。同時，蜘蛛精、大眼怪等怪物也呆萌現身，壹掃影片中破壞力
十足的形象，變身“萌妖”惹人喜愛。
除此之外，海報中的各個人物角色的造型也飽含深意。鄭愷
飾演角色壹手拿佛珠、壹手拿武器，表明了他金童、不通和尚的雙
重身份。而張雨綺飾演的菁菁身上則有降魔師戰服和環繞的絲帶兩
種不同氣質的裝扮，貼合她在天庭和人間的不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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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誌穎雙胞胎兒子
穿“粉色女仆裝”玩家家酒
藝人林誌穎結婚7年多，育有大兒子Kimi、
雙胞胎兒子 Jenson、Kyson，經常透過社群
網站記錄小孩的成長點滴，他 20 日在臉書上
分享數張雙胞兒的近照，只見他讓兩個兒子
穿上粉藍色以及粉紅色的女仆裝，超萌模樣
讓他看了也忍不住大贊“可愛極了！”
林誌穎讓雙胞胎兒子穿上粉色女仆裝完
家家酒，只見 Jenson 和 Kyson 分別穿著藍色
以及粉紅色女仆圍裙，除了袖子有蕾絲邊外
，下半身裙子的部分，還有兩個大大蝴蝶結
，因 為 兩 人 都 有 壹 雙 渾 圓 大 眼 ， 加 上 超 長
睫 毛 ，看上去就像個小女孩般，毫無違和感
，模樣也非常呆萌。
照片中的兩人都玩得非常投入，還壹起
擠到洗手臺前洗手，似乎沒有發現自己被偷
拍了，林誌穎在發文中開心底大贊，兩個兒
子穿著女仆裝玩家家酒的模樣非常可愛，但
是他也忍不住自嘲是“坑娃的爹”，並向兩
個兒子喊話，“希望以後長大看到爸比發的
照片不要生氣喔。”
不少粉絲看了也紛紛大贊，兩人的模樣
非常可愛，也又不少人要林誌穎再追生壹個
女兒，“好可愛喔，再努力壹點生個女娃
娃 ”、“感覺妳應該再生個女兒”，引起不
少討論。事實上，林誌穎再迎來雙胞兒後，
也曾多次透露想要女兒，前陣子還曾經曬出
抱妹妹女兒的照片，表示想要“討討喜氣”，看
來真的很想要再拼個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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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雅杭州簽售會場面火爆
讀者分享多年前暖心故事

阿雅攜新書《所有流過的眼淚，都會變成鉆石》在杭州舉行簽售
活動，場面火爆，讀者踴躍購書簽名，希望近距離接觸到已正式轉型女作
家的阿雅。
簽售會上讀者和阿雅實現了雙方分享，讀者不僅能聽到阿雅分享種種
書中文字背後的故事，同時還給阿雅和其他讀者帶來了暖心的故事。
壹個讀者專程從外地趕來，介紹自己的姐姐是壹個舞蹈演員，多年前
和阿雅在同壹個晚會上演出，現場所有人都擠在同壹個休息室裏，姐姐沒
有地方換演出服很窘迫，是阿雅善良的和屋裏所有男藝人和工作人員打招
呼，請他們暫時離開房間，給姐姐留出壹個空間。
很小的事情，多年後被提前，不僅讓所有讀者的心中都暖暖的，也讓
人不禁感嘆緣分的奇妙，而之後讀者們排隊簽名的過程中，也不停的在和
阿雅互相打氣，“阿雅加油”“妳也加油 give me five”，十分暖心。

相隔兩天後，曾玄玄前往陽明山上
拍婚紗外景，卻遇到狂風暴雨的惡劣天
氣，形容“有臺風天的感覺”，雨水頻
打在臉上，冷到發抖、快抽筋，雖然過
程很辛苦，但事後看了拍得美美的照片，
覺得壹切的辛苦都值得了。
特別的是，曾玄玄拍攝外景時，
壹度被攝影師要求將腳泡進泥水中，
“臟到我腳伸進去看不到指頭”，事
後，男友不但貼心幫她洗腳，“而且
還把腳縫壹個壹個撥開洗幹凈，真的
讓我很感動。”

Neinei 秀壹字馬 粉絲讚腿好長
藝 人 吳 尊 近 期 帶 著 女 兒 Neinei 、 還 有 兒 子 Max， 壹 同 上 節 目
《爸爸去哪兒 5》，Neinei 乖巧懂
事的個性還有可愛的模洋，讓她受
到許多網友的喜愛，而活發好動的
她，其實從小就常跟著爸爸從事大
大小小的運動，不管是倒立、拳
擊 、劈壹字馬都難不倒她，這些
照片現在全被吳尊曝光，也引起網
友熱烈，尤其 Neinei 的壹雙長腿超
搶眼，讓網友直言： 「7 歲小孩的
腿比我還長」 。
在吳尊 po 出的照片當中，可以
看出 Neinei 的成長，第壹張照片裡
的她，稚嫩的臉龐加上雙馬尾，手
上配戴著拳擊手套，看起來架式十
足，再長大壹些後，爸爸吳尊帶著
她去體驗室內空中跳傘，照片中的

她看起來十分享受，在教練的協助
下體驗空中飛行，小小的臉龐上沒
有壹 絲 慌 張 ， 而 爸 爸 吳 尊 也 在 她
身後看著，臉上流露驕傲的笑
容 ，文章下頭更寫下： 「女漢子
NeiNei... 爸 爸 很驕傲妳壹直很勇敢
挑戰自己」 。
不僅僅這些，照片中 Neinei 還
做了倒立、壹字馬這些有難度的動
作，只見她身穿粉紅色的芭蕾舞
衣 ，整個人緊貼著牆，動作十分標
準， 而 她 壹 雙 長 腿 也 特 別 引 人 註
意 ，許多網友紛紛留言： 「NeiNei
腿好長哦，溫柔的女漢子」 、 「好
喜歡 neinei 小天使。」 、 「大長腿
neinei，棒棒噠」 ，除此之外，另壹
張在街頭壹字馬的照片，也讓粉絲
們讚賞不已。

未 婚 吳 佩 慈 又 曬 幸 福 ！！

身材，流露出性感又不失優雅氣質。另
外，她 PO 出的側拍影片中，婚紗胸前
大挖深 V、中門大開，在燈光下插腰擺
POSE，整個人架勢十足，“沒有胸也要
有氣勢！”
據報導，曾玄玄 18 日先在棚內拍攝
，壹共選了 5 套婚紗，由於每套服裝都價
值超過臺幣 10萬元（約人民幣 2萬元），
加上都是選能自然凸顯身體線條的禮服、
相對緊身，所以每當她要爬樓梯、或是其
他動作姿勢時，都必須特別小心，深怕壹
個不小心就把昂貴的禮服用壞。

拎女兒手繪獨角獸包稱珍惜

《大學生》玄玄婚紗照曝光 男友“撥開指縫”幫洗腳

曾玄玄（Sena）外型甜美，過去是
前《大學生了沒》的固定班底，6 月份
和交往 5 年的男友壹起飛往美國度假時
，收到對方精心準 備的求婚驚喜，開心
點頭答應要嫁了，小倆口近來忙著準備
婚事、拍攝婚紗，她也開心分享出壹系
列穿著婚紗的側拍照，引來大票網友狂
贊“真的好美！”
曾玄玄接連發文，分享壹系列拍攝
婚紗時的過程及美照，畫面中，只見她
選擇的白紗款式，幾乎都能露出整片白
皙美背，搭配貼身剪裁，展現傲人曼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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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吳佩慈與百億富商男友紀曉波育有 1 女 2 子，
昨天在香港迪斯尼酒店為兒子 HANS（漢斯）慶祝 2 歲生日。
熱愛時尚的她擁有不少名牌包，但都比不過寶貝女兒 Hillary
親手繪制的禮物。
昨日，吳佩慈在社交平臺上傳美照，只見她壹身粉嫩，
粉色飛行夾克下搭淺色牛仔褲和粉色運動鞋，手上則拎著畫
有粉紅小獨角獸的帆布包，並寫道：“Hillary 畫給我的，將
會是我最珍惜的包。”
粉絲留言大贊 Hillary 的藝術天賦：“太有才了，這個禮
物是買不來的！小吳小姐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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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妻加納幫大本戒酒 將共度感恩節
大本宣傳正聯時與“
大本宣傳正聯時與
“醒酒指導員
醒酒指導員”
”壹起旅行

在讓自己的人生回歸正軌，保持清
醒這壹方面，本·阿弗萊克從來不懼尋求
幫助。大本此前就開誠布公地聊過自己
與酗酒問題的鬥爭，他說在 9 月份經歷
了壹次舊病復發之後，自己要依靠包括
前妻珍妮弗·加納在內的力量，與酒癮戰

鬥。“他尋求過幫助，”有消息稱，
“他想要保持清醒。”
加納和大本的弟弟卡西幫助了 45 歲
的大本重返住院治療，待了幾天。自那
時起，他壹直在洛杉磯接受門診治療，
也在《正義聯盟》的宣傳期間，與壹位

“醒酒指導員”（sober coach）壹起旅
行。“這是壹場終身的鬥爭，他不會輕
視的，”大本的朋友說他自 3 月起進了
壹次戒酒中心之後，就壹直在進行持續
的治療。“他現在的重心是家庭和康復
，才能繼續從事自己所愛的事業。”

無論是個人生活還是事
業上，今年對於大本來說都
是艱難的壹年，消息稱“此
時此刻他還不錯，也對自
己更加誠實了。”上個月
，《籃球兄弟》的女主之
壹海莉·伯頓稱大本曾經摸
過她。“我不記得了，但
我絕對為此道歉，”大本
在 11 月 16 日參加扣扣熊
的《史蒂芬·科拜爾深夜秀
》時回應說，“我當然覺
得她不是撒謊，也不是編
的，我覺得這是我們作為
男人要更加註意的，就是
要更加留心自己的行為，
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如果我曾有這樣的問題
，我想要改變，成為解決
方案的壹部分。’”45 歲的前妻加納雖
然與大本的離婚手續還沒辦完，但依然支
持他。“對於珍妮弗來說很簡單，她希
望大本為他們的孩子做最棒的父親，”
兩人有 3 個孩子，12 歲的 Violet，8 歲的
Seraphina 和 5 歲的 Samuel。“她希望

大本保持健康。”
來自家人的支持給了大本很大幫助
的同時，與大本走得很近的壹位內部人
士也稱。“他總要面對這些惡魔，如何
直面就完全取決於他了。”
大本近日來約會的對象是《周六夜
現 場 》 的 制 片 人 ， 37 歲 的 Lindsay
Shookus，兩人的關系在 7 月份公開。不
過大本說他打算感恩節和加納與孩子們
壹起度過。
加納則稱，自從和大本分居後，她
對於尋找下家並沒有興趣，“我壹直沒
有約會，也對此毫無興趣，”她解釋說
，“總有人想給我介紹，我就說，‘不
用，謝謝了！’”關於壹起過感恩節的
計劃，她告訴記者，“大本的母親 Chris
會來洛杉磯，他們照顧孩子，我會準備
好兒童棒球和足球，把壹切都收拾好了
。”“如果他們能跟孩子們玩兒，讓我
做飯的話，簡直就是天堂。我會在家烤
面包，會烤火雞，會做肉汁，會做火雞填
料，會做紅薯布丁，會做派（小編做錯
了什麼，大早上起來餓著肚子要寫這些
……）”，她補充說。“讓我在廚房裏
待著就好。”

《正義聯盟》超人復活
卡維爾稱還有壹部片約
由華納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超級英雄電影《正義聯盟》(Justice League)正
在全國熱映中，超人(Superman)復活的神秘面紗被揭開，神奇女俠(Wonder
Woman)魅力難擋，蝙蝠俠(Batman)的“有錢”以及海王(Aquaman)的“跟魚說
話”成為了新的梗。
有不少人認為，這部電影是“給超人的壹封情書”，因為超人是全片實力最
強英雄。在影片上映之前，超人能否復活壹直是個謎，片方把這個關鍵劇情捂得
嚴嚴實實，引起不少粉絲的猜想。即使超人隨團來華宣傳，亨利·卡維爾(Henry
Cavill)也是三緘其口，還笑稱：“我就是來給他們拍照的。”但不少 DC 迷當然
不相信他們的“謊言”，畢竟沒有超人的正義聯盟哪算完整呢？果然，影片壹上
據《好萊塢報道者》消息 演和“波洛”探長。
1978 年“尼羅河”曾被 《東方快車謀殺案》成本約為
映，還是沒讓等待超人的粉絲們失望。
，繼《東方快車謀殺案》之後
小說《尼羅河上的慘案》 搬上大銀幕，由約翰·古勒米 5500 萬美元，在全球獲得約 1
《正義聯盟》故事承接《蝙蝠俠大戰超人：正義黎明》(Batman v Super，福斯將再度把阿加莎·克裏 首次發表於 1937 年，講述了 執導，彼德·烏斯蒂諾夫（飾 億 5000 萬美元票房，其中中
man: Dawn of Justice)，超人死後，蝙蝠俠重新振作，聯合神奇女俠壹起，組
斯蒂懸疑推理經典《尼羅河上 行進在尼羅河上的壹起遊艇上 波洛探長）、簡·伯金等主演 國票房約 3000 萬美元。除了
建壹支匡扶正義的超級英雄戰隊，以抵禦卷土重來毀滅世界的強敵荒原狼。敵人
的慘案》搬上大銀幕。
發生的三起殺人事件及比利時 ，曾獲 1979 年金球獎最佳外 演員陣容，該片幕後制作人陣
太強，復活超人也成為這場終極大戰的關鍵。超人不愧是宇宙最強超級英雄，復
《東方快車謀殺案》編劇 偵探赫爾克裏·波洛對事件的 語片提名，並在當年奧斯卡中 容同樣強大，包括肯尼斯·布
活後戰鬥力霸氣難擋，不僅僅狂虐蝙蝠俠等超級英雄，在終極決戰中更狂揍荒原
邁克爾·格林將為新作執筆， 調查，最終波洛將遊客召集起 摘得最佳服裝設計獎。
拉納、雷德利·斯科特、西蒙·
狼，展現超強實力。2013 年，隨著《超人：鋼鐵之軀》(Man of Steel)的上映
肯尼思·布拉納將有望回歸導 來，揭示了三起案件的真相。
據悉，11 月 10 日上映的 金伯格等。
，DC 電影宇宙啟動，帥氣健碩的新超人亨利·卡維爾登場小試牛刀，《蝙蝠俠
大戰超人：正義黎明》進壹步拓
展了 DC 宇宙，再到今年的《正
他說：“我試著遠 種首映式的那種看片。周末我在 Wizard
義聯盟》，超人復活霸氣回歸。
離人們的嘮刀，我有些 World Austin fan convention 和粉絲們
盡管前不久制片人查爾斯·羅
朋友說‘《正義聯盟》 壹起看，大家都很喜歡。不是說我只喜歡
文表示《超人 2》沒有劇本，同
不咋地啊’，說實話讓 享受好評，我的意思是如果人們喜歡電影
時也沒有任何關於《正義聯盟》
我有點厭煩。我不是說 裏的海王，他完全是導演紮克·施奈德的
續集的消息，但超人壹定會重返
《正義聯盟》全球上映後無論票房和
因《權力的遊戲》成名的他最近被 不尊重他們的評價，只是不想太在乎差評 功勞。他說要給海王帶來不壹樣的東西，
大銀幕。亨利·卡維爾近日在接受
口碑都不如預期（北美首周末票房真實數 “娛樂周刊”問到自己在電影中的表演時 ，不覺得太有作用，也沒啥幫助。”
而且我們全力以赴做了。”
《洛杉磯時報》采訪時也確認，
據
9384
萬美元），但扮演海王的傑森
·
莫
，並沒有套路式地說“我們是為粉絲拍的
“我已經二刷《正義聯盟》了，第二
目前《海王》獨立電影已殺青，將於
自己與華納兄弟和 DC 電影宇宙
瑪卻不怎麼搭理差評，而且力挺導演紮 ”，他對自己在電影中的表現很滿意，而 次看時甚至更喜歡。我和孩子們去看了第 2018 年 12 月 21 日上映，是緊接著《正義
之間還有壹部影片的合約。而卡
克·施奈德的工作。
且不在乎差評。
二遍，而且還會和大夥再看壹次，不是那 聯盟》上映的 DCEU 第六部作品。
維爾也希望，未來的超人電影基
調更為明快，更加賞心悅目。

阿加莎《尼羅河上的慘案》再登大銀幕

“快車”編劇執筆 “探長”肯尼思有望回歸

“海王”不搭理《正義聯盟》差評力挺紮導
“二刷後，我覺得這部電影更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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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爾藝術展匯聚249
巴塞爾藝術展匯聚
249間藝廊
間藝廊

呈獻現當代藝術精品
全球藝術作品的重要舞台 ─
─ 巴塞爾藝術展
巴塞爾藝術展，
， 匯聚不同國家
及地區的頂級藝廊，
及地區的頂級藝廊
， 帶來年輕新
晉藝術家以至當代大師的優秀藝
術品，
術品
， 包括雕塑
包括雕塑、
、 繪畫
繪畫、
、 裝置及
攝影。
攝影
。 第六屆巴塞爾藝術展香港
展會將於明年 3 月 29 至 31 日假香
港會展舉行，
港會展舉行
， 巴塞爾藝術展的宣
傳工作非常積極，
傳工作非常積極
， 日前已在香港
舉行新聞發佈會，
舉行新聞發佈會
， 據巴塞爾藝術
展亞洲總監黃雅君宣佈，
展亞洲總監黃雅君宣佈
， 來屆將
呈獻來自 32 個國家及地區共 249
間藝廊的藝術作品，
間藝廊的藝術作品
， 橫跨 20 世紀
初的現代時期以至最近期的當代
■來屆藝術展共有
來屆藝術展共有249
249間藝廊參展
間藝廊參展。
。

作 品 。 其 中 28 間 藝 廊 是 首 度 參
展 ， 而藝術探新
而藝術探新（
（Discoveries
Discoveries）
）

■巴塞爾藝術展的主要展區為
巴塞爾藝術展的主要展區為“
“藝廊
薈萃”。
薈萃
”。

■ 巴塞爾藝術展的展品包含不同
領域的創作。
領域的創作
。

展區將為新晉藝術家帶來絕佳平
台。
文：焯羚

2018年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
吸引 249 間藝廊帶來藝術作

品參加，有 28 間更是首度參展，當中來
自包括北京、上海、台北等亞洲地區的
有 14 間，其餘 14 間來自美洲及歐洲。香
港有 24 間藝廊將繼續在本次展會中參與
展出。據了解，全球藝廊都可申請參加
巴塞爾藝術展，藝廊報名後由來自世界
知名藝廊的菁英代表組成的“巴塞爾藝
術展香港展會的評審委員會”評核，認
為合資格後就可參加。

亞太區14間藝廊首參展
藝術展會分為“藝廊薈萃”、“亞
洲視野”、“藝術探新”等專區，主要
展區“藝廊薈萃”雲集 196 家藝廊，將
展出油畫、雕塑、繪畫、裝置藝術、攝
影、錄像及限量印刷作品等。
“亞洲視野”展區將為 28 家在亞太
地區擁有展覽空間的藝廊提供平台，作
個展、雙人展、獨有的歷史材料及精彩
主題式展覽。28 間藝廊帶來的個展或雙
人展、獨有的歷史材料及精彩主題式展
覽，14 間來自亞洲及亞太地區的首度參
展藝廊包括在台北及北京設有展覽空間

余綺平

■展區

的亞洲藝術中心，以及來自上海的膠囊
上海、東畫廊及沒頂畫廊等。
展區呈獻來自亞洲及亞太地區重要
藝術家的作品，藉此闡明亞洲藝術歷
史。項目包括由亞洲藝術中心呈獻的重
大歷史性展覽，展出冷戰時期台灣現代
藝術先鋒人物朱為白（生於 1929 年）及
馮鐘睿（生於 1934 年）的作品；Bank 將
呈獻中國藝術家徐冰（生於 1955 年）的
項目《碎玉集》，由文化大革命到隨後
的改革開放期間創作的袖珍木雕組成；
Gow Langsford Gallery 將呈獻新西蘭藝
術家 Colin McCahon（生於 1919 年，歿
於 1987 年）的重要戰後作品精選，藝術
家將自己一生的藝術創作投入到探索土
地與靈性、生命與死亡之間的關係，以
及 1970 年代本土毛利人與新西蘭白人移
民之間的政治問題；日本藝術家長島有
里枝（生於 1973 年）將呈獻藝術家家庭
成員的裸體舊照片，探尋其女性身份，
由 Maho Kubota Gallery 展 出 。 Sakshi
Gallery 將呈獻印度藝術家 Vivek Vilasini
（ 生 於 1964 年 ） 創 作 的 項 目 《City Fifth Investigation》，其中包括 31 張曝
光於新德里的塵土與空氣污染下的米

■巴塞爾藝術展的展區充滿特色
巴塞爾藝術展的展區充滿特色((圖為
去年盛況))。
去年盛況
紙，探討當前世代造成的氣候變化及污
染問題；韓國藝術家 Anna Han（生於
1982 年）名為《SKIN》的場域特定裝置
藝術，包含了一系列油畫與裝置作品，
探索時間與空間的主題，由 Gallery Baton 展出；世界畫廊將呈獻台灣藝術家吳
季璁（生於 1981 年）個人作品展，展出
兩件場域特定裝置藝術，以及一件專為
此次展會創作的大型氰化物拼貼畫；Zilberman Gallery 將呈獻巴基斯坦藝術家
Aisha Khalid（生於 1972 年）伊斯蘭風
格的幾何圖案，探究巴基斯坦人的性別
與家庭議題。

為新晉藝術家提供空間
藝術探新展區將呈獻由新晉藝術家
帶來的個展。在今年 25 間參展藝廊中，
精彩項目包括 Timur Si-Qin（生於 1984
年）的虛擬實境裝置藝術作品《Depolarization》，引導觀眾進入虛擬的自然環
境中，追求與真相、認識論，以及氣候
變化等問題建立精神聯繫，由 Societe 展

■ 巴塞爾藝術展亞洲總監黃雅君
在新聞發佈會上發言。
在新聞發佈會上發言
。
出；哥倫比亞藝術家 Carlos Motta（生
於 1978 年）的雕塑及攝影作品，將挑戰
我們對自然與非自然先入為主的概念，
由 mor charpentier 展出；香港藝術家黃
榮法（生於 1984 年）將亞洲當代藝術空
間的展位變成一件充滿語義的裝置作
品，通過閃爍的霓虹文字以及比例荒謬
的廉價鍍金腕錶，繼續他一直以來探索
時間不受約束的特性；ROH Projects 將
呈 獻 印 尼 藝 術 家 Faisal Habibi （ 生 於
1984 年）的作品，對雕塑、油畫及藝術
本 身 之 間 的 區 分 提 出 詰 問 ； Various
Small Fires 將 呈 獻 美 國 藝 術 家 Jessie
Homer French（生於 1940 年）的畫作，
展出的油畫作品受藝術家的鄉村生活啟
發，描繪了在充滿寓意的農業環境下的
西方植物與動物；Ali Kazim（生於 1979
年）的沉浸式裝置藝術受到藝術家家鄉
拉合爾（Lahore）的啟發，與當前巴基
斯坦政治局勢產生共鳴，由 Jhaveri Contemporary 展 出 ； 藝 術 家 雙 人 組 合
“Pors & Rao”將於 GALLERYSKE 呈

神秘的喇嘛廟

由北京或哈爾濱坐火車去莫斯科，
其中一條線路是穿越人間仙境—貝加爾
湖。俄羅斯人驕傲地說，貝加爾湖是上
帝撒落人間的一顆珍珠；那麼，湖區附
近一座神秘的喇嘛廟，就像配襯珍珠的
鮮艷飾物。
七彩奪目的伊鮑爾金斯基喇嘛廟
（Ivolginsky Datsan） ， 是 1946 年 建 成
的西藏藏傳佛教寺院，位於烏蘭烏德
（Ulan-Ude）市 30 公里外的城北山頂，
屬於俄國喇嘛教總寺院，每年吸引數以
百萬計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信徒和朝
拜者參觀。
中國近年流行旅遊貝加爾湖，參觀
伊鮑爾金斯基喇嘛廟屬首選之地；可是
翻閱網上資料，有關此寺廟的中文訊息
甚少。剛好最近俄羅斯向西方國家宣傳

旅遊景點，掩蓋着伊鮑爾金斯基喇嘛廟
的神秘面紗，終於被揭開。
烏蘭烏德市是布里亞特共和國
（Buryatia）首府，當地原居民本來信奉
傳統的薩滿教。17 世紀中，居住外貝加
爾湖山區的西藏和蒙古的喇嘛遷居至布
里亞特，排擠了薩滿教，建立藏傳佛教
寺院。
1764 年俄國卡特琳娜女皇頒令，賜
予貝加爾山區喇嘛寺廟的主持封號，承
認他們是佛教領袖。自此，布里亞特大
興土木建造寺廟，開辦喇嘛教最高學
府，成為俄國藏傳佛教中心。
蘇聯十月革命前，全國喇嘛寺廟共
有 150 座，其中布里亞特已佔 45 座，有
喇嘛逾 6,000 人；他們再被劃分為喇嘛教
士、喇嘛占卜師和醫師。由此可見，當

地的藏傳佛教在俄國佔着重要位置。
但到了上世紀 30 年代，蘇共實行極
左路線，拆毀或關閉寺院，喇嘛被迫還
俗，布里亞特首當其衝受到迫害。1941
年蘇聯衛國戰開始，為了團結人民一致
對敵，蘇共對宗教採取了較寬容政策。
而伊鮑爾金斯基喇嘛廟就在 1946 年落
成。
伊鮑爾金斯基寺廟最著名、最吸引
信徒來朝拜的是，廟內供奉着高僧達沙
多喬諦吉洛夫（Dashi Dorzho Itigelov）
的屍身。1927 年高僧以蓮花打坐姿勢與
世長辭，圓寂前他吩咐僧侶，30 年後可
打開石棺驗屍。1955 年首次開棺，高僧
屍身保存完好，打坐姿勢沒變。1973 年
再開棺，高僧屍身仍沒有腐爛跡象。
到了 2002 年（高僧圓寂 75 年）第三

■“藝聚空間
藝聚空間”
”是其中一個展區
是其中一個展區。
。
獻一個數碼互動展位，繼續藝術家們對
人類自主行為的探尋。
“寶馬藝術之旅”今年將再次於藝
術探新展區的藝術家當中選出獲獎者。

講者評論家與公眾交流
其他展區還包括“策展角落”、
“藝聚空間”、“光映現場”，由世界
知名策展人精心策劃。黃雅君表示巴塞
爾藝術展將與亞洲藝術文獻庫、香港藝
術中心、1a 空間及香港全新視覺文化博
物館 M +等香港重要文化組織緊密合
作，在展會期間舉行一系列節目及活
動，希望吸引不同階層不同愛好的觀眾
前來欣賞。
沿襲往年傳統，展會亮點活動之一
“與巴塞爾藝術展對話”將邀請多位國
際知名講者及評論家與公眾面對面交
流，開展講座、小組討論、新書發佈等
活動。觀眾可以參加一系列講談活動，
與藝術家、藝廊代表及收藏家好好交
流。

■金碧輝煌的伊
鮑爾金斯基喇嘛
寺廟。
寺廟
。 網上圖片

度開棺，經過醫學專家屍體鑒定分析，
證明高僧的肌肉組織像活人一樣有活
力，皮膚有彈性，四肢靈活擺動，栩栩
如生。
僧侶決定不再埋葬高僧，改以將他
的屍體放進一副玻璃棺材裡，供信徒瞻
仰。信徒相信，高僧體內靈魂未散，他
只不過在打坐冥想而已。寺廟禁止遊客

拍攝高僧，以免閃光燈損毀他的屍身。
傳說，高僧會在深夜外遊或去騎馬。
據伊鮑爾金斯基寺廟的英文旅遊宣
傳資料介紹，寺院內種有菩提樹，環境
清幽。喇嘛還懂得治病，開處西藏藥
方。當地旅遊局提供俄語和英語導遊，
每人費用由 100 至 300 盧布，視旅行團人
數而定。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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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廚娘」去年底在糖城正式開張
吃過的人無不嘆服「確有兩把刷子！」
「 小廚娘
」 成為糖城餐館界一顆耀眼的明星
去吃過的人無不嘆服 「 確有兩把刷子 ！」
星期四

2017 年 11 月 23 日

（本報記者秦鴻鈞）在好餐廳屈指可數的糖城！
「小廚娘」的開張，為該巿的中餐館帶來新氣象。
抱著「 挑剔 」 心態去的客人，隨意點了幾道菜，無
不吃的心服口服
-----「 小廚娘 」 確有「兩把刷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去年底才在糖城地區新開幕
、粉蒸排骨、香爆牛腱子、梅菜扣肉、茄角之戀、麻辣
子」！「小廚娘」挾著在 Montrose 一帶經營川菜館
的餐館 「小廚娘 」 （Cooking Girl )在短短不到一年的 燙、涼拌吳郭魚、雙椒雞、跳水魚、彩椒牛肉丁、口味
的優勢，更雄心勃勃的要把他們獨家特色菜，推廣到
時間，就在糖城出類拔萃，成為糖城屈指可數的餐館中
蝦、水煮牛肉 /肉片等等，近期到該餐館吃飯，又新推
全美，而糖城新開張的「小廚娘」餐廳，就是他們決
一顆耀眼的明星，每至周末時間，更是餐館內外人山人
出海鮮玉子豆腐、酸豆角牛肉、剁椒全魚等新菜，道道
心在美「遍地開花」 的第一步！
海，一位難求的盛況。這是
「小廚娘
」 繼在 Mon- 菜只要嚐一口，立即舌尖一亮，好久沒吃到這麼獨特口
「小廚娘」
經典菜色甚多，最值得一提的莫過
（圖一） 為「小廚娘」(Cooking girl ) 的特色菜
trose 一帶經營川菜館成功後，再度成功的第一步，這
味的菜色， 「 小廚娘 」 羅莉手藝出眾，她作菜的層次
「 雙椒雞」。
於老闆娘羅莉最拿手的特色菜，如雙椒雞，小廚娘粉
蒸排骨，土雞湯，涼拌鯽魚……等菜。羅莉的手藝出
也是 「 小廚娘」 負責人羅莉雄心勃勃的要把他們的獨
感非旁人能及，只有真正識貨的老饕能察覺其真功夫。
色，其作出菜色味道的層次感非旁人能及，只有真正
家特色菜，推廣到全美，在全美
「 遍地開花 」 的第一
「 小廚娘 」 的開設，為糖城地區原本不多的中餐館市
識貨的老饕們能查覺其真功夫。「小廚娘」的開設，
步。
場，又打了一針強心針，糖城的居民又多了一個品嘗佳
也為糖城原本不多的中餐館巿場，又打了一針強心
「小廚娘 」 的菜色之所以受各界肯定，在於他們 肴，一飽口福的好去處。
劑，糖城的居民又多了一個品賞佳餚，一飽口福的好
選料嚴格，注重質量，儘量用
「 有機 」 食材，如牛肉
「 小廚娘」 在糖城六號公路與 University 路交口，
去處。
（ 安格斯牛肉），雞肉（走地雞），豬肉（
黑毛豬）
（
近
90 號公路 ） 地址：636 Highway 6, Suite #100
「小廚娘」在糖城六號公路與 59 交口往西行，
。
,
Sugar
Land TX 77478, 餐廳營業時間每天上午 11 時
在 90 號公路之前的六號公路上。
地
址：636
hwy
6,
suite
#100,
Sugar
Land
TX
「 小廚娘 」 的經典菜色眾多，最值得一提的莫過 至晚間 9：30 ，餐廳電話：281-242-1131
77478, 餐廳營業時間為每天上午
11 時至晚間 9：30，
於老闆娘羅莉最拿手的特色招牌菜，如：
金針菇肥牛
餐廳電話：281-242-1131
（圖二）為「小廚娘」(Cooking girl ) 的特色菜
「小廚娘粉蒸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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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位於糖城六號公路近 90 號公路
號公路，
，HEB 超市旁棟購物中心內的 「 小廚娘 」 正
門口。
門口
。
（ 圖三） 為位於糖城六號公路近 90 號公路，HEB 超市旁棟購物中心內的「 小廚娘 」 正門口。

智勝名師教學 SAT 成效高
寒冬已經漸漸離我們遠去，時至新春佳節，
智勝學院全體員工祝願各位學生和家長雞年大
吉，萬事如意。感謝大家對我們這一年的支持，
新一年也希望能與大家攜手，共同支持下一 代
的進步和成長。
很多高年級的同學都在認真準備幾個月之
後的 SAT 考試。SAT 是由美國大學委員會委
圖為 「 小廚娘 」託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定期舉辦的測驗，做
新推出的招牌菜：
新推出的招牌菜
： 海鮮玉
子豆腐。
子豆腐。
為高中生們申請美國各大學的首要參考條件之
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現在國內國外各 種
SAT 補習班層出不窮，更有一些培訓班教授各
種投機取巧的手段，提出“保證提高兩百三百
分”之類的 誤導口號，實際上對於長遠發展是
沒有任何好處的。即使通過一時沖刺得來的的
高分成績進入 大學，但沒有良好的基礎是沒辦
法適應難度更高的大學課程，
英文程度的提高非一時之功，不僅需要長
時間的不斷練習，更需要良師的指點教導。智

勝學院專門聘請了極富經驗的專業高中英文教
師 Ms. Nys 擔當我們 SAT 英文課程的教學。她
的課程形式新穎，內容豐富，在長達四個半月
的授課中用植根沃土的教法提升學生能力，讓
學生一邊紮實詞匯文法基礎，一邊提高寫作表
達能力，雙管齊下，英文成績自然不斷提高。
不少之前曾參加過智勝暑期和春季班的同學都
在她的幫助下取得了優異的
SAT 考試成績，進
剁椒全魚。
剁椒全魚
。
入了理想的大學。
英 文 如 此， 數 學 也 是 一 樣。 從 preAlgebra，Algebra1&2，geometry 一 直 到 preCalculus，Calculus；環環相扣，每一節都很重
要。智勝學院以 Mr. Lister 領頭的任課老師們都
是有著多年豐富教學經驗並熱愛教育的專業優
秀老師。秉承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運用靈活
多樣的教學手段，讓學生學得深，學得廣，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九層之臺，起於壘土，學習是一個循序漸

進的過程，需要不斷地鞏固練習。
只要有紮實的知識基礎和足夠的
試題練習再加上老師指點的一些
考試技巧，SAT 取得高分並不是
遙不可及的夢。
暑期就是個查遺補漏鞏固基
礎的大好機會。對於高年級的同
學，我們準備了英文數學科學等
酸豆角牛肉。
酸豆角牛肉
。
茄角之戀。
茄角之戀
。
各種豐富課程幫助大家全面提
高。針對小年級的同學們，則有
內容豐富有趣的全天 camp。暑期
班分為兩期，第一期從 6 月 5 號 圖（右一）為智勝學院負責人徐華博士與該校教師合影。
到 6 月 30 號，第二期從 7 月 5 號
到 8 月 1 號。有意向的家長可參閱我們的網站
辦 公 室 地 址 : 6203 Corporate Drive,
查看課程老師介紹，有問題也可來電或郵件咨 Houston, TX 77036
詢。
垂詢電話 : 713-777-1688
學 院 上 課 地 點 : KIPP College Prep, 8440
網站 :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家關註。

良好的飲食和生活習慣是享受健康和保護胃的關鍵
祝大家感恩節快樂身體健康 享受豐盛的健康美食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根據網絡上
流傳的 90 後胃的文章顯示，90 後最
大的健康危機為“日益衰落的胃”。
現在挺多的年輕人得胃病，甚至 20 多
歲的胃癌患者也偶爾會碰到浙江省。
浙江中醫院大學腫瘤研究所所長程向
東教授說：一個多月前，一做檢查，
也發現了胃裡有腫塊。小姑娘就診原
因是鎖骨周圍的淋巴結腫大，先做了
穿刺和活檢，結果為轉移性腺癌，然
後又做了全身的檢查及 PET-CT，確
診為晚期胃癌淋巴轉移，當時已沒有

辦法進行手術，專家們討論後，先給
做化療，再來考慮有沒有手術的機會
。弟弟都趕來陪護。考慮到家族遺傳
在胃癌發病中的威力，醫生便建議姐
姐和弟弟都去做了胃鏡檢查，結果兩
個人的胃裡都發現了塊。一家姐弟三
人胃裡都長出腫塊，其中二姐和三弟
還是年輕的 90 後，除了家族遺傳的因
素之外，年輕人不健康的生活習慣是
導致胃病的關鍵因素。
據了解，小姑娘老家在安徽，小
時候經濟條件不好，醃製的東西是吃

得多了，三餐不定時，晚上熬夜，吃
夜宵等壞習慣一樣樣養成，尤其是工
作了以後，更是高頻次重犯這些都是
胃病乃至胃癌發生的危險因素前日本
胃癌協會主席，胃癌診療專家笹子三
津留（sasako）教授推薦：。民眾 35
歲之後每年查一次胃鏡，如果有家族
史的，提前至 30 歲後一年查一次。雖
然做這個檢查會有點不適感，但這是
儘早發現胃內異常的最直接方式，且
一些早期的問題還可以在胃鏡下直接
解決，以免一天天耽誤下而錯過最佳

治療時機。
根據醫生診斷，以下因素可引起
胃病：1）過度工作，睡太晚，2）不
吃早餐，3）飯後立即運動，4）飯後
立即睡眠，5）吃得太飽，6）吃太 辣
的食物，7）忽視不舒服，不喜歡看
醫生。相反，保護胃的好習慣包括：
1）按時吃飯，2）適量吃飽，3）不
吸煙或不喝酒，4）每天適當的運動
，5）保持愉快的心情，6）當你不舒
服的時候去看醫生。
現在是冬天，人們需要照顧和請

注意適當的飲食來進一步保護胃: 1）
吃溫熱的食物，2）減少冷食或冰冷
飲料，3）減少冷盤，4）不要吃過熱
的食物，5）在飯前喝一杯溫水，6）
保持胃和身體溫暖。有以下幾個好的
食物來保護你的胃，如：南瓜，紅薯
，山藥，小米飯; 壞的食物包括：油
炸食品，冷海食品，太甜的食物，熏
肉和醃製食品，以及太辛辣的食物。
感恩節即將來臨，祝大家感恩節快樂
，享受健康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