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

2018 年 4 月 17 日 星期二
Tuesday, April 17, 2018

1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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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832- 833-0551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張滌生 先生
知名旅美華裔作家及攝影家
著有小說《哥兒們》《張三小傳》《在異鄉的故事》，古體詩集《蒲扇茶香集》等，
並在各地舉辦攝影個展
擔任大專校聯會及美南華文作協 4 月 22 日講座嘉賓

04.1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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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972-246-1277

李察遜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TX 75081
972-301-5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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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斯汀分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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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民眾迎接宋幹節 人象潑水大戰激烈開演

男子橫跨瑞士阿勒河走繩索引圍觀

夠刺激！！

泰國新年將至，泰國大城府民眾開始潑水節狂歡模式。今年的潑水節於 13 日開始，屆時泰國全國
將舉行為期三天的慶祝活動。泰國新年又稱宋幹節，節期 3 天，節日的主要活動有齋僧行善，沐浴
凈身，人們互相潑水祝福，敬拜長輩，放生及歌舞遊戲。

112 歲日本老人成為世界最長壽男性

頒獎現場吃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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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壹代機器人或將“與人共融”
中國如何抓機遇？
安全。實現這樣的與人共融的機器人，
人與機器人的關系就會改變，是壹種朋
友關系，可以相互理解、相互感知、相
互幫助。
王天然表示，與人共融，就是要讓
機器人把人的符號化、學習、預見、自
我調節以及邏輯推理能力與機器的精
準、力量、重復能力、作業時間、環境
耐受力結合在壹起。
通俗地講，未來工業機器人將走下
“下壹代機器人將‘與人共融’， 即機器人和人的關系發生根本轉變，由 神壇，成為生產系統中的壹個部件，實
如果能抓住這個機遇，中國將在機器人 奴仆變為夥伴。機器人技術正蘊含著突 現“即連即用”。它們將更靈活地變更
創新舞臺上扮演壹個特殊的角色。失掉 破，中國該如何抓住這個機遇？
作業，更快地編寫程序、移動和組成新
這個機會，也許會更加落後。”4 月 13
的工作單元，費用也將更加便宜。
日 ， 在 2018 國 家 機 器 人 發 展 論 壇 暨
何為“人機共融”
2018Robo Cup 機器人世界杯中國賽開幕
工廠裏，機器人在有序地抓取零
新壹代機器人並非取代人
式上，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天然說。
件，外面是高高的護欄，人只能遠遠地
有數字顯示，2016 年，全球工業機
王天然表示，現在是機器人發展的 看著，這是人們常見的情景。現在人和 器人銷量增長 16%，服務機器人銷量增
最好時期，但依然有很多不足，如工業 機器人的關系，主要是控制，如果出現 長 24%。中國成為了全球工業機器人的
機器人在船舶焊接、飛機裝配等很多方 故障，機器人“發脾氣”就很危險。
第壹大市場，工業機器人產銷量連年刷
面力所不能及，服務機器人不能真正地
“共融是人和機器人很近。”王天 新世界紀錄。
照顧、護理老人。“其根本原因在於不 然說，就是能在同壹自然空間裏工作，
因此，壹些人擔憂，機器人如此聰
能和人融合在壹起。”王天然說。
能夠緊密地協調，能夠自主地提高自己 明，會取代人的勞動，從而統治人。事
未來機器人將實現“人機共融”， 的技能，能夠自然地交互，同時要保證 實真的如此嗎？

“新壹代機器人並非是簡單地取代
人，而是要響應環境、要靈活、要與人
合作。”王天然說。
對此，“工業4.0之父”沃爾夫岡· 瓦
爾斯特曾指出，人工智能是工業 4.0 的驅
動力，很多人認為工業 4.0 就是無人化生
產，事實是即使在未來十年裏，其要實現
的也不是無人生產，而是組合性的生產。
確實，菲尼克斯電氣中國公司杜品
聖博士表示，人工智能是按照人的功
能，如模擬人的眼睛、耳朵、大腦等機
能進行開發研究，從而助力制造業發
展。“並非此前人們擔心的機器換人、
工廠無人、智能造人，而是機器助人、
工廠要人、智能學人。”
機器人精度、柔順性亟待突破
足球場上，壹個機器人摔倒了，兩
條腿弓著，腰使勁往上仰，企圖爬起
來 ，感覺像兩三歲的孩子摔倒壹樣。
“好費勁啊，還能這樣站起來。”邊上
有小朋友說，這是記者在開幕式上看到
的情景。
“這就說明機器人的柔順性還不

夠，其關節不像人的關節那樣靈活，人手
壹個簡單的撐地動作，對機器人都是極大
的考驗。”中國工程院院士鄭南寧說。
確實，在中科院自動化所研究員喬
紅看來，目前，高精度是機器人需要突
破的關鍵技術之壹，很多工業級裝備標
準已經將誤差控制在 0.02—0.04 毫米內，
但在壹些要求極高的操作中，精度仍然
不夠。為此，喬紅提出“環境吸引域”
的概念，將機器人的系統映射到另外壹
個空間，約束對系統形成了廣泛存在的
“吸引域”，利用存在條件以及相應的
依賴吸引域實現高精度計算。
“再就是高柔順性。”喬紅說，由
於柔順性操作沒有解決，我國 3C 制造業
(計算機制造、通信設備制造和其他電子
設備制造業)2016 年收入達 9.84 萬億元，
仍以女工裝配為主；2017 年 3C 行業機器
人密度僅為 11 臺/萬人。
因此，喬紅認為，未來的機器人應
具備速度更快、精度更高、強度更大、
可靠性更強、安全性更好、人機更融合
等特點，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心靈手
巧”，中國壹定要抓住這個機遇。

實物消費升級 消費成中國經濟平穩運行“壓艙石”
今年以來，我國居民消費保持了平穩較快增長
態勢，實物商品消費提檔升級，服務消費培育壯
大，消費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消費對經濟發展
的基礎性作用進壹步增強，成為經濟平穩運行的
“壓艙石”。前 2 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61082
億元，增長9.7%，比去年同期提高0.2個百分點。

信息消費發展勢頭良好。網絡提速降費點燃居
民信息消費熱情。截至 2 月底，我國移動互聯網用
戶總數達 12.8 億戶，累計流量達到 68.9 億 G，分別
增長 14.8%和 186%；4G 用戶達到 10.3 億戶，占移動
電話用戶總數的 71.6%，前 2 個月凈增 3555 萬戶。
消費升級類商品銷售快速增長。居民個性化多
樣化消費需求不斷擴大，帶動相關商品銷售持續增
長。前 2 個月，化妝品、家用電器、服裝類等商品
銷售分別增長 12.5%、9.2%和 7.7%，同比加快 1.9
個、3.6 個和 1.6 個百分點，通訊器材類商品銷售
增長 10.7%，繼續保持兩位數增長，智能馬桶蓋、
按摩椅、滾筒洗衣機等智能節能產品銷售實現較快
增長。

日期間，全國共接待遊客 3.86 億人次，實現旅遊收
入 4750 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12.1%、12.6%；清明節
假日期間，全國共接待國內遊客總人數 1.01 億人次
，實現旅遊收入 421 億元，分別增長 8.3%、8%。
文化消費延續較快增長勢頭。影片質量提升推
動 票房 高速 增長 。 壹 季度 全國 電影 總票 房達 到
202.2 億元，同比增長 39.8%，首次突破 200 億元，
刷新了電影史上單季度國家電影市場紀錄。其中，
國產電影票房 150 億元，增長 93.2%，占總票房的
比例由去年同期的 53.7%大幅提高至 74.2%，繼續占
據市場主導地位。

實物商品消費升級趨勢明顯
汽車消費升級步伐加快。前 2 個月，汽車類商
品銷售增長 9.7%，同比提高 10.7 個百分點，拉高社
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約 1.1 個百分點，是社會消
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加快的主要因素。
其中，代表汽車消費升級方向的運動型多用途
消費新業態新模式發展勢頭猛
乘用車(SUV)、新能源汽車增勢強勁。前 2 個月，
線上線下加速融合。“互聯網+”與更多傳統
SUV 銷量達到 173.4 萬輛，增長 11.6%，占汽車整體
服務消費規模持續擴大
消費領域加速滲透融合，網上購物、網上訂餐等新
銷量的比重達到 38.3%，比去年同期提升 3.5 個百分
節假日旅遊市場旺盛。大眾出遊熱情持續高漲， 興消費業態發展勢頭強勁。前 2 個月，全國實物商
點；新能源汽車銷量 7.5 萬輛，增長 200%。
全域旅遊、自駕遊、鄉村遊成為旅遊熱點。春節假 品網上零售額達 9073 億元，增長 35.6%，同比加快

10.1 個百分點，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達到
14.9%，比去年同期提升 3.8 個百分點；全國快遞服
務企業業務量累計完成 59.7 億件，增長 31.2%。
電商推動農村消費規模穩步擴大。物流、電
信、交通等農村消費基礎設施進壹步完善，電子商
務不斷向廣大農村地區延伸覆蓋，促進農村居民消
費潛力持續釋放。前 2 個月，鄉村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 9036 億元，增長 10.7%，快於城鎮增速 1.1 個百
分點，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達到 14.8%，
比去年同期提升 0.1 個百分點。
國家發展改革委國民經濟綜合司負責人表
示，將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積極順
應把握居民消費升級大趨勢，持續推進“十大擴
消費行動”，大力促進旅遊、文化、體育、健康、
養老、教育培訓等幸福產業服務消費提質擴容，
在推動消費轉型升級的同時，進壹步發揮消費的
拉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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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最缺失的教育是什么？

梁啟超教育孩子的 10 句話

教育
因为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使
得孩子很少或几乎没有受到过挫
折 ，这就使得这些孩子在走向社会
的时候，往往经受不了挫折，特别
是当学习或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就
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自残、甚至
自杀事件。
根本的原因就是小孩就应该让
他从小就不断地接受挫折教育，增
强他的抗压能力，从根本上纠正当
前的孩子怕苦、怕累、不怕死的现
象。

六、现在的孩子缺少必
要的惩戒教育
我们先来回答几个问题：
01. 我们为什么生孩子？
02. 做为父母我们需要一个什么
样的孩子？
03. 我们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教
育？也就是对孩子最重要的教育是
什么？或者说教育的核心是什么？
04. 目前孩子最缺失的教育是什
么？

么 ，很多应该是他们自己做的事，
都由家长代劳了。
所以现在的孩子都缺少自律。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前几年的时候，
中日儿童的夏令营活动，中国孩子
垃圾扔的满地都是，而日本孩子都
把生活用品收拾干净。这是教育的
结果，也是目前我国教育的悲哀。

现在一谈到理想教育，就好像
是说教似的，给人一种虚无的感
觉 。但理想教育还是必须的，人们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只凭兴
趣那种热情是有限的。
只有孩子树立起了远大的理
想 ， 当 他决定为某件事情而奋斗一
生的时候，这种动力才是强大的，
永恒的。如果一个人只凭兴趣，那
种动力对于他来说，绝不是永恒
的 ， 因为人的兴趣是可以不断的转
移的，所以产生的动力只能是在某
一阶段的，而不是永久的。只有树
立了远大的理想，才能让这种动力
永恒。所以远大的理想教育还是必
须的。

小公主。几乎什么都是他们说了
算 ， 他 们不知道什么是敬畏、不知
道什么叫尊重。
这样的例子在我们日常生活就
很多的，整个家庭的一切都是围绕
七、现在孩子缺少的责
着孩子这个中心的。所以现在的孩
子有的甚至连生命都不敬畏，都不 任感教育
尊重，那怎么能让他们去敬畏这个
现在很多孩子对任何事都没有
世界、敬畏人生、尊重他人、尊重 责任感，原因就在于家庭教育的过
社会呢？
程中，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应该负的
四、现在的孩子缺少的 责任是什么，因为家庭中的一切，
责任都在家长身上，很少有家长会
感恩教育
因 为 家 庭 中 是 以 孩 子 为 中 心 告诉孩子，在家庭中他应该负什么
的 ， 所 以他们认为别人为他做什么 责任，他应该做什么。
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就是推卸
都是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所以现
责任，举个很小的例子吧，某位家
在的孩子没有几个懂得感恩的。他
们不懂得感恩父母、感恩社会、感 长看孩子的时候，在墙角碰了一下，
家长这时的做法很多都是去打墙，
恩世界。
成年后到了社会上他们也认为别 说是墙的不对，来哄孩子，这就是
人为他付出是应该，他自己就应该得 最典型的推卸责任。而在现在的家
到。这种孩子中心的做法，培养出的 庭，更多的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而
是自私的小皇帝和小公主。那他们以 不告诉孩子应该负有什么责任，像
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将来在社会
后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感恩。
上能真正地负起社会的责任吗？

三、现在的孩子缺少尊
最缺失的七大教育
重教育
一、现在的孩子缺少
要让孩子知道敬畏、知道尊
重
。
现 在的孩子在家就是小皇帝、
远大的理想教育

二、现在的孩子缺少
的自律教育
在很多家庭中，往往都会认为
孩子太小了，不要太多的要求他，
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孩子缺少了
自律的意识，孩子们往往不知道该
不该是自己做的事，这不怪孩子，
因为家长从没有要求孩子去做什

惩戒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的手
段 ， 在 古今中外都有过的，也是留
传最久的，被很多人所推崇的一种
教育。但近些年了，这种教育的弊
端也显露的不少，虽然它存在着许
多的弊端，但惩戒教育是教育过程
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教育方式。
相信很多的运动员都经历过
的 ， 包括很多的演员，在学习过程
中，某些的动作不论怎么的纠正就
纠正不过来，但在动作的过程，特
别是在错的地方只要给他一定的刺
激，他下次就会纠正过来。所以，
现在必要的惩戒教育也是完全正常
的。很多东西单纯靠赞扬、欣赏的
得不到的。但这观点可能与现行的
教育方针不相符，所以慎用啊。

五、现在孩子缺少挫折

美食天堂 舌尖上的香港
香港是美食的天堂，最传
统的粤菜得以完整传承。香港
大排挡，仍 延 续 着 当 年 市 井
美 食 的 亲 切 平 实 。 猪肠粉、
鱼蛋、碗仔翅、鸡蛋仔、煎酿
三宝等都是具有香港特色的街
头美食，虽然这些食物与“绝
迹”二字尚有一大段距离，但
早年与它们相伴而生的木头车
却早已形迹罕见。香港传统小
吃占据的第一把交椅从未松动
过，人们与鱼蛋、鸡蛋仔、牛
杂、粥粉面建立起来的亲密关
系不是几个“新欢”可以“挑
拨”的。一起来看看小编推荐
的去香港必吃美食吧.......
云吞面是香港特色美食之
一，也是香港饮食文化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份。云吞面是在五
十年代香港经济最低潮时兴起
的,至今天,车仔面和云吞面依然
甚得人心,而价格方面则有贵有
平。不过这些小贩式经营己成
为历史陈迹。
煎酿三宝是广东、香港和
澳门地区的常见街头小吃。这
种小吃通常 都 让 顾 客 以 “ 三
件 五 元 ” 的 价 钱 ， 从一堆煎
酿食物里挑选三件。不过，这
三件通常以茄子、青椒和豆腐
这三种食品最受欢迎。青椒、
茄子及冬菇酿入素鱼肉，口感
不俗。
牛杂，香料和南乳餚出美
味的牛 杂 ， 亦 盛 载 著 香 港 人
的 集 体 回 忆 。 辣 牛 杂 汤 HK

$108 以牛肠、牛血、牛杂等熬
煮而成，辣度直教人标汗，用
来解酒最适合不过。
肠粉是一种使用米作成的
中国广东小吃，因其薄皮成猪
肠状，所以叫肠粉，或简称拉
肠。由广州西关泮塘荷仙馆创
制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肠粉
传统以碎肉、鱼片、鲜虾仁、
鸡蛋等为馅。也是广州、香港
酒楼常见的点心，一般常见的
以鲜虾肠粉、牛肉肠粉和叉烧
肠粉为主。 以红米浆做皮的红
米罗汉斋肠粉(前)，很软滑。
萝卜丝酥饼(后)则香口松化。
烧鹅闻名世界的镛记酒
家，拥有五十几年的历史，曾
经被美国具权威的财经刊物幸
福 杂 志 (Fortune Magazine) 评 选
为世界 15 家最佳餐厅之一，也
是该杂志唯一选入的一家中式
餐厅。以烧鹅闻名海内外的镛
记，每天卖二百只烧鹅，坐落
在中环的威灵顿街，与兰桂芳
近在咫尺。我到访时是星期五
晚上，又在六时左右入座，所
以不用等待。听说镛记在假日
时，客人要等一至两小时才有
机会入座，是外国饕客到香港
必尝的美食餐厅。 新会古井烧
鹅 HK $68/例 、 HK $198/半 只 、
HK$388/全 只 以 荔 枝 木 烟 熏 ，
逼出多余油分，肉质更香嫩。
芙蓉流沙包王牌流沙包，
咬开即流出以鸡蛋、鸭蛋黄造
成的流沙馅，香喷惹味。

萝卜糕腊味萝卜糕，足
料炮制，蘸点辣椒酱或自家
制辣油都对味。
港式烧卖鱼肉烧卖王，香
港传统小吃之一。以鱼肉作馅
制成的烧卖。特点是入口特别
弹牙，豉油汁香甜。海龙王烧
卖以虾胶、虾肉和鳄鱼肉等制
成，弹牙美味。
车仔面车仔面出现在
1950 年代，是香港市民生活水
平较低的年代。国内难民涌来
香 港 ， 谋 生 困 难 ， 香港街头
涌现了流动摊贩，最多便是搭
起车仔面档摆卖咖喱鱼蛋和车
仔面一类熟食。贩卖车仔面的
木头车中放置金属造的“煮食
格”，分别装有汤汁、面条和
配料，配料通常有鱼蛋、牛丸
、猪皮、猪红、萝卜等平价菜
色。顾客可为面条自由选择配
料，通常十多块钱就可饱吃一
顿。三餸车仔面肠粉逐项计算
鸡翼尖可口，猪皮则吸满卤水
汁，与肠粉最夹。
西多士香港茶餐厅小食之
一，传说由从法国传入，香港
惯称为「西多士」，简称「西
多」，全名「法兰西多士」。
这种由法兰西多士传来的小吃
，来到香港有两个版本，一个
是以咖酱做馅，蘸满蛋浆炸香
，再拌牛油食。另一个则是无
馅多士，蘸蛋炸后跟牛油炼
奶同吃。法式西多士配香草雪
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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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至于将来能否大成，
大成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
以天才为之分限。我平生最
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
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
就如何，现在想它作甚?着
急它作甚?一面不可骄盈自
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
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
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
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
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
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
应用我这点精神。”
——1927 年 2 月 6 日 感
言：梁启超用曾国藩名言教
育孩子，“莫问收获，但问
耕耘。”这句话意在说明，
我们做事，不能只想着回
报、酬劳，更要想着把事情
做好，耕耘好自己的一片天
地，自然会有好的结果。
2 不要填鸭式的教育
“学习不必太求猛进，
像装罐头样子，塞得越多越
急，不见得便会受益。”感
言：梁启超反对填鸭式的教
育，他在书信中说的最多的
是安慰、劝解的话，很少给
孩子们提出什么具体的学习
的目标。与子女做朋友“我
晚上在院子里徘徊，对着月
亮想你们，也在这里唱起
来，你们听见没有?”
感言：100 年前的中国
是什么模样，怕难于想象，
从那些旧照片中我们看到的
是长辫子、三寸金莲、长袍
马褂和那无一例外的呆滞的
眼神。而此时的梁启超在给
儿女的信中称呼自己的孩子
“宝贝”、“baby”，梁启
超教育孩子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与孩子们做朋友。梁先
生给儿女们的信比孩子给他
的信多很多，作为父亲，亲
自给孩子们写信，亲自与孩
子们交谈，与他们谈学习，
交友，恋爱，生活，政事等
等，梁先生将每一件事娓娓
道来，没有家长作风，又与
今日的家长拉开多大差距。
3 做家长要有趣味，养
出的孩子才能有趣味

“能做成一部“审美的”
游记也算得中国空前的著述。
况且你们是蜜月快游，可以
把许多温馨芳洁的爱感，进
溢在字里行间，用点心去做，
可以极有价值的作品。”
—— 1928年 5月 24日，
致梁思成、林徽因感言：梁
思成与林徽因结婚后，去欧
洲度蜜月。他们的蜜月之旅
浪漫而温馨，他们每去一个
地方，都是有目的考察。欧
洲的经典建筑，让他们体会
到了建筑艺术的博大精深，
这是一次空间的穿越，更是
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游
历。这种结婚旅行，比当下
单纯为了新奇和时尚的观光
旅游更有意义。梁启超书心
里指导他们写游记。
4 做人要有几分“孩子
气”我说你“别耍孩子气”。
这是叫你对于正事——
如做功课，以及料理自己本
身各事等——自己要拿主意，
不要依赖人。至于做人带几
分孩子气，原是好的。你看
爹爹有时还“有童心”呢。
——1925 年 7 月 10 日
《致孩子们》感言：梁启超
说有两种孩子气，一种是任
性、耍小孩子脾气;另一种就
是我们说的童心童趣。
5 做学问总要“猛火熬”
和“慢火炖”交替循环
“凡做学问总要‘猛火
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
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
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
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
你已经熬过三年了，思成你
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
用火炖的功夫。”
——1927 年 8 月 29 致孩
子们感言：猛火熬和慢火
炖，就是要我们处理好学习
知识和消化知识的关系。
6 做官不是安身立命之
所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
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
之所。
——1916 年 10 月 11 日
致梁思顺感言：每个家长都
有很多自己悟到的人生经验
传给自己孩子，梁启超再给

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说，做官
容易让自己的人格受损，容
易让人养成懒惰和巧滑，不
是能够安身立命的领域。梁
启超应该很不愿意自己的孩
子做官吧。
尽责尽力，就是第一等
人物
“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
要在自己的责任内，尽自己力
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 1923 年 11 月 5 日
《致梁思顺》感言：梁启超
教育孩子，尽职尽责就是第
一等人物，这个标准看起来
很简单，其实是非常高的要
求。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
孩子能够干大事、创大业，
其实人首先要做的就是承担
起自己的责任。一个不懂得
承担责任的人，即便做成大
事，也会很快失败。我对于
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庄庄今
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
要紧，千万别要着急，因为
他本勉强进大学。你们兄妹
各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
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却是
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
倒令我不放心了。
—— 1928 年 5 月 13 日
《致梁思顺》感言：当女儿
梁思庄刚到国外学习，一时
无法适应，梁启超在信中写
道：“至于未能立进大学，
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
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
厚越好。” 可见梁启超关
注的是孩子的基础是否牢
固，而所谓的成绩和分数，
不过是表面的东西。通达、
健强的人生观，是保持乐观
的要 诀 我 有 极 通 达 、 极 健
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
何种境遇，常常是乐观的。
——1928 年 5 月 13 日
《致梁思顺》

聽霍爺說傳統與好吃之間的
北京烤鴨

八大菜系里没有京菜这一
说，大多数北京传统菜都源于鲁
菜，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融入北
京人的口味特点——传统技艺与
当代口味的不断碰撞和融合，是
美食得以沿袭发展的基础。如
今，提到北京美食，人们第一时
间想到的大菜，恐怕非烤鸭莫属
了……
霍爷
聊起烤鸭北京吃主儿都能说
得 头 头 是 道 —— 烤 鸭 的 雏 形 是
“南京片皮鸭”，因为明成祖朱
棣迁都，让烤鸭在北京风靡一
时，成为宫廷美食的代表，之后
流传于民间，广受欢迎至今。霍
爷，用北京话说就是“吃主
儿 ” ——不仅爱吃，而且懂吃，
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也不含
糊 …… 尤 其 是 对 地 道 的 北 京 美
食，更是有浓浓的家乡情结！说
起烤鸭，霍爷算是一个喜欢传统
派的人，但又不排斥一些好的提
升和改变：“中国烹饪，讲究的
就是过程——事无巨细，兢兢业
业！严格来讲，这是中国饮食文
化的礼仪所在！”所以，霍爷认
为，在遵循传统烹饪过程细节的
基础上，一切能够适应当下人口
味需求的改变和提升，都值得探
讨和研究。
宵云苑北京烤鸭
就拿烤鸭来说，从焖炉到挂
炉，从便宜坊到全聚德，从明朝
到清朝，其实都是一个变化提升
的过程，而无论如何变化，都是
为了在口味上变得更好，更适合
当下人的需求！从烤鸭诞生，再
到今天我们能在北京吃到的各家
餐厅独具自家特色的烤鸭，凝聚
的也都是烤鸭师傅们从传统中一
点一滴积累下来，再融入新思维
的成果……

选鸭子：填鸭周期是决定肉
质的关键
众所周知，专业的北京烤鸭
都会选用“填鸭”。所谓填鸭，
就是用填喂的方法饲养的鸭子，
但如何将鸭子养成最适合烤鸭的
鸭，才是餐厅在选材过程中最值
得探究所在。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凯旋餐厅
从初建就一直与一家鸭场合作，
鸭子品种经过多年的培育改良，
用的则是最传统的填鸭喂养方
式 ， 35 天喂养，加上半个月左
右 的 填 鸭 ， 整 个 50 天 的 饲 养 周
期 ， 从而保证鸭子肉质鲜嫩不
柴。在传统意义上，一般 20 多天
的烤鸭是最顶级的，因为鲜嫩、
入口即化，但是现代人的口味更
多样化，对于肉质也有不同的诉
求，为了一碗水端平，也出于成
本方面的考量，现在一般选用 35
至 50 天的鸭子。
选鸭子
羲和雅苑烤鸭坊在雁栖湖有
自己的鸭场，除了按照传统饲养
的方式，分四期，每期 10 天的饲
养烤鸭之外，最重要的是雁栖湖
有条件实现散养，除了饲料喂
养，无污染的小鱼小虾也会是鸭
子的“零食”，这种天然的“饲
料”供给鸭子更全面的营养，自
然就长得更加肥美。
烤鸭子：精准判断火候需要
磨练四五年
烤鸭分焖炉与挂炉两大派系。
从传统的角度来讲，焖炉的技术
更难一点，老一辈的师傅关上炉
门就不开了，鸭子熟到什么程度
全凭经验判断， “到了火候一开
炉，准成！”发展至今，能做到
这一点的师傅已经所剩无几了。
烤炉
挂炉烤鸭，传统中沿袭下来
的讲究，是用枣木烤，这一传统
沿袭至今，因为枣木木质坚硬，
少烟，更有一种天然的香气能够
浸入鸭子的皮肉。 “发展至今，
我们又不得不考虑到木料的问
题、环保的问题……”其实这点，
不仅是霍爷，也是现在大多数烤
鸭师傅不得不关注和适时做出改

良的环节。 “有时，不必过分强
调木料产生的影响，重要的是烤
鸭过程，保证风格和味道。”
北京长安街 W 酒店艳 YEN 餐
厅，采用正是自己设计改良的环
保烤炉，炉子里面模仿旧式烤
炉，一侧烧明火，再用少量的枣
木烘出香味，火候则直接由电子
掌控，可以保证烤鸭要求的精准
度。把握烤鸭火候的精准度，是
考验一个烤鸭师傅技艺的重要指
标，在健壹公馆的后厨，成师傅
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烤鸭火
候课”。烤鸭炉子在后厨的一小
间房里，每次开火门是关上的，
烤到一半，门已经是烫的了，整
个烤鸭厨房就像一个大烤箱一样
闷热，师傅们每天要在这样的环
境下工作几个小时。
烤鸭子
火点上，成师傅要迅速将鸭
子挂入炉中，这一下就见了几年
的功力——鸭子要穿过明火进入
炉子，皮不能燎焦，要控制鸭子
之间的距离。炉子里面有前后两
个挂鸭子的杠子，为的是在烤鸭
过程中，通过不断调整位置，来
调整火候。 “新手学徒把鸭子碰
掉也 是 常 有 的 事 。 ” 成 师 傅 笑
道 ， “一个烤鸭师傅至少要四
五年时间，才能做到通过炉内光
线和鸭身色泽的微弱变化，来判
断火候，并且能精准地通过移动
木头来调整火候……”老辈子烤
鸭师傅，在翻动鸭子的时候是有
步法和身段的，成师傅说现在他
们倒不必讲究到如此地步，但关
系到烤鸭色泽、饱满度和口感味
道的步骤则一点都不能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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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魔
“救濟”
降班瞻 藍月亮提早五輪登基
遙遙領放 奪冠無風浪

曼聯在聯賽爭標無望，前四位置也無太大危機，進入賽季尾段除了足總盃外已無
欲無求。15 日晚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紅魔”主場甚至為榜尾的“降班膽”西布
朗送上 3 分，保送同城死敵曼城提早 5 場鎖定冠軍。這亦是上季四大皆空的“藍月兵
團”自 2013/14 球季以來的首個英超王者頭銜，同時今季還創下了多個紀錄。紅魔領
隊摩連奴強調，曼城奪冠非因曼聯輸波，而是他們分數最多，表現實至名歸。
迪奧拿一洗上季無冠頹風，今季以締造多項紀錄的姿態強勢封王，重奪失落3個球
哥季的英超錦標，成就聯賽及聯賽盃雙料冠軍。最強紀錄有去年
8 月到 12 月底的 18

連勝，打破了阿仙奴 2002 年跨季 14 連捷及車路士上屆單季 13 連勝的英超最長贏波紀
錄。首循環 19 場 18 勝 1 和積 55 分早早奠下冠軍基礎，成為英超史上上半季最高分的
球隊。另外，2017年聯賽共入101球，以2.66個入波創下英超單年場均入球紀錄。
曼城在14日晚作客力克熱刺3：1，只需下周戰勝史雲斯或曼聯本周輸給西布朗情
況下，便可正式登基。外界都不認為紅魔會主場輸給榜尾的西布朗，豈料他們取得
逾六成控球時間下卻無法打破僵局，反遭對方於73分鐘利用一次角球攻勢，
尼曼查馬迪頭槌未能清脆解圍，積洛迪古斯把握機會衝頂破網。

■首循環對車路士
首循環對車路士，
，基爾獲加
(右)成功盯防夏薩特
成功盯防夏薩特。
。 法新社
曼城今季首循環 19 場已確立起 12 分
優勢，球隊全季狀態未見大上大落，爭標
征途亦無大風浪，以下有幾場賽事則不得
不提。
第 3 輪曼城憑史達寧臨尾絕殺般尼
茅夫 2：1，隨之展開 18 連勝強勢，包
括第 4 輪加比爾捷西斯及辛尼各自起孖
血洗利物浦 5：0，第 7 輪憑奇雲迪布尼
奠勝作客贏衛冕的車路士 1：0，第 11
輪主場力克阿仙奴 3：1、第 16 輪打吡
戰憑奧達文迪下半場建功作客挫曼聯
2：1。再於次循環分別以 3：0、
1：0 及 3：1 完成今季對阿仙奴、
車路士及熱刺的雙殺。多番擊敗
同級勁敵，就如摩帥所言，曼城
奪標可謂實至名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摩佬祝賀宿敵：成功非因己隊輸
曼聯爆冷以 0：1 輸給西布朗，全失 3
分後讓曼城確立 16 分榜首優勢，由於最
後 5 輪最多只能多取 15 分，這場冷門賽
果亦等同宣佈曼城正式鎖定冠軍。藍月
由此亦追平了曼聯於 2000/01 球季締
造之最快贏得英超的紀錄。摩連奴卻
希望大家對曼城“公道些”，“我贏
過 8 次聯賽冠軍，如果有人說我是因
為別人輸波才得以封王的話，我會不
開心。曼城奪冠是因為他們積分最
多，他們不斷贏，全季只曾兩敗，說
他們成功是因為我們輸對他們並不公
道。”
“曼城配得上讚賞，因為他們是英
超最好的球隊。”“摩佬”大方祝賀同
市宿敵，同時批評“魔兵”的表現，
“我們擊敗曼城後很多人得意忘形了，可
看到球員在兩場比賽態度的不同，我們受
罰是有理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曼城的強勁火力
曼城的強勁火力，
，實在有賴奇
雲迪布尼((左)跟利萊辛尼
雲迪布尼
跟利萊辛尼((右)等好
波之人有出色發揮。
波之人有出色發揮
。
路透社

攻強守穩
三線皆有功

■ 相隔 4 年 ， 藍月隊
長高柏尼會再次以隊
長身份率軍捧起英超
冠軍獎盃。
冠軍獎盃
。 資料圖片

■曼城主場 16 日已換
上冠軍海報。
上冠軍海報
。 法新社

足總董事會討論賭本地波合法化
身處亞冠盃 E 組、出
期待驚喜線無望的港超球隊傑志，
會作客韓國硬拚全北汽車。雖然是例行
公事，但中場華杜斯仍希望為支持傑志
的球迷帶來“驚喜”。
傑志提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香港足球總會 16 日午召開董
事會，討論高度機密的議題“賭
本地波合法化”。據了解立法會
議員何君堯提出支持賭波合法化
的個人意見，力撐早前另一董事
王威信倡議本地賽事賭波合法化
的建議。與會的副主席康寶駒、
貝鈞奇、董事邱浩波等均以法律
和社會影響力為中心進行討論。
早前足總董事局為本地足壇出
謀獻策！董事王威信曾提到本地足
球賭波沒被合法化，令聯賽失去商
業價值，香港足球因此落後於鄰近

國家和地區，甚至連中華台北的排
名都已超過香港。所以，他希望政
府能夠在這議題拆牆鬆綁，把“本
地波”提升到另一層次！
由於就“賭波合法化”，社會不
少人會將它和“打假波”掛鈎。這位
元朗區議員曾表示：“如果要做非法
事，有好多方式。例如：香港因為股
票市場有內幕交易同造市，就要禁絕
股票買賣？應是用方法解決打假波的
問題，而唔係‘斬腳趾避沙蟲’！”
他更認為本地波多場連同外國波串連
過關，沒有單場投注就可趕絕本地波
打假的現象！

另外董事會討論了港超升降事
宜，維持 10 支隊伍。足總主席梁孔
德透露：目前甲組聯賽第八位的凱
景，董事會接受它提出申請升上港
超，但須提交保證金和組軍計劃
書。
■足總董事
王威信。
王威信
。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志南 攝

東方遭
“火”
焚身 無緣 ABL 總決賽

寧波備戰

中國女排15日抵達寧
波北侖進行集訓，備戰下
月中展開的世界聯賽。圖為女排姑娘日前結
束漳州集訓，自拍合影留念。
微博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
東方於當地時間15日晚作客馬尼拉，以
72：79 不敵菲律賓火焰，兩連敗無緣東
南亞職業籃球聯賽（ABL）總決賽，提
前宣告衛冕失敗。這是東方繼本土銀牌
後一周內再次在錦標性賽事4強出局。
菲律賓火焰在萬人主場繼續由得分
王巴克文主導戰局。半場東方以 32：37
落後。第三節，李琪、林泰樂深陷犯規
怪圈，其中後者更5犯滿離場。
此役後退役的 44 歲老將萊恩奧尼
爾，賽後眼有淚光。而李琪則對賽果表

示無奈及失望：“我們擁有很多射波機
會，但沒能好好把握。沒辦法就這樣結
束今季 ABL。我們防守得不夠好，比較
鬆懈；尾段，對方的杜明高搶到多個進
攻籃板，我們搶位不夠‘肉緊’頗令人
洩氣。”
李琪希望收拾心情地迎接甲一聯
賽：“甲一聯賽我們有艾利諾在陣，爭
標機會大大增加。”
火焰率先殺入總決賽，將與忠信功
夫或曼谷吸血鬼的勝方爭逐今屆 ABL總
冠軍王座。

曼城今季火力強勁外，失 25
球亦是今季英超最少，比上季攻強
守弱好得多。季初重金為邊後衛換
血，簽入基爾獲加和門將艾達臣，
後者把關少了上季哥迪奧巴禾對方
“逢射必入”的問題，獲加亦盤活了
右路攻守。費蘭甸奴中場掃蕩稱職，減
少後防壓力。
中前場更是耀眼，奇雲迪布尼、利萊
辛尼和季尾還要為早產兒子費神的大衛施
華，分別以 15 次、12 次及 11 次助攻包辦了
今季英超助攻榜三甲，完美演繹哥帥華麗足
球美學。阿古路和回勇的史達寧分別貢獻 21
個及 17 記“士哥”，加上斬獲 10 球的新星加
比爾捷西斯，都是曼城稱霸英超的功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短訊
恒生乒乓球學院舉行畢業禮
“恒生乒乓球學院”畢業典禮 16 日舉
行，儀式上還同時表彰香港優秀年輕乒乓球運
動員於 2017 年的出色表現。2017 年“最佳男
子球員”及“最佳女子球員”分別由曾梓峻及
李仲欣奪得。培正小學首次獲得“最支持學校
獎”。“最支持學校獎”旨在嘉許於“章別獎
勵計劃”參與率最高的學校，培正小學去年共
有120位學生參加該項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麥曉彤動感亞洲越野賽封后
Bonaqua C3fit 動感亞洲越野跑步系列賽
──西貢站，在 15 日順利完賽。澳洲越野精
英 Vlad Ixel 以 56 分 49 秒奪得全場總冠軍並創
下新紀錄。而女子桂冠就由香港越野女將麥曉
彤以 1 小時 17 分 47 秒摘得。首次奪冠的麥曉
彤表示，對奪冠喜出望外：“越野跑有很多的
變數，自己會沉浸在景色中，不用多想生活煩
惱，對紓緩壓力非常有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世大美式欖球賽6月冰城舉行

■ 東方
東方（
（ 藍衫
藍衫）
） 15
日晚再負菲律賓火
焰。
東方提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千 哈爾濱報
道）“2018 世界大學生美式欖球錦標賽”將
於 6 月 14 日至 24 日在哈爾濱商業大學舉行。
屆時，將有來自美國、墨西哥、日本、韓國、
中國等 5 個國家的球員、教練、裁判、官員參
加本次賽事。美式欖球於 2013 年進入國際大
學生體育聯合會（FISU），每兩年舉辦一
次。美式欖球（American football）為北美四
大職業體育之首。

體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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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 广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广东获颁两个国家级“中餐繁荣基地”
3 月 27 日下午，中国国务院侨办“中餐繁荣
基地”授牌仪式在广东省侨办举行，广州华商职业
学院和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获颁国务院侨办“中餐
繁荣基地”称号。

外中餐业的发展，取得了积极效果，在海外中餐

的重要支柱和领域，也是世界各国人民

业界受到广泛欢迎。

认识中国人、认识中国、认识中

他表示，“海外惠侨工程”“中餐繁荣计划”

华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

本质是为侨服务，我们要通过这些计划推动海外

希望两家学院加强基地建设，秉持

据悉，这是国务院侨办首次在一个省同时设

中餐业水平的提升，推动海外中餐业协会更好地

宗旨，深化服务，提升水平，充分发挥好

立两家“中餐繁荣基地”。目前，国务院侨办已

发展，以食为媒，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拓展侨务

基地在培训、展示、交流、提升中的重要作用，

菜和粤菜文化“走出去”，推动海外粤菜逐渐向

在江苏、福建、广东和四川四省设立五家“中餐

公共外交，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当前国家侨务

为中华美食文化走向世界做出贡献。

国际化、品牌化、本地化发展。省侨办未来还会

繁荣基地”。

工作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政府对侨胞的重

出席授牌仪式的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谭天星在

视、关怀和服务只会加强，不会削弱。

广东省侨办党组副书记、巡视员林琳表示，

依托“基地”开展一系列工作，如加强与海外粤

在海外由粤籍侨胞经营的中餐馆、粤菜馆数量众

籍侨胞餐饮协会负责人联系合作，举办“海外粤

致辞中介绍说，“中餐繁荣计划”是国务院侨办

谭天星说，据不完全统计，中餐馆在世界各

多。长期以来，分布世界各地的粤菜馆在服务侨

菜创新与发展”论坛；举办海外粤菜厨艺培训和

2014 年推出的“海外惠侨工程”八大计划之一。

地有四五十万家。中国人走到世界各地，中餐业

胞的同时，对传播、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人

粤菜文化推广活动；组织编写适用于海外的粤菜

计划实施以来，通过举办海外中餐业协会负责人

是他们事业发展的基础。即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

文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东省侨办将积

培训教材；与有关专业协会合作探索评选授予一

研习班、组织“中餐繁荣团”等多种形式支持海

科技发达的时代，中餐业仍是海外华侨华人经济

极发挥好两个“中餐繁荣基地”的作用，推动粤

批海外粤菜示范点等。( 郭军 )

广东台山清明呈现出不一样的侨味

先生介绍，清明前后该酒店客房入住率较高，主
要客源是回乡参加祭祖扫墓活动的海外华侨，性
价比高的套房极为抢手，个别入住时间长达一两
个月。

“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清

同样客如云来的，还有台山各银行办理侨汇

明节临近，身居海外的台山人思乡情愫如潮，有

的窗口。侨汇在中国第一侨乡台山这地方由来已

条件的都提前订好机票回乡参加祭祖扫墓活动，

久，以前将收到有书信和外汇单的家书称之为“银

其他的多数也会通过现代“银信”的方式让在家

信”。如今通讯发达，海外台山人给台山亲朋戚

乡台山的亲朋戚友代劳完成。

友汇钱后，打个电话告知或通过微信知会一声对

记者近日从当地了解到，一年一度的祭祖扫

方即可前往银行办理领取。据有西联汇款业务办

墓活动，在拥有 100 多万海外华侨的台山尤受重

理的台山邮政银行一负责人介绍，每年春节、清

视，以致有些台山人宁愿缺席春节或中秋，也不

明、中秋等重大节日期间，前往办理领取外汇的

愿意错过家族中最人齐的一次相聚。台山多数乡

客户络络不绝，甚至有些网点还需临时增派人手，

镇会在农历二月初二起至清明节期间祭祖扫墓，

个别网点单日的外汇办理领取业务就上百笔。
如今交通便利，回国的机票票价也日渐平民

没有固定日期，只有亲友之间的约定。而川岛、

化，使近年来回乡祭祖的华侨越来越多。再加上

海宴、汶村、深井、北陡等镇有“行正清”的习俗，
在清明节当天统一开展祭祖扫墓活动，台山个别

现代“银信”的方便快捷，让“今年某某到出边

▲台山人用烧猪、行山糍等祭品进行祭祖扫墓活动。李晓春 摄

寄钱返来行山 ( 祭祖扫墓 )，到时记得来咯……”

地方的也有选择在春分当天进行。
在清明节前一个星期，记者在广东台山采访

女士介绍。据了解，黄女士她们已在 3 月 19 日

明节不仅是表达对祖先的尊敬和纪念，而且也是

成为了不少台山人清明节期间与亲朋戚友见面时

时，遇到刚刚从美国回来参加祭祖扫墓活动的台

完成祭祖扫墓活动，并邀请了自家的亲戚、同村

一个亲朋好友聚会的机会。”黄女士的丈夫 Ben

挂在嘴边的开场白。与别的地方不同的是，台山

山人黄婉娜女士及其家人。黄女士是台山四九人，

的叔伯婶姆及附近的好友一起参加。

Kasahara 谈及他首次陪黄女士回台山参加祭祖扫

人的清明祭祖活动，不仅让亲情从中得以升华，

墓活动所见所感时表示。

同时也促使台山的饮食、住宿、租车、娱乐等各

已移居海外近 20 年，现和家人居住在美国加州。

“在台山的扫墓活动和别的地方没有太大的

“今年我和丈夫专程陪妈妈回台山参加祭祖

不同。清明节期间，台山人喜欢和他们的邀请的

据黄女士透露，她们此行回台山入住台城交

扫墓活动，顺便和亲朋戚友们约起聚一聚。”黄

人们分享美食和利是。也许在他们的意识中，清

通便利的酒店，方便出行。据台城一酒店经理梁

类消费增长明显，呈现出不一样的侨味。( 李晓
春 郭军 )

休城工商

錯過了 Katy 亞洲城別急
亞洲城別急，
，
糖城這個商業廣場正在開發，
糖城這個商業廣場正在開發
，今起預售
今起預售！
！

（本報訊）福遍（Fort Bend County，包括糖城和密蘇裏市，華
人一般把此地區籠統地稱為糖城）是大休斯頓地區的一個熱門衛星
城，也是華人聚居區，很多人喜歡這裏優美的環境、良好的學區和
成熟的城市設施。特別是隨著糖城市政府對該區域綜合規劃的進一
步深化，許多人越發看好這裏的商業前景。
photo：fortbendlifestylesandhomes.com
成功代理華人矚目的 Katy 亞洲城招商的休斯頓聯禾地產如今正
在這裏開發一個商業廣場，就位於糖城和密蘇裏城之間的州際 6 號
公路旁（相當於休斯頓的三環路），地理位置相當優越，是車流/人
流匯聚區。聯禾地產對此地的商業前景非常看好，唯一擔心的就是
商鋪很快就被一搶而空，因為現在只有 25 間發售。
這個名為 Brazos Lakes Center 的商業廣場臨水而居，位於德州 6
號高速和 Oilfield Rd/Lake Olympia Pkwy 交界處附近、Fort Bend 的
核心區，被休斯頓西南的大型造鎮規劃區（Master Plan）——3700
英畝的 Riverstone 和 10,800 英畝的 Sienna Plantation 高尚住宅區所環
繞，是超過上萬戶中上收入家庭的家園所在。
這兩個住宅區可謂是糖城知名
住 宅 區 ， 特 別 是 Riverstone， 在
全美的小區中排名第四，在德州
排 名 第 一 。 商 業 廣 場 Brazos
Lakes Center 面朝糖城主要商業大
道 6 號公路，背靠 Riverstone 住宅
區，很容易接觸到客戶。這個地
利之便，是聯禾地產看重這塊商
業用地的重要因素。

周邊居住人口的平均家庭年
收入超過 12 萬美元 ，房屋價格從
$30 萬美元到幾百萬美元，遠高於
休斯頓平均水平。隨著周邊居住
的不斷遷入，急需各類零售服務
配套。聯禾地產就是看到了這個
商機，開發並獨家代理這個占地
共約 5 英畝，近 6 萬多平方英尺的獨立產權商業項目。
Brazos Lakes Center 由 A、B、C 三座建築組成，屬於中型綜合
零售/辦公場地，適用於生鮮雜貨超市、獨立診所、醫療保健服務、
餐飲、小型零售、小型專業服務機構等，商場整體開發期為兩年。
三座建築中最大的一期建築 A 座目前在預售，面積從 1,400 平方英尺
到 2,880 平方英尺不等，計劃今年下半年動工。
兩層，其中部分單位面向湖景
許多人有意開創自己的生意，但常常苦於買不起一個商鋪，又
擔心租賃方式每年攀升的房租。Brazos Lakes Center 的好處之一是只

要用較小的投資就可以擁有一間位於休斯頓主幹道 6 號公路和高收
入住宅區環繞的商鋪。
這種被稱為 retail condos 的商鋪
可以像公寓式的，一間一間的售
賣 。 底 層 商 鋪 面 積 從 1600 至
2880 平方英尺，售價 46.08 萬美
元 起 ， 二 層 商 鋪 面 積 1400 至
2130 平方英尺，售價 37.52 萬美
元起。商鋪的售價相當於周邊的
住宅價格，讓許多人都有能力購
買。
項目開發方聯禾地產 RE/MAX
United 從事全方位地產代理服務
十多年，現有中國城敦煌廣場店
和 Katy 亞洲城店兩間公司，負責
人林承靜女士（Josie Lin）不久
前剛榮獲 RE/MAX 終身成就大
獎、2017 商業地產第一名和 RE/
MAX 千萬經紀人等獎項。
Josie Lin 積極鼓勵已有生意或想
創業的人士，把握難得的擁有自
己店鋪的機會。不僅能享受物業
本身的升值，還能享受生意收入，可謂雙重保障，而且在稅費上還
有優惠。對於看好地產的投資者，商鋪會是一個很好的投資考慮。
總體說來，商業投資的門檻一般是比較高的，但 Brazos Lakes Center
提供了一個比較小的投資額進入商業投資領域的機會。
Josie Lin 表示，住宅被取代性高，而商鋪的數量相對有限，特別
是面向 6 號公路的商業用地，開發一個少一個，機會難得。許多商
業廣場，擁有者統一管理整個廣場，所有的商鋪只能租賃，不可獨
立銷售。而 Brazos Lakes Center 提供了一個讓商家擁有自己物業的機
會，會大大增加經營的自主性。如果一名投資者同時也是今後商鋪
經營者，可以獲得更多優惠。如果投資人購買商鋪後並不熟悉今後
的租賃事務，聯禾地產將進行整個項目的統籌統一招租管理，投資
人也無需太費心。
只要花費三四十萬美元就可以擁有一個商鋪，在美國東西海岸
幾乎是無法想象的事情，但在美國第四大城市休斯頓卻是可能的，
而且是非常好的地段。林女士表示，Brazos Lakes Center 周邊的高尚
住宅區域具有消費潛力，同時治安良好。據美國交通管理部門（U.
S. TxDot, 2016-2017）的統計，每天平均經過此區域的車輛大約在 5
萬輛，人流量有保障；周邊商圈成熟，1 英裏內的大型商業零售品牌
有 Target、Home Depot、Super HEB、Hobby Lobby、 Ross 等等，為
項目未來提供穩定顧客流量。
Brazos Lakes Center 項目還有一個特點是，隔壁就是大型綜合醫
療服務中心 Kelsey Seybold Clinic。林女士認為周邊診所並不多，因

此非常歡迎診所入駐（如牙科、眼科診所等等），與現有相關機構
形成群聚效果。如果有商家本來在其他地方有商鋪，那麽也很適合
在 Brazos Lakes Center 布局另一個分店，鎖定周邊住宅客戶。
“房地產新興趨勢”報告曾對
1000 多位房地產投資者、基金經
理、房地產開發商和其他房地產
專業人士進行的調查和采訪，結
論是從 2015 年開始，休斯頓已經
成為全球投資者認真考慮的房地
產市場。同時，美國城市土地學
會 CEO Patrick Phillips 在 一 份 報
告中指出，投資者正在關註除紐
約、洛杉磯、舊金山等沿海城市
以外的投資機會，休斯頓這些城
市在宜居，就業和娛樂文化方面
極具競爭力。
項目亮點
⊙項目價格優勢，僅相當於周邊
住宅的較低均價。目前休斯頓商
業地產價格相對位置較低，且貸
款成本也處低位，從長期投資角
度來說，投資升值可觀；
⊙項目所處區域商業氣氛成熟，
各類零售、醫療、學校、公園、
公眾服務機構布局合理，新開業
商戶無須花費大量時間培育商業
氛圍，可以提高資金運轉率。
⊙項目建築設計和質量有保證，
采用節能環保材質，設計大氣，
戶型方正，利於後期裝修。
⊙頭五名購買者可享受優惠價格
！
林女士認為，德州人口多年
來不斷遷入，同時帶動投資資金
也大量湧入，德州的商業地產價
格水漲船高。休斯頓作為全美第
四大城市，在吸引投資者和提供
較高投資回報率方面，處於德州
領先地位。RE/MAX United 聯禾
地 產 獨 家 代 理 的 Brazos Lakes
Center 商業中心，讓投資者得以
普通住宅的價格投資商業地產，
看得到的優勢，為未來的優良回
報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