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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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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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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行                         糖城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508 Highway 6 South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713-771-9700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察遜分行                        布蘭諾分行                 奧斯汀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1131 N. Jupiter Rd.              2304 Coit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600                      Suite A100
TX 75080                            TX 75081                            Plano, TX 75075          Austin, TX 78753  
972-246-1277                     972-301-5988                     972-673-0188              512-834-8866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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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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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李智雪
中國新生代女演員
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
2012 年中華小姐比賽美洲賽區最佳人氣獎
2018 年休斯敦國際電影節開幕影片《九面怪俠》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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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眉山彭山區江口四川眉山彭山區江口““明末戰場遺址明末戰場遺址((沈銀遺址沈銀遺址))””第二次考古發掘成果公布第二次考古發掘成果公布，，200200
余名考古發掘人員余名考古發掘人員、、誌願者等對誌願者等對1000010000余平方米的區域進行了余平方米的區域進行了8787天的發掘天的發掘，，出出
水了兵器水了兵器、、金銀碗金銀碗、、金錠金錠、、飾品等各類文物飾品等各類文物1200012000余件余件。。

福建尤溪聯合梯田福建尤溪聯合梯田
獲頒獲頒““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證書證書

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FAO）主辦的第五屆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國際論壇在意大利羅馬召開。福
建尤溪聯合梯田獲頒“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證書。圖為尤溪聯合梯田（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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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驅動數字經濟掘起濟掘起

孕育經濟新動能
在數字技術的不斷演進和推動下，

“互聯網+”漸由概念變為現實，且落地

之快令人驚嘆。業界指出，由“互聯

網+”催生的數字經濟蘊藏著推動中國

經濟發展的巨大動能，各地各行業亦

都在謀劃“數字化”發展戰略。

“互聯網+”滲透社會各個角落
重慶市巫溪縣金盆村農民李功敏從

事生豬養殖。往日，他需要發票時只得

到縣裏辦稅大廳辦理，往往壹趟就要好

幾個小時，有時因手續不全還需跑上兩

三次，費時又費力。後來“微信辦稅”

上線後，國稅部門的工作人員建議他嘗

試使用“重慶國稅”微信公眾號辦稅，

沒想到壹試就嘗到甜頭。此後他僅需在

家用微信“刷臉”就能辦稅，發票由稅

務局快遞寄到他家中。

這是重慶市國稅系統推出的“互聯

網+”落地項目——通過微信建成“電子

稅務局”，使公眾辦事更加便利。

在2018中國“互聯網+”數字經濟峰

會上，主辦方公布了2017年度“互聯網+

”優秀案例的最終評選結果，展現“互聯

網+”在醫療、教育、警務等領域的融合

經驗。憑借便捷性和對應用場景的拓展，

重慶“微信辦稅”成功入選。

“微信辦稅”並非孤例。借助於

普惠化的信息基礎設施，指尖“智慧

生活”已來臨：掛號看病、繳水電費、

交通違法繳費、在線提取公積金等都

可借助手機輕松完成。在居家方面，

通過手機實時查看家中情況，無需攜

帶鑰匙借助密碼就能開門……“智能

生活”成為觸手可及的指尖選擇。

從最早的計算機，到物聯網、傳

感器，再到今天的移動互聯網、人工

智能、大數據，新的數字技術把城市

基礎設施更高效、便捷地連接在壹起。

以乘車碼為代表的智慧交通讓居民出

行更方便；醫療服務、商業零售因移

動支付而誕生許多新模式……數字技

術正日益滲透到人們工作和生活中，

曾超越人們想象的數字化新生活正成

為生動現實。

醫療與互聯網的融合創新也正發

生積極變化。去年8月，騰訊公司發布

首款將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在醫學影像

上的產品“騰訊覓影”。騰訊公司副

總裁陳廣域說，該技術通過對醫學影

像的增強與分析，輔助醫生更準確更

高效地診斷早期食管癌、糖尿病視網

膜病變、肺結節等多種疾病。目前，

騰訊覓影已落地中國100多家三甲醫院。

峰會期間，騰訊研究院還發布了

《中國“互聯網+”指數報告（2018）》，

全景式展現2017年數字經濟在國內351

個城市的發展情況，刻畫出壹幅“數

字中國脈動地圖”。

騰訊互聯網+副總裁張巍說，“互

聯網+”對城市服務有三重改變：第壹

重是城市服務數字化，過去很多服務

依靠人工和紙張，信息技術讓服務流

程變成數字，使數據“跑”起來；第

二重是數據可連接，過去因數據不連

接導致割裂的數據無用武之地，現在

政務部門願意開放數據、連接數據；

第三重改變是服務模式深刻重塑，數

字化、在線化、智能化大大提升效率，也

改變許多協作關系，為服務帶來更多

可能性。比如，微信與小區智慧服務

連接在壹起，只要掃碼就能打開小區

門禁；通過微信校園卡，把學校的在

線服務與線下服務串聯起來；微信支

付解決了就診繳費排隊問題，醫療報

銷可以壹鍵辦妥……

同濟大學教授周向紅說，“互聯

網+”改變了傳統公共管理供需不匹配

的缺陷，實現了以公眾需求為中心的

服務模式。

數字經濟孕育經濟新動能
“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

經濟之後的壹種新的經濟社會發展形

態。”騰訊研究院院長司曉說。

數字經濟對中國的影響不僅體現在

宏觀經濟規模上，也滲透到企業生產和

群眾生活的每個環節。互聯網與制造業

的融合不僅帶來技術創新方面的正向整

合，而且可能導致商業模式的重塑或重

構，在制造業掀起數字化革命。

三壹集團搭建了壹個“工業互聯

網平臺”，與雲計算結合，把分布全

球的30萬臺設備接入平臺，實時采集

近1萬個運行參數，遠程管理龐大設備

群的運行狀況，不僅實現了故障維修2

小時到現場、24小時內完成，並實現

了精準的大數據分析、預測和運營等

支持服務。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說，用數字技術

改造生產、管理和銷售流程，降低成

本，聚焦質量，同時降低中小企業吸

收新技術的門檻，這將是中國制造的

新希望。

在本屆峰會的圓桌論壇上，行業

大咖暢談各行業與互聯網的融合創

新，碰撞各行業與“互聯網+”數字經

濟的融合場景。長安汽車總裁朱華榮

說，得益於大數據、雲計算、傳感技

術、人工智能等的支撐，智能網聯汽

車或無人駕駛汽車是汽車行業下壹個

風口。

針對金融行業的數字化發展，中

國工商銀行副行長王敬東表示：

“‘互聯網+’在金融領域應用非常廣

泛，如人工智能在信貸管理方面效率

高，不僅能管理風險，還把風險揭示

出來，相比人工事半功倍；而類似區

塊鏈技術的應用，對幫助地方扶貧等

也都大有好處。”

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CEO馬化騰

稱，未來“互聯網+”的風口或在於跨界

融合，過去生產、流通、零售環節分

離，現在借助信息技術則可串聯起來，

推動後臺制造廠商往前端走。他還表

示，騰訊將為各行各業進入數字行業提

供接口，提供最完備的工具箱。

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CEO馬化

騰說：“以前可能是‘妳在天上飛，

我在地上跑’，未來應該是‘妳成就

我，我成就妳’，傳統經濟、實體經

濟和互聯網經濟的有機結合，才是中

國經濟真正的未來。”

各地紛紛布局數字經濟
馬化騰說，“數字經濟”與“互

聯網+”概念壹脈相承，又更進壹個層

次。“互聯網+”強調連接，而“數字

經濟”強調的是連接之後要有產出、

有效益。

《中國“互聯網+”數字經濟指

數》報告顯示，2017年全國數字經濟

體量較上年增長17%，達26.7萬億元，

占GDP比重為32.28%。

隨著數字經濟強勢掘起，越來越

多的生產要素和經濟增長點正在被發

掘，創業企業、創業投資、創業平臺

呈爆炸式增長，創業群體迅速擴大。

與此同時，著眼於數字經濟的巨

大潛力和美好前景，各地紛紛開始

布局謀劃發展數字經濟。重慶市經

信委主任陳金山表示，重慶正努力

建設國家重要的智能產業基地和全

國壹流的大數據智能化應用示範之

城，打造“數字經濟”先行示範區，

預計到 2020 年數字經濟規模將達

7500億元。

作為後發地區的貴州，近年來重

點發展大資料產業並結出碩果。作為

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貴州將圍繞

智慧化升級開展“萬企融合”大行

動。根據 2018 年貴州省政府工作報

告，未來5年貴州力爭數字經濟年均增

長20%以上。

如今，環顧全國各地，實施以數

字經濟為引領驅動的創新式發展，正

成為各地方政府的主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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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中國市場主體目前

達到 1.0024 億戶，標誌著中國市

場主體邁入“億戶時代”。權威

部門指出，這壹數量位居全球首

位，中國正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創

業國。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統計

分析，億戶市場主體中，個體

工商戶占比近七成，顯示了中

國萬眾創業的市場活力；企業

占三成；另外還有占 2%的農民

專業合作社。

中國獨立的市場主體是從改革

開放以後發展起來的。改革開放40

年來，中國市場主體從不足50萬戶

到1億戶、增長了200多倍，其發展

歷程充分顯示了改革開放的威力和

市場經濟的活力。

中國上世紀 70 年代末允許個

體工商戶經營，1980 年頒發了第

壹份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1988

年頒布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允許

申請開辦私營企業，1993 年頒布

的公司法允許創辦有限責任公司

和股份有限公司。改革開放以後建立了

外資企業立法體系，催生了各類外資企

業。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市場主體在原來

快速增長的基礎上加倍提速。從2012年的

1300多萬戶到2017年突破9000萬戶，5年間

增長70%。目前仍保持“井噴式”快速增

長，每天增長約5萬戶。

“1億戶，過去想都不敢想。”中國市

場監督管理學會會長何昕說，這得益於“放

管服”改革，國家破除阻礙市場準入的堵

點，將 226項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中的

87%改為後置或取消，降低了百姓投資興業

門檻。

“前壹天網上提交材料，第二天就領到

了電子營業執照。”中國第1億戶市場主

體、北京壹家高新技術企業聯合創始人馮是

聰感受到改革後的便捷。

“市場主體量的‘井噴式’增長，促

進了經濟結構質的優化提升。”國家市場

監督管理總局企業法人庫管理處副處長潘

牧說，5年來，高新技術產業等新產業新

業態迅速增長，服務業企業占新設立企業

近八成。新開設的個體私營企業成為擴大

就業的主力軍，創造的就業占城市新增就

業的四成。

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有力印證了改

革的成果，近 5 年中國營商便利度排名

提升了 18 位、開辦企業便利度大幅上升

了6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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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椒黃瓜
原料：黃瓜1根

調料：食鹽適量 味精適量 姜1小塊 泡椒適量 純凈

水2湯勺 細香蔥3棵 獨蒜半頭

將黃瓜去頭去尾後斜切成約一寸寬的段，再切

成菱形片姜、蒜均切片，蔥切段；在放泡椒的碗裏

加入鹽、味精、純凈水。將黃瓜片放大碗裏，倒入

泡椒汁、姜蒜片、蔥段。拌勻後加蓋密封，腌泡一

小時（夏天放冰箱冷藏室）吃時取出，裝盤即成。

酥皮燒鴨羹
原料：鴨1只 雞蛋2只

調料：蔥結1個 姜適量 甜面醬適量 黃酒1茶匙

小麥面粉50克 白糖適量 香菜適量 生粉適量 蔥

白適量 椒鹽適量 芝麻油適量

將鴨背剖開，斬下頭、頸，放滾水中燙過洗

凈。調勻鹽、酒，用蔥結、姜絲蘸擦鴨體，然後

將蔥、姜與鴨一起放入品鍋（胸脯朝下），加醬

油、糖，隔水用大火蒸酥取出，去掉蔥、姜，將

鴨拆骨，斬斷翅膀，劈開鴨頭備用。雞蛋打散，

加生粉、味精、面粉和鹽、水調成蛋糊。平碟底

部塗上芝麻油，倒入l／3的蛋糊，鋪上鴨肉，再

鋪上1／3的蛋糊。

燒熱鍋，下油，至六成熟時，將鴨肉放入鍋炸至結殼，翻身再炸至金黃色，用漏勺撈起，隨即

將翅膀、鴨頭、頸及折下的鴨骨，塗上余下的蛋糊。下鍋炸熟撈起。

將鴨骨放碟的中間墊底，鴨身內切成3大條，片成小條塊，疊裝成橋拱形，放好頭翅成整鴨形

狀，香菜洗凈圍在碟的四周，與花椒鹽、甜面醬，蔥白段一起食用即可。

蛤蚧燉全雞
原料：三黃雞1只 蛤蚧適量

調料：蔥適量 姜適量 胡椒粉適量 麻油適量

高湯適量

將三黃雞破背脊洗幹凈放入燉盅；將蛤

蚧宰殺，破肚去內臟，挖去蛤蚧的眼睛，洗

幹凈放入燉盅加入配料、調料、湯水、上籠

蒸至質脢、湯濃，棄去姜蔥，撒胡椒、淋麻

油即成菜。

原料：草魚1條 糯米1碗

調料：色拉油適量 食鹽適量 姜適量

八角適量 花椒適量 桂皮適量 料酒適

量 香葉適量 腐乳汁適量 胡椒粉適量

將糯米，八角，桂皮，香葉和

花椒一起放入鍋中炒。繼續炒制米

直至發黃，大料散發香味出來。將

炒好的米倒入磨碎機中，將它們一

起粉碎成細小的微粒。

放入碗中，加入魚塊，再加入

鹽，料酒，胡椒，姜末，油和腐乳汁抓勻後一起腌制半個小時。將

玉米葉洗凈後墊入蒸籠下面，上面碼好腌好的魚塊。水開後大火蒸

上十五分鐘，再在上面撒點水和適量的油，再大火蒸上十五分鐘 出

鍋後撒上小蔥末即可。

烹飪小技巧
1、在糯米中加入大料一起炒香， 然後用料理機打碎， 但不要打的太碎

，碎的程度是要能看到細小的顆粒，這樣不僅更好入味，也容易熟；

2、其他米也可以， 但糯米的粘性更好， 可按自己口味定； 要想省事

就直接買蒸肉的調料包來用， 但自己做的味道更香；

3、魚在蒸之前先腌制， 主要是加入料酒， 姜末， 鹽和胡椒等調味料

； 適量加點油， 這樣整出來的魚更嫩滑， 口感好；

4、墊底的玉米葉能為蒸菜帶來一股清新， 如果有荷葉更好， 味道又會

有點不同； 隨便一起蒸個玉米也不賴；

5、蒸菜的時候中間在表面上撒點水和油， 這樣菜的表面不會發幹， 魚

吃起來更嫩滑。

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粉蒸魚

菜品特色
湖北素有“蒸菜之鄉”的之美譽，“蒸”是湖北民間傳統的一種烹

調技法。蒸菜常常作為筵席中的大菜上席，故江漢平原素有“不上格子

（指蒸籠格）不請客”的習俗。著名的“沔陽三蒸”就是湖北的傳統名

菜。此菜多以小蒸籠上席，品種最原始為三類，蒸肉，蒸魚， 蒸菜。

一般用傳統的小竹蒸籠，每個蒸籠中放一個品種，很多時候是三種一起

上。而最常用的就是用南乳和紅糟米粉來蒸，這樣蒸的最入味，最夠勁

，也最香濃的。當然現在隨著食物和口味的多樣化和個性化， 也有用

白粉蒸的清爽口感的， 也有蒸牛肉， 蒸雞等，很多品種都加入了蒸的

隊伍， 也是，現代人都提倡了健康的飲食， 這種烹飪中最健康的方式

當然不能放過。

在這蒸菜中，自然少不了粉蒸魚的身影， 湖北是魚米之鄉， 吃魚

方式花樣百出，鮮美的魚肉裹上了米粉，再混入了南乳汁一起蒸，不僅

蒸出來的肉質鮮嫩而完整， 而且其色澤紅亮，軟糯適口。

親子教育-爸爸的力量
著名的心理學家格爾迪說：

“父親是一種奇特的存在，對造

就孩子有一種特別的力量。”英

國著名文學家哈伯特也說過：

“一個父親賽過100個校長。”

從做父親的那一天起，這就

是一個畢生職業，一個好爸爸，

會學習怎樣教育孩子，學習怎樣

愛孩子，用濃濃的父愛，為孩子

撐起澄澈的藍天，讓孩子擁有燦

爛的人生。

父親的氣力

也許爸爸們工作忙碌，照顧

孩子的老是媽媽；興許爸爸們應

酬太多，陪孩子遊玩的大多是媽

媽；也許爸爸們總在加班，孩子

一天都跟爸爸碰不著面……但孩

子需要的，不僅僅是爸爸口袋裏

的鈔票。除了物資之外，父親對

孩子畢竟還有多少影響力？

對孩子智能的增進作用

研究發現：孩子智能發展的

高下與和父親接觸的密切水平非

親非故。心理學家麥克?閔尼指出

：一天中，與父親接觸不少於2

小時的孩子，比那些一周以內接

觸不到6小時的孩子，智商更高

。更有趣的是，研究職員還發現

，父親對女孩子的影響力要大於

對男孩子的影響力，與父親密切

相處的女兒數學成績則更佳。一

個智慧型的父親，能用自己的智

慧啟發孩子的終生。

對孩子身心健康的影響

美國的一項考察顯示：即便

是尚處於朦朧狀況的嬰兒，他也

會由於缺少父愛而湧現煩躁不安

、食欲減退、抑郁易怒等“父愛

缺乏綜合征”的典範癥狀。缺乏

父愛的孩子年紀越小，罹患綜合

征的危險更大。雙親均在、但缺

乏父愛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患

“父愛缺乏綜合征”的可能更大

。少時患綜合征的孩子，中學輟

學率高2倍，犯法率高2倍，女

孩長大後成為獨身母親的可能性

高出3倍。在沒有爸爸的家庭中

，孩子情感變化較劇烈，長大後

較激動，有較多的差錯行為和反

社會行為，缺乏自我把持，有較

偏激的人格。

孩子重要的遊戲搭檔

隨著寶寶一點點長大，他的

獨立性和生活處置能力逐漸增強

，已不再滿意於母親所在的交往

方式和生活圈子。這時，父親就

會成為孩子重要的遊戲夥伴，孩

子會從中學到很多不同於母親的

交往方式。如父親會更多地通過

遊戲和孩子來往，而一旦遊戲停

止，父親能很快轉移情緒，這讓

孩子覺得非常新穎，也有利於孩

子體會應該在什麽時候抑制自己

過多的情緒要求。所以，那些過

火忙於工作的父親，那些認為

“照顧孩子與父親無關”的父親

，那些埋怨沒時間教孩子的父親

，請抽出和孩子遊戲的時間吧。

帶給孩子成就感

心理學研討證明，爸爸對孩

子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例如，在

孩子造詣感的構成過程中，爸爸

對孩子的影響大得多。有人比較

了社會上有成就和無成就的人，

發明人的成就大小與父子關系有

親密關系。有成就者普通與爸爸

的關系密切；成績較低者與爸爸

的關系較疏遠。孩子在學校的學

習成績、社會才能也與父子關系

有關：父子關系冷漠，則孩子在

數學和瀏覽懂得方面的成就較低

，在人際關系中有不保險感，自

尊心較低，常表示為焦急不安，

不輕易和別人友愛相處。

爸爸在男孩女孩成長中的差

別

傳統觀點以為，媽媽是孩子

的重要養育者，事實上，父親和

孩子之間樹立的良好關聯，其作

用比人們的想像大得多，男孩和

女孩能夠從爸爸身上學到不同的

貨色。

爸爸是男孩模擬的對象

咱們常說：“這孩子跟他爸

爸幾乎是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

舉手投足都截然不同。”爸爸往

往是力氣、威望、智慧的化身，

爸爸的行動在耳濡目染地影響著

男孩，他能從爸爸的身上學到男

性的一些行為特點。曾經有一個

男孩子，他爸爸一周回家一次，

平時都是溫順體貼的媽媽照料，

孩子上學後，不敢和男孩玩，總

愛好和女孩一起玩，甚至笑的時

候都捂著嘴。如果生涯中缺乏爸

爸的關懷，男孩也會女孩化，膽

小、脆弱，沒有陽剛之氣。可見

不爸爸，男孩的男性行為特征就

弱化了。

爸爸是女孩依附的港灣

我們常說：“女兒是貼心的

小棉襖。”女孩子溫柔、體貼、

善解人意。爸爸的高大偉岸會給

女兒帶來安全感，是女兒的自

豪，也會成為女兒未來擇偶的參

照尺度。但如果爸爸們總沒時光

陪女兒、和女兒交換、及時懂得

女兒的內心，恐怕這小棉襖就沒

法貼心了。尤其是女兒到了青春

期，有些一籌莫展的爸爸就從女

兒的生活中撤了出來，把女兒完

整交給媽媽，這對女兒的成長是

極其不利的。

如何和孩子建立良好關系

許多爸爸都會對伴侶說這樣

的話：“你要好好教育我們的寶

寶，我負責給你們掙錢花。”給

予了足夠的物質前提，就是建立

了良好的親子關系嗎？當然不是

，物質並不是接洽親子關系的有

效紐帶，那爸爸要怎麽跟寶寶建

立好的關系呢？

從小開始

前幾個月至關重要，特別是

第5個月的時候，這時是寶寶熟

習面孔辨認力發展的階段，爸爸

一定要常常在寶寶的身邊，這樣

成為寶寶的熟悉面貌，就建立了

當前能跟寶寶很好互動的基本。

如果錯過了這個時代，那就需要

多花些時間跟心理在寶寶的身上

以補充那些錯過的時間。

多和孩子的互動

寶寶匆匆長大後，如開端學

走路了、會跑會跳了的時候，爸

爸要多跟寶寶做些互動，個別來

說，這是父親的強項，不妨多和

孩子進行跑、跳、爬、攀等活動

性遊戲以及智能遊戲。如果父親

能多參加孩子猜謎語、講故事、

走迷宮、搭積木等啟智性運動，

那麽孩子的播種就更多。還有競

爭性活動也不錯，如賽跑、捉迷

藏等，孩子可從中取得勝利的喜

悅。

器重和孩子相處的“質”

爸爸與孩子在一起的時候，

豈但要有“量”(時間、機遇)，

更要重視“質”(能促進父子間更

深檔次的情感，積聚快活的回想)

。父親應該刻意部署一些時間，

精心設計如何與孩子一起渡過，

讓父子間的“儲愛槽”充盈起來

。

和孩子建立平等的關系

父親與兒子的關系不應該只

是父親的率領，而是兩個人互相

攙扶。有的父親形象總是至高無

上，孩子不是你的從屬物，他是

一個獨立的個體，和父親是相互

依賴互相配合的關系。父親應該

學著放下身段，站在和孩子平視

的角度，把孩子當本人的朋友來

相處，如斯才幹看見孩子心坎的

主意，與孩子也會有更真摯的關

系，更利於建立堅固而親密的親

子感情。

古語說，“養不教，父之過

”，可見教導中父親假如缺席，

切實是不稱職。作為父親，孩子

的第一聲哭泣，第一次微笑，第

一次走路，你是否見證了？在孩

子成長的進程中，你是否分享了

他的喜怒哀樂？當孩子問“十萬

個為什麽”的時候，你是否足夠

耐煩地跟他探討了？孩子須要你

的時候，你是否都及時呈現了？

為了孩子的健康成長，父親，請

盡快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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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界系列賽 僅石浩璵一男選手

國際泳聯花樣游泳世界系列賽中國站暨全國花樣游

泳冠軍賽22日晚在北京落幕。今年初剛剛搭檔的石浩璵

／張依瑤作為唯一參加國際賽的選手，在沒有競爭的情

況下獲得混合雙人自由自選和技術自選兩枚金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申請升
班港超聯的凱景足球隊，財政並不充裕，
他們只是一班追夢者。

憑率領南區升上甲組的經驗，馮
“凱”文和上市公司集團董事的勞“景”
祐，如動畫片“足球小將”般攜手為一班
在校學生創建球隊平台，齊齊追足球夢。

上周獲足總董事會批准，凱景可直接
升港超，這一星期凱景努力物色贊助商籌
組班費，着手埋班。

縱使今季港超青春班要600萬（港

元，下同）“起錶”，但執教理文又是凱
景當然教練的馮凱文表示：“多有多玩，
少有少玩，不過七八百萬應該都要，凱景
一定不會待薄球員，預算球員待遇不能太
低，我們堅持香港的運動員應該要有合理
薪酬。”過去三季花百多萬升班，來屆增
幅高達七倍。“個別球員孫銘謙、廖智謙
及劉穎笙，這幾個都是我一手帶大，會跟
隨球隊升班，大家彼此互相信任，而且他
們正值求學階段，未有家庭負擔，是追夢
的最理想時機。”

凱景代表將於這兩天和足總開會，屆
時一切組軍計劃將會明朗。升超後需要物
色新贊助商，會長勞景祐不排除以球隊冠
名吸納資金。“在香港，一個足球員最頂
級的舞台就是港超。多年來我和馮凱文教
練都有個心願，就是想幫助年輕球員延續
足球夢。球隊以馮Sir教導過的男拔學生為
骨幹，我們十分幸運，可以由丙組一直打
上甲組。目前面臨的下一個問題就是有沒
有足夠兵源應付港超。我知道一些友會有
可能提供球員，暫時態度樂觀。”

張繼科復出 征兩站公開賽
國際乒聯官網23日公佈

了5月31日至6月3日舉行的
中國公開賽的報名名單，中
國乒隊（國乒）30歲的大滿
貫得主張繼科時隔半年赫然
在列。名單顯示，張繼科除
單打項目外，還將搭檔王曼
昱參加混雙比賽。另外，較
早前，張繼科還報名了同在5
月24日至27日舉行的香港公
開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鄭賽賽奪鄭州女網單打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
雷 河南報道）“碧源盃”鄭
州國際女子網球公開賽周日
圓滿落幕。女單決賽中，鄭
賽賽戰勝4號種子王雅繁，第
二次奪得WTA125K賽事單
打冠軍。王雅繁／段瑩瑩組
合則奪得雙打冠軍。

國際泳聯花樣游泳世界系
列賽中國站22日落幕。在為期
3天、10個項目的比賽中，中
國隊分別獲得雙人技術自選、
自由自選；集體技術自選、自
由自選；混雙技術自選、自由
組合、自由自選共7枚金牌，
烏茲別克隊摘得2金，斯洛伐
克隊獲1金。

22日共進行了三個項目
的決賽，蔣文文和蔣婷婷姐
妹奪得雙人自由自選金牌，
成績是92.8000分。兩人此前
已經獲得了雙人技術自選冠
軍。奧地利隊和美國隊分別
獲得自由自選第二、三名。
文婷姐妹對自己當日表現較
為滿意。

蔣文文說：“接下來還
有兩站系列賽，緊接着就是

亞運會的比賽。連續作戰對
我們的體力是很大的考驗，
但同時對我們來說其實也是
一種享受。我希望一次比一
次好，到了亞運會的時候，
能夠給大家驚豔的表現。也
希望國內的選手，尤其雙胞
胎的隊員能夠快速成長，更
快地接手中國花樣游泳雙人
項目。”

當日的混合雙人項目只
有中國選手參賽。今年初剛
剛搭檔的石浩璵／張依瑤無
懸念拿到金牌，他們在自由
自選中得到77.8667分。石浩
璵曾與盛姝雯搭檔參加去年
的布達佩斯世界游泳錦標
賽，是第一位參加世錦賽花
樣游泳比賽的中國男子運動
員。 ■新華社

此次在中國國家奧林匹克中心英東游
泳館進行的比賽中，混雙項目只有

石浩璵／張依瑤和湖北隊的顧順誠／姜昱
彤參賽，世界系列賽中則只有石浩璵／張
依瑤代表中國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選手
沒有參賽。

起步晚 需要時間推廣
石浩璵此前曾經和盛姝雯搭檔參加去

年的世錦賽，是第一位參加世錦賽花樣游

泳比賽的中國男子運動員。
中國花游隊教練王芳介紹說：“目前

內地只有兩支專業隊在練習混雙，但業餘
體校已經逐漸有小男孩在參與了。有些省
隊在尋找苗子，但正式招進體校的不多。
混雙項目我們開展得相對晚，大家在接受
上需要一點時間，國際泳聯力爭在2024
年奧運會上增加混雙這個項目，這對於我
們推動和開展男子花游會有很大促進作
用。”

她表示，人們對男子花游從觀念上接
受比較難，多數人認為花游是女孩子的項
目，有男孩子進入以後，人們需要一段時
間接受，混雙這個項目也需要更多推廣，
經過熟悉以後，大家會發現其實男孩子練
這個項目是很好的，事實上花游項目非
常陽剛。

“花樣游泳和過去不一樣了，現
在再去看十幾年前的錄影會覺得特別
柔美，但現今的花樣游泳其實非常陽
剛，需要力量和速度。男選手加入以
後更能體現力量和爆發力，花游的風
格也會繼續改變。”她說。

男選手更能體現力量美
混雙項目在2015年喀山世錦賽才

被列為正式比賽項目，和國外的混雙
選手相比，中國的花游男選手年齡偏
小，石浩璵16歲，而今年才進入湖北隊
的顧順誠只有11歲，一般混雙都是男子

力量大，在水下進行托舉動作，女選手當
“花尖”，而顧順誠卻恰恰相反，他比隊
友姜昱彤身材要矮小，所以他當“花尖”
被托舉。對於選拔男選手，王芳表示要
求很簡單： “我們不想設計條條
框框，只要你喜歡，
就歡迎你加入到
這個項目來。”

■新華社

中國小將呂昊天當地
時間22日在英國謝菲爾德
進行的世界桌球錦標賽首
輪比賽中以10：5力克香
港名將傅家俊，第一次參
加這項大賽就晉級16強。

由於做了眼科手術，
傅家俊過去3個月沒有參
加比賽，這顯然影響了他
的狀態。當然，年僅20歲
的呂昊天也確實打出了自
己的最高水平，當地時間
21日的第一階段比賽後，
他就以6：3領先，22日晚
的第二階段，他再連下兩
局將優勢擴大為8：3。經
驗豐富的傅家俊隨後打出
單桿49分和120分，將差
距縮小到5：8，但呂昊天
單桿打出79分和61分，連
贏兩局鎖定勝利。

傅家俊賽後表示：
“總體來說，呂昊天打得
更加出色，10：5是一個非
常公平的比分。他是名很
棒的球員，我在20歲的時
候也參加過世界錦標賽，
我知道難度很大，但他就
像在訓練一樣。他在這裡
比預選賽打得都好。”

他還說：“我的眼睛
挺好，並沒有影響我的發
揮，我只是輸給了一名更
優秀的球員。” ■新華社

短訊凱景升港超
700萬助足球小將追夢

傅
家
俊
負
呂
昊
天

世
錦
賽
首
輪
出
局

■鄭賽賽（左）勝王雅繁奪
冠。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 攝

■■個子不高的廖智謙個子不高的廖智謙
（（紅衣紅衣））卻是凱景的卻是凱景的
前鋒殺手前鋒殺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勞景祐勞景祐（（右二右二））與馮凱文與馮凱文（（右右））組隊升港組隊升港
超超，，續追足球夢續追足球夢。。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中國花游隊世界系列賽摘七金

■■蔣文文蔣文文、、蔣婷婷姐蔣婷婷姐
妹獲雙人自由自選冠妹獲雙人自由自選冠
軍軍。。 新華社新華社

■■石浩璵石浩璵（（右右））／張依瑤獲／張依瑤獲
得混雙自由自選比賽冠軍得混雙自由自選比賽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隊在集體中國隊在集體
自由自選比賽中自由自選比賽中
奪標奪標。。 新華社新華社

■■石浩璵石浩璵（（左左））去年去年
代表中國出戰世錦代表中國出戰世錦
賽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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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由休士頓宏武協會承辦的 「世界之星中
華武術錦標賽」，於2018年4月6日至8曰在休士頓 Marriott West-
chase Hotel 成功舉行。開幕式是由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龍獅團在斑
斕矯健的舞獅和威武雄壯的鑼鼓聲中拉開了比賽序幕。

本次比賽開設400多個項目，包括外家、內家傳統武術、現代
競技武術，對打、推手、應用等，兵器並分長、短、以及其他各種
兵器；按年齡、性別與習武時間長短分不同組別，從初學者到高級
者都可以一展身手。大會備有冠、亞、季軍和優勝者獎牌，總冠軍
大獎盃依年齡和項目分為不同組別。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共參賽 11
人，他們是Alex Xu、Elaine Wang、Liying Teng、Tyler Diep、Eddie
Yang、Aaron Yang、Karolyn Dai、Andy Wang、Richard Zhang、Al-
vin Wang、William Richmond他們不負師父期望，在比賽中頑強拼
搏，再一次爭金奪銀，取得了少林、長拳、南拳、象形拳等項目的

26面金牌、5面銀牌、1面銅牌，總獎牌32面的優異成績！再一次為
我院爭得了榮譽！

戴曉辰（Karolyn Dai）同學和王臻真（Elaine Wang）同學連續
三年獲得總冠軍的大獎杯。Eddie Yang同學獲得了10-12歲傳統功夫
的總冠軍，實現了男子項目的突破。實為難得，可喜可賀！

太極拳教練潘鴻玲，貝丹青、Michelle黃和世界冠軍吳恪林同學
應主辦方邀請作為裁判出席了比賽。他們以其裁判中的嚴謹專業、
嚴明公正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評！

我院弟子Sarah Tin - U 獲得第五屆《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
並且應邀在頒獎典禮上表演劍術，獲得大家稱贊！這是續我院弟子
Melanie Kwok, Kaiser Tin-U 獲得2014年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後，又
一弟子獲此殊榮。祝賀Sarah Tin-U! 休斯敦宏武協會每年選拔2-4
名學習武術超過四年以上，在武術上有優良表現及貢獻，學業優良
的高中畢業生或者大學新生授於宏武獎學金，獎金1000美元。以鼓
勵海外青年學習中華文化習練中華武術和中國功夫。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的表演隊在 4 月 8 日上午 10:00am 舉辦的
Master Show師傅級的演出中也有精彩亮麗的表現：現場氣氛熱烈，
掌聲雷動！來自全國各地的不同門派的武術大師南拳北腿、龍爭虎
鬥，武術高手同臺獻技。由美國全國少林禪武總會長釋行浩（程浩
）大師帶領其弟子被安排在後半場演出，只見19人組成的太極方陣
拳架舒展大方，步法輕靈穩健，身法中正自然，隨著音樂的旋律變
換隊形，第一個出場的是潘鴻玲和Kevin Boyd兩位教練的42式太極
拳和八卦子午鴛鴦雙鉞，只見他們各自上場分立兩旁潘鴻玲教練起
手的是轉身大捋，歇步擒打，穿掌下勢，退步跨虎 ，轉身擺蓮，分
腿平衡一氣呵成！充分體現了太極拳的內外相合、節節貫穿，勁力
沈實、意領身隨、舒展大方獲得了場下掌聲一片！Kevin Boyd的是
子母鴛鴦鉞步走八方，動中求變，隨心所欲，轉旋連環、舒縮翻繞
，靈閃巧變發揮的淋漓盡致，神完氣足！接下來的是貝丹青教練的
太極劍以腰帶劍，節節貫穿，劍為己身，以身馭劍，人劍合一，相
隨成勢，氣勢如虹！Annet的太極佛塵快慢相間，神形兼備，瀟灑自
如！Agapito Sanchez、Arron Brother和Michelle黃教練的三人太極功
夫扇配合默契，舒展大方，扇面時開時合，武舞共融，瀟灑飄逸，
開合有度，剛柔相濟！最後由謝合超教練帶領的陳氏太極拳18式，
只見他們整齊劃一、動作以腰為主，節節貫串；把太極拳的一動則
周身無有不動，一靜即百骸皆靜、運勁如抽絲、如行雲流水，綿綿
不斷；發勁松活彈抖完整一氣！贏得了臺下陣陣掌聲和喝彩！

正在意猶未盡的時候音樂突變，由胡嘉威教練參與的18式為橋
段引領的少林表演隊隊員飛身出場，8人上臺定勢亮相、隨著音樂響

起整臺少林弟子迅速變換招法、開聲吐力氣勢如虹一出場就贏得了
觀眾的陣陣掌聲，緊接著就是一個跟一個的難度過場，場上是上下
翻飛如蛟龍出水，這邊一個是騰空側翻，那邊一個就是旋風腳側摔
，另外一個是旋子轉體360度、這個馬上又是一個直體後空翻這個
還沒完另一個霸王敬酒已經出場、這邊還沒下去，那邊又一個虎尾
三鞭，本場參演人員是教練胡嘉威的少林虎拳、Alex Xu的少林單刀
、Billy Nisbett教練的少林龍行劍、Tyler Diep、Eddie Yang的少林樸
刀、Kaiser Tin-U 的南刀、Sarah Tin-U的長拳、教練Justin kwan的
少林春秋大刀、Elaine Wang的功夫扇和少林童子功，在其即將結束
之時太極拳左右兩隊上場虛位以待，以合圍少林弟子之勢完成定勢
本場主題（太極-功夫），他們的演出真是威風凜凜、目不暇接、嘆
為觀止！在意猶未盡的時候結束了本場演出！

美國少林禪武總會暨休士頓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是以完備自我
、關愛他人、“武” “德”並重為宗旨，致力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傳
承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教育機構。學院自2001年成立以來，成功舉
辦了各種大型文化藝術活動，包括功夫英雄2014、少林傳奇2013、
德州少林文化月、情系中華春節武歌舞大聯歡、國際中華武術健康
日、St Jude兒童癌癥研究醫院慈善籌款等大型活動，並積極參加各
種公益演出，在歷屆亞美藝術節、休斯頓國際節、2012年休士頓辛
亥百年紀念晚會、休斯頓2013年和2018年春節聯歡晚會“擁抱春天
”、2015年美南各界人士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大型晚會、2017年炎
黃中秋賑災義演、2018光鹽社慈善音樂會、2018 《美中之韻》絲路
春好綜藝晚會、歷屆休士頓華人華僑國慶節升旗儀式、感恩節大遊
行、休斯頓兒童博物館、休斯頓博物館、休斯頓自然博物館、休斯
頓藝術博物館、休斯頓火箭隊、休斯頓大藍馬足球場上、Texas
A&M、Ric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Houston、Texas Tech、 Hous-
ton Community College,及總領館舉辦的迎世博慶新年晚會等活動中
都有亮麗精彩的表現。釋行浩大師其弟子多次入選國家隊參加世界
比賽並獲得驕人成績,並且每年參與組織表演、比賽近百場，倍受主
流社會及華人社區各屆的關註和支持。基於學院在中美文化體育交
流上所做出的卓越貢獻，美國老總統布什、美國國會議員奧•格林
、國會議員希拉•傑克遜•李、國會議員尼克•藍普遜、德州州長
瑞克•培瑞、德州州議員武休伯、休斯頓市長比爾•懷特、安尼斯
•派克和現任市長特納先生代表政府都給釋行浩大師和休斯頓少林
功夫學院頒發嘉獎令和榮譽證書，並且命名每年3月28日為釋行浩
少林功夫學院曰。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地址：5905 Sovereign Dr. #131,Houston,
TX77036 網址：Houstonshaolin.com 電話：832-858-3898

世界之星武術錦標賽鳴金收兵世界之星武術錦標賽鳴金收兵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再放異彩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再放異彩

全景影視學院的夏令營報名現正熱烈報名中全景影視學院的夏令營報名現正熱烈報名中

【本報訊】Panorama Film AcadeME 全景影視學院的夏令營
報名開始啦！我們有最優質的專業老師，將給5–14歲的孩子們
帶來最精彩的活動！最廣闊的天地！最美好的回憶！這裡，不僅
僅是學習更多的影視拍攝和剪輯技巧！最重要的是，全景影視會
帶著你體會不同人物不同境遇的藝術創作！對自己和對別人進行
藝術再創作！

6/4正式拉開序幕！活動豐富多彩，兩周一期！一共五期！
除了原有的電影表演課、劇本創作、藝術繪畫，我們將新增了
field trip外景拍攝、3D編輯、電影配聲、舞台劇等各種豐富多彩
的活動等著大家！快快來吧，名額有限！

小電影人培訓班在這個夏令營中會有專業老師一對一的表演
評估，配樂配聲以及舞台化妝和電影編輯技巧。還會根據小學員
的不同需求進行量身定做的單獨訓練！每期結束的周五，同學們
的成果要做一次匯報演出！優秀學員及其作品將有機會參與7月
國際青少年電影節頒獎晚會和盛典！
課程時間：

第1期6月4日-15日；
第2期6月18日-29日；
第3期7月2日-13日；
第4期7月16日-27日；
第5期7月30日-8月10日
9:00 AM-5:00PM
學費請打電話或email咨詢；

請填寫以下報名表（請複制黏貼）：
https://goo.gl/forms/mhezMj7O053lGCJ93

課程費用：夏令營費用$395 / 周，$790/期。報名費$25
，兩個及以上siblings總共$40。5/1之前交全款包午餐&snack
、juice&水和field trip 拍片。

5/1之前交全款包午餐&零食、果汁&水以及field trip 外
景拍攝等費用。
Extended Care：
8:00 AM-9:00 AM
5:00 PM-5:30 PM
其他：
1. 每期人數名額有限！速速報名！
2. 可自備午餐；也可在我校買午餐；全景影視學院提供微
波爐和冰箱；

3. 報名請發送郵件至 panoramahouston@gmail.com，或者通過電
話 832-623-6643 及微信公眾號 panoramafilm 報名或咨詢，名額
報滿為止；
4. 接受 Zelle QuickPay（panoramahouston@gmail.com）、支票及
現金；
5. 全景影視 春季常規日常課程同時開放報名，授課時間為周一
到周日，授課課程包括電影表演課、編劇基礎及進階班、電影後
期編輯、電影拍攝大師班、3D制作、繪畫、攝影、聲訓、舞台
表演等等，課程安排具體詳情報名及咨詢方式如上。
再次謝謝各位學生和家長一如既往的支持！

2010年，一本叫做《頭號玩家》（Ready Player One）的小
說，還沒出版就被華納公司買下了拍攝權。這部小說出版後就被
奉為青少年小說的經典。 今年，這部小說終於被搬上了大銀幕
，3月29日正式在各大影院首映。電影裏隨時隨地都有各種經典
電遊和電影的梗， 不但吸引了新生代玩家， 連 70 後的觀眾都覺
得驚喜不斷。上映以來，影片票房節節攀升，已高達1.83億美元
，豆瓣評分一直保持9分以上。這部片子，知名導演大制作，明
星雲集，從拍攝到上映，花了近兩年時間。讓人驚喜的是裏面有
個值得所有華人驕傲的華裔小演員---趙家正（Phillip Zhao)。
初出茅廬的趙家正飾演的 SHO 是代表正義的 HIGH FIVE 五人
團的最小成員， 戲裏戲外都受到一幫大哥哥姐姐的寵愛。 從去
倫敦演戲， 到現在電影熱映，不管趙家正如何在全球首映宣傳

中的各種訪談中機智敏捷， 在閃光燈下收放自如， 和電影名流
們歡聲笑語，回到馬裏蘭州的家後，大多數時候他還是那個周末
要上中文學校， 暑假去社會實踐的普通高中生。 和斯皮爾伯格
拍戲三個月無疑對趙家正的生活產生了翻天覆地的影響。趙家正
用他的真實自然和機智幽默贏得了不少記者的偏愛，在首映宣傳
他和 Win 的房間成為最吸引記者的房間。 美國主流媒體Fandom
的娛記更是破例給他做訪問 (https://goo.gl/9gWj13)，稱讚他在
每個出現的鏡頭都很出色。
---以上趙家正介紹摘自 公眾號原文《無事生妃》

趙家正讓我們的華人看到了做“明星”的希望，對於所有新
起之秀的青少年也是一個很好的典範。全景影視學院正是基於為
華人圈子培養更多明星的辦學宗旨以及為輸送更多好的苗子去好
萊塢發展這樣的終極目標，不斷發展壯大和嚴控把關，吸引到了
越來越多影視相關的專業教師和優秀學員。 全景影視主辦的即
將到來的7月休斯頓國際青少年電影節給海內外更多華裔青少年
創造了展示自己和其作品的平台，全世界上百家媒體將關註這一
盛事，所有才華橫溢的小明星和小電影人都將匯聚一堂，共襄盛
舉！

你或許會問，如果我沒有準備好參加這樣的電影節怎麽辦？
沒關系！全景影視學院不僅僅打造明星助其飛翔的一臂之力；更
重要的，是我們最專業最具人格魅力的老師們有能力幫助你找到
適合自己的專長，無論台前幕後，學院老師都將會對你進行量身
定做的培訓，挖掘你也許自己都忽略的巨大潛能，為你打開一扇
全新的影視大門！

還在猶豫什麽呢？我們的表演課程和電影編輯課程正在火熱
進行中（無任何門檻）趕緊撥打我們的電話832-623-6643或給
我們Email報名吧！

5-14歲的孩子們還可以通過我們今年盛夏隆重推的夏令營
活動探索更多豐富多彩的活動呢！為你的藝術芳香之旅出發吧！
為開啟人生更多的可能性做好準備吧！

四月課程火熱報名中：4-5月的電影特效大師課 | 4月21日
的公開試鏡（open audition）| 周一和周五晚6-8點的聲效藝術
課程| 周三晚的表演提高課（10—18歲，有名額限制，選拔制）
| 周三晚上6-8點的電影編輯課程| 周四晚上6-8點的電影拍攝
課程| 周六上午10-12點的電影拍攝課程& 下午12:30-2:30的電
影編輯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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