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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e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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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c Dinh 中心
以其學術成就和嚴謹夏季課程聞名
暑期課程在 1 至 8 年級階段教授數學、閱讀、寫作和科學及幼兒教育
地址：118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電話：852-526-9378 或 832-859-3192
電郵：iqeducate@gmail.com
05.31.2018

行動的力量
貸 動商機
成就您的夢想
713-77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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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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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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貝古城新發現“
龐貝古城新發現
“海豚之屋
海豚之屋”
” 建築罕見保持完好

意大利考古學家近日在龐貝古城遺址有新發現，他們掘出壹座名為
意大利考古學家近日在龐貝古城遺址有新發現，
“海豚之屋
海豚之屋”（
”（House
House of the dolphins）
dolphins）的建築
的建築，
，其露臺及走廊皆保持
非常完好，
非常完好
，考古學家們認為這是壹間大屋
考古學家們認為這是壹間大屋。
。

紐約證券交易所迎來女性掌門人

據外媒報道，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將迎來 226 年歷史中的首位女性主席。現任紐交所首席
營運官斯泰茜坎寧安，接替離職的現任主席法利，成為紐交所主席。

俄發行世界杯紀念鈔票
面值 10盧
0 布由塑料制成

226 年來首次
年來首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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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秒鐘能下載壹部高清電影
5G 來了！妳準備好了嗎

壹年壹度的世界電信和信息社會
日，工信部、國資委聯合發布《關於深
入推進網絡提速降費加快培育經濟發展
新動能 2018 專項行動的實施意見》，明
確 2018 年 將 加 快 推 進 5G 技 術 產 業 發
展 ，促進 5G 和垂直行業融合發展，為
5G 規模組網和應用做好準備。
2016 年，啟動 5G 技術研究試驗；
2018 年，多地開展 5G 試點；2020 年，
5G 全面投入商用。中國 5G 正按照規劃
時間表有序發展，並走在世界前列。以
高速率、高可靠、低時延、超大數量終
端網絡為特點的 5G，正在走入我們的生
活。5G 時代來臨，普通用戶將收獲哪些
紅利，又需要做好什麽準備？
5G+上網
超快網速需設備升級
每秒傳輸 10GB，相當於 1 秒鐘能下
載壹部高清電影，速度是 4G 網絡的 100
倍……移動互聯網時代，“高速率”成

持 5G，用戶想“嘗鮮”，先得換壹臺新
手機。近日，工信部有關負責人表示，
預計我國將在 2019 年下半年生產出第壹
批 5G 手機。想要升級換代，還得耐心等
待。
許多用戶反映，剛使用 4G 時，由於
網絡太流暢，經常“壹不小心多用了好
幾個 G，話費不夠用”。在升級和使用
為 5G 技術的重要特點。從 4G 到 5G 的升 5G 網絡時，盡管流量費的單位成本下降
級，不僅是技術升級，更意味著用戶上 ，但由於網速更快、接入物聯網設備更
網體驗的大升級。
多，用戶手機流量會大大增加，可能會
使用 5G 網絡打電話的體驗和 4G、 增加壹部分流量費支出。
3G 乃至 2G 區別不大，但是上網體驗則
會有質的提升。用戶可以輕松在手機上
5G+出行
看高清電影，玩 VR(虛擬現實)遊戲更加
無人駕駛應安全第壹
流暢真實，也不用擔心因為沒有網絡信
福建泉州的小學教師楊曉經常在周
號而錯過重要信息。
末自駕往返於城鄉，他對無人駕駛技術
鋪設 5G 網絡，需要大量基礎設施投 既興奮又忐忑。壹方面，司機變乘客，
入。北京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副教授 解放了雙手；另壹方面，把生命安全拱
陳江介紹，為了獲得更快傳輸速率，需 手交給看不見、摸不著的人工智能，總
要建設數量更多、密度更大的 5G 基站， 是不太放心。
基站設備、天線選址建設、優化調試等
今年 3 月，中國電信、中興通訊、
方面，都需要比 4G 高得多的資本投入。 百度公司在雄安新區完成國內首個基於
“不過，5G 建設不會壹蹴而就，而是從 5G 網絡實況環境下的無人駕駛車測試；
車站、寫字樓等熱點地區開始分階段鋪 河北移動、華為公司和保定長城汽車公
設；暫時沒有架設 5G 的地方，還得靠 司則完成首個 5G—V2X 自動遠程駕駛啟
4G 來滿足移動用戶的需要。”
動及行駛測試。測試中，無人車轉向、
對於用戶來說，要體驗 5G 網絡也 加速、剎車不在話下，未來，無人車還
沒那麽簡單。目前的主流手機均不支 將針對紅綠燈信息、天氣信息、路面情

況處理等接受壹系列測試。
今年 4 月，重慶宣布將建立基於分
級自動駕駛的智慧交通及自動駕駛演示
驗證與示範平臺。5 月 17 日，工信部相
關人士提出將在 5G 和車聯網領域推動人
工智能應用。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
任朱巍認為，不能因為技術存在風險就
不使用，5G 技術作為國家的信息戰略布
局和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非常重要。
“這項技術實現商用可能還需要壹個比
較漫長的過程，需要通過硬件、軟件和
運營等方面的建設及試驗。”
5G+家居
智慧生活防泄露隱私
試想壹下，站在家門前，卻因連不
上智能門鎖而被拒之門外；又冷又餓到
家，卻發現智能電飯鍋沒有接到指令，
還是壹鍋生米；由於控制失靈，空調忽
冷忽熱，電燈忽開忽關，烤箱不能自動
斷電……
如果智慧生活這樣雞飛狗跳，相信
不少用戶寧可回到從前。
業內人士指出，5G 網絡地址數量
大，允許每個人都擁有很多臺物聯網設
備，功耗又相對較低，能保障較長的續
航時間，加之網絡延遲小、出錯概率
小，因此為智能家居等物聯網發展提供

了技術保障。
今年，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
電信宣布在全國多地開展 5G 試點，上海
是唯壹入選三大運營商試點名單的城市
。就讀於復旦大學的彭同學是壹位智能
家居“發燒友”，她對上海的試點工作
很期待：“早期很多智能家居靠藍牙連
接，不太穩定；後來發展為 Wifi 無線連
接，體驗大大提升。穩定的網絡通道對
智能家居太重要了。我期待 5G 技術能進
壹步提升智能家居的使用體驗。”
當下不斷出現的用戶信息泄露等網
絡安全問題，同樣會威脅 5G 時代。有網
友擔心，到了 5G 時代，很多智能家居由
手機操控。如果發生手機丟失、手機信
息泄露，引發壹系列連鎖反應，後果不
堪設想。
朱巍認為，有關部門應加緊出臺法
律，明確界定能獲取的用戶信息和不能
獲取的用戶信息。還應關註智能硬件的
安全問題，避免讓這些生活工作的幫手
成為網絡安全的“地雷”。
“在信息安全防護上，5G 的優勢並
不明顯。甚至可以說，由於設備總量增
多，人們對物聯網的依賴性增加，物聯
網終端的重要性越來越高，5G 面臨的安
全性問題會更加突出。這對科研工作者
和研發工程師們提出了更嚴峻的考驗。”
陳江說。

進入政策紅利期 商業航天產業迎來“風口”
綜合報導 “目前，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中國
航天科工集團、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等紛紛提出低軌
通信衛星計劃，累計超過 600 顆；吉林、海南、深
圳、珠海、四川、陜西等地方政府也紛紛提出衛星
星座計劃，基本以光學遙感和雷達遙感應用為主，
他們五年內規劃發射衛星總數約 300 顆。”23 日，
北京未來宇航空間技術研究院聯合創始人牛旼告訴
科技日報記者，國內商業航天產業發展迎來了“風
口”。
日前，北京未來宇航空間技術研究院正式

發布了《2017—2018 年中國商業航天產業投資報
告》。
報 告 指 出 ， 從 2017 年 下 半 年 到 2020 年 ， 隨
著政策持續釋放利好，允許民營企業進入火
箭 制 造 及 發 射 、 衛 星 制 造 及 衛 星 測 控 等 領 域，
以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及上市公司為代表的
衛星運營機構發起的衛星星座計劃，使衛星
和火箭的需求大幅增加，這將出現嚴重的供
給 產 能 不 足 ， 帶 來 大 量 航 天 制 造 業 市 場 機 會，
湧現出更多的民營航天企業，同時引入更多

的市場化資本。
“實際上，從 2015 年開始，國內先後湧現出多
家民營商業航天企業，在經歷了 2016 年的平穩發展
後，從 2017 年下半年開始，商業航天產業進入快速
發展期。”牛旼說。
報告指出，近 3 年，超過 60 家民營企業涉足商
業航天產業，特別是以衛星制造和衛星發射領域為
代表的產業鏈上遊。
“國內商業航天產業分布與當地的產業配
套 和 人 才 基 礎 息 息 相 關， 大 多 位 於 航 天 相 關 院

所和高校。”牛旼說，同時，國內民營商業航
天企業普遍處於初創階段，處於 A 輪及 A 輪之
前階段。
“衛星技術正在向產品化、產業化、商業化發
展，未來政府、軍方、商業三大用戶中，商業航天
用戶將會占比70%以上，商業航天正在迅速掘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吳
樹範說。
“預計從 2018 年到 2021 年，國內商業航天產
業將進入快車道，迎來爆發式增長。”牛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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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 1 歲後 母乳餵養如何安排

寶寶吃母乳到多久才最好?太早斷
奶，擔心寶寶吸收不到營養，身體差;
堅持餵到寶寶一兩歲吧，對於職場媽媽
來說，的確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0-2 歲寶寶，母乳是最佳食物
新生兒在出生後至 2 歲之間母乳餵
養為最佳食物，有助於增強孩子的抵抗
力，減少疾病發生，建議媽媽們能堅持
盡量多堅持餵養母乳。看看母乳的營養
價值有哪些
>>6 個月前的母乳寶寶，有著媽媽
身體帶來的抵抗力+母乳給予的抵抗力
雙重保護。這個抵抗力可以保護寶寶在
半歲內免受一般疾病的侵襲。
>>6 個月後的寶寶，媽媽身體內帶
來的抵抗力消失，需要增強自己的抵抗
力，此時母乳中的免疫球蛋白就會顯得
尤為重要。
>>充分母乳餵養的寶寶身心發展
更為健康，過敏和消化不良較少，成年
之後慢性病風險較低。
>>母乳中的營養素除了傳統認識
的營養作用外，還有生物學作用，比如
有很多活性物質，如抗體、酶等，這些
營養素的活性作用，是配方粉無法比擬
的。
>>母乳中豐富的脂肪種類，還可
促進嬰兒大腦和視網膜的發育成熟，調
控免疫系統發育，更有預防成年期心血
管疾病的作用。
當然，也有媽媽有疑問，母乳 6 個
月或者 1 歲後就沒營養了嗎?
這種說法是片面的，6 個月後的母

乳營養無法全部滿足孩子的生長發育需
要，因此專家建議大家添加輔食，但是
並不意味著母乳就沒有營養了!
相反，母乳中的免疫球蛋白總量是
不變的，如果乳汁因寶寶添加輔食而減
少，則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反而顯得更高
。
所以，只要條件允許，就堅持到自
然離乳吧!
寶寶 1 歲以後，母乳餵養怎麽調整?
跟大人同餐
寶寶現在就可以和大人一起吃飯了
，只是他的飯要軟、爛、細、碎，味道
淡一些就可以了。讓寶寶和家人一起吃
飯，更有利於培養寶寶良好的飲食習慣
。
1 歲寶寶的飲食，主食以大米蔬菜
肉為主，奶為輔食。
蔬菜水果都是必備的，其他蛋白質
、維生素含量高的食物也是首選。像粥
、面條、面片、包子等應該是主要的，
其他的配方奶、水果汁、菜汁、菜湯、
白開水、魚肝油、肉湯、磨牙食品、肉
末、碎菜末、肝泥、動物血、豆制品、
蒸全蛋、小點心等也是不錯的。
寶寶一天下來該怎麽吃?
早餐 晨 6、7 點，寶寶除了喝奶，
還可以喝一點牛奶或配方奶，吃一點菜
泥也行;8 點到 11 點之間可以給寶寶增
加小點心、粥、菜湯、肉湯、水果、雞
蛋等，這些種類多樣的食物能讓寶寶體
內的營養保持一個平衡狀態。
午餐 中午的輔食應該是一天中最

豐盛的了，除了基本的，還可以給寶寶
增加一些肉類，碎肉末、碎菜末、動物
肝臟、溫開水、水果汁、菜汁等都是中
午必備的。
下午茶 到了下午，寶寶可能會有
一些饑餓感，給他餵一小碗軟飯，再加
一些碎肉末、碎菜，美味就這樣出來了
，最後最好加半個雞蛋。期間可以讓寶
寶多喝白開水，吃點水果。
晚餐 晚上 6 點的時候，寶寶可能
要吃晚飯了，寶寶要吃面條的話，那就
更好了，來一小碗面條或面片湯都行，
5 到 7 個小餛飩也是棒的，動物的血、
肝、肉類、蔬菜都還可以繼續給寶寶吃
。
晚上加餐 夜間，如果寶寶嬌嫩的
小肚子又咕咕叫了，就給他餵一些面食
類，如一小塊饅頭或面包，還可以試試
少量的磨牙食品，為了讓寶寶更好的入
睡，牛奶是必不可少的。
母乳可早中晚作為加餐
雖然 1 歲後的寶寶已告別乳兒期，
但乳類仍是寶寶每天應該選擇的，母乳
可早中晚作為加餐，繼續為寶寶提供豐
富的營養。
上午和下午各加一次的水果或是點
心，早、中、晚各加一次的奶，可以把
各餐和喝奶錯一下時間，就是 早餐 後
半小時喝一次的奶，或是醒來先喝奶，
半小時後吃早餐，有些早餐，比如雞蛋
、蛋糕、面包類的食物，可以和奶同時
進行，中午可以先吃午餐，睡醒後喝一
次的奶，晚餐可以正常吃飯，睡前一小
時喝奶。
母乳加餐時間表
6：00～6：30 母乳或配方奶 200 毫
升(+谷物);
9：00～9：30 母乳或配方奶 200 毫
升+水果;
12：00～12:30 飯菜;
5：00～15：30 母乳或配方奶 200
毫升+水果;
18：00～18：30 飯菜;
21：00～21：15 母乳或配方奶 200
毫升;
21：15 刷牙，按時睡覺。
總之，母乳一樣好東西，只要條件
允許，就堅持到自然離乳吧!把最好的
營養留給寶寶!。

母乳餵養最佳時間為幾個月
大家都知道，母乳餵養對於
寶寶來說是最好的，因為母乳的
營養價值是最高的，餵奶姿勢對
於很多新手媽媽來說是不太了解
的，那麽，母乳餵養最佳時間為
幾個月？
母乳餵養最佳時間為幾個月
母乳餵養最好到寶寶 8 個月
到 1 歲左右，到孩子 6 個月的時
候逐步給他添加輔食。給寶寶斷
奶最好的時間在 8 個月到 1 歲左
右。如果寶寶在吃母乳的同時，
添加了輔食，並且接受輔食情況
良好，也可以推遲斷奶，最晚可
以到 1 歲半。但是如果寶寶身體
狀況較差或生病時，尤其有過敏
體質或腸道有問題的寶寶，建議
媽媽哺乳至 1 歲以上，這樣有利
於寶寶身體恢復。
一般情況下，如果媽媽選擇
在 8 個月的時候給寶寶完全斷奶
，那麽可以從 6 個月開始，逐漸
減少哺乳次數，並以輔食等代替
。另外還要註意斷奶的季節，媽
媽最好選擇春秋兩季，這時候氣
溫不高不低，比較適合給寶寶斷
奶，寶寶也容易適應。
職業媽媽的母乳餵養時間：
現在我國最新產假規定為 98
天，這意味著很多新媽媽在哺乳
期內就得去上班。對於職業媽媽
來說，哺乳寶寶到 1 歲左右是最
好的。職業媽媽可以在上班前，
用手或吸奶器將乳汁擠至消毒過
的奶瓶中，然後存入冰箱。當寶
寶肚子餓，需要吃奶的時候，家
人就可以幫忙把母乳用熱水慢慢
溫熱，然後給寶寶吃。另外，冷
藏過的母乳一旦加溫後，即使沒
有餵食，也不能再冷藏，必須丟
棄，不要舍不得。因為吃下這些
反復加溫的母乳，會對寶寶身體
不好。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
，大多數西方女性給寶寶母乳餵
養一般都至少 3-12 個月;世界上其
他一些國家，寶寶吃母乳到 2 歲
或更長時間都很正常。其實母乳
餵養涉及到很多個人實際情況和

情感，現實中可能會有多因素影
響到你是否繼續給寶寶母乳餵養
，但是不管如何，都要盡可能延
長母乳餵養時間，對你、寶寶的
健康都有好處。
母乳餵養多長時間?相信通
過以上內容的介紹，大家已經有
所了解。母乳餵養的好處多多，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盡可能讓母
乳餵養的時間長一點，但是也不
是說可以一直餵養下去，最好是
在 1 歲半之前都進行母乳餵養。
餵奶的四種姿勢
1、搖籃抱法。在有扶手的
椅子上坐直，將孩子抱在懷裏，
用前臂和手掌托著孩子的身體和
頭部。餵右側時用左手托，餵左
側時用右手托。放在乳房下的手
呈 U 形，不要彎腰，也不要探身
，而是讓孩子貼近你的乳房。這
是早期餵奶的理想方式。
2、交叉搖籃抱法。與第一
種類似，但餵右側時用右手托，
餵左側時用左手托。
3、橄欖球抱法。如果你是
剖腹產，或者乳房較大，這種方
式比較合適。將孩子抱在身體一
側，胳膊肘彎曲，手掌伸開，托
住孩子的頭，讓他面對乳房，讓
孩子的後背靠著你的前臂。為了
舒服起見，可以在腿上放個墊子
。
4、側臥抱法。疲倦時可躺
著餵奶。身體側臥，讓孩子面對
你的乳房，用一只手攬著孩子的
身體，另一只手將奶頭送到孩子
嘴裏。這種方式適合於早期餵奶
，也適合剖腹產的母親。
在孩子未滿 3 個月前最好不
采用臥位哺乳。因為小嬰兒的頭
、頸部力量均很弱，一旦母親哺
乳時迷迷糊糊地睡著了，乳房堵
住了孩子的口鼻而孩子又沒有足
夠的力量避開，就可能因窒息而
發生意外。只有當孩子 4 個月後
，才具備擡頭躲避和用手推開母
親乳房，或用身體動作將母親驚
醒的能力。

一碗泡饃帶來陜西地道風味

以經營西北風味，牛羊肉泡饃和清真炒菜的
著名老字號。最著名的當屬自己手掰的羊肉泡饃
啦~烹制細致，撩重味純，肉爛湯濃，肥而不膩
，營養豐富。
老西安飯莊位於新街口南大街 20 號的老西安飯
莊開業於 1954 年 10 月，是北京第一家經營西北
風味牛羊肉泡饃和清真風味菜肴的國家一級酒家
。老西安飯莊作為北京較早經營泡饃的名店，其
泡法師承了西安“老孫家”和“同盛祥”泡饃館

的精華，被譽為“京城泡饃第一店”。
羊肉泡饃，西北美饌，尤其以陜西西安最享
牛羊肉泡饃盛名，北宋著名詩人蘇軾留有“隴饌
有熊臘，秦烹惟羊羹”的詩句，它烹制精細，料
重味醇，肉爛湯濃，肥而不膩，營養豐富，香氣
四溢，激發人的食欲，品嘗過之後回味無窮。店
裏除了經典的羊肉泡饃，還有牛肉泡饃、牛肚泡
饃、菌菇泡饃。而吃泡饃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意自
己動手掰饃的過程，一點一點，非常有趣。

門口排著大隊的羊肉串總是具有極大的魅力
吸引著路過的行人，取肉用料講究，口味不膻不
膩，大塊大塊的羊肉吃起來別提多香了！
宮保蝦肉，算是京城傳統的大菜。色澤紅潤
，口味鹹鮮微辣，蝦肉營養豐富，大大一顆，軟
爛彈牙，是店裏的熱銷菜品。
糖卷果，是北京地道的小吃，色澤金紅，口
味甜香爽口，糖卷果是用棗和山藥制作而成，甜
而不膩，入口即化，這不僅是清真飯莊的風味菜

品，也是清真宴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甜點。
蒜燒牛肚，金黃的色澤看著令人食欲大開，
這道菜是 2007 年推出的一道銷量很好的創新菜
品，牛肚吃起來彈性十足，加上蒜香濃郁，是一
道非常受歡迎而且美味的當家菜。
在北京就可以吃到正宗的山西風味，無論是
人手一碗的羊肉泡饃還是排起長隊的羊肉串，老
西安飯莊就是能把最經典的最傳統的完全展現在
我們面前，是個品嘗地方風味的好去處。

融入創意的老字號餃子館
以京味小吃為特色，北京菜為主打，烤鴨
為推薦，餃子為亮點的聚德華天旗下品牌，真
的可以吃飯到最為全面的京城特色。味道傳統
，選擇豐富。各式各樣的花式餃子可謂餐桌上
的“明星菜品”，令人大飽眼福。
提起北京菜，在諾大的北京數著手指頭能
隨口念出好幾個，但是正經的老字號可就不那
麽多了。聚德華天集團的惠豐餃子館就是一家
，主打京味菜，北京烤鴨，老北京小吃，以及
大家都喜歡的餃子。 對於餃子，有太多說法
，餃子就酒，越吃越有~舒服不如倒著，好吃
不如餃子…… 家人團聚吃餃子，大年三十吃
餃子，自古以來，餃子就和團圓、喜慶有著緊
密的聯系。加上餃子可以包出花樣，又能添加
各種餡料，真是沒有人會不喜歡！
日常的水餃我們見過好多，既然來到惠豐
餃子館當然要吃點特色的不一樣的！五彩餃子
雖然已經很常見了，但是上桌時還會不由自主
多欣賞一會兒，加入菠菜、胡蘿蔔、紫甘藍、

紅菜頭…讓傳統水餃變得繽紛起來，確實會讓
人食欲大開。
另一款超漂亮的蒸餃顏值更為出眾，玫瑰
花型的蒸餃實在太美了，粉嫩的紅色，花瓣層
層簇擁，盛開在蒸屜裏，創意十足！ 傳統鍋
貼也是老北京喜愛的“吃餡兒”方式，中間捏
一下，兩邊不封口，煎制焦黃，咬一口直流油
兒。
北京特色最具代表性的非烤鴨莫屬，鴨肉
兩盤，配料一份，作為北京人，烤鴨在心中的
美食榜單絕對是第一名，而且是無法替代的地
位，所以來北京館子就一定要來一套烤鴨！
烙餅卷帶魚、臘八蒜肥腸、宮保蝦球…都
是老北京日常的必點菜，不用拘泥於擺盤，隨
性的傳統的正是北京味道的自然流露。
幾道京城代表菜，幾款京味傳統小吃，便
讓人吃到了濃濃的北京文化，館子裏依舊熱鬧
非凡，一桌一桌的談笑間，都是滿滿的情。

玩 轉旅遊園地
粵 港 澳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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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粵海灘有驚喜
天空之鏡 不遠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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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的畫面感，
戲的畫面感
，心心念念的玻利維亞
心心念念的玻利維亞、
、青海茶卡鹽湖也都是要看季節時間
青海茶卡鹽湖也都是要看季節時間，
，才能不輕易辜負這一腔
熱情。
熱情
。廣東盛產海灘
廣東盛產海灘，
，可大都還藏在深閨
可大都還藏在深閨，
，只待有心人徐徐而聞
只待有心人徐徐而聞。
。夏天到來
夏天到來，
，廣東的海灘也送來
了驚喜。
了驚喜
。或是日出後
或是日出後，
，或是夕陽時
或是夕陽時，
，擇一方海灘對影旋轉跳躍
擇一方海灘對影旋轉跳躍，
，一定能拍出一張你迫不及待想要
分享的“
分享的
“鏡面
鏡面”
”大片
大片。
。

環城高速——瀋海高速——新台高速——
縣道276——目的地（車程3個小時）

珠海橫石基沙灘：從廣州東站出
發——廣園快速——南沙港快速——西部
沿 海 高 速 —— 珠 海 機 場 高 速 —— 縣 道
587——目的地（車程2個小時）


 

廣州廣東博物館：
意象之間——荷蘭藝術家阿曼多作品展
時間：5月11日 至 8月28日
地點：該館三樓展廳二

廣州大劇院：
2018 英國國家劇院《深夜小狗離奇事件》
時間：6 月 1-3 日 （周五）19:30 （周
六、日）14:30 19:30
地點：該院歌劇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東報道
廣東報道//圖：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一組
一組“
“我的家鄉就是
我的家鄉就是‘
‘玻利維亞
玻利維亞’”
’”的組照讓廣東海
的組照讓廣東海
灘聲名鵲起，
灘聲名鵲起
，原來
原來“
“天空之境
天空之境”
”的美景就在廣東
的美景就在廣東。
。

徐聞新寮島：碧海銀沙
“桃花源”
徐聞，廣東省最南端的縣
城，瓊州海峽將其與海南島相
隔，不少遊客自駕海南在此過
路，忽略了此地古樸的氣質
下，隱藏着一個“桃花源”般
的漁村。
或許是因為知曉的人還不
多，這個自詡為“徐徐而聞”
的小縣城卻大有空間給予到訪
者最大的驚喜。如果說，連片
種植菠蘿的紅土地，是徐聞近
兩年來被外界熟悉的面孔，那
麼一直被當地人所珍藏的後
海、白茅海以及南極村，會讓
不少都市客有一種恍如隔世的
漁村感。
後海，位於徐聞縣新寮島
內，是島上東側的一個積堆海
灘，和一海之隔的海南島一樣，
擁有充足的日照、碧海銀沙。甚
至在綠色能源發展的加持下，徐
聞的田地、海灘近年來擁有了許

徐聞後海：從廣州東站出發——廣州環

台山浪琴灣：從廣州東站出發——廣州

B6

在很多遊人的旅行相冊中，“
在很多遊人的旅行相冊中
，“天空之鏡
天空之鏡”
”的美照一定不可或缺
的美照一定不可或缺。
。說起這種虛實之間
說起這種虛實之間，
，對影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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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浪漫海灘：從廣州東站出發——廣
州 環 城 高 速 —— 瀋 海 高 速 —— 縣 道
618——目的地（車程4小時）

Tuesday, May 29, 2018

暮光映海如夢似幻 朝陽入雲霞光萬丈

■徐聞白茅海的“十里蠔灘”爬
滿鮮蠔。

城高速——瀋海高速——縣道 703——目
的地（車程6小時）

美南版

■徐聞後海的柔美
霞光，
霞光
，讓遊人不禁
駐足留影。
駐足留影
。

多風車來作伴。這些白色的高個
子們，自成陣隊，給這邊的“田
園、海上”牧歌帶來了更多海洋
的氣息。
凌晨 5 點的時候，後海海灘
一片朦朧，天邊泛映紅霞，海
潮暗湧之時，日出緩緩升起。
早起的村民騎着電單車“轟轟”
駛過，開啟一天的漁村生活。看完
日出的遊客也開始陸續撤離。殊不
知，日出之後後海最美的“天空之
鏡”也將開始出現，一場晨間照相
大賽就此開始，漁民們騎着電
單車，悠然地拋撒漁網的漁村
風情，都會讓人感到舒適。
而在後海四十公里開外的
錦和鎮白茅海，漁業資源豐
富，新鮮打撈的魚蝦蟹貝螺
蠔，一定是外地客人吃海鮮的
“世外桃源”。
值得留心的是，白茅海有
一片長灘，灘上的石頭長滿了
蠔，因此當地人稱之為“十里
蠔灘”。
在當地，每逢初一十五，
初二十六的清晨，潮退後，當
地的民眾就會齊刷刷的出門趕
海，要麼腰間別着竹籃，要麼
塑料桶在手開啟晨間“淘
寶”，鮮美的蠔正等着他們來
趕一場熱鬧的海貨集市。所
以，此地民眾口中的趕海其實
就是來這裡打蠔。

台山浪琴灣：鏡面剪影美如畫
浪琴灣，位於台山市北陡鎮
南部海灣。此地因一大批沙灘鏡面
影像，而名聲大噪。有人說，現在
要找一處“鏡、淨”的地方，看一
齣移動的夢幻色彩大秀，原本以為
遠在天邊，哪知就在周邊咱的家門
口。
長達 2 公里的浪琴灣，前倚
茫茫大海，後靠着蓊蓊鬱鬱的樹
林。拍水擊浪中，遠處的上、下
川島就如蓬萊仙島，很適合放空
想像，脫口有華章。
來浪琴灣，最驚喜的莫過於
黑沙灘的存在。遠看海水，黑沙
的底色讓這片海灘似乎有些渾濁
不清的感覺，別着急。走近去一
看，海水異常清澈，不時流淌着
的黑沙運動，在無人機航拍的畫
面中也似一幅巨大的流沙畫，構
造脈絡都很到位。有些遊人不禁
感嘆，見過聶魯達筆下葉片的脈

絡，卻不曾見過這大海的脈絡。
無時無刻不在變化着的沙灘，總
是能給人帶來充沛的情感和思
緒。
夏天的浪琴灣，湛藍天空，
棉花糖一般的雲朵成為沙灘風光
的標配。偌大的石頭山，肆意撒
歡的一家老小全都倒映在海面
上。一個廣角鏡頭，就能把遠近
的美好框住。

最要給人驚喜的，還是日落
時分。一襲長裙，草帽遮陽的少
女，奮力調試角度的男友希望將
女孩最美的剪影拍出來。在這不
斷調整的畫面中，女孩走到相機
前檢查一遍剛剛拍攝的成果。如
果還不盡如人意，沒關係，這裡
的夕陽也不着急掉落，女孩擁有
大把的時間，就在夕陽的炫彩走
出最好看的樣子。

■台山浪琴灣的日落剪影色彩夢
幻，讓人感嘆自然造化之奇妙
讓人感嘆自然造化之奇妙。
。

茂名浪漫海灘：
東南亞風濱海度假
去年開始，廣東茂名的海灘因一組“我
的家鄉就是‘玻利維亞’”的組照走紅，大
家不禁驚奇，這麼壯觀的海灘是哪裡？
有着廣東“峇里島”之稱的茂名浪漫海
岸，如今海灘旁建有斬獲了華鼎獎酒店設計
一等獎的國際酒店，主打峇里島度假風格，
佈置有極具辨識度的海島石雕，新植了一萬
多株椰子樹，充滿豐富的異國海島風情。
夜晚，夕陽下正是散步的好光景。光着
腳在沙灘上晃蕩，去感受下當地人所說的
“奶粉沙”，愜意無需贅言。值得一提的
是，浪漫海岸擁有原生態漁港。每日清晨，
就能看見上百艘漁船在漁港出海捕撈的盛大
景象。待到早八點，不斷返程的漁船匯合在
海上如墟市，這些被當地人稱為“不暈車”
的海鮮，從船上打撈出來就直接送到客人的
餐桌上，沒有經歷長途汽車的舟車勞頓。

■有廣東“峇里島”之稱的茂名浪漫海岸，海
灘酒店主打峇里島度假風格，異國風情十足。

珠海橫石基沙灘：
黃昏中看飛機升降
橫石基沙灘坐落於珠海市金灣區三灶島
西南角，587 縣道旁，距離珠海機場約 6.7 公
里，是一個未曾開發的沙灘，因地處石基村
外，因此被當地人稱為橫石基沙灘，是珠海最
美的黃昏地。
攝影愛好者們爭相來到這片“處女
地”，拍出“天空之鏡”般亮眼的美景，讓珠
三角民眾為之神往，吸引很多人專程前往觀賞
黃昏。最讓家長和小孩子驚喜和開懷的是，因
為距離機場近，坐在沙灘上就可以清楚看到珠
海機場的起飛跑道。更有小朋友還拿出畫筆，
認真描畫眼前沙灘之上的飛機起降。

■“珠海最美的黃昏地
珠海最美的黃昏地”
”橫石基沙灘
橫石基沙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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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羽做為主帥只打過一場勝仗

稱為武聖徒有虛名嗎
在《三国演义》里，关羽作为主
帅只打过一场胜战，就是镇守荆州时
，出兵攻打曹军，斩庞德，擒于禁，
水淹七军。但胜利之后仍不能攻克樊
城，等到徐晃前来增援后，又打不过
徐晃，只得解除樊城之围，这说明他
不是一个成功的军事家。
因为《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力
，今天想谈谈三国中的任何一个人物
，都会引起争论。小人物也许争议会
小一点，但大人物就不一样了，尤其
像诸葛亮、曹操、刘备等人物，但真
正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争议的，要属关
羽了。这个人物在以后的历史中，以
令人奇妙的方式改变他本来的面目。
今天我们要说关羽，必然会引起关羽
粉丝的疯狂反对，甚至过激情绪，但
请记住，今天我们说的是历史。
要揭开关羽的真面目，得先从他
的武功和武德说起。“温酒斩华雄”
是《三国演义》中关羽刚出道时一个
著名的亮相。然而，在正史中，斩华
雄的其实是东吴孙坚。所以这个故事
没有办法证明关羽的实力。
再说斩颜良。当时袁绍手下的大
将颜良打败曹操手下的大将徐晃，曹
营中无人可敌，此时关羽出马，一刀
即斩颜良。颜良、徐晃在当时都是已
经成名的大将，特别是颜良，以勇闻
名。关羽竟然一个照面就杀了颜良，
许多人就此断定关羽强过颜良，但仔
细分析，就会发现颜良其实并非不能
战，而是死于毫无防备。
首先，于情理上，颜良没把关羽
当敌人。当时关羽的结拜大哥刘备是
与曹操为敌的，而且当时正在袁绍军
中，颜良见到关羽，自然以为他是来
投奔己方的，故不准备迎敌，结果被
关公斩于马下。
再者说，关羽纯属突袭，颜良根
本没有还手的机会。《三国志》中对
这一段的描写是：“（关）羽望见
（颜）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
，斩其首还……”
《三国演义》中还有更详细的描
述：“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
下土山，将盔取下放于鞍前，凤目圆
睁，蚕眉直竖，来到阵前。河北军见
了，如波开浪裂，分作两边，放开一

条大路，公飞奔前来。颜良正在麾盖
下，见关公到来，恰欲问之，马已至
近。云长手起，一刀斩颜良于马下
……”这段话中，关公有两个出人意
料的举动，一是“倒提青龙刀”，二
是“将盔取下放于鞍前”。按常理，
古时武将上阵都要将头盔、铠甲穿戴
整齐，目的是保护自己，而关羽冲阵
时，却是一副完全不设防的架势，河
北军及颜良都以为关羽不是来投奔的
就是来传话的，因此根本未做迎敌准
备，河北军甚至放开一条大路。关公
则抓住了对方的心理错觉，完成刺颜
良这一极其困难的任务。
通过上面一虚一实的事迹，都难
以看出关羽的武功实力到底有多强，
但能推测其胆子倒是不小。如果考虑
到斩颜良是一种谋略也就罢了，假如
从两军对阵先通名报姓的规矩来说，
关羽的武德似乎就欠奉了。
再说关羽的谋略。在《三国演义
》里，关羽作为主帅只打过一场胜战
，就是镇守荆州时，出兵攻打曹军，
斩庞德，擒于禁，水淹七军。但胜利
之后仍不能攻克樊城，等到徐晃前来
增援后，又打不过徐晃，只得解除樊
城之围，这说明他不是一个成功的军
事家。即使如此，此时的关羽军队元
气未伤，如果安然返回荆州，还有机
会。然而，却突然被东吴的吕蒙使了
一招白衣过江，夺了荆州。这当然与
关羽的失策有极大的关系。
最显关羽低能的是，他竟然将后
方基地托付给恨他入骨而又被他轻视
的两位将领。当初，在荆州誓师出征
时，关羽处罚糜芳、傅士仁两个留守
基地的统帅，即播下危机的种子；待
到进攻樊城时，关羽又因为这两位统
帅不能完成供应军粮的任务，派使者
去威胁他们：“如期把兵员粮草准备
好，要不然我回来就斩了你们。”关
羽此举就如将基地建立在沙滩上。他
的行为完全不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大
将，反而像是一个纵情任性的暴发户
。结果，吕蒙稍一策反，就连糜芳这
样的皇亲国戚也反了。
紧接着，在得知吕蒙占领荆州后
，关羽不但不封锁消息，反而派使节
与吕蒙联系，结果使节被敌方利用，

在关羽军中传递家书，使全军瓦解。
关羽此举让人颇为不解，如果他稍有
头脑，封锁消息都来不及，怎会让使
节往返于荆州与军营之间，不知他希
望得到什么？难不成希望用外交手段
让吕蒙主动归还荆州？如果真是这样
想，可真是愚蠢到家了。
再者，关羽大军撤退之日，曹军
的大将曹仁并没有追赶，情势跟当年
彭城落入刘邦之手，项羽回军一样。
而当年项羽一举就击溃了刘邦部队，
关羽大军却边走边散，最后只带着儿
子败走麦城，被砍了头。
第三说关羽心胸狭窄、不识大体
。在关羽眼中只有一个主子，和一个
小圈子。当年刘备从隆中请出诸葛亮
后，关羽就处处排挤诸葛亮。马超归
降刘备后，因为马超声名极响，关羽
不满，一定要跑到成都去与马超比武
，还好诸葛亮故意把马超比作张飞和
黥布、彭越之徒（二人均是秦末汉初
的名将），然后拍马屁说你关二爷绝
伦逸群，关羽这才作罢。刘备进位汉
中王后，封关张马黄赵为五虎上将，
关羽又开始排斥黄忠，嫌弃黄忠老迈
，居然说出“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
”这样没有涵养的话来。如果不是费
诗能言善道，谁都不能预料后事如何
。
第四说关羽自大自负，不识抬举
。最显著也是后果最严重的一个例子
，就是以“虎女安肯嫁犬子”这样的
恶言，拒绝孙权为儿子的提亲。在当
时，孙权的权势只有曹操与刘备可与
之媲美，其又与刘备是同盟国，怎么
能以“犬子”来称呼一个友国头脑的
儿子呢？就算不愿意，也不应该恶言
相向。关羽这一冲动，破坏了诸葛亮
十二年前的隆中对策，如果像隆中对
策设计的，跟孙权保持和睦，吴、汉
坚持联合对抗曹魏，局势当可改观。
这还不算，在关羽围攻樊城时，
孙权一方面派使者告诉关羽，他将派
兵前来相助；一方面又命令军队慢腾
腾行军。关羽弄不懂孙权的心机，反
而发脾气骂道：“攻破樊城后，看我
不把你灭了！”关羽的骄狂和吹牛，
终使孙权在两难之中作出了选择，主

动写信给曹操，请求出兵讨伐关羽，
为之效命。
第五说关羽的浅薄。关羽镇守荆
州时，东吴年轻将领陆逊尚名不见经
传。他看透了关羽骄傲自大的缺点，
于是让大都督吕蒙假装病退，自己接
替其职。在与关羽的书信来往中，陆
逊极尽奉承之词，让关羽心花怒放，
对其不加提防。这给吕蒙实施白衣过
江之计打下了基础。
关羽身后被追赠为壮缪侯，此封
号颇耐人寻味。“壮”是武勇、功高
之意，而“缪”是一个多义词，包含
有：同“绞”；假装；深思状；谬误
；同“巧”。在封号中使用歧义很多
、褒贬均有的“缪”字，只能理解为
包含了最高当局乃至满朝文武对关羽
既褒且贬的用心。因为，此字显然不
是取“绞”、“假装”之意，纵观关
羽的一生，同“巧”字也没有多大关
系。以“深思”比喻似乎能说得通，
但十分勉强，只有取“谬误”之意更
为恰当，因为关羽荆州之败，给西蜀
带来的损失太大了。
看了上面罗列的关羽事迹后，我
们发现，关羽军事能力、智慧、心胸
都有致命的缺陷，唯一可取的就是其
对刘备的忠与义。然而，这个效忠并
没有让刘备受益，而是替刘备把天下

人得罪精光，并且是导致刘备死亡的
重要原因。关羽死后，刘备悲伤过度
，不顾诸葛亮劝阻，执意攻打东吴，
结果夷陵一战被陆逊所败，死于白帝
城。此战也使西蜀元气大伤。
有人会说，如此一个满身都是缺
点的关羽，凭什么在中国乃至世界上
始终光芒四射呢？究其原因，不是因
为他的英勇，而在于他对刘备个人的
效忠，这种效忠，又被解释为“道义
”。
罗贯中笔下的关羽成了武圣，这
当然是因为罗贯中佩服关羽。而封建
王朝的当权者们极力吹捧他，则是出
于愚民的考虑。在民间，关老爷也依
然备受恭拜，其原因很简单：人们认
可小说中所描写的这种忠、义。尽管
罗贯中笔下的关羽徒有虚名，甚至还
有移花接木之嫌，武圣的整个高大形
象却早已深植人心。“千里走单骑”
的故事，更是让人们为他的光明磊落
而折服。
总之，读历史是为了发现真相，
而民间传说，我们可以尊敬，但不能
因此和历史混为一谈。还是那句话：
以史为镜，可以知真伪。我们必须怀
着理性态度来看待历史，以及每一位
历史人物。这其实也是对人物本身的
尊重。

休城工商
揭中世紀西歐獵巫運動：什麼樣的女性最容易被迫害

「和樂公司
和樂公司」」 新推出四種口味千層蛋糕
香嫩蛋皮層次豐富餡香濃，
香嫩蛋皮層次豐富餡香濃
，貴婦級下午茶點心

起女巫来也是毫不手软的。
些个案存在。例如一些富裕的女性也会
如今在人们的印象中，猎巫运动已
西欧当时普遍流行的神学观念与巫
被指认为女巫，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在
经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词汇。基于这
魔体系是推动这一运动的重要力量，在
占去绝大部分比例的女性目标之外，仍
一点，与其相关的文艺作品不在少数，
《圣经》中的相关记载并不止这一处，
然有一部分目标是男性，甚至在一些地
但虽如此，大多数人对这一运动的具体
《旧约出埃及记》中记载“行邪术的女
区，被迫害的男性比例要远远超过女性
情况却并不十分了解，有人认为它是一
人，不可容她存活”，也是一处猎巫思
。例如在冰岛，被控告的群体中有 90%
场由基督教会支配的狂热社会运动，也
想的来源反映。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发展
是男性，爱沙尼亚则为60%。
有人认为它是中世纪末一次针对女性的
也极大地促进了基督教由二元体系的转
猎巫运动无疑是西欧近代历史的一场
大规模迫害，出现了诸如“魔女狩猎”
变，使得这一理论得到了完善，直接影
悲剧，由于猎巫运动这一事件明显涉及到
一类的形容词。虽然比较形象，但并不
响到了猎巫运动时对巫觋的裁定，以及
宗教本身，因此或多或少的与发生于同一
是特别准确，那么真实的猎巫运动究竟
驱魔的相关过程。
时期的宗教改革都存在关系。具体来说，
是怎样的呢？
其次，猎巫运动期间战争频发，教
由于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和新教在各地激
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位生活在这个
权与王权的矛盾尖锐，都使得国家对一
烈的教派斗争，使得宗教之间的隔阂与对
时期的女性都处在一种朝不保夕的境地
些地区出现了缺乏控制的现象。在这种
立愈发严重，互相指责对方为“巫术”。
中，女巫的“选定”还是颇有规律的。
情况下，存在于王国边远地区，也就是
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曾发起
就当时遗留的审判案例数据来看，独居
中央控制力较弱地区的一些民间秘密组
过猎巫运动，并将之作为打击对方、清
、年老的妇女更容易成为迫害对象。而
织就成为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同样
除自己所控制区域中的信仰不同者的武
且她们的经济水平一般比较低下，贫困
需要惩治这些社会中的失范行为来达到
器，而新教思想中禁欲思想的改变又使
是“女巫”的一个深层次特征，她们往
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这种做法由来已
得基督教中较极端的道德受虐狂的瓦解
往既是社会的救济对象，也是被控告的
久，早在中世纪时，对圣女贞德的审判
，因此更多的人将道德自责转化为了对
主要对象。具有这些特征的女性无疑是
就采用了这一套路。法王担心她对自身
魔鬼的厌恶，进一步推动了这种情况的
当时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因而当自然灾
（ 本報記者秦鴻鈞 ）近期頂級蛋糕在休市大行其道。薄薄小小 整 保 留 了 新 鮮 芒
的统治产生威胁，而英国人则认为如果
出现，所以猎巫运动迅速发展的地区往
害或瘟疫发生时，这些女性就成了社会
的一片，要價十元，簡直還不夠老饕們塞牙縫呢！
果的原汁原味，
不将她所取得的胜利归结为魔鬼的帮助
往也是宗教改革斗争激烈的地区，这一
不满的发泄渠道。
如今 「 和樂公司 」 推出岩燒千層第一品牌 「 塔吉特 」 千層蛋 和 鮮 奶 油 混 合 成
而是上帝的庇佑的话，那么就说明上帝
虽然底层女性是猎巫运动的主要迫
糕。號稱
「香嫩蛋皮層次豐富餡香濃」 ---点并非偶然。所以说，代表新教的路德
與眾不同的香濃內餡， 酸 酸 甜 甜 的 奶 凍
是反对英国人的，这也是贞德被判处巫
等人不仅致力于和教皇战斗，这些人烧
害对象，不过在这种大背景下仍然有一
層次分明且帶著如冰淇淋的口感！層層的繁複手工，造就另類絕妙 ， 入 口 瞬 間 酸 甜

的口感。價格只有外面的四分之一左右，敬請把握時機，儘早搶購
嚐鮮。
此千層蛋糕，共有四種口味，分別介紹如下：
香濃綿密的滑順口感，
獨特誘人的香味，綿密鬆 Q 入口即化！
「 鮮奶純芋千層蛋糕 」 ： 採嚴選台灣新鮮芋頭，芋頭內膳食
纖維豐富，是養生的健康食材。台灣的芋頭具有 「 香、Q 、鬆 」 的
特色。選用產地直接送來的新鮮芋頭，採傳統蒸煮方式，保留鬆軟
口感，芋頭總含量 70%, 不添加一滴水，真材實料 ，滿滿芋泥，每
一口都滑順綿密。該蛋糕完美結合的台灣芋頭+ 岩燒蛋皮+ 鮮奶油
，三種黃金比例的融合充滿著濃濃獨特芋泥香！。
台灣新鮮芋頭，金黃焦香的岩燒蛋皮，以及奶香味足的鮮奶油
，三種簡單的元素是靈魂，誘人香氣瀰漫口中。
酸酸甜甜的幸福滋味
獨家果凍技術完整保留芒果原味！
「 芒果奶凍千層蛋糕 」 ： 精心選用外銷日本等級的愛文芒果
，果園皆已取得吉園認證。內餡夾層的芒果凍採獨家技術製成，完

术罪处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一运动的前期，世俗政权对它
的利用更为明显。例如法王腓力四世为
攫取财富的需要所发动的对圣殿骑士团
的搜捕。当时的巫术案件判罚也多由世
俗政权而非所谓“宗教裁判所”做出。
所以从这一层面上看，世俗政权同样有
着推动猎巫运动进行的因素。
而且，这一时期西欧社会的大背景非
常动荡不安，除前文所提到的宗教冲突、
战争频发以外，还存在有许多其他影响社
会稳定的因素，例如黑死病的传播，还有
近年来学者所指出的小冰期所带来的影响
。这些现象所带来的粮食减产、人口死亡
、阶级对立极大地刺激了西欧社会的不稳
定因素，不仅战乱四起，更为重要的是在
社区中带来了普遍的紧张情绪，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相互对立，因此在这
种情况下，人们更加趋向于将压力释放于
社区中的弱势群体。
同时由于这一时期西欧未进行工业
革命，本质上仍旧处于农业社会，大多
数人都处于贫困的生活中，社区环境、
居住环境仍处于混乱、肮脏的状态之中
。至十七世纪末，英国有一半的人口生

交織，口感清爽
。完美結合的芒
果凍+ 岩燒蛋皮
+ 鮮奶油，三者
黃金比例的融合
充滿著濃郁香氣 ！
芒果奶凍的酸甜，金黃焦香的岩燒蛋皮，以及奶香味足的鮮奶
油，三種簡單的元素是靈魂，傳遞滿滿的幸福。
療癒人心的迷人魔力
層層濃郁甜蜜，每一口都充滿抹茶香氣 ！
「 靜岡抹茶千層蛋糕 」 使用日本靜岡產高級抹茶粉，依循日本
古法精製而成，嚴格控管茶色清純，融合奶香味，香氣深厚濃郁。
真正的石臼慢磨茶道抹茶，屬於您絕美味覺的體驗。
層層綿密的千層蛋糕，奶霜餡扮演的角色功不可沒。來自日本
匠人製作的靜岡抹茶粉，靜岡抹茶的甘醇，深邃，融合奶香味，多
層式的豐富口感及抹茶馨香縈繞於味蕾！屬於您絕美味覺的體驗。
淺嘗一口療癒人心，為平凡生活中帶來不平凡的小確幸。細細

活在贫困中，而在法国，这个数据则达
到了九分之五。这种情况下的个人主义
与邻里救济间便爆发了尖锐的冲突，使
得其以巫术诉讼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
，巫术审判在这一角度也可以看作是一
种偶然的、由大众恐慌情绪引发的集体
事件，是一种群体性的歇斯底里，其中
的个体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持冷静的态
度。而其产生也极其简单，只需要通过
某个人的指控，和几个人的证词（甚至
是儿童）便可成立，例如1629年维尔茨
堡的一位要人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总之，整个城市三分之一的人受到牵
连。一些富有的、杰出的、受欢迎的教
士也被处决了。一周前，一个19岁的少
女被处死。很多人认为她谦虚而纯洁，
但她和其他一些人被控背弃上帝并参加
巫魔会（sabbat）。从中可以看出这一延
续数百年的悲剧事件所具有的特殊性与
广泛性，因此用现代的眼光来看，猎巫
运动更像是一场整体社会背景下的集体
恐慌，社会群众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很
大的推力作用。这些被诬陷为女巫的人
，同时遭到人文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批
判乃至迫害，自然难逃厄运。

品嘗濃郁甜蜜，嘴角不自覺的上揚抿起淡淡的微笑。
「 紅豆牛奶千層蛋糕 」 ： 精選上等紅豆，採用傳統蒸煮方式
，保留口感及紅豆的香味，添加鮮奶增添滑順口感，完美的比例搭
配交織著香甜口感。
「 和樂公司 」 表示：有五種不同口味蛋糕，有單一包裝，如
芒果奶凍千層蛋糕（91921 ），紅豆牛奶千層蛋糕（ 91922 ），靜
岡抹茶千層蛋糕（91923 ），鮮奶純芋千層蛋糕（ 91924 ），還有
混合裝千層蛋糕（Touched 8 Boxes )（91925） 包括：芒果二盒
； 紅豆二盒；抹茶二盒； 芋頭二盒。
「 和 樂 公 司 」 (GM - Houston Well Luck Co. Inc. ) 地 址 ：
13888 Westfair E. Drive . Houston , TX 77041 電 話 ： 832-9127888，負責人：Forrest Chang ，電話： 713-628-2565

您為信用分數不夠煩惱嗎？
請找 KC 篤誠貸款公司李小姐
（ 本報記者秦鴻鈞） 在美國，信用分數
可說是攸關一個人在美生活的 「通行證」 ！
如果你的信用分數不好，不僅房貸，車貸過
不了銀行這一關，在處處講究 「 信用 」 的
美國，更可以說是 「 寸步難行」 ！ 「 有志難
伸」 ！

好消息！一個徹底修護你信用分數的公
司出現了----- 你只要找 「 KC 篤誠貸款公
司」 ，他們會幫你修復信用分數，從 520 分
到 720 分，45 天搞定！無需償還現在債物，
遲交車貸、房貸、Collection, 房屋遲交稅，
他們通通幫你清除。且不查收入貸款，外國

人貸款，只需付 30% 首付款，二至三星期即
可下貸款！
「 KC 篤誠貸款公司」 在 9999 百利大
道恆豐銀行大樓 9 樓，909 室，
請 找 聯 系 人 李 小 姐 ， 電 話 ： （512） 91756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