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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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的力量

    
動商機

成就您的夢想

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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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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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7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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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y Cheng 
2018 年參選德州最高法院法官
站出來  為下一代爭取更好的環境 



BB22時事圖片
星期二 2018年6月12日 Tuesday, June 12, 2018

泰國交警超有愛泰國交警超有愛 每天扮卡通人物鼓勵孩子上學每天扮卡通人物鼓勵孩子上學

泰國坤西育府交警泰國坤西育府交警Tanit BussabongTanit Bussabong扮成恐龍在路上執勤扮成恐龍在路上執勤。。身穿制身穿制
服的交警總給人壹種威嚴的形象服的交警總給人壹種威嚴的形象，，TanitTanit卻不走尋常路卻不走尋常路，，扮成卡通人物扮成卡通人物
的形象指揮交通的形象指揮交通，，迅速走紅網絡迅速走紅網絡。。

探訪太原老汽車博物館探訪太原老汽車博物館

山西太原山西太原，，太原老車文化博物館內停放著的老款三輪摩托車太原老車文化博物館內停放著的老款三輪摩托車。。目前目前
該館共有來自該館共有來自1010余個國家的各類老式汽車余個國家的各類老式汽車350350輛輛，，以及老式拖拉機以及老式拖拉機、、摩摩
托車托車、、重型機械等重型機械等，，其中其中99成以上的老汽車仍舊可以發動成以上的老汽車仍舊可以發動，，各個年代的各個年代的
老式汽車令觀眾大開眼界老式汽車令觀眾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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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發布消息稱，該所和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組成的
早期生命研究團隊在中國三峽埃迪卡拉紀地層發現了具有附肢的後生動物形成的足跡，證
實為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足跡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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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彬：MLF超額續作不改貨幣政策穩健基調 降準預期仍存
為維護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穩定，同

時進壹步加大對小微企業、綠色經濟等領

域的支持力度，促進信用債市場健康發展，

在2018年6月1日宣布適當擴大中期借貸便

利（MLF）擔保品範圍的基礎上，2018年6

月6日人民銀行開展MLF操作4630億元，

對沖到期後MLF余額新增2035億元。筆者

認為，此次MLF超額續作不改貨幣政策穩

健基調，降準預期仍然存在。

協調運用降準與流動性補充工具
長期以來，外匯占款是央行釋放基礎

貨幣的主要途徑。根據央行公布數據，

2014年5月末，我國外匯占款余額達到

272998.64億元峰值，隨後持續下降，截至

2018年4月末，外匯占款余額215026.26億

元，累計減少57972.38億元。但從波動趨

勢來看，我國外匯占款余額波動幅度逐步

收斂，今年前4個月，新增外匯占款僅

237.93億元，外匯占款的波動對基礎貨幣

數量的影響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

為了對沖外匯占款下降導致的基礎

貨幣投放減少，央行主要采取兩種方式：

壹是調降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包括定向

降準），向市場釋放基礎貨幣；二是通

過創設SLF、MLF、PSL等流動性補充工

具滿足市場流動性需求。這兩種方式要

結合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取向協調運用。

目前，大型金融機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

已從 2011 年 6 月 20 日的 21.5%下調至

2018年4月25日的16%，無論從國際銀

行業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目前水平還是

我國銀行業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歷史水平

看，應該說還有進壹步降準的空間。

盡管MLF等流動性補充工具具有靈

活性、可以根據市場流動性變化進行動

態調整的優勢，但MLF存在兩個不足：

壹是借貸成本高，商業銀行繳存法定存

款準備金的年利率是1.62%，但從央行

獲得壹年期MLF的成本目前是3.3%，間

接提高了商業銀行的資金成本；二是只有

部分具備壹級交易商資格的機構才能直接

從央行獲得MLF融資。2014年9月末，

MLF余額5000億元，截至2018年3月末，

MLF余額達到49170億元的峰值，相對降準

方式而言，銀行要多支付800多億元資金

成本。因此，從降低金融機構資金成本、

進而降低實體經濟部門融資成本來說，降

準也有必要。不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作

為貨幣政策工具的“利斧”，需要審慎運

用，避免造成相反的貨幣政策預期。

“擔保品擴圍+MLF續作”釋放穩
健中性信號

今年印發的《國務院印發關於落實

<政府工作報告>重點工作部門分工的意

見》指出：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用

好差別化準備金、差異化信貸等政策，

引導資金更多投向小微企業、“三農”

和貧困地區，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從貨

幣政策執行情況看，上半年，央行實施

了兩次定向降準。第壹次是1月25日開始

實施的普惠金融定向降準，釋放長期流動

性約4500億元；第二次是4月25日實施的

定向降準置換MLF，除去9000億元置換部

分，釋放增量資金4000億元。可以說，兩

次降準效果顯著，市場流動性、利率水平

都呈現合理穩定狀態，在體現貨幣政策穩

健中性的基調下，突出了結構導向，更加

有利於資金流向實體經濟部門。

但在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深

化進程中，若降準過於頻繁，有可能會加

大流動性寬松的市場預期，不利於持續去

杠桿。因此，6月6日，央行在擴大擔保品

範圍的基礎上進行4630億元MLF超額操

作。與全面寬松的降準相比，“擔保品擴

圍+MLF續作”這種更具針對性的結構性

寬松政策更適合當前結構性不平衡的流動

性環境，能夠更準確的釋放貨幣政策保持

穩健中性的信號，同時穩定市場預期。尤

其是此次擴大MLF擔保品範圍，突出了小

微企業債、綠色債以及小微企業貸款、綠

色貸款並優先接受為擔保品，同時從以前

只接受最高等級的AAA級債券擴大到接

受AA+、AA級債券，壹定程度上緩解了

部分中小銀行合格擔保品不足的問題，優

化了MLF投放結構，同時有利於引導金融

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綠色經濟、“三農”

等領域的支持力度，緩解小微企業融資

難、融資貴問題。

下半年仍有降準空間和必要
下半年，降準預期仍然存在。本次

MLF續作之後，降準可能只是延後壹些，

未來仍有可能通過降準置換MLF。美聯

儲將於6月14日公布最新利率決議，基

於當前美國就業和通脹水平的持續回暖，

市場普遍預期美聯儲將宣布年內第二次

加息，預計我國央行將根據內外部經濟

環境相機抉擇，大概率會同步小幅提高

逆回購和MLF等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導

致金融機構通過MLF獲得流動性的資金

成本進壹步擡升。因此，下半年仍有降

準空間和必要性。從具體操作看，通過

定向降準置換MLF或是最佳的政策選項，

這樣既可維持貨幣政策穩健中性的基調，

也不會向市場新增基礎貨幣投放。

綜上所述，結構性和對沖性將是未來

貨幣政策組合工具的兩大方向。結構性主

要表現在準備金政策、公開市場操作帶有

針對性，不會像以前那樣“大水漫灌”，

而是強調對中小微、綠色、“三農”這些

領域的支持；對沖性主要表現在貨幣政策

不是主動寬松，而是在當前宏觀審慎大環

境下，對季節性等因素影響的對沖，達到

“削峰填谷”的效果。因此，預計央行將

綜合運用短期、中長期等多種政策工具組

合，保持流動性充足和市場利率水平穩定

；同時，繼續采用差別化準備金和差異化

的信貸政策，增強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中國人工智能取代討債公司？俄媒：需配套監管制度
在中國，人工智能正逐漸取代討債公司，壹些

P2P借款平臺正在試驗這種償還債務的新技術——

人工智能在網上尋找有關債務人的信息，包括他親

朋好友的聯系方式，並開始打電話，發SMS要求還

債，同時機器人借助語義分析勾勒出對方的心理肖

像，選擇合適詞語催促他還債。

俄羅斯衛星網發表題為《中國人工智能或取代

討債公司？》的報道稱，P2P借款平臺大約在10年

前出現在中國，市場每年以三位數的速度增長。據

統計，P2P借款平臺的到期債務已經達到1.3萬億元，

因此市場中還出現了壹些非常規討債手段的需求。

其中壹些例如要求提供裸照作為抵押，或者向債務

人家中派“廣場舞大媽”在震耳欲聾的音樂聲中跳

舞等等，已經引起中國執法部門的註意。

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劉英在接受衛

星通訊社采訪時指出，應用人工智能討債目前屬於

合法手段。

劉英說：“人工智能催收系統可以對債務人進

行上中下遊業務層面收款和催收，通過發電子郵件

、發送短信和打電話等方式要求還款，但是僅僅到

此為止。人工智能催收不能限制或影響到其他與債

務人有關的人，比如他的親朋好友，這個限度和邊

界就需要嚴格的法律介入。金融科技的創新需要配

套的專業監管制度，需要有相關的立法作為保障，

不應該讓智能催收的應用出現這樣的情況——由於

某個人欠款未還，除了對本人進行催收外，還利用

所謂的高科技手段對其親朋好友狂轟濫炸，這種做

法本身就是違法行為，不能因為追討欠款而騷擾到

與債務人相關的其他人。即便是中國古代有‘父債

子還’之說，但也僅限於‘子’這壹代人，而非針

對所有與債務人有關系的人。所以，高科技的應用

同樣不能跨越法律的底線。”

報道稱，不過用人工智能來討債，暫時更經常

依靠的還是中國人向來具有的那些痛點，例如，在

親人面前感到害羞等。機器人會在互聯網上尋找債

務人的聯系人和個人資料，在社交網絡上尋找他朋

友的資料，並給所有人打電話，發短信。人工智能

利用語義分析和大數據處理方法，繪出債務人的心

裏肖像，以選擇最具說服力的討債戰略，請求親朋

好友對自己熟悉的債務人施加影響。

報道表示，此戰略效果極佳，該系統已幫助近

200個債權人討回了債務。根據上海資產處理服務

提供商資易通的數據，人工智能的效率是傳統討債

公司效率的兩倍，僅在5月它就討回了41%的賴債

，而討債公司的成功率僅為20%。

劉英指出，人工智能的成功還在於P2P和小額

貸款都是金融服務的技術類型，因此人工智能很容

易植入其中。

劉英接著說：“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在催收領域

得到應用且行之有效，是因為現金貸等互聯網金融

本身就是壹種金融科技，互聯網金融和科技信貸具

有在線、可記錄、可追溯、可鏈接等特征，使得它

們能夠與人工智能、區塊鏈技術等技術很好地配合

，達到擴大規模經濟效應，降低邊際成本的效果。

也就是說，人工智能技術如果應用於傳統的信貸市

場，可能還不壹定會這麽有效。”

報道稱，互聯網公司和傳統銀行機構都在努力

發展金融行業技術，考慮到未來在嚴格信貸限制的

條件下存在的數字銀行系統，可以推測對機器人討

債的需求只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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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听自己的「心声」
臟经常听听你的「心声」，看看你的心 在告诉

你什么信息。休息时，如果胸部出现短暂疼痛，你

可以不用担心。

但是如果你在正常的活动中，或在步入办公

室的时候，发现此类疼痛，即使它们并不剧烈，而

你却感到唿吸短促，这时最好去看医生，因为你

的身体在告诉你，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2、不要压抑自己
不要刻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在意人们说

些什么，哭泣也并不是什么脆弱的表现，至少它

是一种在意与关心的体现，是一种关爱与关怀的

洩证明。发 出自己的感情，要比压抑它们好得多。

3、表达自己
人们应该找到自己富于创造性的一面，这样

可以提高自己。

成年人通常不会表达自己的创造性，因为他

们害怕失败，他们已经开始认为，最重要的事就

是做正确的事情，如果你学会以不同角度来看待

问题的话，你就不会遇到表达困难或其他伤脑筋

的问题了。

4、尽情地唱歌
音乐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可以愉悦身心。

有研究证明，唱歌可以促进一种感觉良好的荷尔

蒙的产生，有益于身体健康。

5、记笔记
要经常在身边放上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每

当你在睡觉时，突然想起什么事时，就可以随手

将它们记下来，然后安心睡个好觉。早上醒来时，

你可以从一种更为清醒的角度，来思考晚上想到

的问题。

6、每天睡八小时
每天保持八小时的睡眠是很重要的，很多人

似乎永远处于欠睡眠状态，尽量不要熬夜。想要

早睡的话，最好不要喝酒，这样才能得到一个真

正熟睡的夜晚。

7、关怀双脚
英国肌肉与骨骼医学研究所的皮特． 斯库

建议说，最好每天晚上都蜷着双脚（就像双手握

拳一样），用双脚外脚掌着地保持平衡，行走十分

鐘。这种练习可以提高平衡能力，增强脚弓和脚

踝的力量，帮助你解决平常穿高跟鞋（或不舒适

的平底鞋），所造成的脚部损伤问题。冬天的晚

上，热水泡脚，避免手脚冰冷，对于促进循环很有

臟帮助，可以减轻心 负担。

8、增强骨骼强度
健身专家提醒，请关注自己的骨骼发育，避

鬆免骨质疏 症，五十岁的女性中有叁分之一都患

有这种病，这种病是可以预防的；实验证明，负重

练习可以有效增强骨质健康。园艺、家务和爬楼

梯等活动效果都不错，而抽烟则会导致骨质疏

鬆。

9、少用漂白剂
最好扔掉家中的漂白剂和清洁剂等，这些物

品中都含有害化学成分。多花些体力，使用一些

柠檬汁或醋，也可达到相同的洗涤效果。家中的

化学物品越少越好，有研究发现：儿童哮喘病与

係清洁产品的挥发性物质，有着直接的关 。

10、留住耳垢
最好不要用棉花棒清洁内耳的耳垢，很多人

都是在掏耳朵时造成耳部受伤；在掏出耳垢时，

也有可能引发感染。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损害

耳鼓。其实耳朵具有自清能力，耳垢可以在无需

外力帮助的情况下，会自动拨落清除。

11、进行扫描检查
如果你是一名已婚女性的话，赶快去妇科进

行一次衣塬体（泌尿生殖系统感染）扫描检查吧！

最好带上你的那一位，因为他也有可能携带病

菌。有４％的成人会感染到这种病菌，但却毫无

症状。衣塬体病菌很容易治疗，但是如果不予理

睬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宫颈疤痕，阻碍精子行进，

造成不孕。

12、善待你的眼睛
结膜炎这种病的交叉感染很普遍，甚至擦一

擦眼睛，或是碰一下门把手，都有 可能将疾病传

染给他人。请在擦眼或用药之后清洗双手，使用

专用毛巾，不要与他人共用。

13 裡、躲在阴凉
请尽量避免阳光强烈直射。紫外线能够破坏

皮肤的胶塬质和弹性蛋白，加速皮肤老化，促进

皱纹的产生。

最好享受柔和的阳光，阳光可以帮助人体产

生维生素 D，它对于骨骼生长和牙齿健康，非常

有益。

14、扔掉所有垃圾
建议大家扔掉所有多余、无用的东西，乱东

西过多会影响你的脑力健康，如果你的床下已经

裡 証没有任何空间，衣柜 也已爆满的话，就足可

明你的垃圾太多了，到了该清理的时候了。每天

少摄入 200卡路里的热量，可以防止身体走形。

15、
8岁决定女性生育能力。此时的激素分泌和

準黄体酮的水 会对她的一生产生影响，因此要避

免剧烈的体育运动，饮食一定要跟上。

16、
10岁女性青春期萌芽。40%的骨骼在此时以

衝刺的速度形成，摄入足够的钙是至关重要的。

製多食用乳 品、多做运动，避免肥胖。

17、
17岁智齿发育。

出现口腔疾病，使用漱口水或淡盐水漱口消

炎镇痛，必要时使用扑热息痛和阿司匹林。

18、
25岁骨骼发育达到顶点。要摄入足够的钙和

维生素 D，一般地说，每天要喝一瓶牛奶或优酪

乳，并多晒太阳以获得维生素 D。

19、
34岁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此时生育可以使母

婴都更健康，母亲更长寿。每天服用叶酸对母婴

健康都有好处。

20、
35 髮岁白 开始出现。这是毛囊中的黑色素细

胞不活跃造成的，服用 B 髮群维生素可以延缓白

的生成，并且也有缓解精神压力的作用。

21、
41 鬆岁骨质疏 的迹象开始出现。加强锻炼，

每週做有氧运动，如跳舞、跑步等，快走四五次。

22、
42岁大脑进入中年期，脑细胞每天流失 1万

迴个。随着 圈能力的下降，脑部供氧减少，记忆力

受到影响。经常读书、下棋，弹奏乐器都可以帮助

我们保持头脑的敏锐。

23、
46岁开始出现老花眼的症状。这是眼睛的聚

焦能力下降造成的，虽然老花眼不能抗拒，但是戒

烟可以避免进一步的问题，特别是白内障的发生。

24、
51岁是女性更年期的平均年龄。改掉喝咖啡

的习惯，换成茶或果茶，同时多摄入钙。

25、高抬贵腿！
只听说过高抬贵手，这「高抬贵腿」却也是有

效的健身之道。据报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年过古

稀，但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的多，其奥妙所

在，就是她掌握了「高抬贵腿」的健身之道，每天抽

鐘出几分 ，愉快地把双腿高高架起，喝上一杯茶，

鬆藉以 弛全身。近年来，国外医学专家也指出，只

要每天高抬下肢２～３次，每次５～１０ 鐘分 ，

臟就会使全身，尤其是腿部、心 、头部大受益处。专

臟家们研究指出，当一个人的双腿翘起，高于心 之

后，脚和腿部的血液产生回流，减轻大脑耗氧量，

鬆大小腿得到放 ，同时有利于心肺的保健。

26、高抬贵手。
当您用心看完本家族信后，若觉得这封信对

您的亲朋好友有帮助的话，就请您 "高抬贵手 "

将这封医学谘询站家族信转寄送给您的亲朋好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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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发
看全身健康状况

（全球医院网）从中医理论来说，发为血之余，又发表

于肾，所以说肾其华在发，当心肾不交（失眠，神经衰

弱）时，或先天禀赋不足，或思虑过度耗伤精血，或担

惊受怕伤肾精时，头发都会变白。

正常情况下，40岁后都会长白发，这是因为随着

年龄的增长，肾的精气逐渐衰减、肝血不足，不能荣

养头发，就会出现白发。这属自然现象，也不需治疗。

但如果突然一段时间内头发变白，多是由于体内的

气机紊乱造成的，这时针对病因采取治疗，往往白发

能重新变黑。

青壮年甚至少年长白发俗称“少白头”，后天性少白

头引起的原因很多：营养不良，如缺乏蛋白质、维生

素等，以及焦虑紧张的情绪都会使头发变白。另外甲

状腺机能失调等也可致灰白发。

甲状腺功能低下；高度营养不良；重度缺铁性贫

血和大病初愈等，导致机体内黑色素减少，使乌黑头

发的基本物质缺乏，黑发逐渐变为黄褐色或淡黄色。

患某种疾病导致的。如患系统性硬皮病，系统性红斑

狼疮时头发不仅会变黄，还会大量脱落。

小儿头发稀疏萎黄多由于发育先天不足，还可伴

有坐、站、行、说话、牙齿等“五迟”现象。

少女头发黄则可能由于缺钙。青春期缺钙主要表现

为夜间盗汗，也就是睡觉时出汗；头发少，无光泽，呈

焦黄状；晚上睡觉时小腿肚子（腓肠肌）抽筋。

斑秃和头发稀疏的问题，主要反应的是肾气不足

-肾虚的问题，中医的肾指的是泌尿系统和生殖系

统，发为肾之华，是肾的外在表现，一头乌黑有光泽

的头发，说明肾气很足，肾又为先天之本，可以温煦

其他脏腑经络，所以小孩子的头发很好，没有看到头

皮屑的问题。

再者反映出其他的脏腑：比如脾虚的问题，脾在

中医学讲究的是运化精微营养物质，是滋润头发的

最重要脏器，也为后天之本，发生脾虚，头发枯黄，没

有光泽，易断裂，掉发。还有反映出肝脏的问题，肝在

中医讲是藏血的，血载营养物质的，头皮的血液循环

不够的话，头发就没有营养，因此还需补肝气。

热柠檬水“包治百病”？
（全球医院网）“柠檬水抗癌比化疗强

万倍，再忙也要看，然后告诉别人，把

爱传出去！”最近，一篇题为“柠檬水救

你一辈子”的文章在网络上热传。当恶

性肿瘤成为我国居民第一死因，小小

的柠檬摇身变为“杀癌利器”，着实抓

人眼球。

热柠檬水“包治百病”？

这个说法却令医生感到不安。“柠

檬是个好东西，但要说能够治疗、预防

肿瘤，实在太夸张了。肿瘤的发生与基

因、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就在最近，

她的一位坚持喝了十多年柠檬水的同

行朋友，被查出了早期肺癌。

百度一下，热帖“柠檬水救你一辈

子”如今已被收入百度文库，其所受关

注可见一斑。

根据这个热帖，柠檬在抗癌方面

具有“奇效”：“柠檬是用来杀死癌细胞

的神奇产品，它比化疗强一万倍。它的

口感是愉快的，而且它并不产生像化

疗一样的毒副作用。它对囊肿及肿瘤

产生影响。”“这种植物被证明能够补

救所有类型的癌症……它减慢癌细胞

的生长。更令人吃惊的是：用柠檬提取

物这种类型的治疗，只会破坏恶性肿

瘤细胞，不影响健康细胞。”

不止于抗癌，热帖几乎将柠檬捧

到了“包治百病”的地位：“（柠檬）被认

为是很好的治疗所有疾病的药……不

但能够预防癌症，降低胆固醇，还能防

止食物中毒，消除疲劳，增强免疫力，

延缓老化，保持肌肤弹性，并且克服糖

尿病、高血压、贫血、感冒、骨质疏松

……”

预防和治疗有本质区别。

洋洋几千字的文章，没有可查证

的实验数据、没有资料来源、所提“最

新研究”也没有出处和作者。缪薇菁

说，从医学科学角度而言，这样的论述

根本无法验证其科学性，基本属于“空

口说白话”。

“客观地说，柠檬的确是不错的养

生食物，它富含大量维生素 C，意味着

它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能提高人

体免疫力。但要知道，疾病预防和治疗

有着本质区别！把预防等同于治疗，甚

至代替治疗是危险的。”缪薇菁说，国

外曾有研究团队将维生素 C 作用于

老鼠，结果观察到，维生素 C 可以减

少肿瘤发生。

不过，这个结果在人体上是否有

效，还是未知数。“如果有，也只能说有

降低肿瘤发生几率的预防作用，至于

说‘比化疗作用强万倍’，还能代替治

疗，这会对公众产生严重的误导。”缪

薇菁说。

避免“爆炒”优秀食材。

在临床营养师眼里，“柠檬”是种

优秀的食物，因为它有强大的抗氧化

能力。营养师向记者解释，“抗氧化”说

得更直白些就是“抗老化”，老化不止

意味着出现皱纹、色斑，也意味着器官

老化“出故障”。据此，可以理解柠檬具

有祛斑、防止色素沉着、提高机体免疫

力等作用。

但如果把柠檬捧到“包治百病”的地

步，就似乎落入江湖郎中治病的逻辑。

有医生直言，典型的前车之鉴便是被

“神医”张悟本“爆炒”的绿豆———中医

里药食同源的优秀食材，一旦被吹捧

到“可治百病”的地步，就全变了味，患

者有病不治，医生着急不已，唯有忽悠

者赚了昧心钱后偷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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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瑞士 44--22--33--11

恩尼森馬恩尼森馬

列治史迪拿列治史迪拿文路爾艾簡治文路爾艾簡治列卡度洛迪古斯列卡度洛迪古斯

比哈美比哈美

梳頓沙基利梳頓沙基利史堤芬蘇巴史堤芬蘇巴 迪斯馬利迪斯馬利

法比安舒哈法比安舒哈

格列沙加格列沙加

E組：巴西、瑞士、塞爾維亞、哥斯達黎加

■巴西於周日的熱身賽中，
以3球淨勝奧地利，其中取
得一個入球的尼馬（左），
更以55個國家隊入球，追平
名宿羅馬里奧的紀錄，在巴
西隊入球排名榜上並列第3
位，有望追趕朗拿度的62球
和比利的77球紀錄。 美聯社

■埃及球星穆罕默
德沙拿（中）日前
已隨隊飛抵俄羅
斯，並於接受訪問
時揚言必可於對烏
拉圭的首輪分組賽
落場。 法新社

要數瑞士今屆的球星，其實不外乎是阿仙奴
的中場格列沙加及史篤城的梳頓沙基利，其中後
者或者需要藉今次的比賽，為自己尋找留在英超
的機會；至於沙加在“兵工廠”的表現也飽受批
評，或者今次世界盃也是證明自己的大舞台。

瑞士的隊長列治史迪拿在世界盃前，以免費
身份轉會加盟阿仙奴，成為“新廠長”艾馬利的
第一簽。這位34歲守將在軒斯菲特年代，已是
瑞士的必然主力。至於中場的沙基利，在史篤城
確定降班之後已表明離意，故此他或者需要透過
今次賽事展示實力，吸引其他英超球會將他救出
史篤城。
在今次的瑞士陣中，也有幾位值得期望的年

輕球員。當中包括德甲兵文路爾艾簡治及薩卡利
亞。艾簡治在今年初加盟多蒙特之後獲球隊的重
用，而薩卡利亞上年夏天加盟慕遜加柏，也成了
球隊的主力。至於21歲的前鋒比列安保路，剛
過去球季在史浩克04的上陣機會也逐漸增加，
這3位小將或許會是瑞士的未來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沙加沙基利急需正名
三新星靜待上位機會

瑞士世界盃瑞士世界盃2323人大軍人大軍
門將：恩尼森馬（慕遜加柏）、

路文貝基（多蒙特）、

麥禾高（RB萊比錫）

後衛：尼高艾維迪（慕遜加柏）、

文路爾艾簡治（多蒙特）、

列治史迪拿（阿仙奴）、

莫班迪治（圖盧茲）、

米高蘭治（巴素利）、

列卡度洛迪古斯（AC米蘭）、佐羅（安塔利亞）、法比安舒哈（拉科魯尼亞）

中場：費奧拿（阿特蘭大）、迪斯馬利（博洛尼亞）、比哈美（烏甸尼斯）、格列沙加（阿仙奴）、

梳頓沙基利（史篤城）、史堤芬蘇巴（賀芬咸）、基爾臣費南迪斯（法蘭克福）、

薩卡利亞（慕遜加柏）

前鋒：祖斯比迪米斯（慕遜加柏）、比列安保路（史浩克04）、施費洛域（賓菲加）、

加維奴域（薩格勒布戴拿模）

位處歐洲中部的瑞士過往足球成績並不起眼，歷屆
世界盃最厲害也是晉級至8強，但這已經是最初舉

辦世界盃的前5屆時代的事。回到近代，瑞士連今屆
已連續4屆打入決賽周，但最佳成績也是在淘汰賽首
圈出局，例如2006年世界盃力壓法國取得首名出
線，但16強卻不敵烏克蘭被淘汰。到2014年，瑞
士與法國分組也大戰過一場，之後次名出線又於16
強加時不敵阿根廷提早畢業。

入球分佈平均全民皆兵
瑞士於外圍賽與葡萄牙同組，可是他們表現並不

失禮，首9場賽事取得全勝，得以與葡萄牙鬥到最後
一場分高下，可惜最終以0：2不敵對手，並因得失
球差不及對手，僅以次名身份晉身附加賽。幸而，
瑞士附加賽對手僅是北愛爾蘭，最終亦以1：0的總
比數，成功取得決賽周名額。數據方面，瑞士外
圍賽的入球分佈平均，雖然賓菲加的施費洛域
是入球最多，但也僅得4球，來季轉投阿仙奴
的守將列治史迪拿也有3球，其餘有11個球
員取得1至2球的貢獻，可說是全民皆兵。

分組尾兩輪成晉級關鍵
今屆瑞士由波斯尼亞裔的教練柏

高域領軍，這位54歲教頭是接替上
屆世界盃後退休的軒斯菲特領軍。
他過往在帶領意甲拉素的時候曾贏
過意大利盃，而在接手瑞士之後
的2016年歐國盃，則帶領瑞士在
未輸一場之下，僅以12碼於16強
出局，事實在柏高域領軍下，瑞士

得勝率高達6成，戰績算有一定保證。今屆
賽程上，瑞士首戰將要面對巴西，這或許
是他們的挑戰，然而之後就會對塞爾維亞
及哥斯達黎加，這才是瑞士爭取晉級的關
鍵。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在國際足協的最新世界排名中，有“十字軍

團”之稱的瑞士位列第6，比法國、西班牙這些傳統

勁旅還要高，這對球迷來說或許有點不可思議。然

而瑞士在晉身決賽周的過程中卻是曾經擊敗過葡萄

牙，證明有一定能力，只是這支從未超越過8強的

歐洲代表，今屆卻要與巴西同組，看來或要與塞爾

維亞及哥斯達黎加，力爭一個次名出線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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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卡度洛迪古斯
年齡：25 左閘
球會：AC米蘭

恩尼森馬
年齡：29 門將
球會：慕遜加柏

列治史迪拿
年齡：34 右閘
球會：阿仙奴

法比安舒哈
年齡：26 中堅
球會：拉科魯尼亞

文路爾艾簡治
年齡：22 中堅
球會：多蒙特

比哈美
年齡：33 中場
球會：烏甸尼斯

格列沙加
年齡：25 中場
球會：阿仙奴

迪斯馬利
年齡：32 攻中
球會：博洛尼亞

梳頓沙基利
年齡：26 右翼
球會：史篤城

史堤芬蘇巴
年齡：26 左翼
球會：賀芬咸

施費洛域
年齡：26 前鋒
球會：賓菲加

■哥倫比亞國家隊11
日宣佈，已補選現年
34歲的左閘法拉特戴
亞斯（圖）入伍，以
取代因傷離隊的法蘭
法巴所留下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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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德州佛教會第26屆《青少年佛
學夏令營》，將於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一日在
美洲菩提中心舉辦，為期四天三夜。今年夏令
營的主題是"Acceptance"，招生對象為年紀
12-18歲的青少年。

今年的夏令營將有佛學課程(佛法介紹、禪
坐、早晚課等)、中華文化藝術(手工藝品製作、
摺紙等)、傳燈晚會、與多種豐富精彩的室內外
活動(做早操、放烟火、打水球、機智問答、體
能挑戰、舞蹈教學、即席表演等)，讓參加的學

員能夠在景緻優雅、空氣清新的菩提中心，接
受佛法的薰陶，體驗佛教的生活，並學習傳統
中華文化藝術。

主辦單位會根據人數與年紀，將參加的青
少年分成五組或是六組，每組有二到三人的輔
導員。報到後，將換上每年特別設計的制服，
由輔導員藉著破冰活動，讓組裡的成員能互相
認識，並為自己起上隊名和呼號。午餐過後，
夏令營將正式開幕，在法師和輔導員的帶領下
，開始進行精心安排的活動課程。夏令營期間

，每天早上六時起床，開始一天的活動，晚上
十點半就寢。每餐飯後，學員都需要清洗自己
使用的碗筷，另外每天傍晚每個組在輔導員帶
領下，清掃指定的環境區域。在夏令營的最後
一天將特別安排傳燈晚會，代表將佛陀的智慧
，由法師傳給參與的學員們，並讓學員及輔導
員分享學習心聲。

藉由這樣的課程及生活安排，讓學員們能
夠在輔導員帶領下積極参與活動，加強彼此之
間的交談與互動，分享生活經驗，從活動當中

學習佛法的應用與關懷，改變自我的偏見與習
氣，學習佛法的慈悲待人與智慧處事哲學，讓
智慧的善因能夠從小培養在日常生活中。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夏令營期間，菩提中
心每天將為學員們準備色香味俱全的健康營養
素食，根據往年的經驗，這也是青少年佛學夏
令營最大的賣點之一，不容錯過。夏令營目前
尚有些許名額，歡迎家長來電玉佛寺辦公室
281-498-1616查詢報名，為貴子弟營造一個難
忘的暑期經驗。

德州佛教會德州佛教會20182018 青少年佛學夏令營青少年佛學夏令營
66 月月2828 日至日至 77 月月 11 日在美洲菩提中心舉行日在美洲菩提中心舉行

專為亞裔退休人士提供的公寓專為亞裔退休人士提供的公寓 「「 松園居松園居」」
上週六舉行動土儀式上週六舉行動土儀式，，預定明年夏天完工預定明年夏天完工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一棟專為退休亞裔人
士提供的注重生活品質與護理的可容143個住戶
公寓--- 「 松園居 」 於上周六上午十時，在百
利大道與 Dairy Ashford 交口的12420 Bellaire
Blvd. 的空地上舉行正式動土儀式。

當天嘉賓雲集，負責人李兆瓊先生首先在
儀式上介紹，這是休士頓亞裔社區首座 「 Full
Service 」 的公寓，他並逐一介紹他們五位合夥
人與大家見面： C.C.Lee （ 李兆瓊本人），Kah
K.Tan, Wen Pin Lin, John Czapski , James E. Floyd
等五人。他並介紹當天出席的貴賓，包括： 休

士頓 「 國際區 」 區長李蔚華先生、休士頓 「 西
南管理區」 主席李雄、哈瑞斯郡郡長Robert
Eckels. 、州眾議員Gene Wu 、國會議員Al
Green 的代表等人，他們也分別在儀式上致詞。

哈瑞斯郡的郡長Robert Eckels 在儀式上盛
讚李兆瓊先生多年來對社區的貢獻，他並祝 「
松園居 」 成功，為休巿人服務。 「 國際區」
的區長李蔚華先生歡迎大家到 「 國際區 」 來。
他說 「 國際區 」 的發展，歸功於州議員
Hubert Vo 在1999 年的倡議，它與李雄先生的中
國城有相輔相成的效果。李蔚華先生說： 未來

亞裔社區對美國有很大的影響力，而 「 松園居
」 這麼漂亮的建築，將改變休士頓的城巿形象
。而休士頓 「 西南管理區」 主席李雄，也在致
詞時強調此亞裔地區，未來將成為休士頓的 「
華爾街」 。他也祝賀 李兆瓊的 「 松園區 」 ，
未來發展成功。而州議員吳元之（ Gene Wu )
也盛讚 「 松園居 」 的興建，會促進此地區的成
長，給老年人帶來 「 高品質」 的生活環境。他
並代表州長頒發祝賀文告給 「 松園居 」 的幾位
股東李兆瓊等人。

「松園居」 為一佔地77164 S.F.( 平方英呎

） 的建築，為三層樓，有143 個住戶。就像 「
祥瑞花園 」 一樣，注重老年看護，讓大家住的
省心，安心。該建築內提供記憶護理（24 單
位/ 48 床） 及輔助生活（95 單位/ 95 床 ）的特
別服務項目。並提供公共設備/ 公共空間/ 花園
設備： 如： 餐飲、教會活動、中國花園、記憶
護理花園口，並提供公共使用的健身運動房、
圖書館、遊戲、記憶護理餐飲，洗衣房等服務
。並有管理部門，如護士站等等。 「松園居」
將於2019年夏季完工。

圖為圖為 「「松園居松園居 」」 上周六動土儀式現場上周六動土儀式現場。（。（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 左一左一）） 代表德州州長頒發賀狀給代表德州州長頒發賀狀給 「「松園居松園居 」」 的股的股
東李兆瓊東李兆瓊（（ 左二左二）） 等人等人。（。（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中国各地“抢人大战”方兴未艾。直

接落户、住房补贴，地方开出的价码堪称

优厚，但未必真懂人才的心。

“我就想留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2018届硕士毕业生何楠没有考虑过其它

选项。她告诉记者，虽然各地出台了不少

与户口、补贴相关的优惠政策，但她最看

重的还是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只何楠一个。东北

师范大学此前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就业发

展报告》显示，毕业生就业选择最看重的

因素前五位分别是发展前景、薪酬待遇、

兴趣爱好、工作稳定和工作地点，占比依

次为 46.34%、20.91%、9.39%、7.61%和

6.91%。

这意味着，各大城市的激励性引才政

策虽然能产生吸引力，但人才选择何处栖

身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发展

前景最为关键。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蓝志勇的话

说，“人才更加看重的，是有没有才华用

武之地，而绝非区区一处安身立命的居所

”。

由此观之，用优厚待遇吸引人才的办

法短期内看似立竿见影，但地方若不能在

“用人”、“留人”上下功夫，让人才有

施展身手的空间，择木而栖的“良禽”即

使“飞来”，也很可能会“飞走”。

如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发

言人孟玮所言，地方既要“引才引智”更

要“用人留人”，把人才留在当地，实实

在在为当地经济发展做贡献。政府要持续

改善营商环境和政府服务，不断优化城市

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为人才干事创业营造

富有活力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

分析人士亦指出，引才只是人才政策

中的第一环。与引才相比，用人、留人更

加关键。要留人，中国各地眼下应当解决

人才政策中的诸多问题。

蓝志勇认为，针对政出多门、政策虚

空、沟通不足、引才主体和单位工作责权

不配等人才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应构建全

景式综合理性的人才管理实施体系，包括

实行引进、关怀、沟通、使用等“一条龙

”制度化管理等。

浙江省人才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陈丽

君也提出建议，包括制定错位政策避免同

质化发展，促进人才与产业、城市发展战

略相匹配，精准施策等。

引进人才最终是要着眼于经济发展。

如孟玮所言，人才的引进要和地方经济发

展战略紧密结合。紧紧围绕地方经济发展

的需求来制定政策，让人才引进与地方发

展相匹配，才能高效施行人才政策，实现

人才与地方的双赢。

中国“抢人大战”或遭遇留人难题

见证“义新欧”

2017年5月14日，举世瞩目的“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

开幕，中央电视台《中国相册》栏目为

此次峰会特别推出《新丝路 新起点》

专题片，周旭锋作为主角，向世界讲述

他与“一带一路”的故事——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馆

的西班牙商品展示中心，正对商铺门口

，摞着一箱箱红酒、一罐罐橄榄油，上

面放着个牌子，“义新欧：中欧货运专

列”，五百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处处洋溢

着西班牙风情，这里就是周旭锋的浙江

盟德进出口有限公司总部所在地。

2014年 11月 18日，伴随着火车的

一声长鸣，满载着82个标箱出口商品的

首趟“义新欧”中欧班列从铁路义乌西

站发出，奔向万里之外的西班牙首都马

德里市。

“得知‘义新欧’班列两端分别是

义乌和马德里后，我当时兴奋得简直心

都要跳出来了，这班列好像专门为我开

似的。”周旭锋2008年开始做双向贸易

，就深感海运的不方便，他梦想着能有

一条以铁路相连接的新“丝绸之路”来

运输，他一直关注着“义新欧”的进程

。2014年，他梦想成真，毫不犹豫地成

为“义新欧”首趟班列的尝鲜者。在首

趟从义乌去马德里的班列上，周旭锋有

两个标箱的义乌小商品。

“义新欧”中欧班列从义乌到马德

里，全程13052公里，途经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

国等国家，历时21天，是世界上行驶里

程最长的货运班列。

2014年12月9日，首趟“义新欧”

班列经过21天顺利到达马德里。

“当时在整个西班牙引起了一阵轰

动，他们对我们中国人都很佩服，我们

把他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做成功了。”

周旭锋说。

“因为刚好临近圣诞节，西班牙马

德里大区区长在接车仪式上说，收到中

国通过铁路运输而来的一火车圣诞礼物

，整个西班牙的人们都非常开心。他希

望，通过这个返程班列，把西班牙的产

品送到中国，作为给中国人们的春节礼

物。所以我们也赶在春节前把这西班牙

货物运到中国来。”

在返程班列上，有周旭锋从西班牙

进口的16个标准箱的货物，主要是红酒

、橄榄油等。

伴随着“义新欧”班列的跨越式发

展，周旭锋的进出口贸易也越做越顺畅

，他本人也因“义新欧”而广为人知。

在义乌，只要是做与西班牙贸易有关的

人，基本都知道他的故事。

“如果没有‘义新欧’，我的进口

生意不会发展这么快，这也足以证明，

我对‘义新欧’的选择完全正确。”周

旭锋说。

2015年全年，他所拥有的浙江盟德

进出口有限公司进出口合计120多个标箱

，货值1200万欧元，出口占60%，其中

有30%走的是“义新欧”，进口较上一年

同比增长30%，全部依靠“义新欧”。

从青田走向世界

从侨乡青田走出国门闯荡的人特别

多，周旭锋的父亲就属于其中之一。

1995年，周旭锋初中毕业跟随父亲来到

西班牙，一边学习当地语言，一边帮父

亲照料商铺，过起了“半工半读”的留

学生活。

父子俩并肩作战，一步一个脚印，

首先在马德里开办了一家大型批发仓库

，随后开了3家连锁商场。

“当时华人的商店不多，以餐饮业

为主，贸易都不太景气。”周旭锋说，

直到2000年，在西班牙的华人商店才开

始增多，除了餐饮业，还涉足零售行业

。2002年以后，华人商店猛增，义乌生

产的针织品、玩具等小商品在西班牙很

受欢迎，义乌货源需求量很大。

出于对货源的需要，义乌这个闻名

天下的小商品市场也进入了周旭锋的视

野。18岁那年，周旭锋第一次来到义乌

小商品市场，那丰富的商品给他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义乌市场，几乎

什么商品都有，尤其是义乌生产的袜子

，采购成本很低，运到西班牙后利润非

常高。”

在日积月累的采购和协议当中，周

旭锋慢慢成长为一个头脑精明、办事利

落的专业贸易商。

短短10年间，周旭锋不仅完成了原

始积累，还因为其乐于助人，在马德里

经商的华人圈里富有号召力。2008年，

周旭锋创立了西班牙中国青年商会，并

当选为商会会长(现任名誉会长)。

2008 年，当时的义乌市政府组团

到西班牙考察，就是由周旭锋所在的

西班牙中国青年商会负责接待。“他

们说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但现在除了‘卖全球’，还想‘买

全球’，要做大进口商品市场。说我

们在海外做了这么多年，最了解情况

，欢迎我们把西班牙的优质产品卖到

国内去。”周旭锋说，他对义乌并不

陌生，因为他们在西班牙经销的国内

产品绝大多数都是从义乌组货出口的

，现在听到这个消息，周旭锋想如果

能把进出口两端的贸易都做起来，那

是最理想不过了。

2008年，周旭锋到义乌考察，发现

国内对国外质优物美的消费品有着较大

的市场需求。很快周旭锋在义乌创立浙

江盟德进出口有限公司，成为义乌国际

商贸城里面最早的进口商品经营者之一

，做起了双向贸易。2009年成立了盟德

上海分公司，2012年成立了盟德宁波分

公司……以义乌的西班牙商品展厅为基

点，几年时间，在江苏、四川、广东、

青海等地发展了数十家代理加盟商。

目前，周旭锋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

间待在义乌，在义乌也有了较稳定的朋

友圈。周旭锋说，义乌现在有着进口商

品馆这一海外商品展示平台，相对于北

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来说，在义乌做进出

口贸易的成本相对低廉。义乌发达的物

流产业对于非常依赖运输的盟德来说也

是一个绝佳助力，义乌在进出口甚至转

口贸易方面的政策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从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到“义新欧”

班列，都有很好的政策和很好的经商环

境。

青田“丝路商人”周旭锋：
见证“义新欧”班列开通

周旭锋，男，1981年生，籍贯浙江青田，现任浙江盟德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

长，义乌青田商会会长、西班牙中国青年商会名誉会长。1999年跟随父亲到西班

牙经商；2008年创立西班牙中国青年商会，并当选为商会会长；2008年在义乌创

立浙江盟德进出口有限公司；2010年盟德红酒会所在义乌开业；2014年积极参与

“义新欧”线路的运行，成为“义新欧”班列的尝鲜者和见证者，把国内商品销

往欧盟，再把欧盟商品进口到国内；2015年，当选义乌青田商会第二届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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