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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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樂公司 2018 江南尋味之旅專題
-------- 桂冠集團上海世達食品有限公司
總經理冼健 ( 右 ) 代表和樂公司頒發「友好合作夥伴」
獎杯給上海世達食品公司總經理 David 王 ( 左 )。
06.2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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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圖片
星期二

2018 年 6 月 19 日

Tuesday, June 19, 2018

B2

世界最大遊戲展 E3 如火如荼 現場
現場“
“僵屍
僵屍”
”侵襲

理發迎接世界杯

梅西粉絲將偶像笑臉“
梅西粉絲將偶像笑臉
“拋在腦後
拋在腦後”
”

奧地利建 007 博物館
雪山之巔過把“
雪山之巔過把
“邦德
邦德”
”癮

奧地利索爾登的“007 元素”博物館內景，該館將於 7 月 12 號在阿爾卑斯山頂開放。博物館的選址地索爾登，是
2015 年上映的 007 系列電影《幽靈黨》取景地之壹，以音樂、人物、場景、道具和動作等不同主題分設不同展廳，
展示 007 系列電影制作過程和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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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加息中國利率不變
機構認為央行貨幣政策現穩健中性

機構認為，中國貨幣政策的取向會
以國內宏觀調控的需要為主要依據，而
中美短端利差的考慮可能處於相對次要
的位置。報告認為，美元和美國經濟也
不太可能繼續“壹枝獨秀”，人民幣匯
率有比較有力的支撐。
備受國際市場投資者矚目的美聯儲 6
月議息會議結束。正如市場預期的那樣，
美聯儲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
調25個基點到1.75%至2%的水平。自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該利率目標區間
首次重新回到 2%的整數關口。這是美聯
儲今年以來第二次加息，也是美聯儲自
2015年12月以來的第7次加息。
美國核心通脹水平接近 2%目標
美聯儲當天結束貨幣政策例會後發表
聲明說，5月份以來的信息顯示，美國就業
市場繼續保持強勁，經濟活動穩步擴張。
近期數據顯示，美國家庭消費增長回升，
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繼續強勁增長。美國整體
通脹和剔除食品與能源的核心通脹水平都已
接近美聯儲2%的目標。
聲明認為，美國經濟面臨的風險大致
平衡，美聯儲預計美國經濟中期將持續擴
張，就業市場將保持強勁，通脹率將處於
美聯儲“對稱性的2%目標”附近。
美聯儲還預計今年美國經濟將增長
2.8%，略高於 3 月份預測的 2.7%；預計
2019 年 和 2020 年 美 國 經 濟 將 分 別 增 長
2.4%和 2%，與 3 月份的預測壹致。
對比 5 月份的聲明，本次聯儲會議聲
明刪除了今年 5 月決議聲明中關於“聯邦

基金利率仍將相當長壹段時間保持利率在當
前低位”的表述，對於加息，用“進壹步逐
步上調”替代了“調整”。關於通脹預期，
聲明表示，長期通脹預期指標“幾乎未
變”，刪除了5月聲明中“基於市場的通脹
補償指標仍處低位”壹句。
此外，美聯儲官員預計今年共加息 4
次，多於 3 月份預測的 3 次；預計 2019 年
和 2020 年將分別加息 3 次和 1 次。
中國央行沒有跟隨美聯儲腳步
昨天上午，中國央行維持7天逆回購利
率在2.55%不變，並未跟隨隔夜的美聯儲加
息。2017年至今，美聯儲已加息五次，只有
去年 6 月和今年 6 月，央行都選擇“按兵
不動”。其余3次美聯儲加息，央行都跟隨
上調了以OMO（公開市場操作）、MLF（中
期借貸便利）等為代表的政策利率。
昨天央行公開市場7天、14天和28天
逆回購中標利率分別為 2.55%、2.70%和
2.85%，均與此前持平。此前，央行實施
700 億元 7 天、500 億元 14 天、300 億元 28
天逆回購，同時昨天有 200 億元 7 天、600
億元14天逆回購到期。昨天中國央行凈投
放700億元，連續兩日凈投放。
機構認為央行貨幣政策出現穩健中性
中金固收團隊最新研報認為，維持公
開市場操作利率不變可能反映了在調整後社
融增速略顯“失速”及信用債違約潮再次來
襲的背景下，貨幣政策開始出現穩健中性。
中金報告指出，從近兩年央行和美
聯儲加息的路徑分析，央行的公開市場利

率調整並不壹定與美聯儲同步。去年2月，
在 PPI 攀升至 7.8%時，央行本輪首次上調
了公開市場利率 10 個基點。而去年 6 月央
行並未跟隨美聯儲加息，主要是因為去年
3-5 月金融去杠桿已經通過行政手段大幅收
緊了金融條件，且去年4月PPI環比出現負增
長。今年1月以來，調整後社融季環比年化
增速連續四個月停留在 8%-9%的水平，顯
示短期貨幣條件已經明顯過緊。如果政策不
能較快調整，投資需求會相應放緩，企業現
金流也可能出現惡化。預計短期內貨幣政策
將回歸更穩健中性的取向。過緊的貨幣條件
及其對宏觀走勢的影響只能使“降杠桿、防
風險”的長期政策目標更加遙遠。
中金認為，央行“按兵不動”也提
示我們，中國貨幣政策的取向會以國內
宏觀調控的需要為主要依據，而中美短
端利差的考 慮 可 能 處 於 相 對 次 要 的 位
置。報告認為，美元和美國經濟也不太
可能繼續“壹枝獨秀”，人民幣匯率有
比較有力的支撐。
熱點
人民幣結束連降
央行或象征性在公開市場加息
中國人民銀行將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
設定為6.3962，較上壹交易日上調194個基
點，終結四日連降，創6月7日以來最強水
平，且升幅創5月11日以來最大。
上壹個交易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
6.4156，16：30 官方收盤報 6.4051，23：30
收盤報6.3960。北京時間02：00，美聯儲宣
布加息25個基點至1.75%-2%區間，此舉符
合市場預期，這是美聯儲年內第二次加息，
也是2015年12月本輪加息周期開啟以來的第
七次加息。同時，美聯儲將年內加息預期調
升至4次。香港金管局此後也宣布上調基準
利率25個基點至2.25%。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姜超稱，考
慮到當前央行操作利率和市場利率之間
仍有較大缺口，存在壹定的扭曲，再加
上美元升值會對人民幣匯率有壹定壓力，
所以不排除我國央行仍會借此機會，象
征性地在公開市場加息，但這對國內流
動性的沖擊非常有限。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

析師鄂永健稱，近期美元指數走強，人
民幣兌美元小幅貶值，但人民幣有效匯
率保持基本穩定甚至有所升值，即人民
幣兌歐元、英鎊等非美貨幣升值，這說
明當前市場情緒較為平穩。
此外，匯豐銀行6月13日發布的壹項
調查結果顯示，隨著人民幣“入籃”及中國
不斷推進資本市場開放，全球外匯儲備管理
者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
關註
港元上調基本利率
業界稱符合市場預期
根據聯系匯率制度，香港金融管理
局 14 日上調了港元貼現窗基本利率 25 個
基點至 2.25 厘（2.25%）。這是香港金管
局今年以來第二次上調基本利率，符合
市場預期。
香港金融業界普遍認為港元的利率
環境正趨正常化。金管局總裁陳德霖表
示，香港銀行陸續上調存款利率，1 年定
期存息上調較明顯，平均達兩厘，“銀
行加息只是時間問題”。
陳德霖表示，港元利率正常化將有利於
香港樓市健康發展，但資產市場可能出現波
動，市民應小心管理利率風險。
交銀國際研究部主管洪灝表示，金
管局加息在預料之中，因為港元匯率與
美元掛鉤，在美聯儲加息之後，港元基
本利率隨之上調；香港市場目前流動性
充足，經濟增速遠高於其名義利率，因
此對實體經濟影響較小。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表示，
金管局提升港元基本利率順應了今年全
球貨幣政策轉向的大趨勢，有助於香港
利率環境正常化，以消解貨幣過剩和抑
制市場冒險行為，為香港資本市場的長
期繁榮夯實基礎。
程實認為，本次調息有助於抑制可能出
現的通脹勢頭，呵護香港經濟復蘇動能。
基本利率是用作計算經貼現窗進行
回購交易時適用的貼現率的基礎利率。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 13 日宣布將聯
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 25 個基點到
1.75%至 2%的水平，這是美聯儲今年以
來第二次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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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博覽會火爆 外企搶訂明年展位

綜合經濟

綜合報導 首屆中國國
際進口博覽會再過 140 多天
才開幕，但四家外資食品
企業 14 日搶先簽約，提前
預定了明年第二屆進口博
覽會的展位。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
覽會食品及農產品展區展
商客商展前供需對接會當
天在國家會展中心（上海
）舉行，此次活動旨在為
供需雙方在展前提供深入
了解和對接的機會。
德國麥德龍集團、法
國樂斯福集團、日本株式
會社森梨以及法國“地中
海—中國經貿組織”四家
企業(機構)，在對接會上簽
署了 2019 年第二屆進口博
覽會的參展報名表。
“展會太火爆，早約
早安心”是企業早早預約
的壹個重要原因。據國家
會展中心（上海）總裁唐
貴發透露，2018 年首屆中
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將使用
國家會展中心 9 個展館，
面積超過 21 萬平方米，截
至目前，7 個展區的招展工
作已接近尾聲。
食品和農產品商家是
進口博覽會 的 參 展 “ 大
戶”，據唐貴發介紹，
首屆進口博覽會有來自近 100 個國
家和地區的 1000 多家食品和農產品
企業參展。展品種類豐富、突出優
質特色，將為境內外采購商提供更
多選擇。
地中海—中國經貿組織負責人
博德· 繆勞特表示，由於首屆進口
博覽會食品農產品展區展位比較緊
張，其所在機構決定提前預約申請
明年的展位，為更多地中海區域
的中小企業提供進入中國市場的
機會。
法國樂斯福集團大中華區總裁
浦建菲稱，看好進口博覽會這個平
臺，壹方面是因為有很多潛在的大
型客戶與會，另壹方面，希望能通
過進口博覽會更多地接觸到認同樂
斯福理念、準備與樂斯福展開深入
合作的供應商，進口博覽會對於樂
斯福來說是個相互交流、吸取創新
經驗的絕佳平臺。

廣告
星期二

2018 年 6 月 19 日

Tuesday, June 19, 2018

B4

副刊
星期二

2018 年 6 月 19 日

Tuesday, June 19, 2018

B5

渊綜合報道冤夏季炎熱的天氣影響了寶寶的胃口袁家中的空調尧風扇一不小心就會把寶寶吹
到拉肚子尧咳嗽遥 上周的青苗圃和雀巢公司共同舉辦的 " 媽咪廚房 " 中袁專家針對寶寶常患的
幾種病袁向現場媽媽傳授食療妙方遥

腹瀉院多喝水少吃菜
時冷時熱的溫度袁腹瀉的寶寶就會增多袁且以 2 周歲以內的寶寶最為多見遥 如果寶寶拉肚
子了袁媽媽一定要注意寶寶有無脫水現象袁如果寶寶出現口幹尧聲音嘶啞等症狀袁媽媽要及時給
寶寶口服補液以防止脫水袁嚴重的脫水可能會危及寶寶的生命遥
脂類食物比如肉泥尧 含高蛋白質的食品比如雞蛋以及水果和蔬菜這些含有長纖維素的食物都
要遠離腹瀉的寶寶遥 但是含有鞣酸的蘋果則有止瀉作用袁蘋果泥和蘋果湯以及有健脾胃功能的
栗糊羹可以幫助寶寶恢復健康

咳嗽院熱咳吃涼食袁冷咳吃溫食
咳嗽的寶寶袁媽媽一定要先分清寒性咳嗽和熱性咳嗽遥
屬於寒性咳嗽的應該選擇一些性質偏溫的食物和水果袁比如荔枝尧柑橘尧巧克力尧橙尧桃子尧牛
肉尧雞肉尧鵝肉尧狗肉等等袁熱性咳嗽則應選擇涼性食物袁比如梨尧香蕉尧菊花尧蘿蔔尧白菜尧兔肉尧
田雞和甲魚等遥 如果媽媽暫時沒辦法判斷寶寶是熱咳還是冷咳袁則可以選用一些平性食物袁比
如蘋果尧番茄尧雞蛋尧鴨蛋尧豬肉等等遥

渊綜合報道冤所謂的孕晚期也就是臨產前的兩個月袁這時候是胎兒在胎內發育最快的時期袁這個時期大腦袁骨骼等身體結構都處在
最後的構建和鞏固階段袁胎兒體內的鈣袁鐵等也都是在這個時期積累的遥
所謂的孕晚期也就是臨產前的兩個月袁這時候是胎兒在胎內發育最快的時期袁這個時期大腦袁骨骼等身體結構都處在最後的構建和
鞏固階段袁胎兒體內的鈣袁鐵等也都是在這個時期積累的遥
如果營養跟不上袁孕婦往往會出現貧血尧水腫尧高血壓等併發症遥 小腹墜脹尧宮縮頻繁時袁可服桂圓雞蛋湯(雙桂圓肉 15 克放入碗內袁
打鮮雞蛋 1 枚袁加涼水適量袁蒸成蛋羹食前加紅糖少許袁每日服一 2 次)遥
還要注意孕晚期最好不要做過多的運動袁要安心養胎袁萬事以穩當為主遥 小編祝各位孕晚期的媽媽能順利產下健康的小寶寶遥

女性常穿高跟鞋易致 " 变态脚
常穿高跟鞋的疼痛信号
长期穿过高的高跟鞋，
疼痛是第一个重要的信号。这种酸痛其实就是一种警告，
它
提醒主人，
倘若你继续坚持，
轻则足部会磨出水泡，
进而可能会长出鸡眼，
长此以往可
能会导致拇趾外翻，
最终影响足弓的稳定性。同时，
心理学研究表明：
疼痛也是坏情绪
和爆脾气的导火索，
势必会影响身边同事的和谐共处。

常穿高跟鞋易致 " 变态脚 "
如果为美痴狂，
长年累月的穿着高跟鞋，
那么 " 变态脚 " 也就在所难免了。专家解
释，
拇外翻与穿高跟鞋有直接的关系。当后跟抬高时，
前脚掌就要负担全身的重量，
而
高跟鞋前部普遍比较窄小，
行走时全身重量落在足部前端，
脚趾会因身体重量压迫逐
渐变形，
造成拇指外翻的现象。

常穿高跟鞋危害身体健康
女性经常穿着 " 绝对海拔 " 的高跟鞋，
不仅易形成拇外翻，还由于穿高跟鞋而使
不适延伸到身体其他部位，
如膝关节、
髋关节疼痛，
脊柱变形和早期衰退等。另外，月
经经期间最好不要穿高跟鞋，
会导致痛经，
月经也会因为穿高跟鞋受到影响。
专家解释道：
穿着高跟鞋行走时，
由于膝关节和踝关节的活动度受到一定影响和
受力不均匀，比穿平底鞋更易发生踝关节扭伤，造成踝关节韧带松弛，多次崴脚之后
容易引起踝关节患创伤性关节炎。另外，
穿着高跟鞋对腰椎的损害更为严重，
由于这
种损害的发生和发展比较缓慢，
很容易被忽视。

日常护脚 3 招：
保护双脚，
首先要选一双最适合自己的鞋子，
另外，
专家提醒，
鞋跟高度为 3 厘米
左右的高跟鞋对女性健康影响最小。
护脚还要缓解足部疲劳，适时解放双脚，减少高跟鞋的穿着时间，可在办公室备
一双平底鞋或拖鞋。

（综合报道）导语：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没有哪个女人不爱美。女
性在看到一双双精致的高跟鞋的时候，
都会有想买的欲望。但
是，高跟鞋的美丽背后还隐藏着各种不利因素：比如脚趾受伤
及腰椎受伤等。小编今天告诉你女人 3 个护脚妙招，
让美丽跟
疼痛说再见。一起来了解吧。
关于一份女性保健 " 职业女性高跟鞋调查 " 表明，
在职业女性
穿的高跟鞋的中高度在六厘米到六厘米以上的大约占三分之
一。有关人士表示，
高跟鞋的鞋跟如果超过水平面六厘米，
脚踝
和膝盖就会产生很大负担，小腿及腰就会经常酸痛；鞋跟超过
十厘米，脚踝、小腿、腰椎和颈部会因人体过于前倾而倍感不
适。

其次，
对疼痛部位进行放松性按摩，
减少关节及韧带的压力。

穿高跟鞋脚不痛的小窍门
1. 用湿毛巾在磨脚的鞋子部位捂几分钟，然后再拿块干的软毛巾包住挤脚的地
方，
用锤子敲几下，
把鞋子磨脚的地方敲击平整，鞋子皮质变软和平整后就不会磨脚
了。
2.拿张报纸，
捏成一团，
沾点水，
不要太湿，
但要整团都沾到水，
然后再拿张干的报
纸裹住湿的报纸，塞在挤脚的部位，然后把鞋子密封在一个塑料袋里，过夜，就可以
了。
3.有的人新的高跟鞋会有点小，
因而夹脚。这时不妨用湿毛巾捂湿，
再用鞋楔撑
大，
穿起来就顺脚了。
只有知道正确的女性保健知识，
选择合适的高跟鞋穿着，
才能达到美丽和健康共

責任編輯：
XX
存。比如在穿鞋子之前，
使用香皂在鞋跟处内部涂一下，
这样不仅不会磨脚而且会变
的光滑。穿起来脚不会磨破皮，
穿鞋和拖鞋的时候也不会勒到脚后跟。

"

5

體育消息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趙雪馨

星期二

世盃
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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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遇魔咒？

衛冕球隊德國在今屆世界盃首
場比賽爆冷以 0：1 不敵墨西哥。
翻開世界盃歷史，從 1962 年巴西
成功衛冕之後，沒有一支球隊能夠
蟬聯冠軍，而過去四屆，更有三屆
衛冕球隊早早在分組賽出局。
1962 年，巴西以 3：1 力挫捷
克斯洛伐克成功衛冕。但之後的 13
屆世界盃，就再沒有出現連霸球

隊，成績最好是亞軍，分別是 1986
年 冠 軍 阿 根 廷 及 1994 年 冠 軍 巴
西。
衛冕球隊在過去四屆更是陷入
“魔咒”：2002日韓世界盃，衛冕
的法國無緣晉級淘汰賽；2006年德
國世界盃，衛冕的巴西雖然突破分
組賽，但止步 8 強；2010 年和 2014
年世界盃，兩屆的衛冕隊伍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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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年無球隊能衛冕

跟西班牙同樣兵敗分組賽。
那麼今屆衛冕的德國隊呢？德
國隊 18 次參加世界盃，17 次晉 8
強，13 次進 4 強，8 次進決賽，4 次
奪冠。也就是說德國隊進四強的比
率是 72%。英國名宿連尼加曾有句
名言：足球就是 22 個人在場上奔
跑、最後由德國人獲勝的遊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衛冕的德國隊
衛冕的德國隊（
（白衫
白衫）
）首
仗不敵墨西哥。
仗不敵墨西哥
。
法新社

俄羅斯世界盃吹起“冷風”，兩
大熱門德國及巴西首演均未能勝出，
敗於墨西哥腳下的德國原因在於用人
排陣，而巴西則更多是心態問題，以
雙方人腳經驗絕對可以及時調整重回
正軌，取得 16 強席位的機會仍然相
當正面，反而雙方所處的 E 及 F
組出線後將直接碰頭，“德
巴”如何部署晉級後的路線
將更值得細味。

兩大熱門首演不勝出線仍樂觀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 何嘉軒

短兵接
36 年來首
一隊終結了世界盃
戰不敗的歷史，另一隊則是

參加世界盃決賽周40年來首次首
戰不勝，德國及巴西一對“難兄
難弟”於俄羅斯的首場演出無疑
令不少人大跌眼鏡，兩支奪標大
熱雖然面對不同範疇的問題，但
基於兩隊的豐富經驗加上同組對
手實力不強，相信仍可及時調整
出線16強。

美洲球迷互相支持一家親

記者在採訪完墨西
哥一球“爆冷”擊敗德國
的賽事後，隨着人群浩浩
蕩蕩走往地鐵站準備離開
球場，沿途有不少酒吧
和餐館，都在直播巴西
對瑞士的賽事，很多美
洲球迷入場支持墨西
哥，當中包括大量巴西
球迷，離開後順理成章
前往觀看巴西的比賽，
他們擠滿了各個餐館和
酒吧，很多只能在門外
和窗外觀看比賽，店舖
的員工也沒有驅趕。比
賽後球迷都開始肚餓，
所以也會“幫襯”買一
些飲品和食物，然後坐
在街上邊吃邊收看直
播。可惜巴西“唔爭
氣”，最後慘被逼和。
不過在場的墨西哥球迷
當然心情大好，連忙安
慰身旁的巴西球迷，互
相支持，果然團結。
記者 18 日再臨斯
巴達克球場採訪塞內加
爾的賽前操練和記者
會。去屆歐聯，利物浦
打入決賽，翼鋒沙迪奧
文尼在去季踢出名堂，
這位“快馬”世界盃代
表塞內加爾，18 日自然
成為焦點之一，記者也
很希望近距離見一見這
位新晉非洲球星。
另外，記者之前在
盧日尼基球場曾在傳媒餐
廳用餐，但那裡購買食物
的等候時間特長，很多傳
媒朋友都有投訴，不過
18 日在斯巴達克球場的
傳媒餐室所見，這裡買食
物的效率神速，實在方
便，雖然傳媒中心是臨時
搭建，但相比盧日尼基球
場的配套，的確比較完善
和細心。

德國巴西
德國巴西
或 16 強

■菲臘比古天奴
（左）為巴西射入
唯一的入球。
唯一的入球
。
法新社

德國用人不當致首敗
常言道“世界盃無弱
旅”，墨西哥名氣上雖然不
及星光熠熠的德國，不過在
世界盃決賽周的往績卻相當
穩定，不算上 1990 世界盃
被禁止出場，墨西哥此前連
續七屆均成功突破分組賽，
今場面對德國亦明顯做足準
備，交出控球權瞄準德國兩閘的
空位進行反擊，相比之下德國則
未能做到“知敵”一環，被墨西
哥的速度及個人突破打個措手不
及。德國主帥路維以“非常罕見
的差劣表現”來形容球隊表現，
但事實上德國換入列奧斯及白蘭

特等球員後已大有改善，未能扳
平只是欠運，證明德國上半場失
色主因在於用人不當。所以德國
出線機會仍然樂觀，有機會早於
16強硬撼巴西。
至於巴西在領先一球下被瑞
士逼和則是咎由自取，賽事初段
巴西踢出精彩的森巴足球並憑古
天奴的妙射取得領先。不過其後
這支五屆世界盃盟主漸漸鬆懈，
攻守端均踢得相當隨意，任由瑞
士不斷高空轟炸，所失的一球雖
說瑞士史堤芬蘇巴有輕微的推人
動作，不過米蘭達未有緊纏對手
“卡位”才是失球主因。大好形
勢下痛失兩分主要是球隊的心態
問題。同組的塞爾維亞及哥斯達
黎加論實力均非巴西對手，不過
巴西要在今屆世界盃走到最後，
必須每戰均全場保持集中，避免
再次因大意斷送好局。
不過現在 E 及 F 組的形勢相
當微妙，最後一場才對上塞爾維
亞的巴西可以因應形勢而選擇
“走線”避開德國，令這兩組今
後發展更添懸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墨西哥球迷瘋狂慶祝疑引發“地震”
■德國隊的奧斯爾
（左起
左起）、
）、達斯拿及
達斯拿及
卻奧斯面對敗果表情
黯然。
黯然
。
法新社

俄羅斯世界盃當地時間周日
爆出冷門賽果，衛冕的德國隊以
0：1 不敵墨西哥。事後據墨西哥
政府部門發佈的消息，墨西哥時
間 6 月 17 日 10 時 32 至 35 分監測
到墨西哥城持續輕微地震，而這
一時間正是墨西哥隊射入奠勝一
球的時間。有人懷疑是民眾的激
情慶祝引發“人為地震”。
德國自 1982 年以來，從未
在分組賽首仗輸球，俄羅斯時間
周五晚面對墨西哥，於第35分鐘

便告失守，夏榮羅辛奴接應隊友
傳送妙射入網。
不久之後，墨西哥政府相關
部門發佈消息稱，幾乎於同一時
間墨西哥城監測到持續輕微地
震，而且從地震波形分析來看疑
似“人為地震”。也就是說，墨
西哥城的球迷瘋狂慶祝國家隊在
世界盃取得黃金入球而引發一場
輕微地震。這正是足球世界盃的
魅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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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中國
文化中國·
· 水立方杯 ” 休斯頓分賽區決賽頒獎晚會
將於 7 月 7 日在柏林劇場舉行
【泉深】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僑務辦公
室主辦，休斯頓《華夏時報》、豐建偉基
金會和中美文化交流基金會聯合承辦的
“ 文化中國·水立方杯 ” 休斯頓分賽區
決賽於 6 月 9 日晚在休斯頓大學亞美研究
中心禮堂圓滿落幕。經過六位來自海峽兩
岸，曾獲國際大賽獎的歌唱家、音樂教育
家的嚴格專業評審，優秀選手劉春池（休
斯頓）、肖驍（休斯頓）、劉金紅（達拉
斯）分別獲得成人組第一名、第二名和第
三名。母小溪（奧斯汀）、傅歆玥（休斯
頓）和亮亮（休斯頓）分別獲得青少年組
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本屆“水立方
杯”休斯頓分賽區選拔賽給參賽選手們提
供了很好的互相學習的機會，評委老師們
對比賽結果表示滿意，認為勝選選手可以
代表大休斯頓地區的歌唱水平，去參加 7
月底 8 月初在北京舉行的 “ 文化中國·
水立方杯 ” 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總決

賽 。去年休斯頓分賽區青少年組第一名陳
涵林（休斯頓）在今年休斯頓分區決賽前
登台獻唱。
本次決賽成人組第一名劉春池將赴北
京參加總決賽。獲得青少年組第二名的傅
歆玥同學因為綠卡將至，近期不便出國，
放棄了赴京參賽的機會。奧斯汀的母小溪
和休斯頓的亮亮將代表大休斯頓分賽區的
青少年組參加在北京舉行的總決賽和音樂
夏令營。 我們期待大休斯頓分賽區的選手
們走向北京水立方大舞台，在總決賽中展
示風采、 以僑為橋，以歌傳情，凝聚僑胞
力量， 實現夢想。
“ 文化中國·水立方杯 ” 海外華人
中文歌曲大賽 休斯頓分賽區決賽頒獎晚會
將於 7 月 7 日晚 7 時在浸信會大學（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 柏 林 劇 場 （
Berlin Chapel ）隆重舉行。本屆成人組和
青少年組獲獎選手將同台演唱。周潔曉慧

舞蹈學校將奉獻獲獎古典雙人舞、單人彩
綢舞。曾獲烏克蘭科學和教育部舉辦的國
際聲樂大賽第一名、著名歌唱家李文一老
師將演唱中英文歌曲。美南金嗓子虞曉梅
將演唱《紅樓夢》經典曲目《葬花吟》。
休斯頓愛樂合唱團的將獻上《念故鄉》與
《傳奇》。頒獎晚會還有傳統京劇、評劇
、太極功夫等表演。
浸信會大學柏林劇場地址 :
7502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74
票價每位 $10 。
售票處：中國人活動中心、長城書店、騰
龍教育學院及休斯頓各同鄉會。
歡迎感興趣者光臨！

六位來自海峽兩岸的評委（左起
六位來自海峽兩岸的評委（
左起）：
）：詹硯文
詹硯文、
、毛欣
毛欣、
、蕭輯
蕭輯、
、季
家錦、
家錦
、張欣偉
張欣偉、
、黃奕明
黃奕明。
。

獲獎選手與評委老師合影。
獲獎選手與評委老師合影
。
青少年組第三名亮亮。
青少年組第三名亮亮
。

青少年組第一名母小溪。
青少年組第一名母小溪
。

去年休斯頓分賽區青少年組第一名陳涵林在今年休斯頓
分區決賽前登台獻唱。
分區決賽前登台獻唱
。

青少年組第二名傅歆玥。
青少年組第二名傅歆玥
。

成人組第二名肖驍。
成人組第二名肖驍
。

成人組第一名劉春池。
成人組第一名劉春池
。

休城工商

第八屆建偉杯中老年乒乓球比賽
6 月 16 日盛大舉行
日盛大舉行，
，得獎名單揭曉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由豐建偉醫生贊
助冠名， 「 美南山東同鄉會」 主辦的＂第八屆
建偉杯中老年乒乓球比賽＂， 於上周六（ 6 月
16 日） 上午九時起在 「 中國人活動中心乒乓球
俱樂部」 （CCC )
盛大舉行，共有 54 人報名參加，經過一整
天的激戰，成績於當天下午四時正式抵定，得

獎名單如下：
「 50 -59 歲」 組： 第一名余雙，第二名王
義杰，第三名李多光，第四名唐茸。
「 60 - 69 歲 」 組： 第一名侯仁華，第二名
范景智，第三名黃寅昭，第四名龐展。
「 70 - 74 歲 」 組： 第一名聶遠義，第二名
熊長材，第三名徐金富，第四名梁天光。

大會上由王昱副總領事（
大會上由王昱副總領事
（ 左三 ） 頒獎給豐建偉
醫師（ 中 ） 「 貢獻獎
醫師（
貢獻獎」
」 。旁為
旁為（
（ 左起 ）主辦
方美南山東同鄉會季維強、
方美南山東同鄉會季維強
、會長房文清
會長房文清、
、韓偉忠
、修宗明副會長
修宗明副會長。（
。（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第八屆建偉杯中老年乒乓球比賽於上周
六上午九時開打。圖為贊助人豐建偉醫生
六上午九時開打。
圖為贊助人豐建偉醫生（
（
右一 ） 參賽情景
參賽情景。
。

頒獎給 「50 ---59
59 歲」 組第一名余雙
組第一名余雙（
（ 中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75 歲以上」 組 ： 第一名王明哲，第二名
DONWEEMS, 第三名紀經利，第四名岑焯然。
當天並由贊助人豐建偉醫師及中國駐休斯敦
總領館代總領事王昱主持頒獎。 當天並由美南
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率領同鄉會修宗明、季
維強、韓偉忠等人在現場全天坐鎮，並親自參

圖為第八屆建偉杯中老年乒乓球比賽，
圖為第八屆建偉杯中老年乒乓球比賽
，頒獎典禮上
各組優勝者合影。（前排中
各組優勝者合影。（
前排中 ） 為頒獎人中國駐休士
頓代總領事王昱，
頓代總領事王昱
，旁為大賽贊助人豐建偉醫生
旁為大賽贊助人豐建偉醫生（
（前
排右三 ), 及主辦的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
及主辦的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
（前
排左一），
排左一
），副會長修宗明
副會長修宗明（
（ 前排右一 ）（ 記者秦
鴻鈞攝 ）

加比賽。房文清會長祝賀建偉杯乒乓球單打比
賽圓滿成功； 感謝豐建偉醫生的贊助，美南山
東同鄉會的付出，以及中國人活動中心乒乓球
俱樂部的支持，感謝大家的參與。願每一位朋
友都健康快樂！

「來來餃子館」 休市獨家全天供應早點

並有九種口味水餃、
並有九種口味水餃
、鍋貼
鍋貼、
、台式特色小炒
台式特色小炒，
，百吃不厭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位於 「 百佳超巿 」
旁的 「 來來餃子館 」 是休士頓獨家全天供應
早點的麵食店，專門供應北方特色早點，包括
： 煎餅果子、油條、甜鹹豆腐腦、大米粥、鍋
巴菜、雞湯餛飩、咸菜、煎蛋、茶蛋、豆漿、

大蔥油餅、牛肉夾餅、手抓餅、油炸糕、牛肉
麵、海鮮麵、榨菜肉絲麵、鍋貼、以及九種口
味 水餃（牛肉： 白蘿蔔，芹菜； 豬肉：六種
口味：包括白菜、薺菜、芹菜、韭菜、茴香、
蝦仁； 以及素菜的菠菜蒸餃、花素蒸餃 ，另外

還有山東著名的鮁魚水餃，都是大家的最愛，
百吃不厭，除了堂吃，這些早餐、麵食，很多
人都 to go ，買回家，天天吃都不厭倦。
「 來來餃子館 」 的台灣特色小炒，也是他
們的一大賣點，別家吃不到的口味，如： 三杯
雞、三杯小
卷、熏雞、
熏鴨、韭菜
豬紅、糟溜
魚片、水煮
魚片、生炒
魚片、香辣
孜然魷魚圈
、干鍋肥腸
、紅燒肉、
紅燒蹄膀、
風吹肉、梅

菜扣肉、酸菜肚片、龍蝦、蝦卷、九層塔炒螺
肉、九層塔炒蜆、椒鹽蝦、香辣魚片、鹹蛋苦
瓜、三杯大腸、五更腸旺、客家小炒、台式炒
米粉、炸臭豆腐、海鮮蒸蛋、紅燒三文魚頭、
深海石斑魚丸、台南蝦卷、羊雜湯、牛肉湯米
粉----- 等等，都是百吃不厭的名菜，值得大
家一吃再吃，細細品味。職業婦女工作忙碌，
買幾道菜帶回家，既省去洗切炒煮的時間，精
力， 「 來來餃子館 」 令您全家樂呵呵，視 「
美食」 為人生一大享受。
「 來來餃子館 」 , 每周七天營業（ 週一至
週四上午八時半至晚間九時 ，週五、六、日上
午 九 時 至 晚 九 時 ） ， 地 址 ： 926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百佳超巿旁 ），電
話：（713） 271- 0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