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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 名 店

江南村
由淮陽菜名廚高師傅主理廚政
主 打 江 南 風 味 ﹑海 派 經 典 ﹑淮 陽 菜 系
本 店 招 牌 菜 「 水 晶 蝦 仁 」 特 價 $9.99
99(( 限 堂 吃 )
933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281
281-501
501-9898

中式高端厨电领导者

MEGA
SALE

＊

近吸强排不跑烟

这一场
与油烟的“ 独立战争”
方太将陪您作战到底
侧吸神器 JQG7501郑重宣誓：
近吸强排不跑烟*，
保护您的美丽与健康！
*不跑烟：指在方太实验室规定条件测试下，
肉眼未见明显油烟逃逸

Tel: 281-201-8186 Add: 3510 Hwy 6, Suger Land, TX 77478

战役① 大面积也罩得住
方太独门武器：6sf超大拢烟范围，前置进风加后端导流
降伏四眼炉头，专为美国厨房设计

韓國館

战役② 对油脂说BYE
方太独门武器：高配双劲风机，油脂分离度高达95%
隔绝油脂，保护你的美丽和健康

战役③“无味”厨房新境界
方太独门武器：近吸强排，气味降低度高达97%
油烟不入鼻，从此不怕炒辣椒

346-240-9696

战役④ 如何做到清洗无压力？
方太独门武器：防油涂层设计
不积油、易打理，爱上厨房每一刻

WeChat: FOTILE_US
R03-Hankook Kwan 韓國館1234567C_8

Hankook Kwan
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韓國人開的韓國館 正宗 地道 真材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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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僧人組團收麥 師傅教洋弟子割麥

鄭州，
鄭州
，少林寺禪耕農場裏的 120 畝小麥 6 月迎來豐收
月迎來豐收，
，少林寺僧眾
手持鐮刀，下地收麥
手持鐮刀，
下地收麥，
，感受豐收的喜悅
感受豐收的喜悅。
。其實對於少林寺僧人而言
其實對於少林寺僧人而言，
，種
田更深的用意則是恢復少林寺傳統的修行方式。
田更深的用意則是恢復少林寺傳統的修行方式
。以農入禪
以農入禪，
，兩者結合
兩者結合，
，
成了“
成了
“農禪
農禪”
”這壹修行方式
這壹修行方式。
。

巴西軍方公開銷毀繳獲槍支

世界杯 32 強“球員
球員”
”亮相
迷妳珠寶球場 精雕細琢匠心打造

俄羅斯索契，精美手工
Stadium 13 珠寶亮相索契
珠寶亮相索契，
，世
界杯 32 強 “ 球員
球員”
” 亮相迷妳球
場。據悉
據悉，
，整個作品是由近 3.5
公斤貴金屬制成壹個足球場和
印有 2018 年俄羅斯世界杯 32 強
球隊國旗的足球運動員的小雕
像組成。
像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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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遞業“下半場”競爭瞄向全球化

隨著多家電商逐步向海外市場燃起
戰火，物流領域迅速跟進。近日，多家
快遞物流領軍企業接連出臺重磅措施，
加強國際網絡建設。身在國外，也能享
受到國內的高效快遞物流服務，這壹幕
正在逐步變為現實。
專家表示，快遞業全球化競爭已
經進入“下半場”。不過，快遞“出
海”諸多既有挑戰仍存，除了要正面
迎擊國際競爭對手之外，還要面臨海
外較高的勞動力成本、市場開拓成本
等，需要行業攜手打通上下遊、共建
生態圈。
戰火燃向海外
快遞“出海”加速
6 月 18 日午間，京東集團和谷歌宣
布，谷歌將以 5.5 億美元現金投資京東，
雙方將結成廣泛的戰略合作夥伴關系。
而在宣布獲得谷歌投資之後，京東集團
首席執行官劉強東發布內部信宣布了京
東物流的新目標。確定了京東未來 10 年
的國際化方向，即以物流打頭陣的供應
鏈服務全球化，實現 48 小時中國通達全
球。
同日，京東物流官方宣布了落地方
案：以全球智慧供應鏈基礎網絡為藍
圖 ，以搭建 830 雙通全球網絡，十大供

應鏈科技輸出，五大全鏈條數字化賦
能為方向，實現基礎設施建設經驗、
技術、科技成果，在全球落地開花。
數據顯示，此前依托京東物流全球供
應鏈體系，今年 618 期間海外訂單量同
比增長 375%。
京東的新戰略只是物流龍頭企業
加快走出去的壹個縮影，隨著中國電
商巨頭加快全球布局，更多快遞物流
企業正在迅速跟進。在美股上市的中
通快遞近日表示，將與土耳其航空、
太平洋航空聯手成立合資公司，整合
各自優勢資源，布局開拓全球航空運
輸服務。
按業務處理量計算，中通是目前國
內市場份額最高的快遞公司，日包裹量
高達 2800 萬件。根據協議，新成立的合
資公司總部設在香港，將提供各類門到
門的物流業務，包括攬收、揀貨、運
輸、收發、快運、跨國對接和最後壹公
裏的配送。
無獨有偶。A 股首家上市的快遞
公司圓通速遞公告稱，將聯手菜鳥網
絡、中國航空在香港國際機場共同建
設壹個投資百億級的物流樞紐，為構
建全球 72 小時必達的物流網絡提供有
力支撐。
根據圓通速遞的公告，由三家公司

商零售交易額將超過 3.6 萬億元人民幣，
年均增幅約 37%。
太平洋航空副主席劉少坤表示：
“隨著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全球快遞
行業收入將持續增加，預計到 2020 年達
到 3400 億美元。以合作為契機，將極大
地提升各自的業務能力和影響力。”
“新零售在中國本土的創新和全球
化的拓展，使得中國快遞物流行業正迎
來新壹輪發展機遇。”中通快遞董事長
賴梅松說，中通將積極布局和開拓國際
市場，使國際業務成為企業未來的重要
增長點。
為全球消費者帶去更好的快遞物流
服務，也是企業出海的壹大動力。在時
效和性價比方面，中國快遞業已經做到
了世界領先水平。從在阿裏速賣通平臺
下單，到收到自己買的裙子，莫斯科姑
娘娜塔莎只花了 5 天時間，這讓她感到
十分驚訝。
娜塔莎的體驗，來自於菜鳥網絡今
年 3 月開通的首條洲際定期電商航線，
這條航線顯著縮短了中俄市場的包裹送
達時間。今年 5 月，菜鳥又開通香港直
飛比利時的洲際航線，將面向歐洲的物
流時效普遍提升至 5 天左右。
菜鳥方面表示，將在全球多地建設
世界級的物流樞紐。除了已中標的香港
尋求新增長點
項目，6 月中旬菜鳥網絡與阿聯酋航空
輸出“中國服務”
貨運聯合宣布，將在迪拜機場建設壹個
快遞業為何加快“出海”步伐？在 輻射亞歐非三大陸的 eHub（數字貿易中
業內專家看來，當前，國內電商增速放 樞），幫助包裹在中東地區進行快速中
緩，跨境電商潛力仍然巨大。隨著國內 轉和分發。
市場的逐漸飽和，快遞企業開始布局海
外，尋求新的增長點。
諸多挑戰仍存
國家郵政局統計顯示，2017 年我國
亟須行業攜手
國際/港澳臺快遞業務量完成 8.3 億件，
監管部門對中國快遞業走出去持積
同 比 增 長 33.8% ， 而 行 業 整 體 增 速 為 極態度。《快遞業發展“十三五”規
28% 。由於國際快遞單價較高，雖然業 劃》提出，鼓勵重點快遞企業以服務跨
務量僅占全行業的 2.1%，但收入占比達 境電商、伴隨國內企業境外發展等為契
到 10%以上。
機，銜接境外物流體系，構築立足周
“快遞走出去的戰略目標是搶抓跨 邊、覆蓋“壹帶壹路”、面向全球的
境電商物流的機遇。”申萬宏源研究員 跨境寄遞網絡。
王立平表示。
國家郵政局局長馬軍勝在 2018 年全
有報告指出，到 2020 年，中國跨境 國郵政管理工作會議中提出，加強國際
電商交易規模將達 12 萬億元人民幣，占 郵件快件航空運輸網絡建設，支持有條
中國進出口總額約 37.6%；中國跨境電 件的企業海外建倉並鼓勵共建共享，提
組建的聯合體，成功中標了香港國際機
場高端物流中心發展項目。項目總投
資 額 約 120 億 港 元 ， 總 樓 面 面 積 達 38
萬平方米，預計 2023 年建成並投入使
用，屆時每年可處理數千萬件的跨境
電商包裹。
國際化壹直是圓通速遞的既定戰
略。2017 年，圓通收購香港上市公司
先達國際，並在今年將其更名為“圓
通速遞（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目
前，圓通國際網絡覆蓋 4 大洲，擁有國
際直營站點 60 余個，海外網絡代理點突
破 1000 家。
在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副院
長劉大成 看 來 ， 中 國 物 流 龍 頭 企 業 已
普遍具有全球化視野。中國新經濟的
不斷掘起和國際市場影響力的不斷提
升有利於通過市場來培育和推動企業
向外邁步，在全球經濟體系下分享各
種國際資源。
不少專家還表示 ，物流企業加速
出海有利於融入全球供應鏈，進壹步
增強我國企業的競爭力。國務院辦公
廳此前印發的《關於積極推進供應鏈
創新與應用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
在 3 年內培育 100 家左右的全球供應鏈
領先企業。

高我國快遞品牌的世界競爭力。
在快遞走出去的過程中，存在多種
模式：比如和境外巨頭合作，設立合資
公司。在中通之前，順豐控股於去年宣
布和美國聯合包裹公司（UPS）聯手，
雙方各投資 500 萬美元成立合資企業環
球速運控股有限公司，主營國際快運業
務。
集群化也是壹個重要路徑 。菜鳥
網絡憑借阿裏平臺的國際影響力，在
馬來西亞吉隆坡投資基於數字化的國
際倉儲物流樞紐，同時吸引菜鳥聯盟
企業集群入駐，這種模式的規模效應
較為顯著。
不過，值得註意的是，快遞企業走
出去也面臨諸多挑戰。比如很多快遞企
業全球網絡布局剛剛起步，造成海外市
場服務斷鏈。航空運力不足，目前僅順
豐、圓通等少數快遞公司有貨運航空，
與聯邦快遞等相比存在很大差距。此
外，在末端配送方面，中國快遞業多采
用加盟模式，而發達國家快遞市場基本
是直營模式，這意味著開拓市場的成本
較高。
“壹旦我國快遞物流企業進入海外
市場，除了要正面迎擊國際競爭對手，
最先面臨的就是整個運營模式的改變。
首先，以‘快遞小哥’為代表的勞動力
紅利將會消失，轉而將面臨海外較高的
勞動力成本。其次，海外消費者很多居
住在郊外，而且居住相對分散，如何在
快遞過程中降低成本成為壹大挑戰。”
劉大成說。
盡管挑戰多多，但從快遞巨頭的成
長經歷看，國際化是必由之路。圓通速
遞董事長喻渭蛟曾經表示，中國快遞企
業走向國際化，現在是搶時間、占機遇
的時候。誰能成為中國的聯邦快遞？也
許在下壹個五年就能初現端倪。
劉大成也認為，隨著政策利好的不
斷釋放，以及走出去過程中經驗的不斷
積累，物流企業走出去的風險有望得到
更好的化解。
中國物流學會特約研究員楊達卿認
為，快遞物流的智能化、全球化等需要
大量資金投入，期待全行業攜起手來，
打通上下遊、共建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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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機場今年客流料破7千萬
G組
熱話

英格蘭比利時鬥出副選走線
已肯定雙雙出線的英格蘭及
比利時，將於最後一輪分組賽碰
頭，惟據賽前報道，兩軍該役皆
可能以副選出擊，原因是希望以
次名席位出線，好讓不用於強手
林立的上線區爭取晉級。
根據編排，G 組首名球隊會
於上綫區比賽，16 強對手會是 H
組次名的日本、塞內加爾或哥倫
比亞；惟若一旦再能晉級，G 組
首名球隊的對手則可能變成法

國、巴西或德國，過關難度肯定
會較下線區大，因此有指兩軍教
頭皆打算於最後一輪分組賽出副
選，除讓部分主力休息，也可作
走線之用。
根據報道，比利時教頭馬天
尼斯已肯定會讓早前領有黃牌的
球員休息，當中包括奇雲迪布
尼、維頓漢及梅尼亞，至於傳出
有微傷在身的夏薩特及盧卡古，
亦該不會冒險帶傷上場，比利時

戰力難免受嚴重損害。
另一方面，揚言不會走線
的英格蘭領隊修夫基，據指亦
會收起如佐敦軒達臣、連格及
捷比亞等主力，而拉舒福特、
艾歷迪亞及丹尼路斯則會獲得
機會，不過目前有 5 個入球在手
的射手哈利卡尼相信則會繼續
落場，希望增加贏得“金靴
獎”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未來 3 年再開 30 條航線 2025 年建成國際航空樞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在 26 日舉行的廣州建設國際航
■迪布尼（左）及盧卡古（右）皆未必於最
空樞紐創新舉措新聞發佈會上，廣東省機場管理集團公司首次透露廣州白雲
後一輪分組賽落場。

路透社

機場建設世界一流機場具體時間表：到 2020 年，旅客吞吐量達到 8 千萬人

次，進入全球前 10 位，貨郵吞吐量達到 230 萬噸；到 2025 年，國際航空樞紐
成型，年旅客吞吐量達到 1 億人次，貨郵吞吐量達到 350 萬噸，這分別比此前
預設目標提高了 1 千萬人次和 50 萬噸。與此同時，白雲機場將進一步加強與

B組
戰報

西班牙壓葡萄牙首名出線

香港機場等粵港澳大灣區主要機場的聯動合作，共同提升綜合保障能力和航
空服務水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共有超過
75 家中外航空公司進駐廣州白雲機場，

航線網絡覆蓋全球 220 個航點，擁有航線超過
300 條，其中，國際航線 157 條。隨着今年 4
月 T2 航站樓和綜合交通中心投入使用，2018
年旅客吞吐量有望突破7千萬人次。
廣州白雲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邱嘉臣透露，在此基礎上，白雲機場從今年
開始將全力衝刺建設世界一流機場，並制定
具體目標。

2020年客流量進全球前10

俄式快餐店合東方人口味

邱嘉臣介紹，到 2020 年，白雲機場旅客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
何嘉軒
吞吐量力爭達到
8 千萬人次，進入全球前
10，貨郵吞吐量達到 230 萬噸，進入全球前
提到連鎖快餐店，讀
12 位；再通過 5 年努力，國際航空樞紐成
者可能都會聯想到漢堡
型，年旅客吞吐量達到 1 億人次，貨郵吞吐
包、炸雞、薯條等美式快
量達到 350 萬噸。
餐食物。不過在俄羅斯，
為此，廣州有關方面和白雲機場將通過
一家名叫 Teremok 的俄式
五方面措施進一步提升機場的通達性，推動
快餐店卻能與各大美式快
客貨運輸“兩翼齊飛”。在挖掘客運潛能方
餐抗衡，專門售賣傳統俄
面，將爭取更有利的航權政策，大力發展中遠
羅斯食物，在莫斯科、聖
程國際航線和洲際航線，增設國際直飛航線，
彼得堡等地開得成行成
特別是歐美航線。預計未來
3 年，將新開國際
市。
記者在莫斯科已經超
航線30條。在打造“大物流”格局方面，將優
過兩周，日常飲食除了光
化貨站空間佈局，推動實現珠三角地區貨物通
顧自助“磅飯”餐室和傳
關一體化和24小時通關。
媒中心的餐廳外，最多就
另外，措施還包括提升航班準點率，推
是在俄式快餐店用餐。一
動機場與高鐵、城軌、地鐵的有序銜接，打
般專門做俄式食物的餐廳
在莫斯科隨處可見，但價
錢比較昂貴，而且記者都
貪圖方便快捷。Teremok
就是最快捷和最便宜的選
擇，也是俄羅斯人平時常
常光顧的餐廳之一。
美式快餐多數都是煎
炸“熱氣”食物，但俄式
快餐則不然，Teremok 主
要售賣俄式餡餅
（Bliny），
有豬肉、雞肉、香腸等讓
食客選擇，口味也有迎合
外國人的選擇，而且即叫
即煮，相對健康得多。除了餡餅，還
有俄羅斯餃子
（Pelmeni）
、薏米飯等俄
式食物，這些食物其實與中餐有異曲
同工之妙，非常適合東方人口味。
記者 26 日點了雞肉餡餅、羅宋
湯，加上一杯克瓦斯（Kvass），克
瓦斯是由黑麵包發酵釀成的低酒精飲
品，味道類似啤酒但偏甜，是俄羅斯
傳統飲品之一，也是記者最愛。以上
食物飲品總共花費大概 500 盧布，價
錢合理，相當平民，而且味道不錯，
分量足夠。去俄羅斯旅行，要嚐俄羅
斯菜，俄式快餐店會是個不錯的選
擇。
■俄式快餐店選擇眾多
俄式快餐店選擇眾多。
。

造“春風服務”品牌，全面提升旅客服務質
量等。

灣區五大機場市場空間巨大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白雲機場
還將加強與灣區內其他四大機場的合作。廣
東省機場管理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克儉介
紹，目前，五大機場已形成年度聯席會議制
度，就安全管理、服務質量提升、信息化建
設、便捷交通、綜合交通樞紐建設等，進行
■廣州白雲機場年內旅客吞吐量有望突破7千萬人次，國際中轉旅客亦逐年增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交流合作。
他指，五大機場不是競爭關係，而是合
作共贏關係。目前，各大機場在客貨量方面
都增長較快，在分享市場方面還沒有出現此
消彼長的現象。比如，今年上半年香港機場
的貨郵吞吐量增速甚至超過白雲機場，說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場新開國際航線 59 條，新增國際通 用廣州地緣優勢，打造歐洲到大
香港機場前景廣闊。可以預計，在粵港澳大
廣州報道）被譽為全球民航界“奧 航點 22 個，國際航線網絡遍佈全球 洲的門戶樞紐。
在北美和澳洲及新西蘭市場
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過程中，粵港澳三地
運會”和“世博會”的世界航線發 5 大洲的 86 個航點，國際及地區承
面，推動開通美國芝加哥直航航
機場都會受益。
運人
48
個，日均國際航班量達到
展大會已成功落戶廣州，今年
9
月
■ 艾斯巴斯
艾斯巴斯（
（ 紅衫
紅衫）
）
由食詐糊變成助西班
邱嘉臣亦表示，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
15 日至 18 日，來自全球約 110 個國 322 個。借助此次大會，白雲機場 及波士頓等航線。在澳洲悉尼、
牙首名出線。
牙首名出線
。 法新社
程中，白雲機場在日常運作中將與其他四大
家的 300 多家航空公司、700 多家機 將攜手更多國內外航空公司，增加 爾本和新西蘭奧克蘭等航線上增
機場（香港、澳門、深圳、珠海）互相協
場管理機構、130多家政府及旅遊機 航班頻次，優化機型，拓展歐美航 運力，提高澳洲和新西蘭產品競
北京時間 26 日凌晨上演兩場世盃 B構等
組最後一輪比賽，結果
球隊
勝
和
負 入球 力，為旅客提供更豐富的“廣州
失球 球差
積分
作，比如在航班備降、服務管理培訓、商業
3,000 多名代表，將齊聚廣州出排名線，鞏固東南亞、大洋洲優勢航
路”出行選擇。在非洲市場方面
管理方面，都會有很多合作。
線，打造非洲快線，發展南美航
席這一盛會。
VAR 再度成為主宰勝負的主角，其中西班牙便於 VAR 協助下，
1
西班牙
1
2
0
6
5
1
5
邱嘉臣指出，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內五
據廣州白雲機場負責人表示， 線，搭建更優質的“空中絲綢之 旅遊熱門城市摩洛哥的卡薩布蘭
令伊亞高艾斯巴斯尾段入球由無效變有效，助球隊以 2：2 逼和
葡萄牙
1
2
0
5 等也將是全力推動的重點航線。
4
1
5
大機場都面臨生產保障能力不足、不能滿足
以廣州舉辦世航會為契機，白雲機 2 路”。
摩洛哥獲首名出線。相反地，有
C
朗射失
12
碼，兼涉嫌開踭逃
伊朗
1
1
1
2
2此外，在亞洲方面，會以亞
0
4
航空巨大市場需求的問題，而借助粵港澳大
在歐洲航線方面，針對歐洲主
場將進一步拓展國際航線，推動廣 3
各國首都航點為重點開通新航點
灣區建設發展機遇，三地在這方面將會得到
要一線城市航權已基本用完現狀，
東民航高質量發展。
過紅牌的葡萄牙，則有薛迪索拉斯尾段被
VAR 斷定手球輸 12
4
摩洛哥
0
1
2
2
4
-2
1
完善廣州到亞洲各國的航線網絡。
有力提升，共同把航空市場做大。
爭取開通西班牙馬德里等航線，利
據介紹，2016
年以來，白雲機
碼，被伊朗逼和 1：1，只能次名出線。

世界航線發展大會 9 月廣州舉行
世界盃 B 組積分榜

西班牙面對兩戰皆北的摩洛哥原以
為可輕鬆言勝，惟球隊 13 分鐘

已有沙治奧拉莫斯及恩尼斯達發生誤
會，被對手保達比截得皮球再單刀射
入而落後。“狂牛兵”5分鐘後雖由艾
斯高接應恩尼斯達妙傳扳平，惟下半
場摩洛哥又由安尼斯利82 分鐘頭槌建
功再度領先。然而戲劇性一幕其後發
生，伊亞高艾斯巴斯在補時的入球被
判越位食“詐糊”，但球證觀看VAR
後示意入球有效，令西班牙得以扳
平。

摩洛哥將帥大表不滿
賽後，摩洛哥將帥均對判決大表
不滿。中場貝漢達就直指 VAR 是災

■薛迪索拉斯（21 號）對被罰 12 碼
非常不滿。
路透社

難 ： “ 我 認 為 VAR 是 照 顧 強 隊 較
多，今場碧基有一次手球沒有 VAR，
西班牙最後入球那記角球，則應該於
另一邊開出才對。”至於摩國教頭連
納據報賽後一度想去球證休息室理
論，但最終未獲理會。西班牙方面，
恩尼斯達及艾斯高均承認表現欠佳，
直言在淘汰賽時必須有所改進才能走
得更遠。
除了西班牙，同組葡萄牙對伊朗
亦是 VAR 成為主角。葡軍上半場由
哥利斯馬先開紀錄，惟 C 朗下半場射
失一記 12 碼，為球隊失分埋下伏線。
補時 3 分鐘葡萄牙右閘薛迪索拉斯禁
區內手部接觸到皮球，球證原無表
示，但經 VAR 裁決後，球證卻改判

12 碼，伊朗由安沙里法特射入成 1：1
完場，令葡萄牙只能與西班牙同得 5
分，在得失球差相同下，因入球數字
不及對手只能次名出線，要在 16 強與
烏拉圭相遇，相反西班牙則只需面對
東道主俄羅斯。

球證看了多次片段，判決肯定正確並
做了應做的事，故不認為只出示黃牌
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C朗涉開踭僅獲黃牌
雖然最尾受 VAR 所累，但這系
統其實早前卻救過葡軍一命；事緣 C
朗被指向伊朗的保拿利查治開踭，但
經 VAR 仲裁後，球證只向 C 朗出示
黃牌，令後者逃過停賽一劫。至於雙
方教練賽後就對這判決各持己見，其
中伊朗教頭基洛斯就認為開踭打人理
應紅牌，但葡萄牙教頭山度士就表示

■C 朗（紅衫）幸運地只獲得一面黃
牌。
新華社

舒利亞：擔憂VAR變鬧劇
本屆世界盃首度使用VAR協
助球證執法，惟有關技術的使
用，卻往往主宰了勝負，成為今
屆賽事最大話題。不過多位名宿
對VAR的出現似乎均不太滿意，
前英格蘭射手舒利亞可能就是其
中代表。
現任評述員的舒利亞，在葡
萄牙守將薛迪索拉斯被裁定手球
輸 12 碼後，顯得怒不可遏：“這
決定真的太滑稽了，球證很幸
運，因如果伊朗最後贏了的話，
那他就製造了很大的混亂。說實
在，那怎可能是一個 12 碼？全世

界均不可能覺得是，但他看了
VAR 後，竟還認為應該判罰，難
道 他 以 為 禁 區 有 手 球 就 是 12
碼？”舒利亞補充謂，他很害怕
VAR的使用會令比賽變成鬧劇。
另一方面，前車路士前鋒
杜奧巴則表示支持 VAR，但目
前情況卻顯示系統正被濫用：
“我認為用得太多了，那真的
不可能是 12 碼。明顯地，VAR
現時雖可以解決爭議，但同時
卻製造了一些麻煩，有關方面
要想方法令制度保持平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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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女人情感不顺”
的几种类型
A 家庭优渥

B 优越感强

症狀掃描院物質豐裕尧環境安逸尧父母恩愛尧家庭

症狀掃描院長相漂亮的女人在工作和愛情中常

和睦袁家庭優渥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漂亮孩子袁她們習慣

常表現出習慣性的自信袁認為自己的眼光和能力是獨一

了接受愛尧被呵護袁長此以往喪失了主動出擊尧冒險挑戰

無二的袁對他人的觀點容易置若罔聞曰和異性交往的時

等能力袁在尋找愛情尧婚內相處的時候袁表現得也很被

候袁會不自覺地流露出高傲態度袁以自己為大袁如果和對

動袁缺少憂患意識遥

方產生分歧袁會不假思索地否定袁即便口頭沒有表現出
來袁也會在內心裏鄙視遥

專家解析院心理學家認為袁孩子的心靈像一個聖
杯袁父母在家庭內部給予孩子良好的情感支援袁那麼這

專家解析院適度的優越感有利於情感的成長遥但

個杯子便會盈滿愛意遥盈滿愛意有利於人格發育袁但也

在現實中袁很多漂亮的女人將優越感視為愛情資本袁對

會導致他們對情感需要產生麻痹袁而且袁長相漂亮的孩

周圍的追求者不夠珍惜袁到頭來兩手空空遥可見袁漂亮女

子自我膨脹感較為強烈袁父母過度寵愛使他們嚴重缺乏

性應跳出外貌帶來的光環效應袁理性審視擇偶態度袁既

抗挫能力袁談婚論嫁的時候必然要走一些彎路遥

不過度自信袁也不沉溺投機遥

幸福速遞院女人憑藉臉蛋征服男人袁依靠優越感

幸福速遞院長在有愛的家庭是幸福的袁珍視這
份幸福袁男女應學會平衡的能力袁讓愛的能力流動起來袁

吸引異性袁等待王子駕到袁這不是夢想是幻想遥將優越感

而不是多得氾濫招來災禍遥

一半收藏在心裏袁一半丟棄在海裏袁才是精明的招數遥

C 选择困难

D 爱情失语

症狀掃描院選擇困難屬於"都市愛情流行病"袁常

症狀掃描院有些漂亮女人見多識廣袁喝過很多洋

見有兩種情形院第一袁女人在"優越的物質"和"廉價的愛

墨水尧讀過很多心靈雞湯尧被灌輸過很多愛情道理袁認為

情"兩個選項之間搖擺不定曰第二袁漂亮女人追求者眾

自己參透愛情袁情感方面信心十足袁表現為交流不主動尧

多袁有種眾星捧月尧挑花了眼的感覺袁選擇的時候無從下

回應慢半拍尧存有疲軟感尧習慣性冷漠等袁給對方留下不

手遥

重視尧不尊重的懈怠感覺袁這種失語症像是一種病毒袁一
旦沾染上很難剔除袁關乎女人的婚戀成敗遥

專家解析院漂亮女人擇偶時常見的選擇困難袁照

專家解析院愛情失語袁說到底是內心的"髒亂差"袁

出認知失敗和欲求超載袁通俗地說袁因為選擇餘地大袁所
以弄丟辨識能力遥治癒選擇困難的最佳藥方是袁厘清擇

即壓抑諸多負面能量袁既有情緒垃圾袁也有成長中愛的

偶定位袁全身心投入地談一場戀愛袁即便對方不是你的

能量過多導致淤塞袁削弱女性對愛情的需求遥要想改變

菜袁也沒關係袁權當交學費積累經驗遥

這種情況袁女性應多和人交往袁提高社會化水準袁認清自
己的情感需求袁以謙卑姿態對待愛情遥

幸福速遞院世上沒有正確的選擇袁只有及時地把
持機會袁哪怕這個機會裏面包藏著坎坷袁也都是上帝的

幸福速遞院但凡對愛情失語袁不管你長得多麼漂

美意遥持續地完善自己袁匹配上帝的美意袁這是漂亮女人

亮袁男人也不會耐心地等著你遥女人要懂得出擊袁漂亮女

的必修功課遥

人更要掌握"知己知彼尧百戰不殆"的策略袁讀懂男人的
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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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0-04:30

特別呈現 (重播)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03:00-03:30

司馬白話(重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04:30-05:00
05:00-05:30

05:30-06:00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曉說(重播)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09:30-10:00

文明之旅 (重播)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13:00-13:30
13:30-14:00

先鋒人物（重播）

健康之路 (重播)

電影藏密（重播）
王者歸來(首播)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首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粵語天地 (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洋言洋語(重播)

曉說(首播)

美食鳳味 (重播)
生活 (重播)

爸媽囧很大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科技與生活(重播)
）

16:00-16:30

中國文藝 (重播)

17:00-17:30

卡通片《蜜蜂花園》 (首播)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台北博物館 (首播)

舌尖上的中國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台北博物館 (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中國詩詞大會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19:00-19:30

美食鳳味
生活 (重播)

20:30-21:00
21:00-21:30

爸媽囧很大

22:30-23:00

城市一對一

科技與生活

台灣心動線

電視劇《傾城之戀》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海峽兩岸(首播)

21:30-22:00
22:00-22:30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特別呈現 (首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18:00-18:30
18:30-19:00

中國輿論場 (首播)

我的留學生活(首
播)

17:30-18:00

20:00-20:30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首播）（English Subtitles）

15:00-15:30

19:30-20:00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游在美國(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經典電影(首播)

電影藏密（首播
）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14:30-15:00

16:30-17:00

檔案（首播）
地理•中國
(首播)

今日關注(首播)

14:00-14:30

15:30-16:00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海峽兩岸(重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曉說(重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中國輿論場
(重播)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電視劇《傾城之戀》（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防務新觀察
(重播)

09:00-09:30

味道(重播)

健康之路 (首播)

游在美國 (重播）

司馬白話(重播)

游在美國(首播）
中國詩詞大會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
(首播)
司馬白話 (重播)
國際新聞 /
Howdy Philippines!
大陸新聞/
(重播)
台灣新聞
先鋒人物（首播
生活(首播)

防務新觀察 (首播)

快樂童年(首播) 舌尖上的中國(首播
)
中國文藝 (首播)
味道(首播)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明星加油站 (重播)
）
檔案（重播）

責任編輯：XX

中國輿論場 (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 281-498 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幸福來敲門
(重播1)

Updated as:

幸福來敲門(重播2)

6/2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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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汽車2018
現代汽車
2018俄羅斯世界盃
俄羅斯世界盃

專用汽車交接儀式

•現代汽車為 2018 俄羅斯世界盃
提供了 530 台專用車輛
•現代汽車自 1999 年以來一直都
是國際足球協會的官方汽車合作夥伴
在 2018 年俄羅斯國際足協世界盃
(FIFA)正式開幕前兩周之際，FIFA 的官
方合作夥伴現代汽車交付了 530 輛賽
事專用汽車，為該世界足壇的盛事提
供後勤運作的協助。FIFA 與現代汽車日
前在莫斯科的盧日尼基體育場舉辦了

汽車的交接儀式。盧日尼基體育場是
世界盃首戰 (俄羅斯對沙烏地阿拉伯)
以及七月十五日決戰的所在地。
此次交付的 530 輛賽事專用現代
汽車中包含了 Santa Fe、Tucson，以及
Starex 車型，將會在世界盃期間為世界
各國的足球隊員、裁判、官方人員、
各方代表，以及貴賓提供接駁服務。
參加交接儀式的貴賓包含 FIFA 行
銷權交付與餐旅管理負責人 Jay Neu-

haus、FIFA 合作夥伴與宣傳負責人 Eduardo Solis、 FIFA 地 方 組 委 會 主 席 兼
CEO Alexey Sorokin，以及曾為曼徹斯
特聯、莫斯科斯巴達，以及塞爾維亞
國家隊效力的足壇傳奇球員內馬尼亞
•維迪奇(Nemanja Vidic)。
現代汽車的行銷部門副總裁 Minsoo Kim 提到： 「對於能再次與 FIFA 合
作舉辦全球最大的國際體育賽事，
2018 年 FIFA 世界盃，我們感到非常驕

傲。對於這種大規模的活動，交通工
具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後勤元素。身為
FIFA 世界盃的官方汽車合作夥伴，我們
將協助活動舉辦方簡化活動流程，就
如同我們努力確保全世界的現代車主
都能有獨一無二以及滿意的體驗」 。
FIFA 行 銷 宣 傳 服 務 總 監
Jean-François Pathy 提到： 「現代汽車
從 1999 年就成為我們的官方合作夥伴
，我們非常感激現代汽車能提供高品
質汽車來協助今年在俄羅斯舉辦的 FIFA
世界盃球賽。現代汽車在我們活動的
運作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他們
的汽車會確保活動順利進行，讓我們
能在整個比賽中運送球員、媒體人員
，以及官方人員到各個會場。FIFA 與現
代汽車對足球都充滿了熱情，而且我
們已經準備好向世界各地的球迷傳遞
這項賽事所帶來的激動人心了」 。
在交接儀式當中，現代汽車與 FIFA 也
展示了 2018 俄羅斯世界盃的官方球隊
巴士，車身印有由球迷所票選的口號
。作為在 FIFA 網路平台上舉辦的 「與
現代一起」 票選活動，每一個國家球
隊巴士上的口號都是從十六萬個口號
中挑選而出，並且藉由全世界三百四

十五萬球迷票選出來的。
在一個一生僅有一次的體驗中，
想出這三十二個口號的三十二位球迷
能搭乘他們國家球隊的巴士到會場，
並且觀賞他們支持的球隊比賽。
「與現代一起」 的票選活動是與
全球足球迷互動的 2018 俄羅斯世界盃
系列活動之一，其他的活動包含 「FIFA
世界盃預報器」 、 「現代球賽目標」
、 「前往俄羅斯的幸運之旅」 ，以及
「現代球迷歡呼體育館」 等，在接下
來的幾週裡，當世界盃賽事發燒之時
，這些活動都會正式開啟。
北美現代汽車
北美現代汽車旨在藉由銷售的每
一台車，為客戶提供設計、工程，以
及價值上的卓越體驗。現代富有尖端
科技的房車、休旅車，以及替代能源
車款皆具有現代保固計畫的背書，這
是我們讓顧客放心的承諾。現代汽車
全車系在全國超過八百三十間經銷商
銷售，並且大部分皆由在美國本土的
工廠製造，像是位於阿拉巴馬州的現
代汽車製造廠。北美現代汽車的總部
位於加州噴泉谷，為韓國現代汽車集
團的分公司。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夏季怎樣保養你的愛車（上）
夏季天氣多變，時而烈日當空，時而傾盆大雨。因
此，及時的對愛車進行養護是非常必要的。那麼在夏季
怎樣保養你的愛車呢？
一，防止自燃：
除了天氣炎熱，車輛內部零部件的老化也是造成汽
車自燃的重要原因。因此，車主應勤於對車輛進行日常
的檢查和保養。汽油油路洩漏故障、線路故障、電源線
路老化，或者汽車長途超負荷裝載致使發動機各部件不
停運轉造成溫度升高這些都可能導致汽車自燃起火。
1，車內不留危險物品：日常生活中的打火機、香水
、空氣清新劑等也是構成汽車火災的危險品。這些物品
如果放在車內，車輛經過暴晒後可能導致上述物品發生
爆炸。因此，在鎖車之前應檢查車廂內，不要留下這些
危險物品。
2，發生危險後不要緊張：如果車輛真的發生自燃，
也不要緊張。大部分自燃發生之前都會有前兆：如局部
冒煙、有焦糊味等。如果車主發現車輛異常，應迅速停
車，不要急於搶救車內財物，以免自身燒傷燙傷。
3，不少車輛自燃是可以在初期撲滅的，但往往因車

主緊張而造成不必要的損失。火災發生後，要在保障自
身安全的前提下盡快報警，並應盡量利用車載滅火器或
其他滅火設備做初期撲救，切忌驚慌失措。
二，防止浸水。
炎炎夏季，暴雨隨時光臨，雨天駕車的安全問題需
要特別關注。但總結起來無外乎行車、涉水、視線、輪
胎等幾個要點。
1，穩慢當先：雨天行車盡量使用二擋或三擋，且時
速不要超過 40 公里。雨天行車更需要注意路邊的行人，
應減速慢行多鳴笛，耐心避讓，切不可與行人或非機動
車搶道。濕滑路面避免打滑的最佳做法就是慢速行駛。
慢速行駛可讓輪胎與路面的接觸面積增加，從而提供更
大的牽引力。如果您發現車輛開始打滑，請不要猛踩制
動或猛打方向，這可能導致汽車進入側滑狀態。將腳從
油門踏板上抬起，直至車速變緩並重新獲得路感。如果
您需要製動，請採取輕柔的點剎操作。裝有 ABS 的車輛
可以自動進行點剎操作，此時您應該堅定而穩定地踩下
剎車。車身如果發生了側滑，在穩定制動的同時，應該
順著打滑的方向轉動方向盤，可以抑制車身發生旋轉。

2，避免胎壓過低：雨天行車會對輪胎提出更高的要
求，雨季胎紋的深度最好能保證在 4 毫米以上。因為胎
紋深度過低，容易在胎面和水面間形成水膜，造成汽車
跑偏、甩尾和製動距離加長等情況。
3，低車速高轉速通過積水區：通過積水區時應使用
低擋行車並穩住油門，一氣通過，切不可中途停車、換
擋或急轉方向，即便使用空擋也要不斷地轟油門，保持
發動機的排氣壓力高於水壓。因為一旦汽車熄火，排氣
管會立刻回流進水，造成排氣系統損傷。同時車輛在涉
水時不能車速過快。另外，一般水深沒過車輪中心或沒
過排氣管最好都不要通行。
4，保持車距：車輛在濕滑路面上的製動距離大約是
乾燥路面製動距離的 3 倍，因此務必注意保持和前車的
車距，根據車速的不同，最少應保持兩個車身以上的車
距，防止與前車發生追尾事故，如果後車跟車過緊，可
以打開雙閃警示燈提醒後車。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休城社區

吳新興委員長出訪 廣宣 「壯大臺灣 無畏挑戰
無畏挑戰」」 政策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於 6 月 23 日中午假
Blue Onyx Bistro 餐廳與僑務榮譽職人員舉行僑務座談，並
廣宣政府 「壯大臺灣 無畏挑戰」作為，就中國國台辦於本
年 2 月 28 日發佈實施的 「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即 「對臺 31 項措施」)，說明我政府作為及策略
，吳新興表示中國對臺 31 項措施包含臺商投資、土地及稅
率優惠、銀行、教育、文化、影視產業、公益及醫療等七大
類，目的是從臺灣引進技術、資本及人才，協助解決其經濟
發展所遭遇的困難，故其 「名為惠臺，實則利中」，吳新興
強調我們面對挑戰，無須畏懼。
會場中吳新興進一步說明我政府將從優化就學就業強化
留才攬才、維持臺灣在全球供應鏈的優勢、深化資本市場、
強化文化影視產業等四大面向，推動八大強臺策略務實作為
，包括提升學研人才獎勵、強化新創發展動能、強化員工獎
勵工具、優化醫事人員工作環境、加強保護營業秘密、強化
產業創新升級、擴大股市動能及國際能見度、加強發展影視

產業，獲鄭金蘭僑務委員、甘幼蘋僑務委員、張世勳僑務委
員及多位僑務榮譽職人員在場所有人士一致的贊同與支持。
鄭金蘭表示，台灣以自由、民主、法治作為核心價值與優
勢，這也是兩岸最大的差異，政府致力於維護自由開放的經
濟以及保障人權，讓台灣擁有自由開放的環境，讓人才充分
發揮能量。吳新興回應同意並說明唯有兩岸交流及合作應對
等互惠，兩岸事務均應循雙方協商程序，方能確實保障兩岸
人民權益。目前的局勢顯示人才的跨國移動與企業的全球布
局為國際競爭的必然趨勢，這是衝擊也是機會，臺灣將善用
優勢，自信面對，同時積極行動，吳新興亦期許休士頓地區
僑社凝聚力量作為中華民國台灣最堅實後盾，並且國人團結
一致，壯大台灣，無畏挑戰。
當天與會人員一致表示支持政府政策，並對吳新興熟稔僑
情、親切和藹、服務理念，留下深刻印象，大家亦抓住機會
輪流與吳新興合影，現場氣氛熱烈溫馨!

老人服務協會第二季度會員慶生會
栗懷廣醫師主講： 「 痛風的防治與食療」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於上周
六（6 月 23 日） 下午在晚晴公寓大禮堂舉行第二季度會員慶生
會。會中除了會長趙婉兒致歡迎詞，介紹當天兩場講座的主講人
及內容， 「台北經文處」 也由陳偉玲秘書代表，向在座的長輩
致意。會中還全體唱生日快樂歌、切蛋糕、拍壽星團體照。
孫秀蕊介紹當天的主講人： 德術兼備的知名華人內科醫學
博士栗懷廣醫師。是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有 20 餘年臨床
經驗，目前是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師，
並主持 「黃金醫療中心」。
栗 懷 廣 醫 學 講 座 主 題：
「痛風的防治與食療」。栗
醫師說： 不少人曾有痛風的
經驗，有人一大早起床痛得難

休巿著名內科醫師栗懷廣
在老協慶生會上主講 ： 「
痛風的防治與食療 」 。（
記者秦鴻鈞攝 ）

吳新興委員長(排一左五
吳新興委員長(
排一左五))、汪樹華處長
汪樹華處長((排一左三
排一左三))、林映左副處長
林映左副處長((排二
左七))、莊雅淑主任
左七
莊雅淑主任((排二左六
排二左六))、李美姿副主任
李美姿副主任((排二右一
排二右一))、僑務委員鄭
金蘭((排一左四
金蘭
排一左四))、僑務委員甘幼蘋
僑務委員甘幼蘋((排一右四
排一右四))、僑務委員張世勳
僑務委員張世勳((排一右
三)等在場所有僑務榮譽職人員一致支持政府壯大臺灣無畏挑戰政策

世華工商婦女協會美南分會捐贈不銹鋼推車

以行走。痛風是於普林（ 嘌呤） 代謝紊亂，造成血尿
酸水平過高或尿酸排泄減少，而導至尿酸鹽沈積組織
的疾病。栗醫師說： 痛風是最常見的老年性病變，常
見膝關節、腰、肘、頸長骨刺，引起關節病變、變形
，腎臟損害，其多在 「大腳趾」發生。因為尿酸多，
沈澱在關節內，形成劇痛。而為什麼痛風在大腳趾？
栗醫師說： 因為它遠離身體中心，體溫低，析出，血
流到腳趾變弱而析出。
而尿酸是如何生成的？尿排洩了，而尿的腎功能
圖與文
對它重要，一旦尿酸升高，在關節內，在腎，都造成
對器官的損害。當尿酸逐漸升高，如沒有治療，會造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圖左起)理事邵梅五、趙瑾莉
成劇烈疼痛。如治療了，會好，但沒有再好好治療，
、會長羅秀娟、前會長賴李迎霞、鄭麗如和蔡淑英等於 6 月 17 日中午
還會繼續發生。痛風造或腳部（最常見 尤其是第一大
在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捐贈一台不銹鋼推車予僑教中心，供僑界朋友
腳姆指 ） 劇痛，不能
共同使用，由莊雅淑主任(左四)和李美姿副主任(左三)代為接受，一群
忍受。
資深美女開心合影。
栗醫師說： 痛風
會發作愈益頻繁，如痛風控制 醇治療，效果好。十天後好了，仍要控制尿酸水平，防止痛風發
不好，在關節裡、皮膚裡結結 生。栗醫師說： 尿酸正常水平應是 8 毫克，治療後降低至 6 毫克
，沈積，就很嚴重了。最嚴重 。治療必得從飲食控制，防止高嘌呤食物，如啤酒、海鮮、紅肉
，結晶在腎內，造成 「腎結石 等。以及藥物治療、非藥牧治療（ 如飲食、運動及其他管道方
」 對腎的功能破坯，造成腎功 法） ，勿錯失良機。
當天還邀請國泰銀行的信用專員，前來主講 「權益保障 」
能衰竭。
，內容包括：
識別聯邦儲蓄保險如何保護存款、 識別如何防範
痛風的診斷： 在顯微鏡下
身份盜竊、識別如何防止騙侵耆英財產、識別各類保險將如何幫
看到結晶的形成，形成痛風。
通常不容易恢復到正常功能。 助您管理風險、識別規劃意外死亡或殘障的必要性、說明您需要
栗醫師說： 痛風的治療可分二 在財務上做好發生災禍的準備方法。與會長輩皆感收穫頗豐而發
圖為老人服務協會會第二季度壽星唱生日快樂歌，
圖為老人服務協會會第二季度壽星唱生日快樂歌
，並拍攝壽星 時期，但愈早應用激素，類固 問頻頻。
團體照。（
團體照
。（ 記者秦鴻鈞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