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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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    城    分    行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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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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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商業貸款(SBA Loans)
．商業建築/房地產貸款 (Construction / Real Estate Loans)
．商業地產貸款 (Commercial Financing)

SOUTHERN CHINESE WEEKLY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1145

11.23.2018

2018 HOT MAMA INTERNATIONAL PAGEANT FINAL
國際辣媽大賽全球總決賽
December 5-11.2018 in Dubai
2018 年 12 月 5 日 - 11 日在迪拜舉行

 全球直播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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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路為王占路為王！！
南非獅群趴路中間休息阻擋車輛通行南非獅群趴路中間休息阻擋車輛通行

南非克魯格國家公員南非克魯格國家公員，，壹群獅子堂而皇之地趴在馬路中間休息壹群獅子堂而皇之地趴在馬路中間休息，，堵住了過往車輛的去路堵住了過往車輛的去路，，讓坐讓坐
車經過的遊客驚訝不已車經過的遊客驚訝不已。。顯然顯然，，這群獅子看起來不僅是要當叢林之王還想要當這馬路之王這群獅子看起來不僅是要當叢林之王還想要當這馬路之王。。 來自來自
開普敦的業余攝影師開普敦的業余攝影師Geoffrey VeenendaalGeoffrey Veenendaal拍攝下了這些照片拍攝下了這些照片。。彼時彼時，，GeoffreyGeoffrey正在克魯格國家公正在克魯格國家公
員內遊玩員內遊玩。。他說他說，，壹開始只有壹開始只有55頭獅子從草叢裏竄了出來頭獅子從草叢裏竄了出來，，停在了馬路中間停在了馬路中間，，之後幾頭母獅又帶著之後幾頭母獅又帶著
它們的崽子也加入了其中它們的崽子也加入了其中，，然後它們就這洋成群結隊地然後它們就這洋成群結隊地““占領占領””了馬路了馬路。。

成都宜賓兩地精美文物在成博上演成都宜賓兩地精美文物在成博上演““雙城記雙城記””

雙城記雙城記：：成都成都··宜宜
賓賓》》在成都博物館開幕在成都博物館開幕
。。本次展覽選取自秦以本次展覽選取自秦以
來成都與宜賓在商業來成都與宜賓在商業、、
文化文化、、軍事等方面的突軍事等方面的突
出成果出成果，，立體化展現了立體化展現了
兩座城市在千百年間的兩座城市在千百年間的
成長與生活姿態成長與生活姿態，，以求以求
觀眾能最深觀眾能最深、、最廣地了最廣地了
解並熱愛這兩座巴蜀大解並熱愛這兩座巴蜀大
地的城市地的城市。。據悉據悉，《，《雙雙
城記城記：：成都成都··宜賓宜賓》》展展
覽是成都博物館原創覽是成都博物館原創
““雙城記雙城記””系列的首個系列的首個
展覽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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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3億美元，這是首屆中國國際進

口博覽會的累計意向成交額；2135億元人

民幣（約合307.7億美元），這是中國電

商巨頭阿裏巴巴旗下平臺“雙十壹”交易

總額。進博會讓各國客商匯聚上海推介產

品，“雙十壹”讓消費者在中國電商平臺

選擇全球好貨，滿滿的中國“購物車”彰

顯著點燃全球商業活力的中國需求，體現

了中國市場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

進博會打開“窗口”
進博會上，壹臺為巴塞羅那足球俱樂

部定制的冰箱吸引不少人駐足。除這臺冰

箱，世界500強企業、土耳其科奇財團下

屬的家電品牌倍科電器還展示了不少獨特

設計和創新技術，希望滿足中國消費者對

“高端、獨特和定制產品”的需求。

倍科電器大中華區總裁宋進平告訴

新華社記者，到2020年，具有“尖端產

品需求”的中國消費者將達數億，這些

消費者懂技術、有健康意識，對全球商

家都是“巨大商機”。進博會給消費者

獲得創新品牌和產品提供窗口，也給海

外商家在中國構建品牌認知提供機會。

美國強生公司中國區主席孟啟明表

示，進博會為企業與合作夥伴深入交流

提供良好平臺，增強外國企業繼續拓展

對華業務的信心。孟啟明說，中國市場

在強生全球業務中地位舉足輕重。為滿

足中國市場巨大需求，強生將加強研發

創新，向中國消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

醫療保健產品和服務。

多元化的中國需求不僅讓世界500

強企業“心動”，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

機遇。埃及、尼泊爾等國參展商也在進

博會上獲得更多展示產品的機會，其中

蘊含的合作前景，讓他們無比期待。

“雙十壹”再破紀錄
在進博會上，部分商家力推在中國

電商平臺上的網店，為隨後到來的“雙

十壹”預熱。“雙十壹”沒有讓世界客

商失望，交易額再創紀錄，進壹步彰顯

中國市場的巨大消費力。

總部設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保健品

品牌斯維斯在多個中國電商平臺同步參

與“雙十壹”活動，舉辦的網絡直播活

動吸引124萬網民觀看，成為“雙十壹”

期間最暢銷的保健品品牌之壹。

斯維斯董事總經理奧利弗· 霍恩告訴

記者，公司產品最初因中國留學生為父

母購買而流行，隨著中國消費者對高端

產品需求不斷增加，逐步在中國市場熱

銷，目前對華銷售額已占據全球銷售額

的37.1%。霍恩說，為進壹步拓展中國

市場，公司力推的新產品主要針對年輕

消費者，並選擇中國年輕歌手代言。

不僅澳大利亞保健品受追捧，阿根

廷牛肉、新西蘭乳制品等來自世界各地

的產品都在“雙十壹”期間取得不錯的

銷售成績。英國高級金融分析師彭尼表

示，“漂亮的數據”反映了中國市場對

世界經濟的重要意義。“消費升級”已

成為中國當下的熱門詞匯，消費驅動已

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詞匯。

墨西哥商業雜誌《高層》網站表示，

“雙十壹”銷售額呈“爆炸式增長”說明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實力。

“雙十壹”不僅釋放中國需求，更成

為世界現象。美國湯普金斯國際咨詢公司副

總裁紮庫爾表示，東南亞市場在今年“雙十

壹”期間也增長迅速，讓這壹天從中國的

“購物節”變成世界的“采購日”。

“為中國制造”拉動世界經濟
進博會、“雙十壹”展現了中國消

費者不斷升級的需求，更體現了中國市

場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

匯豐銀行的壹份報告說，高速增長

的中國消費市場正在改變國際企業的商

業策略，“為中國制造”無疑將成為未

來重要的制勝之道。報告認為，高科技、

高品質的產品將成為中國市場增長最快

的領域，而了解中國市場文化、中國銷

售渠道將是跨國企業成功之道。

澳大利亞悉尼商學院全球化問題專

家阿卡特告訴記者，澳大利亞企業直接

參與到“雙十壹”中，能夠大幅節省市

場推廣費用，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日本富士通總研經濟研究所高級研

究員趙瑋琳表示，近年來中國消費者需

求更加多樣化、個性化，從重視性價比

向重視消費體驗方面轉變。趙瑋琳說，

日本企業非常看重中國市場釋放出的積

極信號，將加快在中國市場布局。

正如匯豐亞太區工商業務主管戴子華

所說，如果說“中國制造”曾被國際企業

當成在華業務指南，那今天他們需要的是

壹本“為中國制造”的新手冊。從進博會

上的購物單，到“雙十壹”的“購物車”，

中國擴大開放的決心不僅給中國消費者帶

來福利，更給世界經濟帶來新動力。

中國“購物車”激發全球商業活力

綜合報導 社區治理如何更高效？過去居委會

工作人員挨家挨戶當傳話筒，現在有各種便捷的社

交媒體平臺。但獨居老人如何在家中過得更安心，

打開的窨井如何及時處置以防孩童跌入，這些難題

都在考驗社區管理者的智慧。

記者從“智聯普陀城市大腦”新聞發布會

上獲悉，上海市普陀區攜手東方明珠新媒體股

份有限公司，正式推出了政府智能綜合管理服

務平臺。這是上海首個區級“智慧大腦”，建

成後將極大提升普陀城區科學化、精細化、智

能化管理水平。

相對於此前“落地開花”的單個場景或小範圍

應用的社區大腦，此次“智聯普陀”區級大腦擁有

更加完整的體系架構。其中，遍布普陀全區的前端

發現傳感器和攝像頭是基礎，決定了智慧平臺能否

及時發現突發事件。

截至目前，首期打造的45個應用類型，10萬

個點位已鋪設完成，覆蓋普陀區十個街鎮，涵蓋公

安、消防、民防、市場監督、河道、建管、民政、

綠容等10多個專業條線，滿足消防安全、電梯運

行監測、居家養老、垃圾處置、水質監測等多維度

需求。

以社區治理常常面臨的老齡化難題為例，獨

居老人家中的紅外探測傳感器如在系統設置時間

內未監測到活動跡象，平臺會自動報警，並第壹

時間向其法定監護人及社區管理服務人員同步信

息，監護人如無法在規定時限內處置，在征得其

同意後由社區工作者跟進處置，確保老人得到及

時救助。處置結果和事件狀態會在系統中

實時顯現。

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政府辦公室副主任

楊聯中認為，社區治理中，復雜事務和重

大項目的跨部門協同往往耗費大量溝通成

本，而全新的智慧平臺將采用智能化手段

科學調度、明確分工，從而有效提高各級

機構的協同工作效能。

以大數據總結出城市和

社區治理中隱藏的規律，作

為制定管理方式的依據，實

現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而

實現這壹核心機能的部位就

是智慧平臺的“1”，即城市

大腦。

“‘智聯普陀’項目承

載數據龐大，智能應用要著

眼於全區層面的落實推進，

是真正意義上的邊摸索邊創

新，東方明珠在此前基礎上

構建了大數據平臺，實現了

從技術到運營的全面升級。”東方明珠智聯普陀項

目負責人肖嶽表示。

上海市普陀區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李文波表

示，“智聯普陀”將充分挖掘大數據深度關聯所帶

來的“溢出效應”，為人工智能應用提供土壤，更

好發揮“大腦”在社區治理中的核心驅動力，讓社

區有智商更有情商，會思考更有靈魂。

上海首個區級“智慧大腦”推出
構建城市管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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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美南電視介紹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
節目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
個版塊：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道當日和近期臺灣
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
熱點深度報道及兩岸專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
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蹤報道。本期節目主題： 為救選情 民進黨
還有多少陰招？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星期二 2018年11月20日 Tuesday, November 20, 2018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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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任何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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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BB66養生消息

T02-IPTV-直播電視B6_4

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

713-505-3919
iptvhou@hotmail.com

World Journal  ARTWORK  APPROVAL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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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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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法︰
1. 將處理乾淨的松

茸切成小丁粒備
用；

2. 浸發妥海蔘切成
小丁粒備用；

3. 水注入鍋內燒至
沸騰；

4. 日式上湯素加入
鍋內拌勻；

5. 松茸及海蔘丁粒加入鍋內，以中火加熱至沸騰後，
加入日本醬油拌勻；

6. 將豆腐渣加入鍋內，以大火炒至水分飛散即成。

““菌中之王菌中之王””松茸松茸

松茸是一種純天然的珍稀名貴食用菌類，被譽為“菌中之

王”，它不僅營養均衡、充足，而且還有提高免疫力、治療糖尿病

及心血管疾病、抗衰老養顏、促腸胃保肝臟等多種功效。因松茸營

養均衡、含量豐富，在國際上有天然營養寶庫的美譽。今期，就以

這種天然食材“松茸”來製作三款養生菜，以供大家參考。

文、圖︰小松本太太

在歐洲、日本自古就視松茸為山珍，日
本在古代還把松茸作為百姓向貴族和

皇親國戚進獻的貢品之一。松茸含有18種
氨基酸、14種人體必須微量元素、49種活
性營養物質、5種不飽和脂肪酸、8種維生
素、2種糖蛋白、豐富的膳食纖維和多種活
性酶等，另含有3種珍貴的活性物質，分別
是雙鏈松茸多糖、松茸多肽和松茸醇，是世
界上最珍貴的天然藥用菌類。
松茸有4個主要營養特點：第一是均

衡，松茸含有人體所需的絕大部分基礎營養
成分，營養結構整體配比合理均衡，特別是
18種氨基酸的含量在所有食品中最接近於
世界衛生組織（WHO）和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提出的標準。第二是營養含量充
足，大量的研究資料表明，松茸的百克營養
含量，在菌類中名列前茅，例如松茸氨基酸
中的藥用氨基酸和必須氨基酸的比重較高，
是很好的營養補充食品。

第三是吸收性好，松茸的主要營養元素
為活性營養物質，分子小，極易吸收，因此
被廣泛應用於大手術患者、身體虛弱人群的
營養補充。第四是非常安全，松茸生長在沒
有污染和人工干預的環境中，是世界公認的
安全食品，松茸適用於任何年齡群和任何身
體狀態下的營養
補充。

新 鮮 松
茸清洗特別講
究，千萬不要
直接將其放入
水中浸泡，最
好是以乾的刷
子刷去松茸上
的泥垢，又或
者用廚房紙巾
輕輕擦拭，不
要讓它浸入太
多水，以免松
茸的獨特香氣
退減及吸入過
多水分影響口
感。

松茸處理方法

製法︰
1. 將處理乾淨的松茸莖底部
割成十字；

2. 沿十字割痕，把松茸撕成
幼絲備用；

3. 蘿蔔苗洗淨，去根，切成
1厘米段備用；

4. 日本沙律醬唧入鑊內；
5. 將櫻花蝦加入鑊中與日本
沙律醬炒勻；

6. 松茸絲加入鑊內、灑鹽、
炒至香氣溢出；

7. 珍珠米飯加入鑊中、贊
酒、炒至飯粒鬆散；

8. 將蘿蔔苗段撒入鑊中，炒
勻，即成。

松茸櫻花蝦炒飯
材料︰
松茸 30克 櫻花蝦 5克 鹽 1/4茶匙
珍珠米飯 180克 蘿蔔苗 小量 料理酒 2湯匙
日本沙律醬 1湯匙

松茸和牛麵豉湯

製法︰
1. 將處理乾淨的松茸莖

底部割成十字；
2. 沿十字割痕，把松茸

撕成4小件；
3. 將松茸放入小鍋內，

注入水分，中火加熱
至沸騰後調至小火，
讓水温稍降至只在鍋
底冒泡時，用筷子將薄切和牛逐片加入，灼至7
分熟，取出，放湯碗內；

4. 日本麵豉注入已放有牛肉的湯碗內；
5. 將小鍋內的湯燒至沸騰後注入湯碗內；
6. 切一片日本小青柑放入湯內即成。

松茸海蔘雪花菜
材料︰
松茸 20克
薄切和牛 50克
水 2杯
日本小青柑 適量
日本麵豉 2湯匙

材料︰
松茸 30克
浸發妥海蔘 50克
豆腐渣 100克
水 3/4杯
日式上湯素 1茶匙
日本醬油 2茶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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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營養豐富天然營養豐富

■■總食材總食材 ■■松茸松茸

■■以松茸為主食材的以松茸為主食材的
養生菜養生菜。。

“除了回鍋肉、麻婆豆腐、魚香茄子這
幾個經典川菜名，國慶節我點菜本上寫得最多
的字就是減油、減鹽、減糖和不要味精。”國
慶長假期間，杜秋菊開在成都杜甫草堂外的川
菜店迎來了一年中生意最好的時間。每當顧客
下單並要求清淡飲食後，她都會走進熱火朝天
的廚房，不厭其煩地叮囑廚師。
隨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健康觀念

加強，越來越多食客要求減少油脂、鹽類、
糖類攝入，不少飯店主動或被動地加入到
“三減”的行列中。記者在百貨商場看到，
在“三減”行動的席捲下，不少商家已推出
了控油壺、限鹽勺、限糖勺等廚具。“有些
平底鍋、電餅鐺可以無油煎蛋，有些勺子上
面標注了清晰的計量單位，為的就是讓大家
控制油、鹽、糖的攝入。”售貨員宋艷介
紹，上崗前店長還專門為她進行過培訓，在
櫃枱烹飪食物時，需要符合“三減”需求。

在國家級川菜大師傅祖明看來，中國餐
飲掀起“三減”行動的背後，除了人們追求
健康，更是生活水平提高、中等收入群體崛
起的表現。“我入行時，平常百姓很少能坐
小汽車，不少現在用機器代替的工作當時都
需要人力完成，大家一天苦力活做下來，流
汗多，需要補充鹽分，菜做淡了，嘴巴裡會
沒味。”傅祖明說，如何讓菜餚減油、減
鹽、減糖之後不減美味，正是他在學校為學
生上課的內容之一。
“我從醫二十多年來，越來越多病人來

醫院諮詢‘三減’，因為溫飽問題解決後，
大家更關心如何提高生活質量。”成都中醫
藥大學中醫養生教研室主任、成都市營養學
會理事夏麗娜介紹，《中國居民膳食指南
（2016）》推薦成人每天食鹽不超過6克，
每天烹調油25至30克，每天攝入糖不超過
50克。 文︰中新社

香港已故的愛國明星、主演過77部黃
飛鴻系列電影的關德興師傅，是著名的武
術家。關師傅一生注重養生保健，活了九
十多歲。
關師傅的貼身愛徒、生意合夥人馬雲

（此馬雲非阿里巴巴老闆馬雲，他真名叫李
世輝，是香港著名作家，他用馬雲這個筆名
時，估計阿里巴巴的馬雲還未出生）經過長
期觀察，發現關師傅行之有效的養生秘訣：
每天將高爾夫球放在腳底搓揉按摩。馬雲叔
（我對他的尊稱）經過數年時間的研究，發
明了比高爾夫球更好的腳底健身球，放在腳
底搓揉，養生保健功效宏大。
人有四根，分別是鼻根、乳根、耳

根、腳根。鼻根是人的苗之根，乳根是人
的宗氣之根，耳根是人的神機之根，而腳
根是人的精氣之根。鼻、耳、乳僅是人體
精氣的三個凝聚點，而腳根才是精氣的總
集點，是人健康的總根。人的筋之根就在
腳部，治病要治根，養生也要調根。

在腳底凹陷的地方有很多穴位，比如
長壽的湧泉，用高爾夫球或健身球按摩腳
底就能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而且好處有
很多，主要是促進體內血液循環、刺激細
胞活力、加強新陳代謝、保持青春。同時
還能夠調節體內的內分泌平衡，促進器官
之間的協調，最終達到提高身體抵抗力、
免疫力的作用。

光腳搓揉高爾夫球能緩解腰酸背痛，
背和腳看上去相關不大，但足底肌膜、小
腿肌肉與背部和頸部的肌膜都有關聯。把
高爾夫球放在腳底，用腳趾和足跟緩慢滾
動按摩3-5分鐘，就能紓緩背部肌肉緊張、
疼痛症狀。
用高爾夫球按摩腳底，最大的好處是能

刺激地筋。筋是人身體上的韌帶、肌腱部
分。很多病症，說不清原因，但都可以遵循
一個原則，那就是從筋論治。人的身體裡有
一些總開關，治病養生都是在這些地方用
力，所謂的“不傳之秘”也盡在於此。
研究發現，腳部的筋越軟，人就越長

壽。我們只要常常搓揉按摩腳底的“地
筋”，我們就會生龍活虎；把腳底的地筋
揉軟，不僅能夠令身體變得強壯，而且還
能夠改善人不好的脾氣，令人延年益壽。

香港註冊中醫師
楊沃林

養生
攻略

搓揉地筋延年益壽

食得
健康
食得
健康

中國餐飲掀起
“三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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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雷多世界自由貿易城簽約儀式暨拉雷多世界自由貿易城簽約儀式暨
北京烤鴨店開業慶典周日下午盛大舉行北京烤鴨店開業慶典周日下午盛大舉行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萬眾矚目的

休斯頓北京烤鴨店經過十個月的籌備裝
修和試營業,終於在周日（11月18 日）
下午舉行盛大的開業慶典。並同時舉行
拉雷多世界自由貿易城簽約儀式。因為
兩項企業的董事長皆為高龍先生。

開幕式於當天下午一時許在 「北京
烤鴨店」 正門口舉行。當天，中外嘉賓
雲集，包括：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副總
領 事 劉 紅 梅 、 德 州 眾 議 員 吳 元 之
（Gene Wu ) 及夫人Miya Shay、 拉雷
多市（Laredo )經濟發展合作部執行主
任Jospeh Mendiola、美國小型企業局
德州分局副局長Mark Winchester 夫婦
、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商務參贊周振成
、僑務組組長葛明東、拉雷多世界自由
貿易城（Laredo World Free Plaza and
Peking Duck ) 董事長及北京烤鴨店董
事長高龍，及夫人陳錚錚（美國亨瑞商
務發展公司首席執行官）、拉雷多洛馬
斯物業業主Chendo Carranco、前休斯
頓副市長及市議員關振鵬律師、中國人
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著名影星陳燁
、及著名僑領: 廣東總會主席陳灼剛、
美南山東同鄉會永久名譽會長、著名心
臟科醫師豐建偉、休斯頓皇冠假日酒店
& 嘉寶車行董事長徐寧波、休斯頓亞裔
商會前會長趙紫鋆、休斯頓大學亞美研
究中心主任鄒雅莉、及City of Houston
的代表多人及各商業集團、藝術工作室
負責人及各大高爾夫俱樂部代表共一百
一十位以上嘉賓前往。

在釋延禪（劉根明） 師父率領的

「少林寺文化中心」 的弟子作了一場精
彩的舞獅表演後，主持人劉金璐及Al-
ice Smith, 及現場翻譯陸峻分別以中、
英文主持節目。拉雷多世界自由貿易城
董事長暨北京烤鴨店董事長高龍先生首
先以主人身份致歡迎詞，表示非常榮幸
的能請到大家來見證我們的拉雷多世界
自由貿易城的簽約儀式和我們北京烤鴨
店的開業慶典。

高董說： 世界自由貿易城投資在作
為美國的最大的陸路口岸和中南美貿易
的橋頭堡的 - 拉雷多市。鑒於拉雷多
市排名美國五大保稅區的第二名,去年進
出口貿易額三千多億美元。我們發現了
巨大的商機。我們將拉雷多世界貿易城
打造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自由貿易商場
。整合美加和中南丷美洲產業經濟鏈。
世界自由貿易商城誠邀所有的貿易企業
一起共享平台，創造財富，引領未來，
共同掀起自由貿易產業的新篇章。高董
也提到北京烤鴨店是休斯頓第一家嚴格
按照中國宮廷傳統工藝製作的烤鴨店。
休斯頓北京烤鴨店在主打正宗的北京烤
鴨之餘，也主理宮廷菜，京菜,魯菜，淮
陽菜，粵菜，川菜。在優雅時尚的就餐
環境中，旨在美國打造"中國味道，北京
烤鴨店"，讓身在美國的您，也能穿越時
空享受到中國美食的味道！讓美國人嘗
到真正的中國餐飲文化！

此外,德州眾議員吳元之、拉雷多
洛馬斯物業業主、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
長范玉新博士、德州小型企業局副局長
Mr. Mark Winchester, 拉雷多洛馬斯物

業項目經理Mr. Andrew Carranco，及
休市前副市長關振鵬律師等人，一一上
台致詞，或贈送德州州長及拉雷多巿長
賀函。最後由劉紅梅副總領事、州議員
吳元之、高龍董事長、Mark Win-
chester、，Chendo Carranco、關振鵬
、Andrew Carranco 及陳灼剛、范玉新
、陳燁等人共同主持剪綵儀式並合影。

緊接著，拉雷多世界自由貿易城董

事長 暨北京烤鴨董事
長高龍先生與拉雷多洛
馬 斯 物 業 業 主 Mr.
Chendo Carranco 共同
舉行簽約儀式。由與會
VIP 嘉賓劉紅梅副總領
事、州議員吳元之、
Jospeh Mendiola、
Mark Winchester、
Chendo Carranco , 關
振鵬律師、范玉新執行
長、名影星陳燁等人擔
任簽約見證人。

儀式結束，百餘位嘉賓入內就座，
參加豐盛的北京烤鴨美食品嚐會。大啖
北京烤鴨店著名的北京烤鴨及著名的宮
廷菜，京菜，魯菜，淮陽菜，粵菜，川
菜。

為了回饋廣大的休斯頓消費者, 從
今年10月22 日到11月19 日，由名廚
主理的烤鴨，海鮮龍蝦及京菜，粵菜，
川菜以及酒水全場參與優惠活動既吃
100 返100 ，10 萬美元餐券大贈送，
先到先得！機會難得！

這座休斯頓第一家北京烤鴨店，經
過兩個月的裝修和改造，使這座坐落於

休斯頓中心商圈繁華街道Westheimer
Rd. 大道上的餐廳，散發出驚人、眩目
的神采。餐廳每一個角落，皆呈現帝王
般的華麗氣勢，使每人置身其間，彷彿
浸潤在高檔，華麗的氛圍中，使在這裡
用餐，成為畢生難忘的享受。

北京烤鴨店，由原北京全聚德行政
主廚主理，是休斯頓一家高檔、正宗的
北京烤鴨店，餐廳面積9000 平方英尺
，停車位寬敞（ 前、後均有停車場）
，還有代客泊車的服務。

電話：713-953-9999
該店地址： 5901 Westheimer Rd.

Unit N, Houston TX 77057
由釋延禪由釋延禪（（劉根明劉根明））師父率領的師父率領的 「「少林寺文化中心少林寺文化中心」」
舞獅隊在開幕式上作舞獅表演舞獅隊在開幕式上作舞獅表演。（。（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拉雷多世界自由貿易城董事長高龍先生拉雷多世界自由貿易城董事長高龍先生（（前排左前排左））與拉雷多洛馬斯物業業主與拉雷多洛馬斯物業業主Mr. Chendo Carranco (Mr. Chendo Carranco (
前排右前排右））共同舉行簽約儀式共同舉行簽約儀式，，而由與會而由與會VIPVIP 嘉賓嘉賓（（後排後排））擔任簽約見證人擔任簽約見證人。（。（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與會貴賓與會貴賓、、政要共同主持北京烤鴨店剪綵儀式政要共同主持北京烤鴨店剪綵儀式。。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剪綵儀式剪綵儀式，，禮炮飄揚禮炮飄揚

【泉深/圖文】休斯頓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為慶祝學院建立
20 周年，於 11 月 11 日下午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演出大廳舉行
《少林傳奇 2018》大型少林功夫中華武術匯展 (The Legend of
Shaolin)。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僑務組長葛明東、美國國會議
員艾爾∙格林(Al Green)、美國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
（Sheila Jackson Lee）的亞裔代表羅玲、美國國會議員彼皮特∙
奧爾森（Pete Olson）的亞裔助理張晶晶、德州議員吳元之
（Gene Wu）、哈裏斯郡法官張文華以及休斯頓各界代表和媒體
人士應邀出席。休斯頓市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發來賀辭，並將
11月11日定為“少林功夫學院日”。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僑務組長葛明東代表休斯頓總領館向
《少林傳奇2018》大型武術匯報演出全體師生致以誠摯問候和熱
烈祝賀。他說：“少林文化博大精深，少林功夫享譽海內外。近
二十年來，休斯頓少林功夫學院培養了眾多少林禪武文化修習者
和愛好者，向當地華人社區和美國主流社會充分展示了中國少林

功夫的獨特魅力，為傳播中華傳統文化，深化中美文化交流發揮
了積極作用。希望貴校再接再厲，為擴大中國武術和禪修在美國
的影響與傳播，促進中美兩國文化交流做出更大貢獻！祝演出獲
得圓滿成功！”

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美國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
的亞裔代表羅玲、美國國會議員皮特∙奧爾森的亞裔助理張晶晶
、德州議員吳元之、哈裏斯郡法官張文華分別上台致賀詞，祝演
出獲得圓滿成功。

少林功夫學院院長釋行浩致辭，他說《少林傳奇 2018》經
過了各方面的籌備工作，一切準備就緒，目的是精心打造為全體
學員展示學習成果、展現習武風釆的舞台。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
全體師生匯集建校近二十年來的教學成果, 以少林童子功、五步
拳、連環拳、通臂拳、象形拳、朝陽拳、小洪拳、封魔棍、長拳
、十三槍、梅花單刀、九節鞭、太極、龍獅等多種表演形式融為
一體，向休斯頓的觀眾奉獻一台精彩的中國功夫和中華武術的盛

會,以回饋社會各界多年來對少林功夫學院的關愛與支持。
《少林傳奇 2018》特邀嘉賓、北京奧運會武術冠軍、現任

首都體育大學教授趙慶建親臨現場表演中國功夫。少林功夫學院
弟子、美國國家隊隊員、世界冠軍蔡宗宏、吳恪林, 全美大學生
冠軍 Billy N , Kaser Tin-U等名將也將登台獻藝。泛美運動會冠
軍黃吉恩（Jean Hoang)也呈現精彩的武術表演。

中華武術匯展的閃光點來自CCTV超級寶貝總冠軍獲得者、
少林功夫學院的習武天才王臻真表演的《劍舞》。《劍舞》源自
於《唐明皇》中公孫大娘之《劍器舞》，由東方藝術教育中心徐
利老師改編指導，把舞蹈與武術融於一體。武術冠軍王瑧真通過
舞蹈的訓練加上武功，體態更加飄逸，氣勢更加威武，再配上音
樂的交相輝映，把劍的陰陽頓挫，輕中環及表現的淋漓盡致。因
為表演《劍舞》，王臻真在今年的Star Bound 的全美舞蹈大賽中
獲得了第一名。

《《少林傳奇少林傳奇20182018》》閃亮登場閃亮登場 少林真功少林真功 名不虛傳名不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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