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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偉樹表示，在內地發展
生意，相比香港最大的好處
是壓力沒那麼大，像他現在
經營的瑜伽館，投資不過幾
百萬元人民幣，但是相同的
規模，在香港至少兩千萬元
港幣起步。而且，內地市場
空間大，消費能力也越來越
高，發展前景非常好。

鄧偉樹介紹，父親對家鄉
有很深的感情，也非常看好
內地的發展前景。他還記
得，父親臨終前對他說，
「內地的發展潛力比香港大
得 多 ， 一 定 要 回 內 地 發
展。」鄧偉樹至今依舊感慨
父親的先見之明。

從幾年前接觸瑜伽開始，鄧偉樹便一發
不可收拾地愛上了它，也因為這份愛，讓
他成為行內專家。他表示，古人在練瑜伽

時，心存對萬物的敬畏之心，表達着
對萬物創造之感恩和崇拜，所以瑜
伽不僅僅是一項運動，也是一
種冥想的哲學。
「瑜伽的動作時而舒展、時
而緊繃，其實都是參照了貓
兒伸懶腰、蝴蝶拍翼、駱
駝走路而獲取的靈感，
從而發展成了現在的
貓式、蝴蝶式、駱駝
式等等。」鄧偉樹
滔 滔 不 絕 ，

「想要練好瑜伽，從冥想方式，到節奏掌
握、再到鍛煉形式，都有着系統的鍛煉方
法。而且瑜伽分很多流派，不同的派系專
攻方向不一，在精細化程度上，他們也有
着良好的分類。所以，初練瑜伽時，需要
專業富有經驗的瑜伽教培加以指導，才能
達到理想的效果。」他說。
普拉提是鄧偉樹瑜伽館的另一主打健身

項目。普拉提集芭蕾舞、太極、瑜伽、健
身等動作之大成，針對肩頸、腰腹、腿
部、背部等部位進行物理治療的運動科
學。「如果想深層次放鬆同時有基本的拉
伸和身體調理，瑜伽是首選；但如果想有
針對性地鍛煉身體，減肥或者塑形，那麼
普拉提則更為有效。」鄧偉樹介紹。

隨隨瑜伽館位於長沙湘府中路瑜伽館位於長沙湘府中路，，鄧偉樹鄧偉樹
一邊忙着瑜伽館開業前的各項準備一邊忙着瑜伽館開業前的各項準備

工作一邊介紹說工作一邊介紹說，，這裡是城南這裡是城南CBDCBD，，附附
近商業綜合體眾多近商業綜合體眾多，，人流較理想人流較理想。。場館場館
佔地六百多平米佔地六百多平米，，其中交流區就佔地兩其中交流區就佔地兩
百來平米百來平米，，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
「「我們場館光設計費就花了幾十萬元我們場館光設計費就花了幾十萬元
人民幣人民幣，，交流區關係到學員進入場館的交流區關係到學員進入場館的
第一印象第一印象，，一個寬敞明亮的交流區可以一個寬敞明亮的交流區可以
使人心情愉悅使人心情愉悅，，喜歡上這裡喜歡上這裡。」。」

儘管交流區佔去三分儘管交流區佔去三分
之一之一，，但館內教室但館內教室
並不逼仄並不逼仄，，有一有一
對一的私人對一的私人
教學區教學區，，

也有兩到三人的中型教學區也有兩到三人的中型教學區，，還有可以還有可以
同時容納二十多人的公開課堂同時容納二十多人的公開課堂，，以及瑜以及瑜
伽普拉提專用訓練場地伽普拉提專用訓練場地，，練習普拉提所練習普拉提所
需的專用設備品類眾多需的專用設備品類眾多。。

汲取同行先進理念汲取同行先進理念
鄧偉樹表示鄧偉樹表示，，這個場館是他和長沙的朋這個場館是他和長沙的朋

友合夥開辦的友合夥開辦的，，他負責內務以及學員課程他負責內務以及學員課程
預約預約、、教練培訓協調等行政工作教練培訓協調等行政工作。。除此以除此以
外外，，他還要和東南亞他還要和東南亞、、歐美以及香港等國歐美以及香港等國
家和地區的同行聯繫交流家和地區的同行聯繫交流，，因為他想將國因為他想將國
際上更為先進的瑜伽理念帶到長沙來際上更為先進的瑜伽理念帶到長沙來。。
開瑜伽館前開瑜伽館前，，鄧偉樹經過了周密的市鄧偉樹經過了周密的市
場調研場調研。「。「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瑜伽瑜伽
行業市場趨於飽和行業市場趨於飽和，，而長沙在高端的瑜而長沙在高端的瑜

伽和普拉提市伽和普拉提市
場這塊還幾乎空白場這塊還幾乎空白，，是非常好的發展機是非常好的發展機
會會。」。」鄧偉樹說鄧偉樹說，，當時正好一位長沙的當時正好一位長沙的
朋友邀請鄧偉樹合夥投資高端瑜伽普拉朋友邀請鄧偉樹合夥投資高端瑜伽普拉
提館提館，，於是雙方一拍即合於是雙方一拍即合。。

防護到位保障安全防護到位保障安全
對比起不少不負責任的瑜伽教練對比起不少不負責任的瑜伽教練，，鄧偉鄧偉

樹表示樹表示，「，「我們這裡的目標是能夠以專業我們這裡的目標是能夠以專業
化化、、精細化精細化、、系統化系統化、、標準化的高標準標準化的高標準，，
建長沙乃至湖南最頂級瑜伽普拉提館建長沙乃至湖南最頂級瑜伽普拉提館，，打打
造地區的行業標杆造地區的行業標杆。」。」以空中吊床舉例以空中吊床舉例，，
鄧偉樹透露鄧偉樹透露，，不負責任的瑜伽教練就敢在不負責任的瑜伽教練就敢在
民居的天花板打兩個鋼扣開練民居的天花板打兩個鋼扣開練。。而他們的而他們的

瑜伽館瑜伽館，，則在裝修過程中則在裝修過程中
嚴格參照標準化規定嚴格參照標準化規定，，做好專業防護做好專業防護

措施措施，，保證學員的安全保證學員的安全。。
鄧偉樹說鄧偉樹說，，在瑜伽在瑜伽、、普拉提這方面普拉提這方面，，香香

港有更多的信息港有更多的信息、、更好的教練團隊更好的教練團隊、、更豐更豐
富的運營經驗富的運營經驗。。自己會利用好優勢自己會利用好優勢，，通過通過
香港這個國際化的平台香港這個國際化的平台，，加強和國外瑜伽加強和國外瑜伽
和普拉提行業的交流和普拉提行業的交流。。他透露他透露，，目前正在目前正在
與香港的專業瑜伽館合作與香港的專業瑜伽館合作，，99月起安排香月起安排香
港經驗豐富的瑜伽教練來長沙交流港經驗豐富的瑜伽教練來長沙交流、、授授
課課。。同時同時，，他還在跟瑜伽全美聯盟洽談他還在跟瑜伽全美聯盟洽談，，
希望邀請更多美國希望邀請更多美國、、印度和東南亞國家持印度和東南亞國家持
有國際證書認證的教培師能夠來長沙有國際證書認證的教培師能夠來長沙，，相相
信屆時將會給長沙的瑜伽和普拉提行業帶信屆時將會給長沙的瑜伽和普拉提行業帶
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

鄧偉樹至今還記得父親的臨鄧偉樹至今還記得父親的臨

終遺言終遺言：「：「內地的發展潛力比內地的發展潛力比

香 港 大 得 多香 港 大 得 多 」 。」 。 20132013

年年，，3737歲的鄧偉樹來到內歲的鄧偉樹來到內

地發展地發展，，親眼見證內地城親眼見證內地城

市迅猛的發展速度市迅猛的發展速度，，他輾轉武他輾轉武

漢漢、、南京南京、、杭州之後杭州之後，，最終選最終選

擇湖南長沙作為事業發展的根擇湖南長沙作為事業發展的根

據地據地。。目前目前，，他與朋友合夥開他與朋友合夥開

辦的隨瑜伽館已經營業辦的隨瑜伽館已經營業，，他的他的

目標是打造長沙乃至湖南最頂目標是打造長沙乃至湖南最頂

級專業的瑜伽普拉提館級專業的瑜伽普拉提館，，

借鑒香港的經驗和國際視借鑒香港的經驗和國際視

野野，，在湖南這一行業樹立在湖南這一行業樹立

新的標杆新的標杆。。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姚進 長沙報道長沙報道

港人長沙吃螃蟹
專業瑜伽立標杆
嚴格執行標準化管理 邀請國際教培師分享交流

瑜伽有利放鬆 普拉提注重塑形

■■隨瑜伽館學員正在進行普拉提隨瑜伽館學員正在進行普拉提
培訓培訓。。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攝攝

隨瑜伽館創始人隨瑜伽館創始人鄧偉樹鄧偉樹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父
親
遺
言
：
回
內
地
發
展■■鄧偉鄧偉樹樹和和瑜伽愛好者合影瑜伽愛好者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攝攝

「蔡賴配」出鏡 蔡興奮賴黑面
國民黨批台當局施政無力 只能爭「獨」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兩岸四地青年於倫敦時間

16日在倫敦舉行交流座談，共同探討兩岸融合發展賦予青年
的機會，表示要為中國和平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
量。
主辦方全英華僑華人中國統一促進會會長劉凱在接受新華

社記者採訪時說，祖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進程也是兩
岸四地的融合發展進程，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為兩岸四地的青
年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會，應思考如何抓住這一機會，探索
深化合作的路徑，消除青年交流的障礙，幫助更多青年創業
興業。
知名愛國僑領單聲說，兩岸四地的愛國青年要行動起來，

以實際行動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台灣暨南國際大學副教授、台灣青年學者許文忠介紹了台

灣島內反「獨」促統活動的情況和愛國主義傳統。他建議，
兩岸在青年交流形態、青年幹部培養等方面進一步加強合
作。
台灣青年學者程琪以自己在珠海的工作經歷為例，呼籲兩
岸四地的青年勇於嘗試，解放思想，走出「舒適圈」，在兩
岸融合發展的大背景下尋找更多適合自己的創業機會。
劍橋大學法律系本科生、來自香港的呂嘉儀說，祖國的強

大給青年帶來更多機會，香港青年需要更主動地去了解內地
的發展情況，努力參與其中，從中找到自己的機會。
在一家國際律師事務所執業、來自澳門的陳賢海認為，許

多海外留學生並不知道祖國目前的發展有多快，希望澳門青
年能有更多機會和內地青年交流。

兩岸青年話融合
倡獻力民族復興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台防務部門昨日下午稱，
大陸首艘自製航空母艦及護衛艦編隊由北向南自東海航入台
灣海峽，其間美、日艦在後尾隨。台防務部門還再次以老調
聲稱，「全程派遣機、艦完全掌握監控與應處」。
另有台媒引述台防務部門不具名官員的話稱，該航母首次

遠海長航，其返回大連母港的時間點應該會在台灣2020選
舉投票日（2020年1月11日）前後。
該報道還引述所謂「知情人士」的話稱，蔡英文昨天宣佈

與台灣前行政部門負責人賴清德搭檔參選2020，由於賴清
德自稱是「台獨工作者」，此時中國大陸的國產航母艦隊出
現在台灣海峽不只是單純的遠海長航訓練，而是有針對性的
「恐嚇台灣」。
但報道同時引述台灣《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競的言論稱，

此次中國大陸的國產航母提前通過台灣海峽真正的主要原因是
天氣因素，因為華北華中外海之黃海與東海海域，將受鋒面過
境影響，海象轉劣視界降低，不利航母測試驗收裝備。
據媒體此前報道，這並非中國大陸航母首次通過台灣海
峽。6月25日上午解放軍遼寧艦航母艦隊群進入台灣海峽，
準備北返青島母港。2018年1月4日，航母遼寧艦還曾於深
夜穿越台灣海峽，前往南海艦隊轄區進行移地訓練。

台稱大陸航母入台灣海峽

北京專家認為，一度在初選中廝
殺慘烈的蔡、賴最終為了選舉

正式牽手，表明險些分裂的民進黨內
部整合完成，開足馬力迎戰2020，反
觀「百年老黨」國民黨至今仍身陷內
訌，韓國瑜艱險的問鼎之路雪上添
霜。

與蔡握手卻不見笑容
昨日上午9點，蔡英文在台北競選
總部召開記者會，宣佈由前行政部門

負責人賴清德擔任 2020 年競選副
手。 據台媒報道，一向西裝上場的
賴清德，終於穿上寫着「英」以及
2020字樣的競選外套上場，象徵「蔡
賴配」正式成形。蔡英文表示，賴清
德從政多年，有非常完整的歷練，對
台灣的未來也有非常強烈的使命感，
會選賴清德是因為他的人格特質，民
進黨「因競爭更強大」，她要交付賴
清德一個重要的任務，拜託他分進合
擊，衝擊民意代表選情。賴清德則
說，與蔡英文不是敵人，連對手都談
不上，擔任蔡英文的搭檔副手，是有
感於她的誠意，也從許多民眾期待中
看到自己的責任。不過電視畫面顯
示，賴清德說這番話時面無表情，連
握手中都不見笑容，與興奮之情溢於
言表的蔡英文反差明顯。
針對「蔡賴配」，國民黨痛批，選擇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賴清德擔任
搭檔副手，顯示蔡英文面對施政無力的
現況時，只能向「台獨」勢力靠攏、妥
協，爭取政治光譜的極端選票。

專家：國民黨陷內訌 重執政不易
著名台灣問題專家、中國社科院近

代史所研究
員褚靜濤對
香港文匯報
指出，「蔡
賴配」的組
合是一個比
較平衡且穩
妥的選舉策
略。不管心
結是否真正
消解，蔡賴
正式牽手確
實有指標意
義，它意味
着曾因黨內
初選險些分
裂的民進黨
整合完成。他表示，民進黨雖然年輕，
但有個特性，就是不管此前廝殺如何
慘烈，一旦決定黨內參選人選，就會
為了重大共同利益整合在一起，開足
馬力迎戰對手。而遺憾的是，「百年
老黨」國民黨仍在為不分區民意代表
提名名單深陷內訌，令人唏噓。若國
民黨仍不加緊團結，則2020重回執政
道路非常不樂觀。

據悉，賴清德1959年出生，曾任
台行政部門負責人、台南市長。今年
年初他辭掉台行政部門負責人一職，
隨後宣佈投入民進黨2020初選，與
尋求連任的蔡英文在黨內初選中廝殺
慘烈。雙方派系你爭我鬥，形成「蔡
英文耍賴、賴清德炒蔡」局面。最後
賴清德不敵蔡英文，未能獲得民進黨
2020參選領導人提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據報道，尋求連任

的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昨日

宣佈，台前行政部門負責人賴

清德將擔任其副手，以「蔡賴

配」參選2020，迎戰國民黨

參選人韓國瑜、台前行政部門

負責人張善政的「國政配」，

以及親民黨黨主席宋楚瑜和廣

告人余湘的搭檔。

■蔡英文17日親自宣佈副手人選為賴清德，兩人在競選總部
一起體驗自拍合影。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11月1日，古田臨水宮祖廟陳靖
姑金身赴台繞境巡遊。此次活動
增進了兩岸「人同宗、神同源」
的文化認同，對推動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將起
到重要的促進作用。
此次入台巡安祈福繞境活動總
行程5,000多公里，從古田臨水
宮祖廟出發，歷經台北、台中、
高雄、宜蘭、基隆等島內13個縣
市，有31個台灣臨水分廟接駐
駕，舉行祈福法會30場，參與信
眾300多萬人次。金身所到之處

人潮如湧、爭相朝拜，受到了台
灣廣大信眾的熱烈歡迎。
16日中午，古田陳靖姑信俗

文化交流團全體成員與台灣省
新北市五股區開元聖元宮信
眾，在新北市五股區開元聖元
宮共同舉行完祈福法會後，現
場頓時掌聲雷動。這標誌着
2019年福建寧德古田臨水宮祖
廟陳靖姑信俗文化兩岸交流活
動圓滿完成。當晚，來自福
建、浙江以及台灣地區的萬千
信眾齊聚在古田臨水宮祖廟，
恭迎陳靖姑金身回鑾安座。

古田陳靖姑金身赴台巡安

■11月1日，古田臨水宮祖廟陳靖姑金身赴台繞境巡遊。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