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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六十天內買掉！

買房賣房請找王飛雪!

Fay Wang 王飛雪
832-858-4838
專精糖城﹑醫學中心﹑Katy﹑米城﹑Pear Land﹑Memorial及中國城新舊房產買賣出租

住宅、商業、投資、承租、地產管理 好區新屋介紹 保證價格優惠

1.中國城06年建高檔公寓，3房2衛，約1500呎，豪華裝修，步行中國城，有安全大門，僅售$179,000
2.糖城，Clements 高中，精裝木地板，3房2浴，售價$165,000.（紅字option pending)
3.高檔商住兩用三層商業樓，最佳投資，近中國城，共約5000英呎，僅售價$570,000
4.糖城，New Territory, Austin 高中，1 層全磚，4房2.5浴，售價250,000.
5.糖城New Territory，豪華獨立房，游泳池，精裝修，木地板等，Austin高中，售價$549,000
6.KATY，Cinco Ranch 高中,好區，2層全磚，4房2.5浴，2010尺,僅售$189,000
7.糖城好區，一層全磚，4房2.5浴，03 年建，最佳自住房，售價$229,000
8.Richmond 近WestTollway，約3300尺，2層，全磚，06年建，售價$249,000
9.糖城Avalon，Clement高中，私人泳池，3個車位，4-5房3.5浴，售價$439,000
10.Katy, 2層，06年建，2400尺，4房2.5浴，大院，地稅低，售價$192,400

faywang2008@gmail.com 提供全套快速貸款服務，保證最低利率

Heritage

全美銷量第一 最佳地產管理公司

榮譽地產經紀榮譽地產經紀

聯禾地產聯禾地產
全新經營團隊頂尖全球連鎖房地產公司頂尖全球連鎖房地產公司 中國城旗艦店中國城旗艦店

位於敦煌廣場位於敦煌廣場22樓樓 全方位幫助國外投資者，錢進德州

更多地產投資速洽：
Josie Lin（林承靜）:832-618-5898

josielinteam@gmail.com

小資本小資本小資本投資投資投資大型商業地產大型商業地產大型商業地產聯禾地產聯禾地產

位於敦煌廣場位於敦煌廣場22樓樓 全方位幫助國外投資者，錢進德州

Josie Lin（林承靜）:832-618-5898
jlteam98@gmail.com

更多地產投資速洽：
全職專業精英團隊全職專業精英團隊 打造聯禾白金服務打造聯禾白金服務

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UNITED
頂尖全球連鎖房地產公司頂尖全球連鎖房地產公司 中國城旗艦店中國城旗艦店

Christina Shyu 徐
281-796-6027

Gene Feigelson
713-398-7058

Tri Nguyen
832-782-4690

Ling Gao 高
832-878-1787

Josie Lin 林
832-618-5898

Vincent Lin 林
832-561-1485

Hanni Chen 陳
832-490-6848

Don Foronda
713-594-2171

Lei Jin 金
713-628-8998

Lulu Sun 孫
832-692-6665

Claire Liang 深
713-299-2883

Neal Hsu 許
713-538-3366

Christi Yao 何
832-866-3333商業地產

住家地產

投資開發

物業管理

買賣承租商場，倉庫，土地，公寓，辦公大樓

買賣新舊房屋，法拍屋投資，自住相宜

安宅置業，維護管理，即收租金

獨家投資項目，長短期投資，高收期回報

投投投 資資資 休休休 士士士 頓頓頓 良良良 機機機
Jerry Lee 李
832-633-5072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118, Houston, TX 77036 www.united888.com united9889＠gmail.com (713)630-8000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118, Houston, TX 77036 www.united888.com united9889＠gmail.com (713)630-8000

4號出口

星期三星期三、、四四
9：00A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將開10:3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281）704-3298 PaulLinProperty@gmail.com

投資投資 // 自住自住 // 商業商業

Please Text or Call Paul Lin Property anytime

新屋專家 買方代表（Buyer's Agent)

Paul Lin
林濟周

成人新班成人新班
星期六 6:00pm

星期二11:00am,星期三5:00pm

青少年新班青少年新班
星期六 3:00pm

TEL: (713)270-67979968 Bellaire Blvd., #20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程進才大師親自授課

國際陳式太極拳推廣中心
Interational Chen Style Tai Chi Developing Center

美國陳式太極拳掌門人
美國陳式太極拳總會會長
國際十大武術大師之一

}

練太極拳是養生保健，強身防身的首選www.chenstyletaichi.com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傳真：(713) 271-2288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飲
茶
飲
茶

時
間
時
間

週一至五早上十點半至下午三點

週六週日早上十點至下午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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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續
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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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殊
榮榮

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獨家推出

7320 S.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











天天茶市天天茶市
服務休斯頓22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9889 Bellaire Blvd, C#329
Houston, TX 77036電話：713-981-6823

˙專門的按摩服、浴衣、拖鞋
˙美容部 ˙精油推拿、中藥泡腳

www.easternfootspa.com

東方足道東方足道
足療20元/小時，免費桑拿
買100元Gift card可作6次足底按摩

敦煌廣場二樓

富士日式料理
地址：12755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 77477 溫馨浪漫（14-16人）榻榻米包房, 可容納10-150人商務Party包房

新張優惠 提及此廣告20%OFF
˙休斯頓最大、菜色最多的日本餐館 ˙雕梁畫棟景色迷人

電話：281-240-8388
www.fuzii.com

（happy Hour Menu除外，只限堂食）

7天特價午餐 9元起 7天Happy Hour 3PM-7PM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紅外線桑拿、乾濕蒸汽房、按摩熱池、
男女淋浴間、儲物櫃、休息廳......
環境一流，專業技術，服務一流。

休士頓獨一無二
服務品種最齊全的
豪華休閒養生會所

電話：281-506-2000
網址網址：：www.kingsspatx.comwww.kingsspatx.com

地址地址：：1200012000 Bellaire Blvd. SuiteBellaire Blvd. Suite 138138AA

誠徵多名女按摩師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暑假上海特價團（機票+7日江南團) $1350.00含稅
青島﹐成都﹐廈門﹐廣州......特價中

現招聘有經驗或者熱愛旅遊服務業的全職旅遊代理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二十年豐富經驗

廠家直營店廠家直營店

Kawai Piano Gallery
電話：713-904-0001；832-374-6764.
地址：3814 S. Shepherd Drive, Houston, TX77098

KAWAIKAWAI
THE FUTURE OF THE PIANO

MOVING SALEMOVING SALE
44月月 2323日開始日開始，，機會難得機會難得！！

所有型號都有巨大折扣

星期日 2015年5月24日 Sunday, May 24, 2015

1. 糖城Clements H，獨立一家庭3房2浴房1700呎地7000呎$19萬余。
2.糖城2001年建，獨立一家庭3/4房2浴房2400呎地9000呎$22萬余。
3.糖城Colony Bend獨立一家庭5房2.5浴房2800呎地7500呎$31萬余。
4.糖城Riverstone 2009年建獨立一家庭4房2.5浴3000呎地9000呎$35萬。
5.糖城Telfair 2008年建獨立一家庭3/4房2400呎地9000呎$38萬。
6.休士頓賺錢旅館Hilton 120房$28M，La Quinta 78房年營$250萬售$10M，Holiday Inn 109房年營$350萬售15M，

Best Western 80房年營$160萬售$6.5M,America's Best Value 117房9成住房率售$5M，
獨立105房7成住房率售$300萬，獨立114房年營70萬售$250萬。

7.德州賺錢旅館，連鎖99房年營$1.1M，售$300萬，獨立96房年營70萬售$240萬，獨立40房售150萬，
獨立70房$175萬，獨立60房$165萬。

8.路州獨立旅館144房$210萬，獨立166房年營$130萬售$425萬。

集廿五年經驗 幫您德州投資 助您鴻圖大展 助您永續基業

#6117 Richmond Ave.
#120 Houston, TX77057德州華美投資地產 熱心為家庭、公司、

企業全面服務！

Kenny Huang

(832) 348-7824

Senior Investment Consultant

Champions Real Estate Group

黃顯意
Hotels Specialist

Email: kennyhuang1889@yahoo.com

日政企大佬訪華日政企大佬訪華 習近平稱願推中日友好習近平稱願推中日友好
（綜合報導）由日本執政自民黨總務

會長二階俊博率領的 3000 名日本企業首腦
、地方政府首腦、超過 20 名國會議員等共
約 3000 人的超大型訪華團訪問廣州、北京
、大連。

訪華團的行程包括 21 日在廣州與廣東
省委書記胡春華會談、23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與中國政界、財經界交流等。在北京
期間，該團與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會談
，交流與會談的內容包括了目前中日內外
矚目的亞投行問題。

今年 3 月二階出席海南島舉 辦 的 博 鰲
論 壇 期 間 曾 與 習 近 平交談。當時二階預
告這次率團訪華的計劃，習近平回答說：
“歡迎”。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23 日晚出席了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的與旅遊相關的中日
友好交流大會，致辭表示中方重視兩國關

係，願推進兩國睦鄰友好合 作 。 他 就 歷
史 認 識 問 題 強 調 ，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犯
下的侵略罪行不容掩蓋，歷史真相不容歪
曲。此言可能是針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今
夏發表戰後 70 周年談話而加以制衡。

共同社報導，正在訪問大陸的自民黨
總務會長二階俊博出席了該交流活動。二
階在活動中向習近平轉交了安倍的親筆 信
。 習 近 平 請 二 階 向 安 倍 轉 達問候。他還
向二階表示，他與安倍首相同意發展戰略
互 惠 關 係 ， 照 此 推 進 的 話 兩 國 關 係 會
變 好 。

日本政客率大型訪華團是近年少見的
壯舉，現任日本生活第一黨黨魁的小澤一
郎 2009 年任民主黨幹事長期間率領 143 名
國會議員在內的民主黨員 626 人訪華，是
此前近年最後的日本大型訪華團。

儘管上個世紀 80 年代以來，中日政客

每次交流都宣稱改善關係，但實際上友好
關係不僅每況愈下，而且致力推動中日關
係的政客似乎彼此都得不到政治利益。

日本記載的中日關係史裏，小澤率領
600 多名政客訪華，很長一個時期也受到
不少日本 傳 媒 、 輿 論 諷 刺 為 “ 朝 貢 團 ”
，增添小澤政治形象的負面，也影響了小
澤後來的政治生命。

不過一再率領大型訪華團的二階，不
倒的政治際遇是例外 。 在 中 日 政 客 交 往
史 紀 錄 中 ，二階是位忽然冒升的“後來
者”。在日本政壇，二階訪華的“傳說”
流傳甚廣，曾有民主黨議員笑談這一傳說
並稱二階“八面玲瓏”。

2000 年 二 階 首 次 率 領 預 定 2000 人 的
“ 日 中 文 化 觀 光 交 流 使節團”訪華前，
他招募團員 的 手 法 是 “ 可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吃飯”，結果報名者超出 5000 人。

（（路透社路透社））
銷售助理銷售助理Derek KongDerek Kong在進行產品推介在進行產品推介

國航航班增加國航航班增加 服務升級服務升級
休斯頓休斯頓--北京航線每天一班北京航線每天一班

（本報訊）國航舉辦2015年夏秋季產品推
介會。國航休斯敦營銷團隊於2015年5月19日
晚在珍寶大酒樓舉辦了國航夏秋季產品推介會
，國航團隊主要成員在銷售經理繆晨攜營銷助
理 JOANNE HARVEY 和 DEREK KONG 向與
會來自大休斯頓地區十多家最具影響力的機票
代理、旅行社的數十名代表介紹了國航最新機
型、新增航班計劃、最新的服務產品等多項特
色內容，並同與會代表進行了多項互動和充分
交流，獲得較好反饋。

作為中國唯一的載旗航空公司，在國內乃
至國際一流的安全標准已成為國航開拓國際的
一項品牌，並且入選“世界500最具價值品牌”
。依托以北京，上海，成都三大樞紐機場構建
強大的國內與國際航空網絡，2015年國航將新
開北京-蒙特利爾航線，北京-阿斯塔納航線，
北京-墨爾本直飛航線（復航），北京-明斯
克-布達佩斯航線（已開航），北京-函館航線
，北京-約翰內斯堡航線。

伴隨著越來越走俏的中美間旅行需求，國

航也進行了大幅運力增加：目前休斯頓航線已
經是一天一班，洛杉磯-北京航線夏天旺季每天
3班，紐約-北京每周11班，溫哥華-北京夏天
旺季每周11班。而國航最先進的寬體客機波音
747-8，目前已經投入了舊金山-北京和紐約-
北京航線: 除頭等、商務和經濟三個艙等外，該
機型還提供超級經濟艙並提供 4A 服務（A pair
of slipper; a newspaper, a drink, a towel）。

此外一系列的中轉服務也為旅客提供更佳
體驗：休斯頓-北京24小時中轉托運行李直掛

服務，行李無縫銜接；為頭等和商務艙付費機
票乘客提供免費的貴賓車接送服務，目前車輛
型號為奔馳E級車型。在北京中轉72小時內，
指定護照持有人可以享有免簽證服務（詳情請
查詢官方網站信息）。國航北美呼叫中心電話
800-882-8122，服務專業，快捷，每周七天工
作時間接聽來電提供服務保障。隨著國航國際
化戰略的推進，國航未來將在整個北美繼續拓
展，為中美間經貿文化交流貢獻自己的力量。

推介會現場推介會現場

國航代表與部分與會代表合影國航代表與部分與會代表合影((第二排左起第四位第二排左起第四位 銷售經理繆晨銷售經理繆晨，，第三位銷售助理第三位銷售助理Derek KongDerek Kong，，
第二排右起第三位銷售助理第二排右起第三位銷售助理Joanne HarveyJoanne Harvey））

國航代表與部分與會代表合影國航代表與部分與會代表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三位第二排左起第三位 銷售經理繆晨銷售經理繆晨，，第二位銷售助理第二位銷售助理Joanne HarveyJoanne Harvey
，，第二排右起第三位銷售助理第二排右起第三位銷售助理Derek KongDerek Kong））

國航代表與部分與會代表合影國航代表與部分與會代表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三位第二排左起第三位 銷售經理繆銷售經理繆
晨晨，，第二位銷售助理第二位銷售助理Derek KongDerek Kong，，第二排右起第二位銷售助第二排右起第二位銷售助
理理Joanne HarveyJoanne Harvey））



AA1515AA22廣告天地 休城讀圖

休城工商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上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832--353353--69006900
832832--877877--37773777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櫥浴更新。

8mm $$11..9999 /呎＆up

12.3mm $$22..3535 /呎＆up

12.3mm $$22..9999 /呎＆up

(高仿真複合地板)

$$44..99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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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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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當您把汽車和房屋一起投
State Farm＊開始，就可平
均節省$763保費！＊更可享
受State Farm代理人的個
人化服務，適合的保障，迅
速公平的理賠！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使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
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1205075 State Farm-Bloomlngton, IL

許宏婷
Winnie Hui
CLU CPA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Cell: 281-772-3972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地址：1705 Lubbock,Houston, TX 7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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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警局交通罰單（包括CDL罰單）
* 市政府各類罰單（衛生局，工商局及其他市府部門罰單）
* 刑事案件（搶劫，酒駕，毒品，暴力）

•五位資深專業律師
•二十多年職業經驗
•二十余萬客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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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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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enegonzalezlaw.com

無需翻譯無需翻譯，，不用助理不用助理

高鴿律高鴿律師師（（Eva)Eva)
（（工商碩士工商碩士，，德州註冊律師德州註冊律師））

本人親自本人親自出庭出庭
為您爭取最大權益為您爭取最大權益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Jenny ZhangJenny Zhang
C:(713) 298-9685
O:(713) 771-5910

新屋優惠
購屋貸款
免費估價

10333 Harwin Dr. Suite 415, Houston, TX 77036

工商管理碩士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房地產經紀人AlphaMax Realty
西南區，糖城，醫學中心，Memorial，Katy，西北區。專精專精

•Memorial近 Dairy Ashford，黃金地段土地出售，占地2萬英尺，可自建私人住宅或商業店鋪，適用小型療養院，嬰幼中心，教育中心
等等。欲尋有識投資人士。出售價：$ 679,000.00•糖城二層屋4房2.5浴，適初次購屋人士，正式餐廳，私人遊泳池, 漂亮庭院，遊戲間，交通便利，緊鄰6號。售價$14萬9千9•近Humble/1960, 4.5英畝商業用地，待開發，緊鄰商業中心區/大型連鎖店，投資前景好，覓有遠見人士，回報潛力高。距休斯頓國際
機場15分鐘，每尺售價: 8.75•近249/LOUETTA繁華商業區，三千尺大屋，四房三衛，挑高廳，落地窗，一層實木地板，正餐廳，挑高頂書房，新油漆，寬敞廚房，大理
石臺面，大遊戲間，仿木地板，一年新冷氣，屋況極好，售$218,800•KATY明星校區，2300尺兩層4房2.5浴，寬大客廳，正餐廳，開放式廚房，優美庭院設計，戶外亭臺。二樓大遊戲間，保養佳。月租: $1950•新屋銷售，位於6號和Fort Bend Parkway, 超豪華湖景屋，每棟保證占地一英畝以上，基本四房/五房/三車位，戶外廚房，特別制定
酒窖，奢華內部裝飾，最新節能材料，遠程操控，定時燈光系統等等智能管理，盡顯主人個性，售價$550,000起•Pearland Sunrise Lakes社區 3200尺屋，一任房主，保養佳，挑高大廳，正式餐廳/書房，一層全地板，二樓遊戲間，開放式廚房，大理石
臺面，前後院自動撒水系統，售價$274,900•近香港城雅房出租，3房2浴，全新內外油漆，一樓高挑大廳/早餐廳，月租$1250. 出入方便, 近八號公路/WestPark Toll。

皇冠地板皇冠地板
休士頓最具規模專業老字號

˙實木﹑複合地板
˙花崗石台面﹑櫥櫃
˙各大名牌地磚﹑地毯
˙室內外裝修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顏色﹑種類多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rownflooringtx.com
※價優品優﹑服務好

※庫存量大﹑現場提貨

12mm Laminate (限特定顏色） $0.90/sf & up

邊條Q-Round (限特定顏色） $1.50/pc & up

邊條T-Mold/Reducer(限特定顏色） $4.50/pc & up

邊條Stair nosing(限特定顏色） $6.50/pc & up

有大量馬賽克﹐石材﹐地毯及其他材料

搬遷新址，特價酬賓

投 資 座 談 會
時 間：4月4日（週六）上午 10:30-12:00
地 點：6588 Corporate Dr. #188

Houston, TX 77036
主 題：（1）如何保障您的資產及穩健的

退休計畫
（2）2015年下半年市場趨勢及投資策略

主講人：蕭雲祥（請電話預約）

投資顧問

退休計劃、IRA,401K,年金、壽險、資
產配置、基金、債券、股票、ETF、財富
管理、投資組合，定期定額儲蓄...

蕭雲祥蕭雲祥

713-988-3888 832-434-7770

PORTSMOUTH FINANCIAL SERVICE Member of SIPC. FINRA

二十年安裝經驗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招聘：銷售員、倉庫管理員（懂
開叉車者優先），待遇面談。





星期日 2015年5月24日 Sunday, May 24, 2015 星期日 2015年5月24日 Sunday, May 2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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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Debbie文媛/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debbie@chinatourusa.com

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美東六天 $175起 美加東八天 $303起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266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286起

（
買
二
送
一
）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北歐七天 $730起

（
買
二
送
二
）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699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張家界三峽遊輪十一天
$$299299//人人 ((原原$$499499))

99//66 -- 99//1717
( 含三峽遊輪)

請電話 : 832-301-3851

5月9日位於（原敦煌超市內），現打
造成大型開放式美食總匯

●內設港式點心
●粵菜系列
●椰林冰谷
●甜品屋
●早餐專門店
●燉品店
●粥城
●老火湯
●滷味店
●燒臘店
●鴨脖子專賣店
● 辣子蝦、辣子蟹
專賣店

●特設月子保身湯

螃蟹粥螃蟹粥

$$1313..9999

龍蝦粥龍蝦粥

$$1616..9999早點特價

白粥+腸粉$3.5
豆漿+腸粉$3.5

營業時間7:00am--12am 7天營業

敦煌美食廣場開業敦煌美食廣場開業

988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原敦煌超市內

本報記者孫雯報導孫雯報導

教練團隊
Yichi Zhang (張一馳)，22歲，美

國著名乒乓球運動員，夏令營主教練
，右手橫拍二面攻打法， USTTA積
分: 2570。曾在中國鄭州執教。是
2015年全美大學乒乓球冠軍賽團體組
冠軍的成員，曾獲得2014年全美大
學乒乓球冠軍賽男子單打亞軍；2015
年St. Joseph Valley 公開賽男子單打
冠軍；2015年Houston Cap 男子單
打亞軍；2014年阿肯色公開賽男子單
打亞軍。英文流利。

Vivian Li，李雅偉，32歲，全職
教練，USTTA積分: 2340。 前天津乒
乓球隊成員，中國A級聯賽選手，曾在香港及日本從
事教練工作。曾獲得2007年Eastern公開賽女子單打
冠軍， 2012年 Southern公開賽第二名。

John Hendrick，36歲，美國象棋協會專家，積分
2165，排名美國棋手的前百分之一，從2006從事國際
象棋教育工作。曾獲得德州青少年國際象棋比賽的第

一名（1996年）和第三名（1993年）。已婚。有一個
一歲女兒。

此外訓練中心還會有其他教練人員。
更多夏令營及訓練中心信息，請登陸我們的官網

www.txtabletennis.com 電 郵 info@txtabletennis.com
或者致電俱樂部經理832-649-7355.

項目內容
1. 乒乓球項目
初級水平：本項目主要面向6歲及以上的初學者。對於初學者，
學習正確的基本擊球動作十分重要。而對任何年齡層的孩子而言
，學習的樂趣與基本功的學習有著同樣的重要性。寓教於樂，是
我們的宗旨。這一項目主要針對學員的手眼協調能力以及基本技
巧的提高。
中級水平：本項目主要面向有基礎，並希望提高自己接發球及對
攻技巧的乒乓球愛好者。通過該項目的訓練，學員將學會許多新
的接發球、對攻和網前技巧，將自身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
高級及精英級水平：本項目是提供給有經驗的美國乒乓球協會積
分（USTTA）1800分及以上，並且希望在訓練中心的精英交流
指導下提高比賽技術水平的球員。本項目將每周組織內部比賽，
評估其在大賽中的優勢劣勢，並對此進行有針對的指導。
2.國際像棋項目
在乒乓球項目的基礎上，本夏令營還聘請了國際像棋大師授課，
學員可以自願選擇參加國際像棋項目，無需國際像棋基礎。

基本介紹基本介紹
學員年齡學員年齡 66歲及以上歲及以上（（建議建議））
項目價格項目價格 乒乓球乒乓球 $$220220//期期（（M-FM-F）；）；國際像棋國際像棋
$$ 5050//期期 或或 $$1515//小時小時
午餐午餐 可選午餐可選午餐 $$4040//期期
折扣折扣 月折扣月折扣：：參加四期及以上參加四期及以上，，減免減免$$1515//期期;; 家家
庭折扣庭折扣((22+)+)：：減免減免$$1010//期期
時間時間 第一期第一期：：55月月2525日日--55月月2929日日
第二期第二期：：66月月11日日--66月月55日日
第三期第三期：：66月月88日日--66月月1212日日
第四期第四期：：66月月1515日日--66月月1919日日
第五期第五期：：66月月2222日日--66月月2626日日
第六期第六期：：66月月2929日日--77月月33日日
第七期第七期：：77月月66日日--77月月1010日日
第八期第八期：：77月月1313日日--77月月1717日日
第九期第九期：：77月月2020日日--77月月2424日日
第十期第十期：：77月月2727日日--77月月3131日日
第十一期第十一期：：88月月33日日--88月月77日日
第十二期第十二期：：88月月1010日日--88月月1414日日
第十三期第十三期：：88月月1717日日--88月月2121日日
地點地點 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 （（TTT Table TennisTTT Table Tennis
CenterCenter））
59025902 Sovereign Drive, Houston, TexasSovereign Drive, Houston, Texas
每日安排每日安排 上午上午99::0000 -- 中午中午1212::0000 乒乓球訓練乒乓球訓練//
國際像棋訓練國際像棋訓練
中午中午1212::0000 ––下午下午 11..3030 中午午飯和休息中午午飯和休息
下午下午11..3030––44..0000 ((訓練訓練，，比賽比賽，，觀看錄像觀看錄像，，以及以及
比賽分析比賽分析))

(休斯頓/孫雯訊)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作為排名北美前五的乒
乓球俱樂部，是目前德州規模最大、設施最完善的專業乒乓球俱
樂部之一。訓練中心占地6500平方英尺，坐落於中國城中心地
段與中華服務中心及華夏中文學校毗鄰，交通快速便捷，環境寧
靜安全。訓練中心擁有12臺嶄新的蝴蝶乒乓球桌及單獨教室，
並全部鋪設國際比賽紅色地膠，設施完備齊全；球館層高13英
尺，燈光效果極佳，整體寬敞明亮。
2015年暑期將至，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的夏令營項目已經開始接
受招生。與往年相比，今年的夏令營不僅在價格上更加優惠，並
且新增了國際像棋項目，以供新老學員選擇參加。

暑假好去處暑假好去處 夏令營開始招生夏令營開始招生

珍寶樓珍寶樓 螃蟹螃蟹//蟹黃焗飯蟹黃焗飯
坐落在香港廣場的珍寶樓因為有著巨坐落在香港廣場的珍寶樓因為有著巨
大的宴會廳和包間而廣受婚禮大的宴會廳和包間而廣受婚禮,,社團聚社團聚
會和宴請需求者的歡迎會和宴請需求者的歡迎.. 整本菜單良莠整本菜單良莠
不齊不齊,, 但海鮮類菜肴叫好率頗高但海鮮類菜肴叫好率頗高,,尤以尤以
蟹黃焗飯為最蟹黃焗飯為最.. 筆者嘗試過休斯頓幾家筆者嘗試過休斯頓幾家
供應此菜色的餐廳供應此菜色的餐廳,, 珍寶樓從形色味上珍寶樓從形色味上
均達到上上乘均達到上上乘.. 米飯軟硬適中米飯軟硬適中,, 螃蟹大螃蟹大
只黃多只黃多,, 與澆汁混合後接觸到調味後的與澆汁混合後接觸到調味後的
米飯米飯,, 幹濕度剛剛好幹濕度剛剛好,,人間美味人間美味!! 分量極分量極
大大,, 打包後隔夜也好吃打包後隔夜也好吃.. 其他推薦其他推薦::片皮片皮
鴨鴨,, 海鮮類海鮮類..

休斯頓作為全美第四大城市休斯頓作為全美第四大城市,,其中國城有著鮮明的特點其中國城有著鮮明的特點.. 寬敞的街道寬敞的街道,,密集但井井有密集但井井有
條的商業廣場條的商業廣場,, 住宅區住宅區,, 辦公區辦公區.. 每一個功能區都合理地整合在一起每一個功能區都合理地整合在一起.. 而說到美味佳而說到美味佳
肴肴,, 從頂好從頂好,,王朝時代到敦煌時代王朝時代到敦煌時代,, 休斯頓的中國城隨著路面的逐漸加寬休斯頓的中國城隨著路面的逐漸加寬,, 餐飲業也餐飲業也
幾經變遷幾經變遷..老味道老味道,, 新味道分離卻又交融在一起新味道分離卻又交融在一起.. 休斯頓中國城休斯頓中國城1010大必吃排名不分大必吃排名不分
先後先後,, 結果是通過華人口碑結果是通過華人口碑,, 英語世界回饋英語世界回饋,,網絡相關詞搜索度和各大媒體報道綜合網絡相關詞搜索度和各大媒體報道綜合
回饋而得出回饋而得出.. 人有百味人有百味,, 眾口難調眾口難調,, 如果你愛的美味沒有列在其中如果你愛的美味沒有列在其中,,歡迎來信推薦歡迎來信推薦..
Kyliesun@itvhouston.com.Kyliesun@itvhouston.com. 登陸登陸SCdaily.comSCdaily.com查看全篇文章查看全篇文章,,自由分享自由分享,,同步更新同步更新..

我們去哪兒我們去哪兒 ---- 休斯頓中國城必吃美味休斯頓中國城必吃美味 一家一道一家一道 ((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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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來隱藏菜單喜福來隱藏菜單 清蒸魚清蒸魚
櫃臺點餐櫃臺點餐,,櫃臺結賬櫃臺結賬..無需小費無需小費,, 臺灣小吃大菜皆有的一家臺灣小吃大菜皆有的一家””非主流非主流””餐廳餐廳..如果是來休斯頓不長時間如果是來休斯頓不長時間,,你你
根本不會知道這家店根本不會知道這家店.. 就算是朋友推薦就算是朋友推薦,, 你想找到它也要費上一些功夫你想找到它也要費上一些功夫.. 王朝廣場王朝超市旁邊王朝廣場王朝超市旁邊,, 招牌小招牌小
小被柱子擋住的這家店小被柱子擋住的這家店,,便是喜福來便是喜福來..筆者要推薦的是他家的隱藏菜單筆者要推薦的是他家的隱藏菜單 ---- 清蒸魚清蒸魚. $. $1212左右的價位左右的價位,, 超大超大
的一鰷的一鰷.. 入味入味,,鮮美鮮美.. 推薦理由推薦理由::性價比高性價比高,, 選擇多選擇多.. 人均消費人均消費: $: $1010其他菜色推薦其他菜色推薦:: 臭臭鍋臭臭鍋,, 豆幹炒肉豆幹炒肉,,三杯三杯
系列等系列等..

鑫城鑫城 北方早點北方早點 牛肉餅牛肉餅
黃金廣場內黃金廣場內,, 全天供應北方早點全天供應北方早點..面食類整體不錯面食類整體不錯,, 尤以肉餅頗有尤以肉餅頗有
料的牛肉餅為最料的牛肉餅為最.. 一份牛肉餅兩塊一份牛肉餅兩塊,, 肉餅如同漢堡王一磅漢堡的肉餅如同漢堡王一磅漢堡的
厚度厚度,, 胃口不大的可以合點胃口不大的可以合點.. 其他推薦其他推薦:: 豆花豆花,,油條油條,,飯團飯團.. 遺憾的是遺憾的是
,,店內冷氣不足店內冷氣不足,,很難在夏日炎炎堂食很難在夏日炎炎堂食..

滿記甜品滿記甜品 楊枝甘露楊枝甘露 榴蓮班戟榴蓮班戟
位於敦煌廣場街面一排的滿記甜品算是開業時間不長名氣卻很大位於敦煌廣場街面一排的滿記甜品算是開業時間不長名氣卻很大
的店的店.. 筆者從滿記開業起就是忠實顧客筆者從滿記開業起就是忠實顧客,, 從餐單從餐單AA到到FF都點了遍都點了遍.. 新新
鮮的水果鮮的水果,, 現場制作現場制作.. 楊枝甘露加上一顆上好的抹茶冰淇淋球楊枝甘露加上一顆上好的抹茶冰淇淋球,, 無論無論
晚餐吃得多飽晚餐吃得多飽,, 胃裏總會有一個位置留給滿記甜品胃裏總會有一個位置留給滿記甜品.. 榴蓮班戟就是榴蓮班戟就是
榴蓮榴蓮pancakepancake的粵語發音的粵語發音,, 滑滑QQ的冰皮包裹鮮奶油與大塊的榴蓮果的冰皮包裹鮮奶油與大塊的榴蓮果
肉肉,,兩口一個兩口一個,,唇齒留香唇齒留香..

Fu Fu CafeFu Fu Cafe 夜宵時間到夜宵時間到
不做特價午餐的餐廳從某不做特價午餐的餐廳從某
種意義上來說就是顧客重種意義上來說就是顧客重
視度的體現視度的體現,, 而位于敦煌廣而位于敦煌廣
場的場的Fu Fu CafeFu Fu Cafe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一家一家.. 可以說可以說,,這是一家點這是一家點
什麼什麼好的餐廳什麼什麼好的餐廳.. 合理的合理的
價位價位,,周到快速的服務周到快速的服務,, 好好
吃的每一道菜是吃的每一道菜是FUFUFUFU如如
此受到中外顧客歡迎的原此受到中外顧客歡迎的原
因因.. 蒜蓉拉皮蒜蓉拉皮,, 毛血旺毛血旺,,小吃小吃
等是必点等是必点..還有火鍋套餐可還有火鍋套餐可
以点以点,, 味道中上味道中上.. 營業到營業到
22am,am, 也成了眾多夜貓子的也成了眾多夜貓子的
聚集地聚集地..

果果冰谷果果冰谷 水果茶水果茶 少糖加波霸少糖加波霸
惠康超市裏的果果冰谷是家飲料老店惠康超市裏的果果冰谷是家飲料老店.. 在飲料在飲料
店輩出的這幾年店輩出的這幾年,, 用心服務與真材實料是留住用心服務與真材實料是留住
客人的最佳法寶客人的最佳法寶.. 水果茶選用每日最新鮮水果水果茶選用每日最新鮮水果
調味而成調味而成,, 如果選擇少糖就不會很甜如果選擇少糖就不會很甜,, 味道剛剛味道剛剛
好好.. 最值得一提的是最值得一提的是,, 一杯水果茶一杯水果茶,,多半杯都是多半杯都是
水果水果.. 喝完飲料用勺子舀起滿滿的都是水果小喝完飲料用勺子舀起滿滿的都是水果小
丁丁. $. $44一杯性價比很高一杯性價比很高..



AA1414 AA33綜合經濟各地僑社

位於galeria mall 二樓的 E--Tao稻香
村的菜品以粵菜小炒和港式點心為主
，招牌菜：小籠湯包、軟殼蟹炒飯、荷香
龍仔大蟹飯等。
E--Tao稻香村的小籠湯包被美食雜誌
《Houston's Dining Magazine》認為是
休斯頓最好吃的中國菜推薦給大家。

名門金宴名門金宴名門金宴Regal
招牌菜招牌菜

北京北京片皮鴨二吃片皮鴨二吃
廚師現場廚師現場片皮片皮、、二吃斬件二吃斬件！！

系系出出名名門門，，給給您您驚驚

喜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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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式粵菜 多倫多風味

Regal名門金宴
電話：281-494-8888
地址：12350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77477

稻香村集團美國總店

獨家秘制的養生湯品，品味潤無聲。

E-Tao稻香村
電話：713-965-0888
地址：5135 west alabama st, suite 7295,

Houston, TX77056
(Galleria Mall二樓，Norstrom和Macy's之間)

稻香村集團美國分店

STERLING MCCALL LEXUS
10025 SOUTHWEST FREEWAY,HOUSTON TX 77074

(59號南﹐八號公路前)

TEL: 713-995-2600 1-800-256-6225
E-MAIL: mma@smlexus.com

原裝日本進口
最佳售後服務

☆☆☆另有大量優質二手車選擇☆☆☆
新車可享有兩年免費換機油及油隔服務

MARTIN MA

馬 田 澤
請電話預約﹕

713-995-2667( 直 線 )

713-501-6888( 手 機 )

通國﹑粵﹑英語

凌志全線車系 現貨供應或預定

Website: www.zencon.com

貨貨 運運 報報 關關

˙海運、報關、卡車、倉儲連貫服務
˙每週貨櫃進/出口東南亞
˙承運整櫃、散貨、大宗貨及空運

三

十

年

歷

史

為更好服務客商,除洛杉磯
總部,紐約分部外,休士頓分
公司現已營運了二十年,我
們保證以下服務:

家

分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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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通船舶運輸公司

ZEN CONTINENTAL CO., INC.

服務一定周到服務一定周到 ˙̇ 價格絕對優惠價格絕對優惠
請聯絡 ELLEN CHI

TEL:(713) 780-8727 , FAX:(713) 780-8867
REGENCY SQUARE TOWER

6200 SAVOY DR., #950, HOUSTON, TX 77036

Conventional LoanConstruction Loan

不查收入 信用分數580以上FHA/VA

Hard LoanJumbo Loan Cash Out

7001 Corporate Drive #100A, Houston, Texas 77036

手機:713-825-8807
直撥:832-649-5887

NMLS ID 49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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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

通國﹑ 台語﹑ 西班牙語

www.toponemortgage.com邱黃美嘉

Email:may@toponemortgage.net

May H Chiu

誠實可靠˙專業負責˙成功率近100%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無 抵 押 個 人
商 業 貸 款

便
捷
·快

速
·安

全

·基於月收入貸款，不動產貸款，客
帳融通貸款，硬錢貸款，風險資本，
以及更多...

·48小時內即可批準

·貸款金額從$2500到$10Million

·不需要信用分數
Ray MaRay Ma 馬銳馬銳brokerbroker網址：www.thebelmontfg.com
rma@thebelmontfg.comrma@thebelmontfg.com

公司公司：：832832--482482--46264626 手机手机：：312312--560560--77987798

星期日 2015年5月24日 Sunday, May 24, 2015 星期日 2015年5月24日 Sunday, May 24, 2015

請請請 電電電：：：713713713---463463463---595759575957

最高價收購汽車最高價收購汽車！！
比CARMAX最多高出 $500 !!

Cube Auto Sales

1260 Blalock Roa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55
rental@cuberentalcar.com

Memorial Church of Christ
中 文 堂

（本教會設有聖經學校,其學分可轉至
正式聖經學院,以申請聖經研究學學士
和碩士學位,並可保持學生身份）

Memarial Church of Christ

Memarial High SchoolMemarial Mall

大華超市
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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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中文主日學及團契
(Family Center #303): 9:30 Am
英文成人及兒童主日學 : 9:30Am
英文敬拜: 8:20Am; 10:30Am

地 址：900 Echo Lane,
Houston, Texas 77024

連絡人：陳相如
電 話：713-732-6265

QS150521C達福社區

一年一度由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達福
分會（中工會，CIE/USA-DFW）主辦的少
年 數 學 競 賽 及 趣 味 活 動（Math Comp/
Math Fun）正在熱報中！每年此項活動都在
達福地區受到廣泛的關注和贊譽，有包括
學生，家長，和志願者一千多人參加。歡迎
2015年春季注冊的一至八年級的學生踴躍
在 http://www.cie-dfw.org/events/2015/
mcmf/ 報名參加今年的此項活動。學生父
母中如果為CIE會員者報名費為十元，如
果是非會員則為十五元，所有參加比賽的
學生贈有免費T恤衫。報名截止日期為六
月一日。
活動時間：六月六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
至下午五時
地點：Collin College Spring Creek Campus,
Conference Center, 2800 E. Spring Creek
Parkway, Plano, TX 75074

在學生參加比賽的同時，中工會特別
請來了美國機器人教育與競賽（REC）基金

會 德 州 地 區 的 經 理 Thomas
Mead 先生，給家長們準備了
關于機器人的教學與比賽的
講座。衆所周知：機器人教育
是一個多學科的教育; 機器人
競賽是一個集機械設計，電子
綫路，計算編程，團隊合作與
對抗為一體的競賽。機器人的
教育和比賽，能極大程度上推
進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學
習和應用。學生參賽完畢等待
結果之際可以參加免費並對
公 衆 開 放 的 數 學 趣 味 活 動
（Math Fun）。數學趣味活動每
年都吸引了衆多學生。這項活動寓教于樂，
受到家長和學生的喜愛。得獎的參賽者將
獲得獎杯或獎牌，名字及照片也將被刊登
到報章、中工會官網及中工會年會期刊上。
中工會在此感謝 Texas Instrument，Oncor,
Huawei, Halliburton 和 Cindi’s New York

Delicatessen 的贊助。讀者可以上中工會官
網 www.cie-dfw.org 及 https://www.face-
book.com/cieusadfw 查看活動的更多詳情
和申請加入CIE。我們也歡迎志願者報名
參加此次活動。如有任何詢問，可聯繫Dr.
Allan Zhong, 郵箱為：mcmf.ciedfw@gmail.
com。(中工會供稿)

中工會 2015 年青少年數學競賽及趣味活動
（Math Comp/Math Fun）正在熱報中

一年一度的青少年演講比賽歷年來作為達
福地區的重要賽事, 備受家長和青少年朋友們
的關注。今年的比賽將于6月27日（星期六）上
午 8：00 到 12：00 于科林郡學院（Collin College
，2800 E. Spring Creek Pkwy, Plano, TX 75074）
舉行。此次賽事為達福地區青少年提高口頭表
達能力，增强自信心和演講技巧提供了絕佳的

鍛煉機會！
本年度青少年演講比賽的主辦方為：美洲

中國工程師學會（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USA DFW Chapter。贊助方為：德州儀器中國
創新會(Texas Instruments Chinese Initiative)，華
為（HUAWEI), ONCOR 和 Cindi’s New York
Deli and Bakery。承辦方為德州龍演講社（Texas

Dragon Toastmasters Club）。
比賽裁判將由接受過專業培
訓的經驗豐富的國際演講社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成員擔任，保證比賽評判的
公平和專業。此外，我們也邀
請 到 來 自 德 州 龍 演 講 社
（Texas Dragon Toastmasters

Club）Chloe Lin 女士,來現場作演講示範。這是
個難得的機會，學生們可從專業演講人身上學
到許多演講技巧。

比賽形式靈活，氣氛活躍，評判專業，歷年
來均得到了學生及家長們的大力支持。去年共
有約100名參賽者，選手們表現出色，成長顯著，
不少優秀的選手在比賽中脫穎而出。六月二十

七日，我們即將迎來 2015年度青少年演講比賽
，我們鼓勵和歡迎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們報名參
賽，挑戰自我，相信今年的比賽將會更加精彩！

即日起接受參賽報名，報名截止日期為6月
19日。一年級到十二年級的學生均可報名參加。
此次報名分為兩個階段：5月31日前報名的選
手，報名費為 10 美元/人；在 6 月 1 日到 6 月 19
日期間報名的選手，報名費為15美元/人（請使
用 Paypal 支付報名費）。報名網址為：http://
cie-dfw.org/events/2015/speechcontest/。 比 賽
具體規則，演講題目以及時間規定，請參考以上
網址進行查詢。如有疑問，歡迎及時聯繫我們：
郵箱：dfwyouthspeechcontest@gmail.com 或致電
Rachel Hua469-579-6711。(CIE供稿)

2015年度青少年演講比賽
將于六月二十七日舉行

老師們利用早上日行一善的時間
，向孩子們講解尼泊爾在那裡，發生了
什麼事，造成什麼後果，以及我們可以
幫什麼忙。老師並用靜思語”傷在他的
身，痛在我的心”來說明為什麼要幫助
尼泊爾的災民。

三歲班的小朋友在日行一善的時
間裡，輪流將竹筒的錢幣投入捐款箱
中。三歲班的憶寧在老師說明為尼泊
爾獻愛心的當天，便清楚的告訴媽媽
尼泊爾發生了地震，並要求媽媽捐款
幫助災民，成為幼兒園第一位捐款人。

愛心不分你我他，感恩每天打掃
幼兒園的先生，慷慨解囊，也支持我們

的愛心募款活動。
大愛幼兒園決定舉辦餅乾義賣

活動來為尼泊爾地震災民募款。各
班小朋友快樂用心地開始做點心，
烘烤，裝袋，準備義賣。小朋友年紀
雖小，做出來的餅乾在數量，外觀及
品質上，都讓人刮目相看。

點心義賣從早上八點開始，早
到的小朋友一字排開，面帶笑容，分
工推銷桌上的餅乾，收錢，並由五歲
班的小朋友負責記帳。孩子們有禮
貌地向家長問好，並謝謝他們購買
餅乾，支持為尼泊爾地震募款。

從三歲班到五歲班，大愛幼兒園

的小朋友都能付出關懷和愛心，幫助
尼泊爾的災民。真正體驗並做到了靜
思語”傷在他的身，痛在我的心”。

達拉斯慈濟大愛幼兒園提供全
人的教育--將慈濟人文的真善美融
入生活教學中。 參觀入學請來電 214-446-1776林園長(慈濟供稿)

達拉斯慈濟大愛幼兒園為尼泊爾地震募款，獻出愛心

今年新增八年級比賽今年新增八年級比賽

丹麥要做首個無現金國家
政府商家民眾一致點讚政府商家民眾一致點讚

關於丹麥，人們最基本的印象會是什麼呢？相

信大多數人都會說，是安徒生和他的童話——皇帝

的新裝，醜小鴨，海的女兒……童話與丹麥這個北

歐國家已合為一體。而今天，丹麥或許又會開啟一

個大時代的童話：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無現金國家。

據美國媒體報道，丹麥即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

不用現金的國家。

就在本月，丹麥政府公佈了一系列動議，其中

包含一項計劃——廢除商店只能接收現金的法律，

而接受移動支付和銀行卡支付。

據美國財經電視媒體CNBC報道，丹麥政府建

議，零售商可獲准僅接受移動支付和信用卡支付。

據報道，本月，丹麥政府公佈了一系列動議，其中

就包含一項令人注目的計劃——廢除規定丹麥的商

店接收現金的法律，改為接受移動支付和銀行卡支

付。該動議在丹麥議會通過後，即意味著從明年1

月起，丹麥的零售店、餐館以及加油站都將進入無

現金時代。

目前，丹麥全國正努力擺脫紙幣現金，銀行卡

和移動支付已經成為丹麥的主導性支付方式。 在

丹麥，不僅流水龐大的大超市喜歡移動支付和刷卡

支付，街角小店也很熱心。“如今，很少有顧客用

現金支付了，如果真用現金，反而是一件麻煩事，”

運營美發沙龍的Mette Schmidt說。

據獨立支付業務運營商WorldPay的報告顯示，

銀行卡支付已經成為丹麥的主導型支付方式。還在

2012年，丹麥就已實現了84.2%的交易均通過銀行

卡完成。

電子貨幣取代現金、電子化支付已成為丹麥人

普遍的消費方式：只需裝上一張信用卡，就幾乎可

以乘車、旅行、逛商場。就連丹麥的老年人也緊跟

時代潮流，丹麥最大銀行丹斯克銀行的數據顯示，

丹麥老年人喜歡用信用卡或者智慧手機支付，最年

長的移動支付用戶已104歲了。

對於電子支付，丹麥政府認為，其相對於紙幣

支付更易於跟蹤，既能幫助政府收稅，也能在打擊

腐敗上發揮巨大作用。2014年，丹麥中央銀行決定

停止印刷紙幣。許多當地的丹麥銀行分支不再持有

現金。商家更是歡迎無現金支付，認為電子支付不

僅可增加效率，而且不使用現金還可以降低犯罪

率，斷掉了劫匪財路。

有丹麥商戶表示，“給顧客找零很費時。結算

時少用現金將有利於店內安全，也將斷掉劫匪財

路，我們不用擔心會被搶，不用花錢在監控系統

上，同時。即使被搶，根據電子交易記錄很容易追

蹤劫匪。”

談到對政府著手啟動的無現金計劃的看法，

一名丹麥民眾表示：“我上次使用現金是在去

年，而且是在國外，今年我還沒使用過現金，

我一直使用我的卡和手機付費。”在丹麥街頭，

很多推銷人員都會隨身攜帶刷卡機，甚至在教

堂旁邊都會設個刷卡機，方便做禮拜者捐款。

一名牧師表示：“很多做禮拜的人想要捐款，

但他們兜裏很少帶現金，有人就建議我設個刷

卡機，方便沒有現金的人來捐錢。這確實很方

便！”

一名在丹麥生活的華人表示：“丹麥推行去現

金化，有其自身得天獨厚的條件。首先，人少，數

字化程度高。丹斯克銀行表示有200萬用戶都在使

用他們推出的手機支付業務，而丹麥的全國人口不

過560萬，一個銀行的用戶佔了國家人口的近一

半。第二，福利高，生老病死基本上都是國家在花

錢，沒有必要用現金。”

但目前丹麥財政部通過網站發佈意見表示，郵

局、醫院、牙科診所和按摩院，還須按照法律，接

收丹麥克朗支付。

工信部談4G流量降費：
1G基礎包價格將降至50元以下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今日上午舉行國

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會議期間，工業

和資訊化部副部長尚冰表示，在4G流量

資費方面，總體上，1G手機流量基礎包

資費將下降到50元以下，同時還有一些

其他具體的優惠措施。

尚冰介紹稱國務院常務會議以後，

社會上對提速降費的問題關注很高，

2015年提速降費的具體工作目標概括起

來就是：“光纖網路加速普及、4G全面

覆蓋城鄉、接入速率大幅提升、資費水

準明顯下降。”

對此，尚冰進行了具體的介紹，他

表示，“光纖網路加速普及”是指到今

年年底，地級以上城區80%以上家庭要

具備百兆光纖接入能力，50%的地級以

上城區實現全光網路覆蓋；“4G全面覆

蓋城鄉”是指2015年底，4G基站建成超

過130萬個，實現鄉鎮以上地區4G網路

全面覆蓋；“接入速率大幅提升”是指

2015年底，直轄市和省會城市等主要城

市的寬頻用戶平均接入速率要從現在的

9Mbps提升到20Mbps，其他城市寬頻用

戶平均接入速率從7M提升到10M。同時，

我們鼓勵有條件的地區還要推廣50M、

100M等高寬頻接入服務；“資費水準明

顯下降”是指要通過促進競爭、技術升

級等多種方式推動電信企業進一步下調

資費，力爭年底前手機流量平均資費水

準和固定寬頻單位頻寬平均資費水準都

同比下降30%左右，讓廣大用戶切實得

到實惠。

據尚冰介紹，三家基礎電信企業，

都已經在落實國務院的要求準備了相應

方案，在517世界電信日之前將陸續公

佈，在固定寬頻方面，全國具備條件的

銅纜用戶都將免費升級到4Mbps，一些

城市會提速不提價，一些資費明顯偏高

的城市在提速的同時還會降費。在4G流

量資費方面，總體上，1G手

機流量基礎包資費將下降到

50元以下，同時還有一些其

他具體的優惠措施。

同時，為了保證各階段

發展目標的實現，有關部門、

各地方、相關企業將從加快

基礎設施建設、大幅提高網

路速率；有效降低網路資費、

持續提升服務水準；完善配套支援政策、

強化組織協調等方面，推出十四條舉

措。一些重點舉措包括：

在企業層面，主要是加大投入，加

快網路建設，落實提速降費舉措。總體

來講，2015-2017年的三年時間內，基礎

電信企業將投資超過1.1萬億元，其中

2015年將投資4300億元，新增光纖到戶

覆蓋家庭8000萬戶，改造4.5萬個銅纜

接入小區，建設高速大容量傳輸網路，

大幅增加網間互聯頻寬，推進集中統一

建設、深化共建共用、降低建設成本，

全力保障4G網路建設進度。

在行業層面，主要是擴大開放，促

進市場競爭、加強市場監管。充分發揮

民間資本的創新活力，通過競爭進一步

提高服務水準、降低資費。2015年底，

寬頻接入業務的開放試點城市範圍將擴

大到 30 個以上，試點企業將超過 100

家，行動通訊轉售業務到2016年將全面

開放。此外，要加強寬頻接入服務和資

費監管，打擊虛假宣傳、竊取用戶流量

等行為，保護消費者權益。同時，多部

門將加大公共財政投入，持續支援農村

和偏遠地區寬頻基礎設施建設。

在地方政府層面，主要是全面保障

寬頻網路的建設通行，在選址、環評等

多方面提供支援，解決進場難、進場貴

等問題。各市政設施、政府機關和公共

機構要向寬頻網路建設開放並提供通行

便利，禁止巧立名目收取不合理費用。

嚴格執行光纖到戶的國家強標，保障用

戶的公平選擇權。要支援現有小區的光

纖改造，禁止任何機構和個人無故阻礙

通信設施建設等。

電子支付在丹麥已是絕對主角

政府、商家、民眾一致點讚



火熱招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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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雪舞蹈學校

◆ DATE:
6/1-6/19(Session I)
6/22-7/10(Session II)

◆ TIME:
MON.- Fri.
8:00am-6:00pm

◆ TUITION:
$125/Half Day(半天）/Week（一週）
$215/Full Day(全天）/Week（一週）

˙招生年齡：4歲及以上 ˙註冊費：$20/人、$10/其他家庭成員 ˙午餐：可自帶，也可以在學校定餐$20/週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203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王朝二樓）
電話：832-691-3615 832-691-3620

暑假夏令營 開始報名啦

AA44 AA1313小說連載全美要聞

Gulf South Investment
5800 Ranchester Drive Suite 200,
Houston TX 77036南

地產
灣

Tel: 713-988-9018 JAMES LEE
Fax:(713)988-8846 Cell Phone: (832) 647-6172

購物中心出租購物中心出租：：❶❶ 位於百利大道位於百利大道1298312983 BELLAIRE HOUSTON TX,BELLAIRE HOUSTON TX, 7707277072一級棒布裴餐館招租一級棒布裴餐館招租
包括全部設備立可接手營業包括全部設備立可接手營業，，良機勿失良機勿失！！❷❷ 位於位於42254225 SIENNA PARKWAY. MISSOURI CITY TX,SIENNA PARKWAY. MISSOURI CITY TX, 7745977459 A CLASSA CLASS 購物購物
中心現有加油站便利商店中心現有加油站便利商店。。GrillGrill 餐廳餐廳，，SUBWAY,DONUTSUBWAY,DONUT店店。。PEPPEROI'SPEPPEROI'S
PIZZAPIZZA餐廳出租共有餐廳出租共有22,,234234呎可經營各式餐館及呎可經營各式餐館及PIZZAPIZZA等等。。地點佳地點佳，，近近 HEBHEB
SUPER MARKETSUPER MARKET。。另有美容院另有美容院12001200呎出租呎出租。。及寵物診所及寵物診所15001500呎出租呎出租❸❸ 19601960鬧區鬧區1313,,487487呎購物中心僅售呎購物中心僅售$$11,,080080,,000000..0000❹❹ 中國城中國城58005800 RANCHESTERRANCHESTER辦公室出租辦公室出租200200至至 1010,,000000平方呎包水電費月租平方呎包水電費月租
$$200200起起。。

(中英文應診)

★SCURLOCK TOWER
6560 Fannin, Suite 1554
Houston, TX 77030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DR. DAVID S.C. HO, M.D.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博士
田納西州大學醫學院專科
德州專科醫師執照
任教德州大學醫學院及
貝勒醫學院

腰參， 豬婆參，龍
尾參，速凍澳洲青
邊鮑，黃油鮑，各種
魚肚（花膠），哈爾
濱特產“風幹腸”新貨上市新貨上市物美價廉物美價廉

832832--655655--31383138
281281--753753--38813881

工廠直銷 代辦郵寄海參國際海參國際

9403 Bellaire Blvd., #59, Houston,

TX 77036（金城銀行右側）

以出廠價批發以出廠價批發
以批發價零售以批發價零售

全場海參全場海參
$$3535 起起//磅磅
數量有限數量有限

威斯康辛州威斯康辛州
正宗野生花旗參正宗野生花旗參

假一賠十假一賠十

教師水平高： 數學張老師：是HISD從中國聘用的，直接來休士頓教高中數學的高級教師， 這在中,
美兩國的高中領域，都是絕無僅有的。張老師具有中美兩國二十多年的教學經驗，使用中、美兩國
的教學方法教學。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提高學生的數學成績。

數學杜老師：是美國畢業的數學碩士，具有中，美高中；大學二十多年的數學教學經驗。尤其擅長
輔導Pre- Calculus and Calculus. 受到家長，學生的一致好評！

英語教師具有二十多年大學，高中的教學經驗，常年在RICE大學主講SAT, 以及現職的中小學教
師。這樣雄厚的教師隊伍，是學生們學到更多的知識，提高成績的根本保證。

家長朋友們：如果你對孩子現在的成績不滿意，或者是想讓孩子多學一些知識，那就趕快把孩子送
到育才學校來吧！我們會根據你孩子的情況，制定教學計劃的。育才學校提供的是高水準的(GT) 教
學，適合2—12 年級的學生。我們同時也提供一對一的教學服務。育才學校歡迎你們的到來！

育才學校育才學校 Double Star Academy

Saturday and Summer School Cell：713-259-1565
地址：9730 Town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數學： 2—6 Grade Math GT Class
3—4 年級Word Problems Solving ;Number Sense; Math Count 奧數
5—6 年級Word Problems Solving ;Number Sense; Math Count 奧數
7—9年級 Word Problems Solving ; Math Count
SAT；Pre-Algebra; Algebra 1; Algebra 2; Geometry; Pre-Calculus; Calculus。

英語： 2—6 grade Reading; writing; Vocabulary ; grammar；7—12 grade Reading ; Writing ; SAT

暑期班現在開始報名了！6/8-8/7日開課

GT Learning Academy

• 每周的課程安排：
1. 小學部：

時間 課程安排A 課程安排B
7:30-9:00am Before Camp Care Before Camp Care
9:00-9:50 漢學熏陶，國學文化賞析 英文, 數學
10:00-10:50 漢學熏陶，國學文化賞析 英文, 數學
11:00-11:50 英文，數學 英文, 數學
12:00-1:30pm Lunch & Break Lunch & Break
1:40-2:40 舞蹈，武術, 乒乓球，繪畫 武術功夫
2:50-4:00 舞蹈，武術, 乒乓球，繪畫 武術功夫
4:00-4:30 Snack time Snack time
4:30-5:30 Craft activities 乒乓球
5:30-7:00 After Camp Care After Camp Care

TEL: 281-947-2410, 281-201-2803
（糖城大華超市旁）

校址：3410-A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網址：gtlearningacademy.com
Email: gtlearningacademy@gmail.com

新世紀學院

2. 中學部:

漢學熏陶 國學文化賞析 加強英文閱讀及寫作練習

• 夏令營時間：6月8日--8月21日 十一周
• 報名截止日期：5/31/2015

3. 高中部:

7:30-9:00 Before Camp Care
9:00-10:30 ELA Geometry
10:30-12:00 Algebra 1 Biology
12:00-1:00 Lunch
1:00-2:00 Games/Activities(Board Games,Chess,Sports)
2:00-4:30 Enrichment Classes

(Creative writing, art, summer reading,
dancing, music, drawing, etc.)

4:30-6:00 Entertaining Activities
6:00-7:00 After Camp Care

9:00-10:30 Geometry ACT AMC10,12
10:30-12:00 Algebra 1 Biology SAT/PSAT
12:00-1:00 Lunch
1:00-2:30 Algebra 11 Pre-Cal AP-Biology
2:30-4:00 Chem1/Chem11 Physics1/ Physics11 Calculus

2015夏令營開始招生了！
現已開放註冊！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拔牙，補牙，鑲牙，植牙，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 N2O 笑氣鎮靜結合STA電腦麻醉機，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全美中醫師執照 NCCAOM
˙德州中醫師執照 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 皮膚科碩士
˙師從中國著名中醫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尤其擅長中藥外治，針對患者個體差異配

制中藥洗劑，使用冷敷 熱敷 噴霧 熏洗等
方式，結合中藥內服 穴療 針灸等治療
手段，達到見效快 副作用小的效果。

A 痤瘡 酒糟鼻 脂溢性皮炎 口周皮炎 黃
褐斑 異位性皮炎 濕疹 蕁麻疹 接觸性皮

炎 玫瑰糠疹 癢疹 瘙癢癥 過敏性紫癜 白塞氏病 皮
膚變應性血管炎 雷諾氏病 帶狀皰疹及後遺神經
痛 傳染性軟疣 扁平疣 毛囊炎癤 手足癬 體癬 銀屑
病紅皮病白癜風脫發

主治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te 238,Houston,TX 77036 (國泰銀行樓上)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大皰性疾病（天皰瘡類天皰瘡皰疹樣皮炎家族性良性慢性天皰瘡）
D 冬病夏治 根據中醫“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理論，利用夏季人體陽氣旺盛，
治療一些慢性疾病，達到標本兼治、預防保健的作用（慢性支氣管炎、過敏性鼻
炎風濕性疾病、痛經、脾胃虛寒平素易感冒等）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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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休士頓華嚴蓮社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休士頓華嚴蓮社每週開放七天（週一至週
六上午9：00～下午5：00）。每週日皆
有法會，由上午9：00～下午5：00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禮拜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九時起 每月第二個星期日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三個星期日
禮拜藥師經 九時起 每月第四個星期日
禮拜萬佛/彌勒三經 九時起 每月第五個星期日

地址：9369 Wilcrest Dr.,Houston,TX 77099
電話：（281）495-9700or (281)879-4485
傳真：（281）498-2984

每月定期共修法會及活動

星期日 2015年5月24日 Sunday, May 24, 2015 星期日 2015年5月24日 Sunday, May 24, 2015

美國或禁止使用反式脂肪

食品加工業者遭打擊

綜合報導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可

能最快在本週宣佈禁用反式脂肪。食藥

局估計，禁用反式脂肪，每年能預防

20000人心臟病突發和7000人死於心臟

病，不過，此舉會讓食品業者成本大增

，業者打算請願，希望食藥局准許一些

例外。

曾擔任白宮資深營養顧問的卡斯表

示：“這是公共健康的一大勝利，在食

品領域裏，很少有行動能造成這麼大的

衝擊。”

20世紀50年代，大眾認為動物油(如

豬油和牛油)含有的飽和脂肪不利健康，

開始偏好在液體植物油中加入氫氣而製

成的反式脂肪，反式脂肪能維持食品的

色澤、美味和鹽分，並延長保存期限，

因此長期風行。不過，20世紀90年代以

來，大量研究顯示心血管疾病與攝取反

式脂肪有關，攝取反式脂肪會讓壞膽固

醇增加，好膽固醇減少。

2003年美國規定食品營養標簽應標

示反式脂肪含量，從那時開始的十年

內，美國消費者平均每天的反式脂肪

攝取量從4克降到1克。2013年，食藥

局宣佈“一般認為安全”的反式脂肪

並不安全。

美國食品業已在最大同業公會

“食品雜貨製造商協會”主導下，花

幾個月撰寫請願書，並於近日提交給

食藥局。雜貨協會幹部強調，食品業

正在蒐集能證明反式脂肪“無害”的

科學根據。

專家指出，能夠取代反式脂肪的包

括椰油、棕櫚油等其他植物油，或少量

的飽和脂肪，或混合單元不飽和脂肪及

多元不飽和脂肪。

美國智慧手機
使用者低齡化

最小僅2歲

美共和黨人擔憂太多黨員
參加大選會引發初選混戰
綜合報導 日前，美國2016年即

將舉行總統大選，共和黨方面已經陸

續有多位人選公開表態參選，遠比民

主黨熱鬧，不過共和黨領導人目前擔

心的是參加初選者人數頗多、背景各

異，初選就出現混戰。

報道稱，俄亥俄州共和黨領袖博

格斯等主要的共和黨人擔心，共和黨

初選成為一場理念之爭。俄克拉何馬

州前州長基廷說，人多無疑會引人矚

目，“但也可能帶來問題，若看起來

像亂局，人們就會轉換頻道。”

阿肯色州前州長赫卡比說：“選

戰不是為了讓媒體看戲、給大眾提供

娛樂，不是要讓反對黨看熱鬧。”

報道稱，共和黨要向白宮挺進，

得先處理好組織問題。首先，共和黨

並沒有顯著的候選人。目前傑布· 布

希本人尚未作出決定，而且，他近來

因伊拉克戰爭和他哥哥小布希的總統

政績而失言，顯露本身的不足。預料

，共和黨的內部較量會持續至2016年

春季。

分析稱，共和黨沒有出眾的候選

人，有的是一組各有所長的候選人。

威斯康星州長沃克(Scott Walker)1 月

間決定參選後，排名接近榜首；祖籍

古巴的佛羅裏達州參議員魯比奧(Mar-

co Rubio)4月參選後，憑著魅力與活

力迅速爬升；其他引起矚目的還有惠

普公司前總裁菲奧裏納(Carly Fiorina)

，她在斯科茨代爾講話時對希拉裏的

尖銳批評，引起共和黨人的注意。

此外，有參選意願的共和黨人可

能得付出數千萬美元的開支，共和黨

可能在意識形態上向右傾，為了社會

問題與外交政策等的立場而在選舉中

處於劣勢。據估計，有20個共和黨人

可能表態參選；共和黨可能篩選約10

名候選人參加初選。

另一方面，民主黨方面有出眾的

前國務卿希拉裏，雖然共和黨人指她

醜聞纏身、不合時宜，但她的政治耐

力不容共和黨忽視。

綜合報導 美國兒科醫學協會(Pe-

diatric Academic Societies)在美國聖迭

戈市舉行年度會議，併發布調查報告

，顯示美國超過一半以上的低收入家

庭2歲左右的幼兒使用智慧手機或平

板電腦，使用時間超過1小時。

此外，美國1/3低收入家庭幼兒

在1歲時就開始接觸電子移動設備。

在另一份由Common Sense Media

調查的報告中，也顯示2013年有38%

的美國2歲兒童使用智慧手機和平板

電腦，比2011年增加10%。約有72%

的8歲及以下兒童使用移動設備進行

諸如玩遊戲、看視頻等操作，比2011

年提高了38%。

然而目前還未有更多深度調查

，如研究移動設備對低齡兒童產生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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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毒只有三層袁 應該可以
比我好得多噎噎" 梅長蘇的視線袁
輕柔地落在床上安睡的人身上袁用
手巾掩住嘴袁壓抑着低低的咳嗽袁一
路走到外間遥

飛流奔過來爲他拍背袁 一眼看
見他腕間包紮的白巾袁大怒地指着袁
問道院"誰钥 "

"我自己不小心遥 "梅長蘇不停

地咳着袁胸口越來越悶袁腦子也漸漸
開始發暈遥

他心知不妙袁 立即用顫抖的手
從懷里摸出一只小瓶袁 倒了粒殷紅
的藥丸出來呑下袁 將身子伏在了桌
上遥

飛流記得袁 每次蘇哥哥吃這種
藥時情况都是最糟的袁 頓時驚惶失
措袁繞着他轉了好幾圈兒袁突然冲到

屋外袁大聲叫道院"水牛浴 水牛浴 "

第一百五十章 迷夜
聽到飛流的聲音時袁蕭景琰剛剛送了靜妃回來袁正準備坐下

審定第一批獲賞的名單遥
一開始他以爲聽錯了袁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是在叫自己袁忙

奔了出去遥
院中守衛的親兵們都呆呆地看着飛流袁 顯然不知道他在喊

什么袁飛流也根本把這些人當成擺設袁直到看見靖王時袁才向身
後一指袁道院"蘇哥哥浴 "

靖王心知不好袁趕緊搶進去一看袁果見梅長蘇靠在桌上動也
不動袁扶住在燈下細瞧袁人已暈迷不醒袁身上的體溫低得嚇人袁忙
將他抱了起來袁可室內臥床上已經有人袁飛流的床又差不多算是
地鋪袁猶豫了一下袁抱進了自己的主屋袁命人立即去請太醫遥

靖親王見召袁太醫自然跑得飛快袁可給病人診完脈後袁卻又
半天説不出話來遥

"殿下等着呢袁到底診完沒有钥 "隨侍在旁的列戰英着急地

催問遥
"回稟殿下袁"太醫爲難地躬身道袁"從病人外感表症來看袁

似是寒症袁可細究脈象袁卻火燥旺盛袁這表本迥然大異噎噎卑職
以前從未見過袁不敢輕易下藥袁請求會診遥 "

"會診钥 "靖王轉向列戰英袁"你去袁隨駕的太醫袁全都召來遥
列戰英答應一聲袁正要朝外走袁床上卻傳來虛弱的阻止聲院"

不必了噎噎"靖王忙伸手相扶袁幫着梅長蘇坐起來了一點袁靠在
床頭仰枕上遥

帳簾掀動袁多鐸滿臉忿怒的走了進來袁才打了個照面袁他微微一愣袁果然冲我開
火院"滾出去浴"我忙低下頭袁小心翼翼的繞過他往門口挨過去袁才走了兩三步袁鼻樑上
一痛袁我與隨後進帳的多爾袞撞了個正着遥

"又想溜哪去钥 "我故作卑怯的行禮袁小聲説院"十五爺有令袁讓我滾出去袁我不敢
不滾浴"多爾袞愣了下袁忽然放聲大笑袁摟着我的肩膀説道院"不打緊浴不打緊噎噎十五
爺讓你滾出去袁 十四爺再讓你滾進來就是了浴 ""哥 --"多鐸惱怒的拖長聲音表示不

滿袁"她分明就是奸細袁你爲何獨獨袒護于她钥 把她一刀砍了袁眼不見心不煩袁省心又
省事浴 ""你哪里是煩她來着噎噎"多爾袞淡淡的説袁"大汗不過就是説了你兩句袁又沒
怎么着你袁至於發那么大火嗎钥 ""我就是想不明白浴 "砰地聲袁多鐸一集重拳砸在支帳
篷的梁柱上袁砸得帳篷頂上簌簌落下一層灰來袁聲勢驚人袁"漢人有什么好钥不過是一
群奸佞小人袁卑賤奴才噎噎大汗抬舉那些漢臣也就罷了袁如今倒好袁輕信那個狗屁祖
大壽袁被他三言兩語幾句好話一説就腦袋發昏的把人給放了回去遥 漢人他媽的全是
説話不算數的小人袁祖大壽食言而肥袁今天居然還有臉遣人送來一封狗屁信袁説什么
子侄望加體恤撫養浴我呸袁眞正氣煞人浴我就不明白了袁殺了那些雜碎小人以儆效尤袁
振我軍威袁有何不可钥明明是對方毀約在先袁背信棄義袁爲何大汗還不許殺了他們袁竟
決意要恩養姓祖的一家子钥我不明白浴我就是想不明白浴 ""多鐸浴 "多爾袞厲喝一聲袁
制止住弟弟的過激行爲袁"大汗這么做自然有大汗的道理浴 ""他有什么道理钥 "多鐸用

力掙開哥哥的手臂袁憤聲道袁"他就一心向着漢人袁學漢人的東西袁開科舉袁還設六部
噎噎""這些東西並不壞浴 好東西應當接受噎噎""一味的偏信漢人袁最後弄得被祖大
壽戲耍袁這難道也是好的钥 "多爾袞眉心擰起袁語重心長的説院"你怎么老是這般容易

冲動呢钥最沒腦子的那個人是你袁絶對不會是八哥遥他是什么人钥會沒有事先料到祖
大壽的意圖袁他心里其實早就有數了噎噎""那還眼睜睜的放那小人回去钥 ""以後咱

們打的仗會更多袁降服的漢人也會更多噎噎咱們女眞人再厲害袁人口總是有限的袁比
不得漢人袁所以不能一味的打壓袁要學會以漢制漢遥 大汗之所以對祖大壽這般寬容袁
何嘗不是做給那些漢人降臣們看的钥 經此事例袁再把紫禁城里那個不明是非忠奸的
崇禎皇帝袁與大汗這般的容人大度放在一起作比較袁哪個人更具明君氣度袁在漢臣心
中當可立見分曉遥 "多鐸聽得目瞪口獃袁多爾袞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袁"八哥做事袁你
還信服不過么钥 "多鐸啞然無聲遥

"所以袁祖大壽的子侄親族一律不能殺浴不僅不能殺袁咱們還得好好恩養他們袁讓
那些降服的漢人安下心來遥以後再與明對仗袁勸降時會有更多的人願意主動臣服袁而
不再是負隅頑抗噎噎此乃攻心之上策遥 "我在一旁聽多爾袞分析得頭頭是道袁心中倍
感寬慰和喜悅遥

喬落卻是恨得不行袁又生氣又委屈袁説完話扭頭就走遥
賀遲在心里嘆着氣袁嘆得甜蜜而且認命遥看她的小高跟鞋一拐一拐的
也沒當回事袁先返回會場給她取披肩怕她着涼袁誰知追出來不見人影袁
沒想到她噔噔噔地還走得挺麻利遥
問了保安才知道她已怒氣冲冲地上了出租車揚長而去袁 賀遲有點兒
心急夜風太涼袁趕緊提了車直接朝她家的方向追去遥一路上左右留意也
沒看見喬落袁一直開到喬落家袁還沒想好上不上去袁就遇見在花園里遛
彎兒的喬父遥 喬父看見賀遲一怔袁脫口問院"怎么今天就過來了钥 "

賀遲憨厚地撓撓頭袁笑得傻氣院"説不定以後天天都能過來了遥 "

喬父一聽揚起雙眉袁由衷地露出一個父親關懷的微笑遥
賀遲第一次拜訪喬父的時候袁喬志國才剛出來沒多長時間袁算來是他
和喬落從黃山回來後不久的事袁當時的喬父並不待見他遥
但是他只要有空就在街心花園里候着喬志國袁風雨無阻袁搞得花園里
其他與喬志國相熟的老人家都開始説院"老喬啊袁這小伙子多好啊袁咋不
答理孩子呢钥 "

最後喬志國終于扛不住了袁 扯開天窗説亮話院"賀遲袁 我對你沒有意
見遥 我聽小落説過你們以前的事袁我心里對你是很感激的袁但小落不希
望我管你們的事我也就不管遥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袁但這事我幫不了忙袁
要她來拿主意遥 况且站在我的立場袁我並不看好你們二人的將來遥 "

喬志國説這番話時正是喬落同時拒絶了顧意冬和賀遲做出第三個答

案的時候遥 那一個月賀遲變得分外沉默袁喬落的心情也非常低迷袁喬志
國看着心下也有點瞭然感嘅遥試探了喬落幾次都被她打哈哈帶過袁他卻
在女兒眼底看到了深切的愴然遥 但那個時候他並不能確定這份愴然是
源自顧意冬還是賀遲袁所以他並不想作什么擔保遥 他知道袁女兒幸福的
路太坎坷了袁他絲毫不敢妄動遥可是他看着眼前俊朗的男孩子明顯地憔
悴下來袁心中也起了憐惜袁所以主動説了上面的話遥
誰知賀遲非常上道袁他第二天就拿來了一副紅木象棋袁誠懇地説院"喬

叔袁我知道您顧慮的是什么袁我的部分我可以全部處理好袁不讓落落受
任何委屈遥 至於其他的我會證明給您看袁她心里的那個人是我袁也只有
我能給她幸福遥 "

後來賀遲回到了喬落的生活中袁喬志國旁觀着袁看到女兒臉上的笑容
越來越多袁神態越來越恬然自在袁他心中也開始慢慢相信尧慢慢接受袁畢
竟沒有什么比女兒的快樂更重要了遥結果忽然有一天喬落回來跟他説院
"爸袁你想沒想過搬家钥 我是説袁離開北京钥 "

"對對對袁 都站在外面做什么呢钥 "秦彥之笑着看了眼女兒袁"喬

喬袁很累了吧袁先休息一下袁然後我們開飯袁這次你夏阿姨給你做了不
少好吃的噎噎"

聽了秦彥之的話袁秦予喬笑了眼夏蕓院"謝謝夏阿姨遥"如果什么是

需要時間才會懂的道理袁秦予喬很遺憾自己爲什么現在才知道這個道
理袁那就是永遠不要爲了氣外人對付自家人遥 可能正要爲自己的壯烈
喝彩的時候袁她們也正在偷笑你傻氣遥

"喬喬噎噎"就在一幫人進門的時候袁夏姸靑對她笑了笑袁不過秦
予喬對着夏姸靑眞笑不出來袁 當夏姸靑要過來推奶奶進門的時候袁秦
予喬已經將手放在輪椅上院"奶奶袁我推你進去好不好钥 "

"好啊好啊遥 "秦老太太樂呵呵地笑着袁眼睛還一直瞅着希睿看遥
希睿呢袁知道老太正在看他袁仰着小臉連忙對老太自我介紹袁"老

太袁我叫陸希睿袁大陸的陸袁希望的希袁睿智的睿袁你叫我睿睿就可以了
噎噎"秦予喬被希睿逗樂了袁 彎□ 趴在奶奶的耳邊袁 適時吿訴她院"奶

奶袁睿睿眞的是我的兒子噎噎"説完袁余光輕掃了眼夏姸靑袁她抿抿唇袁
大概是覺得她搶走了原本她的位子袁神色失落地走到江華的身邊遥

剛剛秦予喬説出睿睿身份的聲音並不輕袁至少周維的人肯定都聽
清了遥 秦予喬不知道秦彥之有沒有吿訴家里人袁不過她看了眼夏蕓她
們的反應袁看着是像不知道的遥 不過江華卻是一副猜到的樣子遥

至於秦老太太袁其實秦彥之從白天瑜那里知道所有事情就吿訴她
了袁但是總歸這事是不是孫女親口説出來袁總有點不相信袁現在喬喬也
説了袁而且人也看到了袁她還眞沒什么懷疑的遥

而且有些事袁 從別人嘴里聽到和當事人親口説出來也是不一樣
的遥不管是喬喬未婚生子這事袁還是喬喬出過車禍這事袁秦老太太昨天
從秦彥之那里知道的時候已經百感交集哭了好幾次袁今天再聽孫女説
她車禍醒來很想奶奶時袁秦老太太眼淚又止不住了遥

噎噎
秦予喬是單獨對着奶奶説她在國外的一些事袁 也都是車禍後的

車袁她如何接受治療袁她因爲治療變得多胖遥
中式的房間沒有其他外人袁就只有她和奶奶袁在奶奶的梳妝桌上袁

她立在奶奶的身後給奶奶梳着頭髮袁鏡子里奶奶抹着眼淚袁而秦予喬
梳着梳着也開始掉淚了院"奶奶袁你白頭髮多了好多遥 "

陸子言的別有用心袁寧汐早已察覺出了端倪袁卻也不好明着拒絶遥 只
好避而不見袁希望陸子言早日歇了那份心思遥 所以袁今天一聽説是陸子言
來了袁她故意找了藉口避開遥 怎么也沒料到寧有方去了這么久都沒回來遥

難道袁這次是眞的有什么要緊事嗎钥
張展瑜在一旁自言自語院"師傅去了這么久袁 該不是眞的有什么大事

吧 "

被他這么一説袁寧汐的心里也忐忑不安了袁想了想袁便説道院"張大哥袁
我現在就到前面去看看遥 這兒的事就都交給你了遥 "小廚房里還有兩個二

廚在袁也能勉強應付兩三桌宴席了遥
張展瑜二話不説點頭應了袁目送着寧汐出了小廚房袁眼底飛快的閃過

一絲落寞遥
寧汐一路小跑到了前樓袁不假思索的上了二樓遥 依着陸子言的習慣袁

應該還在荷花廳里才是遥
寧汐毫不遲疑的去敲了敲門袁 果然聽到里面傳來了孫掌櫃的聲音院"

誰在外面钥 "

寧汐笑着應道院"孫伯伯袁是我 "

前來開門的袁卻是寧有方院"汐兒袁你來的正好袁快些進來遥 "一臉激動

興奮的笑容遥
寧汐笑着點點頭袁走了進去遥 心里卻暗暗奇怪袁難道又有什么好事了

嗎钥 不然袁寧有方怎么會高興成這副樣子钥
陸子言的眼眸早已亮了起來袁言行舉止卻很含蓄袁微笑着和寧汐打了

招呼遥

寧汐回以更禮貌的淺笑院"見過東家少爺 "

陸子言心里略過一絲失落袁臉上卻絲毫不露袁笑着説道院"寧汐妹妹

也太多禮了袁我比你虛長幾歲袁你叫我陸大哥就行了遥 "

寧汐抿唇一笑袁卻並沒改口院"多謝東家少爺的美意遥 "

陸子言深深的凝視了寧汐一眼袁眼底閃過一絲挫敗遥
她明明是個慧黠可愛的女孩子袁口齒伶俐能言善道袁可到了他面前袁

卻總是那么拘謹遥 甚至連笑容都很吝嗇噎噎
寧汐卻沒心思去顧慮他的心情袁笑眯眯的轉向寧有方院"爹袁你們到

底在商量什么要事嘛我等了半天也不見你回來袁只好找過來了遥 "

寧有方咧嘴一笑院"汐兒袁這可是件大大的好事遥 你來一起聽聽也好遥
"

寧汐的好奇心被高高的掉了起來院"到底是什么好事钥 "

寧有方正待張口袁就聽陸子言笑着接道院"寧汐妹妹袁這事説來話長遥
你先坐下袁我慢慢説給你聽 "

他這么熱情袁寧汐也不好過分的拒人千里袁只得笑着點了點頭袁在寧
有方的身邊坐了下來遥

陸子言精神一振院"事情是這樣的遥 前幾天袁我接到了京城那邊的來
信遥 是我表弟派人送來的噎噎"

京城钥 表弟钥
這事怎么又和容瑾扯上關係了钥寧汐不自覺的皺了皺眉頭遥心里忽的

生出一絲不妙的預感遥
果然袁在聽到接下來的話之後袁寧汐的眉頭皺的愈發緊了遥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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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Tel: 281281--933933--00020002 Fax:Fax: 281281--933933--9898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 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天天學中文！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

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校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中英雙語幼兒園 （1歲半～5歲）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騰龍課後班 After School
全新校車接送﹑分班制﹑教學中﹑英﹑數﹑GT等豐
富多彩﹐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請上網查閱課程內容及師資

SAT / ACT / PSAT / Duke TIP
英文數學老師分開授課

上課地點: KIPP, 8440 Westpark Dr. Houston,77063 辦公室: 6203 Corporate Dr. Houston,77036

課程獨家設計課程獨家設計
特邀優質教師特邀優質教師

電話垂詢電話垂詢﹕﹕713713--777777--16881688

名符其實高品質教育，集休城一流教師於一校，
一流教學環境，培養一流學生進一流大學。來智勝

招生對象：2-12年級

2015暑期班招生

英文：2 - 6年級閱讀, 詞彙, 文法, 寫作
7 - 12年級閱讀, 詞彙, 文法, 寫作, 英文文學
(AP English Literature), Advanced Reading &
Vocabulary, Advanced Writing & Grammar

數學：2-6年級數學, 數學應用問題, 奧林匹克數學,
初, 高中年級：Pre-Algebra, Algebra I,
Algebra I, Contest Math, Geometry,
Pr-Calculus, Calculus, Statistic

科學：GT Challenge, Biology, Chemistry, Physics, Pre-AP & AP Classes
其他：Spanish, 全新中文, 演講及談判技巧, 領導才能, 科學研究設計,

世界歷史＆德州歷史, 大學申請輔導, 機器人設計，電腦&Java程序設計，
英文書寫和打字，國際象棋及各種才藝，少林功夫，乒乓球，交遊活動

4/11（星期六）
OPEN HOUSE
11:00AM - 12:00PM

6/15 - 8/7（每週一至五上課）(報名截止日6/12)

第一期6/15-7/10，第二期7/13-8/7

全方位全方位文體活動
文體活動打造一流夏令營

打造一流夏令營

˙糖城2600呎Climents High﹑小學﹑初中頂尖學區靚宅﹐4/2.5/2.全新廚房﹐全新衛浴裝修﹐木地板﹐帶泳池廣闊綠地景觀﹐近圖書館﹑郵局,
First Colony Mall,6號及59號公路﹐極其方便﹐月底上市﹐$36.8萬﹐同款同區﹐$38.8萬過戶﹒

˙Missouri City﹐2005年建﹐3/2.5/2﹐2300呎﹐全新裝修﹐大理石臺面﹐木地板﹐近90及第五大道﹐便利於醫療中心工作人士和休大學生﹐
全區低價﹐僅$18.6萬,可租$1600-$1700每月﹒

˙Missouri City﹐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好學區﹐2600呎﹐$28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
˙59及8號公路﹐二室一廳﹐1100sft Condo﹐轉讓僅$2.3萬﹐長租客$650月﹐好投資﹒

地產
精選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Amy Shao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管理管理++貸款貸款

專
精
糖
城
附
近
新
屋

貸款﹕貸款利率歷史新低﹐買屋重貸均為良機
助您買到夢之屋﹐投資房亦可

※精於投資房地產買賣﹐批發價
一般低於市價30%-50%

請上網查詢請上網查詢www.har.com/amyshaorealtywww.har.com/amyshaorealty鑫匯地產鑫匯地產
832-878-8988 713-931-8601(O)

特別
推薦

◆糖城，Hwy6大型辦公室分租，靠近99大華，適用於課後教育，午蹈教室及大型聚會，長期、短期、臨時均可。低於市價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Katy on Mason Rd. 租$1500，1500呎交通繁忙地段Office Condo租，內有多間辦公室、大廳，適用於辦公室生意

星期日 2015年5月24日 Sunday, May 24, 2015 星期日 2015年5月24日 Sunday, May 24, 2015

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1. 旺中餐館出售，旺地，好生意。另在達拉斯，大型Buffet店出售，生意好。
2. Motel. 28間房小區旅館，生意好，僅售28萬，近城中心Downtown
3. 西南區，靠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兩層樓房2仟多呎，主臥房在樓下，售17萬多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商業地產、購物商場、商業大樓、倉庫廠房
土地開發、農場用地、公寓旅館、餐館商店

專精專精

買賣買賣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Email:perryhu8@yahoo.com

英國切爾西花展正式對公眾開放英國切爾西花展正式對公眾開放
民眾冒雨參觀民眾冒雨參觀

英國倫敦，遊客參觀切爾西花展。當天花展正式向公眾開放。切爾西花展自1913年開
始舉辦，預計將吸引15.7萬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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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英國倫敦，，英國一位植物學家和歷史學家表示英國一位植物學家和歷史學家表示，，他在一本他在一本400400年前出版的植物學巨著裏發現了文年前出版的植物學巨著裏發現了文
豪莎士比亞的豪莎士比亞的““真面目真面目”。”。而且而且，，這幅畫像應該是目前已知唯一的莎士比亞在世時繪製的肖像這幅畫像應該是目前已知唯一的莎士比亞在世時繪製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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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22日宣布，本球季最佳領隊以及最佳球員，得
主分別是摩連奴和夏薩特，冠軍球隊車路士包辦了這兩大獎項。這是“摩
佬”自2004/05以及2005/06球季後歷來第3度當選英超球季最佳主帥，
亦是葡萄牙“寸王”去年回掌車仔後的第一次。至於比利時球星夏薩特，
今季聯賽貢獻了14個入球和9次助攻，不時打破僵局以及攻入奠勝球，對
車仔奪冠的功勞甚大。“夏神”之前已榮膺分別由足球員同業以及足球記
者選出的英格蘭兩大本球季“足球先生”殊榮。不過，夏薩特由於在剝智
慧齒後牙痛，缺席煞科戰。

■記者梁志達

沙維21日在記者會上宣布今季離
隊的消息，來季轉赴卡塔爾聯
賽淘金。巴塞青訓出道的沙維
1998年首替巴塞一線隊披甲，17
年間上陣763場列隊史之首，贏得
23個冠軍，包括西甲聯賽8次稱
王，還有3座歐聯獎盃。近十多年
巴塞重拾霸氣踢出妙絕的“Ti-
ki-taka”傳控足球，沙維被視為是
這一輝煌時代的領軍人物。

特別版球衣 戰友致敬
23日巴塞為沙維舉行告別儀式，球

員將身穿特別版球衣感謝沙維，同時今晚也
是球隊的西甲登基典禮。沙維踢畢此役後在巴
塞餘下的就只剩歐聯決賽及西班牙盃決賽，由
於他今季已淡出主力陣容，相信已經35歲的
“傳球大師”屆時出任正選的可能性不大。

阿根廷球王美斯向這位老大哥致敬：
“沙維送出的傳球只有他才能看得出，很高
興能跟他做隊友。”2009年帶領巴塞橫掃六
冠的時任教頭哥迪奧拿道：“沙維能詮釋巴
塞DNA，他有種對漂亮足球的獨特味覺，一
直很謙虛和忠誠。”巴塞宿敵皇家馬德里隊
長卡斯拿斯也識英雄重英雄：“常被問選巴
塞哪人過檔可改變到皇馬，我每年都會答是
沙維。”

心儀普巴、根度簡、藍斯
綜合歐洲報章傳聞，祖雲達斯法國天才

保羅普巴、多蒙特德國國腳根度簡和阿仙奴
的威爾斯球星艾朗藍斯，都是巴塞物色新中
場的目標。若是普巴，巴塞會出到約合7億
港元的轉會費；若是藍斯，巴塞則願出約合
6億港元。為增財源，巴塞亦擬標價約合18
億港元出售主場冠名贊助權。

■記者梁志達

難留史達寧

利物浦領隊羅渣士周五出庭，他被已分
居的妻子蘇珊起訴，要求支付贍養費。42歲
的羅渣士和40歲的蘇珊去年開始分居，至今
尚未正式離婚。他們婚姻持續了14年，育有
一子一女。目前，羅渣士和31歲的前利物浦
球會職員夏洛特成為了一對。最新消息稱，
羅渣士已跟蘇珊達成協議，每月支付對方大
約數千英鎊贍養費。

“有信心履行完2年合約”
至於利記同史達寧的續約風波，這位英

格蘭鋒線新秀的經理人華特日前表明“他肯
定不續約，不論周薪是70萬、80萬還是90萬
英鎊。”紅軍本希望通過談判能勸說史達寧
留下，史達寧同利記周薪3.5萬英鎊的合同到
2017年才到期。羅渣士強調，有信心史達寧
會在約滿前留守紅軍。 ■綜合外電

羅渣士又被追贍養費
西班牙甲組足球聯賽今西班牙甲組足球聯賽今

晚煞科晚煞科，，上周已提前封王的巴上周已提前封王的巴

塞羅那主場迎戰拉科魯尼亞塞羅那主場迎戰拉科魯尼亞，，重重

點是為球會貢獻點是為球會貢獻 1717 年的年的““傳球大傳球大

師師””沙維舉行歡送派對沙維舉行歡送派對，，球員會穿上球員會穿上

特別版球衣出戰特別版球衣出戰。。

■■羅渣士日前與現任女友羅渣士日前與現任女友
夏洛特出席頒獎禮夏洛特出席頒獎禮。。

■■史達寧被利物浦球迷史達寧被利物浦球迷
鬧鬧““反骨反骨”。”。 法新社法新社

■■費高數月前才宣布參費高數月前才宣布參
選選。。 路透社路透社

■■摩連奴摩連奴（（中中））認為這個獎項車仔教練組上下都有功勞認為這個獎項車仔教練組上下都有功勞。。 車路士車路士TwitterTwitter

■■巴塞今仗的波衫心巴塞今仗的波衫心
口會印上感謝沙維的口會印上感謝沙維的
字樣字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沙維最後一沙維最後一

次在西甲聯賽次在西甲聯賽
中披甲中披甲。。

法新社法新社

摩佬 夏神包辦英超最佳

葡萄牙前任“世界足球先生”費高不滿國際足協
（FIFA）主席競選辦法，21日宣布退選。他在社交網
表示，FIFA主席競選過程竟無候選人的公開辯論，現
任主席白禮達居然沒提交競選宣言，通過投票將絕對
權力授予一個人，這是他不能認同的。費高還說，他
在過去數月於世界各地見識過一系列鬧劇，使足球蒙
羞。“有些足協主席私下將FIFA的高官比作魔鬼，而
第二天又將這些人比作上帝。”費高退選前一天已有
荷蘭足總主席雲柏基退選，目前只有約旦阿里王子挑
戰角逐連任的白禮達。 ■新華社

不滿黑箱作業
費高退選FIFA主席

24日正式開鑼的今屆法網，去屆
男、女單冠軍西班牙的拿度和俄羅斯
美女舒拉寶娃(舒娃)22日出席抽籤活
動，結果身為6號種子的拿度被編到
男單的第2組，若扶搖直上的話先要
硬碰保加利亞名將迪米杜夫，繼而在
8強遇上世界“一哥”、今年成績甚
佳的塞爾維亞好手祖高域，提前上演

戲碼可媲美決賽的大戰！
目標是贏得第10座法網獎盃的拿

度，前日獲得巴黎頒發榮譽獎項，表揚
他在法網的卓越成績。基本上在男單上
半區，祖高域和拿度的對決可謂是最矚
目，勝出者將與英國的梅利、克羅地亞
的施歷或西班牙的費拿等人爭入決賽。
而下半區2號種子瑞士的費達拿，則有

很大機會在8強碰到剛於日內瓦賽8強
出局的同胞華連卡。

日本頭號球手錦織圭的對手不算太
強，殺入8強的機會不俗。可惜是加拿
大球手、原為6號種子的拉奧歷22日以
傷勢未癒為由宣布退出。

女單方面，“中國金花”張帥若在
首輪晉級，即要面對前“一姐”白俄羅

斯的阿薩蘭卡，過了這關後則是世界
“一姐”美國的莎蓮娜威廉絲(細威)，
籤運可謂很差。細威在16強有機會碰
上胞姊維納絲威廉絲(大威)。在下半
區。另一“中國金花”彭帥則跟塞爾維
亞的伊雲奴域和俄羅斯的馬卡露娃身處
同一組，就算有幸連過兩關也得再拚羅
馬尼亞的夏莉普，因此如能躋身8強已
算極有交代了。“舒娃”的對手不算太
強，要成為8強之一應不存太大問題。

另外，今屆法網有6名中國女球手
參加女單預賽，當中包括朱琳和段瑩瑩
等，最終全在預賽的首輪及次輪出局，
無一能藉預賽席位進入正賽。至於男單
預賽則出現打足4個半鐘的馬拉松賽
果，最後一盤要打到27:25才分出高
下。 ■記者 鄺御龍

法網抽籤結果
祖高域最快八強撼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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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利益豁免(NIW)
˙傑出人才綠卡(EB-1)
˙投資移民(EB-5)
˙勞工證(PERM)
˙跨國公司主管/

經理簽證(EB-1C)
˙工作簽證H-1B及L-1
˙親屬移民/

其它非移民簽證
˙商法及併購法鮑菲

移民˙綠卡˙簽證
˙十九年傑出服務品質保證

˙21位資深美國執照律師 ˙數千例成功案例
˙Oracle客戶管理系統 ˙客戶遍布全美

˙休斯頓/矽谷/紐約/洛杉磯/芝加哥/奧斯汀/西雅圖七地辦公

如果您正考慮申請綠卡，
請將簡歷發到info@hooyou.com

免費停車網址: www.hooyou.com本地電話: 713-771-8433

張哲瑞
德州執照律師

伊利諾伊州執照律師
北京大學物理碩士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Victor Bush
德州執照律師

休斯頓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周健
紐約州執照律師
中國執照律師

威斯康星大學法學博士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學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徐忠
紐約州執照律師
中國執照律師

弗吉尼亞大學法學碩士
復旦大學法學學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Bennett
Wisniewski
夏威夷州執照律師
紐約州執照律師

夏威夷大學法學博士

Alex Park
加州執照律師

南加州大學法學博士
斯坦福大學學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Lynn Greening
德州執照律師

凱斯西儲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張建華
紐約州執照律師
中國執業律師

芝加哥肯特法學院
法學碩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Andrew J.
McCusker
紐約州執照律師

緬因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Daniela Grosz
德州執照律師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John Lee
紐約州執照律師

澳大利亞南威爾士州
執照律師

新西蘭執照律師
美國托羅學院法學碩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鮑菲
紐約州執照律師

賓西法尼亞州立大學
法律博士

印第安納大學法學碩士

谷歐文
新澤西州執照律師
紐約州執照律師

聖約翰大學法學博士

Ophelia
Enamorado

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
路易斯安那州執照律師
密歇根大學法律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汪亞洲
紐約州執照律師

南加州大學法律碩士
上海交通大法律學士
塔爾薩大學法律博士

Kristin Whitaker
俄亥俄州執照律師
前美國移民局行政

上訴辦公室移民官，
培訓主任，資深律師

北肯塔基大學法學博士

Jung Wook Choi
法學律師
法律顧問

田納西州執照律師

Amanda
Schackart

法學博士
伊利諾伊州執照律師

Israel Saenz
法學博士

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

Gabriel
Griesbaum

法學博士
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

Houston* New York* Chicago* Austin* Los Angeles* Silicon Valley* Seattle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20 Houston, TX 77036 Email:info@hooyou.com 傳真：713-771-8368

聯合律師事務所
Zhang and Associates,P.C.張哲瑞張哲瑞

移民局上訴辦公室前移民官Kristin Whitaker 律師加盟本所

綠卡申請 免費 評估

Robert K.
Feldman

科羅拉多州執照律師
伊利諾伊州執照律師
威斯康星州執照律師
約翰馬歇爾法學院

法學博士

精辦

歐洲團歐洲團
* 西歐五國10天
* 瑞捷奧匈10天
* 義大利蔚蘭海岸12天
* 歐洲十國17天
* 西歐及義大利17天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月至9月出發
* 加勒比海4/5/7天
* 阿拉斯加7天
* 地中海7天
* 夏威夷7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美國精華團美國精華團
*美東5/6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加東6/8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西精華4-10天團（買二送一）*黃石公園7天團(買二送一）*加拿大洛磯山7天團(買二送一）*夏威夷4-7天團

*佛州迪斯尼4-8天團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雲南﹑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快捷旅遊快捷旅遊快捷旅遊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ASAP Travelwize
www.asaptravelwize.com

˙$49 8天江南遊（全年放行）
˙$99 8天北京承德天律皇家御景團（新）（特價）
˙5/4 11天九寨溝﹑峨嵋山﹑張家界之旅
˙5/28 7天黃石公園（有買二送一）
˙6/8 6天美東豪華遊（有買二送一/二）專人帶團
˙不同天數美東﹑美西﹑夏威夷團(有買二送一)
˙各大城市機票＋酒店套餐
˙代理各大遊輪公司及4.5.7天歡樂遊輪由蓋文斯
頓港出發
＊ ＊機場接送服務﹐待客以誠﹐服務至上

專辦本地特色團﹑遊輪﹑各地旅遊團﹐代辦簽證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玻璃橋﹑黃石公園﹑
總統巨石公園﹑拱門
7天遊(New新)
＄368元起（買二送一）
4月30日之前付錢減$20元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713713))774774--11171117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
TRAVELNETTRAVELNET FAX: (713)774-1460

江南八日$49
$99北京九日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 代理豪華遊輪專賣店

星﹑馬﹑泰十一日$1399元起
泰國風情六﹑七日$799元起
日本風情系列遊$1099元起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全新中國特價團
●東北冰雪世界七天 399元
●桂林﹐龍勝﹐陽朔六天 199元
●七彩雲南超值七/八天 99/199元
●張家界鳳凰超值七天 99元
●海南/三亞/海口 五天 99元(不包括機票)

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新推出
●●韓國韓國﹐﹐首爾首爾﹐﹐雪岳山雪岳山77天天 299299元元
●●日本日本﹐﹐東京東京﹐﹐大阪浪漫大阪浪漫77天團天團 199199元元
●●台灣台灣﹐﹐明譚明譚﹐﹐環島環島88//99天天 249249//299299元元
●●泰國泰國﹐﹐曼谷曼谷﹐﹐芭提雅芭提雅77天天 9999元元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
全 新

3030種種款式款式，，任您選擇任您選擇
88種種骨科醫生設計的床骨科醫生設計的床
睡得平安睡得平安，，健康健康，，長壽長壽

木板床

類 別 TWIN / 件 FULL / 件 QUEEN / 件 KING / 件

經濟床 85 109 139 179

★好睡床 159 209 249 309

★經濟硬床 189 229 269 370

中國城
百利大道

Bellaire Blvd

6121HillcroftH
illcroft

★床墊世界床墊世界

US
59

↑↑ Gulfto
n St.

北
七天營業

席夢思

二十多年老店MATTRESS WORLD

床墊世界

工廠直銷、批發

精 製 耐 用
消除腰酸背痛

新到超級特硬彈簧
床墊，物美價廉。

10:30am-7:00pm

工廠直營工廠直營，，全新床墊全新床墊，，
歡迎貨比貨歡迎貨比貨，，價比價價比價。。

兼售各式精美傢具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電話：(713)-777-1188
地址：6121 Hillcroft St., Suite M,

Houston, TX 77081
（United plaza商場內）

Storm Water
S E R V I C E S

你的排水許可快到期了嗎?
或需要新的許可?

★不遵照許可條例會受到管理機關的處罰或控告。
本公司有專業人員和機械為你作下列各項服務:

˙Permit Renewal & Certification

˙System Maintenance & Repairs

˙Monitoring & Inspections

˙Debris Removal & Disposal

˙Flow Measurement, Monitoring & Profiling

WE SERVICE ALL TYPES & MODELS OF STORM WATER

WE SERVICE ALL TYPES & MODELS OF STORM WATER

INTERCEPTORS & DETENTION PONDS

INTERCEPTORS & DETENTION PONDS

Please call us today and find out what we can do for you: 281-353-8878
E-mail: shanekaiser@storm-water-services.com

Website: www.storm-water-services.com

不良信用分數
信用記錄差
沒有信用分數

Ray Ma 馬 銳

我們幫你修復
你的信用分數

專業團隊專業團隊，，歡迎來電歡迎來電，，免費咨詢免費咨詢，，方便快速方便快速
公司公司：：832832--482482--46264626 手机手机：：312312--560560--77987798

星期日 2015年5月24日 Sunday, May 24, 2015 星期日 2015年5月24日 Sunday, May 24, 2015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300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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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決賽正式打響東部決賽正式打響，，騎士騎士9797--8989戰勝老鷹戰勝老鷹，，大比分大比分11--00領先領先。。本場比賽本場比賽，，詹姆斯拿詹姆斯拿
到到3131分分88籃板籃板66助攻助攻，，在比賽中在比賽中3030++55++55的次數達到的次數達到5252次次，，超越了喬丹的超越了喬丹的5151次次。。另外另外
JR-JR-史密斯三分球史密斯三分球1212中中88，，創造了個人季後賽生涯單場三分命中的紀錄創造了個人季後賽生涯單場三分命中的紀錄，，此前他的這壹紀此前他的這壹紀
錄為錄為55個個。。同時整場比賽同時整場比賽，，JRJR拿到拿到2828分分，，也刷新了個人季後賽單場比賽得分新高也刷新了個人季後賽單場比賽得分新高。。

阿森納阿森納00--00桑德蘭桑德蘭

20142014//1515賽季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第賽季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第3333輪壹場補賽輪壹場補賽
在酋長球場展開爭奪在酋長球場展開爭奪，，阿森納主場阿森納主場00比比00戰平桑德蘭戰平桑德蘭，，
槍手全場圍攻難以打破僵局槍手全場圍攻難以打破僵局。。桑德蘭成功保級桑德蘭成功保級，，曼城穩曼城穩
獲亞軍獲亞軍。。領先曼聯領先曼聯33分分77個凈勝球的阿森納也基本獲得個凈勝球的阿森納也基本獲得
聯賽第三聯賽第三。。

聯合國機構關注孟加拉灣
與安達曼海上移徙危機與安達曼海上移徙危機

綜合報導 聯合國人權高專辦、難民署、國際

移民組織以及秘書長國際移徙和發展問題特別代表

聯名發表聲明，強烈敦促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

泰國領導人保護受困于孟加拉灣和安達曼海上船隻

中的移徙者與難民，協助其安全上岸，並優先關注

拯救生命、保護權利和尊重人類尊嚴。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古特雷斯（Antnio

Guterres）、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扎伊德（Zeid Ra’

ad Al Hussein）、負責國際移徙和發展問題的秘書

長特別代表薩瑟蘭（Peter Sutherland）以及國際移

民組織總幹事斯溫（William L. Swing）當天在聲

明中指出，近日來，孟加拉灣和安達曼海上的悲慘

事件涉及來自孟加拉國和緬甸的移徙者和難民，包

括羅興亞人，該事件再次證實了全世界的弱勢群體

正在通過遷移尋求安全和尊嚴，逃離迫害、赤貧、

剝削、歧視和虐待。這類危險的旅程，不論是通過

陸地、海洋或空中，已成為全球現象。

報告稱，在東南亞，自2014年以來，已有超過

88000人進行過危險的海上航行，僅僅今年第一季

度就有25000多人抵達目的地，近千人據信已經因

為航行中的險惡環境而在海上喪生，還有同樣多的

人死於人口販運者和“蛇頭”虐待和剝削。

在孟加拉灣，移徙者和難民僅能得到白米飯，

並會受到包括性侵犯在內的暴力行為——婦女遭到

強姦，兒童被迫與家人分開並受到虐待，男子遭到

毆打並被扔下船。

聲明指出，有報告稱滿載脆弱的男女老幼的船隻

無法靠岸，從而滯留在海上，無法獲得急需的食物、

水和醫療援助，聯合國方面對此深表憂慮。聲明呼籲

該地區各國保護所有船上人員的生命，允許那些身處

過度擁擠船隻上的乘客安全上岸，並緊急敦促各國領

導人在東盟的協助下開展以下九點工作：

第一，把拯救生命作為最優先事項，尤其是要

顯著加強搜救行動；

第二，停止把船隻推回海上和“幫助”船隻離

開領海的措施，同時要確保所有已採取的措施嚴格

尊重不驅回原則和其他基本人權標準；

第三，提供有效的、可預測的在某安全地點上

岸的方式，並提供充分而人道的接收條件；

第四，避免使用移民拘留和其他懲罰性措施，

確保所有移徙者和難民的人權得到保護，確保所有

涉及兒童的行動接受“兒童最佳利益”的指導；

第五，落實篩查程式並同時安排來自政府和相

關國際組織的工作人員，旨在明確所有抵達者的個

人情況，其中包括難民、尋求庇護者或無國籍者，

販運受害者或在回到來源國後將面對酷刑或其他殘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人員，存在健康問題

並需要緊急醫療護理和急救援助的移徙者，以及有

意自願返鄉的移徙者和其他人員；

第六，擴大安全且合法的移徙渠道，包括針對

所有技術水準的勞動移民；

第七，擴大相關措施，充分根據國際人權標準

起訴犯下罪行的販運者和走私者，並充分尊重受害

者權利；

第八，在全國範圍內並通過更有力的國際合作

加倍努力，解決難民和移徙者流動的“推動因素”

和根本原因，包括歧視、剝削、迫害和侵犯人權；

第九，落實專門的措施，打擊仇外心理和基於

種族、性別、語言、宗教、族裔、國籍和民族出身

或其他身份歧視任何群體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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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在國際原油價格下跌等因素提振下，日本今年一季度

國內生產總值（GDP）初值實現了兩季連增。不過，佔GDP約6成

的個人消費和企業設備投資自去年4月消費稅增稅以來仍增長乏力。日

本經濟今後是否能繼續維持復蘇勢頭，正迎來關鍵時刻。

日媒稱，日本政府原本描繪的藍圖是：到2014年夏季前後，個

人消費日漸恢復，整個經濟走上民間主導的、自主性復蘇軌道。

但是，隨著消費稅增稅和日元貶值帶來的食品與日用品價格

上漲，日本個人消費的改善步伐遲緩。此外，設備投資雖然時隔

三個季度轉為增長，但由於企業對消費走向態度謹慎，因此僅見小

幅增長。

日媒指出，在此情況下，日本經濟今後的關鍵在於促使個人消

費得到恢復。另一方面，截至今年3月，日本實際薪金已連跌11個

月，跟不上物價上漲步伐，致消費增長緩慢。雖然今年春季勞資談

判中大企業等紛紛回答會加薪，但是此舉否能波及地方中小企業將

受到矚目。

對此，日生基礎研究所經濟調查室室長齋藤太郎指出，一季

度GDP數據高於市場預期，差強人意。日本國內需求增長促使進

口增多，同時出口也持續增長。雖然企業設備投資已轉為增長，

但尚不及預期。此次的數據反映出：雖然企業業績維持良好勢頭，

但對國內經濟發展的期待並未高漲，企業沒有改變以海外為主的

投資姿態。

此外，瑞穗證券首席市場經濟學家上野泰也認為，一季度日本

GDP增幅擴大主要在於民間企業庫存增加。不過，消費、設備投資

和出口未見大幅改善，依然看不到能帶動整個經濟發展的力量。由

於日本國內消費因人口減少而逐漸下滑，企業難以大力增加設備投

資。不過，鋻於旅遊相關政策執行順利，外國遊客增加，惠及相關

行業。二季度GDP有望保持正增長。

日本多處動物園等飼養圍捕所得海豚
被批反倫理綜合報導 對於世界動物園和水

族館聯合會（WAZA）以購入和歌

山縣太地町圍捕所獲的海豚有違倫

理規範為由、暫停日本動物園水族

館協會（JAZA）會員資格的問題，

有消息稱目前加入JAZA的34處飼

養海豚的設施中，至少有19處是從

太地町獲得海豚。

日媒稱，JAZA由 89家動物園

和63家水族館加盟。上述19個設施

中也有因所獲時期久遠沒有留下記

錄的情況，但都可能是通過圍捕方

式獲得。在34個設施中，11個設施

沒有明確透露是否從太地町入手及

飼養情況。

據和歌山縣介紹，從捕海豚

被解禁的去年9月到今年4月，太

地町通過圍捕方式捕獲 937 隻海

豚。其中專門從業者和水族館等

購入了以寬吻海豚為主的 84隻海

豚。

日媒指出，對於水族館來說，

海豚人氣頗高，其表演秀在吸引遊

客方面也是支撐經營的重要因素。

東海地區小規模水族館飼養

負責人表示：“如果無法從

太地町入手，將是生死攸關

的問題。”

這名人士煩惱地說：“寬吻海

豚在接觸體驗方面很有人氣，既然

也是商業設施，它在經營方面不可

或缺。如果與幾乎是唯一入

手途徑的太地町斷了交易，

應該不得不退出JAZA。”

據JAZA介紹，海豚壽命

被認為是30年左右。關西地

區中型水族館表示“在突然

死去等情況下，迄今為止通

過圍捕的穩定供給支撐了眾

多水族館。現在也有不少設

施即便沒有交易也在開營時

得到關照”。

另一方面，日媒還指出，

大規模設施受到的影響預計

會比較有限。關東地區大型

水族館表示：“繁殖得很順

利，如果與其他設施合作就

不會立即產生影響。”

北陸地區某水族館館長說：

“如果 JAZA放棄從太地町獲得海

豚，就會被解讀為國際上已認定圍

捕是殘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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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銷: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掃描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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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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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法國今年經濟增長或達 1.2%

仍需結構性改革
綜合報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維持對法國2015年經濟

增長1.2%的預期，這一數值高於法國政府預算中提出的年增1.0%的

目標，同時也高於歐盟委員會此前作出增長1.1%預期。

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時也表示，法國必須繼續保持降低公共開支

的努力，並進行新的結構性改革以保持增長在中期持續。

法國在第一季度實現0.6%的經濟增長，明顯高於包括德國在內歐元

區鄰國的增長水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克裏斯蒂安· 莫桑穆表示，

法國經濟進入回升是可見的現實，這增長數值並不單純反應第一季度的

經濟運作情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有利的外部局勢、尤其是石油價格降低、

歐元貶值及歷史性的超低利率是促使法國經濟回升的重要原因，同時家

庭消費增長及出口的回升起到促進作用。

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同時指出，法國目前投資尚未顯示增長，失

業增加沒有獲得改善而公共開支繼續不斷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督促

法國努力實現在2017年公共赤字降低到3.0%的水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呼籲法國今後對勞動力市場進行“更具雄心”的

改革，以促其更加靈活。同時也建議限制最低工資隨通漲的調增幅度，

改革現有的失業金髮放制度。

坦尚尼亞蒲隆地難民營現霍亂
難民署採取緊急措施

綜合報導 聯合國難民署駐地代表曼茲-科爾（Joyce Mends-Cole）在

接受聯合國電臺採訪時指出，自上週三以來，在從蒲隆地逃往坦尚尼亞

的難民中有7人死亡，經過對醫療樣品的檢驗，初步診斷死因為霍亂。

為此，難民署正採取緊急措施，在新抵達的難民中確保加強衛生工作，

以防止霍亂疫情蔓延。

曼茲-科爾指出，在坦尚尼亞西部省份基戈瑪（Kigoma），有77名

蒲隆地難民正在得到嚴重水腹瀉的治療，在對醫療樣品的檢驗中，目前

已有13例被確診為霍亂。

曼茲-科爾指出，難民署在協調製止霍亂蔓延的工作，對所有傳播鏈

予以控制，對從卡貢戈（Kagunga）抵達基戈瑪（Kigoma）後轉至尼亞

如古蘇（Nyarugusu）營地的難民所乘坐船隻進行衛生消毒，確保對被確

診患有霍亂者以及有腹瀉症狀的患者予以隔離，在難民中進行衛生

宣傳，以告訴他們正確洗手方式，並向難民提供處理過的潔凈水，

使防止病例增加。

曼茲-科爾指出，卡貢戈是坦尚尼亞的一個四面被陡峭山脈所包

圍的村莊，那裏只有一個小藥房，缺乏所需的霍亂診斷和治療器

材以及藥物，而從5月初開始，許多民眾從蒲隆地不斷涌入該地，

等待乘船週轉至尼亞如古蘇難民營。據當地移民部門統計，目前有

5萬名蒲隆地難民抵達卡貢戈的坦噶尼喀湖邊。曼茲-科爾指出，目

前的首要工作是與衛生部門以及國際夥伴方儘快在該地設立霍亂治

療診所。

據難民署統計，自4月初蒲隆地局勢發生動蕩以來，已有超過7萬

名蒲隆地民眾逃離至坦尚尼亞需求庇護。目前抵達尼亞如古蘇難民營的

人數已超過2萬人。

綜合報導 葉門各方對話會議在沙

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結束。與會代

表會後發表聲明，呼籲各方支援葉門

合法政府，實現葉門全國和解。同時，

以沙特為首的聯軍繼續對胡塞武裝展

開空襲。

本次會議主題為“拯救葉門，建立

聯邦國家”，歷時3天，約400名葉門各

派別和政黨代表出席。聯合國、阿拉伯

國家聯盟、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

有關代表參會。葉門前總統薩利赫領導

的全國人民大會黨派代表與會，胡塞武

裝缺席本次會議。

據報道，會後發表的聲明強調，葉

門必須結束叛亂行為，設立國家機構，

建立現代型民主聯邦國家。聲明要求胡

塞武裝撤出首都薩那和其他城市，歸還

搶掠的武器裝備和其他軍用物資；在葉

門境內設立一個行使合法權力的安全區

域；向反對胡塞武裝和前總統薩利赫的

組織提供援助；成立一個統一的指揮部

門。

法新社消息稱，葉門總統哈迪在會

後稱，“支援停止戰爭的行為”，他還

表示要“收復葉門，

重 建 被 胡 塞 毀 壞

的 一 切 ” ， 薩 利

赫 和 胡 塞 武 裝 應

為 目 前 葉 門 亂 局

承擔責任。

哈迪稱，展開對話是打破目前葉門

面臨僵局的唯一途徑。但他強調，與胡

塞武裝的對話要建立在其遵循聯合國安

理會2116號決議的前提下。

葉門副總統巴哈也表示，除非胡塞

武裝撤出佔領城市，歸還搶掠所得武

器，否則葉門政府拒絕與其談判。

中國駐葉門大使田琦應邀出席本

次會議，並會見了葉門總統哈迪、副

總統兼總理巴哈和外交部長亞辛等政

要。田琦強調，葉門局勢關係到中東

海灣地區安全穩定。中方對也局勢持

續動蕩，人道主義危機日益嚴峻深表

憂慮。中方歡迎也各派重啟政治對

話，這是葉門問題朝政治解決方向邁

出的重要一步。希望葉門所有派別以

此為契機，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彼此分

歧，尋求符合葉門實際、照顧各方關

切的政治解決方案。中方一貫主張維

護葉門的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

整，堅定支援也政治過渡和經濟重建

進程，願繼續根據也方需求提供力所

能及的幫助，同國際社會一道，推動

葉門早日恢復和平穩定。

哈迪總統等感謝中方在葉門問題上

秉持的客觀、公正立場和發揮的積極建

設性作用，表示也方高度重視對華關

係，願與中方一道，推動兩國關係取得

更大發展。

另據美聯社消息，在利雅得各方對

話會議展開的同時，以沙烏地阿拉伯為

首的“阿拉伯聯軍”繼續空襲胡塞武裝

在首都薩那的武器庫以及其在南部城市

亞丁的據點。消息稱，薩那空襲現場濃

煙持續，附近居民匆忙離家尋找安全的

落腳點。

英國推“七天制醫療”確保病人就診 願景遭質疑

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卡梅倫日前表示，到2020

年政府每年為全民醫療服務體系增加80億英鎊的

資金投入，

並將醫療服

務從目前的

一週5天改為

一週7天，實

現每週7天不

停歇的全民

醫療服務體

系，確保病

人能隨時隨

地就診。

鋻於目

前英國醫療

服務體系的

缺陷以及週

末醫療資源

的相對缺乏

，醫院週末

接診病人的死亡率要比正常工作日高出許多，此前

有統計數據顯示，週日入院病人死亡的可能性比週

三高出16%。

卡梅倫再次當選首相後誓言要使國民更健康，

推行每週7天全民醫療體系勢在必行。他認為，每

週7天全民醫療體系並不意味著增加醫務工作者的

工作時間，而是通過輪班調休實現每週7天的醫療

服務，同時將增聘5000名普科醫生以及增設網路

視頻和電話等求醫渠道，以更便捷地為國民提供免

費醫療服務。

不過，卡梅倫這一雄心勃勃的願景遭到多方質

疑。英國醫療協會負責人馬克· 波特表示，當前全

民醫療服務體系正面臨300億英鎊的預算缺口和醫

生招聘不足等問題，在現行運營模式備感壓力的情

況下，要求提供更多的醫療服務是一個現實難題。

如果缺少具體計劃，卡梅倫的這一承諾等同於空頭

支票。

英國皇家護理學院秘書長彼得· 卡特提醒說，

任何導致醫護人員薪資水準降低以及延長工作時間

的安排都可能引發行業罷工等抗議活動。“一般而

言，在週末及假期工作需要支付更高的報酬，如果

7天工作制的安排做不到這一點，可能導致醫護人

員罷工。”

英國衛生部前部長諾曼· 萊姆也表示，要實現

該計劃，英國全民醫療服務體系的資金需求顯然比

現在承諾的新增資金要大得多，“沒有額外資源投

入的計劃只能是幻想”。

據統計，即使按照現在的運營規模，到2020

年，英國全民醫療服務體系每年的資金缺口大概是

300億英鎊。巨大的赤字難題既是醫院運營迫在眉

睫的難題，也是英國政府巨大的財政負擔。

現任全民醫療服務英格蘭首席執行官西蒙· 斯

蒂芬對此提出的解決方案是，通過提高效率、節省

費用和財政撥款來彌補這300億英鎊的缺口，其中

220億英鎊來自系統內部精簡提效節省所得，另外

80億英鎊由財政增加撥款和納稅人承擔。

眼下的問題有兩點，一是220億英鎊的內部精

簡如何實現，二是80億英鎊的額外投入不包括擴

展全民醫療服務為一週7天制的安排。換言之，卡

梅倫提出的每週7天醫療服務計劃尚未有任何財政

資源的支援。西蒙· 斯蒂芬也承認，資金不足可能

導致每週7天全民醫療服務計劃受到損害。

英女子咋吃都不胖
每日攝入8000卡熱量維持體重

綜合報導 多數女性為了保持身材都

會進行節食減肥，但英國患病女子妮古

拉（Nicola Daintree）為了不讓苗條的身

體消瘦下去，每日竟攝入8000卡熱量維

持體重，是專家建議普通女性每日熱量

攝入量的四倍，比奧運會舉重選手吃的

還多。

據悉，20歲的妮古拉來自英國安

爾西群島，她每天都要吃豐盛的四

餐，另外還要在餐間吃各種零食，如

薯片、巧克力等，攝入熱量高達 8000

卡，但她居然吃不胖，這樣做只是為

了維持體重。

據了解，妮古拉患有囊包性纖維症

及罕見的不治之症肉狀瘤病，導致她無

法正常工作。她的食量如此之大，失業

津貼和殘疾人補貼根本不夠她吃，所以

她不得不投靠當地的慈善機構“食物銀

行”，但她還是欠下了250英鎊（約合

人民幣2394元）的食物債。

不過，近期英國廣播公司（BBC）

的一檔節目報道了妮古拉的情況，好心

人立即替她償還了債務。

葉門各方對話會吁全國和解葉門各方對話會吁全國和解
哈迪感謝中方建設性作用哈迪感謝中方建設性作用

中國億元級富豪加碼海外投資
某豪宅七成業主海外投資置業

綜合報導 有熟悉中資海外直投

業務的人士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目

前來看，中國富豪在海外投資房地產

和高端製造業等產業比例較高，投資

需求有很大潛力

在今年北京頂級豪宅大量入市之

際，開發商為了完成簽單可以跟著客

戶“飛”。到底哪些神秘富豪是這些

中國豪宅，乃至世界豪宅的接盤者？

萊坊機構提供給記者的一組數據或許

可以窺見一二。

據萊坊機構的一份研究報告顯

示，未來十年，中國內地的十億元

級富豪數目將進一步增加154名，成

為全球十億元級富豪數目增加最多

的地區。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內地和香港

的超高資產凈值人士（即資產凈值三

千萬美元或以上的人士）平均每人分

別擁有4.7個和4.6個住宅物業，居全

球首兩位。此外，2010年以來，中國

富豪和企業海外投資置業的需求正在

不斷暴漲。

中國富豪海外投資慾望提升
“在我接觸的投資者中，中國富

豪和中國企業比例幾乎各佔一半。”

CWO Assets Management Inc. 公 司

（以下簡稱CWO）管理人、中華人

民共和國洛杉磯領事館商務處中資海

外直投顧問委員會常委陳忠楠接受記

者採訪時透露，一般總資產達到1億

元以上的中國富豪會有在海外投資產

業的計劃，當然，手握10多億元資產

的中國富豪可能對此更感興趣。

有公開資料顯示，僅到 2013年

末，國內擁有千萬元以上資產的富

豪已經超過了百萬規模，億萬元富

豪也已經接近10萬左右。據萊坊統

計數據顯示，十年後，中國內地

（2014 年時排名：第五位）的超高

資產凈值人士的數目預計將會達

15681位。而2014年，北京超高凈值

人士數目為1408位。

對此，萊坊董事及大中華研究及

諮詢部主管紀言迅向記者表示：“在

2014年到2024年間，中國內地和香港

的富豪人數將分別上升多於 80%和

40%。”

而這些超高凈值人士在創富之後

，開始越發關注投資和資產配置。鋻

於此，近年來，中國富豪“走出去”

的投資需求正不斷增長。

對此，陳忠楠向記者表示，以美

國為例，現在美國高端製造業等產業

經濟增長環境很好，有不少中國富豪

認為，“美國接下來的十年將是經濟

增長更強勢的十年，是不可錯過的十

年”。因此，從資產安全性方面來看

，更多中國富豪可能更傾向於把資產

進行全球化配置。

而在中國投資者進行全球化資產

配置的產業中，投資房地產和物業資

產是這些高凈值人群愈發重視的投資

類別。有數據統計顯示，就亞洲的超

高資產凈值人士而言，物業在他們的

投資組合中平均佔38%。而對於新一

代超高凈值人士來說，房地產的吸引

力並沒有減退，有45%的受訪者表示

，年青一代富豪客戶對房地產的興趣

要高於父輩。

同時，萊坊機構也向記者表示，

隨著中國內地高資產凈值人士移民外

國日益增加，全球豪宅市場都受到了

影響。2014年1月份至9月份，44%申

請英國一線投資簽證計劃的申請者均

來自中國內地，令中國買家購買優質

倫敦物業的數目上升。

某豪宅七成業主海外投資置業
“我們項目中70%的業主均已參

與海外投資置業。”合生創展華北區

行銷總經理劉蕓岐向記者透露，霄雲

路8號是高凈值財富投資者的聚集地

，業主關注家族財富管理及跨境資產

配置。

事實上，該項目是北京老牌豪

宅，不但成交單價達到過14萬元/平

方米，也有3.6億元的空中四合院，

2009 年—2012 年有兩大成交高峰期

。劉蕓岐向記者透露，當時從事房

地產開發行業的購房者佔該項目業

主的24%，還包括一些能源企業的業

主等。

劉蕓岐表示，鋻於業主有全球配

置資產的需求，合生霄雲路 8號與

CWO共同構建“中資海外直投亞太

配置中心”，這是國內首家為客戶提

供包括海外直接投資融資諮詢服務，

海外投融資相關產品及服務甄別、盡

職調查及配套市場分析、風控建議，

國際法律架構及稅務籌劃，外資跨境

流轉核準、備案及衍生服務，還有項

目投資團隊組建以及項目落地配套服

務的頂級豪宅項目。

據記者了解，CWO向高凈值人

群和企業提供海外產業投資服務，包

括房地產投資和高端製造業等產業投

資項目。“今年的前三個月，我們做

了4.5億美元，其中80%以上是房地

產投資，其餘是高端製造業等產業。

”陳忠楠向記者表示。

至於如何讓合生霄雲路8號具有

海外投資需求的投資人參與海外直投

？陳忠楠稱，舉例來說，買3.6億元

的空中四合院等於拿3.6億元的現金

換資產，但這一房產資產可以進行證

券化，進而配置成美元資產，沒有杠

桿。更重要的是，CWO在向合生霄

雲路8號業主提供資產配置是不收取

服務費的，這意味著房產資產證券化

幾乎沒有發行成本，而其業主佔有國

內資產的同時，還可以獲得美元資產

的高收益。

不過，萊坊全球住宅研究部主管

Liam Bailey分析道：“實際上，中國

內地在投資需求增長方面有著巨大的

潛力，但大量私人財富尚未在全球進

行多元化的投資，因其財富流出受到

外匯管制的阻礙。”

對此，劉蕓岐表示，CWO正是

可以提供合法的渠道，讓中資順利在

海外實現直投。同時，劉蕓岐坦言，

建立中資海外直投亞太配置中心，除

了中國富豪有這樣的需求外，在北京

豪宅市場今年競爭異常激烈的背景下

，這也是合生霄雲路8號項目目前獨

有的吸引購房者的手段。

綜合報導 美聯儲主席耶倫4日說，

美聯儲正在配合司法部調查2012年9月美

聯儲貨幣政策會議紀要內容洩露案。

耶倫在提交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

主席的信中說，美聯儲監察長和司法部

正在調查貨幣政策會議資訊洩露一事，

美聯儲正全力配合調查，將向眾議院金

融服務委員會提供曾與麥德利環球諮詢

公司接觸的美聯儲員工名單，但名單必

須對外保密。

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在4月中

旬要求耶倫提交曾與麥德利環球諮詢公

司接觸的美聯儲員工名單。

耶倫也說，2012年 6月11日她任美

聯儲副主席時曾與麥德利的研究人員雷

吉娜· 施萊格會面諮詢國際經濟形勢，但

強調自己沒有透露任何機密資訊。

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決策機構聯邦

公開市場委員會每年定期召開8次會議

，會議紀要一般在三周後的美國東部

時間下午2時公佈。麥德利環球諮詢公

司在 2012 年 10 月 3 日，即美聯儲公佈

其當年9月貨幣政策例會會議紀要的前

一天，向客戶發佈報告，裏面含有暗

示美聯儲在 12月擴大量化寬鬆政策細

節的資訊。

美司法部正調查

美聯儲貨幣
政策資訊洩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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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713-273-1838 281-762-66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East Branch
817-261-5585 972-272-3375 972-578-7777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702-777-9988 775-751-1773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恆豐銀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賬戶
個人定期存款賬戶
個人貸款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絡、ATM服務

商業：商業支票賬戶
商業儲蓄賬戶
商業定期存款賬戶
商業貸款

http://www.afnb.com

恆豐銀行總分行

以心服務以心服務，，服務至心服務至心
恆豐銀行卓越團隊

快速、多元、便利、彈性、周到、
的全面服務。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9：00-下午5：00
週五：上午9：00-下午5：30

週六：上午9：00-下午1：00

提供您：

59

S. Main
HolmesHiram

Clarke

本店

中國教會●
8

6

610

S. Main

Fon dren

22 萬呎展示中心萬呎展示中心

週一﹑二﹑四﹑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六天營業

真能省真能省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傢俱公司傢俱公司

二件式 全套單人床
七件式 客廳組＊
五件式 木面鐵腳餐桌組
五件式 實木餐桌組
三件式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三件式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29
$289
$259
$19
$159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床墊廉售高達71%off

＊含沙發﹑雙人座﹑咖啡桌﹑茶几（2）﹑檯燈（2）

地址﹕12677 Hiram Clarke, Houston距休士頓中國教會約 1 哩

貨真價省貨真價省﹐﹐華人自營華人自營
((華華﹑﹑台台﹑﹑英語英語))美國第一名牌ASHLEY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電話﹕713-723-9116

︵
精
通
華
、
台
、
英
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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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沈玉蓮

在上周結束的第六期節目中袁絶地反擊
的野新浪潮冶班力挫野蒙太奇冶班袁終于結束
了連敗魔咒袁第一次連贏兩場而免于淘汰
任何隊員要要要相反的袁首次進入野最後的晩
餐冶環節的野蒙太奇冶班新任班長蒲熠星則
不得不送走表現失利的肖俊倫與陳夢秦這

組最佳搭檔遥
而本周袁剩餘的選手將面臨體能與腦力

上又一輪嚴酷的挑戰遥僅剩 8人的 野新浪
潮冶班能否以少勝多再次攻下一城袁就要看
成員們是否能夠通力協作袁在挑戰中發揮
自己的最大優勢了遥安七炫獻唱叶月亮代表
我的心曳惹校花犯野花痴冶輸比賽
吿別了爲野新浪潮冶班帶來幸運的野武術

老師冶張一山後袁本期助力的明星導師引來
了野花神學院冶里所有校花們的尖叫遥韓流
舞王安七炫作爲選手們的 野舞蹈老師冶來
了袁而他一出場就先清唱了一曲鄧麗君的
叶月亮代表我的心曳向學員們問好遥
安老師的到來讓女選手們的競爭比以

往更爲激烈遥在關鍵詞猜電影片名的比賽
中袁校花們將在安七炫的發令下搶旗子獲
得答題資格遥王靖雯在比賽中繼續展現大
將風範袁張藝瀟與厲藺菲的幾次對抗也讓
這次考驗反應力與腦力的比賽顯得火藥味

更重遥
雖然搶答環節野校花冶們各不相讓袁但她

們有時也因爲安七炫的小野陷阱冶而放鬆了
警惕袁竟然出現了野花痴冶安七炫而忘記搶
答的場面遥而監場的野校長冶劉儀偉也再度
施展自己的幽默魅力袁當場和安七炫用韓
語對話遥只是到底説得是韓語還是 野劉校
長冶的野自語冶袁可能就只有問天問大地了遥
兩班首次同時淘汰隊員 野最後的晩餐冶矛
盾爆發遥
第二輪的戶外挑戰項目野大灌籃冶雖然

在此前的節目里已經給選手們帶來了夢魘

一般的體驗袁但沒想到這回再以加強版重

新登場院原比賽中用來罰重的沙袋被換成
了活生生的成員袁布滿鐵釘的野籃筐冶稍有
失控袁就會扎破下面放置的危如累卵的氣
球遥這就意味着答錯一道題袁就會讓下面越
來越少的野纖夫冶承擔越來越重的野籃筐冶遥
而最終不堪重負讓籃筐扎破氣球的一隊又

要面臨一名成員的淘汰遥在這一環節中袁
野清華學神冶趙冶又一次挑戰了自己體能的
極限遥究竟他肩負了幾個人的重量袁又能否
力挽狂瀾助野新浪潮冶班勝出袁相信觀衆一
定可以從播出的節目中找到答案遥
在兩輪較量虐心虐身的洗禮下袁野新浪

潮冶與野蒙太奇冶班各輸一輪袁首次面對將各
自淘汰一名成員的野平局冶遥來到野最後的晩
餐冶袁這也是兩隊第一次心情同樣的沉重遥
此前曾遭清華的趙冶尧北大的王欣野夾擊冶
指責的人大選手曹磊眞情流露袁發言時長
可謂節目史上之最袁而野軍師冶陳鴻志也跟
節目組反映 野認爲遊戲規則對部分選手很
不公平冶袁但他的建議卻也讓其他選手對此
産生質疑遥選手們情感爆發各懷心事的晩
餐懸念重重袁這些也將逐一在節目中被揭
開遥
叶電影新靑年曳最新一期節目將于周日

晩 20:15分在電影頻道渊CCTV-6冤播出遥

校花花痴安七炫《电影新青年》两队遭淘汰

戛納當地時間 5月 20日袁由侯孝賢執
導袁舒淇尧張震主演的電影叶聶隱娘曳在戛納
國際電影節舉行首場媒體觀影袁好口碑爆
炸袁即使是因爲文言文對白等覺得電影晦
澀難懂的西方媒體袁也無一例外都稱讚了
影片的攝影和美術袁比如英國叶衛報曳就稱
叶聶隱娘曳是一部杰作袁是金棕櫚的有力競
爭者遥而東方觀衆則幾乎全是逆天好評袁甚
至有觀衆稱叶聶隱娘曳向西方觀衆展現了東
方文化中最美麗的詩意美感袁已經成爲華
語古裝電影的坐標袁衆人更期待電影可以
像中國首部在西方國際性影展中獲奬的

叶俠女曳一樣摘得桂冠袁實現 40年的輪回遥
時間典藏匠心 一部需要凝望的佳作

第七次衝擊金棕櫚袁侯孝賢導演終于
帶來了他的叶聶隱娘曳浴這對於不少影迷袁特
別是早早關注這部電影的人來説袁有着決
然不同的意義院投資達 9000 萬袁是侯孝賢
導演第一部大製作曰唐朝刺客傳奇袁侯導唯
二古裝戲袁第一部將在內地院線公映的影
片噎噎更不用説 10年的漫長等待袁有影迷
就曾戲説知道叶聶隱娘曳的時候還沒交女朋
友袁現在連孩子都可以打醬油了遥據悉袁叶聶
隱娘曳前期準備長達七年之久袁劇本八易其
稿袁最終把一個 1700字的俠客傳奇充實爲
一個 106分鐘的光影故事遥爲了拍好這部
電影袁侯孝賢導演硏讀 叶資治通鑒曳叶新唐
書曳等典籍袁甚至把從南北朝到隋唐的社會
風俗史尧節度使官階形成尧胡化漢人與漢人
之間的關係袁以及遣唐使和唐朝之間的關
係都梳理了一遍袁可謂眞正意義上野十年磨
一劍冶的匠心之作遥

野當 你
看到這

部影片

時 袁你
就會覺

得這樣

一部絶

美而細

膩的影

片能在

五 年

渊也有説 3年冤里拍完袁已經算是很快了遥冶
這是知名影評網站 The Playlist在叶聶隱娘曳
放映之後給出的評價遥事實上袁在 20日晩
的點映場之後袁叶聶隱娘曳的好口碑就已經
爆炸了袁其中火力最集中的點就是影片的
攝影和美術袁英國專業電影雜誌 Total Film
稱叶聶隱娘曳野很遲緩袁很輕柔袁畫面美到讓
你屛住呼吸冶袁影評人尼克窑詹姆斯説這是
野我看過的最美的電影之一冶袁叶每日電訊
報曳影評人羅比窑科林則感嘆野天啊袁完美無
瑕的武俠片袁瘋一樣地美袁表演也很棒袁絶
對値金棕櫚冶遥正如美國媒體 Indiewire評
價袁這是一部史詩一般的電影詩篇袁一部需
要凝望袁而不只是觀看的佳作遥

唐朝風韻展東方詩意 已成華語古裝

電影坐標

點贊的很多袁爭議當然也有袁或許還稱
不上爭議袁比如叶衛報曳影評人 Peter Brad鄄
shaw就稱電影 野晦澀難懂的情節使我對它
無法像對戛納其它電影那樣確信冶袁但他同

時確信無疑地表示叶聶隱娘曳是一部杰作袁
也會是金棕櫚的有力競爭者噎噎 野我覺得
它比王家衛的叶一代宗師曳更出色遥冶

而相比西方觀衆評價中爭議很大的

野晦澀的電影情節冶袁東方包括大陸與台灣
等地的觀衆則非常一致地給出了 5 星好
評袁稱侯導把東方式美學發揮到了極致袁西
方人皆言晦澀難懂卻也嘆爲觀止袁文言文
寥寥對白袁絶美固定長鏡頭噎噎古典雅致
充滿東方韻味的格調袁野如果非要挑刺的
話袁就是袁太短了冶遥

有觀衆稱侯孝賢的叶聶隱娘曳就像是一
幅由沉穩鏡頭所展開氤氳山水畫卷袁一首
用光影寫就的唐詩袁隔着帷幕唐代傳奇里
的人與景重現于大銀幕之上袁野第一次袁華
人從光影的縫隙里尋回那遺失已久的古典

雅致遥它無疑已爲華語古裝電影錨定一個
坐標袁從今天起袁任何關於中國古代世界的
想象都要回到這部作品來遥冶更有觀衆感嘆
野終于有一次袁華語電影不再依靠奇特的民
俗尧廉價的暴力和各種社會問題的變異展
示來讓外國人滿足獵奇心袁終于有一位導
演袁他將這個國家自叶詩經曳以來流淌在這
個民族血液中最美麗的詩意展示出來袁這
是我們文化中最美麗的一部分遥冶

有趣的是袁今年戛納袁不僅有叶聶隱娘曳
參賽袁還有 4K修復版的叶俠女曳參加展映遥
早在 1975年袁胡金銓導演的叶俠女曳一舉奪
得戛納電影節最高技術奬袁成爲首部在西
方國際性影展中獲奬的華語電影袁將武俠
電影推向了世界袁衆人期待叶聶隱娘曳能再
度折桂袁實現中國電影在戛納 40年輪回遥

《聂隐娘》戛纳口碑爆棚 已成华语古装电影坐标

高亞麟帶野前夫幫冶闖情關 叶前夫求愛
記曳打造野綜藝電視劇冶
叶前夫求愛記曳集結國內一線笑星和實

力演員袁閆妮尧高亞麟尧大左尧佟悅尧李舒桐尧
劉亞津尧范明尧洪劍濤等人袁首度關注前夫
這一小衆群體袁着力展現離異男女重新追
求新愛情新生活的積極狀態袁具有正能量
的傳播導向遥由高亞麟飾演的整形醫生高
大尙對同在一家醫院的法律顧問鮑小蕾

渊閆妮飾冤心生愛慕袁卻被鮑小蕾不斷野虐 待冶袁小到爭吵大到拳腳相加成爲家常便飯

卻讓高大尙欲罷不能袁使盡渾身解數一路
猛追鮑小蕾遥凈身出戶的高大尙與另外兩
位野前夫冶共住一個屋檐下袁從此三個離婚
男人與獨身女人之間的感情生活糾纏到了

一起袁前妻尧父母尧親朋好友也跟着摻和遥
叶前夫求愛記曳啓用黃金製作班底和國內一
線笑星袁笑點密集尧段子扎堆再加上笑星們
野闖關式冶的幽默表演袁跳脫了傳統喜劇的
範疇袁令該劇充滿了野綜藝電視劇冶的旣視
感袁未播先熱的勢頭強勁遥

《前夫求爱记》登湖南卫视 打造“综艺电视剧”

騰訊娛

樂訊 由杜

琪峰導演袁
杜琪峰尧張
艾嘉監製袁
周潤發尧張
艾嘉尧陳奕
迅尧湯唯尧王
紫逸尧郞月
婷等聯袂演

出的叶華麗上班族曳袁將於今年
暑期檔 3D隆重獻映遥

日前袁片方曝光多張全新
劇照袁當中不僅借場景打造夢
幻般的視覺奇觀袁也展現當下
職場的人物關係與特色遥更重
要的是袁作爲一部職場野動作
片冶袁叶華麗上班族曳更突破以
往華語職場題材電影的 野邊
界冶袁並全面陞級華語職場題
材電影的規模袁從而領銜同類
型片遥因此袁影片除具備引人
共鳴的的野辦公室愛情冶袁更戳
破野華麗冶表象袁演繹人性背後
的慾望法則遥

周潤發霸氣領銜職場 與

杜琪峰片場變身野攝影神冶
劇照中袁六位主演悉數亮

相袁造型迥異遥片中野董事長冶
周潤發巡視公司引全員起立

致意袁霸氣外露曰野CEO冶張艾
嘉一言不發就已震懾員工袁眉
目冷傲曰野副總冶陳奕迅出席場
合泰然自若袁是爲自信曰野財務
總監冶湯唯工作認眞又具時尙
品位袁氣質柔美曰至於兩位新
人袁王紫逸與郞月婷初進公
司袁各有職場男女的陽光與嫻
靜袁都反映出職場中不同階層
的風格遥同時袁劇照呈現的人
物關係也各有特色院發哥與張
艾嘉地位卓然袁聚會之地自然
野高大上冶曰eason迎見 野老闆冶
發哥袁臉上笑容氣定神閑曰湯
唯與 eason並排而坐袁彼此各
顯風發意氣曰而野菜鳥冶王紫逸
與郞月婷袁也不乏年輕人的自
信與輕鬆袁各爲職場眞實寫
照遥

此外袁諸如美輪美奐的辦
公大樓袁典雅奪目的琉璃吊
燈袁及色澤亮麗的水晶窗簾
等袁都凸顯叶華麗上班族曳的夢
幻與野超現實冶氣質遥値得一提
的是袁連被譽爲野自拍神冶的發
哥看到這些場景袁也忍不住拿
起珍藏的相機袁與杜琪峰一同
變身野攝影神冶遥野發仔拍戲之
餘愛跟我聊攝影袁而且我們都
很喜歡這些場景袁所以有時我
們會各拍同一個景後給對方

欣賞袁或用對方的相機拍遥冶杜
琪峰笑説遥而據片方表示袁這
次雖花費 4000 萬巨資搭建

野華麗辦公樓冶袁但並非單純追
求視覺奇觀袁而是要穿過野華
麗冶袁探究人性背後的現實遥身
爲編劇的張艾嘉也表示院野華
麗場景只是整部電影的其中

一環遥我認爲耶華麗爷其實是慾
望的外在表現袁小到職場生
存袁大到人生現實袁或多或少
都會伴隨慾望袁所以耶華麗爷不
僅是新人對職場的想象袁背後
還有更殘酷的 耶職場叢林法
則爷袁就像有句話叫耶辦公樓越
高袁人情味越薄爷袁我希望觀衆
通過影片袁更能感受到耶華麗爷
背後的眞實職場遥冶

周潤發野吐槽冶張艾嘉改
戲 杜琪峰贊陳奕迅湯唯有野絶
技冶

在先前的發佈會上袁杜琪
峰稱 叶華麗上班族曳
是一部職場 野動作
片冶袁片中人物關係
都很特別袁所以再與
周潤發和張艾嘉合

作袁就要求他們演出
與當年截然不同的

關係與火花遥張艾嘉
也稱院野叶阿郞的故
事曳發哥跟我是耶浪

子和少女爷袁叶吉星拱照曳是耶富
二代和灰姑娘爷袁叶華麗上班
族曳是耶董事長和 CEO爷遥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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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他顔値沒變袁但身份變了袁我當然
要耶跟爷上袁所以從前他耶追爷我袁這次我
耶追爷他遥冶她還表示袁與發哥戲里戲外
都很有默契遥野他會一直跟我聊劇本袁
但偶爾也會耶吐槽爷我袁像發現某場戲
改掉了袁他就很緊張地追問耶這段怎么
沒了钥爷我就跟他説院耶你只給我們這么
多時間袁拍不完啊遥爷當然都是開玩笑袁
改戲只是考慮劇情袁發哥更不是沒時
間袁而是很在意這部戲遥然後拍戲之餘
我們也聊得很開心袁有一次他給我拍
完照袁還拿着照片跟我硏究鏡頭和角
度袁讓我很難忘遥冶

除與發哥尧張艾嘉的野鐵三角冶袁杜
琪峰與陳奕迅及湯唯的首次合作也不

乏火花袁讓現場趣事不斷遥有場戲要陳
奕迅野醉酒冶袁結果他剛到現場就主動
喝啤酒袁喝到身上帶酒氣才拍曰此外袁
當時 eason還懂秒速野變臉冶院開拍前各
種搞怪袁一聽現場叫準備袁就立馬進入
野喝斷片冶狀態袁待導演喊 cut袁又瞬間變
回野所長冶耍寶袁因此杜琪峰夸道院野ea鄄
son很敬業袁別看他平時嘻嘻哈哈袁每
次入戲都特別快袁演技耶冇得頂渊非常
棒冤爷遥冶至於湯唯袁杜琪峰則稱讚她的
野絶技冶是連小動作都不放過袁如一場
野咬手指冶的戲袁爲把握最佳狀態袁她還
沒拍就先在現場野咬冶了一個小時遥

據悉袁由海潤影業及安樂電影出
品袁宇佑傳媒尧樂視影業尧太陽娛樂尧寰
亞電影尧銀河映像尧電影頻道節目中
心尧及華夏電影聯合出品的新片叶華麗
上班族曳袁於今年暑期檔 3D隆重獻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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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鄧萃
雯與葉家寶23日參與錄影由林以諾牧師主
持的亞視節目《下一站諾富》，原定嘉賓
之一陳志雲因臨時有事未能出席，雯女透
露節目中會與年輕人分享面對困難的情
況，因有感時下年輕人大都在順風順水的
環境下長大，遇到困境時未必能應付到。
多年前曾為亞視拍劇的鄧萃雯，原來

23日才首次踏足大埔總台，她笑言受邀時
也差點去錯廣播道舊址。提到亞視因財
困，有機會是最後一次上亞視時，雯女
說：“所以今次來更有意義，我已經參觀
了廠房。”問她對亞視會否不捨，她說：
“每件事都有他的歷史任務，其實心情幾
矛盾，一方面再這樣下去會浪費大氣電
波，另一方面亞視又陪住大家成長，付出
不少努力，惟有向前看，舊的不去，新的
怎樣會來，不如乾脆一點讓新機會刺激一
下市場。”
至於在節目中會與年輕人分享甚麼

事，雯女稱今集主題是“低谷與成功”，
會分享自己真實的經驗，她說：“年輕人
剛出來做事，總有他們的幻想和理想，但
現實往往不同，要實踐在書本學到的東西
並不易。自己入行時好彩很順利，但其實
很危險，因為上位快易會自高自大，當跌
下來時就不知怎面對。”雯女眼見新一代
在不用捱苦的環境下長大，希望他們面對
困境時，也不要輕言“放棄”兩個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
鄭欣宜23日到油塘出席《香港安全
標誌及優質“正”印嘉年華》，並
獲委任為“正”印安全大使，欣宜
又即場獻唱快歌，不過欣宜驚爆衫
不敢太大動作。

23日欣宜在台上唱出快歌時多
次用手按住胸口，事後她受訪時自
爆早上在髮型屋化妝時發生驚險
事，就是件衫心口處突然爆開，因
為裡面只得胸圍，但當時更有三個
男髮型師在房內，所以好驚。說到
她豈不是被睇蝕？她笑說：“應該
望唔到，同埋我有着Bra，因為搵
唔到扣針，所以用髮夾扣住。”記
者笑她上圍太勁逼爆衫？欣宜笑

說：“唔只上圍，全身都逼爆，好彩無爆褲，
（為何不換衫？）因為無時間換衫，所以跳舞都
唔夠膽太大動作。（再爆就送大包？）我驚嚇走
所有人。”稍後欣宜將擔任側田演唱會嘉賓，二
人更會大跳辣身舞？欣宜說：“唔知，未排，我
唔介意，如果係佢辛苦啲。”

香港文匯報訊 陶大宇早前邀請了老友鬼鬼的
宣萱亮相其主持的有線節目《我愛煮食男》。大
宇對宣萱的喜好可謂瞭如指掌，他知道伊人對甜
品非常着迷，特意請教師傅“和菓子櫻餅”的做
法，並在節目中親手炮製送給她。宣萱試吃後甜
在心頭，更表示對大宇另眼相看。她笑言：“我
每逢出街食飯一定會叫甜品，我覺得食過甜品，
一餐飯先係圓滿。我尤其欣賞識整甜品嘅男仔，
好吸引。”
宣萱又指：“認識大宇咁多年，都覺得佢好

有風度，同佢合作永遠都好開心，笑聲不絕，好
多時未埋位個妝已經笑到花晒！”大宇則大爆宣
萱身懷絕技：“曾經同佢拍接吻戲，佢可以一路
錫，一路講嘢引導對手，能人所不能。”
宣萱坦言平日甚少下廚，為了大宇的節目卻

有備而來，首度在熒幕前公開初級廚藝，示範
“泰式焗烏頭”，是她暫時唯一的拿手菜。宣萱
笑言：“初期下廚時蝦碌百出，曾經試過切甩指
甲油。不過呢道菜連Do姐（鄭裕玲）試過都讚
好，所以我好有信心喺節目入面示範。”

陶大宇爆宣萱能邊咀邊說話 首踏足亞視大埔總台
鄧萃雯心情矛盾

化
妝
時
突
逼
爆
衫

鄭
欣
宜
險
被
睇
蝕

■■宣萱示範煮宣萱示範煮““泰式焗烏頭泰式焗烏頭”。”。

一對新人穿上婚紗禮服現身，但見B哥一身價
值5位數字黑色筆挺禮服配上煲呔，帥氣十

足，新娘子選穿達6位數字高貴V領婚紗，不算性
感，再配上約6卡全美DIF鑽石結婚戒指、每邊8
卡鑽石耳環、合共價值過千萬，非常耀眼。兩人與
大仔鍾嘉浚和3個女兒鍾嘉晴、鍾懿、鍾幗更來個
全家福合照，幸福滿瀉。

B哥更特地為囍宴書寫“甚麼事都難不到一直
到老”的字句，無論請柬或是場內拍照用的佈置和
舞台都有此書法，寓意他和太太不怕任何艱難，會
攜手到老。場內供拍照的地方，擺放着一個大型
“囍”字和配襯着兩個巨型雀籠和鮮花，還有B哥
一家五口的卡通畫像。由於當晚賓客中多小朋友，
他們都細心地準備了兩份菜單，分別給大人和小朋

友，到場賓客均獲贈特製朱古力作回禮。

偉仔嘉玲白色情侶裝到賀
婚宴台上有音響設備，隨時準備嘉賓上台獻

唱。穿上白色情侶裝現身到賀的偉仔和嘉玲一起接
受訪問，偉仔表示去年來不到，今次可以出席很是
高興，而一年前亦已送了禮物，會祝福他們幸福快
樂！嘉玲表示因今日有工作在身，加上年紀大，故
此不會不醉無歸。
阿倫被問到送什麼賀禮，他說：“沒帶來什

麼、這些都是給一次，不會給第二次，（唱歌助
興？）會拉埋克勤上去唱，我不祝他們白頭到老，
祝他們光頭到老，哈哈！今晚一定不醉無歸。”克
勤則帶來少少心意，但就不會唱歌，因有工作在身

會提早離場。
學友到來後，便匆匆趕入場準備唱歌，未有接

受訪問。而單拖前來的張家輝便準備了傳統賀禮送
給B哥，他自言：“今天要負責好多人賀禮，因陳
慧琳、鍾楚紅、鍾珍也交托我轉交賀禮給一對新
人。”家輝連續兩次都有出席B哥的婚禮，他笑說
結婚只是一個名目，可以讓大家過一個開心晚上，
一班老朋友相聚。問他會否不醉無歸？家輝表示：
“我不飲酒，（上台唱歌？）有學友和溫拿在場，
其實我阿哥（學友）拿起支咪都不能看小，他唱歌
時會很專注，不許分散他注意。”

Sammi寧去旅行不擺酒
鄭秀文被問到會否上台唱歌，她笑說：“有

溫拿在場，我不用唱，（效法B哥補擺婚宴？）
不會，去旅行比起擺酒更好。”至於杜德偉手
持新相機到場，他表示特地買了一部新相機，
要同B哥影靚相。
曹格和太太吳速玲亦準備明年補擺喜酒和拍婚

照，曹太表示這些要看緣分，曹格則說：“因和太
太都屬羊今年犯太歲，所以拍婚照和補擺婚宴會是
明年的事，應該會在馬來西亞和台灣兩地擺酒，但
一切仍未着手籌備，會交由太太去搞。”
說到他在微博多番強調自己的兒子沒有推傷吳

鎮宇的囝囝Feynman，曹格即說：“先前（微博）
答了，不回應。”說到鎮宇就兒子Feynman受傷向
內地電視台追討賠償，曹格表示對方已交代，覺得
他們會賠償，應該無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現年62歲的鍾鎮濤（B哥）與范

姜去年8月在峇里島舉行婚禮，相隔9個月後，兩人23日晚在灣仔某酒店補擺

逾百萬婚宴，共筵開33席每圍3萬港元宴請親朋好友，再度接受大家的祝福。

到來婚宴的圈中人包括去年未能出席峇里島婚禮的梁朝偉和太太劉嘉玲、曾志

偉、張學友，張家輝、杜德偉夫婦、譚詠麟、李克勤、邱淑貞一家、周麗淇、

鄭秀文和老公前後腳出現、陳浩民夫婦、曹格夫婦、蔡一智夫婦、洪天明、呂

方、上山詩鈉等，可謂星光熠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梁
靜儀）吳尊23日以國際形象大使身
份，赴港出席於旺角某酒店舉行的
《文萊皇家航空40周年誌慶》活動，
台上吳尊又表示出任代言人之前已經
常幫襯這家航空公司，多年前空姐空
少看到他都會跟他拍照，但之後可能
沒想過會經常看到他，所以現在都不
會找他拍照。
有個幸福家庭的吳尊經常都會

與家人去旅行，他謂放低家人自己去
旅行會不開心，還有在外地吃到美食
時，若不能與家人分享，總像欠缺了
些。吳尊早前與家人去了墨爾本旅
行，更被粉絲認出要求拍照，他表示
已習慣了，不會因此而避開一些多華
人去的地方。
吳尊又透露早前在汶萊參加了

慈善馬拉松比賽，成功為患癌兒童籌
到約30、40萬港元。之前因為細仔
出世，要幫手湊仔而停工了一年的
他，透露兒子已一歲多，有喜歡的劇
本他都會接拍。今年飛輪海成立十周
年，問到會否重組舉辦活動？吳尊表
示都希望可以一起做些甚麼，不過大
家都忙。
另外，提及吳鎮宇兒子 Feyn-

man去年在內地拍攝親子節目《爸爸
去哪兒2》時不慎撞傷眼角，但賠償
問題至今仍未解決，之前吳尊亦有帶
過大女拍攝同類節目，他表示會非常
小心，更無時無刻都會看實女兒。問
到之後再參加同類節目錄影時， 會
否加大保額？他說：“自己沒買保
險，就算有保險有錢賠都是沒用，最
重要是小朋友的安全。”

出任航空公司代言人

吳尊最愛舉家去旅行

BB哥
范姜港補擺百萬婚宴

哥范姜港補擺百萬婚宴

張家輝
張家輝負

責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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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禮

■鍾鎮濤一家六口

拍下溫馨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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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mi■Sammi直言不會效法直言不會效法BB哥哥
補擺婚宴補擺婚宴。。

■■曹格和太太吳速玲曹格和太太吳速玲
亦準備明年補擺喜亦準備明年補擺喜
酒酒。。

■■阿倫祝阿倫祝BB哥夫婦哥夫婦
““光頭到老光頭到老”。”。

■■張家輝連續兩次張家輝連續兩次
都有出席都有出席BB哥的婚哥的婚
禮禮。。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吳尊自言沒有免費機票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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