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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諮詢中心: 281-983-8151 Nicole

姻緣一線牽
“廣告廣告”專線

Office for RentOffice for Rent

請電請電: Angela: Angela
281281--983983--81608160

國際貿易中心小辦公室出租國際貿易中心小辦公室出租

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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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安裝經驗

星期三 2015年6月3日 Wednesday, June 3, 2015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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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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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光污染及電子產品對眼睛的傷害與防護
光鹽社健康講座
主題：現代光污染及電子產品對眼睛的傷害與
防護
講員：陳卓 眼科醫生
時間：6月6日星期六下午兩點
地點：華人聖經教會 (文化中心斜對面)
光鹽社將於6月6日星期六下午兩點在華人聖
經教會舉行一場[現代光污染及電子產品對眼
睛的傷害與防護]健康講座,邀請到了在華人圈
裡熱心公益的眼科醫生陳卓,為大家談談現在
非常熱門的話題。

隨著時代進步,現代高科技帶來的光污染日
益增加。 我們已經進入[e]世代，[低頭族]是
[e]的產生出來的新名詞,伴隨著它,在醫學界也
有新的疾病出現,那就是 CVE, Computer Vi-
sion Syndrome 。除了新的CVE之外, 拜科技所
賜, 乾眼症、白內障以及視網膜黃斑變性也不
再是中老年人常見的疾病, 年齡已經逐漸降到
青少年, 甚至兒童。對於這一代,越來越早接觸
3C電子產品,甚至有些3C電子產品就是他們從
嬰兒時期的保母,尚未發展的眼睛,就已經開始
被破壞了。至於晚一點才接觸到3C產品的中
老年人, 3C電子產品對於眼睛的破壞, 更是兩

倍, 三倍的在增加。這些3C產品有這麼可怕嗎
?舉個簡單的例子, 很多人喜歡在睡覺前, 躺在
床上看手機或者iPAD。若是沒有開燈,這就像
是你在黑暗當中, 把手電筒打開,直射自己的眼
睛一樣。這對眼睛的傷害可想而知。

不過,有新的疾病,就有新的預防方法。陳醫
生在演講當中, 也會介紹在臨床跟醫學上最新
的研究以及防護的方法。對於身在這個時代的
我們,使用電子產品是必須的,但是知道如何正
確的使用、保護我們的靈魂之窗,是當務之急
。沒有了視力, 不但無法使用3C電子產品, 更
無法用雙眼看到3C的進步。

陳卓醫生是美國休士頓貝勒醫學博士後，美
國休士頓大學眼視光學博士,長期在美國醫學
中心從事眼的發育以及眼科疾病臨床的研究,
在國際眼科協會發表過許多傑出的論文以及獲
得多項的專業獎項。無論是學術上以及臨床上
豐富的知識和經驗, 提供民眾最新的研究資訊
以及正確的保護眼睛觀念。

光鹽社健康講座, 免費入場。會後備有簡單
的茶點, 歡迎民眾踴躍參加!!好好保護自己的視
力,用雙眼見證科技的進步!!

常談天下事僑胞看台灣大選系列
關懷弱勢, 關心社區, 關注時事
蔡英文訪美，為何而來? 王定宇、李席舟

，台灣及美南兩大名嘴為您解析.
本集播出時間

首播:6月3日(週三) 晚間7:30~8:00 (德州時間)
重播:6月4日(週四) 下午12:30~1:00
美南國際電視台 55.5 頻道
網路直播: www.itvhouston.com

主持人 ：常中政
專訪來賓

王定宇 2016立法委員參選人

李席舟 美南蔡英文後援會會長
『常談天下事』話題鎖定最新發生的新聞

時事及大家關心的社區事務。主持人常中政為
常安保險負責人，他熱心社區事務，曾榮獲聯
邦國會議員社區服務獎及糖城義工獎等多項表
揚。觀眾們如希望發表意見，可利用電郵 ben-
efitmax@aol.com 或傳真 832-550-2881 分享您
的看法。網友們也可以在網上同步收看，網址
是 www.itvhouston.com

（休士頓/秦鴻鈞）來自台灣的心
理學專家，修行居士，範範師楚宇涵
週日（五月三十一日）在糖城【瀚崴
文理才藝學校】做了一場講座，講題
：【原生家庭影響了我什麼?】受到一
群居住在糖城華裔同胞的歡迎。大家
圍著楚老師而坐，看楚老師以相當新

穎，活躍的方式，讓大家了解各自在
原生家庭角色位置所產生的問題。

楚老師的培訓演說，以系統排列
為理論基礎，並且給人一種看得見，
讓身體會得到的方式，呈現出生命中
的智慧，能幫助我們嘗試找出問題的
根源與解決的方法。

她通過以下解說：（一）家
族排列治療的理論（二）原生
家庭的影響力（三）人生選擇
的重要性（四）有些角色我們
樂在其中，也有些角色我們深
陷其中（五）呈現生命中所有
的價值（六）探討生命中未知
的自己（七）有時我們看不清
自己，也拒絕了別人。（八）
有時壓抑自己，隱藏秘密。
（九）我們無意進入關係的牢
籠，重覆著這些角色-加害者
，受害者，拯救者，找不到出
路（十）透過探討生活中每個
角色背後真正的需求（十一）
讓我們真正進入【親密關係】
，找到自己生活及關係中的定
位，活出每一個角色，讓生命
更豐富，更完整。（十二）伴
侶關係中的思緒陷阱（十三）
家庭潛藏的影響有那些（十四

）增加自己的溝通能力（十五）基本
家庭動力圖解析。

透過以上的分析，解說，楚老師
為我們指出家庭系統排列療法主要功
能為：（一）正確解決人際關係的糾
紛（二）探索原生家庭的原理和技巧
（三）啟發，洞悉困擾生命的障礙點
（四）樂觀的面對疾病，肉體上的痛
楚，情緒上的困擾與死亡。尋找真正
的原因，以便採取行動去面對和療癒
它（五）了解和洞悉團隊管理和企業
經營中的各類衝突和紛爭的背後原因
和動力，提升執行力和行動力（六）
如何改變創造力（七）明白家庭影響
人生的原因（八）學會溝通，創造和
諧人生。

當天出席的觀眾近三十人，大家
在楚老師安排的活動及解析中，再加
上各個提問中，
皆覺獲益良多。

楚老師將於
六月四日返台，
八月份再重返休
士頓，與休市的
僑胞以【心理學
解釋】結緣。圖為心理學專家楚宇涵老師圖為心理學專家楚宇涵老師

在講座上在講座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楚宇涵老師圖為楚宇涵老師（（立者右一立者右一））正在指導觀眾親正在指導觀眾親
身作心理實驗身作心理實驗。（。（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心理學專家楚宇涵老師週日在糖城主講【原生家庭影響了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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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牙齒矯正專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270-0909(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198, Houston, TX 77077電話: 281-759-0200(Dairy Ashford)
2505 Park Ave #B, Pearland, TX 77581 電話: 281-485-0334(Pearland)

˙診所環境優良, 設備先進齊全, 治療方法可靠, 準確, 多樣化。開業十年無差錯，
獲得眾多好評。有更全面的檢查項目, 並有不同的專科醫生住診。

˙高血壓, 心臟病，甲狀腺疾病，糖尿病，肝/腎/胃腸疾病，皮膚病，過敏，哮喘，
婦科，小兒科，外科小手術，創傷, 腰腿疼, 關節炎, 我們都能給你最好最安全治療。

˙查體中心提供VIP全面檢查，血尿化驗，心電圖，超聲波，肌電圖，中風檢查，尿流
動力學，肺功能檢測，學生，工作查體。

姜楠醫學博士 (Nan Jiang, MD) Jennifer Farrell, DO

雖然你有很多選擇, 可是我們相信可以給你更滿意, 更可靠的治療。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六 8:30am-5:00pm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Local Magazine 2013年度休斯頓最佳醫生
華人陣容最強大的醫療團隊 接收各種保險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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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will not subjugate its national interests, Ad-
miral Sun Jianguo told a regional defense forum
in Singapore last week, even as he painted a pic-
ture of a country willing to cooperate on matters
including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 China strives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inter-
national affairs with an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po-
sition and will never depend on or subjugate it-
self to any external forces,” Sun said at the Shan-
gri-La Dialogue, a day after U.S. Defense Secre-
tary Ashton Carter used his address at the forum
to single out China as a source of instability.
The two speeches represented a toning down of
the rhetoric from last year’ s forum, where
then-Defense Secretary Chuck Hagel got into a
public spat with a Chinese general. That’ s even
as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risen,
with China parking weapons on a reclaimed reef
and warning ships and planes from other coun-
tries away from the area. The U.S. has stepped
up its patrols of the waters.
Sun focused the bulk of his speech on setting out
China’ s collaboration in the region,calling the
country a “ reliable friend and sincere partn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speaking of a shift
away from the “ zero sum” game of the Cold War
era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with conflict re-
placed by cooperation. “We will not want to see
chaos in this region, even less will we create trou-
bles in this region,” he said.
There is no change to China’ s interest in safe-

guarding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Sun said,
and the country wants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in the waters that are also claimed by
smaller Southeast Asian states like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The area contains some of the
world’ s busiest shipping lanes and may hold
large energy resources.
‘ Chinese Interests’
Sun’ s speech was a shift from China’ s strategy
at last year’ s forum to be “ very confrontational,
staunchly defending Chinese interests, scream-
ing,” said Bonnie Glaser, a senior adviser for
Asia at the Washington, DC-base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They tried a
different strategy this year,” she said. “ I think
they came in with a strategy to not be confronta-
tional.”
China’ s reclamation work is in line with interna-
tional norms and is about improving conditions
on the reefs, said Sun, who is deputy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 at the People’ s Liberation Army.
That’ s even as Admiral Harry Harris -- now the
head of U.S. Pacific Command -- recently de-
scribed the building activity as a “ great wall of
sand” .
‘ Great Restraint’
“ China has exercised enormous restraint, mak-
ing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at large,” Sun said.
“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on the
whole, peaceful and stable and there’ s never

been an issue with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Chinese officials have described their construc-
tion as largely aimed at civilian objectives such
as search-and-rescue operations. Still, the U.S.
has detected two mobile artillery pieces on one
of China’ s reclaimed reefs in the Spratlys, Brent
Colburn, a Pentagon spokesman, told reporters
on May 28 in Singapore.
“One country has gone much further and much
faster than any other,” Carter said in his speech
to the forum on Saturday. “ And that’ s China.”
The defense secretary said the island-building
raises the risk of conflict in the fast-growing re-
gion. The U.S. had “ deep concerns about any
party that attempts to undermine the status quo
and generate instability there, whether by force,
coercion, or simply by creating irreversible facts

on the ground, in the air, or in the water,” he said.
Air Zone
Carter repeated his call for an “ immediate halt”
to additional island-building and militarization of
existing formations. The Pentagon chief insisted
the U.S. “ has every right to be involved” in the
region, rejecting Chinese claims that it is med-
dling far from home.
Admiral Sun said whether China establishes an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depends “ on whether our security in
the air and maritime area will be threatened and
to what extent.”
“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been
on the whole peaceful and stable, there is no rea-
son for people to play up this issue.” (Courtesy
Bloomber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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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Not Seeking Conflict In South China Sea, Admiral Says

Beijing Launches China's Toughest Smoking Ban...Can It Work This Time?

A tough new ban on smoking indoors rolls out
across the Chinese capital Monday, with lighting
up now prohibited in all offices, shopping malls,
restaurants, bars and airports.
Many outdoor public places such as the areas
outside kindergartens and hospitals will also be
required to be smoke-free.
Businesses and institutions that flout the law will
face fines of up to 10,000 yuan ($1,600) and re-
peat offenders could have their licenses revoked.
Bernhard Schwartländer, the World Health Orga-
nization (WHO) representative in Beijing, says
it's a "major advance" in tobacco control in Chi-

na, where more cigarettes are smoked than any-
where else in the world.
Here's five things to know as China battles its
"smoking dragon."
It's not the first ban
It's not the first time Beijing has tried to tackle its
smoking problem -- a previous ban launched in
2008 was widely ignored. After closing them with
great fanfare, the airport quietly reopened the

smoking rooms in its terminals.
However, unlike previous efforts, this law has
teeth -- flouters will face stringent fines. Individu-
als must pay 200 yuan ($32) (up from 10 yuan
($1.60)) and businesses risk a penalty of up to
10,000 yuan ($1,600).
Anyone who breaks the law three times will find
themselves named and shamed on a govern-
ment website.
Schwartländer at the WHO says effective en-
forcement in a city the size of Beijing will be a
"colossal task" but the law "deserves to be re-
garded as a major step forward in the battle
against the smoking dragon."
It's popular and cheap
China is home to some 300 million smokers and
some four million live in Beijing. More than one in
every three cigarettes in the world is smoked in
China.
And those cigarettes are cheap -- as little as
$1.50 for a popular brand like Zhongnanhai. Ac-
cording to the Tobacco Atlas, 26% of the price of
a packet of cigarettes is tax, compared with a
WHO benchmark of 75%.

The China National Tobacco Corp makes one
third of the world's cigarettes and is a state-run
monopoly responsible for 3.6 million farmers,
four million tobacco retailers and half a million re-
lated employees.
Health authorities have, until now perhaps, been
reluctant to take on the interests of a giant indus-
try.
It's worse than pollution
Northern China's smog-ridden skies have been
linked to 1.2 million premature deaths a year but
smoking is arguably a far more pressing health
problem.
According to the WHO, the city's concentration of
particulate matter smaller than 2.5 micrometers --
known as PM2.5 -- can often reach 500 or more.

While this dwarfs the WHO's recommended expo-
sure of below 25 -- the smoke from just three cig-
arettes burning in a restaurant can result in a lev-
el of 600.
"The smoke from 20 or more smokers, which is
not unfeasible in a crowded bar or restaurant, will
result in a PM2.5 level that will be off the chart,"
says Schwartländer, writing in The Lancet.
Cigarettes are social currency
Smoking is a handy icebreaker in China, a way
to greet someone and few interactions aren't
made easier by offering a cigarette.
Until an edict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2013, it
was common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have a
cigarette in hand while performing their public du-
ties.
Chairman Mao Zedong and paramount leader

Deng Xiaoping were renowned smokers.
While the new ban will limit tobacco advertising,
it might already be too late for the next genera-
tion.
In 2013, a WHO survey found that among five to
six year old children, almost nine in 10 can recog-
nize at least one brand of cigarettes and one in
five expect to be smokers when they grow up.
It's a male habit
Approximately 45% of men smoke daily, accord-

ing to 2013 figures, compared with just 2.1% of
women -- this means that Chinese women en-
dure some of the highest rates of exposure to
second hand smoke in the world.
It's hoped that this army of female non-smokers
might prove to be a secret weapon in enforcing
the new ban.
At an event in Beijing on Sunday, groups of
school girls and older women danced outside the
"Bird's Nest" Olympic stadium, which was draped
in anti-smoking banners.
But new data shows that while the overall smok-
ing rate has declined in the past decade,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women light-
ing up. (Courtesy CNN)

U.S. Defense Secretary Ashton Carter
singled out China in his address as a source

of in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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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 the foun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was a big smoker.

The Disputed Territor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dmiral Sun Jianguo has commanded a
nuclear submarine and is well-versed i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

Photo taken on May 28, 2015 shows a
worker smoking during a break at a

demolition site in Beijing.

“Willing To Cooperate On All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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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殿下費心遥
這只是多年的老毛病袁 我已吃

了藥袁歇一晩就沒事了遥 "梅長蘇游

目四周遥
發現不是自己的臥室袁 掙扎着

想要起來袁"打擾殿下了遥
我還是回去的好袁 房里還有病

人噎噎"

"你現在自己就是病人浴 "靖王

沒好氣地按住他遥
"放心吧袁 我已經派了人去照

顧你房里的病人袁 他看起來比你好
得多袁先操心自個兒吧遥

你可是我母妃地故人之子袁要
出點什么事遥

叫我怎么跟母妃交待钥 "

梅長蘇只掙動了這一下袁 已覺
心跳汗出袁 自知現在的狀况不容樂

觀袁未敢再動袁害怕病情再惡化下去袁無人照管聶鋒袁可是這個病
午夜後必然轉沉袁會怎么發作事先拿不準袁睡在靖王房里遥

他又實在忐忑不安遥

畢竟他的心中埋藏着秘密袁 那是連蒙摯也未能全部知曉地
秘密噎噎

"蘇先生不必介意袁"列戰英因爲相救衛崢之事本就感激梅

長蘇遥
再經過這連日來的相處袁對他更是敬重有加遥
忙安慰道遥
"我們殿下就是這樣地袁以前打仗的時候遇到困境遥
別説一張床袁就連衣袍口糧也要分給身邊的人遥
您安心休息一晩袁明天我就派人再去搬一張床來放在西屋袁

到時您再挪過去也不遲啊遥 "

本來連夜去給梅長蘇搬一張床來根本不是什么難事袁 但靖
王總覺得梅長蘇急着要走有其他的原因袁心中起疑遥

他也不是沒見過這位多病的麒麟才子臥床不起地樣子袁可
以前無論如何虛弱袁那也只是身體上的袁但這次袁很明顯看得出
來梅長蘇在情緒上也十分不安定袁 如果説這份不安僅僅是因爲
顧忌上下臣屬的身份袁靖王是不信的遥

"先生快躺下吧袁我外間本就有長榻袁有時處理公務晩了也
常常睡在那里袁你在這里休養不妨礙什么遥 "以決定的口氣説完

這句話後袁靖王又轉向列戰英袁"就算太醫不開藥袁飯還是要吃
一點袁我剛纔從內殿帶回來的食盒里有粥袁給先生送進來遥

"是遥 "

滿漢一家啊噎噎
我的皇太極噎噎
思緒飄飛袁我眞想能馬上就見到他袁眞想撲到他的懷里袁跟他説袁想他噎噎
天聰五年十一月十五袁大金八旗大軍在拆毀大凌河城後袁浩浩蕩蕩撤回瀋陽遥
一回到瀋陽袁多爾袞便把我直接帶回府邸袁明里是待若上賓袁暗里卻在我所住的

暖閣外安揷侍衛袁嚴密監視遥多鐸對兄長的這種寬容作法頗有微詞袁我卻無心去多考
量多爾袞的用意何在袁只是爲自己即將拆幫的假身份而坐立難安袁急得直如一只熱
鍋上的螞蟻遥

奇怪的是我進府的時候袁見到的一群女人當中竟沒有烏雲珊丹的身影袁於是詢
問進來送茶水糕點的小丫頭袁得到的回答竟是科爾沁有貴客至袁大福晉受大妃相邀袁
昨兒個便進宮去了遥

聽到這消息袁我又驚又喜遥 喜的是烏雲珊丹不在家袁驚的是科爾沁來人了袁只怕
紙包不住火袁我的事會拆穿得更快遥

於是在暖閣里困守了一個早上袁終于決定趁多爾袞從宮里接老婆回來之前趕緊
腳底抹油遥 三十六計走爲上袁除非我當眞不想再留着這小命去見皇太極遥

這間暖閣原是兩開間的屋子袁隔間是個堆雜物的雜物間袁與這頭有道小門相連
--想來這個暖閣原本應該也就是個關押懲罰犯錯的下人奴才們才會用到的禁閉室遥

我偷偷潜到雜物間躱進一架廢棄的大木櫥櫃里袁櫃子里空氣污濁袁聞着有股濃
烈的霉味遥 我憋着氣在里頭蹲了一個多時辰後袁終于外頭有了動靜遥

負責看管我的兩名侍衛多半發現我突然 "消失 "了袁所以進屋來蒐尋袁隨着櫥門
聽那悉悉索索的細碎腳步聲袁我的心越跳越快遥

"怎么辦钥""不噎噎不知道遥""要不要去稟吿貝勒爺钥""爺進宮了噎噎"一陣沉默袁
而後誠惶誠恐的顫慄聲再次響起院"要不袁咱們先到別處搜搜袁這么短的時間袁那女的
跑不快袁只怕還在府里呢遥 "

"説的也是噎噎趕緊找袁不然貝勒爺非得扒了咱倆的皮噎噎"腳步聲逐漸遠去袁
我懸着的一顆心卡到了喉嚨口袁緊張得胸口發悶袁腦袋發脹遥 可我仍是不敢輕忽大
意袁就怕一個不小心落得個前功盡棄袁白受了這兩三個小時的苦遥如此又撑了五六分
鐘袁屋內突然再度響起腳步聲遥

"眞的不在钥 ""走吧袁趕緊到外頭找去噎噎"踢踏的腳步聲再次遠去袁我終于大大
的松了口氣袁從櫃子里全身僵硬的爬了出來遥才一露頭袁規頂上擱着的一叠書籍夾着
厚厚的灰塵袁嘩啦啦盡數砸在我頭上袁我嚇得連連跳腳袁全身虛脫的一跤摔在地上遥

那個周末遇到賀遲的時候袁他旁敲側擊問起發生了什么事袁賀遲沉默
了許久袁最後説院"喬叔袁如果有一天出現一個比我更能讓落落幸福的
人袁我會放手遥 可是袁如果落落愛的是我袁我不想放棄遥 "

不久袁喬落就對他説院"爸爸袁我想去趟哈爾濱遥 去處理一些事情遥 "他

看着女兒清澈堅定的眼睛袁心中通透 --顧家的陰影終于要從女兒心上

散去了遥 心中又是感嘅又是欣慰袁他祈禱上天袁讓他造下的孽不要報應
到女兒身上遥
然而喬落回來就大病了一場袁賀遲焦急關切地送食物送藥品袁近乎慌
張袁卻不與喬落相見遥那個時候袁喬志國是眞的被他打動了袁他看到了這
個男子沉着優雅背後的眞情意遥
兩個男人見的關係開始好轉袁除了下棋外還會隨便聊聊天遥但賀遲越
來越少地出現在女兒的生活中袁 他依舊鎮定袁 喬志國都忍不住跟着急
了遥
賀遲卻説院"八年我都等了袁不差着幾個月遥 喬落很倔強袁有些事情除
非她自己想通袁別人勉強不得遥 "

話是這樣説袁但賀遲在喬志國眼前一天接着一天地憔悴下去袁眼中的
沉痛憂悒無處可藏遥而後袁出了車禍袁卻依舊沒留住喬落遥喬志國同時看
着喬落迅速地瘦下去袁偶爾早上看見女兒紅腫的眼睛袁心中終于有了個
決定袁他主動開口提起了賀遲遥
喬落顯得非常意外袁她顯然沒有料到父親會主動提起死對頭的兒子遥
她不知道袁那個渾小子第一次來找他就説院"喬叔袁我知道您不願意見
我袁但是看在落落的份上袁希望您能給我個機會讓您重新認識我遥 因爲
我是唯一能給她幸福的人遥 "那小子非常大言不慚地説袁"只有我瞭解

全部的她袁接受全部的她袁寵愛全部的她遥喬叔袁落落這些年吃了很多的
苦袁她爲您付出尧犧牲了很多袁希望您能爲了她勉強一下自己重新認識
我遥 "

喬國志不得不承認袁如果賀遲已開始就如此強勢地開場袁自己可能早
已將他轟走袁連糾纏的機會都不會給他遥畢竟看着這小子他的心情絶對
稱不上好遥 而這一纏袁沒想到竟纏出了革命情誼來袁他不得不感嘅長江
後浪推前浪袁這個小子的手段實在高超袁潜移默化中就把自己心中的隔
閡給拆了袁甚至現在還替他着急起來遥
如今這個小子站在自己的面前傻笑着説院"説不定以後天天都能過來

了遥 "

喬國志豁達地拍拍他的肩膀院"來浴 上來吧浴 "

怎么能不多袁想起來已經十年沒見了袁秦予喬用手擦擦眼角袁故作
輕鬆地對奶奶説院"奶奶袁你別哭袁你哭得我也想哭袁我現在不是回來了
嗎噎噎我們都不哭好不好噎噎"

秦老奶奶舀出手帕擦淚院"喬喬噎噎我可憐的孩子遥 "

"喬喬不可憐袁喬喬現在不是回到奶奶身邊了么钥"秦予喬説完袁笑
着舀起梳妝檯前的擺着的照片袁趴在奶奶肩膀笑着問院"奶奶袁剛剛怎
么都沒有見到弟弟啊遥 "

關於這個弟弟袁秦彥之其實最顧及女兒情緒的袁甚至對夏蕓提出
這樣的要求院"明天讓小遲去你媽家住幾天吧遥 "

"大過年的袁你忍心讓小遲不在家過年嗎噎噎我知道你疼喬喬袁但
是小遲也是你親生的吧噎噎這樣吧袁明天我讓小遲避着點吧遥 "

秦予喬在給奶奶梳頭的時候就看到梳妝檯上的照片袁梳妝檯前只
擺着一張照片袁照片里是一個陌生的男孩子袁眉宇間跟她有點像袁瞧着
也是十歲的模樣袁穿着騎馬裝騎在高高的大馬上袁精神又漂亮遥

這是騎馬時拍的照片吧袁 秦予喬想起自己小時候也拍過一張吧袁
不過應該早不知道哪里去了吧遥

"我知道噎噎我知道喬喬在埋怨奶奶沒有把你照片放出上去袁對
不對啊噎噎"鏡子里秦老太太笑呵呵地拉開抽屜袁 從里面舀出一張照
片袁對秦予喬解釋説袁"原本你和你弟弟的照片都放在奶奶的梳妝檯上

的袁但是今天阿姨打掃不小心碎了相框噎噎喬喬袁你和小遲袁就是你弟
弟噎噎都是奶奶的心肝寶貝呢噎噎"

秦老太太説完的時候轉過頭看孫女袁 還是很怕孫女是以前的性
子袁就在這時袁秦予喬開口了遥

"奶奶袁你放心吧袁我已經長大了噎噎哪會像以前那么不懂事惹你
生氣啊噎噎"秦予喬撒嬌地從後面抱住奶奶袁 視線淡淡地掃了眼照片
上的自己袁這應該是她初中畢業時留下的照片袁當時她還留着十分流
行的齊劉海袁江華取笑她的齊劉海是鍋蓋劉海遥

如果她沒記錯袁當時她跟夏姸靑眞是很好的朋友袁這個劉海也是
她和夏姸靑一塊去剪的遥 她跟夏姸靑剪了一模一樣的齊劉海的時候袁
她問江華誰剪得好袁而那時的江華就體現了他的賤人品格袁他當着她
和夏姸靑的面是這樣評價她和夏姸靑院"喬喬袁不是我打擊你袁這種可
愛的髮型比較適合姸靑袁你還是之前的馬尾耐看點遥 "

"表弟來信説袁京城那邊酒樓的生意大多很好袁如果我們太白樓想發
展的更好袁就該去京城試一試噎噎"

寧汐略有些無禮的打斷陸子言院"東家少爺袁京城當然是個好地方遥 天
子腳下袁處處繁華遥 如果能在京城開家酒樓袁前景一定很好遥 不過袁這跟我
爹又有什么關係钥 "

京城噎噎這兩個字早已成了寧汐心里最大的隱痛遥 如果可以袁她只想
一輩子遠遠的避開那個傷心地遥

陸子言好脾氣的笑了笑院"當然有很大的關係遥 如果我們太白樓想在
京城打響招牌袁寧大廚肯定得去打前陣的遥 所以袁我今天來找寧大廚袁也是
爲了徵詢他的意見遥 "

寧汐被噎住了袁不由得看了寧有方一眼遥
寧有方一臉的興奮袁眼里閃着灼熱的光芒袁一副躍躍欲試大展雄心的

架勢遥 很顯然袁他對去京城開酒樓一事充滿了向往遥
寧汐到了嘴邊的話袁不知怎么的就都咽了回去遥
寧有方的夢想袁寧有方的雄心壯志袁在一年前曾因爲她的從中阻撓而

夭折遥 那次過後袁她就在心底暗暗發誓袁要用盡所有的努力幫着寧有方實
現理想遥

現在袁這樣一個大好機會擺在寧有方的面前袁他怎么可能拒絶钥 她又
怎么忍心讓他改變心意钥

陸子言沒留意到寧汐異樣的沉默袁 兀自笑着説道院"這件事我已經和

爹商量過了袁他也很贊成遥 我們陸家在洛陽家大業大袁也算是有些名望了遥
想再進一步發展袁只能另尋出路遥 眼下這就是個好機會袁先將太白樓開到

京城去袁 等站穩腳跟了袁 再慢慢的將我們陸家的其他産業一步步的挪過
去遥 "

説到這兒袁陸子言的眼中也閃出了激動興奮的光芒遥
一旁的孫掌櫃袁也聽的熱血沸騰袁連連笑着附和院"少爺有這樣的想

法袁眞是再好不過遥 只是袁這事情非同小可袁還是得從長計議才好遥 "

陸子言朗聲一笑院"這是當然遥 我爹已經點頭同意了袁而且派人送信
到京城去了遥 估計再過幾天袁表弟就會親自過來和我商議此事遥 "

想在京城開酒樓做生意袁當然得依附容家的聲勢才行遥旣然容瑾也有
這個意思袁看來是要合夥開酒樓了遥

一提到容瑾袁寧有方反射性的嘟噥了句院"容少爺又要來洛陽了嗎钥 "

看來袁容瑾的挑剔和毒舌袁已經給寧有方留下心里陰影了遥
陸子言啞然失笑袁溫和的安撫道院"寧大廚不用擔心袁表弟説話雖然

難聽些袁可心腸其實不壞的遥 "

寧汐輕輕的哼了一聲袁撇了撇嘴遥腦子里忽的閃過一張俊美無比的少
年面孔遥

明明已經隔了一年沒見袁她也很少想起那個可惡的貴族少爺遥可每次
偶爾想起的時候袁容瑾的面容卻又異常的清晰遥甚至連那抹輕蔑的笑容都
清清楚楚的出現在她的腦海里遥

陸子言一直在留意着寧汐的一舉一動袁 見寧汐聽到容瑾之後是這等
反應袁心里只覺得莫名的愉快袁繼續笑道院"此事等表弟來了袁才能眞正商
定下來遥 今天我喊寧大廚過來袁就是想先問問你的意思遥 只要你願意去袁
們陸家絶不會虧待你噎噎"

隨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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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內設針灸診所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腿疼, 關節炎,
手腳麻木, 各種外傷,
工傷, 車禍……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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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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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同步收看及手機上網收看
網址：www.itvhouston.com

七天二十四小時免費收看

55.5覆蓋全大休士頓 44.6覆蓋全洛杉
免費高清頻道●免費數位頻道●免費中、英文頻道

劇情簡介：林多美（趙韓櫻子飾）成長於溫暖富裕的家庭，
她個性純真善良，與丈夫陳笑飛（蔣毅飾）有著美滿的婚姻。文馨
（海陸飾）幼時和哥哥走散後被收養，養父去世後，養母楊樹花
（苑瓊丹）飾對她從未停止過打罵虐待，很小就要為生計奔波。文
馨與林多美的哥哥林多俊（李泰飾）在國外相識相戀，回國後文
馨嫁進林家，婚禮上意外發現小姑林多美的丈夫陳笑飛居然是
她至今難忘的初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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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華府訊】每年五月的台灣傳統週都由「台灣之夜」音樂會
開啟序幕，今年的這場音樂饗宴九日晚在馬州蒙郡學院藝術表
演中心隆重登場，20多位藝術家以高水準演出再度擄獲樂迷的
心，從全場座無虛席也證明這個音樂會受到愛樂者的喜愛與高
度肯定。

主辦單位華府台灣文化中心(TCC)董事長黃泰郎致詞感
謝，並介紹中心歷史，經過多年來的努力，還有義工的熱心服務
，才有今天的規模，未來計畫擴建，增加多功能用途，提供更多
人使用，希望鄉親繼續支持，他特別感謝獎學金委員會主席簡
明子的貢獻。

今年的台美人社區獎學金共有11名優秀高中生得獎，他
們是：Grace Claire Baisden (Damascus高中)、Andrea Chang(Fair-
fax高中)、Jenifer Duong(Benjamin Banneker Academic高中)、Al-
exandra Fognani(Woodrow Wilson 高 中)、Oluseye Raymond
(James W. Robinson 高 中)、Layne Setash(Westfield 高 中)、Kyle
Hwang( 黃 凱 佑) (Winston Churchill 高 中)、Kayle McDonald
(Charles Herbert Flowers 高中)、Joshua Okada(JEB Stuart 高中)、
Justin Pan(潘聖達)(Richard Montgomery高中)、Dale Aram Tass-
bihi(Northwest高中)，其中黃凱佑和潘聖達的父母來自台灣，所

有學生家長都被邀請觀禮，並上台分享榮耀。
節目仍由藝術總監蔡懷恩精心策畫，內容比過去更精采、

邀到更多頂尖藝術家，去年首演轟動的現代舞團「真舞團」，這
次也應邀作開場，團長陳淑貞特別表演一段獨舞，展現豐富的
肢體語言與強烈的張力，令人激賞。

來自阿爾巴尼亞的三位音樂家組成的室內樂首
先帶來輕鬆的樂曲，華府人熟悉的小提琴姚詩婷接著
上場，她現在琴藝更為精進，先以獨奏，後在陳韻安鋼
琴伴奏下，演奏卡門組曲。華府台灣合唱團在張翠蝶
指揮下，演唱六首台灣民謠與童謠，和音優美、維持一
貫水平；二重奏由豎琴戴思寧和長笛路鳳真合作，琴
韻笛聲，相得益彰；擅長歌劇的女高音趙君婷，由林姝
秀鋼琴伴奏，演唱經典歌劇曲目，以及鄧雨賢的《望春
風》，歌聲圓潤飽滿，表現不俗。

壓軸好戲由大師級低音提琴家魏詠薔挑樑，這項
樂器高大沉重，很難駕馭，由女性演譯更是難得一見，
魏詠薔也是第一位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開低音提琴
獨奏會的音樂家，值得台美人驕傲，當天她特地自任
教的路易斯安那大學趕來，現場聆賞更具震撼力，巨

大的樂器臣服在她手下，被她掌握自如，從她指間流出醉人的
音符，精采詮釋《二泉望月》和《梁祝》協奏曲的韻味，曲罷全場
爆發熱烈掌聲，在餘韻裊裊中結束這場盛會。(陳如媜供稿/照
片)

台灣之夜開啟傳統週序幕 11位優秀高中生獲頒獎學金

頒獎典禮、前排左起；簡明子、得獎學生黃凱佑、黃泰郎，後右二為潘聖達

真舞團現代舞表演室內樂演奏

台灣合唱團演唱林姝秀(左)鋼琴魏詠薔(右)低音提琴演奏女高音趙君婷(右)演唱

陳韻安(右)鋼琴姚舒婷(左)小提琴合奏

綜合報導 歌手王傑今天現身北

京，為自己將於8月8日在北京五棵松

體育館舉行的“生來征服”世界巡迴

演唱會首站宣傳。他在發佈會上透露

，屆時自己將獨自唱完全場，不會請

任何嘉賓，直言“我在娛樂圈藝人朋

友不多，臉皮薄不好意思請”。

談到此次演唱會和之前演出的區

別，王傑表示會有一些新歌，“歌迷

挑選的歌曲，這些歌對我嗓子是很大

的考驗，因為歌曲都很高音，但配合

的樂器只能我自己完成，所以這次很

吃力，不僅要記歌詞和走位，還要背

樂譜”。

他告訴記者，屆時演唱會上的所

有歌曲“沒有一首是別人的”，“有

粉絲私信警告我不許唱別人的歌，所

以我會一直唱自己的歌，不會多講話

”。

王傑透露，此次演唱會依舊不會

請嘉賓，由自己獨自唱完全場。他心

直口快地說：“現在很多藝人都比我

忙，如果被邀請卻不能來也是負擔，

何必把壓力丟給人家呢？而且我在娛

樂圈藝人朋友不多，臉皮薄也不好意

思請。”

對於時隔5年後再度登上北京五

棵松體育館的舞臺，王傑坦言會盡最

大努力，不過他也承認演唱會上不會

有演出的橋段，“因為我沒有跳舞的

天賦，我所能做的就是唱歌，保證觀

眾聽到原滋原味的歌曲，希望能一起

大合唱”。

據悉，由於王傑一直堅守關愛兒

童慈善事業，主辦方也表示支援，捐

出61張親筆簽名門票及個唱DVD等

限量周邊，並與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

通力合作，所售善款將全部用作腦癱

孤兒的籌集助養費。

王傑演唱會不請嘉賓
自稱在娛樂圈藝人朋友不多

楊冪自認“少女心”氾濫
透露女兒已能站立

可米小子成員
安鈞璨病逝

汪小菲小S發文悼念

綜合報導 可米小子成員安鈞璨，6

月1日淩晨被曝病逝，據了解，他長期

受肝病所苦。今早，汪小菲、小S、阿

雅等圈內人紛紛發文悼念。

今日淩晨，汪小菲通過在微博上傳

安鈞璨上《康熙來了》的照片，並留言

：“鈞璨，你身邊的所有兄弟姊妹都會

記得你，今夜我們都會為你祈禱，去更

好的地方脫離苦難。認識你8年來都是

在帶給大家快樂，感謝你還把熙媛帶到

了我身邊。兄弟，走好，我們永遠不會

忘記。”

今早，小S、阿雅也分別發文，小

S稱，“我會永遠思念你那張帥臉，那

張賤嘴，那顆充滿熱情義氣的心，愛你

forever”，阿雅則轉發汪小菲微博留言

稱，“真令人難過的消息。鈞璨，一路

走好，我們會記得你。為你祈禱”。

綜合報導 因常年在外工作，楊冪

難有時間在家陪丈夫及女兒。今晚，在

北京出席某活動的她透露，自己每天會

用微信關注女兒的變化，如今“小糯米

”已經能夠站立，讓她很欣慰。

今晚，薇婷“靜止時空的夢幻新娘

”活動在北京舉行，品牌代言人楊冪現

身，一襲粉紅長裙令她美艷動人，吸引

大批粉絲前往捧場。

出道多年，楊冪無論是在微博上曬

近照或公開亮相，其穿著、姿態都格外

楚楚動人，對此，楊冪微笑表示，“我

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越來越‘少女’

，可能對生活越來越有熱情了吧，‘少

女心’就很氾濫”。

雖然擁有高知名度及工作代言，但

楊冪仍心繫家庭，說到常年在外打拼，

沒法多陪家人，她臉上閃過一絲“難過

”，“好在家裏人很支援，也感謝他們

支援我的工作”。

女兒“小糯米”將滿一歲，問如何

看待缺少陪女兒的機會？“我覺得這有

利也有弊吧，她還小，讓她在自己的環

境裏先自己好好地成長，我有時間就儘

量回去陪她”。楊冪還透露，自己現在

每天會用微信關注女兒的變化，“最近

她最大的成長就是能站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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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藥，不
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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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種》曝電話求救段落 陰謀女墜入人心地獄

即將于6月5日暑期上映的重口味

新型驚悚電影《異種》，日前曝光了一

分二十秒的正片，這段“電話求救”的

片段曝光了女主角和一名神秘陌生人的

對話，體現出“人心即地獄”乃是比嗜

血異種更可怕的恐怖。

重口味新型驚悚電影《異種》今

天首次曝光了一分二十秒的正片片段，

女主角呼吸急促的問電話那頭：“你

説話呀！你到想要幹什麼？”語氣中

透露著極大地不安和恐懼，而電話那

頭的神秘陌生人沉默不語，女主角瞳

孔突然放大，眼神絕望地目視前方，

恍然大悟：“你想把我困死在這裏是

麼？！”氛圍驟然緊張起來，讓人不

禁倒吸一口涼氣，揣測究竟發生了什

麼。

接下來的通話中，事情變得漸漸明

朗起來，一場看上去是偶然的事故原來

幕後隱藏著一個巨大的陰謀，無意中陷

入了陰謀漩渦的女主角被當做了犧牲

品，電話中神秘的陌生人正是這個幕後

陰謀的操盤手，他的目的就是為了將女

主角和事實真相一起“活埋地下，死無

全屍”。

這段畫面陰鬱、氣氛壓抑、主題黑

暗的片段反映出了本片的一個重要背景，

片中的利益集團在遭受嚴重化工污染30

多年的毒

地 上 建

樓，向公

眾隱瞞了

環境評估

數據，而

正是這片

毒地導致

原本生存

在這裏的

狼 鼠 變

異，最終

變成令人可怖的嗜血惡獸。而這段正片

片段透漏了影片重要的情節轉折，不僅

活埋地下的女主角最後意思求生希望被

幕後黑手殘忍斬斷，更可怕的是隱藏在

黑暗中的嗜血惡獸已經悄悄逼近，一場

你死我活的血腥搏殺即將開始......

電影《異種》由光影魔方文化傳媒

和廣東易美聯合出品，新銳導演過華執

導，劉青、周浩東、吳妍妍、趙千紫、

于子健、李文傑聯合主演。6月5日，

異種嗜血突襲，無人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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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成龍監制的今夏最燃動作喜劇電

影《我是誰2015》即將于6月12日火爆

上映。近日，影片曝光了一組熱血版人

物海報，海報一改之前的寫實風格，手

繪質感酷勁十足。“新七小福隊長”王

海祥、 “龍女郎”姚星彤、張藍心，

導演兼主演宋胤熹霸氣亮相，全動作明

星陣容引發期待。

影片曝光的人物版海報劍走偏鋒，漫

畫手繪風格勁爆有型。海報整體畫面熱血

感十足，一半橘色斑駁，一半純黑簡練，

形成極具張力的反差效果。這組設計感十

足的海報中，各位主演側向而立，眼神犀

利、不怒自威。人物一面被橘色渲染，另

一面與黑色背景融為一體，黑白線條勾勒

出他們輪廓分明的霸氣身影。

海報中各位主創身手各異，但都眼

神淩厲、暗藏殺機。王海祥側身而立，

鐵拳緊握肌肉感十足。姚星彤紅裙美背，

單手持槍演繹性感殺機。張藍心一身緊

身黑衣直視前方，再現果敢霸氣的打女

風姿。宋胤熹則長刀在側，蓄勢出擊。

全動作明星集體亮相，《我是誰2015》

中再度開火，戰鬥升級精彩加倍。海報

右側的金龍延續了成龍電影的標志性符

號，盤橫于下方低落四散的建築群落

上。海報強烈的動作硬漢片即視感引

發大眾期待。

《我是誰2015》由成龍監制，融

合了動作、懸疑、愛情等多種戲份，節

奏緊湊、劇情精彩。在驚險的動作場

面、抽絲剝繭的疑團揭秘外，王海祥

和姚星彤的麗江邂逅和虐心戀情也值得

期待。除了精彩的劇情配搭，影片的功

夫明星陣容也重量十足。《我是誰

2015》由成家班精銳團隊一手打造，影

片主角王海祥作為“新七小福隊長”，

被寄予接班成龍的厚重期望。《十二生

肖》中雙殺亮相的姚星彤、張藍心再次

聚首，黑白大戰中繼續上演驚險追擊

戰。而成家班第一代成員盧惠光和經典

硬漢于榮光也再度銀幕合體，鬥心鬥智

兇險萬分。眾多動作明星傾力加盟，為

觀眾奉上一場成龍式的動作喜劇大戲。

《我是誰2015》由北京華博龍韻

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和雲南望天樹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北京銀

翼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營銷發行。影片

將于6月12日全國公映，驚險刺激火

力全開。

《破風》東方塔下首騎行
外灘極限搶命拍攝

由林超賢執導、梁鳳英監制，彭于晏、竇

驍、崔始源、王珞丹、陳家樂、歐陽娜娜、連

凱等主演的青春熱血電影《破風》將于8月7日

上映。該片由恒大電影、英皇電影、愛奇藝影

業、蘇寧環球、華策影業聯合出品。據了解，

《破風》的拍攝創造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在

上海街頭實拍單車飆車賽，第一次在東方明珠

塔陸家嘴圓環騎行，第一次封跨江隧道，還第

一次環上海外灘封路拍攝，場面十分恢宏。而

跨江隧道爆胎又遇連環車禍的畫面，也令整個

劇組毛骨悚然。

電影《破風》轉戰臺北高雄、香港中環、

意大利雪山、韓國釜山、騰格裏沙漠、上海外

灘等歐亞兩洲10地取景，彭于晏、竇驍、崔始

源等演員都不懼艱辛，在10城親自上演氣勢恢

宏的單車比賽。在林超賢看來，外灘比賽的拍

攝是最困難的，但也是他特別看好的。林超賢

説：“在外灘的戲份是我一定要堅持有的。因

為外灘是上海的標志之一，電影裏如果沒有外

灘，那和在其他地方拍有什麼分別？制片方一

開始聽到我這個打算，都大呼不可能。那邊人

太多了，要涉及封路，而我們為了展現自行車

隊的速度，需要封挺長一段路。”

軟磨硬碰，一次次協調，最終外灘管理方

同意拍攝，但只允許拍攝15到20分鐘。制片團

隊經過多次的申請與協商，雖然最終實現了拍

攝2天，但每天拍攝時間不能超過2小時，並且

必須在早上八點前結束，所以實際操作起來還

是非常困難。林超賢淩晨3點多鐘就讓劇組到

場設置，近兩百位群眾車手四點半就到場開始

陸續換裝。彭于晏、竇驍、崔始源、陳家樂等

主要演員，也都五點多就已經準備好上陣。6點

光線充足了，就迅速搶拍，“要趕在頭班公交

車過來之前拍好，因為只封了一半的路，所以

另外一半路上出現的車輛行人，只能通過後期

制作抹掉”林超賢説。好在，讓他欣慰的

是，最終呈現的效果非常壯觀。

除了上海外灘的艱難拍攝，還有陸家嘴圓

環與東方明珠塔的街道賽和跨江隧道賽。其

中，陸家嘴圓環與東方明珠塔的街道賽拍攝也

面臨場地和時間協調困難的問題。除了兩百人

的車隊外，還有三、四百位群眾演員在馬路邊

加油助威，再加上圓環的每個路口都有管制指

揮交通的數十位警察，整個的協調也是一個重

大困難。

在跨江隧道的封路拍攝時，意外爆胎和連

環車禍也使不少演員“挂彩”。因為地下隧道

不僅路面不好，而且路中的排水溝蓋又寬、又

跟車胎方向平行。以至于車手掉進溝槽就會勾

胎槽，再彈出來，就爆胎了，隨之還引發了連

環車禍。據悉，有些演員在拍攝這場戲時受傷

見紅了，尤其是陳家樂在摔斷鎖骨後，再次受

傷。“雖然困難重重，但最終拍出的畫面非常

漂亮，尤其是單車隊在東方明珠塔前的漂亮分

列式畫面更是精彩。”林超賢説。

由芭樂出品的《熱舞之靈》開機新

聞發布會在北京現代音樂研修學院正式

拉開帷幕。芭樂創始人兼CEO姚建疆、

導演梁鋒、新生代演員MIC男團、黃景

行、劉忻、洪倩、梁龍、爽子、韓宇、

DL組合，以及北京現代音樂研修學院

院長李罡也特意前來出席了該新聞發布

會。《熱舞之靈》由青年導演梁鋒執導，

亞洲舞王黃景行擔當舞蹈監制，黃景行、

劉忻、池約翰、王浩等領街主演。眾多

大咖、舞王齊聚一堂，力爭打造國內首

部最高逼格青春校園街舞題材電影。

據悉，參演影片《熱舞之靈》的舞

蹈演員，特地為此次影片開機儀式編排

了非常震撼的群舞，出色的舞蹈表現將

現場的氣氛推到最高潮。匯聚各類舞林

高手，亞洲舞王黃景行的熱血加盟，導

演梁鋒表示，該影片形式不同于其他的

校園電影， 《熱舞之靈》是一部集青春

、歌舞于一身的校園勵志電影。影片風

格別具魅力，從故事情節到演員氣質都

力求展現時下街頭“潮”文化。而影片

中的人物以舞結緣，以舞傳情，以舞相

爭，以舞相知，將上演一場華麗的舞蹈

盛宴。

相關負責人也表示，之所以會拍攝

《熱舞之靈》這樣一部電影，就是想用

當下年輕人都喜歡的方式，來圓一次80、

90甚至是00年代人的街舞夢。而影片

傳遞的信息也想告訴現在的年輕人：有

時候愛情的出現成為我們堅持夢想的動

力，有時候因為夢想，又讓我們收獲了

愛情，總之人有夢想，終究是好的。夢

想，並非遙不可及，有一個腳踏實地的

夢想，一個為夢想奮鬥的牽引力，一個

放棄小我成就更多人的夢想，是這個時

代95後年輕人對于夢想的定位。同時，

也是對95後年輕人現實的寫照，他們不

是垮掉的一代，不僅充滿活力，也對夢

想有積極的追求。

曾執導《獵天》、《那年匆匆》、

《原來愛情》的導演梁鋒在儀式上講到：

“我們的影片中會出現Breaking、Poppin、

Locking等多種舞種，加上此次在演員方

面的嚴格挑選，我保證，無論你是充滿血

性的MAN；還是溫柔易倒的Girl，一定

會有那麼一個瞬間，讓你迷上街舞，迷上

我們的演員，甚至迷上我們的導演。”

隨著電影市場越來越多種類的電影出

現，觀眾群的細分也越來越明確。姚建疆表

示：正由于《熱舞之靈》劇情和風格的青春

化，決定了這是一部真正屬于熱愛街舞的人

的電影，從音樂形式到舞蹈形式，都是時下

最流行的風格。該影片預計9月開學季上線，

學生觀眾很可能成為本片的觀影主力軍。

《熱舞之靈》呈現了一種積極、永

不言棄的人生態度，人生就像一個舞臺，

每位過客就像一個舞者，只要堅持努力，

就會舞出屬于我們自己的生命精彩。

《熱舞之靈》火爆開機 舞林高手齊聚京城

《破風》外灘封路最艱難
每天2小時“搶命”拍攝

東方明珠塔下首次騎行
跨江隧道爆胎又遭連環車禍

全動作明星熱血版海報大集結
畫風犀利動作勁爆硬氣來襲

動作懸疑配搭愛情戲碼
成龍式動作喜劇六月突襲

巔峰對決 舞林高手齊聚京城

舞動青春 跳出精彩人生

女主角活埋地下
原是幕後陰謀犧牲品

利益集團污染毒地建樓
“活埋”真相草菅人命

斯容突破心防賣壯陽藥
低胸勾買家心

購物專家斯容 「處女」形象深
植人心，她日前突破心防，在電視
上賣起壯陽藥，她坦言一開始確實
有點排斥： 「因為我的形象不是這
個樣子，大家都知道我不擅長講這
方面，但後來我說服自己，其實性

也 是 很
正 常 的
事 情 。
」 她 已
賣 過 兩

次壯陽藥，業績不錯， 「看來我的
路又更寬了，哈哈！」

斯容說，當時知道電視台要安
排她賣壯陽藥，第一時間就想婉拒
： 「一是怕我自己講不好，產品要
是賣很差要怎麼辦？二是我真的羞

於啟齒，這方面我不是那麼方便講
。」製作單位知道她怕尷尬，要她
負責穿得美美就好，產品功效如何
就讓節目來賓去發揮， 「我就穿上
低胸繃帶裝，刺激消費者購買欲，
也是另一種方式。」

而她感情至今還沒開胡，依舊
是小姑獨處，她表示只能隨緣，至
於現在是否仍 「原裝」？她嬌笑說
： 「哎唷，我現在年紀都多大了，
就不要去講這個了啦！」

如同幾年前盛竹如重新在演藝圈紅了
一回，出道超過30年，從不諱言自己今年
已經57歲曹西平像走同一條路般，再度引
起年輕觀眾的注意。不過，他比圓融的盛
竹如長出更多刺，一下批潘若迪，一下又
罵某女主持人訪問不入心，氣得他再也不
上她的節目，其實在充滿刺的背後，他有
一顆柔軟無比的心。

在綜藝圈走跳其實有生命周期，紅的
時候超紅，但往往過氣了，就一蹶不振。
曹西平和盛竹如、羅霈穎這批算是另一種
人，3 人其實都年過 50，盛竹如更年過 70
歲，卻能保持活力再度擦亮自己的招牌，
增加在年輕觀眾心中的能見度，這是非常
不容易的事。

盛竹如曾說，方式就是多跟年輕人接
觸，什麼樣的通告都來者不拒，所以他曾

幫 自 由 發
揮 拍 MV
， 上 綜 藝
節 目 時 反
串 ， 更 接

下外景節目任務，穿了一雙皮鞋、西裝褲
就去登山。曹西平雖然已過半百，他在人
生歷經許多風浪之後仍能引起注意，也是
他敢衝敢玩，跟許多演藝新秀在節目中打
鬧，期間不忘把自己的演藝經驗傳承，才
得到許多人尊敬。

但既然能接受像 Kid 或其他小他 30 歲
的綜藝咖誇張玩笑，曹西平為何偏偏跟潘
若迪過不去，一卷錄影帶事件從上節目到
新聞處理，讓潘若迪吃足排頭，而且這事
目前看來無解，到底什麼原因？仔細翻開
曹西平這些年的故事，就會明白，潘若迪
的綜藝玩笑哏，只是剛好開在曹的眉角上
，弄成今天局面，只能用一句無奈來形容
。

曹西平當年是動感歌手，後來轉做愛
情配對節目主持，著實紅了很長一段時間

。但拆掉藝人工作，
他是一個非常孝順，
認真過生活的藝人，
十多年前，為了親兄
弟不照顧年邁父親，

甚至走時出殯，其他4名兄弟都不回家奔喪
而鬧上新聞版面，那些年，他看盡人生的
生死離別，慢慢走出來後，沒想到一路幫
助他從陰暗迎向陽光的助理摯友，又突然
肝病去世，讓他又從地面重回陰鬱。

他從不諱言，那段時間數次有想跳樓
自殺的衝動，如不會游泳的人在池水中掙
扎，最後他手觸岸邊，一身是水的爬上岸
，對於生死，他又有更深一層的體會。他
其實是個重情重諾的人，很多事說了必定
做到，也不想欠其他人人情，所以當他用
盡氣力減肥30多公斤重返演藝圈，遇到了
當年向他借錄影帶的潘若迪，原本只需一
句道歉就可以解決，沒想到潘若迪習慣用
綜藝方式化解尷尬，用一卷紙紮的錄影帶
回送曹西平，這對數次徘徊生死的曹西平
而言，簡直成了不能承受之重。

事情拉回20多年前，潘若迪參加 「六
燈獎」演出，剛好同一集的其他來賓把畫
面用當年流行的VHS帶子錄下來，曹西平
知道後，向該來賓借了帶子給潘若迪看，
結果，這一借就一去不還，這種深具紀念
意義的帶子只有一卷，讓他愧對開口借的
那名來賓，這一歉仄，就是20年，也許潘
若迪在看完後遺失，但遇到曹西平，只需
一句對不起就可以解決，沒想到他上節目
前跟沈玉琳閒聊怎麼化解尷尬，沈開了玩

笑， 「不然你做一卷紙的給他好了當交代
」，只是一個平常無奇的哏，卻正好戳到
曹西平的痛。

潘不肯正面、低頭、認真道歉，曹又
深埋多年來對那人的愧仄盤根錯結情緒，
一個玩笑就把交情給毀了，尤其在曹送走
那麼多親人、好友後，還面對潘說 「不然
燒給你」的玩笑，他當然開不起，最終成
了難解的局。

分享曹西平是個認真的藝人，看他上
節目總把自己弄得像走時尚秀就知，他非
常在意體面的外表，而且許多衣服穿了絕
不重覆，酬勞多半拿來治裝，為了把自己
維持在最佳狀態，他說他在泰國生活時，
搭捷運常在到站前幾站下車，一路走回家
，讓自己滿身大汗減掉不必要贅肉，已經
57歲了，還每天勤發臉書動態，上了節目
必問收視率，知道怎麼表現才能贏得觀眾
的掌聲。

但愈是走過坎途的人，身上愈是長出
許多眉角，在意的事情也愈來愈多，就如
當年羅霈穎為了一雙高跟鞋跟利菁翻臉，
老死不相往來，在演藝圈裡，從此成了陌
路，如今曹西平重新紅回來，他接受新的
事務，但也有自己的堅持，他的毛要怎麼
摸，潘若迪可能要再想想，否則真的從此
成了陌路。

看似全身是刺
其實心地柔軟的曹西平

愛上靈修？
Jolin：自助最重要

周一剛結束 4 場台北小
巨蛋演唱會，Jolin 蔡依林昨
出席品牌代言活動，笑說前
天在家好好休息，問到是否
有跟男友錦榮約會，她笑說
「干你什麼事」，之後提到

6 月沒排工作，準備放大假
去歐洲旅遊，錦榮是否一起
去？Jolin 用超殺眼神不回應
。

她現在能自在表演，是
因為之前去找了靈修老師，
對此，Jolin 表示，3 年多來
她接觸不少心靈、哲學的相
關內容，也算過塔羅牌、星
座等，因為自己很有求知欲
，蔡依林認為每人都要了解
與愛自己，不只是靠外在的

幫助，要懂得自助最重要。
Jolin 提到之前拍攝上張

專輯中 「我」MV 時，透過
鏡子好好看清楚了自己，是
一種奇妙的感覺，讓她開始
更清楚認識自己。

這次演唱會讓粉絲們驚
豔，小豬羅志祥看完演唱會
後，還在臉書 PO 上扮女裝
照片，笑稱 「做姊姊的到現
場挺你」，Jolin 笑稱有看到
，還說可惜小豬坐太遠，不
然想邀他上台演出。

錦榮也在微博公開讚賞
Jolin 的演出，還表示 「I'm
so proud of u」，問Jolin看到
這段話是否開心？她巧妙回
答 「我每天都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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