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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成人午餐 $9.69/人; 成人晚餐及週六、日全天 $12.89/人
60歲以上老人，平日中餐$8.39/人; 晚餐及周六、日全天$10.89/人

兒童(3-8歲) $5.99/人; 兒童(9-12歲) $7.99/人

$$1212..8989//成人晚餐成人晚餐 $$1010..8989//老人晚餐老人晚餐

慶祝父親節慶祝父親節慶祝父親節
666///202020、、、666///212121 全天供應鮑魚全天供應鮑魚全天供應鮑魚

$$55..9999//小孩小孩33--88歲歲 $$77..9999//小孩小孩99--1212歲歲
（不可與折扣券同時使用）

星期六 2015年6月20日 Saturday, June 20, 2015

phone:713-270-0177
Web: AkasakaTexas.com

6833 W. Sam Houston Pkwy.S. #109, Houston, TX 77072

Akasaka Japanese Restaurant & Lounge

(8號公路與百利交界 希爾頓花園旅館對面)
敦煌廣場隔鄰 步行距離

六月二十一日六月二十一日父親節父親節
全天接受定位全天接受定位

來赤阪日本餐廳為父親慶祝來赤阪日本餐廳為父親慶祝！！
******令人垂涎三尺的紅燒牛排和蝦令人垂涎三尺的紅燒牛排和蝦******

為你最愛的人為你最愛的人，，只需只需1515美元美元
父親節父親節，，星期日星期日，，六月二十一日全天提供六月二十一日全天提供

$$11的的DomesticDomestic啤酒和啤酒和$$22的紅酒的紅酒。。

父親節特別優惠
品嘗我們的新菜和一份額外的美味拉面

每桌每次限用一張優惠券

（本報記者黃梅子）世界上有一種方法，不必化療、手術、

打針、吃藥，就能讓你的癌細胞消失，這個辦法就是葛森療法，

是由被被醫學界埋沒的天才──葛森博士發明的。病人一個接一

個被治癒的奇蹟療法！

葛森醫師認為，人生病有兩大原因：一是缺乏營養，二是體

內有毒素。因此，想要恢復健康，就要對症下藥：一是得到充足

的營養，二是排毒。葛森醫師發現，喝有機蔬果榨出來的汁，可

以讓人體迅速吸收，快速補充營養。所以利用葛森療法治療癌症

時，每天要喝多達13杯有機蔬果汁，每小時喝一杯。至於排毒

，則要靠咖啡灌腸。

全套的葛森療法如下：1，全素飲食，禁止攝取動物性蛋白

質及脂肪(蛋、奶、乳製品也在禁止之列)；2，給予身體充分營養

(13杯蔬果純榨汁)；3 ，食用有機蔬果；4，蔬菜湯（希波克拉底

湯）；5，咖啡灌腸排毒；6，低鈉高鉀飲食（無鹽飲食）。

你我的生活，遍地皆「毒」，防不勝防！從紫外線，微波爐輻射

，飲用或沐浴含氟、氯的水，攝取食品添加物，牙科根管治療，

經常性使用處方藥物，長期的心理壓力，消化不良……影響人體

的酵素、荷爾蒙、免疫和其他防禦系統，讓你虛弱、生病、得

癌症……葛森博士利用最完整的營養食療和排毒法，教你救自

己一命！

小至減肥，大到紅斑狼瘡、糖尿病、愛滋病、癌症等棘手

重症，都可以改善。針對許多醫師都束手無策、宣布無救的重

大疾病，葛森博士的「革命性」健康、治癌觀念成為了病患的

救命曙光、療養聖經。葛森博士的女兒夏綠蒂．葛森和資深醫

療記者莫頓．沃克所共同記錄的《救命聖經．葛森療法》，除

了延續葛森博士的基礎方針，更針對各種病患的需求加以改良

、創新和補充，讓各種癌症（無接受化療者、有接受化療者、

極度虛弱者）和其他疾病病患，都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葛森療法

。

事實上，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美國心臟協會、甚至連抨擊

抵毀過葛森療法的美國癌症學會，至今也都鼓勵使用改良版的葛

森飲食菜單，尤其要配合咖啡灌腸排毒──如此強效的救命療法

，已成功治癒病患長達70多年。

身體健康的人，真的很有福氣，不必飽受病痛之苦。而那些

能夠在身體健康時，就了解葛森療法的人，我認為是更有福氣的

人！

由有三十年醫院工作經驗的註冊護士Judy主理的新世紀養生

學苑教您怎樣正確使用葛森療法，教您清腸排毒、滋養修補、預

防大腸癌；改善亞健康體質，徹底告別便秘、口臭、失眠、頭痛

、倦怠、暗瘡、濕疹以及慢性疾病等。

諮詢電話：281-546-1018。地址：6515 Corporate Dr, #L, Houston,

TX77036。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
多人長期腰痛背痛頸痛，這
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
椎間盤突出。椎間盤突出分
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間盤
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
腿痛常見原因之一，其主要
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
間盤突出又名腰椎間盤纖維
環破裂癥或腰椎間盤髓核突
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
脫”或“腰突”。它是指人
體隨著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
傷和積累性外傷等原因，使
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
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
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
起的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
腿痛癥狀的骨科常見病、多
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
腰骨底部疼痛，下肢放射性
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
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
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
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
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
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
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
。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
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維環
破裂，髓核向後或後外側突
出，壓迫脊神經根引起腰腿

痛，坐骨神經痛是腰間
盤突出癥的最突出表現
。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
於青壯年，有明顯的頸
部外傷史或有長時間低
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
經根受壓者，出現頸部
、肩部、上背部劇烈疼
痛，伴上肢放射性神經
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
，疼痛加重。肌力下降
，腱反射減弱或消失，
臂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
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
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
生治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
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
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
，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
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
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
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
，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
整個療程費用比手術治療時
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
術MRI診斷治療，病人躺在
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
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

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
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
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
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
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
80%。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
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
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
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
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 址 ： http:txspinalcare.

com
主診所地址：9610 wes-

theimer road, Houston, Tex-
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
（8am -6pm）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夏季汽車保養秘訣六

夏天開車最怕遇到的

就是一場突如其來的雷陣雨。

當傾盆大雨落到車的擋風玻璃

上時，這時雨刷器可千萬不能

“罷工”。在暴雨肆虐的夜晚

，雨刷器更是必不可少的裝置

，因為昏暗的光線加上暴雨會

讓駕駛員的可見區域縮短4～6

米。雨刷器在冬天會經受一些

考驗——冰雪、化雪食鹽和極

度嚴寒的天氣都可能讓雨刷片

開裂，降低雨刷器的功效。如

果雨刷器在玻璃上留下明顯的

印跡或者在下小雨時仍要擺動

多次才能把雨水刮乾淨，就說

明雨刷器應該更換了。

更換雨刷器時，最好

是整副更換而不是僅僅換

橡膠雨刷片。您可以到汽

配店去購買與您車的牌子

、車型或者出產年代相匹

配的雨刷器。初次更換雨

刷器時，如果不知從何下

手，不妨多花點時間仔細

閱讀一下說明書。還有一

個辦法就是看看您車上原

來的雨刷器是如何安裝的

，這樣可能比查看說明書

更直觀。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如何保養汽車的製動系統。

夏季汽車保養秘訣七

制動系統是汽車最重要的

安全配置。夏季開車前，一定

要先檢查一下制動系統是否老

化，以保證您的出行安全。如

果制動片或製動蹄片的襯墊已

經磨損，且厚度低於最低安全

厚度時，您就必須更換制動裝

置。您可以在任何一家正規的

汽車維修站或者制動裝置專營

店檢查制動片的襯墊。

出現以下現象時，就說明製動

系統需要檢查了：

制動踏板很鬆，踩下去不起作

用；

制動踏板很緊，踩不下去；

制動踏板太低或者太高；

汽車儀錶盤上的指示燈或警示

燈亮起；

制動裝置發出持續尖銳的刮擦

聲。

有趣的是，刺耳的剎車聲

並不一定是故障信號。剎車發

出短促尖銳的聲音可能是因為

製動片、制動盤、制動蹄片或

製動鼓上有水汽，或者其他原

因。只有當短促尖銳的聲音變

成持續尖銳的刮擦聲時，才往

往是金屬摩擦發出的聲音，這

可能會對製動零件造成無法修

復的損壞。

發現制動故障後要儘早檢

修。即使是製動裝置的小故障

，如果不及時修理，也可能帶

來大麻煩，從而大大增加修理

費用。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

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夏季汽車保養秘訣（3）

葛森療法葛森療法———治療癌症的奇蹟方法—治療癌症的奇蹟方法！！

（本報記者秦鴻鈞）1973年開始創業，四
十餘年來，把中國傳統麵食文化在美國發揚光
大的 「云吞食品公司」董事長黃青新先生，於
上月蒞臨休士頓，並接受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也揭開 「云吞食品公司」四十多年來屹立不
搖，愈作愈盛，遠近馳名企業的神秘面紗。

在台灣油品爆發驚人內幕，違背良心，原
則只求賺錢的巨賈橫行之餘，聽到黃董事長只
用簡單幾個字—— 「食品是良心事業」，所有
的產品，絕對嚴格把關，做事實實在在，因此
，為何 「云吞食品公司」的各類麵食如此具有
競爭力？在於他們自己事前嚴格檢驗，覺得東
西不合格，立即銷毀，不賣出去，因此， 「云
吞公司」在與工廠合併，專作麵食後，更加發
揚光大。

如他們的 「簽語餅」，除美國外，也銷往
歐洲，一天生產500萬支，他們以各式麵製品為
生產大宗，如中餐館用的麵皮類產品（如春捲
皮，餛飩皮），如研發 「烏龍麵」把中餐館的
麵食文化，創新，推展出去，另加上近期推出
的春捲皮，加強韌性，厚度增加，做出來的春
捲 「加厚，易包，特脆」，整個品質提升。

黃董事長表示：希望 「云吞」的產品不斷
改良，不斷創新，也希望各餐館老闆多給些意
見，他們會不斷的提升品質，以適合各餐館需

求。以後 「云吞」推出的食品會更加全面，更
加實實在在，為德州同胞做更好的服務。

黃青新董事長介紹中國 「食的文化」，如
數家珍。他說中國有56個民族，八大菜系：粵
菜，川菜，湘菜，魯菜，淮陽，江浙，閩菜等
，各有特色，各有專長，但皆離不開麵食，如
中國人最喜歡的 「牛肉麵」。
1969年黃青新董事長從香港來到紐約這個全世
界最重要的商業大都市。他敏銳的捕捉到未來
影響他一生的獨特商機-麵製食品，憑借著中國
人刻苦耐勞和不甘人後的精神，他從零開始，
一點一滴的在這陌生的國度撐起食品業的一片
天。如今已成為全美幾萬家中餐館最大的生產
原料供貨商。他鐘愛粵劇，為弘揚中華文化盡
心竭力，他還是大慈善家，捐款濟人，不遺餘
力。被稱為【慈善老人】。黃青新曾於2011年
榮獲美國聯邦商務部頒發的【年度少數族裔製
造業獎】，為華人企業家樹立新的標桿。他也
當選 2013-2014 年全球華人經濟年度成就與貢
獻的百人【全球華商名人堂】。

云吞食品公司的前身是 「西湖麵廠」。由
創辦人黃青新先生與友人合夥組成。1973成立
於紐約，專門製做麵條，春捲皮，云吞皮等麵
類產品。由於品質好兼價廉物美，很快便受到
各大餐館的歡迎，逐漸成為遠近馳名的麵食供

應商。
1976 年，黃先生又組織其也股東，在

Houston 成立西湖麵廠，由於經營得當，金
碗產品深受客戶愛戴。2002年，為了配合巿
場發展策略上的需要，將Houston西湖麵廠
分為兩部份。一是生產製造，二是貿易，云
吞食品公司購買了生產製造，而西湖亦購了
貿易部份。云吞食品公司和西湖貿易公司由
此一變成二。各自獨立經營自己的生意。目
前云吞公司和西湖貿易雖然只是商業往來，
各展所長，卻是相得益彰。

Houston 云吞食品公司，位於 Houston
Downtown 2902 Caroline Street
(832-366-1280)，佔地六萬多尺。為了提升
產品的品質及效率，從而生產更好的產品，
滿足巿場，客戶的需求。公司投資大量資金
，淘汰所有舊設備，轉為自動化生產。
Houston 云吞食品公司生產的，包括簽語餅
，蛋麵、廣東乾麵，春卷皮，云吞皮，水餃皮
等麵類產品。由於設備改良，管理提升，品質
和服務得到保證，更因為價廉物美，深受用戶
歡迎。產品銷售覆蓋全美。

云吞公司銷售渠道是通過各大餐館批發公
司，如欲採用云吞公司產品，請向各大餐館批
發購買。

云吞公司除了重視 「管理效率」（Manage-
ment），更堅持自己的道德標準，使用高品質
原材料。配以高效率製造安全又美味的產品。

云吞食品公司四十年來，在美國弘揚中國
傳統美食文化，不遺餘力。更以高品質和服務
，增進中餐館在美國餐飲界的競爭實力及巿場
地位，云吞食品、實功不可沒。

食品業是良心事業食品業是良心事業，，在於嚴格把關在於嚴格把關，，做事實在做事實在
「「云吞食品公司云吞食品公司」」 董事長黃青新談成功之道董事長黃青新談成功之道

婚前協議保障和諧婚姻關係
 

























賴清陽律師足跡中美，處理各種疑難雜症，如富家女嫁窮
小子，父母不放心，怕來者不善，中外通婚、跨國、或跨越種
族、文化、膚色的婚姻，更充滿了不定性，美好的婚姻固然很
多，不好的也有些，所謂結婚難，離婚更難。若不事前好好計
劃安排，到時對薄公堂，情何以堪。

例如王先生赴美打拼奮鬥三十年，逐漸積累了財富，實現
了自己的美國夢。但是在家庭生活上，王先生在歷經一次不成
功的婚姻後，獨自撫養兩位未成年的子女以及年歲漸長的父母
。最近，王先生與一位女士兩情相悅，希望締結秦晉之好。王
先生在憧憬新的家庭生活之余，也深深擔憂新的家庭成員對子
女和父母的影響。尤其是王先生年長於未婚妻，他擔心未來的
家庭收入全部成為夫妻共同財產，使子女父母的利益受損。他
更擔心一旦發生意外，年輕的未婚妻是否能夠代替他照顧家人
。與此同時，年青的未婚妻必需放棄她在異國的成功職業和社
會關系，前往美國從頭開始。但是，她害怕一旦感情生活出現
裂痕，很難立即再次建立職業生涯，得到獨立生活的能力。所
以她希望可以獲得王先生的承諾，保障她在美國重啟事業之前
的生活。

夫妻關系相對不平衡的婚姻往往需要借助婚前協議來穩定

關系，例如:夫婦中的一
方年紀較高、財富相對
寬裕、或者有較多的子
女撫養和父母詹養的義
務等等。隨著社會分工

的發展，很多新一代夫妻的一方或者雙方在維護家庭氛圍的同
時，也希望自己的職業發展不會受到家庭的牽絆，所以在婚前
就一些情況做出承諾或者規定。比如說，不希望另一半插手自
己的經營，以便掌控生意；不希望承擔另一方婚前或者婚後的
經濟壓力；或者，職業人士對家庭規劃提前布局，以免在追求
職業發展的同時分心照顧新的家庭需要。不少夫妻，尤其是職
業女性，可能為了照顧婚姻，犧牲自己的職業發展，或者一些
其他利益。婚前協議可以有力地保障這些犧牲。此外，即使是
普通家庭，生活和諧美滿，也難以預計夫妻雙方的感情變遷。
一份婚前協議，在意外發生時可以最大程度地減免不必要的糾
紛，保護雙方的利益。

婚前協議的核心內容往往是對個人財產/負債、以及共同
財產/負債的確認和分割，以及對雙方婚後義務/權利的安排。
除此以外，根據雙方的具體情況和要求，婚前協議會寫入雙方
互相認可的各種條款。雙方同意簽字並經過公證後，該協議即
時生效。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簽訂婚前協議是你情我願的私人事務
，但是如果協議的內容對夫妻中的一方單方面有利，或者只是
其中一方單方面的付出，這樣的協議存在不被法庭認可的風險

。另一方面，如果在協商和簽署協議過程中存在隱瞞、欺詐、
或者脅迫等行為的話，那麼協議的有效性也值得懷疑。

另外，婚前協議屬於法律中比較新興的領域。除了法律的
制約外，人倫和公共政策也往往影響到協議條款的有效性。有
的的條款，比如說“丁克條款”，在道德上存在爭議，也還未
在法庭上接受過系統挑戰，所以這些條款的合法性存疑。另有
一些條款，包括對子女撫養權的預先確定等，可能違反不同州
的法律。除了協議本身，有的州法對簽訂協議的程序過程也有
具體的規定。違反程序的話，協議可能無效。了解相應法律的
律師可以及時指出這些問題，並且提出解決方案。所以，雖然
不是法律規定，但是為了保障個人權益，建議夫妻雙方分別聘
請各自的律師，草擬協議，並監督協議的正確簽署。

賴清陽中美歐聯合律師事務所有六位律師，提供的服務包
括：
1. 優質辦理知識產權案件
2. 企業併購
3. 房地產過戶
4. 高效辦理移民案件
5. 精心規劃遺產信託遺囑

地址：5800 Ranchester Dr., #200,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9885666
Fax: (713)9888846
E mail:alai@lglcus.com
Website: www.lglcus.com

圖為圖為 「「云吞食品公司云吞食品公司」」 的董事長黃青新先生的董事長黃青新先生（（左二左二
），），暨夫人暨夫人（（右二右二），），與與 「「雲吞食品公司雲吞食品公司」」 休士頓休士頓
公司總經理黃榮幫公司總經理黃榮幫（（左一左一））及營業部門副總裁黃本及營業部門副總裁黃本
立立（（右一右一））攝於休士頓攝於休士頓。（。（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何毓璇：我在石油界從1973年至今天，我從生意人看大局
。這幾年看台灣，有很大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 「核發電」，
「石油危機」， 「人口老化」， 「貧富不均」，以及 「自動化」

以後對工商業裁員的問題。取代現代大油公司的 「自動化」，將
使太多年輕人在將來沒有工作。希望華僑在一起，幫助台灣將面
臨的問題。很多人不吃，不喝，不拉，一輩子買不起房子。華盛
頓智庫 「CSIS」都在討論 「自動化對工商業組織」的影響。

胡小渝：我們將面臨對年輕人為生活而拼命，沒有出路。
唐心琴：洪秀柱是奇葩！上次選總統，我們有四百多人回去

投票， 「造勢」就是捐款，投票，我們要站出來，支持我們的國
家，洪底下有 「智囊團」，我們要把好的點子給她！

黃膺超：這次洪流發生，洪五月二十幾號開始報名，她六月
四日談 「我的理想」，六月九日，中視 「改變世界」訪問她，六
月十日， 「小S」訪問她，六月十二日她的民調即到達46.2%，
從六月十日至十二日， 「網站」發揮極大的功能。她有網頁，網
站，FaceBook，限小額捐款。一定要台灣公民才能捐，總之，我
真的被她感動了！

孫鐵漢：我六月八日去南韓，北京，又回台灣，我覺得，台
灣的經濟不好，教育，一定要明智改革，警察不敢辦什麼事，我
擔心將來國民黨會扯她後腿，媒體封鎖，既然洪秀柱如此優秀，
我們海外人士要捐錢支持她，讓她知道海外的力量有多大，錢要
花在刀刃上，多解囊，讓她的財力雄厚些，她主張與大陸談 「和
平協議」，深綠再不談，即喪失良機。

殷葦婷：我是前天才到休士頓的，我在上海住了十一年，
「微信」有很多粉絲，還有 「博客」挺柱， 「挺住」，我在上海

與當地大陸人打成一片，有很多 「附中」， 「成大」的群，以及

許多90,80,70後的 「好媽媽俱樂部」成員，群眾的力量非常大，
人與人力量像雪球，我在上海也可為總統選舉出點力。

亓國華：我生在大陸，長在台灣，移民美國，很多人說，休
士頓是 「深綠」的大本營，我們現在要作的是（一）造勢，（二
）捐款，洪今天的表現，讓我們看到希望，是民族的福氣！

朱約翰：我參加國民黨六十年，但在海外痛心透了，本黨不
是完全執政？為什麼什麼事都要媚俗？！我今天出來支持洪，我
要負擔國民黨一連串的挫敗！洪如出來參選，我要與太太一起回
去投票。民進黨擅長搞 「奧步」，陳菊，黃俊英對陣，就是對方
散佈不實謠言，讓黃俊英以 1017 票失敗，選完後才宣佈這是
「謠言」，但為時已晚，還有吳敦義，也是謝長廷變造錄音帶風

波，還有 「媒體暴力」——三民自（三立，民視，自由時報），
本地的銀行老闆至今還拿台灣的 「老農津貼」……等等

袁國鵬：這次大家出來，把每個人的心連在一起，應動員年
輕人出來。

李蔚華：今天大家的熱情，很令人感動，今天大家的光臨，
真是蓬壁生輝，美南新聞自1979年創辦至今，已經36年了，甚
至我們的 「華盛頓新聞」都已成立25年了。 我們做的活動很多
，如今年送30各學生到北京，我們的電視，可作國際性的訪問
與辯論，今年的十一月七日起，我們將有連續五天二次大戰終結
七十週年的活動，我們將舉行國際記者招待會，我們把這些愛國
活動，放到 「國際平台」去，希望把它搭建的更高些。上上週我
去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他們都將與我們一起響應主辦
「KMT IN TAIWAN 」還有著名藝人張莉敏（她的父親為抗日

英雄）將專程前來，在我們四萬二千人的盛會上演唱，將有一百
個以上各族裔社團共同協辦。

何益民：謝謝李先生大力支持洪秀柱的活動。李先生對社區
的參與，貢獻，眾所周知。綜合今天的座談，我建議：（一）為
洪秀柱造勢，如隔洋的專訪，支持洪的 「暮鼓晨鐘」，透過洪的
選舉，來改變台灣的選舉文化，（二）建立 「網軍」，因為網路
爆發面廣，速度快，透過網路為洪造勢。
















本週五 週六 國際夜市盛大開幕 免費入場！
本週五（19日），週六（20日）每天晚上5

點到11點，Yes！國際夜市盛大開幕！
Yes! International Night Market（Yes！國際夜

市）由國際貿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國際區（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istrict）
聯合主辦。意在豐富中國城，國際區，Alief 和
Sharpstown居民休閒生活之餘，增進各民族，各
種族間的了解和認識。通過吃美食，品文藝，欣
賞免費露天電影和遊覽文化攤位，以輕鬆娛樂的
心態增進感情，了解。連續四個月，Yes! 國際夜
市將會陪同大家一起度過休斯頓的炎炎夏日，成
為大家日常娛樂生活的一部分。

下午6點之前今晚之前，美南方日報地面廣

場充滿了24個小販和9套輝煌和閃亮的遊樂場和
來自不同社區的數百遊客。人們迷戀各種美味的
食物以及供應商和參觀者產生的迷人氣息。眾議
員AL GREEN和美南方日報發行人參觀夜市廣場
，充分享受一個輕鬆的迷人夜晚。所有的廠商都
在忙著與等待客戶在美味的佳餚。也有按摩設施
，裝修設備和菲亞特汽車展示和演示其高雅的產
品。 SCDN和國際區誠邀休斯頓慶祝和放鬆的週
六晚上享受論傳統夜市的亞洲國家。

在中國，人們也有類似的慶祝英雄人物從遠
古時代的端午節。取而代之的復活節彩蛋，中國
人吃“粽子（粽子）”兌現“楚（Chǔ）”狀態
，在戰國時期的愛國詩人和政治家 - “屈原（屈

原）”誰淹死自己在河裡的時候他的國家滅亡了
。

據說死後“屈原（屈原），”以人扔包在竹
葉入河從他的身體保持魚蝦離開粽子。漸漸地，
它已成為一個傳統，吃“粽子（粽子）”在紀念
他的愛國的中國農曆5月5日。
如今，人們通常用蘆葦或竹葉作為包裝的“粽子
（粽子）”，並用肉，豆沙，中國的日期作為核
桃餡。有些地區有更大的多樣性。人們經常嘗試
做新品種的“粽子（粽子）”塞上不同的成分，
如茶葉，雞蛋，沙拉，水果等。在中國，它仍然
是最流行的傳統食品之一。

圖為圖為 「「海外公民行動委員會海外公民行動委員會」」 籌備座談會現場籌備座談會現場，（，（中中））為該會發起人為該會發起人
袁國鵬袁國鵬（（中左中左））正在發言者為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正在發言者為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人無百年身 常懷祖國憂
休士頓2016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座談會於六月二十八日舉行

2015年6月19日晚上6:15，成都傳說
中的廚師正忙著為守候在展位前的客戶
烹飪美味的傳統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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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GOOD NIGHTS, GREAT NIGHTS

AND NIGHTS ARE MADE.

G A M B L I N G  P R O B L E M ?  C A L L  8 0 0 . 5 2 2 . 47 0 0 .

Must be 21 to enter casino. 
©2015 Pinnacle Entertain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Greatland Tours:
713-777-9988
賭場專車天天出發

詢問有關本校$10,000的獎學金的詳情

˙中外中醫名流授課
˙中西醫學多元化教學
˙學科及臨床並重
˙全時或半時上課
˙日班或夜班課程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開張期間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休士頓第一基督教會舉辦休士頓第一基督教會舉辦[[颱風預備防範需知颱風預備防範需知]] 講座講座
魏主成房屋裝修專家主講魏主成房屋裝修專家主講[[颱風前住屋防備災害措施颱風前住屋防備災害措施]]

為了紀念一代歌星鄧麗君離開我們20

周年，休士頓鄧麗君的歌友們將在6

月20日（星期六）端午節這一天隆重

舉行一場“端午鄉情-鄧麗君歌曲演唱

會”，歡迎社團朋友參加。由休士頓

炎黃堂，休士頓黃氏宗親會，亞美園

藝協會，中山大學美南校友會主辦，

“友誼卡拉OK舞會”承辦。地點在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黃家麟廳，時間：

晚上6時30分。費用：$10。.有豐盛

的端午節晚餐和文藝演出。誰要參加

晚 會 和 演 唱 的 請 先 網 上 報 名

（khuang7038@hotmail.com， WeChat

） 或 電 話 聯 系 832-859-5790,

713-366-1115.

 






端午鄉情-鄧麗君歌曲演唱會

紀念鄧麗君仙游20周年
慈濟德州分會舉辦王芬藥劑師
主講藥物的認知與服用方法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第一基督教會信

望愛團契於6月13日上午10時至上午11時45分

, 在6875 Synott Rd.HOUSTON,TX.77083該教會舉

辦[颱風預備防範需知] 講座, 房屋裝修專家魏主

成弟兄主講, 教友們, 社區朋友來聆聽, 颱風前住

屋該如何防備及如何進行相關的預防措施, 與會

人士獲益良多.

由於日前洪水破壞許多人士住家與車輛. 魏

主成弟兄以本身裝修經驗告知與會人士很多可

能會被遺漏 的細節. [颱風前住屋防備災害措

施], 第一 , 購屋前對於中意的房屋, 應先調查是

否位於低窪淹水區並瞭解周遭環境以便做好防

災準備. 第二, 若已知住屋是屬於淹水區, 應在颶

風或颱風來臨之前, 做好防風災或防水災之措施

. 例如做防風堵水牆, 門窗做防風牆板(颶風警報

之後就該開始防備). 風災強度加大時就應遠離

並疏散到安全區. 第三, 房屋外圍環境措施, 例

如注意房屋地基之高度(即房屋四周圍), 應保持

數吋之差距, 同時檢查前、後院及左右四周圍

之排水系統, 確保有水流暢通之明溝或有足夠

的斜度排水. 魏主成房屋裝修專家強調排水工

作, 德州由於土質關係, 排水系統若沒有做好,

不僅在風災水災來臨時失去功能, 還可能影響

地基, 進而造成房屋結構傷害.

魏主成房屋裝修專家提醒, 房屋四周圍的高

樹或枯萎之樹枝, 應及早崁切鋸短,Siding或屋頂

Shingle(屋瓦) 應仔細檢查或修理固定. 若發現門

窗有大缝隙, 應以SiliconCaulking黏著, 以防大風

或雨水滲入屋內.

參與講座的人士請問有關門窗, 屋頂, 外牆

一直到保險議題, 魏主成主講人都給與會人士

滿意的答覆.

每年6月1日到11月 30日是大西洋

颶風季, 以下颶風防備指南是由休士頓市

政府的[颶風和災難防備指南] 中節錄. 與

休 士 頓 緊 急 事 務 管 理 署 聯 絡

713-884-4500. 颱風來臨之前, 儲存救急物

資, 您需要準備7天用的日用必需品. 準備

一個災害急需用品箱以備疏散, 例如瓶裝

水, 罐裝食物及手動開罐器. 換洗衣物/鞋

子. 毛毯/睡袋, 急救箱. 醫生開的處方藥品

, 一副備用眼鏡, 乾電池收音機. 手電筒及

備用電池, 備用汔車鑰匙, 現金, 信用卡.

準備一個行車用急救箱, 裝備中應有手電

筒, 備用電池, 電瓶充電纜, 修理輪胎用具

, 打氣筒, 滅火器, 毛毯, 急救箱, 瓶裝水及

不會壞的高能量食物及地圖.

颶風來襲之前, 國家氣象局會發布颶

風預告, 您便應該準備好下列事項: 繼續

收聽本地廣播電台或電視台的有關指示. 查看是

否有足夠的生活必需品, 特別注意存水(每人至

少要有5加侖的用水). 將汽車及發電機加滿燃油

. 門窗加釘木板. 將戶外所有家具, 玩具, 工具移

至戶內. 船隻應停泊繫住, 或將船隻移至安全處.

颶風過後, 對不安全的食物及飲水要提高警

覺, 除非當局認為沒有必要, 否則自來水一定要

煮沸以後才可喝. 如財物有損, 應通知保險經紀

人, 並留下聯絡辦法, 被摧毀的物件可以拍照為

證.
房屋裝修專家魏主成弟兄主講颱風前住屋該如何房屋裝修專家魏主成弟兄主講颱風前住屋該如何
防備及如何進行相關的預防措施防備及如何進行相關的預防措施((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第一基督教會信望愛團契於休士頓第一基督教會信望愛團契於66月月1313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時
至上午至上午 1111 時時 4545 分分,, 在在 68756875 Synott Rd.HOUSTON,Synott Rd.HOUSTON,
TX.TX.7708377083該教會舉辦該教會舉辦[[颱風預備防範需知颱風預備防範需知]] 講座講座,,房屋裝房屋裝
修專家魏主成弟兄主講修專家魏主成弟兄主講,,講座結朿後與潘政喜牧師及教友講座結朿後與潘政喜牧師及教友
們們,, 社區朋友們合影社區朋友們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日期： 2015 年 6 月 27 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00 am -

上午 11:30 am 主講人： 王芬藥劑師 講題 : 藥物的認知與服用方

法 地點： 慈濟德州分會 活動中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81-8966, 713-270-9988

隨著年紀漸長，所服用的藥品與補充的維他命也越來越多。

有時候還真不知道什麼才是正確的使用方法？也真不清楚該如何

作適當的選擇？慈濟徳州分會再次邀請到藥劑師王

芬為大家解惑。上次的講座反應熱烈，很多聽眾希望能再有更多

的訊息。

您想知道有關心臓病、高血壓、降膽固醇、稀釋血液(抗凝血)藥

的作用嗎？ 該怎麼吃？什麼時候吃？該喝多少水？可以配牛奶

、茶、咖啡、或果汁吃嗎？您吃的藥是否有禁忌：有什麼食物或

東西要少吃或避免吃？服用時，是否要整顆吞

下或最好咬碎？食用補充維他命的人很多，親

朋好友大家都在吃？那麼我們都該吃嗎？要吃

那一種？怎麼選擇？怎麼吃？吃多少？

六月二十七日週六上午十時，慈濟德州分

會遨請到知識及經驗豐富的藥劑師王芬為您講

解與回答有關藥物的使用常識，以及補充維他

命的選擇等等與您健康有宻切關係的題材。她

樂意分享多年的專業心得並希望能幫助大家活

的更快樂、更健康。請不要錯過這次的健康講

座。

藥劑師王芬19 74年 畢業於奧斯汀德州大學藥學系，在紐約醫院

實習。之後任職於印地安那州OSCO drug store 和Walgreens 藥房

。於1984年來到休士頓西南紀念醫院，並在22 年後，擔任兒童

醫院的主管。現任休士頓西南紀念醫院藥劑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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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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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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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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

專線：832-437-4191 傳真：1-888-806-1136

VA，Lot & Construction，JUMBO專家www@katymtg.com
email:sc@katymtg.com

25307 Terrace Arbor Lane, Katy, TX 77494

CONVENTIONAL LOT/CONSTRUCTION
JUMBO FHA/VA REVERSE

Shirley C 侯璦珠
通國語，英語 Broker #969832
公司NMLS ID:994796

買屋貸款 舊款重貸 費用低廉
免手續費＊ 利息最好 準時過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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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專辦房屋貸款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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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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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糖城Clements高中4/2﹐5/2﹐重新裝潢﹒木板地花崗石廚房檯面﹐新地毯﹐新油漆﹐約2200呎﹒售$239,900

2.First Colony,密蘇里市﹐原Newmark的樣品房約3100呎﹐面湖﹐木板地﹐花崗石檯面﹐3車庫﹐4/2﹑5/2 售$299,900

3.糖城TelFair 2006年建﹐約2900呎4/2,5/2保養好﹐地段佳﹐售$389,900

4.醫學中心﹐2房2衛Condo. Bellaire高中﹒GATED,24小時門房﹐警衛﹔重新裝潢﹐售$198,000.

5.糖城Clement高中﹐3/2.5/2臨湖TownHome月租$2480.

6.糖城Clement高中 3/2.5/1TownHome.近郵局及圖書館 月租$1600.

※商業 KATY, 旺鋪出售﹐位於FRY RD & $I-10公路﹒室內有2萬呎﹐外加室外地皮﹐開價一百五十萬﹒

電話：(281) 980-7671(隨時)
公司：(281) 980-7671 傳真：(281) 980-5570

糖城，醫學中心， 百利市，KATY，PEARLAND，西南各區
房屋出售迅速快捷！ 購屋置產﹐值得信賴﹐買方代表永保權益﹗

專
精秦鴻台(負責人)

JENNIFER YU

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住宅住宅
商業商業

SKY ENTERPRISES REALTY
18 GrantsLakeCircle,SugarLand TX. 77479

＊＊賣屋，免費市場估價，提供Virtual Tour網路虛擬活動畫面，保證高價盡快出售＊＊
＊＊ 請洽年業績逾千萬的Super Agent ＊＊

* HAR TOP PRODUCER PEALTOR (TOP 1% OF ALL REALTORS IN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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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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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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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D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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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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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型Buffet中餐館出售，生意好近達拉斯，另位於休士頓黃金商業地段中餐館老店
出售，生意穩，售12萬。

2. 社區旅館，生意好，收入高，28房，僅售2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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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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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璇自曝遭餐廳服務員侮辱
感覺被看不起

綜合報導 “生活中我有點‘虎

媽’的味道，但我和女兒大部分時候

還是做朋友。”11日，央視少兒節目

主持人“金龜子”劉純燕在北京錄制

真人秀節目，並在采訪中暢談對女兒

的教育模式。

“金龜子”劉純燕
生活中有“虎媽”的味道
東南衛視明星校園真人秀節目

《爲母校而戰》今天在北京開放探

班，劉純燕和曹雲金參與錄制，與

各自母校的學生們一起展開趣味競

技遊戲。

曹雲金表示，自己通過錄制節目

回想起了小學時的種種趣事，“那時

我個子小，就坐在教室第一排”。他

坦言當年比較老實，最喜歡上體育課

，也非常熱衷運動，“不過沒有現在

這麽愛說話，屬于挺安靜的孩子，在

班裏挺不起眼的”。

和小學生們打成一片的劉純燕在

受訪時稱，非常喜歡錄制此類節目。

談到與16歲女兒的相處模式，她直言

：“我們是共同成長，生活中有時她

不聽話，我會有點‘虎媽’的味道，

就是著急。”

不過，劉純燕表示，和女兒大

部分時候還是做朋友，“我就陪她

玩，尤其是現在她到了青春期，我

們更像朋友，我覺得自己還是挺溫

柔的”。

18位明星將為母校榮譽而戰
《爲母校而戰》是一檔明星校園

真人秀節目，每期節目都會有兩位畢

業于不同學校的明星重新穿上校服，

回到各自的母校，和學弟學妹們一起

爲各自母校的榮譽展開PK。

據悉，除了劉純燕和曹雲金外，還

有汪東城、歐弟、王铮亮、黃聖依、孫堅

、蘇醒、潘粵明等18位明星確定加盟。

該節目不僅在內地錄制，還將進

入台灣，邀請台灣大牌藝人重回各自

的母校，同樣爲了母校榮譽而戰。

目前，《爲母校而戰》已經錄制

近半，將于7月2日起每周四晚黃金時

間在東南衛視播出。

“金龜子”劉純燕
生活中的“虎媽”

綜合報導 日前，大S爲宣傳新書

上《康熙來了》。現場，大S抱怨小S

懷孕後立刻就恢複好身材，簡直害慘

全台灣的女性，逼得小S只好下跪跟

姐姐道歉。小S則自曝姐姐曾在她懷

孕時發“毒誓”許願，“希望妹妹生

下健康的孩子，不健康的小孩由她來

生”，小S邊說邊激動落淚，大S在一

旁也哭紅了眼。

日前，大S爲宣傳新書上《康熙

來了》。見到姐姐上節目，小S抛棄

主持人座位不坐，跟姐姐大S同坐一

張沙發上。小S爆料自己懷孕時曾擔

心小孩不健康，並打電話跟大S哭訴

。沒想到大S竟然瞞著妹妹跟神明許

願，願望內容竟是“希望妹妹順利生

下健康的小孩，不健康的小孩由她來

生”，說到此處小S激動落淚，坐在

一旁的大S也默默流淚。

而大S也頻頻抱怨小S産後身材恢

複得太好，讓全台灣女性都以爲生完孩

子後就可以恢複身材，但實際上根本就

不會，小S聽過立刻跟姐姐下跪道歉，

故作難過地說：“這樣可以了吧？”兩

人一來一往不斷鬥嘴，展現深厚的姐妹

情誼。

綜合報導 前晚，葉璇在微博投訴

上海一家餐廳服務態度差，出言悔辱她

與同行的莫小棋。昨晚，葉璇出席活動

時談及此事，坦言感覺被看不起，以後

也不會再去。

前晚，葉璇在微博中寫道：“服務

態度實在太差啦！晚飯吃飽了，9點鍾

不讓我們進去喝飲料，還態度很凶，說

什麽：你們現在進去必須每人點600元

以上的主菜，你們給得起嗎？”並不忘

打趣稱：“莫小棋難道是因爲你今天穿

得像乞丐嗎？”

大S曾發“毒誓”力挺妹妹

小S哭紅眼下跪道歉

綜合報導 6月 13日上海國際電影

節開幕，範冰冰和林心如後台相遇，久

別重逢，範冰冰更是捧起林心如的臉，

親密暢談。網友點評，上一次冰冰這麽

捧著心如的臉還是1999年，那時候還珠

格格剛剛播出。

範冰冰後台遇林心如
捧對方臉親密暢談



CC1313大陸影視

Tel﹕713. 224.2822或713.223.0332
Fax﹕713. 223.4666

Full Line Restaurant Supplies
○代理中西各式名廠餐具﹑廚具﹑爐頭
○各類製冰機﹑抓碼檯﹑冷凍房﹑冷庫

○Buffet檯﹑水喉零件
○訂制各式不銹鋼廚房設備

○各式餐館瓷器﹑餐檯﹑椅子﹐應有盡有

KITCHEN DEPOT

歡迎來電
免費咨詢﹐免費估價

提供 UPS 郵寄和貨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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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II 70 Anniversary And
Community Diversity To Be
Celebrated At Minute Maid Park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Houston, Texas) Seven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guns of
WWII were silenced, documents of surrender were signed and cit-
ies all over the world broke into unbridled celebration with the end
of a global conflict that saw the end of the threats of tyranny and op-
pression. And after six years and one day of great human loss and
suffering, the world was set on a course from which many countries'
political systems were established – many of which still survive to
this day.
Recently, the 69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by
consensus a resolution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World War II victory. On June 26,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commemorate the sig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f 1945,
marking its 70th anniversary. The organization was formally char-
tered on October 24, 1945.

Correspondingly, on October 24,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Associa-
tion in Houston will hold its annual UN Day event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event will bring to-
gether peace organizations from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high-
light the 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create
equality, rights and peace.
And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 leading Asian
media group located in Houston, Texas, with offices in major U.S.
cities, will hold a “Celebrating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in
Minute Maid Park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event
also will celebrate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It is this
rich ethnic diversity that now makes our great city one of the world's
major international melting pots.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oper-
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vent, and Diversity and Prayer for World Peace will be the event's
theme.
The “Celebrating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will attract thou-
sands of ethnic peoples from multiple backgrounds including Jew-
ish, Asian, Latino and African and they will represent the wishes of
the whole world for world peace.
“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
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
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said Wea H. Lee,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usical and dance performances by repre-
sentative ethnic group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participation of
many governmental officials at all levels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several branches of the U.S. armed services.
For additional details on the “Celebrating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please contact
Jennifer Lopez at (281) 498-4310, or email at jenniferitc@gmail.
com.

WASHINGTON (Reuters) - The United States
said last Thursday that it would not "paper ove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hen top officials of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
omies meet to discuss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strat-
egy in Washington next week.
Daniel Russel,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set the scene for con-
tentious exchanges at the annual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 by
stressing that difference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cyber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would be
high on the U.S. agenda.

Speaking after revelations of massive
cyber attacks on U.S. government
computers in the past two weeks,
which U.S. officials have blamed on
Chinese hackers, Russel said cyber
security issues would be raised
throughout the talks from Monday to
Wednesday in Washingto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also stress
human rights, including the issue of
democracy in Hong Kong, China's
"very problematic" law on NGOs, and
its restrictions on media and civil soci-
ety, he told a media briefing.
Russel said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re "not fundamen-
tall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d "an
unwavering determination ... to avoid
military confrontation, including with
China."
However, he said the principles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were at stake and maritime claims had to be con-
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law.
"It's an issue of China's future and of China's
choices,” Russel said.
He called this week's announcement by China
that it planned to continue and expand the con-
struction of facilities on reclaimed outposts in dis-
puted waters troubling."
"Neither that statement, nor that behavior, contrib-
utes to reducing tensions ... We consistently urge
China to cease reclamation to not construct fur-
ther facilities and certainly not to further militarize

outpos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ussel said.
This year's meeting comes amid heightened ten-
sions, not just over Beijing's increased territorial
assertiveness and the allegations of cyber spy-
ing, but China's expanding economic influence
across the Pacific Rim at a time of growing
doubts over U.S. leadership after last week's con-
gressional rebuff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landmark Asia-Pacific trade pact.
U.S. officials will also press China on currency
policy, said a senior U.S. Treasury official, who in
briefing reporters did 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Washington might one day join a China-led
infrastructure bank seen as a rival to the U.
S.-dominated World Bank and Japan-le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lthough any such move was
"well down the road."
The official said China's yuan still appeared un-

dervalued despite a recent assessment by the In-
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at this was no lon-
ger the case.
The U.S.-China dialogue was established in 2009
as a way to maintain practical bilateral coopera-
tion in spite of differences. It will be chaired on
the U.S. side by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and Treasury Secretary Jack Lew, while China's
delegation will be led by State Councillor Yang
Jiechi and Vice Premier Wang Yang.
China has indicated a desire to avoid acrimony at
the talks, looking to set the scene for a success-
ful visit to Washington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September. (Courtesy news.yahoo.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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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And China Will Face Differences
Head On At Talks Next Week In D.C.

U.S. Treasury Secretary Jack Lew (L)
shakes hands with Chinese Vice Premier
Wang Yang as he arrives for a meeting at
the Zhongnanhai Leadership Compound in
Beijing March 30, 2015. (REUTERS Photo)U.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Daniel Russel answers reporters'
question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after a meeting
with South Korea's senior officials at the Foreign
Ministry in Seoul March 17, 2015. (Photo/REUTERS)

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Pianists 14 Years old or younger, we urge you to apply for Allianz Junior Music
Camp 2015!All expenses and travel paid. Go to: http://langlangfoundation.org.

[Facebook: 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Raising The Flag On Iwo Jima, WWII Diversity Celebration And The Brotherhood Of Man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L) shakes
hands with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front of U.S. and Chinese national flags
during a joint news conference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November 12, 2014. (REUTERS Photo)

The United Nations Building In New York City Chinese Ethnic Dance Performance Will Be Part Of The
“Celebrating Diversity & World Peace”Event

th

《冰河追兇》上海亮相 曹衛宇自曝演“追”
由新銳導演徐偉編劇並執

導，梁家輝、曹衛宇、佟大為、

魏晨、周冬雨等主演的犯罪懸疑

動作電影《冰河追兇》，在上海

電影節開幕日舉行了首次發布會。

在發布現場，劇中主演曹衛宇身

穿淺色系西裝亮相，沈穩睿智，

型範十足，其顏值氣場絲毫不輸

小鮮肉，性感的絡腮胡更是俘獲

了不少女粉絲的心。

去年在上海國際電影節創投

項目單元獲得“最具市場投資

潛力獎”的電影《冰河追兇》，

於 2015 年 2 月開始在黑龍江伊春

零下四十度的極寒環境下拍攝。

主演曹衛宇認為在零下40度的冰

層上拍戲十分特別，此前還在微

博上傳了當地的雪景照片，其全

副武裝穿著厚厚的棉襖，低溫下

挨凍直呼刺激。

發布會現場為了重現影片的極

寒氛圍，導演邀請眾主創上臺領命

揭曉海報，並由“真兇”神秘黑衣

人獻上電鋸。佟大為手持電鋸，與

曹衛宇、魏晨、周冬雨、鄧家佳壹

起“電鋸破冰”，割開厚厚冰層，

背後的真相隨海報“破冰而出”。

這款首次對外公布的“破冰版”概

念海報上，壹具屍體被全身捆綁，

蜷縮在封閉的冰河之中，旁邊染滿

血跡的犯罪工具“電鋸”占據突出

位置，整個畫面殺機畢露又深藏懸

疑色彩，帶給在場眾人強烈的感官

視覺刺激。

硬漢曹衛宇，暖男佟大為，小

鮮肉魏晨，萌妹周冬雨，幾位主演

雖是集體首次亮相，卻壹致保持高

度神秘，為嚴守口風“大費苦心”。

現場壹再“高壓拷問”，曹衛宇和

魏晨仍是保留懸念，表示劇情復雜

以至於差點忘記角色姓名。隨後魏

晨笑稱自己在《冰河追兇》裏飾演

“冰河”，是當仁不讓的追兇成員；

曹衛宇則自曝自己在片中飾演

“追”，在雪白無垠的冰層上分分

鐘停不下來的奔跑，著實過了壹把

“跑男”的癮。這壹消息的曝出，

更是讓觀眾對曹衛宇飾演的角色感

到好奇，對整部影片的懸疑氣氛充

滿期待。

據了解，為了保證電影的拍攝

質量，整個劇組團隊曾特意前往韓

國進行水下拍攝，並邀請到專業老

師為演員做前期潛水訓練。雖然有

韓國專業水下攝影團隊掌鏡，但曹

衛宇殺青前的戲份可算讓他吃盡了

苦頭，足足在涼水下浸泡了13個小

時。由於水下拍攝不能閉眼，在戲

份殺青後曹衛宇的左眼得了麥粒腫，

在家休養了足足半個多月。低溫挨

凍、長時間浸水、眼睛發炎，雖然

電影《冰河追兇》讓曹衛宇吃盡苦

頭，但他在發布會現場難掩喜悅的

心情，十分敬業，相信努力地付出

壹定有相應的回報。

據悉，電影《冰河追兇》目前

已經進入緊張的後期制作階段，有

望在2015年讓觀眾壹睹追兇真相。

電影《天亮之前》舉行關機發布會，監制陳

正道、導演吳中天攜主演郭富城、楊子姍等人驚

喜亮相。郭富城與楊子姍分別以“亡命賭徒”和

“癡情風塵女”角色組成全新CP，在現場互爆

猛料，郭富城曝評價子姍戲裏“騷”，戲外

“好”，更說她不是壹般的“風塵女子”，楊子姍

則透露郭富城拍戲間隙總是在監視器前看回放，

非常敬業。導演吳中天表示影片裏“男女主角是

賭徒但講義氣，是妓女但講感情，故事很瘋狂”。

陳正道則變身監制為影片保駕護航，打造類型巨

制，據悉，影片定檔2015年12月4日，將用壹段

瘋狂過癮的愛情故事征戰賀歲檔。

電影《天亮之前》講述的是壹個賭徒與風

塵女子之間瘋狂的愛情故事。由吳中天執導，

陳正道任監制，主演方面，是楊子姍繼《重返

20歲》後與陳正道再度合作，飾演壹個顛覆形

象的癡情“妓女”，而百變天王郭富城此番也

壹改帥氣造型，以“亡命賭徒”形象出演，這

對全新的瘋狂CP碰撞出來的精彩火花引發了在

場粉絲陣陣尖叫。

楊子姍自出道以來，飾演了多個清純的角

色，從《致青春》裏的學生妹鄭微到《閨蜜》

裏的文藝女青年小美，再到年初《重返20歲》

中少女身老太心的麗君，此次大膽挑戰壹位個

性風塵女，其在影片裏的身世之謎與情感走向

惹人猜測，在現場，面對郭天王透露自己“很

騷”，楊子姍表示，“自己的覺得其實對於愛

情很專壹，‘騷’是誤會”。

在影片拍攝前，為了更好地掌握‘賭徒’

在賭場的情緒和反應，郭富城特意到賭場體

驗了壹把。據透露，郭富城此次在《天亮之

前》中飾演壹位“亡命賭徒”，他還向臺下

的觀眾介紹了自己在影片中的種種無賴：好

賭、曾經的有錢任性，現在的沒錢拼命，讓

臺下觀眾對郭天王此次的角色挑戰又多了壹

層期待。

在當天的發布會現場，陳正道表示《天亮之

前》是近來少有的電影題材，並透露自己轉換角

色變成監制之後要考慮的東西更多，“不用每天

到現場，但是要想有沒有超支啊，能不能拍完，

總之比當導演要考慮的東西更多。”而吳中天則

表示，“當演員與當導演看劇本啊看整個電影的

角度是不壹樣的，當演員看劇本會比較自我，縱

向的，當導演看劇本就會比較全面，是橫向

的。”並表示陳正道導演經驗豐富，給自己幫助

很多。陳正道誇贊吳中天每天來到現場很早，

“自己先演壹遍，非常用心。”

在《天亮之前》裏，陳正道華麗變身成為

監制，此前，他的幾部口碑票房皆佳的作品讓

他躋身最賣座的導演之列，去年五壹檔上映的

《催眠大師》與今年的《重返二十歲》讓陳正

道成為當下最受矚目的年輕導演。而導演吳中

天，則曾憑借《四十三階》獲得釜山影展最佳

短片提名，潛力十足。然而他更為大家熟知的

的身份是作為壹名成功的演員，早在2006年，

吳中天憑借首部電影《指間的重量》，入圍第

43屆金馬獎最佳男配角及新演員，演技備受肯

定。表演才華出眾，導演才能嶄露的新導演吳

中天碰撞上最強監制陳正道，將會產生怎樣的

化學反應，著實令人期待。

在發布會上，片方曝光了壹段片場花絮，影

片中刺激的飆車戲以及片中迷人的泰國風情讓人

期待，陳正道表示之所以選擇泰國拍攝，是因為

在自己的印象中泰國的風土人情特別符合影片的

調性，“我們這部電影叫作《天亮之前》，那所

以主要的戲份都是在晚上發生的，泰國夜色五光

十色，夜生活會比較豐富，很精彩，也最容易發

生故事，它給人的感覺是色彩豐富但又很燥熱，

很符合我們影片賭徒遇上妓女的愛情故事的設定

背景。”而吳中天則表示“曼谷很多廟，人們對

宗教很虔誠，但同時對性的態度又很開放，很符

合影片的故事的感覺；是賭徒但很講義氣，是妓

女但很講感情，是兩種極致的融合。”

為了讓觀眾更好地感受獨有的“泰式風

情”，活動現場，郭富城、楊子姍、周雨彤進行

“手撕榴蓮”的智力考驗。楊子姍最先從榴蓮中取

出榴蓮肉，並餵給郭天王吃榴蓮。“對於榴蓮來

說，有的人愛它愛得要命，有的人恨它恨得入骨，

忍受不了它的氣味。”導演吳中天解釋道，“

在發布會最後，影片還首次曝光了電影的

先導海報，絢麗的霓虹燈搭配上男女主角浪漫

的邂逅之吻，畫面著實令人沈醉。對於電影，

郭富城表示“它壹定能成為愛情系列電影裏的

經典留下來”，楊子姍推薦它是“狂愛愛情電

影”，陳正道贊他“最過癮”，吳中天則表示

“它是最短暫又最永恒的愛情片，尺度最大。”

據悉，《天亮之前》匯聚了郭富城、楊子姍、

郝蕾、安誌傑、高捷、周雨彤等實力演員，由

監制陳正道與導演吳中天聯手保駕護航，即將

於今年12月4日賀歲檔強勢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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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何炅導演，李易峰、張慧
雯主演的電影《梔子花開》，將
於7月10日全國上映。今日，片
方發布三張全陣容綻放版海報，
分別展現了李易峰帶領的梔子花
樂隊、張慧雯帶領的四小天鵝、
張雲龍帶領的敵人樂隊在追夢路
上肆意綻放的青春態度，活力十
足。讓人疑惑的是，作為梔子花
樂隊的主唱，李易峰竟同時出現
在對手敵人樂隊的海報中，梔子
花樂隊成員的友誼危機成為壹大
懸念。

此次的綻放版海報圍繞主角
們的夢想展開，兩張男生版海報
分別以李易峰、蔣勁夫、魏大勛、
杜天皓組成的梔子花樂隊以及張
雲龍、柴格、王佑碩組成的敵人樂隊為主體
，所有人騰空躍起，沈浸在音樂夢想中，從
視覺和情緒上都極具感染力。

片中，李易峰的梔子花樂隊和張雲龍的
敵人樂隊壹直是針鋒相對的對手。此次的海
報中，李易峰竟然同時出現在了梔子花樂隊
和敵人樂隊的海報中，不免讓人猜測，這是
否意味著李易峰投靠了敵人樂隊。故事背後
究竟有怎樣的隱情，李易峰又會以怎樣的方
式化解友誼危機，懸念十足。

與活力四射的男生們不同，張慧雯、張予曦、李
心艾、宋軼四只小天鵝則將美展現到了極致。海報中
的她們身著芭蕾舞服，宛若出水芙蓉，舒展優雅的芭
蕾舞動作，悄然綻放的梔子花，極致的視覺享受，給
炎熱的酷夏帶來陣陣清涼。

這個夏天，成功綻放的不只是電影裏的主角們，
還有十年沈澱的《梔子花開》。這次，導演何炅為
梔子花賦予了新的意義：“這個電影洋溢著壹種年
輕的態度和熱血的感動，甚至有壹點傻氣，但梔子
花精神就是無論遇到什麽挫折都堅信自己壹定能做
到，妳永遠都是在妳最年輕的壹天，所以壹切都來
得及。”

電影《梔子花開》由何炅執導、黃磊監制，王碩
擔任總制片人，彭宇擔任總策劃，李易峰、張慧雯、
蔣勁夫、魏大勛、杜天皓、張予曦、李心艾、宋軼、張
雲龍、柴格、王佑碩主演，講述了壹群有夢想、有個
性的年輕人，壹起傻、壹起成長、壹起享受青春的故
事。該片由世紀百年影業，中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華誼兄弟，劇角映畫，合壹影業，奧飛
影業等聯合投資出品，由劇角映畫發行，奧飛影業，
華誼兄弟，貓眼電影，三月谷雨，世紀百年影業等聯
合發行。

電影《梔子花開》將於2015年7月10日暑期檔全
國上映。

《天亮之前》定檔 楊子姍現場餵郭富城吃榴蓮

郭富城爆料楊子姍戲裏“很騷”
楊子姍自評“對愛專壹”

陳正道監制“最瘋狂的愛情”
吳中天轉型當導演天份高

楊子姍現場餵郭富城吃榴蓮
最過癮愛情定檔賀歲

李易峰疑投靠敵人樂隊
梔子花樂隊深陷友誼危機

張慧雯四小天鵝“美出新高度”
何炅十年梔子花再次綻放

佟大為曹衛宇電鋸破冰
概念海報氣氛懸疑

硬漢暖男小鮮肉萌妹同臺
曹衛宇自曝片中演“追”



CC1212 CC55臺灣影視 休城工商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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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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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Southwest

www.ShereeChang.comwww.ShereeChang.com
E-mail:ShereeChangE-mail:ShereeChang＠＠Gmail.co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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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億萬元成交經驗 ●25年以上經驗
●榮獲Houston TOP 50及RE/MAX TOP 20獎Sheree Chang 地產經紀人
※房屋管理，認真負責，收費合理，好評有佳，電腦作業，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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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ty/Cinco Ranch﹐4房,約3383呎﹐4房,新漆﹐新地毯﹐
好學區﹐售32萬8千元.

2. 商業用地﹐近290/8號公路﹐約2.8 Acres﹐售35萬元﹒
3. 近Bellaire City﹐約29,093 Sqft﹐佔地1.91Acre﹐年收入約19萬﹐

如全租出﹐年收入可達25萬﹐售2百30萬﹒

福
遍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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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ugar Lakes: 臨湖豪宅，約4603呎，Pool，設計好，高挑客廳，地點安靜，交通方便，
湖光水色，售$788,888

2. Clements高中/Telfair，約4122呎，5房4.5衛3車庫，保養好,近湖，公園，售60萬9千元.
3. Clements高中，約4290呎，5房3.5衛，木地板，新地毯，降價急售53萬8千.
4. Clement高中,SWEETWATER,臨高爾夫球場豪宅,約6,000呎,佔地約22,000呎

6房5.5衛,3車庫，書房,新Granite廚台,新廚具,高挑客廳,書房,游戲間,新浴室
Granite台面,新漆,新地毯，新木地板，游泳池，Patio,降價1.1百萬. 直撥:(281)207-6888 外州免費電話:888-289-7679X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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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曲不要我們要 遺珠大賞票選開跑
第26屆金曲獎即將頒獎，不少

歌手皆受到入圍肯定，但也有許多
兼具實力與人氣的歌手沒入圍，成
為金曲遺珠。

但沒入圍不代表不該受肯定，
SAMSUNG三星S6 & S6 edge與udn
聯合報系攜手主辦 「udn 金曲 S6 遺
珠人氣大賞」，共分 5 大獎項，包
括最強唱跳獎、最火團體獎、最靚
偶像獎、最嗆新人獎、最佳女聲獎
等，先由專業記者評審團每項選出3
位入圍者，邀請網友與粉絲上網票
選，選出各獎項中心目中的最佳得
獎者。

最強唱跳獎入圍的包括台灣最

具代表的唱跳歌手蔡依林，以及出
道唱跳16年，跳到左腳踝韌帶都斷
裂的蕭亞軒，以及為了演唱會練特
技受重傷，唱跳精神值得肯定的潘
瑋柏。

最火團體獎入圍的有當紅的台
灣男子團體，唱跳與偶像特質兼具
的SpeXial，去年發了EP，如今各有
舞台的 Lollipop@F，以及由畢書盡
、陳勢安、李玉璽、陳彥允組成的
老鷹4帥，4人有歌藝也有長相，人
氣也旺。

最靚偶像獎入圍的有韓團偶像
般的外表，又能創作的畢書盡，戲
劇圈稱王的胡宇威，去年連發 2 張

專輯的炎亞綸。
最嗆新人獎入圍的有以一首

「以後別做朋友」打開知名度的周
興哲，從戲劇轉回唱片圈發片受好
評的曾沛慈，以及具有創作能力的
李玉璽。

最佳女聲獎入圍的包括曲風多
元人氣高的蔡依林，擁有一貫好歌
喉的孫燕姿，以及金曲入圍歌后的
大遺珠艾怡良。

誰能得獎，開放網友與粉絲們
投票選出每獎項最具人氣的得主，
快來為你／妳支持的歌手投下一票
吧。

李蒨蓉缺席
暑假出國散心

微風廣場創辦人廖偉志因
肺腺癌病逝，享壽67歲，昨告
別式，總統馬英九、立法院長
王金平出席，紅豆食府少奶奶
林牧潔等微風幫名媛參加，連
勝文和蔡依珊也到場， 「微風
幫」的李蒨蓉缺席，老公李德
立說她身體不適，近來心情好
轉，但短時間內不會現身螢光
幕，全家計畫暑假出國旅遊。

悼念者上千人，廖偉志的
兒子（微風執行常董廖鎮漢）
、女兒（行銷長廖曉喬）獻上
給父親的一封信，媳婦孫芸芸
等人邊聽邊擦淚。出席的藝人
有陶喆夫婦、蕭亞軒、孫越等
，鍾鎮濤老婆范姜帶女兒到場
，蕭亞軒被問如何安慰廖偉志

的媳婦孫芸芸，她摸著胸口說
「用心」。

廖曉喬說，父親是柔情又
剛毅的鐵漢，讓她學習獨立勇
敢，她17歲時在澳洲留學，為
成年舞會學華爾滋，父親因公
務無法到場， 「當時錯失與父
親的第一支舞，也無法讓他牽
著穿白紗的女兒走紅毯，一起
共舞，是我一輩子的遺憾。」

廖鎮漢則說，記憶中只被
父親打過一次，要出國當小留
學生時，在機場父親重重在手
心打兩下，告訴他 「這樣有沒
有記住」？他知道父親是說
「接下來要靠自己照顧自己」

。

《《銀靈通膠囊銀靈通膠囊》》專門對付中老年人記憶衰退專門對付中老年人記憶衰退、、抑鬱抑鬱、、周身酸疼周身酸疼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投資移民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投資移民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本報訊）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長期用腦，人的神經細胞面臨著
越來越快的衰老、死亡，致使細胞膜有效成份神經節苷脂(GM)丟失
造成各離子通道不暢，包括鉀離子通道，鈉離子通道。這些不暢的通
道引起各種頭昏腦脹、頭痛、失眠、記憶力衰退。很多老年人因此甚
至開始抑鬱，周身不適酸疼，醫療檢查，也查不出任何問題。 。 。
這種現像我們成為中老年早衰現象。

這一問題，其實用兩味中華傳統中草藥的萃取精華就可解決很
大問題。這兩味藥食同源的草藥就是“靈芝多醣和銀杏萃取物”。讓
給我先來看一下中華醫學對這兩個古代醫藥瑰寶的藥用價值的釋義：

【靈芝】自古便有“國有靈芝，國泰民安，江山穩固；宮有靈芝，皇帝萬歲，永持朝政；家有靈芝
，富貴安康，百邪不侵”之傳說。古今藥理與臨床研究均證明，靈芝確有防病治病、延年益壽之功效
。 《本草綱目》記載：靈芝有“利水道、益腎氣、通九竅、解毒淨血、補中、益腎”之功效，是祖國
中醫藥寶庫中的珍品。東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對靈芝的功效有詳細的極為肯定的記載。現代藥理學
與臨床實踐進一步證實了靈芝的藥理作用，並證實靈芝多醣是靈芝扶正固本、滋補強壯、延年益壽的主
要成分。如今，靈芝作為藥物已正式被國家藥典收載，同時它又是國家批准的新資源食品，無毒.副作
用，可以藥食兩用。對心絞痛、心前區脹悶，或緊壓感的緩解率約為72%，對心悸、氣促等症狀的好轉
率約為65%，半數以上患者服藥期間反映：食慾、睡眠、精神好轉，降低血甘油三酯有較好療效。

【銀杏葉銀杏黃酮】銀杏葉提取物中特有的銀杏黃酮、銀杏內酯銀杏黃酮是銀杏葉的主要藥理成分

之一, 它能對人體機能有多種調節作用，其中降低血清膽固醇、升高血清磷酯，改善血清膽固醇及磷酯
比例（C/P值）作用明顯。銀杏提取物具有極佳的對心腦血管系統疾病和外圍循環障礙疾病的防治作用
，它能清除過氧自由基，對抗血小板凝集和血栓形成，提高腦和心臟耐缺氧能力，對腦和心肌有一定的
保護作用。同時，通過增加血管通透性和彈性而降低血壓，有較好的降壓功效，對心腦血管系統疾病也
有顯著的防治作用。

【強強結合、事半功倍的藥理功能】 現代醫學發現“靈芝所含的麥角甾醇、靈芝多醣及有機酸類
物質對人體中樞神經系統有調節作用”。銀杏葉提取物與靈芝粉合理搭配，增強了調節血脂、改善睡眠
保健功能。由中國科學院獨家發明《銀靈通膠囊》是世界上第一個採用“靈芝和銀杏葉萃取物的”的生
物製品。

經國家食品安全性毒理學試驗，100%安全可靠： Wister大鼠和昆明種小鼠口服LD50均大於10g/kg
Bw，屬實際無毒物質。 Ames試驗，小鼠骨髓PCE微核試驗和小鼠精子畸變試驗均為陰性。用相當於
人群推薦劑量10倍、50倍、100倍的量30天餵養試驗，受試動物的生長發育、血液系統、肝、腎功能
、蛋白、脂肪、糖的代謝，以及主要臟器的組織改變，均無不利影響。

經幾家權威醫學科研機構與醫院，對1000例記憶衰退、失眠，並伴有周身疼痛者的輔助臨床研究
成果：《銀靈通膠囊》對改善“中老年記憶衰退、合併失眠、身煩身疼”有效率達97.2 %。 ZK北美美
國獨家代理免費諮詢電話1-877-704-7117、紐約地區獨家零售-永達豐參茸行718-539-6143 、德州獨
家零售713-774-5558、 網上詳情諮詢和訂購 www.chinesemiracleherb.com 。支票支付地址： P O Box
5110 KINGWOOD, TX. 77325。

銀靈通銀靈通

近年來，在美申請投資移民的人數逐年增加。美國移民法將
投資移民設立為職業移民的第五優先。每年分配一萬個名額，其
中3000名保留給農業地區或失業率高的經濟落後地區的外籍投
資人。本文將對申請投資移民的基本要求及申請程序做簡要的介
紹。
投資移民的基本要求

根據移民法的規定，外籍人士申請投資移民必須滿足以下
要求：

1) 投資人成立一家新的公司；或收購一家陷於困境的公司
，對其進行整頓；或收買一家已存在的生意，對其加以擴增。新
的商業企業可由一個人投資，也可由兩個或兩人以上的投資者聯
合進行投資。

2)投資金額要達到一百萬美元。在農業地區或失業率高達全
國平均失業率百分之一百五十的經濟落後地區的投資金額可以降
至五十萬美元。

3）外籍投資人的資金形式包括現金，設備，存貨，存款、
政府公債以及證券等。

4) 必須雇用至少10個全職合法員工。美國設立投資移民項
目的目的，就是為了促進經濟的發展，增加就業機會。所謂全職
員工，指的是每星期工作不少於35小時的員工。不過，法律並
不要求該企業在剛建立時就雇佣10名員工。因此外籍投資移民
申請人可以先制定出投資計劃，清楚說明公司如何發展，如何在
兩年內雇用至少10名員工。十名員工可以是美國公民、綠卡持
有人及其它持有合法工作許可的外籍人士，但不包括申請人本人
或其配偶及子女。這十名員工也不能是合同制的雇員。

5）投資人的投資期限是兩年。投資人和配偶及子女的移民
申請如被批准，將取得兩年有效的居留權，即所謂的臨時綠卡。
兩年之後如果移民局認定投資人符合法律的要求，將批准投資人
和配偶及子女的永久居留權，即獲得正式綠卡。

6）如果有兩位以上移民投資人，每位投資人都必須符合投
資移民的要求， 即投資一百萬美元，雇佣十個全職員工，或在
農業地區或失業率高的地區投資五十萬美元。

投資移民的基本條件
（一）投資金額

投資金額需要一百萬美元
。在州政府認定的高失業
地區，五十萬美元也符合
條件。同時，申請人需要
證明，所投入資金來自合

法途徑。證明注入資金來源合法的資料包括：外國企業財務報表
、公司或個人的報稅單或其他有關資料。

（二）十個就業機會
申請百萬美元投資者必須創造十個就業機會。這十個就業機會必
須給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申請人及其配偶、子女不在此例。這
十個就業機會可以以下三種形式創造：（1）創立一家新的企業
；（2〕收購一家企業後加以改組，使之成為一新的企業結構；
或（3）將資金注入一家已有企業，使其資金增加。
然而，申請人不必在創業之初就雇佣十個工作人員。申請人可提
供一份企劃報告書，表明企業的性質與規模將需要在兩年之內至
少雇佣十個員工，並說明這十名員工將在何時雇佣。

（三）兩年的臨時期限
為了防止欺詐和濫用，移民法規定，符合條件的申請人只能獲得
為期兩年的臨時綠卡。在兩年期滿之時，申請人必須提出足夠的
材料，才能轉換成永久綠卡。這些證明材料包括：聯邦報稅表，
以證明確實創立了新的企業；經過會計審計的商業報稅表，以證
明注入了足夠的資金；其他材料，如銀行存款證明，各種收據、
合同書，海關報關單，提單，保險等，還有員工的薪資證明等，
以證明確實雇佣了十名員工。
最新移民消息

1. EB-5移民投資金額2015年9月30日後很可能會大幅提
高。參議院於2015年6月4日開始
進行EB-5法案的重整工作。新提案呼吁對EB-5投資移民的核
心內容進行改革。改革措施包括：五十萬投資移民類別將漲至八
十萬，一百萬投資移民類別將漲至一百二十萬。

2. 2015年5月27日，眾議院提出一項法案,將可能禁止外
國孕婦以B-1或B-2身份入境美國生育孩子。該法案要求憑B-1
或B-2簽證入境的外國婦女攜帶能夠證明其1）未懷孕，
或2）未打算在美期間生育的醫生證明方可入境。

3. 史上最激烈H1B名額爭奪戰役，23.3萬人搶占8.5萬個
名額。美國移民局4月13日宣布，截止4月7號，移民局一共收
到約233,000份H-1B申請，並於13日進行並完成了H-1B名額

電腦抽簽。首先進行抽簽的
是為美國碩士或以上學位的
受 益 人 設 立 的 20,000 個
H-1B 名額。未抽中名額的
美國碩士或以上學位的受益
人再與其他受益人一同參與
65,000H-1B 名額的抽簽。
對於未抽中的H-1B申請，
移民局將退回申請材料及申
請費。移民局再次承諾，將
會最晚不遲於5月11號開始
對要求加速處理的H-1B申
請進行審理。另外，移民局
也會繼續受理不受H-1B名
額的申請，包括H-1B延期
申請，更換雇主申請，以及
免受H-1B 名額限制的雇主遞交的H-1B申請。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民法律知識而作，並非針對
個案，不可作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詢專
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
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連載。鄢
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一下午
5: 30(11-1月下午5點)在電台調頻AM1320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
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
擔任美南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鄢
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各
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
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托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
譯，遺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大道旁，惠康
超市廣場內。地址是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系電話是：713-779-4416，傳真:713-583-9749。網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anlaw.com 周一到周五:9:
00AM-5:00PM, 周六:10: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鏈接中收看 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9bU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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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

強力排油煙機
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

·全自動高溫熱水清洗
·輕觸式數碼控制板

·專利節能熱水清洗系統
·全不銹鋼隱藏式油杯

·美國及加拿大電檢處註冊
·美國專利註冊電機熱清洗系統

全自動清洗全自動清洗ACAC830830型號型號
包安裝只需包安裝只需$$595595（（限時供應限時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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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傳訊：Tel:281-983-00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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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價酬賓傾銷特價酬賓傾銷

www.accelaR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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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陣子美國的各大中小學都在舉行畢
業典禮, 在驪歌中,各種感人的畫面讓許許多
多的人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而在各種的畢業
典禮上最受人注目的就是各校都會邀請到各
行各業傑出的成功人士在典禮上演講, 分享
他們的人生經驗以及他們對人世的看法, 而
這些名人總是會留下一些精彩的語錄, 例如
前總統小布希在達拉斯南美以美大學(SMU)
的畢業典禮上以自己的經驗告訴畢業生:”
在學校的成績拿到 C 也可以當選美國總統!
” 在詼諧百出的語調中勉勵大學畢業生不
要太在意學校成績的好壞, 小布希幽默的語
調當然讓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不過今年讓我感受最深的一個畢業典禮
演說就是”第一夫人” 蜜雪兒歐巴馬( Mi-
chelle Obama )來到他的故鄉芝加哥向”國
王 學 院 預 備 高 中 ” （King College Prep
High School）所做的畢業典禮演說, 雖然她
在整場的演說中並沒有華麗的詞彙與幽默的
語調, 但是她親切和藹的態度以及平易近人
的言詞卻深深的感動了每一位畢業生與家長
, 我認為這是近年來第一夫人最成功的打動
青少年心扉的一次演說!

“我知道你們許多人所面臨的困境，知道
你們如何漫長地繞路回家, 那只是為了避開

暴力團體，我知道當你們家裡充滿噪音時,你
們如何努力集中于學業，我也知道當你們的
家庭收入甚微時你們如何一起度過。更重要
的是，我知道你們這個社區的力量有多大。
”

這是蜜雪兒歐巴馬在演說中平鋪直述的
一段內容, 一字一句都流露出她對這些青少
年們的關心。這所學校位於芝加哥南部
（South Side），蜜雪兒歐巴馬從小就在這
裡長大, 所以對這裡的感情非常的深厚, 她
激情昂揚地說她想和大家分享關於南部的
“真實故事”，關於南部人在逆境中的毅力
和勇敢, 她談起了這所學校的女學生哈提亞
彭德爾頓(Hadiya Pendleton) 在兩年前被射
殺身亡時才十五歲。

“我知道你們很多人都已經面對過生命中
重大的失去，”蜜雪兒對學生們說道，“可
能你們失去了所愛，失去了那個你非常想今
晚能夠陪伴你在此地的人。我知道你們現在
想起了哈提亞，也仍能感受到她在你們心中
留下的傷痛。”

2013年1月，哈提亞彭德爾頓和她的朋
友們在學校附近地公園閒逛時不幸被槍殺,而
就在一周以前，這名優秀的學生才與同學們

在華盛頓DC為歐巴馬總統的就職慶典上做
表演。哈提亞彭德爾頓的不幸事件不僅是因
為它發生在歐巴馬的故鄉, 更是因為這起槍
殺案就發生在紐頓中學屠殺案（Newtown
school massacre）之後，所以不僅僅引起了
芝加哥的轟動，也受到了全美國的關注, 當
時第一夫人還親自到哈提亞彭德爾頓的葬禮
上哀悼致詞, 讓人印象深刻, 一轉眼兩年半
就過去了, 如果哈提亞彭德爾頓沒有遭受到
槍殺的話, 這一天,這個時候她就是和這些同
學一起畢業的, 由於她的因”故”缺席畢業
典禮, 學校特別為她安排了一張空椅子,椅子
上放了她生前最喜愛的紫色裝飾和艷麗的鮮
花。

蜜雪兒望著哈提亞彭德爾頓的空椅子說:
” Hadiya留給大家的是真心的保佑和覺醒 !
”蜜雪兒鼓勵畢業的同學們要以此為契機，
不要用他們經歷過的暴力和經濟困難給自己
貼標籤，而是要看到自己在過去所收穫過的
成功。

“我希望你們知道，每一個傷疤提醒你們
的不是你曾受過傷，而是你安全度過了，如
果Hadiya的親友能夠熬過心痛，站起來找到
組織幫忙完成她未完成的夢想，如果他們能
鼓舞全美國人一起用橙色來反對槍支暴力，

那我就明白你們都可以和Hadiya一樣，開心
、堅強地生活下去。我相信你們可以做得更
深入，一直努力去完成夢想 !”

“國王學院預備高中” 雖然是以非洲裔
的黑人學生為主, 但是該校的學業成績表現
得相當亮麗,一百七十七名畢業生全部都已經
考上了大學, 這一次能夠邀請到第一夫人做
畢業典禮演說, 更是無上的榮耀, 由於該校
最近贏得了一個推廣學生申請財政補助的視
頻比賽優勝,他們在獲獎視頻中戲弄了 ABC
電視臺的節目《醜聞風暴》(Scandal)，蜜雪
兒這次竟安排了該節目的主要成員作為神秘
嘉賓,在片中恭賀畢業生們順利畢業, 讓大家
得到了一個意外的驚喜, 蜜雪兒這一次的畢
業典禮演說的的確確的感動了許許多多的人
, 當然也讓許許多多的人留下了永久的回憶
…………

荒唐荒唐 !! 華裔女大學畢業生公佈自演性愛錄影帶華裔女大學畢業生公佈自演性愛錄影帶
一再宣稱自己”被同學強暴”而成為

美國大學校園裡熱門話題人物的哥倫比亞
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華裔女畢業生艾
瑪．蘇柯葳科兹昨天竟然在自己的網站驚
人的公佈了一支由她自己擔任女主角全裸

演出的激情性愛錄影帶,她宣稱將以這種行
為藝術作品來傳達"反強暴"的訴求,並達到"
改變世界"( change the world) 的目的,她的
想法和做法顯然是大錯特錯,不但顛倒了道
德的核心價值,更是扭曲了人生的積極態度!

由艾瑪．蘇柯葳科兹自己的
網站所公佈的這支錄影帶,由藝術家
導演泰德勞森 (Ted Lawson)擔任導
演拍攝,是以四個不同角度來同時進
行錄製,影片場景非常簡單,就是艾
瑪．蘇柯葳科兹的房間,其中最吸引
人眼球的就是她的床以及大家所熟
悉的她在前一陣子每天都抬著在哥
倫比亞大學校園內示威抗議的那個
床墊。

錄影帶剛開始時艾瑪．蘇柯葳
科兹與一個男人先後走進房間來,兩
人像是乾柴烈火般的相互撫摸性器
官,並且迫不及待的脫得精光,赤裸
裸的上陣,大膽的進行包括口交在內
的各種不同姿勢的性行為,還配合上
呻吟的聲音,非常的激情,但是當這
一個男子情不自禁,使出了粗野的動
作,並且取下艾瑪．蘇柯葳科兹為他
戴上的保險套之後,艾瑪．蘇柯葳科
兹有些不悅,不過雖然艾瑪．蘇柯葳
科兹的嘴巴有叫他停手,但是她的身
體並沒有反抗的意思,兩人並且順利
的完成了性行為........這顯然就是一
支真槍實彈,如假包換的性愛色情影

片!

很顯然的,艾瑪．蘇柯葳科兹的一支性
愛影片所要表達的觀念就是,雖然她在開始
的時候有同意與別人性交,但是因為後來她
有說 no,所以這就變成是"被強暴" , 艾瑪．
蘇柯葳科兹對"被強暴" 的定義就好像說她
給別人吃一個蘋果,別人已經吃了一半,她認
為別人的吃相難看,她不高興,她就叫別人吐
出來,別人吐不出來,她就控告別人強奪吃了
她的蘋果一般的荒謬!

更可笑的是,她既然想要陳述自己是"
被強暴"的,但是呢,她在公佈這一支錄影帶
的時候卻又把影片的片名叫做 「“This Is
Not a Rape”」 (這不是強暴), 真不知他
的用意何在,他如果真的要去強調自己是被
強暴的話,應該是在影片片名之後加上一個
驚嘆號" ! "變成 「“This Is Not a Rape !
”」 (這不是強暴 ! )才對,或者是把錄影帶
的片名改為疑問句 「Is this a rape ?」 ( 這
是強暴嗎 ? )才會比較通的 !

此外,她還大玩文字遊戲,強調影片中的
性行為是"兩情相悅的，但可能像是強暴"
(consensual but may resemble rape),她也表
示這支錄影帶"不是那一件事的重演，但是
似乎看起來很像是那一件事"(not a re-en-
actment but may seem like one),這不就是
在強烈的暗示,這支錄影帶就是她在2012年
被他的同學強暴的翻版嗎 ? 但是她又不敢
明說,她這種真真假假的陳述,難道是在迴避

被同學控告毀謗名譽嗎 ? 而我更不能同意
的是,她宣稱,如果你在看完影片以後,你不同
意她是被強暴的話,那麼你等於也是和別人
一起在強暴她,我的天啊, 我真的不知道她
這是什麼樣的邏輯!!他的論點真的是滑天下
之大稽,真是太荒唐啦!

其實現代人的價值觀念與道德標準的
確是很奇怪的,大家固然認為"婚前"性行為
與"婚外"性行為是傷風敗俗的行為,但是由
於世風日下,很多人似乎把"婚前"或"婚外"性
行為視為稀疏平常的事,早已經是習以為常,
見怪不怪了,現在大家所討論"性行為"的焦
點已不再是是"婚前"或"婚外"性行為對不對,
而是在於這些性行為是不是"兩情"相悅,或
是不是以"金錢"來交易,所以艾瑪．蘇柯葳
科兹一丁點都不以為自己與別的男人進行"
婚前"性行為不對,她只是認為她同意跟別人
做,別人就沒錯,她不同意做,或者做到一半的
時候她不同意了,就是別人強姦她,這真的是
對倫理道德的錯誤解讀,如今她竟然還好意
思再來自拍一支性愛影片來 昭告天下,並且
還要大家"敬請收看"(Watch kindly),因為他
要以這支性愛影片來"改變世界"( change
the world),這真的是荒誕不經的,我看啊,這
個華裔女孩真的是 "金玉其表,敗絮其中",她
是在作賤自己,不是在"改變世界"! 我真的
不知道她父母親的臉要往哪裡擺,她如果再
不知道反省覺悟,將來必然會聲名狼藉,不會
再得到任何人的同情和憐憫了!

她是在作賤自己她是在作賤自己,,不是在不是在""改變世界改變世界"!"!

閱讀李著華每天最新的世界觀點請登入李著華臉書www.facebook.com/danny.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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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雪兒歐巴馬成功打動青少年心扉蜜雪兒歐巴馬成功打動青少年心扉
””第一夫人第一夫人””畢業典禮演說感人至深畢業典禮演說感人至深

美國職棒大聯盟的比賽(MLB)
竟然沒有一位觀眾在場觀戰,你相
信嗎 ? 的確如此 ! 一點也不假,
由於巴爾的摩發生了暴動,美國職
棒大聯盟為了安全起見,索性把這
一天由巴爾的摩金鶯隊( Balti-
more Orioles) 與 芝 加 哥 白 襪 隊
(Chicago White Sox)比賽從晚上
提前到中午舉行,並且把 Cam-
den Yards 棒球場的大門緊緊的
關上,不讓任何一位觀眾入場,這真
的是美國職棒大聯盟 145 年的歷
史上的頭一遭 !

美國職棒大聯盟常常因為"
不可抗拒的天氣"因素而延賽或停
賽,但是這一次卻為了防範可能發
生的暴動而先停賽了前兩天的比
賽,由於第三天的比賽實在不能夠

再不進行,否則整個球季的賽程就
很難填補上,所以大聯盟在權衡得
失 之 後 終 於 做 出 了 明 智 的 決
定-------關起門來比賽,不讓
觀眾進來,但是依然開放給媒體採
訪,所以球迷還是可以透過電視,廣
播和網站得知比賽的實況,職棒大
聯盟的決定可以說已經做到了"兩
害相權取其輕",十分地值得肯定!

在歐洲的足球賽(soccer)中,由
於球迷異常的激動與暴動,為了避
免發生流血事件,"關門比賽"可以
說是一種常態,見怪不怪,但是在美
國由於場內場外的保安工作很周
密,所以"關門比賽"可以說是匪夷
所思的,所以這次職棒大聯盟破天
荒的"關門比賽"已凸顯出治安的
重要性與必要性!!

沒有一個觀眾的棒球賽沒有一個觀眾的棒球賽
空空 !! 空空 !!
空空 !! 空空 !!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5年6月20日（星期六）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池昌旭池昌旭被被封封““男神男神””

尷尬尷尬
池昌旭池昌旭被被封封““男神男神””

尷尬尷尬
池昌旭被封“男神”

尷尬
獲近二百名粉絲接機的池昌旭，由於韓國爆

發“新沙士”，池昌旭在數名韓國工作人
員陪同下步出機場禁區時亦有戴上口罩，但他就

未有跟粉絲保持距離，更不停跟粉絲揮手及主動走近收禮物，
表現友善。當日大部分粉絲都算守秩序，只是他其間突然停下
整理手上的禮物，令到一眾粉絲衝上前，場面一度混亂，之後
粉絲又包圍其座駕，擾攘了數分鐘他才能離開。傍晚他又到
新蒲崗出席香港見面會暨發布會，吸引近五百粉絲圍觀，雖然

韓國爆發“新沙士”，但大部分粉絲都未有戴上口罩，似是無
懼感染危機。以全黑色打扮的他甫出現，全場粉絲即發出歡
呼尖叫聲，而他亦有向粉絲揮手，又以韓文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池昌旭，遲了少少，不好意思。”出席見面會
的他表示準備了很多，心情既興奮又緊張，希望大家享受。至
於準備了甚麼，他笑稱是秘密，但以往都是以演員身分跟大家
見面，今次都想以歌手身分亮相，所以到時會獻唱。對於被封
新一代男神，他帶點不好意思的說：“有點不好意思，大家叫
我‘oppa’（哥哥）都可以的。”

無緣與粉絲大合照
會後池昌旭接受傳媒訪問，已是第三次赴港的他，被問

到想遊覽哪個地方，他表示每次來都是工作，希望可以去人多
的地方感受一下，也想品嚐街頭小食如雞蛋仔。問到他想跟哪
位香港演員合作？他指之前在上海見到唐季禮導演，以前也曾
跟張智霖（Chilam）見面，有機會都想合作。問到這次赴港
會否順道探望Chilam？他表示大家沒聯絡，未必有機會見到
了。正學習普通話的池昌旭，當日以普通話說出“好棒”二
字，有機會他也希望有機會拍內地劇。談及擇偶條件，池昌旭
覺得最重要是心靈相通，大家一齊時開心，希望大家有共同喜
好。訪問完畢後，大會欲安排池昌旭到台下跟粉絲來個大合
照，可是被其經理人阻止，令到一眾粉絲大感失望。

■■見面會吸引見面會吸引55百粉絲圍觀百粉絲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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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昌旭戴上口罩抵港
池昌旭戴上口罩抵港。。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再襲港再襲港 機場引起混亂機場引起混亂再襲港 機場引起混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憑韓劇《Healer》在亞洲爆

紅，被封新一代男神的韓國男星

池昌旭，19日赴港出席假九展

舉行的見面會。發布會現場原安

排池昌旭到台下跟粉絲來個大合

照，可是被其經理人阻止，令在

場粉絲大感失望。

■■池昌旭受訪時提到池昌旭受訪時提到ChilamChilam，，盼將來合作盼將來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江西衛視節目《超級歌單》定檔6月
28日。19日，有消息指節目組擬邀請韓國男神李敏鎬加
盟擔任新生代挑戰歌手，李敏鎬此次的出場費更高達千
萬人民幣。

作為內地首檔挑戰原唱經典的音樂沙龍騷，《超級
歌單》未開播便已引多方關注，節目組陸續公佈的嘉賓
名單中，張信哲、姜育恆、霍尊、郁可唯等越來越多的
頂級歌手赫然在列。而李敏鎬的加盟傳聞，更是一顆
“重磅炸彈”，令人期待。
李敏鎬自2006年出道以來，鮮有參與綜藝節目的錄

製，甚至屢次婉拒韓國版和中國版的“跑男”的邀請。
據悉，李敏鎬代言的某品牌電動車恰好是《超級歌單》
的冠名商，因此，能邀來李敏鎬加盟，也是《超級歌
單》近水樓台先得月。這位韓國男神此次的出場費高達
8位數，巨額出場費將悉數由其代言企業埋單。
消息一傳出，李敏鎬粉絲們的欣喜溢於言表。不過

《超級歌單》作為一檔挑戰原唱的音樂節目，每期將由
一位原唱歌手發布十首經典老歌，然後由四位新生代歌
手重新改編、翻唱，對金曲的全新改編是節目的難點也
是最大亮點，因此有粉絲為偶像擔心，不禁問道：“這
是讓李敏鎬唱《愛如潮水》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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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女星賈靜雯現懷有
男友修杰楷的骨肉“咘咘”6個月，內地女
星高圓圓與賈靜雯向來情同姊妹，更做了賈
靜雯BB的乾媽，日前她到賈靜雯家中飯
聚，賈靜雯在微博上載三人合照，並留言：
“開心的夜晚～美女乾媽來看咘咘囉，貼心
的乾媽還帶了禮物來，可是咘咘問：乾爹
呢？”照片中的高圓圓身穿鬆身裙，但仍見
她肚凸凸，孕味甚濃，不少網民於是恭喜圓
圓與老公趙又廷造人成功，圓圓19日似為有
喜傳聞澄清，她留言：“甜蜜溫馨的一晚，
吃太多啦，夫妻二人的好手藝可以開店啦，
沒吃到的別太饞哦。”

肚凸凸孕味濃

高圓圓：吃太多啦

■高圓圓(左)與賈靜雯(中)、修
杰楷飯聚。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鄭
融、盧凱彤、胡蓓蔚、馬詩慧與女兒王
曼喜等19日晚齊出席一彩妝品牌活動，
她表示最近忙為新歌宣傳，因唱片公司
答應從7月開始為她每隔兩個月推出兩
首新歌，會有快歌及慢歌，感覺會幾好
玩。而近來她都早起跑步，下午專心工作，但男友因要上班並沒陪她。問她新
唱片形象會否更加性感？鄭融笑說：“不會刻意，但有時我着樽領都說我性
感，可能我皮膚黑感覺健康的性感，不過都有人話我人似賓妹，其實好多菲律
賓小姐都好靚。”鄭融又指剛到過馬來西亞與廿四味合作做騷，該演出只接受
18歲以上觀眾欣賞，但她只穿熱褲不及觀眾和模特兒性感，問她有否邊唱邊除
衫？她笑說：“要做也留給自己明年中舉行的音樂會，會想震撼一點。”
盧凱彤首度獲化妝品牌邀請出席活動，她笑言入行12年也是習慣自己化

妝。而治癒躁鬱症復出至今，她除獲得各方好友支持外，最近更有主辦商邀她
今年舉行音樂會，雖然不在紅館，但仍很大型，她坦言開始感到壓力，不過精
神狀態會支持到，也會全力以赴保持開朗心情面對，有事會找黃耀明等好友商
量。至於表演嘉賓，盧凱彤指想找一些大家喜出望外的嘉賓。問會否是好拍檔
林二汶？她笑指這張王牌待明年at17復合才出，她帶笑指知道張曼玉快將出唱
片，也天馬行空地想邀對方一起來玩，看她可不可以。

鄭融鄭融穿樽領也被誇性感穿樽領也被誇性感

■■左起左起：：鄭融鄭融、、盧凱彤盧凱彤、、王曼喜王曼喜
與馬詩慧出席彩妝品牌活動與馬詩慧出席彩妝品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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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來，氣溫回暖、花粉瀰漫、紫外線輻射增強等氣候及環
境因素的變化，容易引起肌膚敏感。而除了這些外界因素，一些
不良的護膚習慣也是敏感肌膚發作的 「導火索」。現在就來糾正
一下敏感肌膚護理的不良習慣，開展新春的防敏大計。

錯誤一：把洗面乳直接抹在臉上搓洗
原因：沒搓起泡沫的洗面乳會緊緊地貼在皮膚表面，傷害皮

脂膜。
正確方法：洗面乳要先加清水搓揉發泡，因為發泡後的洗潔

劑才能發揮清潔效果，而且泡沫狀比未發泡的乳狀溫和。洗臉
時要先洗t字部位，兩頰輕輕帶過就用溫水洗掉。

錯誤二：過敏時亂塗藥膏
原因：有的人養成了對藥膏的依賴性，特別是一些激素類藥

膏。以為塗點藥膏就好，其實長期使用這些激素類藥膏，會形
成藥物依賴，皮膚會逐漸萎縮、色素出現紊亂。

正確方法：皮膚因為敏感疼癢難耐時，首先應該停下正在使
用的護膚品，化妝更是不應該繼續。然後可以去醫院，由醫生
建議專業藥膏治療，切勿自己隨便在藥房買藥，或者是根據一
些偏方。

錯誤三：一出現敏感現象，就換成整套敏感肌膚的專用保養
品

原因：這樣不安全，皮膚一旦過敏，就變得異常嬌氣。
正確方法：不要一次全部更換，可以從保養品最後程序的產

品如晚霜或乳液開始換，逐漸全部換掉，也可以先停用帶刺激
性的產品，如含有酒精成分或果酸成分的產品。

錯誤四：怕肌膚過敏而簡化保養程序，祇拍些化妝水就夠了
原因：敏感肌膚一定要擦保濕乳和防曬乳。
正確方法： 「發癢」是敏感肌膚最常見的症狀，為什麼會發

癢，最大的原因就是乾燥。祇有為肌膚充分保濕，才能緩和過敏
症狀並幫助細胞復原，擦防曬乳能防止肌膚被紫外線傷害。

錯誤五：臉上冒出一堆痘痘，一定是皮膚沒洗乾淨
原因：別因為長了痘痘就更加強清潔，那樣會更加刺激皮

膚。
正確的方法：痘痘可能是肌膚敏感的症狀，或是因為壓力而

發的成人痘痘，這時要去看醫生，而不能一味的猛擦治痘產
品，或去角質或深層清潔，這些都會更加刺激皮膚。

錯誤六：皮膚又乾又癢，改用滋潤乳霜應該比較好
原因：濃稠粘膩的保養品，對敏感肌膚是負擔，千萬別用。
正確的方法：太油太滋潤的保養品，容易刺激敏感肌膚，而

且也不容易吸收， 「乳液」的質地比乳霜和精華液更適合敏感
肌膚。

錯誤七：皮膚粗糙、紅紅干干的，好難看，多用些粉遮起來
原因：正在發炎的敏感肌膚要首先停止化妝。
正確的方法：已經發炎的敏感肌膚，即使上粉也無法服帖，

還會因不透氣而導致敏感加劇，最好不要上妝，讓皮膚好好休
息幾天;如果非化妝不可，祇要 「防曬+蜜粉」就行了。

錯誤八：果蔬貼片美容，天然且安全
原因：mm們越來越喜歡自己diy面膜，但有時候調配比例的

問題會讓原本天然的產品適得其反。而且，不是所有水果都適
合成為diy的素材。

正確的方法：入春後，屬敏感性皮膚的女士要慎用果蔬貼
片美容。敏感體質的人不能隨意將新鮮果蔬汁液塗於臉
上。

糾正不良習慣 平定春季敏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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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頭亮麗的頭髮似乎是每個MM的渴望，
護髮素也便成了日常生活中必備的用品之一，可

是，有些護髮素的使用是錯誤的，在這裡，像你
推薦—你不可不知的護髮誤區。

乾燥發質使用高蛋白護髮素
大家往往以為，乾燥發質更需要保養，於是總

使用含有高蛋白的特效護髮素，卻不料頭髮變得
越來越干。其實，過多使用蛋白護髮素，會影響
正常的新陳代謝，反而適得其反，選用清潔型護
髮素即可有效地清洗頭髮。

護髮素不用沖得太乾淨
護髮素的確可以讓頭髮變得柔順，但並不意味

著就一定要讓它殘留一些在頭皮上。護髮素內的
化學物質與空氣接觸後，會堵塞毛孔或造成頭皮
屑的產生。因此，在用完護髮素後，一定要將其
徹底沖洗乾淨。

過量使用護髮素
油性頭髮使用護髮素時，一定要當心，過多使

用護髮素，會讓頭皮屑滋生。在使用時，祇要塗
抹在較為乾燥髮梢部即可，頭皮部分盡量少使用
護髮素。

免洗護髮素代替營養護髮素
洗髮時直接使用免洗護髮素，這是錯誤的。通

常情況下，免洗護髮素祇擁有抗靜電功能，祇能
在頭髮表面形成保護，根本無法深入髮根，養護
受損發質。在洗頭時千萬不能略去營養潤澤的護
髮素。

推薦：正確使用護髮素
1.不要直接把香波倒在頭髮上，皂質的東

西太多會損害髮根。如果香波不起泡可能是頭
髮還不夠濕，應該再浸些水而不是加更多的香波。

2.用兩遍洗髮水。第一次洗髮可以除去油垢和做
髮型時的輔助用品，第二次洗髮就能使頭髮蓬
鬆。 3.不要勤換香波，除非你的發質變化了。

4.用溫水洗髮。洗髮水的功效在溫水時最佳。如
果水太熱，它會使你的頭髮干而且頭皮發癢。

5.要這樣使用護髮素：用毛巾吸乾頭髮上的水，或
至少把頭髮上殘留的水擠掉。否則，護髮素不能被有
效吸收。

6.護髮素應塗在頭髮中部或髮梢，而不要拚命塗
在緊貼頭皮的髮根處。頭皮長時間接觸護髮素易產生
油膩感，嚴重時更可造成毛囊阻塞，應以髮梢護理為
主，在頭頂塗抹護髮素時應保持距離頭皮 5cm。

a.護髮素要遍佈所有髮絲。借助寬齒髮梳來梳理頭
髮，使護髮素均勻遍佈每根髮絲。

b.按摩促進頭部血液循環。在護髮步驟中加入頭
部按摩，可以促進頭部血液循環。

c.注意護髮素的使用量。過多的護髮素使頭髮難
以吸收，應注意用量適度。

7.不要在洗髮過程中用梳子去梳濕發，這樣容易
產生斷髮。

8.為了增加髮根對頭髮的支撐力，可以使用帶有
橡膠觸頭的硬毛髮刷。

9.如果你發現有不少頭屑，這有可能是做髮型時
的殘留物，一週用一次清潔香波，並且可以測試一下
你的髮型用品變干以後是不是還有殘留的雜質———
把它噴到鏡子上，等它慢慢變干就知道了。

(新浪健康)有些症状背后潜藏着威胁女性健

康的重大问题，应提高警惕。

盆腔疼痛
盆腔疼痛分两种。有的女性在两次月经之间的

排卵期感到下腹部一侧非常疼。这种疼痛一般只有

两三天。但如果疼痛持续不断，就应检查是否有子

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或盆腔炎症。

异常出血
有时口服避孕药可能造成下身出血，但如在未

服避孕药情况下发现一两个月连续出现异常出血

问题，则应及时看医生。造成下身异常出血的原因

很多，包括子宫肌瘤、息肉等。如果每次房事后都出

血，则应注意宫颈感染问题。

白带异常
白带异味较重、量大、伴有阴部瘙痒、颜色不正

常等都可算白带异常。大多数白带异常不是什么大

问题，很容易治。

阴部瘙痒
很多女性发生阴部瘙痒可能是因为使用香皂

或个人护理产品造成的，常见于敏感型皮肤女性。

如果阴部瘙痒伴发皮肤病变，比方说外阴硬化性苔

癣，则应及时治疗，并排除是否存在癌症的风险。

阴道干燥
女性年龄增长，体内雌激素减少，阴道组织变

薄，易感染。可通过雌激素药物缓解。

女性预防妇科病的 7个日常护理
1、远离贫血

育龄女性容易发生缺铁性贫血。每个月要从月

经中失血，特别是子宫内带环时，月经期失血往往

增多。加上分娩、产褥期、人工流产手术失血，以及

患有月经失调等疾患，都可间接地引起子宫出血，

造成身体失血。

2、避免人工流产手术

一旦发生意外怀孕，很多人只好采取人工流产

来解决这个“麻烦”。虽然人工流产只是一个简单安

全的小手术，但会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屡次

做人工流产手术，术中易引发出血、人工流产综合

症；术后易引发内分泌功能紊乱，导致功能性子宫

出血、月经失调、闭经、周期性腹痛、子宫内膜异位

症等；还易引发恐怖、焦虑、紧张、身体不适等一系

列心理反应。

3、悉心呵护阴部

阴部是大小便、月经、白带排出的部位，很容易

被各种病菌污染。加之这个部位温暖潮湿，很适宜

细菌或病毒生长繁殖，一定要经常清洗。但并不是

洗得越勤越好，过度清洗只会使阴部皮肤表面上的

保护膜被破坏，使阴部变得干燥不适，甚至引起瘙

痒。

4、注意观察白带变化

育龄女性在不同的身体情况下，白带会发生各

种变化。正常白带为白色稀糊状，无色无味，分泌量

受体内卵巢所分泌的雌激素影响。月经刚刚过时体

内雌激素水平较低，白带量较少并显得稠浊；到了

月经周期的中期，体内雌激素水平增高，子宫颈黏

液分泌旺盛，白带增多并像清水鼻涕一样清澈透

明，黏性很强，阴部变得湿润。

5、防治乳腺增生

资料表明，育龄女性乳腺增生的发病率正在迅

速上升，现已成为 25～50岁女性的高发疾病。研究

认为，乳腺增生与内分泌及精神因素密切相关，如

高龄不生育、产后不哺乳及社会竞争压力等。乳腺

增生症不仅只是使乳房疼痛不适，影响生活质量，

更重要的是还有可能转变成乳腺癌，一定要积极采

取防治举措。

6、月经异常尽早就医

月经对于育龄女性而言，就像一只观测身体内

部变化的“晴雨表”。正常时候经期持续时间一般为

3～7天，经血量大约 30～80毫升，血色为暗红色，

其中没有血块或仅有很小血块。在妊娠期及哺乳期

时月经会停止来潮，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在身

体患有严重疾病、生活环境发生较大改变或精神上

受到重大打击时，尤其是患有妇科疾病时，常首先

表现出来的便是月经周期发生紊乱，此时不能随意

疏忽。

7、经期禁止性生活

妇科专家指出，生活中不乏经期仍与配偶进行

性生活的女性。尽管并不一定都引起了严重后果，

但这种做法确实会损害生殖健康。因为，子宫内膜

在经期中要从子宫壁上脱落，留下一个创面。此时

性交易使阴部一些致病菌乘机进入阴道，然后上行

至子宫里，使致病菌在经血里生长繁殖，引发子宫

内膜炎、输卵管炎、输卵管粘连或管腔闭塞，并可能

促发子宫内膜异位症。

女性容易忽视哪些妇科病征兆

“大姨妈”驾到 小心伺候
（新浪健康）月经，又称作月经周期，爱称“大

姨妈”，是生理上的循环周期，发生在一些具有生育

能力的女性人类与其他人科动物之间。育龄妇女每

隔一个月左右，子宫内膜发生自主增厚，血管增生、

腺体生长分泌以及子宫内膜崩溃脱落并伴随出血

的周期性变化，这种周期性阴道排血或子宫出血现

象，称月经。

“大姨妈”让人又爱又恨，她不来会纠结，她来

了还是纠结。她会帮助女性调节正常的内分泌，与

孕育下一代有莫大的关系，甚至能让女性早期发现

某些疾病。但她也会让人疼痛、暴躁、长痘痘乃至招

惹上疾病。“大姨妈”来时，会有多少影响，又有哪些

禁忌？本期名医有话说，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

专业主任医师孙爱军讲解月经疾病。

贪吃有理
经前综合症关键词：食欲、经前、疼痛。

来月经的 1-2周前，感觉肿胀、头疼、情绪不稳

或其他生理及情绪变化，这些都是经前综合症

(PMS)的表现，约 85%的女性都有。经前综合症有很

多表现

1.食欲大增

许多女性在经前都会特别想吃某种甜的或咸

的食物，也有一些女性食欲不振，胃部不适。或者有

人会出现腹胀和便秘。

2.粉刺

粉刺是经前综合症常见表现之一，激素变化使

得皮肤中的腺体产生更多的皮脂，从而堵塞毛孔引

起粉刺，粉刺的出现也证明月经快来了。

3.疼痛

经前综合症会引发全身上下的各种疼痛，如后

背疼、头疼、轻微的乳房胀痛、关节疼痛等。

4.情绪波动

对许多女性来说，经前综合症最大的问题是让

她们的脾气阴晴不定。烦躁、易怒、沮丧、焦虑等等，

有些女性甚至在此期间记忆力低下，无法集中精

神。

任何女性都可能患经前综合症，但下列女性更

容易患上：(1)25-45岁左右的女性，且年龄越大越

容易得(2)已经生育过的女性(3)有抑郁症或其他情

绪不稳病症的。

经前综合症会使某些慢性疾病情况如哮喘、过

敏、抑郁症和焦虑症及偏头疼等加重。此外，经前综

合症和某些病的症状相似如围绝经期、抑郁症或焦

虑症、慢性疲劳、甲状腺疾病、肠胃功能紊乱等。经

前综合症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它会月复一月，反复

出现。

纠结有理
正常月经什么样关键词：周期、时间、月经量。

月经周期是否正常可以通过三个指标来衡量：

1、周期：从上一次月经开始的第一天，到本次

月经开始的第一天为一个周期。正常月经周期为

21-35天。

2、持续时间：每次持续时间 3-7天

3、月经量：正常月经出血为 30-50毫升。

此外，正常的血是暗红色的，血中混有脱落的

子宫内膜小碎片、宫颈粘液、阴道上皮细胞，无血

块。

因此，在正常月经周期内，提前或拖后超过 7

天需要当心异常；月经持续时间少于 3天或者 10

几天都不正常；就经血量来说，每次少于 20毫升或

者多于 80毫升都属于不正常的。经血稀薄如水，仅

有点粉红色或发黑发紫，及经血完全是凝血块，这

些也不正常，这时不用再纠结，还是先看看医生吧。

担心有理
月经带来多少病关键词：延时、疼痛、闭经。

月经周期的准确性、经期长短、月经量多少、月

经颜色、月经质粘稠等有任何一方面发生了异常变

化，且经期出现病理性症状，又或者经期前后出现

明显非生理性症状的一类疾病，即为月经病。

1.以月经周期异常为主的病，月经先期、月经后

期、月经先后无定期、经间期出血。

2.以经期异常为主的月经病，如经期延长。

3.以经期异常为主的病，症状包括月经量过多、

月经量过少。

4.以月经颜色为异常的病，其症状有：月经色清

洗粉红、月经颜色发紫发乌、间夹有块。

5.月经的非生理停闭即闭经。

6. 以伴随月经周期出现有关症状为特征的病，

如痛经、经前乳胀、发热、头身痛、口疮、浮肿等等。

养护有理
“大姨妈”驾到小心伺候关键词：运动、食物、

药物。

经期保健对女性来说尤为重要，“大姨妈”来

时，要注意以下方面：

1.不做剧烈运动和重体力劳动

月经期间体力及抗病力有所降低，不宜进行赛

跑、跳跃等剧烈运动和繁重体力劳动，但适量的温

和运动没有问题哦。

2.少吃生冷油腻食物及刺激性食物

有些人在经期吃生冷食物会肚子疼，但情况因

人而异，此外，很多女性月经期会出现紧张、烦躁、

失眠等症状，咖啡和茶叶中的咖啡碱会使这些症状

加重，少喝为妙。酒精也会影响心情，还是不要喝

了。

3.少吃含盐量高的食物

月经前期身体内会有一定水平的水钠潴留，以

保证女性不至于因为月经流血而丧失太多的体液。

如果再吃得过咸，会使潴留加剧，诱发头痛、水肿

等。

4.慎用活血化淤类药物

有些女性因为乳腺增生或盆腔淤血症会服用

一些活血化淤类的药物，在月经期最好咨询一下医

生看能否停用，以免引起月经过多。

5.不穿紧身衣裤

会使局部微血管受到压力，从而影响血液循

环，造成阴部充血水肿，甚至发炎。

6.不要游泳和进行盆浴

月经期子宫颈口微微张开，以利于经血流出，

这时若游泳和盆浴很容易使污水进入子宫内腔导

致炎症。

7.少捶打腰背

月经期盆腔充血腰部会有些酸胀感，若盲目大

力按摩或捶打腰背，会不利于子宫内膜剥落后创面

的修复愈合，导致流血增多、经期延长。

8.先别拔牙

月经期间凝血因子如血小板会有所下降，而抗

凝血作用的纤维蛋白溶酶增加，这期间拔牙或手术

有可能引起出血较多，伤口不容易愈合。

9.尽量别爱爱

女性阴道正常生理环境的 pH值在 3.8-4.4之

间，生理期时，经血使阴道 pH值升高，酸性环境被

破坏，易感染引发炎症。若病菌被带入阴道，逆行

而上造成宫内感染、输卵管炎症，机械性刺激还会

导致经血逆流引发子宫内膜异位症，有可能造成不

孕。

此外，正常月经靠雌激素和孕激素维持，这两

个激素都是由卵巢分泌的。女性卵巢的主要作用

就是产生卵子并排卵及支持生殖内分泌功能，分泌

性激素。因此保护卵巢健康，维持正常的激素水平

对维护正常月经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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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地區全僑紀念中華民國抗戰勝利波士頓地區全僑紀念中華民國抗戰勝利7070週年活動週年活動

波士頓地區全僑紀念中華民國抗戰勝利70週年活動籌備委員會、中國國民黨波士頓分部、美國退伍軍人協會、波士頓榮光會、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
協會、紐英崙中華公所及駐波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在波士頓僑教中心舉辦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座談會。後排站立者是主辦單位、主講人士。

抗日戰勝利70周年紀念研討會，波士頓美國華裔退伍軍人會出席
成員，和三位獲獎袍澤：黃君裕(前坐右起)、黃廷深、陳啟邦。

(本報訊) 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
應美國史丹福大學「民主、發展暨
法治中心」（Center on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Rule of Law,
CDDRL）邀請，於美西時間 6 月 2
日 晚 間 6 時，在 臺 北 連 線 該 校
Bechtel 會議中心與美西學界人士
進行視訊會議。

本次視訊會議由美國前國防
部長裴利（William Perry）擔任主持
人，美國前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馮
稼時（Thomas Fingar）、前北大西洋
公約組織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前美
國 駐 阿 富 汗 大 使 艾 江 山（Karl
Eikenberry）、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
所研究員、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共
和黨候選人Mitt Romney競選團隊
最高顧問陳仁宜（Lanhee Chen）等
人擔任與談人。主持人及與談人均
具有豐富行政部門歷練，亦係目前
美國國際政治、外交及安全相關研
究領域的重量級學者。視訊會議
中，馬總統以自二次大戰以來的臺

美堅實夥伴關係及臺灣在區域安
全所扮演的角色為主軸，向與會來
賓發表專題演說，並於演說後接受
與會學者及現場來賓提問。美國各
界對本次視訊會議具高度興趣，報
名情形至為踴躍。 總統府、外交部
及史丹福大學均於網站上同步轉
播視訊會議實況；駐美國代表處及
駐美各辦事處亦將配合舉辦同步
或會後收視座談會，邀請當地學者
專家共同觀看及討論。

本次視訊會議，係馬總統第六
度以視訊會議方式與美國重要意
見領袖針對臺美關係及區域情勢
交換意見，上（103）年馬總統亦曾與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進
行視訊會議。馬總統於此次視訊會
議的演說及與現場來賓的意見交
流，當可促進美國各界人士對當前
臺美關係、兩岸關係及我國致力區
域和平努力的瞭解，並彰顯中華民
國與美國長期堅定的友誼與緊密
的合作關係。

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應美國史丹福大學
「民主、發展暨法治中心」邀請舉行視訊會議

(本報訊) 波士頓地區全僑紀念中華
民國抗戰勝利70週年活動籌備委員會、
中國國民黨波士頓分部、美國退伍軍人
協會、波士頓榮光會、紐英崙中華專業人
員協會、紐英崙中華公所及駐波士頓臺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於本月 5 日(星期五)
下午在位於牛頓市的波士頓僑教中心舉
辦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座談會。當天也
播放了馬總統與史丹福大學視訊會議的
演講。

活動由中華專業人員協會董事長王
世輝醫師主持，熟悉二次大戰史實專家
美國飛虎隊協會Tripp Alyn及中華民國
前空軍官校校長田在勱等與談。駐波士
頓辦事處賴銘琪處長並在致詞後頒贈感
謝狀予三位曾參與二次大戰的華裔美籍
人士 - 諾曼第登陸戰老兵，92歲的黃君

裕(Arthur Y. Wong)、飛虎隊老兵91歲的
陳啟邦(Robert C. Hong) 和95歲的黃廷
深(William Sean Wong)。

台北經文處賴銘琪在活動開始前致
詞時特別強調，歷史如一面鏡子，錯誤可
以被遺忘，但是事實不能被否認也不能
被忘記。

「抗日戰勝利70周年紀念研討會」，
兩位與談人分別以英文及中文、美軍與
中華民國軍隊的角度來探討抗戰歷史。
他們都以豐富的照片圖文資料佐以回
顧，照片內也展示許多當時的書信與報
告，說明解釋抗戰年代飛虎隊的形成，展
現當年中華民國和美國的革命情感外，
也讓與會聽眾彷彿坐上時光機，見證當
年艱苦抗戰事蹟，充分還原歷史真相。

在羅德島的美國飛虎隊(Flying Ti-

gers)協會擔任博物館主任的 Tripp
Alyn，應邀主講飛虎隊成立歷史和戰
蹟。他提及他的表兄弟 Max Ham-
mer 也是當年飛虎隊成員，在抵達緬
甸後6天半在訓練意外中死亡，這也
是為何他開始投入研究搜集對日抗
戰的歷史事實與史料的重要原因。
當年許多像他表兄弟 Max Hammer
的年青人，展現大愛，為正義犠牲。
他也特別為這些英雄澄清，因為有
說法說他們是為酬庸、為冒險而戰，
他表示，有更多的英雄是為了他們
對在中國大陸人民的大愛，才勇敢
赴戰場，只是為了幫助中國人民。

飛虎隊，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
空軍美籍志願大隊（American Vol-
unteer Group，簡稱AVG），是第二次

世界大戰期間
在中華民國成
立，由 美 國 飛
行人員組成的空軍
部隊，在中國、緬甸
等地對抗日本。由
美國退休飛行教官
陳 納 德 所 領 導。
1941年底日軍偷襲
珍珠港，讓原本表
面保持中立的美國
對日本宣戰，「飛虎
隊」立刻被解散納
編到美軍裡面，先
是成立「駐華航空
特遣隊」後來又改
編 成 「第 14 航 空
軍」，再有與中國空
軍合組的「中美混

合團」。不管組織與番號如何變更，這支
航空部隊都是以陳納德為首，一直傳承
著「飛虎隊」的奮戰精神。

中華民國前空軍官校校長田在勱以
「中華民國空軍發展史」為題，他首先感
嘆，國與國之間沒有江湖道義，只有利益
關係。但仍然十分感激伸手救援的助華
美軍，但是他也一再強調如果沒有中華
民國犧牲這麼多人，在大陸戰區打仗，把
日本軍隊打敗，後果不堪設想，二次大戰
國際間會面臨很慘烈的戰事。

他也特別感嘆，隨著這些英雄們陸
續離世，很擔心歷史遺產沒有好好保存、
照片或史料的查證與訪問，如何能藉由
當年在場的老兵口述還原歷史事蹟。因
此，他軍旅生涯裡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
希望能將史實保存下來。期間他不斷激

動表示，沒有這些華軍與美兵
英雄，就沒有中華民國。為感恩陳納德將
軍帶領飛虎隊的貢獻，田在勱將軍在當
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支持下及陳納德
將軍遺孀陳香梅女士的同意下，將被陳
水扁任內移至台北新生公園的陳納德銅
像迎接到花蓮基地安置，並於花蓮基地
成立「飛虎紀念館」，該紀念館成立時，陳
香梅女士並與來自美國的廿多名昔日飛
虎隊飛行員及眷屬與會參加揭幕。

而近期他更驕傲的是：陳納德封存
了70年關於二戰中國戰區的史料，雖然
家屬仍捨不得捐贈，但經遺孀陳香梅女
士同意後，兩位中研院專家到府花三週
時間，把所有史料掃瞄存檔完畢，包括二
十七個資料夾，五大類：日記、信件、照
片、作戰日誌等，現保存在台灣。全體為
他的努力鼓掌致謝。

研討會最後，主辦單位邀請三位參
與二戰的美籍華裔老兵：黃君裕(Arthur
Y. Wong)、陳啟邦(Robert C. Hong) 和 9
黃廷深(William Sean Wong)，分別報告
其從軍記，對他們而言抗戰似乎仍歷歷
在目，所言感人肺腑，全體觀眾為之起立
鼓掌致敬。

在台灣，為了紀念中華民國對日抗
戰勝利70週年，行政院聯合各部會舉辦
一系列的紀念活動，彰顯中華民國對抗
戰勝利的貢獻。除了國際學術研討會、珍
貴史料展覽之外，也會邀請在二戰期間
對中華民國有特殊貢獻的人士家屬來台
參加相關活動。

(本報記者 吳怡慧)

駐波士頓經文處處長賴銘琪(右二)在會中頒發榮
譽獎狀給三名曾參與二次大戰的華裔美籍人士黃君裕
(右一)、陳啟邦(左二)、黃廷琛(左一)。

經文處副處長陳銘俊(左一)致謝兩位講師

(本報訊)華語文教學隨著科技的發展日新
月異，逐漸從「面對面的教室互動學習」，進展
到「數位互動學習」以及「雲端教學」的階段，僑
務委員會自 1999 年即結合學術單位及產業界
舉辦了「第一屆全球華文網路教育研討會」，迄
今每兩年舉辦一次本研討會。繼上屆前往美國
洛杉磯舉辦，成果豐碩並獲得熱烈迴響，本年
特別移師美國波士頓，希透過這深具美國歷史
發展、人文薈萃的文化城市，以及全球首屈一
指學府麻省理工學院號召下，吸引全球各地從
事中文教育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參與盛

會，期藉由華語文數位教學理論的發表及實務
教學應用的分享，激盪出令人驚艷的學術火花
與省思。

本次「第九屆全球華文網路教育研討會
(ICICE9)」即將於 6 月 19 日至 21 日登場，6 日下
午於波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行記者會。

波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郭大文主任、麻
省理工學院中文項目負責人廖灝翔教授，新英
格蘭中文學校協會會長陳式儀、勒星頓中文學
校校長蔡淑芬、麻州中部中文學校林大為校長
及牛頓元極舞健身會會長鄭玉春等人皆出席

參加。
郭大文主任首先以本屆會議主題「華

語文教學與科技結合之方向與省思」破
題，說明本次研討會主軸係針對現今華語
文數位教學趨勢，反思雲端科技運用於其
中的限制，期盼透過學術論文的發表及實
務經驗分享，共同開啟華語文數位教學的
另一視野。

麻省理工學院廖灝翔教授表示，此次
研討會主題與麻省理工學院語文系學術
研究的重點項目深具相關性，本次很高興
能與中華民國僑委會合作，舉辦華文相關
國際學術研討會，並與全球各地的華語文
教育專家學者，以及波士頓地區當地華文
學校實務工作者進行交流，感到相當榮
幸。

郭
大 文 另
表 示 ，
自 6 月
19 日 至
21 日 兩
天 半 之
間，6 月
19 日 開
幕 典 禮
後 將 有
專 題 報
告 、 專
題 演
講 、 論
文 及 教
學 應 用
發 表 ，
如 「數
碼 狂 潮
中 華 語
文教育的全球新定位」、語音識別系統在課程
設計中的角色、以達到高級語言能力為導向及
以科技輔助教學之課程設計、應用 Study Fun 互
動教學系統融入華語教學、在美跨區合作的華
語文及文化遠距教學之實例分享與探索等專
題報告。與會者來自全球各地200位人士。

「第九屆全球華文網路教育研討會」，時間：6
月19日至21日，地點：麻省理工學院史特拉登
學生中心（Stratton Student Center, Massachusetts In-
stitute of Technology，地址：77 Massachusetts Avenue,
Cambridge, MA 02139, U.S.A），詳情請上其官方網
站http://www.ocac.net/icice2015/。

全球華文網路教育研討會本月19-21日於波士頓登場

由左至右為：林大為校長、陳式儀會長、郭大文主任、
廖灝翔教授、蔡淑芬校長及鄭玉春會長。

麻省理工學院廖灝翔教授表示，本次能與僑委會合
作舉辦華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感到相當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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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the“Authority”) / TIRZ No. 3 will receive sealed bids for
the Allen Parkway Improvements project, located to the west of Downtown Houston, from the Interstate
45 highway interchange on the east to Dunlavy Street on the west. Bids will be received until 11:00 AM,
local time on Tuesday, July 7, 2015, by the Executive Director,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2
Houston Center, 909 Fannin, Suite 1650, Houston, Texas 77010. Bids received after this time will not
be accepted.

Beginning 11:00 AM, Monday, June 15, 2015, Bid Documents may be purchased for $50 per set
from the Authority by cash; or by cashier's check, certified check, or money order (payable to the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or by credit card (MasterCard, Visa, or Discover). The cost for up
to two sets will be refunded to Bidders who submit a valid bid for this Project and return bidding doc-
uments to the Authority. Addenda are free of charge and will be distributed by email to those who
purchase Bid Documents and attend the pre-bid conference. Bid Documents may also be examined at
plan rooms of the Minority 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er (2302 Fannin Street, #165, Houston, TX
77002), Amtek Information and Plan Room (4001 Sherwood Lane, Houston, TX 77092) or viewed online
at isqft.com (requiring a contractor’s account to access the website).

A MANDATORY pre-bid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at 1:00 PM on Tuesday, June 23, 2015, in the
Authority’s Conference Room, 2 Houston Center, 909 Fannin, Suite 1650, Houston, Texas 77010. All
bidders (general contractors) are invited to attend. Bids will be ruled non-responsive if received from a
bidder who did not attend the pre-bid conference. Late arrivals will not be admitted to the pre-bid
conference.

Bidders shall comply with City Ordinance 95-336 (March 29, 1995) and Exec. Order No.1 2 (June
14, 1995), and City of Houston Affirmative Action and Contract Compliance Division Minority/Women
Business Enterprise (M/WBE) Procedures (June 1995). The successful Bidder will be required to make
good faith efforts to achieve an M/WDSBE participation goal of 20 percent.

ADVERTISEMENT FOR BIDS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 TIRZ No. 3

ALLEN PARKWAY IMPROVEMENTS
太平洋抽油煙機

10800 Bellaire Blvd Suite C
Houston,TX.77036

Bellaire and Wilcrest

AC3100 3300, IT30, 自動清洗系列抽油煙機

˙自動清洗 ﹐掃除拆洗煩惱:
最先進的技術﹐只需一按AUTO CLEAN就會自動清洗扇
葉油污﹐操作簡單方便﹐清除油污,掃除您清洗油污的煩惱﹒

˙最超強的吸力﹐最低的噪音 :
專利設計Ｓ型排風系統﹐形成強勁離心吸力﹐全新流線
內部結構﹐使其吸力稱霸﹐噪音最低﹒

˙最先進的外型設計﹐覆蓋美式四個爐頭:
全新流線外型﹐採用西歐無接口收邊技術﹐完美造型﹐
雙吸風口﹐覆蓋四個爐頭﹐使您的廚房充滿高貴現代氣息﹒

訂購電話﹕281-530-1511

最新最新最新

把看見的油煙看不見的細菌統統一網打盡﹒
優質售後服務﹐專業的安裝師傅﹐
馬達永久保證﹐零件十年保證

殺菌抽油煙機

PR 9630A
STAINLESS STEEL

大酬賓特價特價特價
299.00

((台灣製造精品台灣製造精品))

首創蒸氣除油 | 融解油汙 免拆洗
太平洋首創「全自動蒸氣洗」抽油煙機，獨家「130 C超高溫蒸氣洗」，以超高
溫蒸氣環繞去汙，再輔以熱水沖刷潔淨，全方位迅速除油，徹底殺菌，除臭，
自動清洗毫無死角，更配備全新「吸力霸靜音馬達」，給您超強吸力與極靜
音。挑選油煙機，就該選擇解決您所有煩惱的太平洋「蒸好洗」抽油煙機!

有名牌禮品贈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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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NBA總決賽總決賽
勇士勝騎士勇士勝騎士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 NBANBA總決賽第總決賽第66戰在克利夫蘭速貸中心打戰在克利夫蘭速貸中心打
響響。。上半場騎士一度落後上半場騎士一度落後1313分分，，不過在半場結束前追至不過在半場結束前追至
4343--4545。。關鍵的第三節庫裏與伊戈達拉率領勇士打出一波關鍵的第三節庫裏與伊戈達拉率領勇士打出一波
流重新拉開分差流重新拉開分差，，並在末節守住了勝利果實並在末節守住了勝利果實。。最終勇士客最終勇士客
場場105105--9797取得取得GG66勝利勝利，，總比分總比分44--22擊敗騎士擊敗騎士，，時隔時隔4040
年後再度問鼎總冠軍年後再度問鼎總冠軍。。

鋼管舞女學員鋼管舞女學員
展性感身姿展性感身姿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 在一家舞蹈培訓班在一家舞蹈培訓班，，伴隨著節奏強勁的伴隨著節奏強勁的
DJDJ音樂音樂，，各種音調的尖叫聲中各種音調的尖叫聲中，，穿著熱褲穿著熱褲、、露臍裝的露臍裝的
女孩女孩，，在明晃晃的鋼管上在明晃晃的鋼管上，，上下劈腿上下劈腿，，前後翻飛前後翻飛，，並並
集體展現性感美腿集體展現性感美腿。。她們是鋼管舞女學員她們是鋼管舞女學員，，提臀提臀、、劈劈
腿腿、、下腰下腰，，每一個動作背後都藏著淚水與堅強每一個動作背後都藏著淚水與堅強。。學習學習
鋼管舞的學員一半以上來自農村鋼管舞的學員一半以上來自農村，，她們苦練鋼管舞她們苦練鋼管舞，，
經過經過33個月學習後個月學習後，，獲得鋼管舞表演資格獲得鋼管舞表演資格，，回到家鄉或回到家鄉或
到三線城市從事鋼管舞表演工作到三線城市從事鋼管舞表演工作，，月收入接近萬元月收入接近萬元。。

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5年6月20日（星期六）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桌球世界盃19日在江蘇無錫展開小
組賽最後一輪較量，丁俊暉和蕭國棟組成
的中國A隊3：2擊敗馬耳他，以小組頭名
晉級淘汰賽。他們八強戰的對手是由希堅
斯和麥佳亞組成的蘇格蘭隊。

中國A隊雖然此前四戰全勝，但由於
小組排名按照勝局分排序，最後一輪對陣
馬耳他仍不容有失。首局德拉高發揮自己
“快槍手”的實力，速勝蕭國棟，為馬耳
他先拔頭籌。第二局丁俊暉75：6扳回一
局。此後的雙打比賽，馬耳他組合輕鬆拿
下，中國A隊再度落後。第四局，蕭國棟
和伯格打得十分膠着，但比賽最後階段伯
格3次將白球打入袋中，白送12分葬送領
先優勢，蕭國棟驚險獲勝。至此，中國A
隊實際上已確保小組頭名，最後一局丁俊
暉擊敗德拉高結束比賽。

由於18日晚以5：0橫掃挪威，令中
國A隊小組5戰全勝，和印度隊攜手晉
級，中國A隊八強戰的對手是蘇格蘭隊，
雖然擁有希堅斯和麥佳亞兩大高手，但蘇
格蘭隊當日還是在和比利時隊的小組頭名
之爭中以2：3告負，只能以小組第二出

線。
而由傅家俊/區志偉組成的香港隊，

19日以5：0橫掃巴西隊，但因17日晚以
1：4負於蘇格蘭，5戰3勝小組位居第三，
無緣小組出線。

在不敵蘇格蘭隊後，傅家俊坦言感到
有些遺憾，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參加這

次比賽能起到訓練的作用。他說：“因為
之後有澳洲公開賽，我希望能夠用打這個
比賽來做熱身。”

本屆世界盃，參賽的24支隊伍分為4
個小組，採取5局制單循環比賽，每組的
前兩名晉級淘汰賽，全部比賽將於22日
結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作為非洲唯一小組出線的球隊，喀麥
隆身上有一層神秘面紗，對於從未

與其交手的中國隊來說，這更是一個陌生
的對手。喀麥隆雖然世界排名僅為53
位，在16強中最低，但這顯然嚴重低於
她們可能造成的威脅，這支球隊在三場小
組賽中表現出遠遠高於其排名的水平，絕
對不容小覷。

喀麥隆三仗射門達61次
從小組賽三場比賽來看，6：0狂勝

厄瓜多爾、1：2小負日本、2：1險勝瑞
士，單看結果，對一支世界盃新軍來說已
經黑馬相十足。讓人印象更為深刻的是，
喀麥隆幾乎每場比賽都能佔據主動，甚至
對衛冕冠軍日本的比賽，她們也竟然有
20次射門，是對方的五倍之多。三場比
賽，喀麥隆射門次數高達61次，場均超
過20次，在全部24支參賽球隊中僅次於
德國隊。

從戰術體系來看，喀麥隆慣常採用
4213陣型，這比中國隊的4231更富侵略
性，特別是三名前鋒頻繁輪轉換位，似一
個隨時轉換形狀的“變形金剛”，威脅極
大。

防守方面，喀麥隆和中國隊一樣，後
腰組合是技術搭配力量型。後防線上，喀
麥隆前兩場比賽從左至右穩定地使用伊馮
娜、克‧馬尼、奧雷勒和奧古斯丁四名後
衛，但第三場對瑞士突然更換了三名後
衛，並成功限制了瑞士的頭號球星巴赫
曼。該隊主教練恩加楚在用兵方面還是有
一套的。

給球迷快樂 瀟灑走一回
對於中國隊來講，遏制喀麥隆強悍進

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繼續用拿手的高位
逼搶，爭取將控球權牢牢掌握在自己腳
下，並用自己的進攻壓制對手。對於其鋒
線“變形金剛”，中國隊可用逼搶切斷其

各個部件之間的聯繫，讓其陷入各自為戰
的境地，然後逐個擊破。

對於中國和喀麥隆來說，進入16
強，世界盃這場秀已經“值回票價”。接
下來要做的都是“凈賺”，何不瀟灑走上
一回呢？正如中國隊主帥郝偉所說，能帶
給球迷快樂就是球隊的最大成功。因此，
中國姑娘只要盡情發揮，無論輸贏，把最
好的自己留給這片陽光和綠茵，就已足
夠。 ■新華社

桌球世界盃桌球世界盃
丁俊暉丁俊暉 蕭國棟晉八強蕭國棟晉八強

北京國家體育場“鳥巢”通過改造與提升，將在今年的
田徑世錦賽上展現其世界一流場館的先進設施、到位的功
能，以及人性化的服務。其場地改造工程已竣工，並獲得了
國際田聯和中國田徑協會的一級認證。

國際田聯世界田徑錦標賽將於8月22日在國家體育場
“鳥巢”開幕，為舉辦一屆有特色、高水平的田徑世錦賽，
國家體育場啟動了場館的改造與提升工作，為運動員、觀
眾、國際田聯、媒體和合作夥伴提供優質服務。

國家體育場公司總經理、田徑世錦賽組委會場地保障部
部長武曉南18日在“鳥巢”接受採訪時介紹，“鳥巢”的改
造工作包括比賽場地、競賽用房及媒體區、VIP及觀眾設
施、競賽配套設施、安保消防設施、形象景觀及標識、場館
清潔翻新等8個方面100餘項。

目前比賽場地改造工程已全部竣工，並且取得了國際田
聯一級認證和中國田協一級認證。另外，為滿足田徑世錦賽
期間現場觀眾安全、穩定、快速的無線上網需求，提高觀賽
體驗，“鳥巢”計劃實現WIFI全場覆蓋，目前正在緊張施工
中，預計8月10日左右完成建設。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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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足對這支非洲新軍已進行了詳細研究。女足將
士們在當地時間18日（北京時間19日）的訓練中表示，要
通過整體配合壓迫對手，防守上要注意協防。

打滿三場小組賽的中後衛趙容介紹，說：“她們（喀
麥隆）屬於個人能力都比較強，踢球很隨意的一支球隊。要
注意她們的一過一，就是她們一些喜歡盤帶的球員，我們一
對一協防要注意保護好。”

趙容與隊中很多球員一樣，按照主教練郝偉的要求，
都要勝任一到兩個不同的位置。談到自己曾打過的前鋒位置
時，她說：“打完前鋒再打中後衛，會了解前鋒一些習慣性
跑位、動作，可能對預判是很好的積累。”

對於非洲球員速度快的特點，趙容說全隊已有研究。
“我覺得防守時三條線距離的保持、協防很重要。一個人去
限制，一個去注意保護的距離。”她同時表示，踢完三場小
組賽，隊員們應該會有一點疲勞，但由於大家對淘汰賽更加

期待，所以體能上“全隊恢復挺好的”。
右進攻中場韓鵬也透露，這幾天休息

時，全隊已把喀麥隆比賽（錄影）“看了
好幾遍了”。對於如何壓制對手的優勢，
她說：“我們主要還是通過整體，多一些
配合，不要個人對個人。我們的優勢在整
體，用我們的優勢對付她們。”在談到兩
隊壓力的話題時，這個突破犀利的邊路好
手說：“盡力去拚，我們不是來玩的”。

■新華社

中國女足即將在加拿

大埃德蒙頓時間20日（北京時間21日晨7

時30分）迎來世界盃16強賽，對手是首次參加世界盃的喀麥

隆。跟其53位的世界排名不相稱，這其實是一個極其強悍的對手，中國隊的整
體 傳控和高壓逼搶能否成功砸爛張牙舞爪的“變形金剛”，將成為決定比賽走勢的最關鍵因素。

女足世界盃16強賽
21日 04:00 德國 VS 瑞典

07:30 中國 VS 喀麥隆
22日 01:00 巴西 VS 澳洲

04:00 法國 VS 韓國
07:30 加拿大 VS 瑞士

23日 05:00 挪威 VS 英格蘭
06:00 美國 VS 哥倫比亞

24日 10:00 日本 VS 荷蘭
註：以上為北京時間

■■中國女足在教練的帶中國女足在教練的帶
領下慢跑熱身領下慢跑熱身。。新華社新華社

■■趙容在訓練中頂球趙容在訓練中頂球。。
法新社法新社

■■丁俊暉丁俊暉
（（右右））與與
蕭國棟沉蕭國棟沉
着應戰着應戰。。
新華社新華社

■■工作人員在北京國家體育場工作人員在北京國家體育場
““鳥巢鳥巢””整理場地整理場地。。 中新社中新社

■女足隊員韓鵬（右）、李冬
娜。 新華社

“變形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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