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C111
休城社區

CC1616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15年6月27日 Saturday, June 2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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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Saturday, June 2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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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ing Hours:
Mon. - Thurs. :11:00 AM - 10:00 PM
Fri.、Sat.: 11:00 AM - 11:00 PM
Sun: 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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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asaka Japanese Restaurant & Lounge

Happy HourHappy Hour
All day (All day (全天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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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etizers : $3 - $10
Rolls : $4 - $9
Sushi(1pc) : $1 - $2.20
Sashimi(3pc) : $5 - $8
Drinks : $2 - $5

10%
OFF
有效期至

not include happy hour
7月31日2015年

BANKCARD SERVICES舉辦第十二屆獎學金頒獎典禮

(本報訊)出道30周年的草蜢三人組
(GRASSHOPPER)，打出 「永不解散」
的旗幟，今夏將再度蒞臨拉斯維加斯，
這也將是今年度賭城最勁爆的一場亞洲
歌手的演唱會。草蜢三人組 GRASS-
HOPPER BE THREE 世界巡迴演唱會
，將於 7 月 4 號(星期六)晚上 8 時起，
MGM Grand Garden Arena隆重登場。

這場由米高梅國際娛樂集團(MGM
Resorts International)砸下重金所主辦的
演唱會，有著炫麗的舞台、華麗優雅的
服裝、充滿草蜢獨特風味的勁歌熱舞，
搭配了熱力四射的香港一流舞群、以及
最新款的燈光音響特效，草蜢帶著四十
餘人團隊專程香港飛來拉斯維加斯，盛
邀歌迷朋友們一起來 Las Vegas MGM
Grand 歡度美國國慶！美加僅此一場，

不容錯過！
由蔡一智、蔡一傑、蘇志威三人組

成，草蜢因三人姓氏的部首都是“艹”
（草字头）而得名。蔡一智、蔡一傑是
親兄弟，蘇志威則與他們是兒時玩伴。
從1985年出道迄今，三人感情一直很好
，更從未解散。早年師從梅艷芳進入歌
壇，1988年出版第一張粵語專輯 「草蜢
」，以勁歌熱舞在流行樂壇中另闢蹊徑
，終能獨當一面。之后相繼推出 「宝貝
對不起」、 「失戀陣線聯盟」、 「飛躍
千個夢」、 「紅唇的吻」及 「半點心」
等暢銷歌曲，1990-1995 年草蜢連續六
年奪得香港叱吒樂壇流行榜 「組合金獎
」。

1990 年他們推出第一張國語專輯
「限時專送ABC」，賣座超過百萬銷量

而正式進軍台灣發展事業。1991年抒情
歌 「Lonley」及跳舞歌 「忘情森巴舞」
推出後大受歡迎，奠定其動靜兼備的形
像。由於蔡一智和一傑時有參與曲詞的
創作，草蜢在亞洲歌壇亦可算是表現不
凡的創作組合。他們的歌曲一度遍布世
界各地，有華人之處都可聽到草蜢三人
合唱優美旋律的歌聲！

1998年蘇志威與劉小慧結婚，之後
於 2000 年至 2005 年，三人各自發展事
業，但不曾解散，2005 年三人加盟
BMA 公司，再戰香港樂壇，憑歌曲
「我們」，奪得樂壇多項獎座，其中包

括商業電台叱吒樂壇流行榜 「組合銀獎
」。2010年草蜢舉辦成立25周年紀念演
唱會，從香港紅館出發，巡迴全球演出
數十場，所到之處均受到歌迷們的熱情

支持與肯定 。
「我們要跳舞，

唔跳會老！」被形容
為凍齡 30 年的草蜢三
子，在高唱之餘也這
樣告訴台下大眾，他
們將身穿華麗服裝，
盡展渾身解數，以熱
力四射的勁歌熱舞，
與大家一同回顧他們
出道 30 年來的熱門金
曲，同時歡度7/4美國
國慶。

草蜢BE THREE拉斯維加斯演唱會
有$168、$128、$88、$58等四種票價，
門票熱賣詳情可洽(626)964-4747第五季
國際娛樂，或 休士頓王朝旅遊(713)

981-8868。 上 網 訂 票 www.jadeticket.
com。

草蜢三人組世界巡迴演唱會草蜢三人組世界巡迴演唱會20152015 -- 拉斯維加斯站拉斯維加斯站
美加僅此一場 熱情華麗不容錯過美加僅此一場 熱情華麗不容錯過！！

(本報訊) BANKCARD SERVICES
於17日在托倫斯總部禮堂舉辦了第十二
屆獎學金頒獎典禮，由董事長兼執行長
Patrick Hong 親自主持，獎學金總金額
為$20,000，共有 20 位優秀學生得獎，
每位獲得獎學金 $1,000。

BANKCARD SERVICES 總裁兼執
行長 Patrick Hong 在頒獎典禮上表示：
「很高興能提供獎學金給我們的商家的

優秀子女。頒發此獎學金的目的，秉持
本公司凡事以愛為出發的宗旨，鼓勵學
生繼續受教育，實現夢想。儘管她們面
對學費的壓力，但以長期發展來看，孩

子接受高等教育必能促進社會成長和發
展，未來的人生將更加輝煌。我們相信
，每一位得獎者將會有很高的學術成績
，盡一切努力追求自己的夢想，未來為
社會作出貢獻。另外，我也鼓勵這次沒
有拿到獎學金的同學，不要灰心，繼續
努力，理想必會實現。」

BCS獎學金評選委員會表示，本屆
獎學金評審，均通過公開、公正、公平
的程序，選出20位獎學金獲獎者，每位
獲得1,000美元的獎學金。自2004年第
一屆獎學金開始，獲得 BANKCARD
SERVICES 獎學金的 168 名學生分佈在

美國各地，如加州、紐約州、喬治亞州
、西雅圖、維吉尼亞、夏威夷等。
BANKCARD SERVICES 獎學金是獎勵
BANKCARD SERVICES 商家的孩子於
秋天入學四年制大學的新生。

其中10位獲獎同學參加了在托倫斯
總部的頒獎典禮，其他獲獎同學分別在
紐約、聖荷西、維吉尼亞、夏威夷等等
分公司領取，並接受祝賀。20位獲獎同
學是：Judith Lee (Pepperdine University)
、Woojin Cheon(UC San Diego)、Neel
Patel (UCLA) 、Christina Shin (Universi-
ty of Pennsylvania)、Julia Na Chang(New

York University)
、 Yeeun Hahn
(Stony Brook
University)、 Ra-
phael Kim(Duke
University)、Phil-
lip Kim(Fordham
University)、 Erica
Suh(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 Younwoo Yi
(Harvard Univer-
sity)、 Chau Le
(UC San Diego)、
Martin Tran(USC)
、 Dasol Kim
(New York Uni-
versity)、Paul Kim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Harry Shi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Jae H Cho(The College of William &
Mary)、Sung Cho(Virginia tech)、Phillip
Yu(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Monica Roh(Boston University)、 Bianca
Roh(Boston University)。

BANKCARD SERVICES 的POS銷
售管理系統有下列諸多優點，包括：1)
可靠的系統，有良好的記錄可佐證，2)
量身訂製的軟件，可以滿足每一個企業
在任何平台上的需求(iPad、平板電腦、

All-in-One)，3)使用起來簡單、方便，
4)網上報表，即時報告詳盡的業務統計
分析，5)數據備份、安全性和經濟實惠
的價格，6)每天24小時，全年無休的客
戶服務。

BANKCARD SERVICES 有精通國
、粵、英、西、韓、越等語言的顧客服
務代表，用商家喜歡的語言溝通服務，
帶來許多方便。有關詳情請洽華語熱線
408-720-1500。

炎炎夏日到來炎炎夏日到來 山水眼鏡推出全面特價山水眼鏡推出全面特價
有度數的游泳鏡及太陽眼鏡有度數的游泳鏡及太陽眼鏡4545元起一付元起一付

（本報訊）山水眼鏡自開業
以來，深獲各界好評，價錢便宜
，品質又好，負責人禹先生配鏡
師有專精。經過美國配鏡師學校
二年的嚴格訓練。又有在美國最
大連鎖眼鏡店（eyemaster TSO）
工作多年經驗豐富，所以其經營
手法也參照美式作風，有價格保
証，滿意保証，絕對負責到底。

鑒於尚有許多客人不知道山
水眼鏡的誠實經營，正派作風。
有些客人作事細心，第一次來到
本店，又不曾經過其他來過的老
客人的口碑傳頌，決定買眼鏡不
免懷疑是否可得到最好的價錢。

最好的品質，因此禹先生在此特
別強調，滿意保証，一個月內不
滿意可退貨、退錢，客人取眼鏡
，覺得不滿意，不論是價格、品
質、五天內退貨可得全數退款，
五天後，一個月酌情抽10％手續
費，可得90％還款。

炎炎夏日到來，游泳是最好
的活動了，但是很多＊中、高度
近視的泳客卻非常不便，帶著普
通的泳鏡，可防止眼睛接觸水，
但是無法看清遠處。

山水眼鏡禹先生特別自台灣
找尋適合中國人臉型有近視度數
的泳鏡，不進水及防霧，可以讓

您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又防紫
外線，如此一付特價四十五元。

Medicaid 已恢役配鏡福利
，讓長輩注意一下，又可以用
Medicaid 來山水眼鏡配免費配鏡
了。平日駕車外出活動可配製度
數的大陽眼鏡，深色淺色隨意。
可由禹先生調配，最經濟的一付
連框四十五元，含防刮保護硬膜
，紫外線防護及您需要的顏色，
如此問題，可來電713-774-2773
山水眼鏡洽詢。山水眼鏡位於敦
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地址
： 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

BANKCARD SERVICESBANKCARD SERVICES第十一屆獎學金頒獎典禮第十一屆獎學金頒獎典禮，，董事董事
長長 Patrick Hong (Patrick Hong (前排中前排中))與參加托倫斯總部頒獎典禮的十位與參加托倫斯總部頒獎典禮的十位
得獎學生合影得獎學生合影。。

國粵語流行曲最勁爆的組合國粵語流行曲最勁爆的組合 -- 草蜢三人組草蜢三人組BE THREEBE THREE
世界巡迴演唱會世界巡迴演唱會，，美國國慶美國國慶77月月44日當晚將在日當晚將在Las VeLas Ve--
gas MGM Grand Garden Arenagas MGM Grand Garden Arena隆重登場隆重登場，，美加僅此美加僅此
一場一場，，絕對不容錯過絕對不容錯過！！

血管炎是血管壁及血管周圍有炎

症細胞浸潤，並伴有血管損傷，

包括纖維素素沉積、膠原纖維變

性、內皮細胞及肌細胞壞死的炎症，又稱脈管炎。致病因素直接

作用於血管壁引起者為原發性血管炎；由鄰近組織炎症病變波及

血管壁引起者為繼發性血管炎。血管種類、大小和功能不同，血

管炎的臨床症狀和體徵也不同。

病症特徵：1、肺部：出現瀰漫性、間質性或結節性病變，可以

有咳嗽、氣急、呼吸困難等表現；

2、腎：出現血尿、蛋白尿，發生率高，常較早出現腎功能減退

；

3、肝臟：出現肝區不適、肝功能損害；

4、心血管：出現無脈、雙側肢體血壓差異增大。

5、神經系統：因向顱內供血

血管病變，引起腦缺血的症狀

、顱內血管炎可引起顱內出血

或結節樣病灶。供應周圍神經

的血管病變，可以引起神經病

變而出現神經感覺、運動障礙。

6、鼻咽部：在韋格納肉芽腫（血管炎中的一種），可有鼻咽部

肉芽腫樣病變，出現鼻塞、鼻出血等症狀；

7、皮膚：很多血管炎都會出現皮疹、皮膚血管改變，有時皮疹

是唯一的臨床表現。在過敏性紫癜時，可以有皮膚出血點、出血

斑。有些表現為結節樣病灶，似蚊叮蟲咬後出現的疙瘩，在變應

性血管炎、白塞氏病等病種中，都會出現這種皮損。此外還有關

節痛、消化道症狀等。

血管炎多數病因不明，少數病因較明確，如血清病，藥物變態反

應及感染，乙型肝炎病毒已證實是長期多种血管炎的病因，進而

又發現中華鉅細胞病毒、單純皰疹病毒、成人T細胞白血病病毒

，均能引起血管炎。

血管炎的治療主要是運用免疫抑製劑。需要根據具體的疾病和疾

病的嚴重程度來用

藥。目前常用的有

類固醇激素，傳統

的細胞合成抑製劑

，抗排斥藥和生物

製劑。病人一定要

在醫生的監測和指

導下治病用藥。

風濕免疫內科專家

陶翔醫生診所

地 址 ： 7737 South-

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在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樓內)

電話：713-541-1112

診療時間：9:00Am----5:00PM(週一至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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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汽車保養秘訣八

汽車啟動後，溫度會升高，

但是溫度過高就不正常了。內燃

發動機在93℃時可以達到最佳功

效。但如果發動機過熱，高速運

轉的金屬零件可能熔到一起，從

而導致發動機故障。

幸運的是，現代大多數汽車

都裝備有精密的冷卻系統。這套

系統利用一種化學冷卻液（俗稱

防凍液）來冷卻發動機。此外，

該系統還有一套水泵、軟管、恆

溫器和風扇，以保證發動機在最

佳溫度下運轉。但這套系統出現

任何問題（如冷卻液不足、軟管

破裂、皮帶鬆開或斷裂、散熱器

洩漏或者散熱器蓋松落）都可能

導致發動機過熱或停止運轉。

夏天冷卻系統要承受很大的

壓力，因為高溫加上堵車常會使

發動機內部空氣無法流通，從而

使發動機溫度過高。經過校調的

冷卻系統可以讓發動機在高溫天

氣長時間保持空轉，但如果冷卻

液液面過低或者風扇皮帶斷裂，

發動機的溫度就會迅速上升。

因此，行車前一定要打開引

擎蓋好好檢查一下，確保冷卻液

的液面在正常水平。一般來說，

至少每兩年要清洗一次散熱器並

添加冷卻液。散熱器要用特殊的

化學藥水沖洗，才能清除散熱器

內壁的污垢。夏天行車，冷卻液

與水的配比應該是1:1。如果您嫌

麻煩，也可以購買預先配好的冷

卻液。如果停車後，發現車下有

一灘水，很可能是冷卻液洩漏。

這時，您應該儘早到維修站檢查

冷卻系統。

夏季汽車保養秘訣九

冬天汽車蓄電池很容易沒電

，常常需要在大清早就向其他車

借電。而在炎熱的夏天，汽車蓄

電池可能要經受更為嚴峻的考驗

。

夏天的高溫會加速蓄電池內部的

化學反應，導致電池過度充電。

這會大大縮短電池的壽命。高溫

也會使電池內的液體蒸發從而損

壞電池。

保持電池清潔對確保其正常

運轉很重要。您應該定期拆下電

池線清洗電池接線柱，並檢查電

池安放是否穩固、線路連接是否

安全。如果您懷疑電池充電過度

或者漏電，可以到維修站對電池

進行檢修。如果要更換電池，一

定要確保新換的電池與車的牌子

和型號匹配。

夏季汽車保養秘訣十

炎炎夏日，如果您車上的空

調系統突然失靈，您肯定會意識

到一點涼風對您來說有多麼重要

。判斷汽車空調系統是否發生故

障的最佳方法，是看看它能否保

持車內溫度比車外低10℃。

空調系統失靈的常見原因就

是製冷劑不足。製冷劑不足可能

是因為洩漏。由於現在的空調系

統結構比較複雜，所以您最好請

專業人士來檢查故障原因。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夏季汽車保養秘訣（4）

什麼是血管炎什麼是血管炎（（脈管炎脈管炎））

陶翔醫生陶翔醫生

陶翔醫生專欄

（休士頓/秦鴻鈞）一項由 「海外公民行動委員會」發起的 「休士頓
2016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海外座談會」，將於本週日（六月二十八日
）下午二時至四時，在 「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簡稱ITC）舉
行，歡迎各地關心中華民國總統選舉的人士踴躍參加。座談會將由
行動委員會首席主講者何益民教授，暨曹志源教授，李蔚華發行人

，朱約翰先生，孫鐵漢先生，唐心琴女士主講，現場也邀請與會來
賓各抒己見，達成共識。
根據 「海外公民行動委員會」的發起人袁國鵬先生表示：目前 「小

辣椒」已在美加各地開花結果，各地的響應非常熱烈，包括美國休
斯頓，舊金山，洛杉磯華盛頓DC，紐約，芝加哥及加拿大地區，各

地紛紛成立行動委員會，每個地區都有 「小辣椒」，休士頓的 「小
辣椒」將於座談會當天宣佈，敬請期待。袁國鵬表示：人無百年身
，常懷祖國憂，他希望關心中華民國總統選舉的所有海外鄉親們，
請將您心意的支持轉向您行動的支持，在座談會中大家彼此交流，
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休士頓/秦鴻鈞） 「休士頓/80-20促進會」為迎接七月四日美國國慶的來臨，將在
本週日（六月二十八日）上午七點半至十點半，在百利大道上遍插國旗，為 「中國城」增
添 「國慶」的形象。現該會正在徵求自願幫忙的義工，加入插國旗的陣容，有興趣參加者
請於週日上午七時半，在王朝商場（面向百利大道那塊）停車場集合，或事先電：（832
）818-1000聯繫。

德州李氏公所慶祝五十週年
將於7月26日在ITC舉行慶祝晚宴

80-20 促進會，週日在中國城插國旗
現正徵求自願義工參與

（本報訊）愛心組織的宗旨是增強在美華人社團的團結， 幫助
休士頓地區民族弱勢和貧困社群以及地區民族之間的溝通與和諧。
愛心組織為非營利機構、聯合許多休士頓中華組織、包括有各僑社
組織， 宗教團體和商家等共同籌辦、策劃推動我們共同的宗旨為目
標。愛心組織在過去二十三年每年都挑選在休士頓貧窮的小學，捐
贈該校學生全年教學用品，己捐出近二萬伍仟份全年學生的教學用
品，深得僑社和主流社會的肯定。

2015 年己邁進第二十三年、今年愛心組織理事會成員有九位 :
會長趙婉兒、 三位副會長翁定台(會員服務、文宣) 、 李正揚 (募
款) 、 黃登陸(規劃) 、 徐小玲、 梁薇、 傅達莉、 黃宜容、 劉昕
。四月裡，經由各社團代表的開會討論，精心挑選和比較，選出
James Berry小學，該校有 高達98%的低收入貧窮家庭學童。

愛心組織於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時， 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會議
室開理事會。討論七月四日美國國慶日園遊會的細節， 募款贊助單
位、 愛心券、食物券的推售，以及園遊會表演的節目與食物攤位的
準備等事誼。

募款方面贊助單位有 :

鑽石募款贊助單位 :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金牌募款贊助單位 : 長榮航空公司、中華航空公司、Crown

Mark Inc. 、Chun-Cheng Cheng Education & Charity Foundation
銀牌募款贊助單位 : 台北駐休士頓經文處、中華民國僑務委員

會-僑教中心、台塑、宋秉穎律師事務所、Michelle Wu、黃龍雄、
Akasaka Japanese Restaurant & Lounge

銅牌募款贊助單位 : 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葉宏志 、金城
銀行、國泰銀行、恆豐銀行、美南银行、Café 101

為達到傳送愛心，使貧困學童順利完成學業，愛心組織將於七
月四日(星期六) 由上午十一時到下午三時，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96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 舉辦募款遊園會，使大
家有機會在欣賞歌舞和品賞風味小吃時，同時貢獻出自己的一份愛
心。

節目表演 : 七月四日美國國慶日國慶園遊會的是由馬健主持，
早上十一時開始唱美國國歌，由 北一女校友儀隊進場打開序幕，愛
心組織將會邀請州議員Gene Wu、 警長Adrian Garcia等長官出席致
詞。當天表演的節目有 James Berry小學的墨西哥帽舞、 西北中華

學苑的菊花台、 中華
老人服務協會百齢合唱
團的歌唱、 華夏中文
學校、 周潔曉慧舞蹈

學校、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的舞蹈 、ADC Studios的芭蕾舞、休斯頓
華埠小姐的表演、旗袍秀、少林六合門的功夫等。Miss China 節目
中的高潮是現場拍賣長榮航空公司捐出的到亞洲國際航線的飛機票
，和與許多大獎的抽獎。

攤位小吃 : 風味小吃包括油飯、 茶葉蛋、 滷雞腿、滷肉、滷豆
乾、滷百頁豆腐、 蛋餅、 油條、牛肉燒餅、 炒飯、炒米粉、酸梅
湯、台灣香腸、關東煮等熱食、 紅豆餅、 蛋糕、 沙拉 豆花、
Spaghetti、 Gyro Wrap、 涼粉、 涼麵、 大餅、 杏仁豆腐、冬瓜
茶、檸檬汁、 Fruits Cups並有氣球雕塑等遊戲。

各項贊助的善款、 愛心券、食物券、 抽獎券和園遊會所有的
收入，將用以購買850 位學生的全年教學用品。愛心組織將於八月
二十九日下午在James Berry小學舉行捐贈學生教學用品的儀式， 並
發送文具，願在美華人社團僑社一起來共襄盛舉 !

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 愛心組織理事黃宜容愛心組織理事黃宜容、、前會長陳瑩前會長陳瑩、、理事徐小玲理事徐小玲、、會長趙婉會長趙婉
兒兒、、副會長翁定台副會長翁定台、、前會長高嫚璘前會長高嫚璘、、理事梁薇理事梁薇，，後排左起後排左起 :: 副會長李正副會長李正
揚揚、、副會長黃登陸副會長黃登陸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愛心組織將於七月四日在中華文化服務中愛心組織將於七月四日在中華文化服務中
心舉行美國國慶日風味小吃募款園遊會心舉行美國國慶日風味小吃募款園遊會

（休士頓/秦鴻鈞）德州李氏公所理事，昨（六月
二十六日）下午五時，在 「美南新聞」開會決議，該會
將於七月二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五時半，在 「美南新
聞國際貿易中心」，（簡稱ITC）舉行慶祝晚宴。現已
知外州的長老，理事將有十四人專程前來，他們將參加
7月25日（週六）的 「華埠小姐選美大會」及周一（7
月27日）在 「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家的晚宴，預
計週日（7月26日）的晚宴有14桌，每桌八人，每桌有
三百元，伍佰元，一千元三種。晚宴上還將播放幻燈片
，介紹每一位理事及德州李氏公所的成長歷史。

「小辣椒」 美加各大城市響應熱烈，遍地開花
「海外公民行動委員會」 本週日辦座談會

圖為李氏公所的理事們昨在美南新聞開會圖為李氏公所的理事們昨在美南新聞開會，，商議慶商議慶
祝五十週年相關活動祝五十週年相關活動，，圖為出席者合影圖為出席者合影（（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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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超市均有銷售大專校聯會獎學金之夜得獎名單出爐大專校聯會獎學金之夜得獎名單出爐
總計總計2828位莘莘學子受惠位莘莘學子受惠 發出發出44萬萬99千元獎學金千元獎學金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2015年7月份通告

(本報訊)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將於6月

27日(周六)晚，在休士頓僑教中心舉行2015年

會暨獎學金之夜，得獎名單已順利出爐，受惠

莘莘學子高達28位，總計發出4萬9000元獎學

金。據悉，此一獎學金之頒發將是休士頓地區

頒發獎學金額最高、受惠學生人數最多的獎學

金之一，得獎者與家人均會出席參加，現場觀

禮者更高達400多人，共享此一榮耀時刻。

活耀於休士頓的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於1987年成立，迄今已有28年歷史；該會由

來自台灣的22所大學及北一女校友會聯合組成

。據了解，大專校聯會奬學金自1991年頒發至

今24年，已鼓勵及贊助無數華裔學子，許多得

獎者大學畢業之後，立足美國、放眼天下，在

各行各業均有傑出表現並立下榜樣， 獎學金的

肯定與獲獎功不可沒。

今年的獎學金得獎者總共錄取22名高中生

及6名大學生。得獎名單包括：

1. 校聯會傳統獎學金，錄取八名，每名一

仟元。學業成績獎四名，得獎者為卢萌、陳怡

婷、楊元馨、張仲洋。領導才能獎取二名：林

澤瑋、李雅兰。課外活動獎一名：吳燕易。社

區服務獎一名 : 陳若詩。

2. 林瑞發先生紀念獎學金，是台灣大學校

友林宗生為紀念父親林瑞發先生而設，金額為

三仟元。得獎者是：呂格霖。

3. RLC基金會助學金，金額共計一萬二仟

元。得獎者是：家田怜，馬寶雪、馬寶霜、Isa-

bel Meza、及Maribel Paredes。

4. 張東朝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是中原

大學校友張南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張東朝先生

及夫人所設，名額三名，金額兩名各二仟元，

一名一仟元。得獎者是：張啓雯、王可卉、馬

寶雪。

5. 劉林買女士紀念獎學金，是國立台北科

技大學校友劉素雲女士為紀念母親劉林買女士

所設，名額二名，金額每名一仟伍百元，得獎

者是：楊美枝、陳沛琳。

6. 朱鎔堅先生朱孫蕴玉女士及朱喜賢先生

紀念獎學金，是中原大學校友朱比南女士為紀

念父親朱鎔堅先生、母親朱孫蕴玉女士及其弟

弟朱喜賢先生所設，名額二名，金額每名一仟

伍百元。得獎者是：李可人、铁海瑞。

7. 張玉瑩女士紀念獎學金，是為紀念黄登

陸夫人張玉瑩女士而設、金額為一仟元。得獎

者是：劉佳媛。

8. 校聯會音樂獎學金，金額為二仟元。得

獎者是：廖露得。

9. 謝文治教授及夫人音樂紀念獎學金，是

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念父母親謝文治

教授及夫人所設。金額二仟元。得獎者是：肖

幸妮。

10. 劉楊秀鶴女士紀念獎學金，是政治大學

校友劉旭強女士為紀念母親劉楊秀鶴女士而設

立的，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Jocelyn Garcia。

11. 樓迪善將軍及夫人紀念獎學金，是台灣

大學校友樓一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將軍

及夫人所設。金額一仟元。得獎者是：游翔庭

。

12. 夏元治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是台灣

大學校友夏慧芸為紀念父母親夏元治先生及夫

人所設。金額一仟元。得獎者是：巫凱琳。

13. 華裔青年從政獎學金，金額二仟元。得

獎者是：譚依靈。

14. 馬驥驃博士紀念獎學金、是銘傳大學校

友胡小蓮為紀念丈夫馬驥驃博士所設，名額一

名，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Luis H. Victor。

該活動將於6月27日(周六)晚間6時30分開

始，這場一年一度的盛大晚會除了頒發獎學金

之外，同時將舉行新舊任會長的交接典禮，將

由現任會長鄧嘉陵將未來一年的重責大任交給

2015年新任會長洪良冰。年會節目流程包含晚

宴、會務報告、活動計畫、獎學金頒發、新舊

會長交接以及賞心悅目的表演。大專校聯會

「風雅集」草月流插花社陳由美老師的帶領下

將同時舉辦花藝展，展示學生們豐碩成果。

即將接任會長的洪良冰表示，此次參與活

動的社會賢達非常踴躍，短短數周贊助票已全

部售罄，鼓勵後進之心可見一斑。美南大專校

友會衷心感謝各僑社成員、僑胞和各公司行號

大力支持，也期待與大家共度溫馨難忘的「獎

學金之夜」。活動聯絡：洪良冰 832-818-6688、

鄧嘉陵 832-526-7373、 呂志平 281-980-0288。

I. 2015年新舊會員換証日期謹定每月第

三週。即7 月 18 日和 8月 15 日星期六上

午十點至十二點,須要換証的新舊會員請到

僑教中心 108 室辦理。注意凡持有 2014年

及之前的會員證將不能参加本會所舉辧的

任何活動，也將停寄活動通告。

II. Ipad和電腦班

我們用最有效率的方法教會你使用

Ipad或電腦、讓你可以上網與遠在外地的

親朋好友連絡分享你的知識和智慧或面對

面交談。並且可以上網看電影、玩電動遊

戲、聼音樂和學習如何拍照、錄影、修改

照片等等各種課程。讓你趕上現在電腦數

位的時代、同時也讓你的生活更有情趣。

1) Ipad 班第二期將於 7/8/2015 到 8/14/

2015共六週。每週三和週五上午九點半點

至十一點半點在僑教中心104室上課。

2) 電腦班班第二期將於7/7/2015到 8/13/

2015共六週。每週二和週四上午十點至十

二點在僑教中心104室上課。

Ipad和電腦班、每班人數有限。有興趣的

會員請早到僑教中心102室向徐驊先生報

名。

III. 本會新增免費剪髮服務

自七月起本會將提供會員免費剪髮服

務、只限會員參加。由專業剪髮職業學

Maitrix Beauty College 任教的老師韓茘安女

士義務為我們服務。韓老師是持有美國剪

髮和教學的專業執教、並有多年的教學經

驗。七月份的剪髮日期將定於7/10 和 7/17

星期五、八月份開始剪髮日期為每個月的

第一週和第三週的星期五上午9:30開始。

由於剪髮需要時間、人數有限、想要剪髮

的會員請憑有效會員証電本會電話 (713)

784-9049或到僑教中心102 室預約排期。

IV. 2015年7月18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

於7月1日星期五開始 接受報名收費。只

限會員參加。報名請 於7/1/2015午十點到

十二點半、憑有效會員証到僑教中心102

室向徐驊先生報名繳費。或在指定報名日

期之後、如果還有名額、可電徐驊預約報

名繳費。費用含早點、午餐、司機 午餐、

小費 、瓶裝水、意外保險、和門票 。凡

己報名、而改變主意不能參加者須繳交l0

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意或當天缺席恕

不退費。收費35元。名額有限、請盡早報

名。行程如下:

• 上午 7:45 -----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

車。

• 上午 8:00 -----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 上午9:35 ----- 扺達鱷魚國公園以鱷魚

為主題的野生動物公園、鱷魚國擁有超過

350隻鱷魚和4種類的鱷魚以及凱門鱷、鱷

魚龜、各種蛇等爬行動物。客人可以了解

到鱷魚的壽命，並且可以靠近、親自觀看

鱷魚在自然的野性。我們可以雙手抱著嬰

兒鱷魚或蛇拍照留念、親自餵他們飼料、

並有一小時觀賞鱷魚的表演。這裡也是育

有德州最大鱷魚“大阿爾”的家園。它有

1000磅重、近14英尺長、大阿爾絕對是鱷

魚國的主要景點。園內還有禮品店、可採

購紀念品帶回家。在這裡你將會享受到一

個愉快難忘的時光。

• 中午11: 50 ----- 午餐中式自助餐。

• 下午 1: 45 --- 參觀德州東南藝術博物

館。博物館內收藏和展示衆多著名現代和

古典的藝術作品。

• 下午5:10 ---- 回到僑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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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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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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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寶強嬌妻曬素顏美照
舉大碗露微笑

綜合報導 昨日下午，電影《捉

妖記》在北京舉行超前場點映，制片

人江志強、導演許誠毅與《鬼吹燈之

尋龍訣》的導演烏爾善一同展開對談

。提到《捉妖記》原男一號柯震東因

涉毒被更換一事，制片人江志強直言

重拍多花了7000萬。

電影《捉妖記》來源于山海經的

古老傳說故事，講述了白百何所飾演

的菜鳥天師，與良家婦男井柏然共度

一夜後，懷上小妖，從此面對天下圍

攻的故事。

前來觀影的烏爾善導演大贊該片

把動畫與真人完美結合，“真實人物

和動畫角色有情感交流，這個很難做

到，我看的時候一直在說‘太可愛

’”。

聽到現場觀衆和烏爾善的好評，

制片人江志強顯得頗爲興奮，他透露

自己爲該片傾注所有，尤其是因原男

一號柯震東因涉毒被更換，所以重拍

多花了7000萬，總投資接近3.5億。

談到未來如何規避同類事件發生

，江志強坦言換角風波引發業內極大

的關注，“在上海電影節，好多老外

都來問我如何處理，有沒有保險。這

個問題涉及法律，我認爲演員的行爲

很重要，但不是一兩句可以解決的，

需要整個電影圈的努力”。

導演烏爾善則認爲因爲一個人的

錯誤，導致作品付諸東流的處理方式

不太合理，他提到目前演員合約中會

加上“藝人爲行爲負責，不能觸犯法

律”的規定，“但一部電影好幾億的

投資，一個演員怎麽賠？真正賠償的

時候，我們考慮人性化的角度想這個

問題，不可能全部賠償損失，希望有

比較公正、合理的處理方式，不至于

讓那麽多無辜人受到牽連和損失，這

對電影發展有幫助”。

據悉，電影《捉妖記》將于7月

16日在全國上映。

《捉妖記》換角
因柯震東涉毒多花7000萬

綜合報導 昨日，王寶強愛妻在微博曬出美照，並留言，“感覺這幾天吃的有點前功盡棄滴感腳，此時覺得好桑心”。

照片中，她手裏舉著一只大腕，擋在胸前，臉上露出燦爛笑容。

綜合報導 吳彥祖近日在美國拍攝改編自《西遊記

》的影集《Into the Badlands(荒原)》，爲演好角色，

他常在網上分享鍛煉肌肉的照片。今早傳出他拍戲吊

鋼絲發生意外，當場從高空重摔，肋骨也摔出裂縫。

吳彥祖今早在網上曬出肋骨照X光片，並留言稱

：“Ouch! I got hung up doing a wire stunt the other

day and the x ray just came back. Doctor says I have

a tiny crack in my rib. I dont really see it but theres

not much I can do as the show must go on! (啊好痛

！我吊鋼絲發生意外，X光片現在出來了，醫生說我

肋骨有小裂縫，我雖然有點看不到，也不知道能做什

麽，工作還是得繼續)”。

粉絲看到後也要他多保重，“別把自己逼太急了

，看起來超可怕，希望未來不會有後遺症”。

綜合報導 昨日下午，劉翔發微博

宣布與葛天離婚，並稱離婚是因爲性格

不合。消息一出，引發網友熱議，在劉

翔微博下就有不少人發文“藏雷”，質

疑兩人離婚可能與之前葛天參演的某雷

劇風波有關。

自去年9月，葛天傳出與劉翔閃婚

後，這半年多來她陷入輿論漩渦，先後

傳出家世顯赫、被包養、整容、虛報年

齡等負面新聞，近日更因參演的電視劇

“褲裆藏雷”戲份備受關注，而關于兩

人離婚的傳聞也在同一時期傳出。

5月18日，名爲《一起打鬼子》的

抗日劇因雷人劇情在網上流傳。劇中，

葛天飾演的“銀妹”，與男性角色極盡

纏綿，還頻頻出現肢體大尺度碰觸的鏡

頭，台詞也非常“露骨”挑逗，不少具

有暗示性的語言接連出現。

關于這些爭議話題，5月19日，葛

天在出席活動時予以回應：“首先，它

有些斷章取義了。其次，我的職業是演

員，會盡力地诠釋好我的角色。對我來

說，我希望大家在關注劇情以外，也多

關注我的表演，多多爲我的表演提出一

些建議和意見。我還會更加努力，拍攝

出更多的、更好的、讓大家喜歡和接受

的作品。”

5月21日，又有媒體報道稱，劉翔與

妻子葛天婚姻已出現危機。文中稱，5月

17日劉翔在上海八萬人體育場舉行退役儀

式，葛天沒有現身，劉翔在發言中也沒有

提到新婚妻子。之後，葛天在出席活動時

被問及劉翔退役一事，態度也是非常平淡

，只說了幾句客套話，令人生疑。

此外，有網友發現，劉翔和葛天的

微博當時並沒有互相關注，而且領證後

兩人就一直分居兩地，劉翔到北京也都

是入住酒店，從未和妻子相聚。之後就

有人爆料，其實葛天和劉翔或已離婚，

令人唏噓。

吳彥祖拍戲從高空摔下
肋骨摔出裂縫

劉翔宣布與葛天離婚
女方曾陷“雷劇”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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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and the largest developed one in the
world," said Liu Yandong, vice-premier of China."
If we work together, we can become the anchor

of the world's stabil-
ity and the driver of
world peace."
Liu spoke at the
For Justice and
Peace photo exhibi-
tion a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ash-
ington on Wednes-
day.
The Chinese Peo-
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presented the exhi-
bition to honor Chi-
nese and American
cooperation and
dedication to the fi-
nal victory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and to remem-
ber the friendship
forged during the
war.

The exhibition consists of 110 photos in four
main chapters China and the US in a Fight
against Fascism, Americans the Chinese Define

as Heroes, The Friendship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s
Shared and Salute to Friend-
ship.
Some of these historic pho-
tos were shot by American
soldiers in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according to Li
Xiaolin, president of the Chi-
nese People’ 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he organization
that provided the photos for
exhibit.
Honoring Memories
Of WWII
Li is the daughter of General
Li Xiannian, who saved a
member of the "Flying Ti-
gers" air squadron during
World War and was presi-
dent of China between 1983
and 1988.
"Seventy years ago, for justice and peace, Chi-
nese and Americans formed cross-Pacific alli-
ance," Li said. "Today, 70 years later, we gather
here for the same reason, justice and peace, and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whole world."

"Today China-US relations (are) at a
critical stage," Liu said. "We need to
build on past achievements and see
further progress. What has happened
has proved that a healthy, stable,
and growing China-US relationship
not only serves the fundamental inter-
est of the two peoples, but is also cru-
cial to the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
perity of Asia-Pacific and the world."
“Flying Tigers”
Liu told Anna Chennault, widow of
the Flying Tigers’ founder Clair Lee

Chennault, that she was pleased to be at such a
meaningful event. She said she was glad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cooperat-
ing for such a long time, and believes there will
be more collaboration in the future.
"These photos moved me deeply," Chennault
said. "They remind me of the long history of col-
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s President Xi pointed out, everything that will
help inject positive energy to the China-US rela-
tionship, we need to go for it. Otherwise, refrain,"
Liu said.
"Even though sometimes US and China have
their differences, we do have a long relationship
working together, and there is a foundation as re-
sult that we can work from," said Congressman
Rick Larsen, one of the co-chairs of the US-Chi-
na Working Group.

Liu Yandong: China And U.S. Can Be 'Driver' Of World Peace

Just weeks after the Japanese air Attack on
Pearl Harbor (Sunday morning, December
7, 1941), the first news reports released to
the public pertaining to Lieutenant General
Claire Chennault's war exploits occurred on
December 20, 1941, when senior Chinese
officials in Chungking that Saturday eve-
ning released his name to United Press In-
ternational reporters to commemorate the
first aerial attack made by the international
air force called 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 These American flyers encountered 10 Japanese air-
craft heading to raid Kunming and successfully shot down four of
the raiders. Thus, Claire Chennault became America's "first military
leader" to be publicly recognized for striking a blow against the Jap-
anese military forces. However, at the time Chennault was not a
member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having been forced out as a cap-
tain. He was an American civilian who was paid and promoted to
colonel by Chiang Kai-Shek.
Based primarily out of Rangoon, Burma, and Kunming, Yunnan,
Chennault's 1st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 – better known
as the "Flying Tigers" – began training in August 1941 and fought
the Japanese for seven months after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Chennault's three squadrons used P-40s, and his tactics of "defen-
sive pursuit," formulated in the years when bombers were actually
faster than intercepting fighter planes, to guard the Burma Road,
Rangoon, and other strategic loc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and west-
ern China against Japanese forces. As the commander of the Chi-
nese Air Force flight training school at Yunnan-yi, west of Kunming,
Chennault also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by training a new genera-
tion Chinese fighter pilots. The Flying Tigers were formally incorpo-
rat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s in 1942. Prior to that,
Chennault had rejoined the Army with the rank of colonel. He was
later promoted to brigadier general and then major general, com-
manding the Fourteenth Air Force.

History Of The Flying Tigers
The 1st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 of the Chinese Air Force
in 1941–1942, nicknamed the Flying Tigers, was composed of pi-
lo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rmy (USAAF), Navy (USN), and Ma-
rine Corps (USMC), recruited under presidential authority and com-
manded by Claire Lee Chennault. The ground crew and headquar-
ters staff were likewise mostly recruited from the U.S. military,
along with some civilians.
The group consisted of three fighter squadrons with about 20 air-
craft each. It trained in Burma before the 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with the mission of defending China against Japanese forc-
es. Arguably, the group was a private military contractor, and for

that reason the
volunteers have
sometimes been
called mercenar-
ies.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had
lucrative contracts
with salaries rang-
ing from $250 a
month for a me-
chanic to $750 for
a squadron com-

mander, roughly
three times what
they had been
making in the U.S.
forces.
The Tigers'
shark-faced fight-
ers remain among
the most recogniz-
able of any individ-
ual combat aircraft
and combat unit of
World War II, and
they demonstrated
innovative tactical victories when the news in the U.S. was filled
with little more than stories of defeat at the hands of the Japanese
forces.
The group first saw combat on 20 December 1941, 12 days after
Pearl Harbor (local time). It achieved notable success during the
lowest period of the war for U.S. and Allied Forces, giving hope to
Americans that they would eventually succeed against the Japa-
nese. While cross-referencing records after the war revealed their
actual kill numbers were substantially lower, the Tigers were paid
combat bonuses for destroying nearly 300 enemy aircraft, while los-
ing only 14 pilots on combat missions. In July 1942, the AVG was
replaced by the U.S. Army 23rd Fighter Group, which was later ab-
sorbed into the U.S. 14th Air Force with General Chennault as com-
mander. The 23rd FG went on to achieve similar combat success,
while retaining the nose art and fighting name of the volunteer unit.
1st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Of the pilots, 60 came from the Navy and Marine Corps and 40
from the Army Air Corps. (One army pilot was refused a pass-

port because he had earlier
flown as a mercenary in Spain,
so only 99 actually sailed for
Asia. Ten more army flight in-
structors were hired as check
pilots for Chinese cadets, and
several of these would ulti-
mately join the AVG’ s combat
squadrons.) The volunteers
were discharged from the
armed services, to be em-
ployed for "training and instruc-
tion" by a private military con-
tractor, the Central Aircraft
Manufacturing Company (CAM-

CO), which paid them $600 a month for pilot officer, $675 a month
for flight leader, $750 for squadron leader (no pilot was recruited at
this level), and about $250 for a skilled ground crewman, far more
than they had been earning. ($675 translates to $10,536 in 2013
dollars, and at the time enough to buy a new Ford automobile. The
pilots were also orally promised a bounty of $500 for each enemy
aircraft shot down.
The Flying Tigers squadron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Lieutenant
General Claire Chennault, were set up in Rangoon, Myanmar, in
1941 to resi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Asia, and to safeguard the
air transport route, known as the "Hump course", which connected
Southwest China with the rest of South Asia.
In June 1942, Chennault arrived in Guilin with dozens of P-40 War-

hawk fighter planes
and built three mili-
tary airports in the
city, which stood on
the front line with the
Japanese army.
Chennault trained,
organized and in-
spired his pilots. He taught them to fight in pairs; to use speed and
diving power to make a pass, shoot, and break away. With the suc-
cess of the early warning net that Chennault had devised, the Amer-
ican Volunteer Group destroyed almost 300 enemy aircraft, while
only losing 12 of their own in just six months.
The first magazine
photo coverage of
Chennault took place
within Life magazine
in the Monday, Au-
gust 10, 1942, issue.
The first Time maga-
zine photo coverage
of Chennault took
place in its Monday,
December 6, 1943, is-
sue. The name Flying
Tigers refers to the
Louisiana State Uni-
versity Tigers.
On July 4, 1942, the
group was disbanded,
and replaced by the
23rd Fighter Group of
the United States Ar-
my Air Forces, which
was itself later ab-
sorbed into the US
14th Air Force with
Chennault as commander.
In the two or so years that followed, the 14th Air Force destroyed
more than 2,600 enemy aircraft, sank or damaged 2,230,000 metric
tons of enemy merchant ships, and 45 navy vessels, and killed
more than 66,700 enemy troops in South China -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for the smallest and most remote air force of WWII.
Chennault, who withdrew from Guilin with his pilots in October
1944, ended his memoir, “Way of a Fighter,” with these words: "It
is my fondest hope that the sign of the Flying Tiger will remain aloft
just as long as it is needed and that it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on both shores of the Pacific as the symbol of two great peoples
working toward a common goal in war and peace."
(For More Informa-
tion on the Flying
Tigers, Go Here:
http://en.wikipedia.
org/wiki/Flying_Ti-
gers or visit the
Chennault Muse-
um website at http:
//www.chennault-
muse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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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eft: Zhang Xiaoai, daughter of Zhang Aip-
ing, who commanded a guerrilla band sent to
rescue US flight crews that crash-landed in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Felice Davis, daugh-
ter of William Savoie, an American fl ight crew
member who was rescued in China; Liu Yan-
dong, vice-premier of China; and Li Xiaolin,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stand in
front of a photo featuring their fathers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photo was shown at the For
Justice and Peace photo exhibition at the Chi-
nese Embassy in Washington. [Photo / China
Daily]

3rd Squadron Hell's Angels,
Flying Tigers over China,

photographed in 1942 by AVG
pilot Robert T. Smith.

WASHINGTON, June 25, 2015 (Xinhua) -- Chinese Vice
Premier Liu Yandong (3rd L) and U.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Anthony Blinken (3rd R) attend the sixth China-U.S.

high-level Consultations on th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CPE) in Washington D.C., the United States, June 24, 2015.

(Xinhua/Bao Dandan) (zw/IANS)

Lieutenant Gener-
al Claire Chennault

Chinese Vice premier Liu Yandong greets Anna Chennault , widow of
Claire Lee Chennault, commander of American air operations in China
at the For Justice and Peace Photo Exhibition a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ashington on Wednesday. Photo by He Xiaoyan / for China Daily]

Chinese Soldier Shown Guarding
A Line Of ''Flying Tigers''P-40 Air-

craft In WWII

China's Vice Premier Strikes Positive Note On Visit

The Flying Tigers Of WW II

Chinese Pilots In Training As''Flying Ti-
gers''In WWII

Best-Selling Book Based On The
''Flying Tigers''

The''Flying Tigers''Of WWII Showed
Strength Of US-China Partnership

杜海濤出演功夫片
避談女友話題

綜合報導 今日，功夫動作電影

《拳霸風雲》在北京舉行首映發佈會，

導演臧溪川攜主演谷尚蔚、崔允素、杜

海濤現身。被問到是否會帶女朋友來看

這部電影時，杜海濤並未正面回應，稱

：“我的朋友們都會來看的。”

擺武打動作萌態十足

《拳霸風雲》講述了受到地下黑拳

操控的搏擊選手高遠(谷尚蔚飾)與搭救

過的溫柔少女(崔允素飾)相逢後，相戀

並決定逃離控制的故事。其中，杜海濤

飾演“武癡”小海，幫他們一起出謀劃

策。

導演臧溪川表示，該片最大的特點

就是動作場面的真實，“真刀真槍，拳

拳到肉”。他透露，拍這部戲的時候每

天都提心吊膽，“因為都是來真的。有

次拍動作戲時，演員被膝蓋打到，馬上

就休克了”。

隨後，主演谷尚蔚登臺小試身手，

馬步紮實，側踢腿動作顯得很有力，練

家子氣十足。此外，他還傳授給杜海濤

三個武打動作，但杜海濤不忘發揮搞笑

特質，將這些動作擺得萌態十足，逗樂

觀眾。

談到與谷尚蔚的合作，杜海濤打趣

稱：“與有真功夫的人在一起感覺自己

變成了‘功夫熊貓’。”被問兩人是否

比試過，他謙虛表示，“那我就是人肉

沙袋嘛”。現場，香港演員梁家仁也登

臺與兩人在梅花樁上“對決”，不停變

換動作，並不直接交手，場面搞笑。

自稱減重20斤 避談女友話題

接受採訪時，導演臧溪川坦言對於

票房有些擔心，“我們並不是那種群星

閃耀的電影”，他更希望本片能夠獲得

一個好口碑，以此來吸引觀眾。

現場，有記者發現杜海濤明顯變瘦

，對此，杜海濤透露，自己確實已減重

20斤，但他否認練出了腹肌“人魚線”

，“‘斑馬線’還差不多，肚子上能走

人”，並直言：“其實也問過他們(谷尚

蔚)如何練出腹肌，但是從目前狀態來看

路還很長。”

年初，杜海濤與沈夢辰的緋聞引來

不少關注，今日，他被問到會否帶女友

去看該片時，並未正面回應，只說：

“我的朋友都會去看。”當記者繼續追

問時，杜海濤抬高了嗓音答道：“我也

會帶我媽媽去看的，她今天還來了。”

黃曉明光腳被問身高 趙薇力挺：他一直很高
綜合報導 23日下午，

電影《橫衝直撞好萊塢》

在北京舉行首映禮，導演

蒂姆· 肯德爾攜主演黃曉明、

佟大為、趙薇、成康、黎

妍等出席捧場。採訪中，

黃曉明不願透露具體婚期，

但爆料稱包括黃渤、吳京

在內的很多圈內明星都申

請當伴郎。

拒絕透露婚期
曝圈內好友爭相當伴郎

電影《橫衝直撞好萊塢

》講述了拼命賺錢等女友回

國結婚的何宇明(黃曉明

飾)意外被通知分手，為追

回女友，報了一個名為“好

萊塢冒險之旅”的旅行團，

與資深影迷方大偉(佟大為

飾)、“騙子導遊”趙薇薇(

趙薇 飾)展開一場驚險又搞

笑的好萊塢之旅。

“這是我第二次和趙薇

合作，上一次還是入學小品

。”黃曉明透露，此次和趙

薇在片中有吻戲，問到接吻

時腦裏想的誰，他一臉尷尬

表示拍攝時想的都是劇中角

色，“我是有家室的人，大

家不要問這個問題”。追問

和Angelababy的婚期，黃曉

明笑言：“大家看完電影再

說吧，不過現在很多人踴躍

報名當伴郎、伴娘，可能每

地的風俗不同，黃渤、吳京

都踴躍報名。”

趙薇否認黃曉明身高矮
發佈會上，片方發佈了

一組“夏日沙灘”版海報

，現場導演蒂姆· 肯德爾也

與黃曉明、佟大為、成康

一起變裝沙灘風清涼出場

，並與趙薇、黎妍一起拿

水槍噴射。

值得一提的是，黃曉明

今天一直戴著草帽示人，但

中途被趙薇一把拿掉，露出

寸頭造型，他苦笑解釋說：

“我最近在新片中飾演僧人

，不過我剛結完婚就‘出家

’，這節奏有點....。。”

另外，採訪中當媒體

指出黃曉明光腳是否怕身

高露陷時，趙薇挺身而出

幫忙回應：“我從小認識

曉明，他都非常高，大家

對他的誤會是因為他常和

女明星站在一起，但女明

星都穿家裏最高的高跟鞋

出來工作，你們看我不穿

高跟鞋也不高。”

據悉，電影《橫衝直

撞好萊塢》於 6月 26 日上

映。

青春片市場競爭激烈

熱潮或將見底
綜合報導 因為《致青春》、《匆

匆那年》、《同桌的你》、《小時代》

系列的成功，讓青春愛情片成為了這幾

年國產電影市場上投資回報率最高的電

影之一，在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上，各

大片商都紛紛推出了青春愛情片的新電

影，但同時，青春愛情片也存在著題材

普通情節雷同的困境，為此，各大片商

業紛紛出奇招，以便給青春愛情片注入

新的元素。看來，青春愛情片的熱潮還

將繼續。

青春片也湊IP熱
由高曉松創作的校園民謠《睡在我

上鋪的兄弟》的同名大電影由樂視網負

責開發，該片由年輕導演張琦執導，劇

組昨天在上海宣佈，電影將搭配13集超

級網劇在6月7日同時開機拍攝，其中

13集網劇作為大電影的序曲部分來呈現

，導演張琦說，“大電影作為最後一集

出現，講述的是這幫學生在畢業時的生

活狀態，而網劇部分

則詳細講述他們的大

學生活。”演員秦嵐

在片中扮演一位師姐

，四位男主演則由陳

曉、劉芮麟、杜天皓

、李現扮演。故事全

部取材于當代大學生

的生活。主辦方表示

，樂視影業未來將與

大學生用戶共同運營這一IP。

《星語心願之再愛》也搭上IP改編

熱潮，算是張柏芝1998年飾演的《星語

心願》的續集，但在故事情節上並沒有

任何延續。該片在靈感上取自好萊塢電

影《人鬼情未了》，但主創用一個科幻

的題材來包裝影片。在片中，主演王傳

君飾演一個“人工程式”，與女主角董

維嘉談了一場“人機戀”，導演鄧科表

示，所謂的科幻更多是一種情節上的包

裝形式，故事講述的依然是當下年輕人

的愛情生活。

青春片熱潮或將見底
由羅敏執導，姜潮、童菲主演的電

影《為愛放手》將目光對準了“富二代

”的愛情生活，在《小時代》系列中飾

演席城的姜潮在片中扮演一位“富二代

”譚耀，因為追求音樂夢想和父親決裂

，結果在繁華都市中掙扎求存，而童菲

在片中扮演一位看盡時尚圈浮華的模特

。導演羅敏說，影片不同於以往青春愛

情片一貫的美滿大結局，“男女主角最

終並沒有走在一起，放生二字體現了現

在年輕人對於感情的豁達態度。”

台灣作家藤井樹在當起導演後，改

名吳子牛，正在籌拍中的《六弄咖啡館

》，是由他2008年的一本同名文集改編

而成，講述幾個年輕人的一段青春暗戀

往事，“六弄”是一家咖啡館的名字，

影片由《青春派》的導演劉傑擔任監製

，《青春派》的男主角董子健擔任男一

號，曾以《狂舞派》提名金馬獎影后的

顏卓靈擔任女主角，吳子牛說，影片主

要講述的是兩個女孩對一個男孩的暗戀

，“對於年輕人來說，這是她們生命中

一段難以磨滅的記憶。”

儘管由不少青春愛情片在市場中創

下了票房佳績，但是一窩蜂地涉足這個

領域，也讓此類電影面臨激烈的競爭，

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上，新原野娛樂傳媒

有限公司董事長裘驊順就告訴記者，自

己不會一窩蜂地去拍攝這些青春愛情影

片，“在好萊塢，青春愛情片很少會成

為一部超級大片，也很難引起全世界觀

眾的共鳴。”

而另一位香港電影人表示，根據以

往經驗，觀眾在一段時間內對於某一類

的電影會情有獨鍾，但過了幾年，觀眾

的口味會發生變化，青春愛情片應該也

不會例外。

電視劇《馬上天下》來滬
高希希再度挑戰軍旅題材

綜合報導 電視劇《馬上天下》

劇組23日在上海舉辦新聞發佈會，導

演高希希率主演張魯一、何潤東、葉

璇、陶昕然、印小天出席，暢談劇中

這段近代革命時期的戰爭傳奇。該劇

將於7月4日登陸東方衛視。

作為東方衛視 2015 年暑期檔的

“紅色”巨獻，《馬上天下》是高希

希繼《歷史的天空》後，再度改編茅

盾文學獎得主徐貴祥的作品。作為其

十年一劍回歸軍旅題材的首部作品，

高希希表示，《歷史的天空》之後，

熒屏掀起“草莽英雄風”，此次自己

反其道而行之，講述的是一個不想戰

卻又智慧非凡的“戰神”，“這部戲

延續了《歷史的天空》的靈魂和精神

，但解構方式一定有超越”。

高希希說，《歷史的天空》之後

，熒屏出現了大量講述草莽英雄的作

品，其結構與人物關係對觀眾而言已

經不再新鮮，找尋突破口的過程並不

容易，劇本在三年多的時間裏至少改

了 7遍，拍攝時還做了不少調整，

“好在《馬上天下》原著小說本身基

礎很紮實，而且張魯一扮演的主人公

和以前的草莽英雄風不太一樣，是有

文化、有智慧的戰神，我也希望能扎

紮實實去體現我們歷史進程中有價值

的人物，畢竟草莽英雄不是中國革命

唯一的支柱”。

除了在劇本上求新，高希希此次

在選角上也不走尋常路，他大膽啟用

了因《紅色》而走紅的“高智商男神

”張魯一，以及過去從未接觸過革命

軍事題材的何潤東，更為兩人安排了

別樣的難題：由“80後”的張魯一齣

演“70後”的何潤東的“父親”！

何潤東現場坦言，剛接下“陳三川

”這個17歲少年的角色時，自己有點

膽戰心驚：“整天都要在現場喊對手

‘爹’、‘叔叔’、‘媽’，他們每

一個年紀又都比我小，真的喊得出口

嗎？”他更自嘲，自己的一大優點是

“臉皮厚”，沒多久就進入了狀態，

“我心裏一直暗示自己是年齡人，想

著張魯一演的是老頭子，慢慢就解決

了年齡的問題，也覺得自己裝嫩的程

度還可以”。

而張魯一更自曝是主動請纓這一

角色。聽說高希希有意拍攝《馬上天

下》，他就開始研讀原著小說，做了

不少功課。印小天則是一接到高希希

邀約就立刻前來，上月剛剛成婚的陶

昕然則是放下蜜月，參與《馬上天下

》宣傳，“收視破2，我再補上蜜月

！”而在劇中出演女一號的葉璇則大

讚高希希是整個團隊的“總司令”，

“他每天帶著我們打仗，又讓我們勞

逸結合。導演海納百川，特別接受大

家的意見”。

值得一提的是，在戲中與張魯

一、印小天上演糾葛的感情戲的葉

璇，近日也是好消息不斷，更在微

博公開戀情，承認與從事高級時尚

定制工作的男友“小默先生”正在

熱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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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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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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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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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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圈老爸老媽敢生敢拚

勇猛！向 「老」 爸們看齊
何鴻燊 父女差78歲

今年94歲的何鴻燊，其幼女何超欣2000年6月12日出
生，是他和四姨太梁安琪的第五個孩子，為賭王78歲才得
的最受寵愛的幼女。經常一身名牌跟母親四太出席公開活
動，她文武雙全，既懂拉小提琴，亦是田徑好手，目前在
英國留學。

王剛 父子差60歲
今年67歲的王剛在60歲時，與第三任妻子鄭艷東生

下愛情結晶，兒子誕生。王剛的兒子與自己的外孫
差不多同齡，看著那個鮮活的小生命，王剛不禁感
慨， 「整個一個輪迴，好像我又活了一回，他就是
我，我就是他。」
羅大佑 父女差58歲

61歲的羅大佑三年前老來得女，升級當爸。早前
羅大佑接受媒體訪問時坦承，到54歲都還沒有想要
小孩的想法，後改變念頭決定做爸爸，配合人工受
孕生下了愛女，他認為： 「女兒身上有我的基因，
照理會天真無邪，也可以給我無限希望。」
鍾鎮濤 父女差57歲

2010年，57歲的鍾鎮濤與女友范姜再誕下一女鍾
幗。鍾鎮濤與前妻章子蕙1999年離婚後，與女友范
姜共同生活多年，先後誕下兩女鍾懿和鍾幗。鍾鎮
濤對這兩個女兒十分寵愛。

吳孟達 父子差52歲
已有三次失敗婚姻的吳孟達，1993年認識現任妻

子侯珊燕，1996年兩人 「奉女成婚」，生下大女吳
楚妮。2003年侯珊燕再度為為52歲的吳孟達生了個
兒子。吳孟達將幼子視為寶貝，多年來在內地拚命
拍劇。他笑言： 「為養家拚了條老命都值得。」
齊秦 父女差51歲

今年55歲的齊秦，51歲時二度當爹，喜獲愛女齊
心。齊秦娶了小他24歲的雅雅，並和雅雅有了愛的
結晶，在北京朝陽區的豪宅庭院里，齊秦五個月大
、小名 「心心」的愛女本尊曝光，不過， 齊秦先前
有個快成年的私生兒子。

劉德華 父女差50歲
劉德華與妻子朱麗倩結婚多年，終於在2014年5

月8日誕下女兒。50歲才當上 「高齡爸爸」，劉德華可謂
對妻子、女兒都呵護有加。朱麗倩懷孕期間為免其受到打
擾，劉德華對媒體嚴加防範。

任達華 父女差50歲
任達華以50歲的 「高齡」喜得貴女，自然很是疼愛。

當向他探聽如此年長才當父親會不會覺得太晚時，卻得到
他不以為然地回答： 「我今年才23歲啊，絕對是個心態年
輕的父親！」
馬景濤 父子差46歲

2007年6月6日馬景濤和內地演員吳佳尼的愛情結晶
在上海誕生。46歲的馬景濤已經是第二次當父親，中年得
子的他陪伴愛妻整個生產過程也算是彌補了前妻產女兒時
留下的遺憾。

汪涵 父子差40歲
現年41歲的汪涵在不惑之年終於當上了爸爸，網友爆

料稱楊樂樂母子平安。值得一提的是，在2012年楊樂樂懷
孕三個月後遭遇流產。對早前宣布即將當爹的汪涵來說是
一大打擊。如今汪涵已逾40歲，人到中年得子很不容易，
的確是一件大大的喜事。

剛柔！向 「老」 媽們致敬
林青霞 母女差46歲

1996年，年屆42歲的林青霞誕下了第一個女兒邢愛林
。5 年後，46 歲高齡的她再度產下第二個女兒邢言愛。
1954年11月3日出生的林青霞，今年已經56歲了，19年前
毅然 「嫁作商人婦」，淡出演藝圈。相夫教子，徒留給人
們以美麗的回憶。

毛阿敏 母子差43歲
2006年歌星毛阿敏在上海喜得貴子，兩年前已經生了

一個女兒丑丑，在自己43歲生子的時候還一度伴有身體不
適的症狀出現，可見人到中年生孩子還是有一定危險性的
。

那英 母女差42歲
1965年出生的那英，2004年10月17日，在北京和睦

家醫院剖腹產下兒子高興，不過兒子的出生似乎並沒能拴
住高峰的心，最後終於不得不離婚。2007年已42歲的那英
再婚後去赴溫哥華待產，8月1日上午9時剖腹產下約3500
克重白胖女嬰。

吳君如 母女差41歲
41歲的吳君如於2006年剖腹誕產下3175克重女嬰，

她臨盆前向家人下封嘴令，據見過寶寶的君如好友形容，
女嬰雖早產一個月，但肥嘟嘟的樣子很像導演爸爸陳可辛
。

宋祖英 母女差40歲
宋祖英在1992年結婚，為了事業，13年之後，宋祖英

40歲才有了自己的孩子，時間在2005年9月，如今，她的
孩子快滿7歲了。

名主持人汪涵上傳一張兒子照片，引來網友注意，有人笑說他因子而火了。北青娛樂網

報導，汪涵是40歲才得此一子，也算是 「老」 爸級的人物。也許是因為年輕時拚事業無暇生

孩子，又或許在情場叱吒多年終於想要回歸家庭，演藝圈中到了幾乎退休年齡才結婚生子的

男女明星不在少數。

霸凌舊愛新招：讓親密照外流

嘎嘎與安心亞的親密影片外流事件
，不過半個月前的新聞，嘎嘎低頭認錯
，安心亞堅稱 「人性本善」，就是沒鬆
口接受嘎嘎的道歉；納豆女友被前男友
洩底親密照，納豆心疼，女友崩潰，網
路散布親密照，成了前愛人，霸凌舊愛

的卑劣手段。
嘎嘎的影片到底怎麼流出的？除了他和現任

女友，沒人能知，最要不得的是，他在影片開頭
先說： 「大家好。」在安心亞不願承認兩人相戀
，要求刪掉，嘎嘎又對安心亞說： 「又不會流出
去，你怕什麼？」在安心亞不想聽到 「C字褲女
王」的稱號，嘎嘎甚至還掀了安心亞的內褲，現
在，影片到處散播， 「嘎嘎，你怕了嗎？」

重點是，不會外流，卻在片頭說了 「大家好
」，這用意是想炫耀吧？

此刻，姑且不論情侶戀情正濃時，抓弄對方
的調情手法，但在兩人理性或不理性分手後，對
當時合照的處理方式認知，時下風氣再開放，還
是得尊重隱私及法律保障，李宗瑞已是不良示範

，至今仍關在牢裡，前愛人啊！別再用親密
照傷害，你曾愛過的人，
這種霸凌方式，也代表著
你當時是 「瞎了眼，盲目
的戀愛」，傷人傷己的作
法。

根據法律，外流者，
都會因涉及妨害秘密罪、
個人隱私及肖像權而得負
上法律刑責。於是我們知
道，再相愛的戀人，情再
濃，對於迎上來的鏡頭，
無論是誰操刀掌鏡？都該
認真地拒絕。

藝人的隱私親密照屢因手
機拍照及雲端分享屢遭曝光，
李威與前女友楊子晴愛正濃時
，兩人的合照在當時是親暱，
分手後成了報復利器。

一如嘎嘎掀安心亞內褲的
親密影片、納豆女友與前男友
的床照，一樁接一樁偶像們真

面目被揭發，人心到底怎麼了
？

在偶像劇中，總是深情款
款的李威，卸下偶像身分，躺
在家裡沙發上，和愛人同處一
室，如大爺一般，邊看手機，
邊 「抓雞雞」，明星光環蛻去
，邋遢模樣全都露。

為了證明自己是當時
的 「正宮」地位，楊子
晴幾乎讓右手的刺青入

鏡，這是示威！占有！分手後
，這是復仇！羞辱及毀滅！這
麼做的用意，有快感嗎？此舉
讓李威成了落水狗，論及兩人
愛正濃的過往情分，這樣對嗎
？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LL簽證介紹及最新移民消息簽證介紹及最新移民消息
由於投資移民從2015年5月開始有兩年左右的排

期，美國國會也在熱烈討論提高投資移民投資額度的
提案，許多海外投資人開始把目光轉向職業移民第一
優先的跨國公司經理這一類別。這一類別通常從L－
1A開始運作。
一、分類

L－1分為跨國公司經理（L－1A〕和特殊技術人
員（L－1B）。
二、條件
申請L－1 A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申請人在提出申請前的三年中至少有一年的時
間在美國以外的公司擔任經理或高級管理人員。 應
該注意的是，這一年的工作時間必須是持續的一年，
但不必是申請L－1之前的一年，在過去三年當中的
任何一年都可以。
這一點對於經常赴美的經理人員尤為重要。一般說來
，在美逗留的時間不得算作在海外公司工作的時間，
但以H－1身份在美國公司的時間仍可計算在內。
另外，這一年的工作必須是全職工作。

2 海外公司與美國公司有法律上的聯系。以下情
形都可以滿足該條件：

1〕美國公司擁有海外公司50％以上的股份；
2）美國公司和海外公司均隸屬於另外一個公司

；
3）美國分公司為海外兩個企業的合資公司。在

這種情況下，海外兩個企業均可派經理人員以 L－1
身份來美。

為了符合L－1的條件，美國公司的海外公司在

此期間必須持續經營。
三、准備資料
在提出L－1申請時，應提交如下證明文件：

1、美國公司：公司成立文件，章程，財務報表
，報稅記錄，員工名單，經營合同，提單，商品保險
單，銀行存款證明，海外公司投資的彙款證明，辦公
室租約，辦公室照片等。

2、海外公司：營業執照；辦公室的照片，宣傳
冊，員工名單，年度損益表，年度利潤報表，稅表，
證明公司持續經營的其他文件。

3、申請人：個人簡歷，學歷證明，任命書，任
職證明，工資證明，護照復印件等。
四、期限

按照法律規定，L－1a最長為七年，L－1b最長為
五年.在申請之初，如果美國分公司經營的時間不到
一年，期限為一年。
由於L－1在延期之後，即可著手辦理移民申請，所
以L－1的延期是十分關鍵的一步。申請人在取得L－
1簽證順利赴美之後，應馬上考慮如何開展美國分公
司的經營問題，從雇員、營業額，報稅等方面准備
。
五、“雙重意願”

根據美國移民法，凡申請L及H類別的簽證
者，美國領事館均不得以移民傾向為由拒絕簽證。根
據這一法律，即使申請人明確表明有移民美國的打算
，或其雇主、親屬已經為其提出了移民申請，只要其
他方面符合條件，美國領事官員也須簽發簽證。從這
一角度來說，對於已經通過親屬移民或職業移民遞交

移民申請還在等待漫長排期的申請人
，L或H簽證是早日到美的一條途徑
。美國國務院表示，不允許領事官員
“重新審核”業已得到美國移民局批
准的L申請。也就是說，領事官員不
得用具體法律的適用標准來決定申請
人是否符合L的簽證條件。

盡管如此,申請人仍然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作好充
分的准備，有備無患。

1、了解自己在海外公司的職務和工作職責。
2、了解自己在美國公司的職務、職責範圍、工

資和工作條件。
3、了解美國公司經營的情況，如業務範圍、營

業額、雇員情況、主要產品與服務項目等。
4、如果新成立的公司，要准備一份詳細的發展

計劃，包括投資額度、經營範圍、雇人計劃和年度預
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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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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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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週週六，我在撰寫（美南人
語）文章時，引用上幾乎百分之百的
語氣，斷然今次香港政改方案通過機

會渺茫。但由於香港建制派議員在最後一刻，還在堅持 「一定
要得」，所以大家仍十分關注投票的結果，看看是不是有泛民
議員，會在最後的一刻 「轉軚」，倒弋贊成。斷斷沒有人會想
到，這場歷史性的交鋒，竟以沒有人能預見的、極其兒戲的方
式結局。

原來當天建制派的議員在曾鈺成主席按鐘後(需五分鐘之內
表決)要求休會。主席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因為他們提出的時間
已經太遲。但建制派議員仍堅持要休會，他們企圖以集體離場

的方式，令表決時法定人數不足，那他們就可以達到休會一樣的目的。
可惜，他們之間的默契不足，離場的議員不足半數，結果投票

依然進行，令投票的結果變成8比28，反對通過的一派，以絕大比數獲
勝。這簡直是陰溝裏翻船，令人懷疑事有蹺蹊。

建制派提出休會的目的，是要等80 歲的 「新界土皇帝」劉皇發到場
才投票(原先預計投票的時間會晚一點），誰知發言的議員少，投票要提
前舉行，而劉皇發則因為健康問題，沒有按時到達會場；但即使等到劉
皇發到場，也達不到三分之二的絕大多數來通過議案。本來沒有劉皇發
，支持通過的議員仍有40個；即使未夠三分之二，但亦可有40票贊成
，只有28票反對，聲勢上依然可以佔上風。現在弄成這樣子，北京方面
，一定感到羞家。

有陰謀論者認為，這種現象反映中共內部有權力鬥爭，內地反對習

近平一派政客，可能刻意想做
些事情，要習近平難看，並想
展示一下他們在香港的影響力
。

我個人認為，這種說法不成立，反習的力量有限，斷不可能影響到建制
派三十多位議員一起行動；他們最多只能搞些小動作。眼前習近平還在
力大當權，有名有姓的建制派議員，一定不會公開地表明自己願意配合
反習力量行動的。因為，如果投票的結果是40票贊成28票反對，建制
派一定會以為形勢大好，應該乘勝追擊。而真正的情況是：建制派並未
能夠在輿論上佔優勢；在爭取民眾支持的能力上，明顯技不如人。有跡
象顯示：在理念上不認同政改方案的港人，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因此，
北京可能不想在意識形態的問題上，與泛民糾纏，而是想把力量放在做
實事上，先把經濟與民生搞上去。

另一方面，今次能夠令泛民在立法會內大勝，多少會起一定的麻痹
作用。泛民或許會在政制問題上，暫停炒作。因為到這刻，還是想政改
方案通過的人，比不想它通過的人多。泛民再搞也不見得會有具體的結
果。希望在下一階段，香港人能多幹點實事。

今次香港立法會以大比數否決了中共人大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
讓各界大感意外，也令中共當局尷尬，香港政改烏龍表決的結果，更貽
笑國際。港人對否決不會感到意外，但從此政改進展，變得遙遙無期。
本來，議案被否決早已是意料中事，毫無懸念，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否
決，卻是茲事體大，破壞力大，後遺症大。這三個 「大」都是衝著官方
而來的。

一，建制派這樣做，令香港政府與他們的合作基礎嚴重受損。眾所
周知，梁振英上台後，政府與建制派的關係，進一步疏離，雙方只著重
各自的利益。當政府需要建制派在立法會支持時，就會提出要求；有些

時候還由中聯辦官員發揮影響力。久而久之，政府與建制派之間貌合神
離，只用利害維繫。不久前，田北俊公開要求梁振英考慮辭職，其實已
反映建制派的一種聲音。如今，建制派竟然在北京高度關注的政改問題
上 「集體缺席」，無疑是在政府背後插了一刀。試問：雙方以後的合作
和互信基礎還能保持嗎？

二，建制派這樣做，令北京中央大大丟臉，還反映北京對他們的駕
馭能力減弱，至少是出了問題。因為中央官員多次信誓旦旦，表示誠意
希望通過政改方案，但建制派卻在有意無意之間集體不投票，間接用行
動顯示他們對政改內容有所保留。這樣豈不是落了中央的面子嗎？北京
長期對建制派扶持有加，但在關鍵時刻建制派卻集體縮沙，能不破壞官
方的如意算盤和團結工作嗎？

三，在北京眼中，建制派這樣做，更建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就是
一個地方性的立法機關否決了全國人大的 「權威性決定」。在中國的體
制下，說得嚴重一點，這豈不是造反了嗎？本來，北京已預計泛民會否
決政改方案，但這屬於 「可知和可控範圍」，但建制派行動的破壞力，
卻大大高於民主派，甚至是民主派起不到的。

無論如何，建制派此舉，說明他們的政治智慧奇低，政治忠誠也好
不到那裡去了。對此結果，溫家寶密友、前香港的中共人大代表吳康民
以題為《 「烏龍」表決貽笑國際 政改進展遙遙無期》在港媒發文。文章
稱，港人對否決不會感到意外，但國際上的影響可大了。這個 「大烏龍
」是如何出現的呢？原來建制派指揮不靈，有31名議員竟在投票期間突
然離開會議廳。
吳康民稱，香港政制改革的最好結局，仍是通過談判，達至共識。否決
政改方案之後，是從此關掉談判的大門呢？還是在冷靜思考之後重啟談
判？這是擺在泛民主派面前的兩條道路。現在是 「柳暗」的時期， 「花
明」仍然有待。

香港 歷史交鋒 兒戲結果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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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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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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張耀淑/採訪報導)
八年抗戰是中華民國軍民協力抗日，
捍衛國家主權的聖戰，經由抗戰的勝
利，才有臺灣的光復。今年適逢抗戰勝
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由芝加哥臺
灣同鄉聯誼會主辦，芝加哥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協辦抗戰歌曲演唱會暨電影
回顧展，6月21日下午2時，在芝加哥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盛大舉行。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到處也都有張貼抗戰相關
歷史紀錄、照片等資訊，讓大家能夠對
於抗戰的經過及史實，有更明確的瞭
解與正確的認知。

駐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何震寰、副處長郭盛明、中華會館主席
劉國新、董事長黃于紋、華僑文教服務
中心主任閻樹榮等貴賓，共同出席參
加這具有歷史意義的活動。

該活動總策劃王慶敏是芝加哥台
灣同鄉聯誼會會長。活動在全體起立
唱中美國歌後正式開始，芝加哥台灣
同鄉聯誼會長王慶敏首先致詞，她表
示，感謝大家的共襄盛舉，今天的活動
才能夠得以順利進行，七十年前，我們
沒有趕上慶祝勝利的盛會，但是非常
榮幸的我們今年可以在此慶祝紀念這
個光輝燦爛的日子，所以這是我們台
灣同鄉聯誼會的一大榮幸。為了慶祝
紀念這個光輝燦爛的日子，特別組成
50人的大合唱團，非常感謝僑教中心
閻主任的幫忙，以及經濟文化辦事處
孫良輔組長的夫人陳尚青擔任我們今
晚音樂的伴奏，她並祝福大家有一個
愉快的週末下午。

駐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

震寰首先應邀致詞，何處長說：今年欣
逢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在國內、在全球
的僑界都是非常重視這件事情，並舉
辦各種系列的慶祝活動。何處長表示，
舉辦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
年 活
動，是
要 緬
懷 先
烈 為
保 家
衛 國
所 付
出 的
偉 大
犧 牲
精 神，
同 時
也 提
醒 大
家 記
取 八
年 抗
戰 期
間，中
華 民
國 政
府帶領全國軍民同胞團結一致、抵禦
外侮，是中華民族史上禦侮戰爭規模
最大、時間最長、戰區最廣、犧牲最大
的，二次大戰傷亡人數統計，英勇殉國
的官兵約三百多萬人，死傷民眾估計
至少兩千多萬人，在全國軍民努力下，
終能獲得光榮勝利，這是中華兒女用
血淚織成的史畫，用生命譜成的樂章。

何處長表示，我們要感恩，今天我
們所擁有的民主與自由，是政府與僑
胞多年來共同努力的成果，更是當年
七七抗戰的先烈先賢所付出慘烈代價
所得到的甜美果實。八年抗戰成功為

悍衛和平，為讓我們這一代及下一代
瞭解，現在享有富裕及和平的生活，不
是憑空所獲，而是英勇先烈及國軍參
與戰爭犧牲生命所換取來，所以在慶
祝之餘，也不要忘記這段歷史。最後祝
中華民國國運昌隆，闔家平安喜樂健
康。

中華會館主席劉國新致詞時表示

，今天是為了慶祝中華民國七十週年，
很高興也很榮幸地來到僑教中心參加
這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為了喚起海
外僑胞，對於抗戰勝負意義的重視，激
發愛國情操，將國軍官兵英勇抗戰的

忠烈
事蹟
， 以
及華
僑團
結一
心的
付出
與貢
獻 ，
芝加
哥台
灣同
鄉聯
誼會
為此
舉辦
這麼
有意
義的
活動
， 除

了要讓國人關注全國軍民艱苦抗戰的
輝煌歷史，也要讓年輕世代，認識我國
對日抗戰正確史實與對世界和平的貢
獻。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閻樹榮致
詞，他表示今天非感動，芝加哥台灣同
鄉聯誼會舉辦美中地區第一場紀念七
七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的活動，感謝台

聯會合作無間，把這個活動規劃出來。
大家都知道，歷史可以被原諒，但是不
能被忘記，這也就是為什麼要舉辦今
天的活動。大家要追求和平，同樣的錯
誤不要再發生。今年芝加哥地區除了
台聯會之外，中華會館、三民主莪大同
盟等都會舉辦一系列的紀念活動，僑
教中心極力配合，四周張貼由國防部
印發「勇士國魂」的月曆，載錄「日軍侵
華八年抗戰史」的 268 位入祀忠烈祠
的抗戰殉國將領。正視歷史、維護歷史
、保存歷史，希望讓大家及國際友人，
能夠對於抗戰的經過及史實，有更明
確瞭解與正確認知。

緊接著主任閻樹榮擔任值星官帶
領九位芝加哥台灣同鄉聯誼會的理事
顧問表演「九條好漢在一班」，威武雄
壯、響徹雲宵的歌聲震撼了全場；歌唱
家藍一飛獨唱「白雲故鄉」，聲情並茂，
贏得全場熱烈掌聲；最後的壓軸是由
曹欣如指揮、陳尚青伴奏，在團長賴志
鴻帶領的由芝加哥台灣同鄉聯誼會、
金音合唱團、及僑界朋友聯合演唱三
首的抗戰歌曲「萬裡長城、熱血歌、杜
鵑花」，頓時全場觀眾熱血沸騰，有的
熱淚盈眶，都被這愛國情操所震撼，全
場掌聲不斷。

主辦單位還準備當年抗戰勝利後
日本授降的記錄影片。大家在觀賞完
電影「西施」之後，整活動圓滿結束。

芝加哥臺灣同鄉聯誼會舉辦紀念芝加哥臺灣同鄉聯誼會舉辦紀念
中華民國七七抗戰勝利七十週年暨抗戰歌曲電影回顧演唱會中華民國七七抗戰勝利七十週年暨抗戰歌曲電影回顧演唱會

曹欣如帶領大家唱中美國歌曹欣如帶領大家唱中美國歌

芝加哥臺灣同鄉聯誼會芝加哥臺灣同鄉聯誼會
會長王慶敏致詞會長王慶敏致詞

駐芝加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芝加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處長何震寰致詞處長何震寰致詞 中華會館主席劉國新致詞中華會館主席劉國新致詞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閻樹榮致詞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閻樹榮致詞

主任閻樹榮及九位台聯會理事顧問表演主任閻樹榮及九位台聯會理事顧問表演「「九條好漢在一班九條好漢在一班」」

全體工作人員與貴賓合影右起全體工作人員與貴賓合影右起：：曹欣如曹欣如,,項邦珍項邦珍,,閻樹榮閻樹榮,,郭聖明副處長郭聖明副處長,,
黃于紋黃于紋,,王慶敏王慶敏,,何震寰處長何震寰處長,,劉國新主席劉國新主席,,區一平區一平,,周賢孟周賢孟,,陳尚青陳尚青,,孫良輔孫良輔

藍一飛獨唱藍一飛獨唱「「白雲故鄉白雲故鄉」」
中華會館董事長中華會館董事長
黃于紋致詞黃于紋致詞

曹欣如指揮曹欣如指揮、、陳尚青伴奏陳尚青伴奏，，帶領演唱三首的抗戰歌曲帶領演唱三首的抗戰歌曲::萬裡長城萬裡長城、、熱血歌熱血歌、、杜鵑花杜鵑花

曹欣如指揮曹欣如指揮、、陳尚青伴奏陳尚青伴奏，，帶領演唱三首帶領演唱三首
抗戰歌曲抗戰歌曲::萬裡長城萬裡長城、、熱血歌熱血歌、、杜鵑花杜鵑花

現場觀眾現場觀眾((前前))為劉漢屏先生為劉漢屏先生 現場觀眾全體起唱國歌現場觀眾全體起唱國歌 現場觀眾全體起唱國歌現場觀眾全體起唱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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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腹大便便的官恩
娜(Ella)26日出席一家庭電器品牌活動，除穿上五吋
高跟鞋外，更落手示範用吸塵機，又不時蹲低身教
小朋友如何使用，毫不忌諱。而她在台上透露在家
中經常跟胎兒聊天，每次唱老公自小喜愛的法文兒
歌《Au Clair De La Lune》時，BB都有反應，當
日她即場唱了一小段，都感受到BB在踢她的肚
皮。
提到她仍着高跟鞋，Ella笑指都是來到活動才換

鞋，且有時襯裙真的不想穿平底鞋，而平日她都好
安全會穿波鞋。她又表示現在在家中還有做家務，
因其家傭個子較矮小，有時攀高拿東西都會自己親
力親為，鞋盒亂了她都會爬高整理好，結果給老公
發現，被大罵了一頓，說她不顧自己也要顧及BB。
Ella指現在相當忙碌，要學游水、烹飪和法文。

26日早上她本要上烹飪課學
煮菜，但因身體感到很累就
沒去上課，損失了學煮三道
菜的機會。她笑說：“平日
都是老公下廚多，但他是煮
西餐，我現卻想有飯落肚，
也希望學好一點廣東菜，將
來煮給小朋友吃，也可多點
營養。”問到她懷孕後口味
有否改變？Ella表示經常很想
吃雪梨和雪條，現卻只可以
將提子雪凍偷偷拿來吃，可
是老公會數着提子數目少了
幾顆，因怕她吃得太多糖份
會有孕婦糖尿病，她也承認
自己的自制能力不高，老公
只好做了“食物控”。

雖然26日天氣酷熱，但仍
無損嘉賓入場玩樂的心

情，進場遊樂不乏昔日邱德根
年代的電視藝人，包括有黎燕
珊、麥翠嫻，劉緯民、劉錫

賢、梁淑莊、冼國林等。
小鳳姐表示很興奮來為荔園

打氣，雖未曾在荔園唱過歌，但
當年經常約朋友在荔園門口等
候，問到是否男朋友？小鳳姐笑
謂：“有男有女，通常來玩碰碰
車、擲香口膠，時中時不中，沒
可能每次擲中，（尋回不少集體
回憶？）幾好，今（26）日可能
輕三磅（指天氣很熱），不過荔
園再重現是很難得，令我勾起以
前的歡樂時光。”

問到小鳳姐對上一次來荔園是
什麼時候？她笑說：“你考我，應
該是你未出世時，其實以前忙着工
作，也不能常來，只來玩過一兩
次，這裡是屬於香港人美好回憶的
地方，我應該來打氣，以前荔園帶
給我們最高娛樂，感覺很親切，我

一定會再來玩多次。”

謝安琪無膽玩鬼屋
另外，Kay自言是上世紀七十

年代、八十年代的小朋友，那時父
親常帶她到荔園，她謂：“最不夠
膽玩鬼屋，多數是坐碰碰車、擲香
口膠，父親擲香口膠眼界奇準，每
次都贏取很多香口膠，所以（我）
在荔園很崇拜他。（會否帶囝囝張
瞻來玩？）會叫公公帶他來，讓他
崇拜一下公公，希望公公寶刀未
老。老公張繼聰一齊來會更好，他
打開籃球，應該很快擲到很多禮物
回來，過往去樂園的地方玩也是靠
他，試過在外地主題公園，他贏過
半人高的公仔，最後要寄倉送回
港，所以囝囝房間擠滿老公擲中的
戰利品，多不勝數。”

暑假將至，Kay透露：“準備
同父母和老爺奶奶一齊出外旅行，
地點由囝囝揀，他通常會選有樂園
的地方，所以會帶囝囝來荔園玩，
讓他感受一下香港人的樂園。”

訪荔園回味歡樂時光訪荔園回味歡樂時光

徐小鳳徐小鳳
義不容辭義不容辭

訪荔園回味歡樂時光

徐小鳳
義不容辭
打氣打氣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闊別香港人十八年的荔園遊樂

場，26日重現於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荔園Super Summer 2015”

正式揭幕，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

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仇鴻、邱德根夫人、邱達昌和邱達根一同

主持開幕儀式。大會邀得徐小鳳和謝安琪(Kay)發放氣球，而Kay更

獻唱活動主題曲《最初的快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動畫電影《迷
你兵團》25日晚舉行首映禮，兩位聲演戲中大壞蛋
主角的楊千嬅及林曉峰一同出席，二人更即場扮壞
蛋搞氣氛。

千嬅指上月中因肺炎入院，但之前已接下配音
工作，故要求醫生讓她提早出院，並答應不會操
勞，而電影公司亦肯等她延遲了幾天才開工，並將
配音期從兩天延長為五天，因她當時不夠氣，每日
只能聲演兩三小時，且未埋位配音時都要戴上口
罩。

千嬅帶病演出，她表示主要是喜歡看這動畫，
加上二十年來首次配音，更是首度做反派，所以不
想錯過機會。而她也會偕兒子入戲院欣賞。問到演
反派會否怕破壞在兒子心目中的形象？千嬅笑說：
“他才三歲未會懂，但他聽到我把聲會叫媽咪。”

千嬅未病癒已經要繼續投入工作，她無奈地嘆
謂沒法子，因有很多工作是之前簽下，且巡迴演唱
會亦安排到十月。不過，完成巡唱後，她也準備先
休息一下，調養好身子，像公司希望她明年初接拍
一齣電影，她正研究是否可以待農曆新年過後才接
演。問到老公丁子高會否很擔心她？千嬅說：“人
無事已經很好了，即使之後再工作也不可以病，要

懂得養身，幸好現在兒子正放暑假，自己不用這麼
大壓力照顧他，作息時間會好一點。”

林曉峰扮King Sir未夠好
林曉峰與千嬅齊齊聲演一對大反派，最初他也

擔心千嬅病了換人會把他也換掉。今次他試音很順
利，美國電影公司很滿意他。至於今次鍾景輝
(King Sir)也有份配音，記者笑他經常扮King Sir，
可以代替他配音
收兩份錢？林曉
峰笑說：“我都
想，但也是看到
後期製作才聽到
有 King Sir 把
聲，其實我學他
尚未完善，要終
身學習。”他指
過去都分別試過
在 廣 告 中 扮
King Sir 和獎門
人曾志偉的聲線
演出。

首度挑戰配音聲演反派

千嬅提早出院帶病上陣

大肚攀高做家務

官恩娜挨老公罵

■■林曉峰林曉峰
透露在戲透露在戲
中聲演壞中聲演壞
蛋蛋。。

■楊千嬅出席聲演的《迷你
兵團》首映禮。

■■官恩官恩
娜穿五娜穿五
吋高跟吋高跟
鞋出席鞋出席
活動活動。。

■■徐小鳳徐小鳳((右右22))和謝安琪和謝安琪((右右))負責發放氣球負責發放氣球。。

■徐小鳳指荔園是屬於香港人
美好回憶的地方。

■■行政長官梁振英行政長官梁振英((中中))和中聯辦副主任仇鴻和中聯辦副主任仇鴻((右右22))主持開幕禮主持開幕禮。。

■■劉錫賢喜與場內擺設劉錫賢喜與場內擺設
合照合照。。■■黎燕珊黎燕珊（（右右））和徐小鳳合影和徐小鳳合影。。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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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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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健康）猜猜看哪：顶花带刺黄瓜、催熟水果、反季节蔬菜、奶

粉、牛初乳、速生鸡、避孕药鳝鱼、催肥猪、塑料瓶、塑化剂、豆浆豆腐，

还有这两天的无根豆芽，谁能造成性早熟？

近年来，有关婴幼儿或儿童性早熟的报道屡见不鲜，经常会有媒

体质疑这是由食物引起。孩子父母的哭诉、医生的诊断证明，配上小娃

娃隆起的乳房和吃剩的食品或食品包装，似乎形成了不容置疑的证据

链。食品到底会不会导致性早熟，是什么原理呢？我就从新闻报道入

手，一个一个的解释。

植物“激素”

通常人们对植物“激素”的描述就是“催熟”，最典型的是顶花带

刺的黄瓜、催熟的热带水果（比如香蕉、芒果）、膨大剂催的西瓜、反季

节蔬菜，还有最近媒体报道的无根豆芽。实际上严格来讲，产生这些效

果的应该叫植物生长调节剂，只不过媒体给它们挂了个“激素”的 lo-

go。

植物生长调节的作用有很多，有的是促进果实成熟，有的是让果

实同步成熟便于采摘，有的可以增加产量。但是无论它是什么功能，凡

是在我国批准使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都需要经过安全性评价，在批准

范围内使用是可以保证食用安全的。关于各个植物生长调节剂是怎么

回事，本文不作一一介绍，科学松鼠会的史军博士写过很多相关科普。

关键是植物激素会不会导致人的性早熟呢？其实这有点天方夜

谭的意思。动物和植物完全是两码事，两者的生理生化机制完全不同，

植物激素和人类激素也不存在化学结构上的相似性。如果植物激素能

让人性早熟，那你敢不敢吃点向日葵试试“面朝太阳，头晕眼花”？那你

怕不怕花粉让人怀孕？因为花粉就是植物的“精子”。

奶粉性早熟
随着婴幼儿奶粉的普及以及“奶粉焦虑症”的蔓延，媒体上时不

时就要来一个 XX奶粉导致婴儿性早熟的报道，几乎所有品牌无一幸

免。奶粉会不会导致性早熟呢？奶是奶牛分泌的，毫无疑问会有牛的激

素，这也是不少家长的疑虑。

标志性的事件出现在 2010年的“圣元性早熟案”，当年卫生部组

织了一批专家进行研究，对圣元样品的检测表明雌激素 0.2-2.3，孕酮

13-72。而国外报道的牛奶中雌激素为 0.16-4.4，孕酮最高 98。人奶中

雌激素为 7.9-18.5，孕酮为 10-40。（单位：微克 /公斤）

也就是说，圣元奶粉里的雌激素远没有母乳多，孕酮也和普通牛

奶没啥差异，很多跟母乳孕酮水平相当。最后包括医生在内的专家组

综合判定当初报告的几个案例都是个案，并不是由奶粉引起。这个事

件后来倒是峰回路转，发展成“拍案惊奇”，实在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理论上讲，如果某一种畅销食品会导致性早熟，那就不会是零星

个案，而应该是时间上相对集中、空间上四处开花的暴发态势。其实这

一逻辑不仅限于奶粉性早熟，对待各种个案爆料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质

疑。

牛初乳“性早熟”
现在人民收入提高了，高端洋气上档次的各种营养保健品也进

入寻常百姓家，这其中婴幼儿常会吃到的一种就是牛初乳，目的是为

了孩子提高免疫力、少生病。牛初乳对提高免疫的有没有效，我不了

解，但是它会不会导致性早熟呢？

相关行业曾在 2009年对牛初乳中 50种激素含量进行测定，结

果牛初乳中的激素与普通牛奶并无统计学差异，当然也有数据说牛初

乳里的激素水平是普通牛奶的 5-10倍。但是，相同类型的激素，人奶

尤其是人初乳一般高于普通牛奶和牛初乳。如果牛初乳（或牛奶）中的

激素可以导致性早熟，那岂不是母乳喂养的孩子个个都要性早熟了？

那为什么原卫生部在《关于进口牛初乳类产品适用标准问题的

函》中提到，婴幼儿配方食品中不得添加牛初乳？卫生部的解释是“物

理性质、成分与常乳差别很大，产量低，工业化收集较困难，质量不稳

定，不适合加工婴幼儿配方粉”，其实还有个原因是配方奶粉已经可以

满足孩子的营养需要，添加牛初乳不仅没有必要，还会因为概念炒作

误导消费者。

那为什么有媒体报道：“平均每天就有 20名左右的孩子被确诊

为性早熟，他(她)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长期食用牛初乳”？这其实

存在一个认识误区，那就是对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理解。我也可以发

现这些性早熟儿童其他一些共同点，比如“长期喝水、长期吃饭、长期

吃绿色蔬菜”等。

其他动物性食品导致“性早熟”
最常见的动物食品导致性早熟的典型说法包括避孕药喂养的鳝

鱼和水产、打了激素的速生鸡、催肥的猪。关于鳝鱼喂避孕药或者激素

的问题，谣传了很多年，后来人民网专门做了一期“求证”专栏进行的

辟谣，结论是根本不可能喂避孕药或者激素，否则鳝鱼只会死得快。但

有一点是真的，鳝鱼小时候是萝莉（雌性），长大了就变身糕富帅（雄

性），而且不需要任何外源性激素。

关于速生鸡很多人脑补出了打激素的段子，还煞有介事的说少

吃鸡翅根，因为那里是注射激素的地方。为啥一定是鸡翅根呢？莫非是

小时候种牛痘种多了？要是经常做皮试、打吊针，是不是编故事的时候

会说是鸡翅尖？

实际上速生鸡属于“大快型白羽鸡”，速生是良种选育和科学饲

喂的结果，央视曝光的速生鸡是滥用抗生素，跟激素没有关系。如果真

打激素或者喂激素，鸡的健康状况反而不好，和黄鳝是差不多的下场。

排除和速生鸡类似的良种选育和科学饲喂因素，“催肥”的猪倒

确实有可能存在激素问题，不过不是性激素，而是β受体激动剂，属

于拟肾上腺素类药物，也就是常说的瘦肉精。它的作用是提高蛋白合

成效率，提高饲料转化为肉的比率。

目前我国是完全禁用，但肯定有人偷偷的违法使用，美国可以合

法使用莱克多巴胺（安全性比克伦特罗高得多）。我国以前多次出现滥

用瘦肉精（克伦特罗）导致的中毒，但是主要是肌肉震颤、心率异常等

问题，跟性早熟是不相干的。

环境污染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家发现有一些环境污染物会产生类似人

类雌激素的作用，可能影响生殖发育，媒体上最热门的是双酚 A

（BPA）和塑化剂，公众不常听说的还有 PCBs（多氯联苯）、POPs（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等概念。

尽管不能排除这些物质引起性早熟，但截至目前为止并无明确

科学证据给他们定罪。因为关于性早熟的证据主要来自动物实验，而

且实验动物接触到的污染水平比人类可能接触的水平高得多。因此澳

新食品安全局在对 BPA评估后的结论是婴儿奶瓶中的 BPA水平不必

过于担忧，但作为一种不必要的风险，仍然禁止它使用在奶瓶中。至于

当年出现的“台湾小鸡鸡”案例，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倾向于认为这是

个案，无法说明塑化剂可以导致这一惨无人道的后果。

豆腐、豆浆“性早熟”

有的媒体引述专家的话，说豆制品里面含有类雌激素“大豆异黄

酮”，或导致婴幼儿和儿童性早熟。这话听起来颇有道理，但仔细一想，

这完全不符合普罗大众“吃了这么多年都没事，怎么可能有害”的逻

辑。

实际上类雌激素也没雌激素那么神的作用，而且这玩意在豆制

品中含量也很有限。真要是有那么大作用，岂不是可以拿来治疗更年

期综合症？需要注意的是，市面上一些大豆异黄酮保健品喜欢吹嘘神

奇功效，提防它们“暗度陈仓”偷偷加真激素。

婴幼儿和儿童性早熟的机理

性早熟分为真性性早熟和假性性早熟。真性性早熟的发生原因

复杂，既可因颅内感染、外伤或肿瘤等器质性疾病，也可是找不到任何

原因的所谓特发性的中枢性性早熟。假性性早熟的病因也很多，但生

殖腺肿瘤、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或肿瘤是最主要的病因。所以不要胡乱

怀疑食品，先要排除这些器质性病变。

除了疾病等原因，性早熟还可能与饮食不合理、营养过剩、能量

过剩、乱吃补品有关。前面说到的性早熟孩子都吃了牛初乳，如果深究

下去，也许会发现他们的营养状况太好了。临床上也确实经常可以看

到一些肥胖儿童激素水平异常的现象，甚至有的小男孩的雌激素水平

胜过成年妇女。还有些家长给孩子乱吃补品，甚至是成人补品，有的所

谓的保健品连“蓝帽子”都没有，吃出问题也就很正常了。

如何看待性早熟患儿的增加
首先，现在医生经常会发现某种疾病的患者增多了，直观上感觉

“出问题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有个事件

也许大家还有印象：某医院挂条幅庆祝“祝贺住院病人突破 4万人

次”。医疗保险尤其是新农合的普及使得就医的比例增高；人们健康意

识的提升，诊断技术的提高也使得很多疾病更容易被发现，这都是表

观上疾病增加的原因，比如呼声很高的甲状腺疾病就不能排除这些因

素而直接认为是碘盐造成的。

据文献报道，儿童性早熟的发病率是 1-2人 /万人，其中 5-9岁

女孩的发病率最高，约 8人 /万人。估计北京 2012年出生约 20万孩

子，在总人口和生育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在几年后的某个时间断面，

仅 5-9岁的孩子就有约 9×20×4=720人性早熟，这些孩子虽然会分

散到不同医院，但很可能会多个医院重复就诊，然后很可能在儿童医

院就会出现“平均一个月几十个性早熟孩子”。（这还不考虑异地前来

就医的）如果将来出现这样的报道，你还会感到意外和震惊吗？

如何规避性早熟风险
看到不少国内医生建议不要吃鸡肉、不要吃反季节蔬菜等各种

不靠谱建议，也看到外国医生的一些不靠谱的建议，比如素食主义。综

合来讲，我觉得比较靠谱的有这么几点：

1、减少塑料制品使用。

2、尽量不给孩子吃营养保健品（包括牛初乳），没有“蓝帽子”标

识的决不能吃。

3、从小培养孩子谷物、蔬菜、肉蛋奶的合理搭配，不要以为高蛋

白才是好食品。

4、不要让孩子把果汁、饮料当水喝，口渴就喝白开水，避免能量

摄入过多。

5、多陪孩子玩耍、运动。

6、家长如果有吃口服避孕药的，一定放好了，孩子的好奇心是什

么都敢翻出来吃的。

7、如果出现性早熟迹象，要到正规医院就诊，不要盲目怀疑食物

引起，首先考虑是否由疾病引起。

这些年 不明不白的“性早熟”

責任編輯：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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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兩次、每次持續5分鐘的臉部按摩，能夠促進血液循環，令你呈現自然均衡的健康膚
色。讓你的蘋果臉變成瘦蘋果~按摩早晚都可進行。

步驟一：以眉心為基點，劃大圈按摩，擴散至整個額頭用食指、中指、和無名指，以眉
心為基點，向太陽穴方向劃圈按摩。皮膚有向上拉扯的感覺，順勢推拿按摩太陽穴。

步驟二：這個環節針對常常被人遺忘的鼻子進行按摩用中指指腹向下順直輕輕按摩鼻子
兩側，有舒展肌膚和防止橫紋出現的功效。左右兩側各按摩3次;中指指腹緊貼鼻溝，一點
一點上下移動，大約6次。使堆積污垢浮出。為溶化多餘的皮脂，要少許用點力。

步驟三：在容易下垂的嘴角處，迅速向上提用中指和無名指的指腹從下唇正中心滑向左
右嘴角進行按摩。此舉有緩解皮膚鬆弛的作用，大約3次。

步驟四：臉頰部分大幅度按摩以下顎為中心用中指和無名指的指腹，向左右耳方向劃圈
按摩。手指大幅移動按摩全臉，大約3次。

步驟五：輕輕刺激太陽穴，促進淋巴循環再次輕推太陽穴，用自己感覺舒服的力道即
可。太陽穴掌管著淋巴流動，要輕輕按壓促進其循環。

步驟六：對容易產生疲勞、浮腫的眼部週圍，要謹慎認真的按摩，以促進血液循環以眼
角為基點，用中指和無名指指腹覆蓋整個眼部，輕柔的劃向外側，大約3次。這時還要再次
輕推1下太陽穴。

步驟七：稍稍用力按摩血管和淋巴
集中的頸部如果按摩霜不夠可以再次
補充，用整個手掌由下向上提，頸中
央要輕輕用力，兩側要稍稍加點力
度。按摩時下顎上昂較容易做動作。

瘋狂過後，肚腩一下大了幾倍，脹卜卜的感
覺確實令人難受，為了挽回以前美好的身段，
還是努力多做收腹運動，線條才會再次出現，
將以下的運動每天做1-2次，小肚腩便會迅速
銷聲匿跡。

蛇伸展式
動作——
請俯臥，全身放鬆；
轉動頭部，將下巴抵在墊子上；
雙臂向體後伸展，雙手掌心相對、十指相握

放於體後，雙臂伸直；
深深吸氣，抬起頭部、肩部，上身盡量向上

抬起，雙臂用力向後伸展帶動身體抬高至極
限，肩部、胸部盡量向上擴張，頭部抬高，眼
睛看上方，保持自然均勻呼吸；

呼氣，上身緩慢還原回地面，下巴輕觸墊
子，雙臂伸直放於體後；

再次深深吸氣，抬起頭部、肩部，上身再次
盡量抬高至極限，屏住呼吸；

呼氣，身體緩慢放回地面，雙臂還原回體
側，下巴抵在墊子上。

轉動頭部，將胸的任意一側放在墊子上，全
身放鬆。

保持10-15秒，重複3次。
功效——
1、美化頸部，預防頸椎炎。
2、增強手腕的力，讓手臂更緊實。
3、柔軟脊背，使精力充沛，可防治各種背

痛和脊柱損傷。
4、收緊腰腹肌肉，美化臀部、腿部線條。
5、按摩內臟器官，養腎排毒，助消化，除

便密，調節內分泌。
門閂式
1、雙膝併攏，跪在地上，兩手臂自然下

垂，指尖向下，雙目平視。
2、右腿向右方伸直，腳掌著地，腳背繃

直，舉起兩手臂，手臂與地面平行，掌心向
下。

3、呼氣，向右彎曲上身軀幹和右臂，右手
掌放在右腳背上，掌心向下，左手與地面垂
直，眼睛看向左手指尖。

4、繼續呼氣，左手臂向右向下，左掌與右
手重疊，左上臂貼住耳朵，頭在兩臂之間。保
持此姿勢，呼吸3——6次，吸氣，復位。換另
一邊做同樣練習，左、右重複練習3——6次。

1、消除神經緊張引起的疲勞和背痛。
2、活躍脊柱神經，消除背部僵硬。
3、強健腹部肌肉和器官。
4、消除腰圍的贅肉。

脫髮原因之一：主食和水果蔬菜攝入不足
歷代養生家一直提倡健康的飲食需要 「五穀為充、五果為

養」，也就是說人體每天必須攝入一定量的主食和水果蔬菜。
然而，最近的一份調查表明，現代城市人的主食消費量越來越
少，已有不足之勢。這給健康帶來了一定的隱患。主食攝入不
足，容易導致氣血虧虛、腎氣不足。

中醫理論認為，腎為先天之本，其華在發。因此頭髮的生長
與脫落過程反映了腎中精氣的盛衰。腎氣盛的人頭髮茂密有光
澤，腎氣不足的人頭髮易脫落、乾枯、變白。頭髮的生長與脫
落、潤澤與枯槁除了與腎中精氣的盛衰有關外，還與人體氣血
的盛衰有著密切的關係。老年人由於體內氣血不足、腎精虧
虛，常出現脫髮的現象，這是人體生、長、壯、老的客觀規
律。所以說，如果年輕人脫髮不僅影響整體形象，還可能是體
內發生腎虛、血虛的一個信號，而這些問題與主食攝入不足有
密切關係。

脫髮原因之二：肉食攝入過多
很多人經常在吃正餐的時候祇顧喝酒、吃菜，忘記或故意不

吃主食，這很容易因營養不均衡而使腎氣受損。此外，主食吃
得少了，吃肉必然增多，研究表明，肉食攝入過多是引起脂溢
性脫髮的重要 「幫兇」。

防治脫髮應當如何調理飲食
1.補充鐵質。經常脫髮的人體內常缺鐵。鐵質豐富的食物有黃

豆、黑豆、蛋類、帶魚、蝦、熟花生、菠菜、鯉魚、香蕉、胡
蘿蔔、馬鈴薯等。

2.補充植物蛋白。頭髮乾枯，髮梢裂開，可以多吃大豆、黑芝
麻、玉米等食品。

3.多吃含鹼性物質的新鮮蔬菜和水果。脫髮及頭髮變黃的因素
之一是由於血液中有酸性毒素，原因是體力和精神過度疲勞，
長期過食純糖類和脂肪類食物，使體內代謝過程中產生酸毒
素。肝類、肉類、洋蔥等食品中的酸性物質容易引起血中酸毒
素過多，所以要少吃。

4.補充碘質。頭髮的光澤與甲狀腺的作用有關，補碘能增強甲
狀腺的分泌功能，有利於頭髮健美。可多吃海帶、紫菜、牡蠣
等食品。

5.補充維生素E。維生素E可抵抗毛髮衰老，促進細胞分裂，
使毛髮生長。可多吃鮮萵苣、捲心菜、黑芝麻等。

健康忠告
每個健康成年人每日糧食的攝入量以400克左右為宜，最少不

能低於300克。即使在減肥期間也不
能不吃主食。此外，適當攝入一些能
夠益腎、養血、生發的食物，如芝
麻、核桃仁、桂圓肉、大棗等，對防
治脫髮將會大有裨益。

兩招幫你爆飲後快速縮肚腩兩招幫你爆飲後快速縮肚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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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徐達輝/採訪報
導】東南亞中心繼四月份舉行
了母親節後，6月15日再慶父
親節，確保“男女平等”，儘管
是“女士優先”。而且；雖然是
慶祝父親節，同樣也來了眾多
母親，使其“男女平等”原則時
時貫徹，也更充滿家庭團圓的
氣氛，東南亞中心不愧為北華
埠地區父母親們的大家園。

今天，幾十位來賓濟濟一
堂，熱鬧氣氛不亞於母親節。
父親節餐會由中心的男領導

何俊賢先生與新主任黃呂玉
瓊共同主持。

黃主任首先介紹了菜譜，
有中心拿手的老火煲湯：椰子
煲雞，有由中南市場奉獻的芥
藍，更有春節期間在富麗華酒
樓舉辦春宴時被廚房春玉阿
姨抽獎中到的金牌乳豬一份，
她一直捨不得去取獨享，今天
貢獻出來，由大家一起分享；
作為父親節，主要的禮物就是
一個重量級的大蛋糕，上面寫
著：祝東南亞中心長者康樂。

如果說，食品是一次性的
，那麼，中心還送出了可以長
期享用的更珍貴禮物：老年公
交免費卡（所有的巴士與輕軌
地鐵）。供65歲以上的長者使
用，有使用者照片。 黃呂
玉主任特別提示，如果該卡遺
失，要立即報警備案。否則，一
旦被別人拿去使用，會有嚴重
後果，像是沒收該卡或者持卡
老人至少在申訴補辦階段不
得免費乘坐公共交通，而且，
能否批准補辦還不一定，因為

政府會懷疑是該
持卡人故意給他
人使用，涉及合謀
欺詐政府，同時冒
用者會被追究刑
事責任。

最後，中心還亮
出秘密武器：“隱
藏”在中心內那外
掛牌為：廚房重地
，閒人免入——其
實是幼稚園的十
幾位小朋友，有幾
種膚色，又穿戴各
異，如一族豐富多
彩的動感鮮花，不
失為敬贈耆老們
最好的禮物！在白
人教師拉手風琴
的伴奏下，小朋友
唱起了“祝福父親
節”的歌曲。雖然
周圍環境擁擠，不
乏廚房內的鏗鏘
聲聲，，但如交響樂的但如交響樂的
伴奏伴奏，，也有別有情也有別有情
調的立體效果調的立體效果，，引引
起許多老人的和起許多老人的和
聲共鳴聲共鳴，，真是鶴髮真是鶴髮
童顏童顏，，返老還童返老還童，，
使大家的節日氣使大家的節日氣
氛久久不息氛久久不息。。

東南亞中心舉辦慶祝父親節餐會樂融融東南亞中心舉辦慶祝父親節餐會樂融融
春玉阿姨貢獻金牌乳豬春玉阿姨貢獻金牌乳豬 何俊賢黃呂玉與耆老共切何俊賢黃呂玉與耆老共切大蛋糕大蛋糕

何俊賢先生何俊賢先生((左左))與黃呂玉主任與黃呂玉主任((右右))共同主持父親節餐會共同主持父親節餐會

耆老父親們共切大蛋糕耆老父親們共切大蛋糕

歡樂現場一景歡樂現場一景

小朋友們為耆老表演歌唱小朋友們為耆老表演歌唱歡樂現場一景歡樂現場一景

2004年2月28日上午，由「中國關
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和北京童馨誠
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聯合舉辦的「海峽
兩岸青少年數學科普交流成果：主人
翁心算演示暨專家座談會」，在北京東
城區少年宮成功召開，出席座談會的
有實驗班的 50 多名小朋友、近百位兒
童家長、30 多位北京市各區教研室的
負責人以及20位主人翁心算教師代表
。十分振奮人心的是有5位著名的數學
專家蒞臨，一起就海峽兩岸教育交流、
引進臺灣地區普遍開展的主人翁心算
教學活動進行觀摩、座談、研討。他們
是：
著名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元；
著名中小學數學專家、教授王長沛；
中國科學院科普辦公室主任丁穎；
教育科學研究所基礎教育課程教學研
究部專家李嘉駿；
教育部中小學生科技教育核心專家成
員、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專家李亦菲。

中國科學院王元院士是著名數學
家，曾30多年與華羅庚共識、合作從事
基礎數學領域的研究，在國內外都取
得了非常傑出的成就。同時，王院士花
大量時間從事數學科普創作，關注青
少年的科技教育。他用了8年的時間，
完成了「華羅庚」傳記著作並因此於
2002年獲得臺灣第一屆吳大猷科學普
及著作獎金籤獎。

著名的中小學數學專家王長沛教
授多年從事青少年教育領域的研究，
是北京市廣大青少年非常熟悉的一位
老專家。

中科院科普辦公室主任丁穎在中
科院科普工作崗位上耕耘多年，她非
常熱心支持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多
年來對各個部門、社會單位開展公益
科普教育活動都給予大力支持。

李嘉駿教授是中央教育科學研究
所專門從事學校基礎教育課程研究的
專家，是「一掌金」的傳人，對我國古心
算-珠算具有獨到的研究和見地，近年
來，曾經調查、暸解、接觸過100多種心
算。目前，正在對這 100 多種心算進行
深入研究，探尋兒童腦潛能可持續發
展的心算教學法。

李亦菲博士是北京師範大學年輕
專家，是國家教育部在中考、中小學科
技教育的核心專家成員。

出席大會的院士、專家面對幾十
名學齡前兒童的精采表演，產生了極
大的興趣，對臺灣曾春兆先生創辦的
主人翁心算教學法給予很高的評價。

王元院士興趣盎然的說：「我搞了
這麼多年的科普教育工作，今天這樣
近距離的面對這麼小的孩子還是第一

次，這些孩子這樣活潑的通過舉手投
足在愉快中學習數學知識，使我想到
了自己 70 年前的童年。這麼小的孩子
能用自己的雙手算出正確的結果，這
本身就說明了這種教學法是好的。至
於快慢，沒關係的，科學家也有快、有
慢，華羅庚就快，陳景潤就慢。關鍵是
對腦潛能的開發。

我準備了自己兩次去臺灣進行科
普交流的資料，一次是1995年，那年我
65 歲，在臺灣中學作學術報告時正是
我的生日，他們為我過生日，我給孩子
們講中國近代數學的發展史，我和孩
子們都很快樂。第二次是今年我去臺
灣領取臺灣科普最高獎-吳大猷獎金
籤獎，評這個獎是幾個諾貝爾獎獲得
者。臺灣很重視科普教育，科普專家要
好好的發揮作用，主人翁心算教學法
作為兩岸科普交流的內容很好，我們
科普專家也願為這項科普交流作貢獻
。」

李啟民主任插話：「今天王元院士
對科普教育提出了很好的要求，就是
要愉快教育，愉快交流，不是強迫，不
是壓制，要很高興，很愉快，主人翁心
算教學法就充分體現了快樂教育，因
此我們把它作為兩岸交流的專項進行
推廣交流。」

著名中小學數學專家王長沛教授
說：「看到小朋友的表演我很興奮，我
認為小朋友應當玩兒數學，不要過分
的壓力。今天小朋友的表演方向很出
色，應當這樣，給孩子們輕鬆的發展機
會和發展空間。

現在我正在選一個多元智力開發
項目，怎樣給孩子一個寬鬆的發展機
會，是很重要的課題。北京的家長教育
觀念轉變很大，家長的付出也很大，天
天送孩子去學習，很辛苦。但是，要反
思怎樣給孩子一個什麼樣的童年？我
是老師，特別知道教師的辛苦，前天我
去廣渠門中學與校長談到對『宏志班』
的管理，學校的常規管理是很嚴格的。
今天我參加這次主人翁心算教學法的
演示活動，感到很有價值，臺灣的曾春
兆先生開創的這種教學法令我敬佩，
吸收曾先生的這種教學觀念，推廣這
種教學法，為孩子們可持續發展創造
了發展空間，感謝關工委給我這次學
習的機會。

我看到主人翁心算這個項目很好
，我有以下幾個想法：
(1)曾先生熱心教育，特別是熱心幼稚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熱愛才
能有創新。
(2)主人翁心算教學法有理論思考，特
別是他的理論思考不是從理論到理論

的邏輯推理性的思考，不是坐在椅子
上去思考問題，去研究理論，而是從實
踐出發考慮的，經過二十年的實踐、發
展、完美，這是最難得，非常好。
(3)主人翁心算教學法有很多的可操作
性，很好，我初次接觸，就感觸到曾先
生很努力，是他把對兒童的教育從機
械教育、背算教育轉到心算教育，而又
超越了心算教育的範疇去發展數學的
空間。
(4)主人翁心算教學法在教學中注重情
感教育，這是很重要的，情感教育很重
要。在教學中放優美的音樂，改變了教
學環境；在訓練中注重交流活動，注重
口頭表達訓練，這與其他速算有很大
的超越。
(5)對兒童數感的培養，這是個方向性
的問題，主人翁心算教學法展示了培
養數感的實踐過程，我認為要與課程
改革相結合，有創造性地結合，給孩子
們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空間。」

丁穎主任接著說：「第一次見到這
麼小的孩子這麼有興趣的演示心算，
感到很高興，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教育科學研究所基礎教育課程教
學研究部專家李嘉駿十分驚喜地說：
「看到小朋友表演主人翁心算感受頗
多，對臺灣曾先生發揚民族文化，敢於
思考，勇於開創的精神很讚賞，對中國
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大力支持推廣
主人翁心算感到非常高興。」

他說：「中國心算歷史悠久，那麼，
什麼是心算？古人云：『善數者不用器

械 』，學
生用自己的雙手代替了運算器械，用
以算出數，這才是心算。主人翁心算把
中華民族的國粹-珠算承接下來，又發
揚光大了，我對曾先生、關工委，以及
趙老師很敬佩。

最近，國際心算協會會長、中國珠
算協會會長遲海彬，找到國家教育部，
提出對心算要作為一個項目進行專門
研究。目前心算、珠算在全國有350 多
萬學生在學習，具體演算法有100多種
，方方面面，各不相同。惟主人翁心算
是用手指運算，很有獨到之處。具體有
以下幾點：

首先是方向對，其目標是提升腦
力，挖掘腦潛能，可以促進學生腦力持
續發展，這樣，家長、國家都有了實現
期望值的可能，非常好。其次是王院士
講的『興趣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據我
暸解，學生學習珠心算，要背81個口訣
，然後對500多道題目進行機械式的背
誦訓練，強化背下來，最後使孩子喪失
了興趣，我不贊成。目前，國家教育部
對心算提出要求，既注重口算，加強估
算，引進計算器，發展多種演算法，剛
才看到學童以十指數數，數出100使我
驚訝！我認為用手指運算，指出了心算
的方向，手巧則心靈，學生手動起來了
，替代了強硬的表像，有獨到的價值。

我希望合作，把這個項目作為實
驗項目，要研究出專案好在哪裡？是否
可持續發展？我也希望同幾位科普專
家共同研究。」

國家教育部中小學生科技教育核
心專家成員、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專家
李亦菲在親自考察了心算學員小李奕
飛(兩人名字同音非常巧合)的手指運
算能力後，十分興奮地說：「看了學生
的表演我說三句話。

第一句：重視技能的培養，用不同
的方式表示數，其種類很多，用雙手表
示數作運算，這是對孩子進行智力開
發，很好。手指是形象，數位是符號，形
象與符號的相互轉換，是需要很強的
心理協調能力，對孩子的智力發展很
好。

第二句：轉換方式最重要，左右腦
是協調發展的，聲音是左腦的功能，形
象是右腦的功能，數形一致，互相轉換
，協調工作，使左右腦同時協調發展，
這才是完整的智力。

第三句：我贊同在輕鬆、愉快的環
境下教學，不要形成壓力，孩子喜歡最
好，我看這個專案有很好的發展空間，
願意參加研究。」

出席座談會的部分少年宮、教育
研究單位的負責人和近百位家長，聽
了專家的發言受益匪淺。同時，還有數
家中國國家級和北京市新聞單位出席
。

達福地區「主人翁心算」教室，全
年招生，四季開班。詳情請洽：達拉斯
鄭老師 469-235-5006。Southlake 胡老
師 817-251-1940。網址：www.mental-
math.us。(台灣「主人翁心算」總部推薦，
達福主人翁供稿)

中國大陸專家高度評價主人翁心算

布蘭諾的居民你們好：
我想你們肯定看到我以前寫的關于SUV第三排車座

被盜的文章，或看到電視上關于在達拉斯福和市地區發
生一系列這樣案件的報道。僅僅在這一個月內，我們就得
到了八起這類案件的報告。這類案件還在繼續發生，我們
正竭盡全力識別並逮捕與此類案件有關的犯罪分子。我
們這裏的案子大多發生在白天，受害者的車停在上班、吃
午餐或工作的地方。嫌疑人是這樣作案的，他們把自己的
車停在SUV的旁邊，（這些SUV大多是General Motors 的
產品Escalades, Tahoes, Suburbans）, 然後打破車後窗。他們
進入車裏面，解開後車座，把它們拉出來。作案時間也就
幾秒鐘。現在，你們可以到網上去搜索一些上市的產品，
它們會减少你成為受害者的可能。我自己也做了點功課，
發現有種很簡單的電綫鎖，和自行車的鎖很像，這可能起
點防盜的作用。如果你搜索電綫/電纜鎖（cable lock）你就
知道我說的是什麽了。你還可以在這個網站上看看樣品

http://www.safercerritos.com/_pdfs/cable_lock.pdf 。 這 種
商品在你購買時附帶有個小帖，你把它貼在後車窗上讓
犯罪分子知道你有鎖。這是為了警告犯罪分子，別讓他們
把你的車砸了，而後發現你的車座上了鎖。

最後一個重要的事是，我和負責這類案件的一個偵
探談了談，他說要找地兒賣這些車座並不容易。很有可能
有不少車座被盜，但問題是沒有任何序列號或記號來表
明它們是被盜的。他想讓我把他的建議轉告大家，用電筆
把駕照號碼刻在車座的金屬框上。有了這個，就可幫助我
們找到車主把車座還給他們，並幫
我們找到作案者。

像以往那樣，不是每個人都在
Nextdoor 上，因此請把此信息轉告
給你的親朋好友、同事及鄰居。謝謝
你們在我們試圖找到罪犯時給予我
們的幫助。(布蘭諾警察局供稿)

布蘭諾警察局新聞發言人的信
SUV 第三排車座被盜案

David Ti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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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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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申奧巴黎申奧

林書豪指導林書豪指導
小球迷扣籃小球迷扣籃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 華裔籃球巨星林書豪在休賽期到訪北京華裔籃球巨星林書豪在休賽期到訪北京，，正式正式
接受接受TAG Heuer (TAG Heuer (泰格豪雅泰格豪雅))北京大挑戰北京大挑戰，，向粉絲親身示範向粉絲親身示範##
無懼挑戰無懼挑戰，，成就自我成就自我##的先鋒精神的先鋒精神。。他帶領來自東方啓明星籃他帶領來自東方啓明星籃
球訓練營的少兒球員們完成了一項高難度的移動籃筐投籃挑球訓練營的少兒球員們完成了一項高難度的移動籃筐投籃挑
戰戰，，並鼓勵小球員們爲他們的籃球夢想而刻苦學習並鼓勵小球員們爲他們的籃球夢想而刻苦學習。。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 法國巴黎法國巴黎，，巴黎在法國國家奧林匹克體育委巴黎在法國國家奧林匹克體育委
員會員會（（CNOSFCNOSF））總部正式宣布其參與競爭總部正式宣布其參與競爭20242024年奧運會申年奧運會申
辦城市辦城市，，這一消息的宣布時間恰逢國際奧林匹克日這一消息的宣布時間恰逢國際奧林匹克日。。巴黎市巴黎市
長安娜長安娜··伊達爾戈女士在會議上表示巴黎申奧勢在必得伊達爾戈女士在會議上表示巴黎申奧勢在必得。。

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5年6月27日（星期六）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孫海平談劉翔離婚 長痛不如短痛

中超第15輪賽果
長春亞泰 2：1 貴州人和
廣州富力 1：2 河南建業
遼寧宏運 1：3 上海上港
石家莊永昌 1：1 山東魯能
天津泰達 0：3 重慶力帆
江蘇舜天 3：2 上海申花
上海申鑫 2：0 杭州綠城
廣州恒大 0：0 北京國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恒
大淘寶俱樂部教練組變更，曾輔助納比和簡拿
華路的中方助教李鐵也要走了。記者了解到，
在25日晚廣州恒大與北京國安隊的榜首大戰結
束後，李鐵正式向俱樂部提出辭職，結束了自
己在恒大隊三年零一個月的執教工作。26日早
上，李鐵也確認了自己辭職的消息，同時發表
了對恒大、對三任主教練的感激之情。對於辭
職原因，恒大及李鐵本人都還沒有透露相關信
息。
三年前，納比接過恒大教鞭，隨後主動向

球隊提出希望有一位年輕得力的中方教練能夠
進入自己的工作團隊。最終，在恒大推薦的人
選之中，納比選擇了前國腳李鐵，李鐵的球員
經歷、留洋背景都讓納比非常看好，李鐵也隨
即結束了在遼寧隊球員兼教練的工作，南下廣
州正式加盟恒大。

三年一個月 輔佐三名主帥
在過去三年多的時間裡，李鐵一直作為納

比團隊的一員為球隊三年五次奪冠作出了自己
的貢獻，也得到了俱樂部與球隊的認可。在納
比辭職離開後，李鐵繼續留在隊中，輔佐簡拿
華路，包括在史高拉利到來之後，李鐵依舊在
教練團隊中發揮重要作用。
25日晚與國安的比賽結束之後，李鐵正式

向恒大俱樂部提出辭職，26日早上也對外確認
了消息。“昨天（25日）我已經正式向俱樂部
提出辭職。感謝納比教練、簡拿華路教練、史
高拉利教練對我的信任和對我工作的認可。這
三年零一個月的每一天我都非常努力地工作和
學習，感謝恒大足球俱樂部給我這樣的機會！
感謝球隊的每一個人！未來，我不會停下腳
步，依然會去努力實現自己足球夢想。”

25日結束的中超第15輪比賽，恒大與國安
在北京天河體育場以0：0握手言和。目前兩隊8
勝6平1負積30分暫居榜首，上海上港以1分之
差緊隨其後。

恒大中方助教
李鐵辭職

早在18日網上出現轉會傳聞後，新華社記
者就第一時間向江蘇、天津雙方求證了

消息，蹊蹺的是，江蘇舜天方面是在官網宣
布孫可離開球隊加盟天津的消息，而天津方
面雖然也證實了這一消息，但消息來源並非
泰達俱樂部高層，而是贊助商權健集團的一
位副總。
起初，這起轉會並無蹊蹺之處，但隨着

時間推移，泰達方面卻始終沒有宣布孫可加
盟的消息。五天後，孫可“爽約”水滴體育

場，泰達與權健之間的矛盾被揭示
出來，孫可的轉會不為泰達俱樂部
認可，淪為一項“爛尾工程”。

前無古人 有錢就任性
孫可的6600萬元轉會金額冠絕

中超所有內地球員，而如今由其引
發來的“轉會風波”在世界範圍內
也幾乎是沒有先例。不管泰達究竟

是不是在與權健較勁，贊助商
竟能直接繞過俱樂部與江蘇
和孫可方面接觸，並主導達
成轉會交易，這本身就是一
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這起“非官方轉會”和它所引發的一系
列事件仍在發酵：權健威脅撤資，要終止與
泰達合作；天津球員面對泰達與權健的糾紛
人心浮動，24日當晚以0：3大比分輸給來訪
的重慶力帆；江蘇隊雖然獲勝，也被曝出球
隊在拿到高額轉會費後不願在今夏拿出資金
引援，引發將帥不和。無論此事最終以怎樣
面目收場，當事各方似乎都是失敗者。
按今年2月27日天津泰達俱樂部對外宣

布的信息，權健國際自然醫學集團與泰達俱
樂部達成的是戰略合作關係，其中包括了球
隊冠名權的使用。
根據未公開的內部信息，權健有三年之

內接手泰達的規劃。但第一年權健就迫不及
待地想“單飛”、進入轉會市場“一擲千
金”，這顯然會引起泰達方面的不滿。一面
是有錢就想“任性”的權健；另一面是正值
用人之際、缺錢但又不想立刻撒手權力的泰
達，在兩者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天津隊和
孫可成了犧牲品。
眼見一樁引人注目的重磅引援即將成為

天津相聲裡一個“逗你玩”的包袱素材，中
國足球有必要在這樣的轉會鬧劇中反躬自
省，從而避免重蹈覆轍。 ■新華社

孫可轉

會剛剛創下

6600 萬 元

（人民幣，下同）天價，又

很快鬧出笑話。因轉會後天

津泰達俱樂部遲遲不為其辦

理註冊手續，孫可目前尚無

資格為新東家披甲上陣。這

名曾在年初亞洲盃比賽中為

中國隊貢獻3個精彩入球的

優秀國腳，卻在享受“國內

球員史上最高身價”後很快

面臨下半賽季在哪踢球、能

不能踢球的嚴肅問題。

沒有任何徵兆，劉翔在去年9月忽然宣布
結婚！同樣是沒有任何徵兆，劉翔25日突然宣
布離婚！他當日在微博寫道：“我與葛天2014
年5月戀愛，同年9月結婚，婚後因性格不合，
於今天結束這段婚姻，希望今後各自都有更美
好的人生，祝願彼此。”對此，恩師孫海平表
示：長痛不如短痛，希望劉翔以後的選擇更慎
重。
2014年9月9日9時，劉翔在微博上發布了

簡短的愛的宣言：“我最愛的它和她。”配圖
是劉翔和葛天依偎着倚靠在欄架上。兩日後，
二人十指緊扣出席在上海舉辦的一次公益活
動。但出人意料，這也是劉翔和葛天唯一的公
開亮相。從那時起，就再也見不到劉氏夫婦公
開交流，圍繞他們是越來越多的分居、離異的
傳聞。直至25日，劉翔終於在微博做出了結：

“我與葛天2014年5月戀愛，同年9月結婚，婚
後因性格不合，於今天結束這段婚姻，希望今
後各自都有更美好的人生，祝願彼此。”
對此，久未露面的恩師孫海平在接受《北

京晚報》訪問時表示：“希望他之後的選擇更
加慎重吧。”他說：“婚姻，講究兩情相悅，
是兩個人生活在一輩子的事情，以後要經歷的
事情更多。既然兩個人性格不合，心裡有疙
瘩，生活在一起也不會幸福。如果是這樣的
話，長痛不如短痛。”

孫海平續稱：“今年劉翔先是因為傷病
退役，現在又結束了這一段並不好的婚姻，
怎麼說呢，算是搬離了壓在身上的兩座大山
吧。他之前面臨的各種壓力太大了，現在可
以稍微輕鬆一點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北京時間25日晚，中超老牌球隊上海申花宣布西
甲球隊利雲特的馬里中場施素高正式加盟。施素高出
生於1985年1月22日，身高191cm，司職防守中場，
現役馬里國腳。2003年，以18歲之齡加盟西甲勁旅華
倫西亞。2005年，施素高以1100萬歐元轉會英超利
物浦，在為利物浦効力的三個賽季中，施素高共為紅
軍出戰86場比賽。2008年，施素高轉會加盟意甲豪門
祖雲達斯，三個賽季共為斑馬軍團出戰100場比賽。
之後，施素高分別輾轉於巴黎聖日耳門和費倫天拿。
2013年，施素高加盟西甲利雲特俱樂部，在剛剛結束
的2014賽季，施素高共為利雲特出戰21場比賽，12
次首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納比（左）對李
鐵（右）的欣賞溢
於言表。 資料圖片

■■孫海平與劉翔師孫海平與劉翔師
徒情深徒情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申花官網宣布申花官網宣布
施素高加盟施素高加盟。。

■孫可在亞洲盃中國
對陣朝鮮隊一役梅開
二度。 資料圖片

■孫可（藍衫）為
江蘇舜天在中超戰
場披甲。 新華社

■■孫可孫可（（右右））日前日前
手拿天津泰達隊服手拿天津泰達隊服
合照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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