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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資深專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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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enegonzalezlaw.com

無需翻譯無需翻譯，，不用助理不用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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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親自本人親自出庭出庭
為您爭取最大權益為您爭取最大權益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wendyc21sw@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Email：wychoi88@gmail.com www.wycrealty.com

現成餐館出租，不需購買，不同地點
低利率、買房、換房好時機
幫助貸款.不需查收入

住宅住宅、、商業商業、、租賃租賃、、物業管理物業管理

投資置業投資置業投資置業，，，正是時候正是時候正是時候;;;

把握機會把握機會把握機會，，，及時進場及時進場及時進場
281-881-3276
Wendy蔡

詢問，請電

1) 湖景豪裝共渡屋 1600尺 2房
2廁 近中国城，投資自住首選
僅售7萬9

2) 英式建築獨立屋，好區交通
方便。1620 尺,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11萬9

3) 獨立屋1300 尺 ,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9萬9

買賣促銷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專業管理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713-981-6888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星期二 2015年7月7日 Tuesday, July 7, 2015 星期二 2015年7月7日 Tuesday, July 7, 2015

美國各地慶祝獨立紀念日美國各地慶祝獨立紀念日！！

本報記者
翁大嘴報道

77 月月 44 日是日是
美 國 獨 立 紀 念美 國 獨 立 紀 念
日日 （（ 國 慶 節國 慶 節 ））
，， 各 地 舉 辦 了各 地 舉 辦 了
以 放 煙 花 為 主以 放 煙 花 為 主
的慶祝活動的慶祝活動。。

在很多地方容許民眾私自放煙花在很多地方容許民眾私自放煙花。。

休斯敦市民在公園內等待看煙花休斯敦市民在公園內等待看煙花。。

休斯敦市政府前休斯敦市政府前
觀賞到的煙花美景觀賞到的煙花美景。。

紐約曼哈頓的煙花絢麗多彩紐約曼哈頓的煙花絢麗多彩。。

休斯敦赫門公園上空的休斯敦赫門公園上空的
煙花也十分壯觀煙花也十分壯觀。。

美國人把獨立日看作是重大節日美國人把獨立日看作是重大節日。。

「「衍易工作坊衍易工作坊」」 77月月1919日起推出日起推出
今年度的今年度的 「「風水調氣班風水調氣班」」

防治糖尿病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防治糖尿病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
（（MultiflowersMultiflowers））三效合一保健康三效合一保健康

（本報訊）衍易工作坊主辦、一年一度
的風水調氣班、將於 7 月 19 日,7 月 26 日兩
個星期天下午 2 點到 6 點在中華文化中心上
課。今年特別開放網路報名,可以到Fengshui-
Professor.com 登 記, 也 可 以 電 話 報 名:
832-417-8168。

第一個四小時，衍易老師將為大家講解
如何分辨住宅本身的氣場特性，同時了解每
個人自己對風水氣場的特別需要。

我們對風水的需求，其實因人而異。希
臘人有句諺語，說是： 「一個人的美酒佳餚

，很可能是另一個人的穿腸毒藥。」風水調
氣班的前四個小時，主要就在讓大家了解，
什麼樣的風水是自己的 「美酒佳餚」，什麼
樣的風水有可能變成自己的 「穿腸毒藥」。

第二個四小時，專門教授氣場旺衰的分
辨，以及趨吉避凶的方法。衍易老師將為大
家介紹五行的生剋與循環，正確分辨自己住
宅氣場的旺衰，以及如何增強吉氣，如何減
損凶氣。

生命是一個不停改變的過程，年齡、職
業、健康、婚姻狀態，都會與時推移，發生

變化。大家在人生不同的時段中，對氣場的
旺衰要求並不一樣。學會風水調氣，可以隨
時根據自己與家人的需要做調整，能夠一生
受用。
衍易老師講解清晰，舉證詳實，想要了解風
水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這個上課的好機會
。（第一次上課的朋友，全期學費$200）

關於風水調氣班的詳細內容，請上網查
看 www.FengShuiProfessor.com 的命理風水研
習班，或電：832-417-8168。

（本報訊）糖尿病是一組以高血糖為特徵的
代謝性疾病。高血糖則是由於胰島素分泌缺陷或
其生物作用受損，或兩者兼有引起。糖尿病時長
期存在的高血糖，導致各種組織，特別是眼、腎
、心臟、血管、神經的慢性損害、功能障礙。嚴
重威脅人類健康。中華本草》中詳細介紹，蜂膠
對糖尿病並發症有綜合防治功能。

研究發現，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
ers）富含300多種有效成分，且十分精妙，具備對
人體血管、神經、免疫系統同時修復的綜合功效
。臨床顯示，服用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
flowers）六個月後，患者血糖平穩、正常；一年
後，手腳麻木、四肢冰涼、失眠、多汗、乏力等
並發症均可有望消除。被譽為糖尿病患者的保護
神！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三效合
一保健康。
一、激活胰島β細胞、修復胰島功能

胰島損傷是造成糖尿病患者血糖不穩的根源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中黃酮類
、萜烯類化合物具有促進外源葡萄糖合成肝原糖
，並對胰島細胞起保護作用；其所含梓醇蝶芪等
物質具有明顯的降低血糖作用；萬蜂牌巴西極品
蜂膠（Multiflowers）中鉻、鈣鋅鎂鉀等微量元素
有激活胰島素，改善糖耐量，參與胰腺細胞功能
調節等功效，讓胰島β細胞逐漸恢復自身分泌功
能，從根本上阻斷胰島衰竭。
二、改善四系統病變，逆轉消除並發症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並發症，萬蜂牌巴
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能強化免疫系統，增
強免疫細胞活力，在病人體內形成一道保護血管
、神經、代謝、免疫的立體防治體系。

三、減少藥毒傷害，保護肝臟、腎臟
長期服用降糖藥會引發低血糖、酸中毒、刺

激腸胃、肝腎功能受損等很多副作用；萬蜂牌巴
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天然無任何毒副作用
，清除血液毒素垃圾，可保護肝腎，通過尿液排
出體內毒素，增強藥效，減少藥物的傷害作用。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最大的優勢
在於綜合功效，能同時
作用血管、神經、代謝
、免疫四大系統；單用
萬 蜂 蜂 膠 （Multiflowers
）就可同時解決並發症
、穩定血糖、保肝護腎
、祛除耐藥性多種難題
！避免了多藥同服的花
費，就能有效控制住並
發症、不用住院，省去
了大筆醫療費，而且越
久越實惠！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
膠 （Multiflowers） 是 大
自然賜予人類最好的禮
物，是您健康的保護神
！
電話：1-888-518-7778
網址：www.vikerm.com
電 郵 ： vikerm.
com@gmail.com
加拿大viker公司出品

佛光山中美寺佛光山中美寺【【中美文化講壇中美文化講壇】】
隆相和尚佛學講座隆相和尚佛學講座

（本報訊）佛光山
中美寺住持隆相和尚將
於七月十一日(六)再次
法駕休士頓，為【中美
文化講壇】舉辦佛學講
座，開展東西方弘法事
業，及促進中美文化之
交流。

隆相和尚現任中國
江蘇省佛教協會副會長
、南京市佛教協會會長
、南京棲霞古寺住持，
十多年前禮星雲大師座
下，成為大師之法子。
其佛學素養深厚，廣受

佛教界推崇。
2009年佛光山開山

宗長星雲大師法駕親臨
中美寺為隆相和尚主持
陞座，2012年、2014年
，和尚前來休士頓宣揚
佛法，法音宣流，引起
熱烈回響。今年再次接
受【中美文化講壇】盛
邀，法駕中美寺，落實
大師佛光普照三千界，
法水長流五大洲之宏願
。值此殊勝且難能可貴
之機緣，中美寺廣邀十
方大眾共襄盛舉，前來

聆聽和尚說法。
日 期 ： 2015 年 7

月 11 日 (星期六) 下午
二時

地點：佛光山中美
寺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電 話 ： (281)
495-3100

email: chungmei-
temple@gmail.com

website: www.
houstonbuddhism.org

歡迎現場光臨，敬
請事前先報名

Dharma Lecture by
Venerable Long Xiang

︻
佛
學
講
座
︼

歡迎現場光臨
感謝事前先報名

7/11
Sat.14：00 English Translation Available.

Free Admission

佛光山中美寺 Fo Guang Shan Chung Mei Temple 
TEL:(281) 495-3100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六)
下午

2015佛光山【中美文化講壇】

住
持 

隆
相
和
尚

愛心組織國慶園遊會愛心組織國慶園遊會，，慶國慶獻愛心慶國慶獻愛心
兩岸三地華人社團大團結，向貧困學童送暖

（休士頓/秦鴻鈞）一個已
延續了二十三年，善心大願的
組織，積兩岸所有華人的愛心
，把奉獻的目標投注到本地的
貧困學童身上，讓他們從這些
象徵性的愛心與關懷中，就從
「學用品捐贈」的涵義開始，

認清 「教育」的可貴，以及一
群來自地球另一方的 「華人」
的關懷，作為從此大家在美利
堅這塊土地上水乳交融，融洽

相處的起點。
愛心組織每年一度的 「美

國國慶日風味小吃募款園遊會
」於國慶日（七月四日）當天
上午十一時起，在文化中心大
禮堂舉行，兩岸的社團熱烈參
與，各小吃攤位前擠滿了滾滾
人潮，大家爭相推出各地方的
風味小吃，從蛋餅、油條、到
魚丸楊、關東煮—全場瀰漫在
一片從美食到國慶的熱烈氣氛

中。
在 「北一女校友儀隊」精

神抖擻的進場及開場表演後，
由來自西北區的Cedric Hawkins
領唱美國國歌，全場起立，場
面莊嚴，愛心組織的會長趙婉
兒首先代表大會，向與會佳賓
以及所有的義工，團體致謝，
她介紹了當天特色風味小吃，
精彩風味表演，所得都將捐給
James Berry小學的850位學生的

全年教學用品，該
校有高達 98%的低
收入貧窮家庭學童
。

趙婉兒會長並
介紹參與該活動的
社團代表登台，包
括 「智勝學院」徐
華、 「文化中心」
華啟梅， 「保健中
心 」 鄭 雅 文 ，
「83-20 促進會」

朱群燕， 「華裔聯
盟」孫盈盈 「東北
同 鄉 會 」 李 秀 嵐
「山東同鄉會」李

守棟…等三十三個
社團代表們。

而州議員吳元
之也在大會上致詞
，他希望大家多捧

場，儘量多買食物，就是捐款
給此有意義的活動。休巿巿議
員 Richard Nguyen 有鼓勵大家
多捐錢，共襄盛舉。

大會的主持人馬健也逐一
介紹與會嘉賓，包括：中領館
副總領事李桂喜及 「台北經文
處」副處長齊永強。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
長也於節目表演時趕到現場，
他上台致詞表示： 「愛心」代
表僑社三十多個社團，二十二
年來不間斷的向需要幫助的人
廣伸援手，他以愛心的縮寫
「CARE」向貧困學生喊話：
「I care for the future, I care

poor, I do care about your dream
」他的喊話感動了全場觀眾，
大家頻頻在長榮機票拍賣時加
碼到一千元，也有的人抽到現
金獎，重又捐回大會。

當天的節目更是結合了兩
岸三地及老中青三代的藝術精
華，包括中國旗袍會休士頓分
會的旗袍秀，老人協會 「百齡
合唱團」演唱 「小城故事」，
「南屏晚鐘」，以及莉敏華夏

舞蹈團，歌舞劇，墨西哥帽子
舞，以及由陳瑩主持的精彩抽
獎節目，以及由會長趙婉兒介
紹愛心組織理事及工作人員。

全體起立全體起立，，唱美國國歌唱美國國歌。（。（前排右起前排右起））孫盈盈孫盈盈，， 「「中領中領
館館」」 副總領事李桂喜副總領事李桂喜，，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副處長齊永強副處長齊永強。（。（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圖為與會貴賓登台向歡眾致意圖為與會貴賓登台向歡眾致意（（左起左起））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處長伉儷黃敏境處長伉儷，， 「「愛心愛心」」 會長趙婉兒會長趙婉兒，，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主任莊雅淑及各族裔代主任莊雅淑及各族裔代
表表。（。（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組成圖為組成 「「愛心組織愛心組織」」 的的3333個社團代表上台合影個社團代表上台合影。（。（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糖城國慶煙火秀糖城國慶煙火秀，，華人社團不缺席華人社團不缺席
僑灣社僑灣社，，陳式太極拳表演功夫陳式太極拳表演功夫

（休士頓/秦鴻鈞）由
糖城巿政府每年所辦的慶祝
國慶煙火晚會，是糖城人的
一大盛事，幾乎全家老少，
集體出動，今年的糖城國慶
煙火秀，是第二年在Con-
stellation Field球場舉行。雖
然開場時間是晚上六點半，
在下午四點鐘，已有許多住

戶，在太陽下排隊進場，希
望找到一個好位置可觀看煙
火。

糖城華人社團僑灣社也
到現場擺攤及由程進才大師
主持美國全國陳式太極拳總
會，也到現場表演功夫。僑
灣社的文物攤位，雖不離臉
部彩繪及英翻中寫中文名的

書法揮毫。但這也是讓主流
社會對中華文化有所識的最
好機會。 「僑灣社」在糖城
多年來積極參與各種社區活
動，警民熱線及選舉活動，
希望藉此提升美籍華人在當
地的影響力，在未來的政治
上佔一席之地。圖為常中政圖為常中政，，劉淑娥夫婦劉淑娥夫婦（（中中））出席糖城國慶出席糖城國慶

煙火活動煙火活動。（。（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僑灣社僑灣社」」 前會長劉志恆前會長劉志恆（（左立左立））與徐與徐
朗朗（（右立右立））在在 「「僑灣社僑灣社」」 的攤位上的攤位上。（。（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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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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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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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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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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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CC22體育圖片 CC77國際影視

˙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優良品質
˙適用於烹飪炒飯，白飯，

春捲等任何米製佳餚

聯繫人：Llyn McEuen
電 話：713-525-9570
電 郵：Imceuen@ebrona.com

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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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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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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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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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10:00a.m. 英語崇拜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10:00a.m. 中文主日學 Chinese Sunday School
10:00a.m. 兒童崇拜 Children Worship
11:15a.m.中文崇拜(粵語/國語)Chinese Worship Service
11:15a.m. 英語主日學 English Sunday School
1:30p.m. 中文學校(九月開課)Chinese Schoo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WEB:www.cbchouston.org

何國明主任牧師、王浩詒牧師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 713-461-0963 Fax: 713-461-5186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快捷旅遊快捷旅遊快捷旅遊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ASAP Travelwize
www.asaptravelwiz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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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辦本地特色團﹑遊輪﹑各地旅遊團﹐代辦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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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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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月至9月出發
* 加勒比海4/5/7天
* 阿拉斯加7天
* 地中海7天
* 夏威夷7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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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特設2歲~4歲幼兒中文班】【西班牙文班】【電腦班】【瀚
崴中文合唱舞蹈班】【歌唱技巧班】【音樂律動班】【初/中
段西洋棋】

藍球&乒乓球1 on 1或 5~12歲

最佳幼教、文理、才藝、游泳、球類、綜合學校專業教學20餘年豐富經驗 持政府執照學費可扺稅

糖城校園: Fame Well School
TEL: 281-980-1489 832-279-8143
2317 Settlers Way Blvd.
Sugar Land 77478

文理文理
才才藝藝瀚瀚崴崴 學學校校 連續榮獲2009~

2011年糖城最佳
教育獎﹑歡迎別校
轉學生另有優惠﹑
Katy週六中文學
校﹑國外來美遊學
營﹑來電或上網查﹒

休士頓華人唯一買地自建最大民營連鎖綜合學校附設:游泳池﹑體育館﹑舞蹈室﹑會議室﹑繪畫室﹑鋼琴房﹑電腦室﹑圖書室﹑
Playground﹑學校標準格局寬敞安全57,000呎﹑全新設備﹑政府培訓一流師資﹑勤教嚴管﹑品質保證﹐學費合理﹐課超所值﹒

凱蒂校園: Best Kids Academy
TEL: 832-437-1777 832－282－9886
21915 Royal Montreal Dr.Katy 77450

8/25開課.採用馬立平漢拼簡体字課本敎學﹑ 珠心算數學﹑ 繪畫﹑
GT英數﹑ 老外學中文﹑ 鋼琴﹑ (中)小提琴﹑ 電子琴﹑ (木)電吉他﹑ 古
箏﹑ 舞蹈﹑ 藍球﹑ 乒乓球﹑ 西洋棋﹒

KATY周六中文學校特設2歲~4歲幼兒班和5歲~12年級實力班

珠心算實力班及數學高分保證班 (5歲~G8)
梁楚宜校長親授珠心算(加﹑減﹑乘﹑除)技巧,啟發智慧,增強記憶
力,配合應用數學分析演算,訓練思考邏輯及計算能力的快又準,
使學習過程不在害怕,而是充滿自信﹐質量控管限定70位﹒
糖城﹑凱蒂唯一蒙特梭利雙語學校 (1歲~5歲)
由Montessori專業執照經驗教師分級小班教學,獨特教材及
教具訓練手部肌肉,使幼兒反應靈活強化自信心及群體生活
能力,提昇日後認真學習﹑閱讀書寫能力及情緒穩定﹒天天密
集中文教學建立識字背誦好根基﹒供午餐及早晚點心﹒
課後輔導班 After School (PreK-9年級 )
校車接送, 完成作業﹑每日密集分級中文(漢拼簡體)教學﹑英數
加強﹑TAKS﹑IOWA考題訓練﹑提供點心﹐定期和家長聯繫﹒

沈敏生舞蹈

翰崴音樂學校:鋼琴(有考級)﹑吉他﹑(中)小提琴﹑合唱班
留學法國音樂學院主修鋼琴MS VANESSA等三位專業教師
採生動活潑式教學,短時間達事半功倍之效﹒

暑期游泳訓練密集班 (瀚崴校內標準游泳池)
由First Colony Swim Team(FCST)主辦,專業教練教授呼吸
划水﹑滾翻轉身﹑蹬腿出發﹑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全年訓練
成績優良可到外地參加比賽﹒
繪畫基礎﹑中級﹑高級班(3歲~14歲)
由三位專業老師教授各種繪畫技巧﹑物像遠近大小比率﹑色
彩調配﹑及不同筆具和材料之使用﹒含素描﹑彩色鉛筆﹑蠟筆﹑
馬克筆﹑炭﹑墨汁﹑水彩﹑油彩﹑粉彩﹑膠彩并定期畫展﹒

全年招生﹑歡迎參觀校
園優美環境﹑雙語幼兒
園﹑課後輔導班（可代
送回家）﹑暑期育樂營﹑
Field Trip﹑中文班﹑各
項才藝﹑球類﹑繪畫﹑電

影】歌唱﹑游泳﹒
www.famewellschool.com

控球/運球/投藍/傳球/接傳/防守/進攻/團隊戰略/體能彈跳﹒
暑期國外來美遊學營 (5歲~14歲)
安排知（感）性參觀從活動中潛移默化的認識美國生活文化﹑
遠程旅遊﹒

暑期數學﹑閱讀寫作先修班

星期二 2015年7月7日 Tuesday, July 7, 2015 星期二 2015年7月7日 Tuesday, July 7, 2015

籃球寶貝性感舞動南京籃球明星賽

7月5日晚，在南京奧體中心體育館舉行的2015麥迪籃球明星賽中，靚麗的籃球寶貝伴
隨著動感的音樂在比賽間隙舞動全場，為緊張激烈的賽事增添了一份輕鬆與激情。

中超：廣州恒大7—0大勝重慶力帆
77月月55日日，，20152015賽季中超聯賽賽季中超聯賽

第第1717輪比賽中輪比賽中，，廣州恒大隊主場廣州恒大隊主場

以以77比比00大勝重慶力帆隊大勝重慶力帆隊，，刷新球刷新球

隊在中超的最大分差贏球紀錄隊在中超的最大分差贏球紀錄。。

美國吃熱狗大賽
小夥十分鐘吞62根獲勝

當地時間

2015 年 7 月 4

日，美國紐約

，作為美國紐

約市獨立日活

動的重頭戲之

一，一年一度

的獨立日吃熱

狗大賽于康尼

島舉行。在今

年的比賽中，

23歲名叫史托

尼的小夥打敗

此前8連冠的

大賽冠軍，成

為新晉“大胃

王”。

楊丞琳曬自己抱嬰兒照片
眼神充滿母愛

綜合報導 本周派拉蒙巨制《終

結者5》與華納兄弟喜劇《魔力麥克

2》兩部新片上映，未能阻止科幻冒

險電影《侏羅紀世界》連續第四周

稱霸北美票房的步伐。

當地票房預估數據顯示，本周

末顯然受到美國獨立日假期的影響

，票房僅入賬1.36億美元，連續第

三周下跌。上映第四周的《侏羅紀

世界》收入3090萬美元，第四次穩

坐冠軍寶座，其北美票房累計已經

超過5.58億美元。

派拉蒙的大制作影片《終結者5

》周三(1日)在北美3758家影院開畫

，當日斬獲893萬美元，周末三天入

賬2870萬美元，獲得第三名。這一

成績在阿諾-施瓦辛格等大牌明星與

強大的制作預算面前顯得很不理想

。影片所獲得的口碑也不如人意，

Cinemascore給出B+的評級，爛番茄

網站新鮮度僅爲27%。值得一提的

是，中國著名歌手張靓穎爲該片演

唱片尾曲，並出席了在好萊塢杜比

劇院舉行的隆重首映式。

華納兄弟的R級喜劇片《魔力

麥克2》也于周三同日在3355家影

院上映，當日收獲930萬美元，周

末三天累計票房1160萬美元獲得第

四名。影片表現麥克與"坦帕之王"

舞團其他成員打算在"脫衣舞男"生

涯巅峰時刻急流勇退，用一場史上

最勁爆的告別演出謝幕的故事。

Cinemascore給予A-評級，爛番茄網

站新鮮度63%。

上映第三周的《頭腦特工隊》

本周入賬3010萬美元獲得票房榜亞

軍，北美票房總收入2.46億美元；

開畫第二周的《泰迪熊2》較上周

大幅下滑67%，以1100萬美元位居

票房榜第五位；華納兄弟的《麥克

斯 2015》以 661萬美元獲得票房榜

第六位。

北美票房:《終結者5》上映

《侏羅紀世界》四連冠

綜合報導 日前，楊丞琳在網上

曬出自己抱嬰兒的照片。照片中，

她溫柔看著Baby，眼神散發出滿滿

母愛。

日前，楊丞琳在網上曬出自己抱

嬰兒的照片，並留言：“每個小生命

的誕生，都是幸福的開始。”在每張

照片中，小嬰兒的眼神都專注地看著

楊丞琳，兩人深情對望，十分溫馨。

網友看到照片後紛紛向楊丞琳“催生

”，“如果丞琳跟喜劇之王生小孩，

小孩一定有個超強歌喉”。

綜合報導 韓國“第一美女”金

泰熙和Rain交往3年多以來，常常大

方地上街約會，此前一度傳出婚訊；

4日，有網友拍到兩人在咖啡廳內甜

蜜約會的畫面，相談甚歡，絲毫不在

意旁人眼光，愛得越來越大方。

據悉，金泰熙近日准備接拍新戲

《龍八》與男演員周元合作，開拍前趁

著空檔和男友Rain約會。只見她穿著休

閑白上衣、戴帽子遮掩素顔，男方則是

只戴了副黑框眼鏡，沒有多余的變裝道

具，兩人就坐在吧台上開心聊天，一點

也不擔心會被其他客人發現。

這對巨星情侶愛得越來越穩定

，婚事究竟何時辦也成爲外界焦點，

先前有相關人士爆料由于金泰熙是虔

誠的天主教徒，進而影響男友，不久

前連Rain也已經受洗，而女方家長

也在場觀禮，但對于婚事是否八字已

有一撇？Rain則是低調不願多談，僅

說：“現在非常幸福。”

綜合報導 現年45歲的“性感女神”鍾麗缇曾兩度

結婚，兩次離異，並育有3女。雖然兩度婚姻失敗，但

並沒有打擊鍾麗缇對愛情的追求，最近她與80後男星張

倫碩傳绯聞，因他倆合作真人秀節目《如果愛》而日久

生情。日前，鍾麗缇與張倫碩在港接受采訪時，大方承

認戀人關系。鍾麗缇對于年紀比她小12歲的張倫碩贊賞

有加，指他充滿陽光氣息及幽默感，爲人又十分浪漫，

不時給她送上驚喜。“我同他好合，大家都中意運動和

賽車，好合拍”。對于兩人年齡上的差異，她不認爲是

問題：“愛情是沒有任何界限的，無關年紀和國籍，最

重要的是合拍。”間接承認“碩缇戀”。

鍾麗缇還自曝張倫碩與3名女兒相處融洽，張倫碩

亦愛屋及烏地說：“我是獨子，對小朋友也是特別喜歡

，同她們幾個小朋友相處過後，好喜歡。”

當問到張倫碩對鍾麗缇是否真心？他公開表態：

“Yes，鍾麗缇是完美女人，有小朋友才會懂得去愛。我

們有年紀差距，大家適應就OK，反正重要的是彼此相愛

，年紀同愛沒有關系，愛就是感覺。”

Rain金泰熙大方約會
兩人相談甚歡

鍾麗緹間接承認
張倫碩“姐弟戀”



CC66大陸影視

雅斤辦公機器公司

電話電話::713713--826826--68896889
9720 Town Park Dr., Suite #2
Houston, TX 77036

華人經營,原廠培訓技師,服務品質保證

特別介紹
大中小型

打印，復印，掃描
三合一(雷射)

專精Copiers, Printers, Scanner
經銷: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掃描機等

新舊影印機從小型到大型任選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等
提供長期保養合同及售后服務

各種影印機,碳粉(Toner)印表機
耗材等,歡迎比價。

精修:

廉售:

CC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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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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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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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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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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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萬。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Phone:281-933-6660
Fax: 281-933-6662

Tapioca KingTapioca KingTapioca King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包括﹕圖片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七天營業

例湯水果

八人和菜 $138.00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蜜桃蝦
姜蔥雙龍蝦
黑鹽牛肉
清蒸游水魚 (大)
炒青菜
炒三鮮

十人和菜$158.00
雪花海鮮羹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黑椒牛肉
姜蔥雙龍蝦
香橙骨
炒三鮮
蜜桃蝦
清蒸游水魚
蒜蓉炒菜

歡迎光臨
特價午餐 電話: (713) 988-5745$5.25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5.95
四人和菜 $43.95
五人和菜 $52.95
六人和菜$62.95

明爐燒鴨
蜜汁叉燒

東江鹽水雞
新鮮游水魚
生猛龍蝦

隨餐附送
例湯、水果

菜色價格如有變更 以本樓公布為準

93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超市同棟購物中心)

11AM-3PM 星期一公休

時菜牛肉
滑蛋蝦
五柳魚片
椒鹽茄餅
宮保雞
咕嚕肉
豉汁青口
酸菜肉絲
四季豆
椒鹽鴨下巴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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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嫣然

夏天《少年班》登校園新女神
大長腿點燃荷爾蒙

由陳國富監製袁肖洋導演的天才靑春喜劇叶少年班曳近期在全國影院火爆上映遥此片講述了孫紅雷飾演的
野周知庸冶率領周冬雨尧董子健尧王櫟鑫等人組成的天才少年班袁展開了一場夢想與愛情交織尧笑聲與淚水齊飛
的校園之旅遥 片中飾演少年班集體女神江依琳的夏天袁憑藉傲人的身材尧陽光積極的形象袁順利上位野校園新
女神冶袁成爲本片最靚麗的風景線遥

夏天飾演的校園女神江依琳袁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野校園女神冶袁之所以受到廣大同學們的喜愛袁是因爲
夏天這個角色更加接近學生眼中的女神模樣袁江依琳更像是一個普通大學女生的顔値身材加強版袁氣質上平
易近人袁非常接地氣袁沒有野女神冶式的高冷遥夏天因爲熱愛運動且自幼學習舞蹈袁從而擁有高挑的身形和優雅
的氣質袁非常難得的是袁夏天不是那種蒼白嬌弱裝無力的矯情女神袁而是熱愛運動袁舞蹈尧游泳尧籃球樣樣精
通袁和男生打成一片袁簡直就是給充滿着燥熱和冲動的校園男生群體注入了一股清風袁沁人心脾袁催人振奮
噎噎
雖然在電影中的角色非常具有魅惑性袁但並不妨礙夏天成爲大家心目中的校園新女神袁傲人的身高加貨

眞價實的一米二大長腿袁電影中各種長腿酥胸的特寫鏡頭袁讓夏天點燃了無數直男的荷爾蒙遥可貴的是袁夏天
雖然具有一切性感的天資袁卻注重內在修養袁氣質獨特袁心知美而不野炫冶美袁沒有矯情做作袁只有純眞可愛遥

很多老師反映袁 當代學生群體普遍學習壓力巨
大袁外加網絡信息爆炸時代袁野女神冶往往定位在性感
時尙的荷爾蒙冲動袁與給正在性格塑造期的同學們的
世界觀和價値觀帶來一定的不良誘惑和影響袁在校有
爲難情緒袁在家有叛逆心理袁在同學間缺失存在感是
普遍存在的現象遥 而在這樣一個前提下袁無論男身還
是女生袁同學們心中潜在需要一個知性尧健康尧善解人
意又很仙兒的野師姐冶類的女神的守護和陪伴袁這就是
所謂的野校園新女神冶袁夏天正是這樣一個適時而合適
的存在遥

在野白富美冶式女神審美的時代袁夏天式野校園新
女神冶爲光怪陸離的女神界帶來了一股清新的夏風曰作爲讓戲中全部男性神魂顛倒的師姐袁夏天曾被金牌監
製陳國富形容爲野一定會成名的新人袁因爲她具有一個演員要成名所具備的一切條件冶袁叶少年班曳導演肖洋與
她合作後袁表示野她身上最迷人的特質就是純眞冶遥

靑春時的初戀只是一廂情願袁 不經意的一點示好都會被單方面地理解成爲愛情袁野也許我們愛的不是女
神袁而是愛着女神的那個單純的自己遥 冶風華正茂的夏天袁憑藉叶少年班曳驚艷亮相袁星途坦蕩袁値得更多期待遥

叶一茜做菜拉票两不误
《星厨》冠军赛场遇“黑骑士”
一檔美食節目的比拼究竟有多激烈钥叶星廚駕到曳就是對廚藝競技最好的詮釋浴上周星廚三強剛剛

誕生袁本周冠軍賽又即將打響遥而在四進三車輪戰時險勝的森媽葉一茜此次又將爆發怎樣的實力钥她
能抵擋勁敵張亮和王琳的威脅嗎钥 總決賽之夜袁懸念重重遥

野總決賽不緊張是不可能的冶袁葉一茜笑着説袁野但我有信心袁而且我們有最強的隊友浴 冶野常勝女
將軍冶葉一茜自上場四進三比賽涉險過關後袁在總決賽表現出更強的勝負欲袁開場就放言野沒有對手袁
對手只有自己冶遥根據賽制袁首輪採用野幫幫煮冶的形式袁由星廚抽選兩位嘉賓一同完成專業創意菜遥首
輪選到辛柏靑尧丁一宇兩位實力野黑騎士冶保駕護航袁葉領隊更加自信滿滿遥而他們挑戰的是單看名字
就讓人覺得大有來頭的野瑤柱蛋白糯米釀鷄翅冶遥 但要把內涵豐富的糯米飯釀進鷄翅袁可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袁首先剔鷄骨這項艱巨的任務就令森媽傷透了腦筋遥廚藝精湛的她能如願完成這道名肴嗎钥

説到野剔骨冶袁此次葉
一茜可是放了一百顆心

給隊里的 野剔骨達人冶辛
柏靑遥 原來袁辛爸在做海
陸空套三寶和韓式炸鷄

時袁就先後給整鷄和鷄腿
剔過骨袁技巧和經驗都無
人能及遥 而辛柏靑一句
野我沒給鷄翅剃過骨袁當
時剔整鷄太麻煩袁我就把
鷄翅刴了扔了冶不僅讓隊
友們一個激靈從頭涼到

腳袁 也讓評委大跌眼鏡浴
但定力過人的森媽還是

處變不驚袁不僅邊摸索邊指導辛爸剔骨袁還安排丁一宇專程切料袁順便野解鎖冶了人生第一次的分蛋白
新技能袁全程領導力十足浴甚至還用剩餘時間拉起了票袁夸讚劉一帆爲野廚界男神冶遥 最終這道食材看
似普通卻野暗藏玄機冶的釀鷄翅眞能一舉奪魁嗎钥面對 30位野鐵面冶評委袁承諾永不催菜的森媽能夠打
動他們袁從而問鼎第二季全國總冠軍嗎钥 三強座次終將如何排列袁敬請鎖定 7月 1日本周三晩 22院
00袁江蘇衛視叶星廚駕到曳袁終極 PK袁一觸即發浴

辛柏靑 葉一茜

《實習生》曝先導片花趙麗 靑穎鄭愷首度合作 春片
由北京摩登視界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尧寧波摩登視界傳媒有限公司尧北京摩天輪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和慈文

傳媒共同出品袁孫皓執導袁王蕓編劇袁趙麗穎尧鄭愷領銜主演的最燃靑春逗愛成長記叶加油吧實習生曳已定于 7
月 17日登陸江蘇衛視遥 今日袁片方曝光了先導版片花袁野屛霸小公主冶趙麗穎攜手當紅野小獵豹冶鄭愷上演了一
段逗愛成長之旅遥

從叶杉杉來了曳到叶花千骨曳袁當紅花旦趙麗穎可謂是暑期霸屛的常客袁而鄭愷作爲靑春影視題材的野承包
戶冶袁二人的首度合作消息一經傳出袁便引發強有力的期待袁野求彩蛋冶尧野求片花冶的呼喚不絶于耳遥 片花中袁野趙
暑霸冶與野鄭靑春冶二人的首度合作也是火花不斷袁充滿蓬勃朝氣院劇中袁野二世祖冶鄭愷在趙麗穎的野調敎冶下袁
不但在工作上一步步成長尧生活上懂得爲人着想袁還爲了追求愛情袁大膽突破自我袁扮女裝尧裸奔噎噎種種大
尺度戲碼袁讓網友血脈僨張袁大呼野獵豹眞是豁出去了冶野爲勇敢的靑春火花點贊冶遥

作爲最貼近年輕人現實生活狀態的電視劇袁叶加油吧實習生曳獨闢蹊徑袁將目光鎖定在一群即將從大學畢
業袁沒半點人生歷練袁就進入職場的菜鳥遥 他們滿懷希望袁卻又跌跌撞撞袁在理想與現實的距離中袁演繹出了一
場夠熱血尧夠二的火爆靑春遥 除了靑春激蕩的場面袁該劇更是直面現實院愛情大吿白尧面試大作戰尧道歉大秀場
噎噎等菜鳥必經考驗在劇中被一一呈現袁先導版片花一經播出袁就引發網友共鳴袁不少剛畢業的網友留言野這
難道不是我自己么钥 冶可見袁觀衆對叶加油吧實習生曳的期盼之情遥

《華胥引》喬振宇甘婷婷人妖虐戀引原著粉期待
曾在叶藏心術曳中大玩曖昧的喬振宇與甘婷婷袁再次以情侶檔在叶華胥引曳中出鏡袁演繹一段凄美的愛情故

事遥 叶華胥引曳共分爲四個篇章袁其中最令原著粉感動的便是野一世安冶篇遥而相對於電視劇來講袁喬振宇與甘婷
婷這對 CP組合的演繹袁也是備受期待遥

野如果有一天袁劍還在袁我卻輸了袁那是因爲我想輸浴冶小説中袁慕容
安這句深情款款的話語對於叶華胥引曳的粉絲一定不陌生遥 而在劇中袁由
甘婷婷飾演的慕容安也是敢愛敢恨袁美艷絶倫的袁不過她的身份卻從小
説中不同情愛的野魅冶變成了爲愛痴狂的野鮫人冶遥她將與喬振宇飾演的少
年陳國公蘇珩上演一段揪心的野人妖虐戀冶遥

由喬振宇飾演的蘇珩出身高貴袁是一位性格冷峻的帝王袁在十六
歲時認識了慕容安袁後拜慕容安爲師袁蘇珩爲打敗慕容安得到她而潜心
學藝袁慕容安在與蘇珩的相處中亦對其另眼相待袁最終蘇珩打敗了慕容
安袁與慕容安相愛相守遥但最後袁爲了疆土社稷袁蘇珩離開了慕容安袁而慕

容安也在生下兩人愛情結晶蘇譽後消失于世間遥 野自古君王多薄幸袁最是無情帝王家遥 冶雖然結局是悲傷的袁但
是愛情的過程卻是最令人動容的袁不少原著粉和電視劇粉也都紛紛表示袁期待着野一世安冶中喬振宇與甘婷婷
演繹的愛恨情仇遥

《黑貓警長》尋經典原味
沈小岑三十年後重唱主題曲

動畫大電影叶黑貓警長之翡翠之星曳自從定檔北京時間 8月 7日以來便消息不斷袁爲了將這部代
表國人童年記憶的電影還原在大銀幕上袁片方不僅承諾了不使用 3D尧保留原有的主要人物和視覺風
格外袁還特別邀請到了當年演唱叶黑貓警長曳主題曲的沈小岑回國袁重新演繹經典旋律遥

將于 8月 7日登陸全國各大院線的動畫大電影叶黑貓警長之翡翠之星曳近期引發媒體關注遥 從第
一次新聞發佈會起袁片方便一直堅持野經典原味冶袁繼鄭重承諾絶不轉製 3D版本野毀童年冶尧保留主要人
物尧公佈原畫手稿一系列動作後袁叶黑貓警長曳那刻在記憶深處的主題曲也發了野大招冶袁不但保留了原
有旋律袁還特邀曾在 80年代擔任叶黑貓警長曳系列動畫片主題曲的著名歌手沈小岑回國袁重新爲電影
配唱主題曲遥

6月 29日袁時髦又帶些雅痞扮相的沈小岑現身上海録音室爲叶黑貓警長曳的主題曲重新録音袁作
爲 86版叶黑貓警長曳主題曲的原唱袁沈小岑的代表作不僅只有這一首袁80年代紅遍中國的叶小小少年曳尧
叶請到天涯海角來曳尧叶哎喲媽媽曳都出自于她袁她 1982年發行的唱片銷量就已達到 200萬張袁可見其爆
紅程度遥 沈小岑當年受蔡璐之邀演唱了叶黑貓警長曳的主題曲叶黑貓警長曳袁從此爲幾代中國人留下了經
典的童年記憶袁此次叶黑貓警長曳大電影爲了還原 30年前的記憶袁特地邀請了 90年代初便定居國外的
沈小岑袁重新演繹這首經典之音遥 沈小岑表示袁在接到邀請的那一瞬袁她難掩心中的激動袁連問幾個野是
眞的嗎冶袁她略帶激動的説袁野我清楚的記得袁距離當年已經 30年了袁現在新的叶黑貓警長曳袁還能用我的
聲音袁有一種時光穿梭的感覺遥 冶

當被問起是否擔心爲一個動畫片演唱主題曲太過年長時袁 沈小岑回憶起她當年與歌曲的作
者要要要剛剛去世的蔡璐老師合作的趣事遥 當時蔡璐老師爲叶黑貓警長曳選擇聲音時找到了沈小岑袁她感
覺非常意外袁因爲在她印象中袁動畫片應該找一個孩子來唱袁而叶黑貓警長曳更像是一個男孩子的歌袁爲
什么要找一位年近 30歲的女性钥 蔡璐老師的解釋是袁其實在片中袁黑貓警長在貓的群體中已經是一個
領導者尧一個長者了袁所以跟一般概念中的童聲是有區別的袁而貓本身是帶有母性的動物袁和獅子那種
雄性的感覺完全不同袁正如黑貓警長要傳遞一種野保護人民冶的感覺遥 野這種解讀對我演唱的幫助非常
大袁後來的工作中袁每次演唱我都會把自己想象成一只成年的貓遥 冶從這個角度來講袁叶黑貓警長曳演唱
者年齡的問題袁好像也就不是大問題了遥

和叮噹貓尧蠟筆小新一樣袁野黑貓警長冶這一形象也有着超強的觀衆基礎尧極具參與感和話題性袁也
是目前唯一一部國産作品遥 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發酵袁有望引發幾代人到影院找童年的熱潮遥 片方一
直以來反復強調叶黑貓警長曳將最大程度上保留 30年前的視覺風格袁並在此基礎之上進行全面陞級袁
如在保留經典人物形象不變的基礎上袁爲更大格局的故事背景加入了野牟三嘟冶和反派人物野大猿博
士冶袁而此次的主題曲也由原唱者沈小岑重新演繹袁更爲電影增添了不少期待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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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健烽彭健烽66日贏得自己在韓國光州日贏得自己在韓國光州
大運會上的第二塊跳水金牌大運會上的第二塊跳水金牌，，而奧運而奧運
金牌金牌““大戶大戶””中國射擊隊則在４項手中國射擊隊則在４項手
槍比賽中全部不敵韓國隊槍比賽中全部不敵韓國隊。。另外另外，，在在
55日晚結束的游泳比賽中日晚結束的游泳比賽中，，陸瀅以陸瀅以2525
秒秒7272打破賽會紀錄打破賽會紀錄，，奪得女子奪得女子5050米米
蝶泳冠軍蝶泳冠軍。。這也是開幕這也是開幕33天以來天以來，，中中
國代表團在游泳項目上奪得的第一個國代表團在游泳項目上奪得的第一個
冠軍冠軍。。

光州大運會當日產生光州大運會當日產生 2828 塊金塊金
牌牌，，彭健烽在男子彭健烽在男子11米板的金牌是中米板的金牌是中
國代表團當天收穫的唯一的金牌國代表團當天收穫的唯一的金牌。。此此
外外，，中國還在射擊中國還在射擊、、跳水兩項收穫跳水兩項收穫33
塊銀牌和塊銀牌和33塊銅牌塊銅牌。。

44日曾稱雄男子日曾稱雄男子33米板的彭健烽米板的彭健烽
和首次出國參賽的張星浩聯袂出擊男和首次出國參賽的張星浩聯袂出擊男
子子11米板決賽米板決賽，，儘管第一跳出現微小儘管第一跳出現微小
失誤失誤，，但是發揮穩定的彭健烽還是一但是發揮穩定的彭健烽還是一
路領先路領先、、不出意外地以不出意外地以450450..4040分摘分摘
金金，，領先亞軍領先亞軍、、山西大學體育學院的山西大學體育學院的

張星浩張星浩5353..3030分之多分之多。。美國選手赫羅美國選手赫羅
拉名列第三位拉名列第三位。。

廣州體育大學的彭健烽目前是國廣州體育大學的彭健烽目前是國
家跳水隊的一員家跳水隊的一員，，此前曾經出國參加此前曾經出國參加
過大獎賽過大獎賽。。他在賽後平靜地表示他在賽後平靜地表示，，今今
天的發揮天的發揮““只能算一般只能算一般”。”。不過對於不過對於
大運會大運會，，彭健烽有着新鮮的感受彭健烽有着新鮮的感受：：
““回國以後要更加努力學英語回國以後要更加努力學英語，，這樣這樣
才能多和其他運動員交流才能多和其他運動員交流。”。”

三大球項目中三大球項目中，，中國女足中國女足66日天日天
雖以雖以00：：33不敵巴西不敵巴西，，但仍以小組第但仍以小組第
二出線二出線，，淘汰賽將面臨日本隊淘汰賽將面臨日本隊。。女排女排
繼續高歌猛進繼續高歌猛進，，以以33：：00橫掃智利實橫掃智利實
現三連勝現三連勝，，將以小組頭名在將以小組頭名在88強賽與強賽與
巴西隊交戰巴西隊交戰。。男排則以男排則以33：：22力克委力克委
內瑞拉隊喜迎小組賽首場勝利內瑞拉隊喜迎小組賽首場勝利。。網球網球
賽場也有好消息賽場也有好消息，，逯佳境以逯佳境以22：：11戰戰
勝一名英國選手晉級女單第三輪勝一名英國選手晉級女單第三輪，，隨隨
後她又和田然搭檔以後她又和田然搭檔以22：：11擊敗一對擊敗一對
約旦選手進入女雙第三輪約旦選手進入女雙第三輪。。 ■■新華社新華社

彭健烽奪第二金陸瀅締大會新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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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錦湖輪胎女子高爾
夫球公開賽5日在山東威海錦
湖韓亞高爾夫球場收桿。韓國
19歲選手金孝周以三輪總成績
206桿、低於標準桿10桿，連
續第二年問鼎該項賽事冠軍。
中國名將馮珊珊以 210 桿
（69－73－68）獲得亞軍。

馮珊珊最後一輪打出當日
最低桿68桿，但由於前兩輪
與對手差距較大，最終以4桿
之差屈居亞軍。儘管如此，馮
珊珊表示感到滿意。

“去年壓力太大，我都無
心看風景，而這一周我好好享
受了一下風景，因此很好。”
馮珊珊說，“這個名次，我覺
得可以接受。我來到這裡的時
候，並沒有設定目標。最終比
去年好，我想，這個成績是令
人滿意的。”

另一名韓國選手張洙連以
211桿名列第三。

錦湖輪胎女子高爾夫球公
開賽由女子韓巡賽和女子中巡
賽共同認證，總獎金5億韓圜

（約344萬港元），有來自中國、韓國、
馬來西亞、中華台北等國家和地區的120
餘名選手參賽，賽事採用3輪54洞制。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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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達放棄 孫可回歸江蘇舜天
據《北京晚報》消息，天津泰達終

正式簽署放棄引進孫可的協議。這也就
意味着孫可將繼續代表江蘇舜天征戰本
賽季餘下各場賽事。

半個月前，孫可以6600萬人民幣的
轉會費離開舜天奔赴天津泰達。但由於
俱樂部與贊助商權健集團不咬弦，天津
泰達遲遲不為孫可註冊；雖然花的是權
健的錢，但用的是泰達的印，令這個優
秀的國腳陷於無球可踢苦境。幸事件於
上周末取得突破性進展：天津泰達俱樂

部正式簽署放棄引進孫可的協議。也就
是說孫可的人事關係仍然屬於舜天俱樂
部。後經權健和舜天雙方協調終達成新
協議，孫可將於下半個賽季留在舜天繼
續征戰中超聯賽。

事件雖已成過去，但引發一連串的
問題，《北京晚報》便提出：被資本綁
架的俱樂部、被俱樂部推來推去的球
員、轉會合同中的隨意性，一個個問號
拷問着中國足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U19國籃獲世青賽第15名
2015年U19男籃世青賽，當地時間5日在希臘結束第15名排位賽。中國國

青以80：64戰勝突尼斯隊，獲得本屆世青賽第15名。本屆世青賽，中國隊與西
班牙、阿根廷以及土耳其同組；小組賽，中國隊取得1勝2負的成績，但16強賽
不敵克羅地亞，其後再以54：77負韓國，而在第13至16名的排位賽中，再以
59：64不敵伊朗，只能爭奪第15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葛天微博：身後中了冷箭
“中國飛人”劉翔於6月25日宣布與妻子葛天離婚。從閃婚到閃離，兩人

的婚姻僅經歷了290天。事後，兩人的離婚原因引發外界多種猜測，更有人稱葛
天假孕騙婚。對此，葛天6日透過微博發聲：“你的身後如果中了冷箭，說明你
走在他們前面；你會被他們傷到，說明你走得不夠遠，還在他們的射程以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世界女排大獎賽世界女排大獎賽

首站落幕首站落幕，，郎平重掌郎平重掌

中國隊帥印之後的第中國隊帥印之後的第

三期三期““訓練營訓練營””進入進入

““途中跑途中跑”。”。經過長經過長

達數月的大集訓和中達數月的大集訓和中

美對抗賽美對抗賽、、世界女排世界女排

大獎賽等賽事的磨礪之後大獎賽等賽事的磨礪之後，，哪位新人能脫哪位新人能脫

穎而出穎而出成為中國隊新的頂樑柱呢成為中國隊新的頂樑柱呢？？

自自20132013年回歸中國女排之後年回歸中國女排之後，，郎平一直把鍛煉新郎平一直把鍛煉新
人當作頭等大事人當作頭等大事，，而且年年都給人們帶來驚而且年年都給人們帶來驚

喜喜。。20132013年年，，天賦極佳的朱婷迅速上位天賦極佳的朱婷迅速上位，，一躍成為一躍成為
國家隊主力國家隊主力、、世界級主攻世界級主攻，，這是這是““郎一期郎一期””最大的收最大的收
穫穫。。20142014年年，，郎平練兵的力度更大郎平練兵的力度更大，，連世界女排大連世界女排大
獎賽總決賽這樣的重量級賽事也成為她錘煉新人的舞獎賽總決賽這樣的重量級賽事也成為她錘煉新人的舞
台台。。在日本的大獎賽總決賽上攢夠經驗值之後在日本的大獎賽總決賽上攢夠經驗值之後，，年輕年輕
的副攻袁心玥在世錦賽上一鳴驚人的副攻袁心玥在世錦賽上一鳴驚人，，在老將徐雲麗受在老將徐雲麗受
傷的情況下臨危受命傷的情況下臨危受命，，成為中國隊獲得世界亞軍的扛成為中國隊獲得世界亞軍的扛

鼎人物鼎人物。。進入進入20152015年之後年之後，，袁心玥已經是中國隊副袁心玥已經是中國隊副
攻線上不可或缺的關鍵球員攻線上不可或缺的關鍵球員。。

張常寧經受住硬仗考驗張常寧經受住硬仗考驗
““郎二期郎二期””的另外三大收穫是曾春蕾的另外三大收穫是曾春蕾、、劉曉彤劉曉彤

和楊方旭和楊方旭。。兩位北京選手不算是新人兩位北京選手不算是新人，，但在郎平的調但在郎平的調
教下進步迅速教下進步迅速。。前者坐穩了接應的主力位置前者坐穩了接應的主力位置，，後者也後者也
是世錦賽上主攻的重要替補是世錦賽上主攻的重要替補。。2020歲的楊方旭也有很歲的楊方旭也有很
大的提升大的提升，，成為接應位置的第一替補成為接應位置的第一替補。。在大獎賽北侖在大獎賽北侖
站與俄羅斯隊的比賽中站與俄羅斯隊的比賽中，，替補出場的楊方旭表現可圈替補出場的楊方旭表現可圈
可點可點。。

進入進入20152015年以來年以來，，郎平沒有放慢鍛煉新人的步郎平沒有放慢鍛煉新人的步
伐伐，，只是考察的重點隊員有所不同只是考察的重點隊員有所不同。。經過年初開始的經過年初開始的
有有2020多人參加的大集訓多人參加的大集訓，，考察範圍逐步縮小考察範圍逐步縮小，“，“郎郎
三期三期””已經接近開花結果的階段已經接近開花結果的階段。。從目前來看從目前來看，，能打能打
主攻也能打接應的張常寧主攻也能打接應的張常寧、、副攻顏妮和自由人林莉是副攻顏妮和自由人林莉是
郎平重點培養的對象郎平重點培養的對象。。

最有希望成為繼朱婷最有希望成為繼朱婷、、袁心玥之後的袁心玥之後的““年度新年度新
人人””球員當數張常寧球員當數張常寧。。這位來自這位來自““排球之家排球之家””的希望的希望
之星原本被沙排國家隊相中之星原本被沙排國家隊相中，，20132013年底還因為堅持年底還因為堅持
轉回室內而險遭轉回室內而險遭““封殺封殺”。”。

經過近三年的練兵經過近三年的練兵，，郎平讓中國女排的厚度得到郎平讓中國女排的厚度得到

明顯提升明顯提升。。在主攻位置上在主攻位置上，，惠若琪和朱婷已經相對成惠若琪和朱婷已經相對成
熟熟，，張常寧的上升空間很大張常寧的上升空間很大，，世錦賽上的重要替補劉曉世錦賽上的重要替補劉曉
彤和現在隊中的劉宴含也是可用之材彤和現在隊中的劉宴含也是可用之材。。再看副攻再看副攻，，袁心袁心
玥玥、、楊珺菁是目前的主力楊珺菁是目前的主力，，顏妮顏妮、、張曉雅也有不錯的潛張曉雅也有不錯的潛
質質。。一旦老將徐雲麗傷癒復出一旦老將徐雲麗傷癒復出，，中國隊的副攻位置將會中國隊的副攻位置將會
是是““兵多將廣兵多將廣””的局面的局面。。

自由人自由人 二傳變數較大二傳變數較大
變數相對較大的是自由人和二傳這兩個位置變數相對較大的是自由人和二傳這兩個位置。。

前兩年郎平重點考察的自由人是陳展和單丹娜前兩年郎平重點考察的自由人是陳展和單丹娜，，今年今年
林莉暫時在林莉暫時在““六大自由人六大自由人””的競爭中領跑的競爭中領跑，，可她尚未可她尚未
遇到真正的考驗遇到真正的考驗。。在目前的幾位二傳中在目前的幾位二傳中，，老將魏秋月老將魏秋月
還在恢復還在恢復，，沈靜思和丁霞都是沈靜思和丁霞都是““老面孔老面孔”。”。誰將在今誰將在今
年的世界盃賽上挑大梁年的世界盃賽上挑大梁，，仍未可知仍未可知。。

郎平曾多次表示郎平曾多次表示，，她所考慮的不僅是她所考慮的不僅是20162016年里約年里約
奧運會奧運會，，還有還有20202020年東京奧運會年東京奧運會。。可以預見可以預見，，在郎平在郎平
的調教下的調教下，，未來幾年國家隊的人員儲備會越未來幾年國家隊的人員儲備會越來越豐來越豐
富富，，這將為中國隊的實力和成績穩定在世界前列打下堅這將為中國隊的實力和成績穩定在世界前列打下堅
實基礎實基礎。。 ■■新華社新華社

主攻主攻：：惠若琪惠若琪、、朱婷朱婷、、張常寧張常寧
接應接應：：劉晏含劉晏含、、曾春蕾曾春蕾、、楊方旭楊方旭
副攻副攻：：楊珺菁楊珺菁、、袁心玥袁心玥、、顏妮顏妮、、張曉雅張曉雅

二傳二傳：：沈靜思沈靜思、、丁霞丁霞
自由人自由人：：林莉林莉、、王夢潔王夢潔

於於66日晚奪得日晚奪得20152015年世界女排大獎賽年世界女排大獎賽
北侖分站冠軍的中國女排北侖分站冠軍的中國女排，，馬不停蹄馬不停蹄，，66日日
晨啟程前往日本晨啟程前往日本，，參加大獎賽崎玉站的比參加大獎賽崎玉站的比
賽賽。。

在北侖站的比賽中在北侖站的比賽中，，中國女排先後戰中國女排先後戰
勝多米尼加勝多米尼加、、德國和俄羅斯德國和俄羅斯，，以三連勝的戰以三連勝的戰
績踏上最高領獎台績踏上最高領獎台。。66日晨中國隊原班人馬日晨中國隊原班人馬
離開北侖離開北侖，，經上海前往東瀛經上海前往東瀛。。膝蓋手術後正膝蓋手術後正
在康復的魏秋月繼續休戰在康復的魏秋月繼續休戰，，她與北侖站前被她與北侖站前被
招入隊的自由人陳展一起返回北京招入隊的自由人陳展一起返回北京。。

據新浪體育消息據新浪體育消息，，66日與中國隊一同前日與中國隊一同前

往日本的還有從國外聘請的體能康復團隊往日本的還有從國外聘請的體能康復團隊。。
魏秋月則依照國外體能康復師留下的一份康魏秋月則依照國外體能康復師留下的一份康
復訓練計劃復訓練計劃，，在中方教練的指導下繼續康復在中方教練的指導下繼續康復
訓練訓練。。魏秋月已跟隊合練魏秋月已跟隊合練，，但因康復情況不但因康復情況不
如理想如理想，，暫無法參與隊伍的戰術演練和配暫無法參與隊伍的戰術演練和配
合合。。

世界女排大獎賽崎玉站的比賽世界女排大獎賽崎玉站的比賽，，將於將於
本周五展開本周五展開，，三場比賽順序為三場比賽順序為：：77月月1010日日，，
中國對多米尼加中國對多米尼加；；77月月1111日日，，中國對意大中國對意大
利利；；77月月1212日日，，中國對東道主日本中國對東道主日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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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大獎賽崎玉站中國隊名單女排大獎賽崎玉站中國隊名單

■■張常寧張常寧（（左左））在比在比
賽中攔網賽中攔網。。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女排奪大獎賽中國女排奪大獎賽
北侖站冠軍北侖站冠軍。。新華社新華社

■■曾春蕾在比賽中曾春蕾在比賽中
救險救險。。 FIVBFIVB圖片圖片

■■陸瀅在比賽中陸瀅在比賽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華拾錦

■■郎平郎平（（左二左二））在在
比賽中指導隊員比賽中指導隊員。。

新華社新華社



CC44 CC55臺灣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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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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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e Choice 5年年金計劃

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3.2%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3.2%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3.2%

第四年利率第四年利率

3.2%

第五年利率第五年利率

3.2%

⊙低解約費僅3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三年是5%﹐5%﹐5%
⊙自7/1/12起如提早解約﹐兩計劃另有MVA﹐市值調整額﹐如提早解約
⊙二計劃可以提取利息﹐每次必需高於$125
(有效日期利率自5/1/15起﹐年金利率將隨市場利率變化和新年金金額做調整)

●高利率 ●本金安全無險 ●沒有手續費用 ●累積利息延稅作用

詳情歡迎來電洽詢 281-368-7257
11720 Katy Freeway #1700 Houston, TX 77079

⊙低解約費僅5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五年是5%﹐5%﹐5%﹐5％﹐5％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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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2.45%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2.45%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2.45%

Secure Choice 3年年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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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倫po文結婚周年曬愛
自洩瞞婚半年

周杰倫與昆凌結婚後，對嫩妻寵愛有加，5日晚上
他在MRJ台灣官方po出 「最近終於比較有時間了，來
宜蘭放鬆一下，也算是結婚週年的慶祝，因為你不能坐
飛機去太遠的地方。」原本放閃的文章，意外點出周杰
倫與昆凌 「瞞婚」半年，只因昆凌在去年8月17日的記
者會上，一口氣澄清 「沒登記、沒求婚、沒婚期」，如
今周杰倫po文結婚周年，小倆口意外自曝 「瞞婚」事
實。

去年，周杰倫只要一露臉，婚事常成焦點，去年6
月24日他出席金曲論壇，當時鬆口會在年底前結婚，沒
想到10天後，7月5日諧音 「娶我」，周杰倫即把當時
仍20歲的昆凌娶回家，只是當時仍是不能說的秘密，
「JH戀」早於7月5日修成正果，而求婚、婚宴等則一

切倒著進行，小倆口雖 「瞞婚」，但婚後恩愛加倍，令
人豔羨，對周杰倫與昆凌 「瞞婚」半年一事，周杰倫所
屬杰威爾唱片表示，早在今年婚宴上，周杰倫就已回應
已登記結婚，公司無需再回應。

回首周杰倫與昆凌宣告
結婚的歷程，周杰倫直到 8
月份在微博上才 PO 出與昆
凌的自拍照，證實兩人將結

婚，周杰倫當時透過唱片公
司說法，是因聽到歌迷的祝
福，心情感動，才會在半夜
po出兩人合照，對照時間表

，當時昆凌早已成為 「周太
太」一個月，周杰倫未將話
講明，僅強調35歲前會娶回
昆凌。

或許是小
倆口的生活幸
福，昆凌忘記
去年 8 月中旬
在偶像劇 「鋼
鐵之心」記者
會上，一口氣
澄清， 「沒登
記、沒求婚、
沒婚期」，其
實當時兩人已
登記、有婚期
，只差候補的
浪漫求婚計畫
，周杰倫po文

承認結婚週年，意外賞了嬌
妻昆凌一巴掌。周杰倫今將
出席公益活動，勢必會被逼
問 「瞞婚」半年一事。周杰
倫私事成焦點，他對八仙燒
傷患者的關注未減少，昨午
為香港學生莫子青錄音，加
油打氣，要他趕快好起來，
去看他的演唱會。

「JH戀」幸福圓滿，比
照期近期被史上最強小三叮
得滿頭包的陶喆，周杰倫
「瞞婚」一事顯得事小。陶

喆在婚宴上對老婆大人Pen-
ny的真情告白，在史上最強
小三曝光細節後，陶喆花心
的假面具，瞬時支離破碎，
劈腿且不負責任的形象難以
挽回。

「七個朋友」 遭腰斬
劇情跳來跳去觀眾看嘸

由任容萱、陳奕、沈建宏等主演
中視 「七個朋友」命運多舛，先是播
出時間從周五晚調至周末下午時段，
緊接著原本20集的量，慘遭腰斬為16
集， 「七個朋友」個個挨了好幾刀，
連網友都反應： 「為什麼劇情跳來跳
去？好像都被剪掉了！」製作人辛誌
諭則無奈回應： 「據說是電視台後面
有接檔的問題。」但也表示遭剪部分
將於之後推出的DVD中完整呈現。

「七個朋友」3年前獲文化部優良
劇本輔導金補助，演員陣容方面則網
羅新生代人氣演員，任容萱當時演技
雖生澀卻勝在清新自然，陳奕則為趕
拍戲，最高紀錄4天只睡3小時，製作

人辛誌諭當時
膽囊發炎住院
開刀，卻仍心
繫劇組拍戲狀
況，自己提著
點滴袋就赴片

場探班，辛誌諭是澎湖人，劇組還大
隊人馬赴澎湖取景拍攝，短短10天即
花掉300萬元，卻沒想到播出後，集數
遭腰斬，創作心血部分付諸東流。

不過，據了解， 「七個朋友」播
出前，中視即已告知因後面有別的節
目接檔，集數將會縮短，辛誌諭表示
只能接受，但看到觀眾反應也只能說
： 「無奈、失望，這也是創作方最難
過的事。」而為讓喜歡 「七個朋友」
觀眾能看到完整版，製作公司將製作
DVD免費送給觀眾，詳情則可上 「七
個朋友」臉書官網，數量有限、送完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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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吳
雨霏（Kary）今年1月
宣布與拍拖8年的男友
洪立熙（Brian）拉埋
天窗，於美國已正式註
冊結婚，7日在意大利
行禮。Kary透露選擇
意國行禮的原因，她
說：“我同Brian大約
6 年前來過意大利旅
行，大家都好喜歡，當
時已經講，如果將來結

婚，我們會來這裡舉行婚禮。”
至於圈中好友方面，Kary表示只有Cookies好姐

妹鄧麗欣（Stephy）、楊愛瑾（Miki）和區文詩（An-
gela），以及從小已認識的曾昭儀、邢嘉倩等。她又指
邀請了教會的牧師由香港飛赴意大利，為他們舉行證
婚儀式。雖然儀式簡單，但結婚當然要穿婚紗，而所
有花費全由Brian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今年有份推出寫真的黃榕和
Donut 兩 位 成 員 陳 若 嵐
（Melody）、譚詠怡（Victoria）
6日接受有線節目《娛樂熱辣辣》
的錄影訪問，三人被要求即場作
“才藝表演”，低胸熱褲上陣的
黃榕大跳火辣舞，又爬地又拱橋
兼且自摸，動作撩人，反觀表演
唱 歌 的 Melody 和 講 棟 篤 笑
Victoria則遜色得多。黃榕透露八
月會推出新歌，並有性感造型和
舞蹈配合。

說到今年推出寫真集，黃榕
揚言自己是最性感一個，沒有着
衫、又有濕身透視誘惑。問她有
否看過羅霖寫真？她說：“看過
照片，她是成熟美好漂亮，我們
都不同類型，都好欣賞她，希望
自己50歲都像她那樣，好羨慕。

黃榕曾被指年紀大出寫真，如今有50歲
羅霖出現，她大可甩難？她笑說：“無話
甩難，一山還有一山高，大家層面不同，
我是吸引宅男和女粉絲，其他對手可能沒
有我擁有的馬甲線，有些觀眾層面可能喜
歡大胸一族，我就贏在身型均勻。”

酒量不及Selina Hebe
Ella自爆喝醉發酒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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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y7日意國行禮
老公包起所有使費

近日有報道指“宇宙最強”甄子丹將會接拍《星
球大戰》第8集，戲中他飾演一位武士，並會

與好萊塢男星夏里遜福（Harrison Ford）一起對付
黑帝。子丹6日晚被問到是否將會到英國拍攝《星球
大戰》第8集？他只帶笑回應：“no comment，今
日做慈善不講。”說罷未有受訪就進場。無獨有
偶，盛傳有份被選角的李連杰，6日晚偕同好友向華
強夫婦現身，同樣未有受訪就進場。

Chilam攜子赴京接靚靚
擔任“保良親善大使”的Chilam，6日晚穿上蘇

志威贊助的白色西裝出席活動，一身官仔骨骨打扮
的他表示因為要配合上海之夜的主題。快將放兩個
星期大假的他，透露會偕同兒子魔童到北京會合在
當地拍劇的太太袁詠儀（靚靚），順道帶兒子遊長

城，之後一家會飛去美國旅行，會去遊樂場玩及看
看可有機會駕駛飛機。問到可會讓兒子在美國讀
書？Chilam承認也有這個想法，因為兒子在港就讀
的國際學校也是採用美式教學，而此行亦是兒子第
一次去美國。Chilam又謂靚靚在北京拍戲已有七十
日，說到他這段時間豈不是很自由？他笑說：“自
己都好忙，靚靚期間都有偷偷回來看兒子。”去完
旅行返港後，Chilam八月即要拍攝與古天樂及周渝
民合作的電影《S風暴》。

阿呂想拍《上海灘》電影
以“丁力look”打扮現身的呂良偉（阿呂），

與曾合作拍《上海灘》演馮程程的的舊拍檔趙雅芝
先後到場，問到可會再合作？阿呂表示之前在機上
看到《上海灘》，令他勾起了不少回憶，趙雅芝也

曾跟他傾過再合作的問題，但他覺得《上》劇太經
典很難再拍，加上他先後已拍了三次，要是再拍也
是拍電影。

吳千語的男友林峯早前在橫店拍古裝劇時扭傷
腳，有指千語去當地探男友班。問到男友情況，千
語透露男友已回港，傷勢已有七、八成痊癒，醫生
指因為是舊患，所以不宜做太多運動。千語又澄清
自己不是因男友受傷而去探班，其實是她在上海拍
完戲，就乘坐高鐵前往探男友，她探完之後男友才
受傷。她指男友回港後要準備新碟，所以大家也不
是很多時間見面。千語又透露稍後會拍一部與韓國
合作的電影，因為當地爆發“新沙士”，所以外景
地點未知會否有變。問到如果要到當地拍攝，她又
會否前往？千語說：“因為簽了約，都會去，唯有
小心點。”

■吳雨霏手上的巨鑽成焦
點。 網上圖片

■■黃榕比黃榕比VictoriaVictoria（（左左））大大1111年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梁靜儀）李連杰、甄子丹夫婦、張智

霖（Chilam ）、呂良偉夫婦、趙雅芝夫婦及向華強夫婦等，6日晚到灣

仔會展出席《保良局·芭莎公益慈善基金“上海之夜”慈善晚會》。有

傳下月中在英國開拍的《星球大戰》第8集選中子丹飾演武士，碰巧盛

傳有份被選角的李連杰6日也同場，但子丹避談是否接拍這套大片。

■趙雅芝

跟跟““競爭對手競爭對手””李連杰同場李連杰同場

拍拍《《星戰星戰88》》傳聞傳聞

子丹子丹拒談拒談
跟“競爭對手”李連杰同場

拍拍《《星戰星戰88》》傳聞傳聞

子丹子丹拒談拒談
拍《星戰8》傳聞

子丹拒談■■被問是否拍攝被問是否拍攝《《星球大戰星球大戰》》
第第88集集，，甄子丹甄子丹((左左))只回應只回應：：
““no commentno comment。”。”

no comment ■■李連杰李連杰((中中))偕同好友向華強偕同好友向華強

夫婦現身夫婦現身。。

■Chilam
有意讓兒
子到美國
讀書。

■■吳千語透吳千語透
露男友林峯露男友林峯
的腳傷已有的腳傷已有
七七、、八成痊八成痊
癒癒。。

香港文匯報訊台灣天王周杰倫（周董）5
日在微博上載與孕妻昆凌一起到宜蘭度假的照
片，並寫道：“最近終於比較有時間了，來宜
蘭放鬆一下，也算是結婚周年的慶祝，因為妳
不能坐飛機去太遠的地方哈哈”。自周董四月
初宣布太太懷孕後，二人先有BB才結婚的謠言
就滿天飛，因為周氏夫婦一月才辦婚禮，但四
月已見肚，因而惹人懷疑。而今次周董首度透
露二人的實際結婚登記日期，原來是去年的七
月，令“奉子成婚”的謠言不攻自破。

不過，昆凌的預產期以及“小周周”性
別，仍舊被周董視為最高機密，但日前他出席
活動時提及嬰兒車是黑金色、小孩衣服也以黑
色為主，讓人不禁揣測“小周周”極可能是男
B。

周
杰
倫
爆
婚
期
證
非
奉
子
成
婚

■■周杰倫近日帶昆凌到周杰倫近日帶昆凌到
宜蘭度假宜蘭度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
穎）台灣組合S.H.E成員陳嘉
樺（Ella）、糖妹、Rubber-
band等5日為啤酒節戶外活動
演出，Ella首度在香港戶外場地
演出，感覺頗新鮮，如像獨立
音樂樂隊歌手，小時候她曾做
過這夢，這次正好完了她小時
候要成立樂團的心願。

問她有否喝酒習慣？她表
示：“平日沒事不會喝酒，只

會在朋友聚會上喝酒，我酒量
不好，很易會醉，醉時會大笑
大哭，有時候會咬人。”Ella指
老公也不喝酒的，唯是S.H.E
其他兩位成員Selina和Hebe最
會喝，而且蠻愛喝，她會喝醉
也是因為她們兩人，“老公不
喜歡看到我喝醉，便勸我少喝
一點，不過還好，現在的我沒
有很愛喝，只是跟朋友聚會才
喝。”

Ella自爆首嚐飲酒滋味乃
是偷飲爺爺的啤酒：“夏天很
熱，我便偷喝爺爺放在冰箱的
酒，可是喝了半瓶便暈倒，只
記得是冰冰涼涼好舒服，爺爺
也沒有罵我，記得爺爺很喜歡
把啤酒放進冰格，每每把罐冷
爆，很是可愛。現在每次也會
帶備一箱啤酒去探望爺爺，所
以啤酒記載着我和爺爺的回
憶。”Ella赴港只逗留兩天，她
早上有外出購物，還買了幾對
鞋子，不過因天氣太熱加上生

理期，下
午便返回
酒店休息，雖然如此，她表示
不會影響演出，因上到台便忘
記所有，只管享受在台上演
出。

糖妹稱不會醉倒街頭
糖妹除了演出音樂會環

節，還參與了陸上扒龍舟活
動，她透露已是第五年參加這
活動，她指其酒量不算好，只
是飲半支仍未醉而已，“之前
通常是有大人，公司同事在場
時，我便試飲一、兩口，可是
飲完半技便打不到牌。”

語畢後，糖妹哈哈笑說：
“爆了自己會打牌，飲半枝後
動作很慢，出牌遲鈍，現在便
好得多，也沒試過飲醉，（醉
酒後會否當街脫裙？）不會
啦，多數在安全地方才會飲
酒，不會在街上癲，絕對不會
讓這情況發生。”

■Ella首度在香港戶外場地演
出，感覺新鮮。 ■■糖妹參與了陸上扒龍舟活動糖妹參與了陸上扒龍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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