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C111
休城社區

CC1616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15年7月11日 Saturday, Jul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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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5年7月11日 Saturday, Jul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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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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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快樂時光老人快樂時光 $$77..9595//6060歲以上歲以上
（（週一至週四週一至週四））22::0000--55::0000pmpm

肩周炎是以肩關節疼痛和活動不

便為主要症狀的常見病症。本病的好發

年齡在50歲左右，女性發病率略高於男

性，多見於體力勞動者。如得不到有效的治療，有可能嚴重影響肩關

節的功能活動。本病早期肩關節呈陣發性疼痛，常因天氣變化及勞累

而誘發，以後逐漸發展為持續性疼痛，並逐漸加重，晝輕夜重，肩關

節向各個方向的主動和被動活動均受限。肩部受到牽拉時，可引起劇

烈疼痛。肩關節可有廣泛壓痛，並向頸部及肘部放射，還可出現不同

程度的三角肌的萎縮。

由於50歲左右的人易患肩周炎，所以本病又稱為五十肩。患有肩

周炎的患者，自覺有冷氣進入肩部，也有患者感覺有涼氣從肩關節內

部向外冒出，故又稱“漏肩風”。其病變特點是廣泛，即疼痛廣泛、

功能受限廣泛、壓痛廣泛。

臨床特徵：起初時肩部呈陣發性疼痛，多數為慢性發作，以後疼痛

逐漸加劇或頓痛，或刀割樣痛，且呈持續性，

尤其怕冷，也怕壓痛。氣候變化或勞累後，常

使疼痛加重，疼痛可向頸項及上肢(特別是肘

部)擴散，當肩部偶然受到碰撞或牽拉時，常

可引起撕裂樣劇痛，肩痛晝輕夜重為本病一大

特點，多數患者常訴說後半夜痛醒，不能成寐，尤其不能向患側側臥

，此種情況因血虛而致者更為明顯;若因受寒而致痛者，則對氣候變化

特別敏感。此外，肩關節活動也受限，以外展、上舉、內外旋更為明

顯，隨著病情進展，由於長期廢用引起關節囊及肩周軟組織的粘連，

肌力逐漸下降，引起肌肉痙攣和萎縮。

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有多種，常常是同時並用。理療，休息（避

免運動性的損傷），消炎止痛藥，局部敷藥，局部消炎藥的注射及手

術。治療的選擇因病情的程度而決定。

風濕免疫內科專家 陶翔醫生診所

地址：7737 South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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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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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動機是汽車的“心臟”

，那麼平時車主要從哪些方面

保養好愛車的“心臟”呢?

1.按照汽車廠家的要求使用

適當質量等級的潤滑油。

2.定期更換機油及濾芯。任

何質量等級的潤滑油在使用過

程中油質都會發生變化，為了

避免故障的發生，應結合使用

條件定期換油，並使油量適中

。

3.保持曲軸箱通風良好。現

在大部分汽油機都裝有 PCV

閥，但竄氣中的污染物會沉積

在PCV閥的周圍，可能使閥

堵塞。因此，須定期清除PCV

閥周圍的污染物。

4.定期清洗曲軸箱。發動機

在運轉過程中，燃燒室內的高

壓未燃燒氣體、酸、水分、硫

和氮的氧化物經過活塞環與缸

壁之間的間隙進入曲軸箱中，

與零件磨損產生的金屬粉末混

在一起，形成油泥。因此，應

定期清洗曲軸箱，保持發動機

內部的清潔。

5.定期清洗燃油系統，控制

積炭的生成，能夠使發動機保

持最佳狀態。

6.發動機水箱生鏽、結垢是

最常見的問題。鏽跡和水垢會

限製冷卻液的冷卻系統中的流

動，降低散熱作用，導致發動

機過熱，甚至造成發動機損壞

。所以要定期清洗水箱，除去

其中的鏽跡和水垢。

7.保養三濾：三濾是指空氣

濾清器、機油濾清器及汽油濾

清器。三濾在汽車發動機上對

空氣、機油和汽油起著過濾作

用，從而對發動機起到保護作

用，同時也提高了發動機的工

作效率。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

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發動機保養秘訣

什麼是肩周炎什麼是肩周炎

陶翔醫生陶翔醫生

陶翔醫生專欄

正宗北方小吃正宗北方小吃，，吃出你心中的回憶吃出你心中的回憶
「「小瀋陽小瀋陽」」 地道家鄉美味地道家鄉美味，，純正純正，，美味美味，，健康健康

（本報記者秦鴻鈞）休士
頓以正宗北方小吃，家鄉菜聞
名的 「小瀋陽」近期吸引了來
自各地的客人，大家在品嚐了
「小瀋陽」新推出各式地道家

鄉美味，對這些誠誠懇懇燒出
來的好滋味， 無不讚不絕口
，尤其它不搞花俏，可以吃到
正宗北方口味，再加上價格的
廉宜公道，使 「小瀋陽」的客
人不斷穩定的成長。

「小瀋陽」最近 推出了
不少特價新菜，如清蒸白鱒魚
，三條一大盤才 10.95 元，魚
肉細嫩，美味，健康。還有大
大的一大盤椒鹽小蝦，是由味
道鮮活的河蝦做成，香酥可口
，全身都可嚼碎來吃，補充大
量鈣質。還有東北溜肥腸，尖
椒肥腸，風味獨特，其他如紅
燒牛筋，彩椒牛仔粒，孜然雞
架，火爆腰花肝片，干煸魷魚
，農家燒烤鴨，黑椒牛仔粒，
大蝦白菜，大骨燉酸菜，鍋包

肉，干炸黃花魚，重慶辣子雞
，豆瓣全魚，鐵板玉子豆腐
……等等，都是大家百吃不膩
的正宗北方菜，吃出你心中的
回憶。

到 「小瀋陽」來吃生日宴
或招待親友， 「小瀋陽」絕對
讓您面子十足，他們的北京烤
鴨，清燉土雞湯，長江特色烤
魚，椒鹽大蝦，東北鍋包肉，
鐵板玉子豆腐，乾炸里脊，清
蒸游水鱒魚再配上 「小瀋陽」
獨家推出的香酥芝麻大餅，蟹
黃小籠包，香煎南瓜餅……滿
滿的一大桌菜，吃的賓主盡歡
，而且所費不多，一、二百元
搞定。難怪 「小瀋陽」成了最
近華人的 「最愛」，大家享受
他們豪華的排場和家常菜的價
格，難怪新、老客人不斷，
「小瀋陽」獨特的風格，成為
「中國城」一道特殊的 「風景

線」！
「小瀋陽」的麵食，出自

李大師傅之手，他的純手工製
作的麵食，從舊金山紅到休士
頓，如手擀面，西塔冷麵，手
抓餅，東北粘豆包，韭菜餡餅
，特色牛肉燒餅，南翔小籠包
，一絕蔥油餅，醬牛肉卷餅，
三鮮蒸餃，道道是令人百吃不
厭的 「經典麵食」，小籠包滋
濃味美，各式餅類香脆口感十
足，鎖住南北人士的胃，幾天
沒吃，就忍不住到 「小瀋陽」
報到。

「小瀋陽」的另一大特色
，就是他們的 「湯湯水水」，
如自製酸菜大骨湯，西湖牛肉
羹，川味酸菜活魚湯，燉品
……吃的您大呼過癮，中國風
味（尤其是東北）的燉湯，燉
菜，在 「小瀋陽」發揚光大。

「小瀋陽」七天營業，早
十 點 至 晚 十 二 點 ， 地 址 ：
9888 Bellaire Blvd #158 Hous-
ton TX 77036 電 話 ： （713
）-995-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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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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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ngshuiProfess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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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碟學會本週日將再聚會飛碟學會本週日將再聚會
李兆璿博士主講李兆璿博士主講 「「RoswellRoswell事件中事件中，，飛碟墜毀的真相飛碟墜毀的真相」」

（本報訊）於去年成立，專門研究UFO現
象的"飛碟學會"，是僑社中第一個創立的有關研
究UFO的學會，將於7月12日下午3時至5時在
王朝商場華美銀行(原首都銀行)二樓會議廳舉行
例會，此次例會中該會副會長 李兆璿博士 將演

說曾轟動世界的"Roswell 事件"中，有關飛碟墜
毀的真象。 會長 亓國華 也將針對月球上的一些
神秘難解的現象發表一些個人看法，這兩個精
彩主題一定會令人"一新耳目"！歡迎對UFO現
象有興趣的朋友踴躍参加！




















 圖為小沈陽的各式招牌菜及麵食圖為小沈陽的各式招牌菜及麵食

（休士頓/秦鴻鈞）2008的北京奧運美好回憶似仍在眼前，而休士頓華僑已刻不容緩的
在七月九日發動力助北京張家口申辦2022年冬奧會的簽名活動。

七月九日（本週四）晚間六時半，約一百多位華人華僑在下班後紛紛湧向中國人活動中
心，大家興致勃勃的簽名， 並一一上台發表他們對申奧的熱切和感動。

發起這項簽名活動的中國人活動中心副執行長卿梅表示：國際奧委會將於今年7月31日
在馬來西亞投票選出2022年冬奧會的舉辦地，這次是由北京張家口與哈薩克斯坦競爭。在
北京市僑辦的推動下，全球各大華人聚集的城市都紛紛舉辦以申奧為主題的大型活動，而休
士頓也不例外，在七月十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宣傳沉默期」之前，也於九日當天舉行大型
的簽名活動，希望大家共襄盛舉。

當天很多社團及個人，包括：東北同鄉會，山東同鄉會，河北同鄉會，江西同鄉會，萊
斯大學， 群智貸款，北休士頓華人協會，很多人穿上事先約好的紅色或白色上衣，胸前貼

著申辦冬奧會的標誌，大家紛紛走上講台，坦
述心聲。
中國人活動中心副執行長卿梅表示：她在今年

五月返國參加傑出青年活動，就曾有一天到水
立方專門為申辦冬奧會助力，她表示：以自己
身為中國人自豪，也希望海外的華人和國內的
同胞一起申奧，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
河北同鄉會超聲醫生Wendy Chen表示：北京有悠久

的歷史，燦爛的文化，誠祝2022年申冬奧成功。
「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嵐表示：為華夏發聲，我

很感動，中國不僅有傲人的歷史文化，體育活動也越來越好。
「北休士頓華人協會」的楊會長表示：他特別代表北區的僑胞過來支持一下。

當天不僅有各社團的代表，個人趕到現場簽名，支持，連平均年齡在72歲的 「夕陽紅舞蹈團
」的成員，還以舞蹈 「最炫民族風」表示支持申奧。

 






































































休士頓地區洪秀柱後援會
將於七月十九日下午召集成立
歡迎僑胞出席參加成立籌備會

花許梨美舞蹈學院年度舞展，將於
八月十五日( 星期六) 晚間七時，在僑教
中心大禮堂正式登場。歡迎大家不要錯
過這次欣賞中華傳統舞藝的機會，售票
地點在長城書店，東方書局。有關詳情
請洽 281-980-4723 。

圖為趕來簽名的僑胞圖為趕來簽名的僑胞，，每人在胸前貼上申辦冬奧每人在胸前貼上申辦冬奧
會的標誌會的標誌。（。（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七月九日到中國人活動中心為申冬奧簽名圖為七月九日到中國人活動中心為申冬奧簽名，，打氣打氣
的華人華僑在現場合影的華人華僑在現場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華人華僑發動力助
北京張家口申辦冬奧會簽名活動

（本報訊）中華民國第 14 屆總統副總統的
選舉日是在中華民國 105 年（2016）1 月 16 日
（星期六）舉行投票。立法院洪秀柱副院長在國
民黨內挺身而出，並連續通過初選連署及防磚民
調的檢驗，重新喚回藍營群眾的向心力，不負眾
望以46.2%的高民調通過了國民黨初選的第一關
，她代表出征的正當性已經無可質疑。只要依據
黨章於7月19日在19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通過完成
手續後，就是代表中國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了。
我們相信洪秀柱副院長的忠誠的愛國情操，正直
高尚的人品，及實事求是的行事風格，必能打場
光榮的選戰，擊敗對手，帶領中華民國繼續向前
邁進。

然而這場選戰將會受到對手和少數別有居心
的人，慘烈的攻擊破壞，所以休士頓地區好些真
誠擁護中華民國的泛藍朋友，將以實際行動支持

洪秀柱，日前在
大家充分交換意
見後，訂於 7 月
19 日全代會通過
洪秀柱正式成為
總統候選人時，

同時在本地成立 『休士頓地區洪秀柱後援會』號
召僑胞們踴躍加入，以實際行動共同為洪秀柱加
油打氣。支持洪秀柱競選中華民國總統是一件非
常艱巨的工作，需要大家全力合作，積極加入後
援會。並出席7 月19日的成立籌備大會。

休士頓地區洪秀柱後援會，成立籌備會首要
工作就是通過章程、組織義工、策劃分工......。
，每一位加入的個人或團體，都是後援會的重要
一員，有絕對的參與及表達意見的權力，及為洪
秀柱副院長助選的義務完成籌備會成立後的 『休
士頓地區洪秀柱後援會』會成立專戶，對於個人
或團體捐款都會將於近日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分批
小額匯給洪秀柱競選總部。絕不用僑胞捐款作為
任何其他活動經費之用。我們有專人負責監督及
稽核這些款項的收入及支出。

最最直接、最最重要支持洪秀柱副院長成為

中華民國第14 屆總統的方式，就是鼓勵海外僑
胞返台投下您神聖的一票支持洪秀柱。我們也在
接洽籌組廣邀海外僑界朋友一起返台為洪秀柱副
院長加油，包括投票旅遊團、美食團、醫療團、
等等。或盡量提供您購買便宜的回台機票及旅館
的訊息。（以上活動都是自費）。後援會也會盡
量及時其他相關選舉訊息。

『休士頓地區洪秀柱後援會』成立籌備大會歡
迎僑胞出席參加，相關資訊如下
一、時間：7月19日〈星期日〉下午1:30-3:30
二、地點：Hilton Banquet Room 2FL, Grand Ball
Room

6833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72

八號公路希爾頓花園酒店前方
三、歡迎僑胞自由出席參加，每位贊助10元(多
多益善)，就為後援會成員
四、籌備會通過章程、組織義工、策劃分工......
後 『休士頓地區洪秀柱後援會』正式成立

歡迎僑胞熱烈積極參加！並請本週內隨時注
意進一步的相關消息！！

花許梨美舞蹈學院
2015舞展8月15日登場



CC22休城社區 CC1515廣告天地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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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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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我們的信念
竭盡所能﹐為您提供誠信﹐

熱心﹐省錢﹐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負責人 CLU

呂振益 J.Eric Lu
保險師

外地（800）350-1078 Fax:713-988-6886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餐館及商業
˙房屋及水災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員工保險
˙地產保險
＊此保險單(及保險計劃書)
若有提供為僅有之正式
版本﹐且以英文為準﹒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服務客戶逾20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www.farmersagent.com/jlu

713-988-0788

J. Eric Lu
Insurance Agency

呂氏
保險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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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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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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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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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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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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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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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宏婷
Winnie Hui
CLU CPA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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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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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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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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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誠徵有經驗,穩重的保險經紀人。

代理上百家A級保險公司

Personal個人保險
Home房屋
Auto汽車
Life人壽
Health健康

Commercial商業保險
Property產業
Restaruant餐館
ShoppingCenter購物中心
Office Building辦公大樓

優勝保險
www.ChampionsIG.com

李仕球李仕球

Champions Insurance Group

英文專線：832-484-8899英語、西班牙語 中文專線：713-446-9185國語、粵語、福州、福建、台語

5307 FM 1960 Rd. W.Ste B, Houston, TX 77069★專精房屋及商業保險★

一通電話一通電話一通電話
立即省錢立即省錢立即省錢

優勝保險，你值得擁有？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有Medicaid & Medi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請注意：

今年德州的七個郡，包括Harris County，為減少保險的濫用，減

低費用，交由第三方管理公司管理，將您列入MMP的保險計劃，

您今年4月至8月底，會陸續收到這家公司的來信，您的計劃則

會自動轉入MMP計劃中去，MMP計劃較新，有很多醫生和藥店

還不在此網絡裏邊，如果您還去看原來的醫生，您會突然發現自

己的保險不能報銷了，MMP計劃有很多限制，有許多藥要自費，

現在有很多被保人都不願意被轉入，若您是Medicaid & Medi-

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歡迎您與我聯絡，我們可免費幫您查看

是否被轉，免費諮詢，并免費幫您保留原來的計劃。

詢問有關本校$10,000的獎學金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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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開張期間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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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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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位資深專業律師
•二十多年職業經驗
•二十余萬客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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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8229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Eva律師

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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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

3528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99大華同一廣場）

832-999-4921

夏令營招生 (可選擇半天或全天課)

˙暑期 II : 7月6曰至7月31曰
˙暑期III : 8月3日至8月21日

˙(高 , 中, 小學) 數學, 英文閱讀, 自然科學 -輔導並做考前準備
˙赴國家級數學競賽MATHCOUNTS, AMC8/10, AIME的參賽準備

(詳情請至www.starlearning.com)

推薦獎金: 凡推薦您的朋友來
報名, 雙方皆可獲得$50 明星學院明星學院,,幫助您的孩子贏在起跑點上幫助您的孩子贏在起跑點上..

夏令營地址: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

星期六 2015年7月11日 Saturday, July 11, 2015 星期六 2015年7月11日 Saturday, July 11, 2015

各大超市均有銷售

●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 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
治治治
主主主

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休士頓僑教中心關心奧克拉荷馬州僑界休士頓僑教中心關心奧克拉荷馬州僑界

 

















八仙氣爆捐款專戶
20152015年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夏季教師研習會年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夏季教師研習會

（本報訊）休士頓中

文學校聯誼會2015年的夏

季教師研習會將在 8月 7

日到9日在休士頓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舉行。 此次研

習會的主講人是由兩位中

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派出的

巡迴講師--江惜美和胡龍

華兩位教授擔任。 江教

授和胡教授都是華語文教

學界的領袖人物.

江惜美教授是銘傳大

學華語教學系教授兼系主

任。 專長項目有華語文教

學, 漢字教學, 作文教學。

江教授計畫分享的主題有

: 課堂管理, 如何進行漢字

教學, 如何進行繪本教學,

華語教材的編寫, 從閱讀

到寫作, 教案習寫與教具

製作。

胡龍華教授是美國布

朗大學東亞系中文部負責

人, 美國新英格蘭中文教

師協會副會長暨執行長。

所教授的課程曾被美國大

學 理 事 會 (College Board)

評選為全美最佳十門中文

課程之一。

胡教授預備分享的題目有

: 如何避免學生洋腔洋調,

語法教學, 怎麼讓學生學

會使用新詞彙, 真實語料

在教學上的使用, 樂在溝

通: 如何提高學生用中文

進行討論的興趣, 如何進

行口語教學。

請老師們及對中文教

學有興趣的人士儘早報名

參加。 此次研習會的費

用為 會員學校每位$35, 非

會員學校每位$45。 報名

請聯絡 張台生 中華文化

中 心 chinese-

school@ccchouston.org

電話 713-271-6100 分機

號碼163

（本報訊）休士頓僑教中

心主任莊雅淑7月9日前往奧

克拉荷馬州首府奧克拉荷馬市

，拜會當地僑社，並與奧克拉

荷馬臺灣同鄉會、奧克拉荷馬

州華人協會、奧克拉荷馬州亞

洲協會、奧華中文學校等僑界

代表進行座談餐會，瞭解當地

僑社及僑校發展。奧城亞洲協

會前會長何濱洛、華人協會前

會長林盛美、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資訊管理系主任張

孝實、奧城臺灣同鄉會會長陳

增修、前會長張滄洽、副會長

吳思達以及多位理事、奧城中

文學校校長李載誠、前台灣同

鄉會長蔡秋雄醫師、奧城台商

吳繼凱均出席該項餐會。奧克

拉荷馬州與臺灣有著密切的關

係，奧州與臺灣省是姊妹省，

其首都奧克拉荷馬市與台北市

是姊妺市，奧華姊妹市委員

Deanna亦特別來到現場參與。

莊雅淑代表僑委會感謝僑領們

服務僑社熱心及關心故鄉之熱

情，並介紹僑教中心所提供的

僑 務 服 務 ， 以 及 僑 委 會

I-OCAC以及休士頓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粉絲頁所提供的即時

服務資訊，今年奧克拉荷馬州

僑界即將接辦僑務委員會雙十

國慶文化訪問團明華園訪演活

動，奧華姊妹市委員Deanna

代表奧州政府表示歡迎，奧州

全僑亦展開相關籌備活動，大

家齊心協力，希望讓美國友人

透過這項文化訪演，認識優質

臺灣文化，讓優質臺灣文化在

世界發光發熱。

新北市八仙樂園 6月 27

日發生嚴重的粉塵氣爆，造

成5百多位年輕前程似錦的年

輕人輕重傷，因為粉塵燃燒

而慘遭身體大面積燒傷，目

前有2百多人還在加護病房搏

鬥中，大面積的燒燙傷是非

常危險的，僥倖存活下來，

往後還須面對漫長的復健以

及心理建設，才能重返社會

。

許多海外僑胞對於八仙

事件感到震驚與關心，紛紛

表達希望捐助醫療用品，或

者捐款協助燒燙傷民眾醫療

復原等意願，令人感動 ! 有

鑒僑胞詢問捐款方式，僑務

委員會特別提供了新北市政

府社會局八仙粉塵氣爆捐款

專戶資訊如下：

一、金融機構名稱：臺

灣銀行板橋分行(BANK OF

TAIWAN BANCIAO

BRANCH)

二、戶名：新北市社會

救濟會報專戶

(NEW TAIPEI CITY SOCIAL

ASSISTANCE ACCOUNT)

三、地址：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1號

(21 FUJHONG RD. BANC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22055, TAIWAN)

四 、 帳 號 ：

027038002803

五 、 通 匯 代 號 (SWIFT

CODE)：BKTWTWTP027

六、用途別註記：「八

仙粉塵氣爆案」(Water Park

Inferno Assistance Project)

僑務委員會為感謝熱心

捐款的僑胞，協助確認捐款

匯抵情形，請於捐款資料書

寫上姓名以及連絡電話，傳

真至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讓我們表達感謝。休士

頓僑 教中心地址 ：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 電話 ： (713) 789-4995

傳真： (713) 789-4755 電子郵

件信箱：houston@ocac.net

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前排右前排右44))、、奧華姊妹市委員奧華姊妹市委員Deanna(Deanna(前排右前排右66))與奧克拉荷馬州各僑團領袖合影與奧克拉荷馬州各僑團領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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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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萬。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上海紅木家俱公司上海紅木家俱公司

3020 Fondren Houston TX 77063
http://www.rosewoodfurniture.us Tel:(713)975-8605

ROSEWOOD FURNITUREROSEWOOD FURNITURE

推陳出新推陳出新 夏季酬賓夏季酬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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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檀紫檀仿古沙發仿古沙發1010件套件套

紅木园形花座餐台紅木园形花座餐台（（配配66椅椅））

紅木長方形餐桌紅木長方形餐桌（（配配66椅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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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全智賢主演

的電影《暗殺》即將在韓國

上映，前日，她與片中主演

河正宇、李政宰、趙震雄等

，在首爾光化門清溪廣場出

席宣傳活動。由于有多名頂

級影星現身，吸引了約5000

名市民圍觀，場面壯觀。

一衆演員中，河正宇最

親民，不斷與在場粉絲自拍

及簽名。而女神全智賢穿著

一身黑白配西裝壓軸登場，

透視衫露出黑色內衣，引來

全場尖叫，粉絲們驚呼“帥

出一臉血”。全智賢承諾，

如果電影《暗殺》能突破

500萬入場人次，她將會做

善事回饋大家。

《暗殺》是《老千》、

《田禹治》、《奪寶聯盟》

導演崔東勳的新片，是韓國

觀衆今年最期待的作品。該

片以1933年的上海爲背景，

講述了獨立軍、臨時政府和

雇傭殺手爲了執行暗殺任務

而展開的故事，刻畫了他們

不同的選擇和命運。

全智賢在片中一人分飾

兩角，飾演暗殺團團長安玉

潤，經常提著重達5kg的槍

飛檐走壁，卻在一次行動中

發現了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

的雙胞胎姐妹。李政宰飾演

韓國臨時政府間諜廉錫鎮，

他爲了出演該片曾經48小時

沒有睡覺，並且減重15公斤

。河正宇飾演雇傭殺手“夏

威夷· 皮斯托”，兼具老練

和氣場，是個看似浪漫卻又

讓人摸不著頭緒的神秘人物

，片中他大多數服裝是長風

衣，非常帥氣，滿足了女粉

絲的期待。

早前，全智賢在接受采

訪時公開拍攝電影《暗殺》

時的幕後有趣的故事。她透

露，在電影中是以短發和素

顔出演，還爆料稱：“我化

妝的時間要比哥哥們(指李政

宰、河正宇)短很多，因爲他

們需要接受黏上胡子、特殊

化妝，所以我總是最快完成

妝容的。”

談到接拍該片的理由

時，全智賢說：“這部電

影不僅是以女演員爲中心

，而且還是崔東勳導演執

導，能夠參與進來我感到

非常高興。拍攝時，當我

覺得有壓力的時候，我就

會說‘今天我要去開一槍

’,很有樂趣。”

全智賢穿透視裝露黑色內衣

與粉絲自拍簽名

德普穿傑克船長戲服

慰問病童 與對方合影
綜合報導 近日，身處澳大利亞拍

攝《加勒比海盜5》(Pirates of the Ca-

ribbean: Dead Men Tell No Tales)的約

翰尼· 德普，前日扮成“傑克船長”驚

喜現身一間兒童醫院，爲病童及家長

打氣。

據目擊者稱，德普當天充滿愛心和

耐性，逐一慰問病童又跟他們合照留念

，最後才依依不舍離去。

綜合報導 陶喆前日開道歉記者會

承認婚後出軌，強調是楊子晴主動邀約

，哽咽感謝妻子不離不棄，並喊話

“Penny是我這一輩子只會愛的女人”

。當晚,他被曬出疑似道歉完去餐廳用

餐的照片，席間還有林嘉绮夫婦,看上

去陶喆和Penny的表情都很開心，夫妻

倆似乎未受出軌事件的影響。

此外，陶喆 7日在道歉會上承認

6月 19日有和楊子晴在成都的飯店約

會，至于兩人交往的確切時間,他表

示“實際交往時間沒有記”。但在

會後的訪談中,偉大文化的總經理王

立德卻意外透露:“楊子晴的很多微

信內容是在 2014 年發生的,他們在

2014 年有聯系、有交往。”但其實

2014年時陶喆已和老婆江佩蓉(Penny)

交往了兩三年,並于當年的七夕求婚

成功。這麽說來,陶喆在 2014 年就有

劈腿的嫌疑了。

陶喆夫婦未受出軌事件影響

道歉會後開心自拍



CC1313大陸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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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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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ffet檯﹑水喉零件
○訂制各式不銹鋼廚房設備

○各式餐館瓷器﹑餐檯﹑椅子﹐應有盡有

KITCHEN DEPOT

歡迎來電
免費咨詢﹐免費估價

提供 UPS 郵寄和貨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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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idelines of the BRICS and SCO summit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held separate
meetings with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Vladimir Pu-
tin,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and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Jacob Zuma. And cooper-
ation is once again the main focus.
A summit of fast-emerging economies with fast-de-
veloping partnerships. In Ufa on Wednesday, Chi-
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met with Russian Presi-
dent Vladimir Putin. Moscow is searching for inves-
tors to help its struggling economy hit by Western
sanctions over the Ukraine crisis.
President Xi said China and Russia are strengthen-
ing existing consensuses on several fronts, and
making progress in new areas.
Meanwhile, President Putin agreed that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deepen
cooperation within the
BRICS and SCO
frameworks, pushing
member states in both the
economic and security
blocs to better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Also on Wednesday,
President Xi met with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for their fifth
meeting in a year.
Both sides agreed to
enhance cooperation under
the BRICS framework and
to work towards
maintaining peace along
their border.
President Xi said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join hands to promote the devel-
opment of newly-established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BRICS Development Bank
as well as the Bangladesh-China-Indi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He added that cooperation be-
tween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India's related projects sh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to achieve mutually-beneficial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And while sitting down with South African Presi-
dent Jacob Zuma, Xi Jinping noted that ties be-
tween China and South Africa were at their best in
history.
Xi recalled the state visits he and Zuma paid to
each others'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dur-
ing which they mapped out long-term comprehen-

sive plans for bilateral cooperation.
Xi also said China is ready to enhance coordina-
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South Africa, with a spe-
cial focus on such areas as maritime trade, produc-
tion capacity, special economic zones, energy and
finance.
Related
What Can Be Expected From The BRICS

And SCO Meetings?
At the invitation of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
tin,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attending the 7th
BRICS Leaders Summit (July 8-9) and will attend
the 15th session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
ganization (SCO) leaders board meeting (July
9-10 ) in Ufa, Russia.
SCO and BRICS countries account for one-third of

the world’ s territory and more than 3 billion people
or one fifth of the world’ s population while their to-
tal GDP totals one-fifth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coincidence of the Ufa Summit and the BRICS
meeting did not happen by accident, but unites the
two essential engines in promoting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together.
During BRICS and SCO meetings in Ufa, Presi-
dent Xi will meet other leaders from SCO countries
and observer countries. He will talk to guests invit-
ed by Russia and heads of other relevant interna-
tional organizations. They will exchange in-depth
view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O and BRICS, the
regional situation and major international and re-
gional issu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ordinat-
ing positions and building consensus. President Xi
will announce China’ s suggestion for promoting
development of the SCO and express China’ s de-
sire to build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with SCO
assistance. China aims to actuate SCO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e comprehen-
sively the development of BRICS and the SCO
with efforts from all countries and further strength-
en pragmatic cooperation between group states in
various fields.

Map Showing The BRICS Countries

Xi Stresses Stronger Cooperation
Between All BRICS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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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cabinet, the State Council, stepped up last
Wednesday to assure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plenty of tools at its disposal to restore confidence
in the economy, and the country could realize its
maj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argets
this year.
China's economy expanded 7.4 percent in 2014,
the slowest rate for 24 years. This year's growth
target is set at approximately 7 percent, lower than
the double-digit growth of the past decades but still
robust b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Positive signs have been increasing in the last
two months and structural readjustment has been
accelerated," said a statement released after an
executive meeting of the State Council presided
over by Premier Li Keqiang.
Recent economic data has fueled hopes of a re-
bound after first quarter growth was posted at 7
percent, weighed down by a housing market down-
turn and industry overcapacity, said some private
and think tank economists.
China's market demand is bottoming out with the
manufacturing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PMI),
a key measure of factory activity, climbing steadily
and other economic indicators like electricity con-
sumption and longer-term loans edging up in re-
cent months, said Lian Ping, chief economist at
the Bank of Communications.

The macroeconomic slowdown is expected to re-
verse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or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6, as moderated growth is due to domestic fac-
tors rather than external challenges, said Li Da-
okui, professor at Tsinghua University.
Economists held that China lowered its economic
growth target to help with restructuring efforts to
place more focus on higher-quality and innova-
tion-driven growth, while the housing market in the
big cities has witnessed a revival with the help of
supportive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Home sales in China's tier-one cities,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surged 42.9
perc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on a yearly basis,
with the uptick in
tier-two cities at
16.9 percent,
leading property
agent Centaline
revealed.
China's growth
slowdown is not
unexpected, the
World Bank said
earlier this month,
adding that it was
"desirable from a
short and
medium-term
perspective," as the country prioritizes balancing
reforms and managing short-term demand.
Efforts to cut heavy industry inventories, dampen
unproductive risk taking in shadow banking, and
solidify budget constraints for local governments
will help make investment more efficient, and re-
align growth over the medium term. However,
such reforms will depress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short term, the global lender said in its latest China
Economic Update report.
The State Council on Wednesday demanded that
policies, reform measures and projects be imple-
mented to ensure economic growth remains in a
proper range, as they will promote quality growth
and upgrading.
The World Bank predicted China's economy would
expand 7.1 percent in 2015 and 7 percent in 2016,
largely in line with its previous predictions.
Not every economic figure is positive. Consumer
inflation ticked slightly higher in June while at the
wholesale level, deflation remained a problem for
the 40th month in a row.
Wen Bin, chief researcher with China Minsheng
Bank, said this shed light on continuously weak do-
mestic demand and that there was still room for

the central bank to
ease its monetary
policy.
To combat the
economic
slowdown, China's
central bank cut the
benchmark interest
rates four times
since November
and lowered banks'
reserve
requirement ratio
twice since
February.
China's cabinet
Wednesday
decided that more
than 250 billion
yuan (41 billion U.

S. dollars) in misused or dormant funds should be
reclaimed by fiscal bodies, and the money should
be invested in underfunded areas.

Growth in China's service
sector remains robust,
especially in advanced
services such as banking
and insurance, and
consumption has grown
slightly faster than
investment in recent years.
Market Bleeding Eases
An unprecedented battery of
measures to pump up the
market has showed early
signs of recovery and has
boosted investor confidence.
Chinese shares posted a
strong rally last Thursday,
with the benchmark Shang-
hai Composite Index (SCI)
leaping 5.76 percent to fin-
ish at 3,709.33 points.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was among the world's best
performers earlier this year,

with the
SCI
surging
more
than 150
percent
within 12
months,
partly
fueled by
margin
trading, as some investors borrowed money to buy
shares.
As margin traders began to unwind their positions
and some investors cashed out, the market has
taken a nosedive since mid-June with the index
losing more than 30 percent as of Wednesday
from the recent peak on June 12, and many
shares' value had halved.
Measures over the past weeks to bolster market
confidence included major brokerages putting their
own capital into the market, rules changing to al-
low pension funds to own stocks, and a trading
cap on stock index futures.
The state asset regulator ordered centrally admin-
ister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to hold
shares in their listed companies amid "abnormal
market volatility", and the regulator eased rules for
insurance companies to step up to the plate to in-
vest more in blue-chips.
Government agencies on Thursday continued to
m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halt the stock rout, with
the police joining the securities regulator to investi-
gate "malicious short selling."

China's Government Takes Measures To Boost
Growth Momentum Amid Market Vola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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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poses for
photos with leader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members and observers,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 leaders, leaders of
invited countries and the BRICS nations,
namely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in Ufa, Russia, July 9, 2015.

(Xinhua/Rao Aimin)

A Stock Market Advisor Meets
Face-To-Face With Investors

A man walks past a bull sculpture at a business
district of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July 9, 2015.
Chinese shares staged a strong rebound last

Thursday, with the benchmark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leaping 5.76 percent to finish at 3,709.33 points.
The Shenzhen Component Index surged 4.25 percent

to close at 11,510.34points. [Xinhua Photo]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Shake Hands In Front Of Th BRICS Logo In UFA Russia,

July 9, 2015.

China's Investors Feeling More
Confident After Rough Ride In

Market

Man Silently Studies The Wall Of Falling
Stocks Posted At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China Provinces And Cities That Hold Stocks
In China's Stock Market

《消失的愛人》定檔 黎明王珞丹重現深情相擁
由黃真真執導，天王黎明、女神王珞丹領銜

主演，林俊傑、張榕容、石修特別出演的年度重

磅懸疑愛情催淚巨制《消失的愛人》在京舉行殺

青發布會，發布會現場以極富創意的沙畫視頻向

觀眾描述了壹段浪漫淒美的生死戀，同時還曝光

了壹支幕後花絮，將此次在玉龍雪山拍攝的艱難

壹壹呈現，黎明與王珞丹上演的“人鬼情未了”

在現場重現了海報中的深情相擁，謀殺菲林無

數，王珞丹還壹語雙關表示：“是導演帶我找到

黎明”。另外，影片特別出演的張榕容也來到現

場，“老公”林俊傑隔空示愛，更是透露了諸多

戲裏戲外的內幕。

在《消失的愛人》進入公眾視線之初即產

生了不小的反響，這與先前獲得奧斯卡獎的電

影《gone girl》是同壹個中文名，在現場導演黃

真真首次面對公眾做出回應，此次黃真真版

《消失的愛人》與美版沒有任何關系，而為何

選擇該片名也是經過反復斟酌的，據了解，該

片講述了黎明飾演的凱峰與王珞丹飾演的秋捷

是壹對恩愛夫妻，在壹次雪山攀登中發生意外，

凱峰無法走出痛失愛人的陰影整日沈浸在不可

自拔的思念中，也是在這種強烈愛意下，秋捷

重回到了他的身邊。

導演黃真真道，王珞丹飾演的秋捷是名符其實

的“消失的愛人”，片名與電影調性壹脈相承：

“與美版不同的是，美版中女主角回來了，但是愛

再也找不到了，但是我們的片子，即使人消失不見

了，但是愛永存。”同時黃真真直言：“《消失的

愛人》是我拍戲以來最驕傲的作品。”

很久不拍愛情片的黎明此次再度接到催淚愛情

片也有不小的淵源，據黎明透露，經紀人曾在看劇

本的時候流淚，好奇心起的黎明用短短45分鐘即

快速看完了首版劇本，當時也是眼淚汪汪，便向經

紀人示意：“趕快接下這部戲”，他道：“能遇到

好劇本太難得。”

據了解，這部略帶奇幻色彩的故事最終是起源

於導演黃真真父母的故事，在去年父親過世後，繼

母對父親仍懷有深深的眷戀，在繼母有壹次與黃真

真吃飯的時候，說道“不知妳爸爸來了沒有”，原

來繼母壹直表示在父親去世後看到過他，那頓飯點

了父親愛吃的東西，就像他們三個人在壹起壹樣。

黃真真道：“他們的感情非常感動我，對於大多數

人來說，信就有，不信就沒有”。

在這部感天動地的生死之戀中，男主角黎明與

女主角王珞丹將上演壹段人鬼情未了，恰巧當天黎明

黑裝出席、王珞丹白裙翩翩，與定檔海報中的形象如

出壹轍，現場二人再度重現經典深情相擁的畫面，引

起現場尖叫連連，而這壹對新鮮CP組合也默契十

足，王珞丹壹語雙關表示，導演帶我找到黎明。

據了解，在這段“人鬼情未了”中，王珞丹飾

演的是被愛感召回來的靈魂，她透露，此次在片中

她將如夢如幻似仙女壹般美麗，而為人母為人妻的

知性、純美更是她角色中的突破點，觀眾也將在電

影中看到壹個與以往非常不壹樣的王珞丹，塑造了

諸如《觸不到的戀人》《星語心願》這類看點十足

的催淚角色，這個角色也將打破王

珞丹以往的“小妞”印象。

未能親自參加發布會的林俊傑還

貼心的送上了壹段視頻，除了讓黎明

和王珞丹對自己片中的老婆張榕容多

加關照之外，還坦言了拍攝這部戲的

壹些小感想。此外他還笑談：“雖然

第壹次跟榕容演夫妻，但是很有默

契，感覺很好”。而對於在片中飾演

王珞丹閨蜜的張榕容在介紹自己角色

的時候坦言，片中的燕子其實並不喜

歡秋捷，不僅嫉妒她，內心還有點小

黑暗，所以她是看不到靈魂狀態的秋

捷。倆人在片中上演了壹出妯娌PK

賽，內心戲十足。

年度奇幻愛情《消失的愛人》自從在雲南玉龍

雪山開機以來即備受關註，黎明、王珞丹這對全新

CP組合也吊足觀眾胃口。在經歷轉展雲南、臺北

兩地的日夜奮戰，《消失的愛人》順利殺青。在此

之際，導演黃真真就將檔期早早預訂，對於片名導

演表示愛人消失了才變成光棍，所以在光棍節上映

非常合適，也非常有意義。據了解該片將於2015

年光棍節11月11日全國公映，而片方更以雪山冰

雕的創意形式紀念電影拍攝期間的艱難險阻，黎明

表示電影中的深沈感情，需要觀眾走到心裏才能慢

慢體會，而王珞丹則直白表示，電影真的很好看！

張榕容則透露，希望觀眾在壹個孤獨的節日中感受

到愛的希望與溫暖，在喜劇片、動作大片、3D大

片橫行的電影市場，用心打磨的情感大片更受時下

觀眾青睞。

據悉電影《消失的愛人》由導演黃真真的真

恒業公司傾註巨資打造，也是真恒業成立的第壹

個電影項目。影片講述壹個橫跨時空和生死的離

奇故事，故事穿梭在奇幻和現實之間，主人公在

壹次結婚周年雪山旅行時，經歷了雪崩意外，變

成靈魂狀態歸來，發現只有愛她的人才能看見她

的靈魂，討厭她的人卻看不見她。本片既有浪漫

懷舊的愛情氣息，也有友情,親情帶來的感動，

令人頗為期待。

古天樂唐僧附體碎碎念古天樂唐僧附體碎碎念
郭采潔巴黎破失戀陰霾郭采潔巴黎破失戀陰霾

由阮世生執導，古天樂、郭

采潔、方中信、徐正曦、胡靜、

劉梓妍主演，文詠珊特別出演的

浪漫愛情電影《巴黎假期》將於7

月31日全國公映。日前片方發布

了古天樂“煲制心靈雞湯”的拍

攝花絮，古仔暖男不夠做“燙

男”，自制“暖男浪漫秘籍”壹步

步搞定郭采潔，兩人的感情也在浪

漫之都砰然升溫。

《巴黎假期》講述了古天樂

郭采潔所飾演的角色在巴黎同壹

屋檐下，共同治療情傷，而後相

扶相持共同走出愛情陰影。在兩

人的的朝夕相處不斷磨合中，各

自明白了想要的真愛就是彼此的

故事。說到浪漫，在巴黎發生的

浪漫愛情故事自然本身就帶著壹

股令人無法抗拒的迷人氣息。在

片方最新發布的壹組拍攝花絮中，

古天樂將畢生戀愛經盡情釋放，自

制“暖男浪漫秘籍”，交際舞、釀

酒、下廚、按摩、煲湯招招暖心，

暖男至極，成燙男，令郭采潔戲

裏戲外著實享受了壹把“最佳男

友”的貼心服務。

為了達到《巴黎假期》中導

演的要求，古仔不僅私下偷偷拜

師學廚藝，更是事無巨細的照顧

起郭采潔的日常生活，導演說到：

“平時妳看到的古天樂都是壹些

很有力量的警察、毒販之類的角

色，但這壹次他演壹個宅男、暖男

是很少見的。”在談到和古仔第二

次合作的郭采潔，更是誇贊古仔為

戲裏的完美生活拍檔：“古仔哥

經常會在第二天拍戲前，帶我去

當地好吃的小吃街去放松，我也時

不時逗他不要老是那麽嚴肅，而當

妳開啟了壹個人那壹面的時候，妳

就會覺得妳很有成就感。”

《巴黎假期》中古天樂飾演

的酒莊管理人，盡管貼心細膩，

但有時更像是《大話西遊》裏的

唐僧壹般，美其名曰“對妳好”

從而不停地碎碎念，令人無比神

煩。影片中，古天樂為了治療郭

采潔的情傷，時常金句頻出：“人

生不能後悔，但可以拐彎。”“不

管多麽深刻的傷痛，只需七年都

會痊愈，因為七年的時間，可以

把我們全身的細胞都更換壹遍。

壹個舊細胞都沒有，所有不開心，

都會忘的幹幹凈凈。”用不停灌

輸人生哲理的方式來逼迫郭采潔

走出愛情陰霾，重獲新生。

據悉，電影《巴黎假期》由

寰宇娛樂有限公司出品，合壹影

業有限公司、廣州市英明文化傳

播有限公司、北京劇魔影業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太陽娛樂文化有

限公司、保利影業投資有限公司、

浙江觀鑒影業有限公司、奧飛影

業（香港）有限公司聯合出品，

將於2015年 7月 31日登陸全國各

大院線。

看天下美女如雲，究竟誰最懂女人
心？青春話題喜劇《愛之初體驗》今日
發布壹款情感版預告片，將爆笑喜劇背
後纏綿悱惻、壹波三折的愛情故事娓娓
道來，在令人捧腹的同時又不忘將觀眾
帶入豐富的感情世界。作為本年度最被
看好的音樂 IP改編電影，《愛之初體
驗》瞄準了年輕人紮堆觀影的暑期檔，
憑借著類型和題材上的優勢，本片極有
可能從同檔期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

由滕華濤監制、海濤導演的青春話
題喜劇《愛之初體驗》今日發布情感版
預告片，眉清目秀玉樹臨風的小鮮肉張
超在片中化身呆萌暖心宅男田小野，以
他的純真善良和對愛的堅定執著打動各
類美女。在與女神米蘭初次相遇之後，
田小野更加堅定了對愛情的追逐。可是
整天沈浸於美好幻想中的他，還是要飽
受霸道女上司“肉體上的折磨”，酸甜
苦辣的磨練也讓他的治愈能力不斷升
級。無論是情場失意的傷心女子，飽受
單戀之苦的癡情閨蜜，還是表面剛強內
心柔軟的女上司，在酒吧性感火辣在家
裏溫柔如水的單親媽媽……最終都對大
帥哥張超扮演的宅男田小野滿懷期待，

讓人不禁感慨還是小鮮肉最懂
女人心。

此前，《愛之初體驗》片
方曝出的“陌生人接吻”系
列創意視頻曾迅速躥紅，在
各大視頻網站上的點擊量高
達5000萬，不少網友都被陌
生人之間的“陌吻來電”深
深吸引，壹度引發全民尋找
初體驗的熱潮。此次發布的
情感版預告片延續了以情動
人的路線，營造出壹種溫馨
甜美的抒情氛圍，無疑再次
拉近了觀眾和片中的人物的
距離。在電影《愛之初體驗》
中，男主角田小野如同現實
生活中那些把愛埋在心底的
羞澀男孩，但隨著真愛女神
的降臨，他也勇敢沖上了執
著追愛的單行道。壹度被上司鄙視的
純情處男田小野究竟有多強大的治愈
能力，能夠贏得這些不同類型都市女
人的青睞，只有等到8月7日電影上映
才會真相大白。

《
愛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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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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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版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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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真真回應片名疑雲
稱其為最驕傲的電影

黎明自曝看劇本哭紅眼眶
故事靈感源自導演父母

黎明、王珞丹現場重現深情相擁
演繹中國版“人鬼情未了”

林俊傑隔空示愛“另壹半”
最美妯娌上演內心戲

《消失的愛人》近日正式殺青
定檔11月11日光棍節

古天樂金句頻頻做愛情導師
郭采潔調教有方“太自豪”

古天樂唐僧附體神煩碎碎念
郭采潔被迫重獲新生

情感版預告治愈女人心

“陌吻來電”
全民尋找初體驗



CC1212 CC55臺灣影視 休城工商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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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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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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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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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豬拆彈聊女色 命中周揚青
羅志祥（小豬）認愛大陸女

友周揚青，他參與的東方衛視
《極限挑戰》猛開他戀情玩笑，
日前播出 「拆炸彈」內容，黃磊
為剪斷其中一條引線，問他 「你
老婆最喜歡的顏色」，他回 「我
沒結婚」；黃改問 「那今後的女
友會喜歡什麼顏色」，他答 「綠
色」，網友說 「綠」者 「青」也
，覺得他答案有玄機。

黃磊說： 「我們（大陸）這
管女朋友也叫老婆，你有沒有偷
交的女朋友沒告訴別人？」小豬

苦笑否認，眼見炸彈快爆，孫紅
雷再虧： 「羅志祥，你還是人嗎
？都快沒命了，說點真話行嗎？
」黃磊改問： 「那你前女友喜歡
什麼顏色？」小豬說： 「粉紅色
。」網友又說： 「大家都知道
Selina最愛粉紅色啊！」

小豬為《極限挑戰》搏命，
連夜搭 10 小時火車前往雲南麗
江，沒刷牙洗臉，朝海拔 4680
公尺的雪山攻頂，工作人員犯高
山症狂吸氧氣瓶，他好強僅靠吃
藥對抗，其實很挫，因有朋友險

命喪高山症。
周揚青得了 「豬」心卻屢遭

網友攻擊，８日凌晨微博發文：
「樂觀的心態會被人誤以為你對

自己盲目自信，其實他們不知道
這只是你讓自己快樂的一種方式
。」情緒似陷低潮。

小豬國際歌迷會邁入第８年
，今年推出專屬App，讓歌迷分
享照片互動，回留言的權限僅限
他本人，不假手工作人員，８月
23日將辦嘻哈趴。

胡瓜職棒開球處女秀胡瓜職棒開球處女秀
全家三代總動員全家三代總動員

胡 瓜 3 日 為 中 華 職 棒
Lamigo桃猿隊開球，並客串球
評，他首次處女開球，老婆丁
柔安、女兒小禎及孫女 Emma
，全家總動員到場為他加油，
他笑 「這下要好好表現，不能
漏氣」。但過往職棒都是找年
輕正妹開球，這回卻相中綜藝
大哥胡瓜，他自嘲說： 「因為
大家都很忙，只有我有空！」

他私下本來就是棒球迷，
談到台灣職棒現況，他難掩憂
心： 「現在台灣職棒就好像一
個農場，栽培出很多好手，但
都被挖到國外去，還是呼籲大
家多多買票捧場，才能讓整個
中華職棒發展起來，讓好球員
願意留在台灣。」

他第一次開球、也是第一
次當球評，事前他做足功課，

在錄影棚化妝間貼滿出場球員
照片和球員名單，把握時間熟
記，就連球員們的守備位置和
以往戰績都背得滾瓜爛熟。他
在球賽三局趁攻守交換的空檔
登上小飛機，升到近5層樓的
高度，帶領球迷為球員打氣，
場面相當熱烈。

張鈞甯送鳳梨酥
梅爾吉勃遜開心玩自拍

一部以二次世界大戰的為背景的 「大
轟炸」7 日在浙江舉行記者會，吸引逾百
媒體前來探班，卡司包括好萊塢巨星梅爾
吉勃遜、布魯斯威利、劉燁、黃聖依、宋
承憲、馮遠征和張鈞甯等人，由於現場人
太多場面一度混亂，張鈞甯還立刻充當
翻譯，跟梅爾吉勃遜說： 「現在是媒體
拍照時間，請從右邊看到左邊。」讓他
能掌握現場狀況，梅爾吉勃遜還調皮的
跟大家玩起自拍。

擔任監製的梅爾吉勃遜一見張鈞甯就
主動表示自己在30多年前在台灣拍戲，還
住過8個多月，說台灣東西真好吃。張鈞
甯立刻送上鳳梨酥，化身台灣親善大使，
讓老梅開心的說一定要再來寶島。繼與布
魯斯威利的零NG對戲後，張鈞甯渴
望與梅爾吉勃遜不只是監製與演員的
合作，希望與老梅也能一同飆戲。張
鈞甯在 「大轟炸」飾演戰地記者，早
期學醫的經歷讓她在戰場除了用攝影
紀錄下戰時的景象外，還加入醫者細
膩的救護與關懷，而她和飾演空軍長
官的布魯斯威利對戲也順利完成。

雖然忙著工作，張鈞甯也很關心
八仙塵暴傷者，邀請演藝圈眾多好友
一起來為愛朗讀 「當你難過，記得有
人為你禱告」，她說自己不是歌手，
沒辦法用歌聲來療癒傷者，所以就用
朗讀的方式 ，期望能將自己的些微
心意，帶給需要鼓勵的朋友們勇氣或
溫暖。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家庭團聚家庭團聚(Follow to join in)(Follow to join in)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本報訊）腎臟與高血壓專家謝春醫師的
新診所開張儀式將於7 月 18 日週六上午 10 -
12時舉行。屆時將有多位著名醫師蒞臨，同
時,當天上午還一並舉辦名醫健康講座。主要
講員包括腎臟與高血壓專家謝春醫師，心臟
專科豐建偉醫師，家庭科殷正男醫師，百利

中醫皮膚科楊曉娜醫師等，主題涵蓋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的防治及常見皮膚病的中醫治療。
此外,現場還免費測量血壓，並略備點心茶水，歡迎各界人士光臨。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謝春醫師有二十多年臨床
經驗，在中美兩國均受過良好的內科，腎臟與高
血壓專科培訓，專治各種腎臟病與難治性高血壓
。謝醫師本人通英，國，粵語，客家話及其他中
國方言，熱忱為您排憂解難。歡迎電話查詢及預約。

謝春醫師的新診所地址在9440 Bellaire Blvd 218, Houston, TX 77036，百利大道國泰銀行樓
上。詳情請電281-501-9808或281-815-2898。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謝春醫師診所新張儀式腎臟與高血壓專家謝春醫師診所新張儀式
暨名醫健康講座將於暨名醫健康講座將於77月月1818日上午舉行日上午舉行

移民申請中，通常都是整個家庭一起
得到移民身份。如果家庭成員都在美國，
比如丈夫在美國工作，通過職業移民申請
美國綠卡，經過勞工證，I-140 之後，在
I-485 調整身份階段，家庭的全部成員，
包括配偶和21歲以下的未婚子女可以一起
申請，一起拿到綠卡。如果家庭成員都在
中國，比如美國公民申請在中國的兄弟姐
妹，在等待10年左右的排期之後，兄弟姐
妹的全家，包括配偶和21歲以下的未婚子
女可以一起申請移民簽證，入境美國後一
起拿到綠卡。

如果主申請人在美國，而其他家庭成
員在美國境外，情形又不太一樣。比如主
申請人通過職業移民提出綠卡申請，而此
時配偶和21歲以下的未婚子女仍在美國境
外居住，配偶就無法與丈夫同時提出
I-485 申請。在這種情況下，丈夫應在獲
得綠卡之後，馬上提出家庭團聚(Follow
to join in)申請，亦即請批准其綠卡的移民
局有關部門通知美國海外領事館，准其配
偶和21歲以下的未婚子女與主申請人團聚
。應注意的是，該婚姻必須建立於主申請
人拿綠卡之前。如果是拿到綠卡之後才結
婚的話，提出的是親屬移民第二優先的申
請，這要等待長達好幾年的排期。

家庭團聚的程序是主申請人為家庭成

員提交I-824申請。其優先日期將與主申
請人的優先日期相同。得到批准後美國駐
廣州領事館會通知中國的家庭成員前往廣
州面談。面談通過之後會獲得移民簽證。
申請人持移民簽證入境後一兩個月將會收
到綠卡。
最新移民消息

1. EB-5 移民投資金額 2015 年 9 月
30日後很可能會大幅提高。參議院於2015
年6月4日開始進行EB-5法案的重整工作
。新提案呼吁對EB-5投資移民的核心內
容進行改革。改革措施包括：五十萬投資
移民類別將漲至八十萬，一百萬投資移民
類別將漲至一百二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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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史上最激烈H1B名額爭奪戰役，
23.3萬人搶占8.5萬個名額。美國移民局4
月13日宣布，截止4月7號，移民局一共
收到約 233,000 份 H-1B 申請，並於 13 日
進行並完成了H-1B名額電腦抽簽。首先
進行抽簽的是為美國碩士或以上學位的受
益人設立的20,000個H-1B名額。未抽中

名額的美國碩士或以上學位的受益人再與
其他受益人一同參與 65,000H-1B 名額的
抽簽。對於未抽中的H-1B申請，移民局
將退回申請材料及申請費。移民局再次承
諾，將會最晚不遲於5月11號開始對要求
加速處理的H-1B申請進行審理。另外，
移民局也會繼續受理不受H-1B名額的申
請，包括H-1B延期申請，更換雇主申請
，以及免受H-1B 名額限制的雇主遞交的
H-1B申請。

4. 3 月 23 日,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兩年
一度的［選擇美國高峰會談］（Select
USA Investment Summit）上表示，美國政
府將對L－1B工作簽證進行改革，以吸引
更多海外人才。

5. 聯邦國土安全局(DHS)、美國移民
及海關執法局(USICE)等執法單位，於3月
3日清晨持搜查令(Search Warrant)，掃蕩南
加州三縣二十處月子中心。一些孕婦的護
照、新生兒的出生證明被扣留。部分孕婦
收到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USICE)的約
談通知.月子中心涉嫌移民詐欺、稅務詐欺
、福利詐欺，洗錢等多項罪名。

6. 美國移民局於2015年2月24日宣布
，已經遞交職業移民申請的H1B持有人的
配偶如果符合相關條件，將能夠在美國合
法工作，移民局將從2015年5月26日起開

始接受申請。符合申請條件的H1B身份的
配偶必須符合以下條件：H1B 持有人的
I-140職業移民申請已經獲得批准，而該
H4配偶為主要受益人或 H1B持有人已經
處於H1B6年以後的延期階段。國土安全
局此次頒布的規定將造福數十萬計的 H4
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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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9bU-
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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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熱線：732732--694694--31683168

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

強力排油煙機
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

·全自動高溫熱水清洗
·輕觸式數碼控制板

·專利節能熱水清洗系統
·全不銹鋼隱藏式油杯

·美國及加拿大電檢處註冊
·美國專利註冊電機熱清洗系統

全自動清洗全自動清洗ACAC830830型號型號
包安裝只需包安裝只需$$595595（（限時供應限時供應））

特約代理商

通用傳訊：Tel:281-983-00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床墊世界：Tel:713-777-1188 6121 Hillcroft ST. Suite#M Houston, TX 77081
家樂超市：Welfresh Market 4635 Highway 6. Sugarland, TX 77478
帝國健康器材：ComfortCity Inc. Inside Hongkong Market 11209 Bellaire Blvd, S# C-13 Houston, TX 77072

特價酬賓傾銷特價酬賓傾銷

www.accelaR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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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周 鋒/採訪報導）
7月1日上午10時，三千名來自芝加哥
各社團的群眾聚集於芝市湯普森中心
前，抗議州政府削減社區服務經費的
預算。集會由伊州移民難民權利聯盟
（ICIRR），泛亞選民賦權促進會（The
Pan-Asian Voter Empowerment
(PAVE) Coalition），芝加哥亞裔促進
公正等機構共同組織，包括華、印、韓、
菲、柬埔寨等亞裔、非裔、及西裔等多
個族裔的民眾參加了集會，強烈要求
州政府制定合理的 2015 財年財政預
算，維持原預算，繼續支援非盈利機構
為社區民眾提供各項社會服務。

眾多機構代表在集會上依次發
言，對州政府削減社區服務預算表示
不滿，並呼籲朗納州長立即推行合理
的預算，繼續支援移民社區服務。2014
財年已於2015年6月30日結束，可是
至今伊州政府尚未公佈 2015 財年的
預算，很多社區機構已無法繼續向社
區民眾提供服務。ICIRR 呼籲，民眾
可以致電州長辦公室（217-782-0244
），向 所 屬 的 州 參 議 員、眾 議 員
（217-782-2000）表達不滿。

伊州移民難民權利聯盟的領導
人 Lawrence Benito 指出，由於預算僵
局無解決辦法，伊州移民難民權利聯
盟及兄弟單位失去移民服務項目的資

金供應，70%的移民服務項目將被迫
砍掉，有些職員將被解僱，服務對象的
人數將減少，有的機構將完全關閉。我
們希望州長能認識到，他這樣做對伊
州未來的穩定會產生很大的打擊和損
害。

芝 加 哥 亞 裔 促 進 公 正（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Chicago)
機構的行政主任TUYET LE抗議說，
她是泛亞選民賦權促進會的成員，她
強烈要求州政府恢復原來的預算，不
達此目的，決不罷休，他們要戰鬥到底
。他們要求州長設法從其他途徑提高
伊州所需要的稅收收入而維持原來的
社會福利，這種福利是對伊州兒童、家
庭、社區的重要投資，具有戰略意義。
34 個組織機構簽名寫給州長和州眾
議院、參議院的一封信在現場宣讀：
「我們相信：對兒童、家庭和社區的投
資是推動伊州經濟繁榮的善舉，為此，
州長和州眾議院、參議院必須選擇開
發徵收稅收的新途徑來為伊州的家庭
和社區造福，以代替削減移民社會服
務的措施。」

BERTHA MORIN說，我們向我
們選舉出來的官員，包括州長朗納呼
籲，你們應當選擇一個優先照顧全伊
州的家庭和社區的公正而可持續的稅
收解決辦法。最後，他高呼：停止砍掉

不可缺少的服
務，另選進步
的稅收途徑！

伊 州 柬
埔寨協會的一
位女士 SENG
THACH 說，
她是從柬埔寨
來的難民，她
在難民托老所
工作。如果托
老所因沒經費
而關閉，這些
不會說英語、
吃不慣西餐、
生活不能自理
的老人簡直沒
法活了！她希
望原有的預算
別砍掉。

Rosita
De La Rosa 女
士 說，她 在
LOGAN 廣場
居民委員會工作27年，最近因州政府
削減預算而失業。她是削減預算的犧
牲品。她熱愛她的工作，她愛受她照顧
的 200 多位中小學生，她要求恢復她
的工作。這時，群眾高呼：向富人收稅！

向富人收稅！（富人應

當多多納稅！）
一 位 非 裔 年 輕 牧 師 RON

HOWELL念聖經箴言第31章8、9節：
「你當為啞巴開口，為一切孤獨的伸冤
。你當開口按公義判斷，為困苦和窮乏
的辨曲。」他說，我們今天要為我們的
孩子、父老、窮人、殘疾人叫屈，因為他

們是容易受害者。
在每個發言人發言之後，大會主

持人JITU BROWN以十分洪亮的聲
音帶領群眾高呼口號。主持人喊：「我
們需要什麼？」群眾答：「不要削減預算
！」，如果我們得不到我們所要的呢？群
眾答：「把他拉下馬！」群情激奮，呼聲
震天響！

華人互助會成員特地從北華埠
趕來參加群眾集會和遊行，服務部副
經理黃立言和職員黃嬋蓮激動地說，
華人互助會是北華埠最大的社會服務
機構，他們希望州長不要削減預算，否
則他們的移民服務會受到很大影響，
他們的服務對象不僅有華裔，還有許
多東南亞裔。

群眾大會結束後，與會群眾舉行
盛大示威遊行。從湯普森中心出發，繞
了一大圈，又回到湯普森中心。聲勢浩
大的群眾集會和示威遊行至此圓滿結
束。

抗議州政府削減社區服務經費預算抗議州政府削減社區服務經費預算
逾三千名芝加哥社團群眾聚集湯普森中心表達不滿心聲逾三千名芝加哥社團群眾聚集湯普森中心表達不滿心聲

抗議群眾抗議群眾 標語標語：：削減預算等於貧窮等於淪為罪犯削減預算等於貧窮等於淪為罪犯！！

華人互助會抗議隊伍華人互助會抗議隊伍 主持人主持人JITU BROWNJITU BROWN帶領呼口號帶領呼口號 柬埔寨亞裔代表抗議柬埔寨亞裔代表抗議

非裔牧師非裔牧師RON HOWELLRON HOWELL抗議抗議泛亞選民賦權促進會成員泛亞選民賦權促進會成員TUYET LETUYET LE抗議抗議

標語標語：：朗納的選擇朗納的選擇：：要銀行家要銀行家
還是要父老還是要父老？？

西裔族西裔族LIDALIDA抗議抗議

僑社要聞

抗議群眾請政府傾聽我們的聲音抗議群眾請政府傾聽我們的聲音
逾三千名芝加哥社團抗議群眾逾三千名芝加哥社團抗議群眾

逾三千名芝加哥社團抗議群眾逾三千名芝加哥社團抗議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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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台灣藝人吳建
豪近日被指婚姻亮
紅燈，在社交網上
被太太石貞善數其
不是，日前他赴港
出席電影發布會，
在訪問中被問及與
太太感情事時，他
突向記者咆哮：
“Ｗhat？”記者
再度提問同一問題，他繼而面黑黑地回應：
“跟每個人一模一樣，想保持私隱，多謝關
心。”10日他就此事在facebook聲稱當日是在
逗人笑而已，他寫道：“原來逗人笑也能被寫
成說在兇人？……哎~好吧……那再來一次吧，
這次各位笑的時候，是開心的還是又被我嚇到
呢？哈哈哈”，並上載大叫3秒“What”的短
片。

香港文匯報訊陳奕迅（Eason）最新廣東大
碟《準備中》10日全面發行，全球首輪預購訂
單突破十五萬張，其中更包括韓國地區。近這十
年來，Eason是首位香港歌手由韓國環球唱片自
行印刷和出版韓國版的廣東大碟，對上一位藝人
已經是張國榮，可見Eason相當受亞洲市場重視
和歡迎，成績十分理想！

是次唱片封套拍攝，從頭到尾只有一套衣服
造型，重點在於整體概念，與專輯名《準備中》
有密切關係。Eason相當享受每次的準備過程，
可以好好裝備自己，為下一次演出尋找新方向。
這次拍攝需要戴上面具扮阿伯，當Eason見

到面具，連他自己都不禁說：“面具做得好逼
真，我老咗就係咁嘅樣，不過應該唔會留咁長嘅
鬍子。”好奇的Eason不斷研究面具，拍攝完畢
後更說：“我可以把面具帶回家留念嗎？留待下
次萬聖節循環再用，好環保不用浪費，哈哈！”

林欣彤期待沙灘騷
鍾舒漫玩水曾走光

Eason
扮鬍鬚阿伯進軍韓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同期出碟的
一眾英皇歌手林欣彤（Mag）、洪卓立、鍾舒
漫、羅力威、馮允謙、許靖韻、陳凱彤10日舉
行《叱咤樂壇溝埋一齊開Show》音樂會，除了
各自獻唱和crossover，他們更合唱了謝霆鋒的
《壞習慣》及陳奕迅的《天使的禮物》。

Mag身穿通花上衣加短褲，充滿夏日氣
息，而表演的地方是面對淺水灣海灘，她直言下
次也想嘗試在戶外開騷，感覺好free和地方大，
而室內場地開騷的好處是有冷氣嘆，Mag也看過
沙灘騷，也倒想一試在沙灘開騷滋味，加上喜歡
陽光也不怕曬。Mag又提議與公司歌手合唱充滿
夏日節奏快歌，然後到沙灘拍MV，笑言：“如
果全部人都着泳衣，我便跟住着，但就不知會是
三點式還是一件頭。”

熱褲上陣的鍾舒漫帶同妹妹鍾
舒褀到場充當攝影師，問到前男友
吳浩康為何沒來？鍾舒漫指這個是私人騷，但言
語間都有讚吳浩康工作勤力。至於兩人會否復
合，她覺得復合權並非單方面的。說到Mag提
議辦沙灘騷，鍾舒漫笑言着泳衣開騷沒有問題，
最緊要是泳衣的安全性，她說：“別看我膚色黝
黑，其實很少玩水上活動，所以擁有泳衣寥寥可
數，有次跟屋企人去游水隨意找出一件比堅尼，
詎料玩滑梯時上身泳衣反轉走光，嚇得我急忙整
理，幸而沒被人發現，所以着泳衣開騷的話，我
一定不會落水。”

洪卓立婚前力保“兩點”
堂堂男子漢的洪卓立便很抗拒以泳裝造型開

騷、因怕露出豬腩肉，笑言或者可以着“波叔”
年代的V領連身泳衣，力保“兩點”在30歲結
婚前不曝光，除非在大型個唱或電影上才肯為藝
術犧牲，不過他卻很大方讓女友湯怡在沙灘穿比
堅尼，反而覺得泳池較危險，因看過不少非禮新
聞也是在泳池發生。問到結婚問題，他心中有數
說：“自己已有計劃，但仍未求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由“史力加之父”許

誠毅執導，白百何、井柏然領銜主演的電影《捉妖記》日前在

深圳舉行發布會。投資人江志強，主演白百何出席。現場江志

強多次感謝白百何推開所有檔期，重拍《捉妖記》且只收一次

片酬。而白百何則認為，這不僅是她第一次拍古裝，第一次拍

打戲，第一次接觸3D動畫團隊，第一次對着空氣演戲，更是第

一次同一部戲拍了2次。

江志強介紹，自己和許誠毅於
1998年認識，認識之初，許誠

毅在美國已有很大知名度。江志強
說：“我問過他很多遍有沒有興趣回
國發展，他每次都說有，直到2008
年，我終於說服他回來了。”

江志強非常肯定許誠毅的能力，
也相信他能在中國拍出真正的3D動
畫電影。但在劇本出來以後，許誠毅
拿給很多圈內朋友看，幾乎每個人都
勸說他不要拍這樣的東西。“很多人
都說中國不可能把美國才能做到的技
術變為現實，但導演說，我回國的夢
想就是要做到不可能的事情。”江志
強回憶，從劇本取到到拍完第二次
《捉妖記》，這7年多的時間裡，許
誠毅幾乎是不眠不休的，為了爭一口

氣，他發誓一定要拍出好的作品。

全劇組配合回歸
等到《捉妖記》真的拍完了，因

為第一次拍時男主角柯震東吸毒引發
“房東事件”，片子又面臨可能無法
過審的難關。江志強說，在這段時間
裡，最難的事情就是等待。“當時沒
有一個明確的時間告訴我該怎麼去處
理，每次開會，大家即便口裡沒有
問，看着我的眼神都是在問怎麼
辦。”
直到去年一月底，江志強不惜花

費7,000萬元人民幣，決定重拍《捉
妖記》。而當時，許誠毅已經懵了，
不知道如何重拍，但江志強安慰他：
“我們就和參加高考一樣，第一次可
能只考了70分，考第二次是為了考

到100分。”
當然，重拍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

讓白百何等演員重回劇組。出乎意料
的是，當他第一次致電白百何，對方
不僅爽快地答應回歸，還不收第二次
片酬。他感激道：“當時時間很急，
我們要趕在暑期檔上映，但整個劇組
的演員、工作人員都很配合，大年初
三就開工了。”

白百何難忘拳打志偉
對於兩次拍攝《捉妖記》，白百

何認為出來的效果比第一次滿意。從
未和空氣演戲的她在看了第一遍拍攝
的樣片後，特別驚訝。“胡巴演得太
好了，所以第二次我們做了很多表演
上的調整。”
第一次對着空氣演戲，白百何說

最難是拍打戲，每次一打就興奮過
頭，打出了畫面之外。“我經常是從
早上6點打到中午1點，對着空氣很

難在規定框架內打好。”白百何
笑稱，有一回和曾志偉打，導演
都喊停了，自己還狠狠地給了他
一拳。她說：“不過我很喜歡
拍打戲，第二遍的時候打戲很
少，這讓我很不滿意。”她亦
表示能拍《捉妖記》感到很
驕傲：“整個製作團隊都是
中國人，華語電影原來也可
以做到這樣！”

否認黑面兇記者

吳建豪稱在逗人笑

只收一次片酬
只收一次片酬

“房東事件”累《捉妖記》重拍

白百何

只收一次片酬
只收一次片酬
只收一次片酬

■■當當EasonEason見到面具見到面具，，也不禁大讚做得好逼也不禁大讚做得好逼
真真。。

■投資人江志強(左)偕同白百何出席深
圳發布會。 李薇攝

■■電影於本月初在北京電影於本月初在北京
舉行首映禮舉行首映禮，，獲多位紅獲多位紅
星現身力撐星現身力撐。。

■■林欣彤林欣彤、、洪卓洪卓
立立、、鍾舒漫鍾舒漫、、羅力羅力
威威、、馮允謙馮允謙、、許靖許靖
韻及陳凱彤韻及陳凱彤1010日日
一起舉行音樂會一起舉行音樂會。。

■■鍾舒漫帶同妹妹鍾舒鍾舒漫帶同妹妹鍾舒
褀褀((右右))到場充當攝影師到場充當攝影師。。

■■吳建豪吳建豪((左左))日前赴港宣傳日前赴港宣傳
時被指黑面時被指黑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白百何在拍攝白百何在拍攝《《捉妖記捉妖記》》
時時，，嘗試了多個嘗試了多個““第一第一
次次”。”。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忙於為電影《消失的愛
人》、《王朝的女人．楊貴妃》宣傳的黎明（Le-
on），同時亦積極為自己執導的電影《酒戰》
（暫名）做後期製作，可謂分身不暇！

9日Leon難得身在香港，但竟遇上八號風
球，他即有感而發“在工作室停車場的室內外之
間”自拍玉手照放上微
博，更感概表示颱風在
家鄉北京是位稀客。罕
有自拍的Leon一“出
手”即惹來眾多關注，
身在北京拍攝服裝品牌
廣告的李治廷亦跟着老
闆Leon“露一手”，
更搞笑大講 Leon 金
句：“又來到北京，空
肚吃了個早餐，欣賞一
下天氣晴朗的北京！”

李治廷仿傚黎明“露一手”

■李治廷亦跟
着老闆 Leon
“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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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不知不覺瘦大腿

當心髮型讓你加入醜女行列女行列
錯誤 1 ：如果讓漂亮的發卷更持久，就必須把濕濕

的發縷牢牢地拴在發捲上
糾錯方案：喜歡蓬鬆的發卷？還喜歡早上洗髮以後立刻捲

髮?其實這麼一弄，不僅不會讓發卷更持久，反倒會傷害頭
髮！因為頭髮濕濕的時候，毛鱗片會處在開放的狀態，很容
易受傷！不如等頭髮八九成干的時候再上發卷，捲髮之前先
在頭髮上塗一些免洗的 護髮 素，這樣在拆下發卷時祇需要
噴上點定型的噴霧就能夠有更持久的發捲了。

錯誤 2 ：吹風機的溫度不能高
糾錯方案：一直都用吹風機嗎？那你一定會覺得吹風機的

溫度是個很難搞定的問題。有人說溫度一定不能高，可溫度
低了根本就不能吹出造型。

那麼溫度多高才算恰到好處呢? 57℃-- 這是護髮 + 造
型的黃金溫度！頭髮的基本組織是蛋白質，如果吹風機的溫
度超過 60℃ ，那麼頭髮的毛鱗片就會過於乾燥，從而破
裂，弄得頭發毛毛燥燥的；而如果溫度太低，頭髮就沒那麼
聽話了，漂亮造型？別想啦！

錯誤 3 ：染色就要染 「流行」色
糾錯方案：那種顏色未必就適合你！其實染發的顏色要

根據自己的膚色和氣質來定。比如說，皮膚白皙一點的
人，選擇的範圍就會大一些，深色系會讓你看起來沉著幹練，
淺色系則會讓你看起來青春活力；但對於膚色比較黃、比較
黑 的人，鮮艷的顏色反倒會讓你看起來膚色灰暗粗糙。而深
栗色和淡淡的酒紅色則會起到為你補充膚色的作用！

錯誤 4 ：燙髮的藥水一定要用最貴的，這樣才不傷頭髮
糾錯方案：燙髮是將組成頭髮的蛋白質結構解開，把頭髮軟

化，再用氧化劑將蛋白質的結構重新連接起來，就能改變頭髮
的形狀。在這樣的過程中，當然會對頭髮產生破壞。但是，燙
髮藥水的差異不大，差異其實在於髮型師的技術。髮型師要拿
捏燙髮成敗與發質破壞之間的平衡，時間控制非常重要。所
以，在髮廊裡，你要挑剔的是髮型師，而不是燙髮

錯誤 5 ：吹頭髮的時候，一定要多吹髮梢，這樣頭髮才會
更飄逸

糾錯方案：如果祇吹髮梢，那麼風筒吹出的熱風勢必要從髮
梢往上吹，那麼頭髮表層的毛鱗片就會被吹翻，使秀髮受到傷
害。所以吹風的時候，一定要從髮根朝髮梢吹，還要讓熱風順
著梳子的方向移動，這樣頭髮才能產生光澤，吹出來的髮型也
才不容易走型。

大腿的贅肉無法消滅，是否總讓你苦惱不堪。為你推薦8個瘦
大腿TIPS，幫你輕鬆減掉大腿多餘的贅肉。不需吃減肥藥，也不
必做減肥手術，輕鬆變身美腿佳人。

1、做高抬腿運動
每天起床後，可以在客廳或房間做五組高抬腿運動，每組一分

鐘，每做完一組可以休息一會。高抬腿是一種很好 的瘦大腿運
動，它很好地運動到大腿上的肌肉，促進腿部脂肪的燃燒。愛美
的MM們，不想大象腿一直跟著你，想穿上短裙，那每天起床就
讓我們大腿運動一下，讓自己擁有纖細修長的美腿吧！

2、飯後站一會或散步
吃完飯可別直接坐著不動，這樣會讓你的脂肪積累到你大腿和

臀部的。去洗洗碗，收拾一下廚房很不錯，這樣可 以讓你站一
會。你知道嗎？飯後站半個小時可以防止脂肪積累在你下半身。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可以飯後出去散個步。 「飯後走一走，活到
99」，出去走走看以運動到大腿的肌肉，消耗吸入的熱量，達到
瘦大腿的目的，並且讓自己變得更 加健康。

3、洗澡時按摩一會
洗澡的時候最好是站著洗，這樣可以消耗熱量。用熱水沖洗兩

分鐘，用手幫大腿按摩；然後換冷水沖洗兩分鐘，再用手幫大腿
按摩。這樣反覆幾次，可以很好地促進大腿的血液循環，幫助燃
燒大腿上面多餘的脂肪，從而達到瘦腿的 目的。

4、騎腳踏車
騎腳踏車是一種很悠閒的活動，也是一種很好玩的運動。有空

的時候，可以騎腳踏車出去郊外或附近的公園玩玩。我個人很喜
歡這樣的運動，因為騎腳踏車可以很好地減掉大腿的贅肉。騎車
的過程中可以很好地鍛煉到自己大腿的肌 肉，讓它得到充分的鍛
煉，上面多餘的脂肪就會很容易消失了。愛美的MM，不妨多騎
腳踏車吧！

5、睡前瘦瘦腿

睡前可以做一些瘦腿操，讓自己在睡前燃燒一下大腿多餘的脂
肪。下面介紹一種簡單的瘦腿操：側睡在床上，將身體躺直，抬
起遠離床那隻腳，抬到與床差不多垂直，反覆抬腳動作二十次。
然後換一個方向側身睡，用另一隻腳做抬腳運動。直到自己感受
到大腿酸軟就可以停。這種是很不錯的瘦腿操，躺在床上還沒睡
得著的時候要多做，一個星期後，你會發現你大腿內側的肌肉變
得結實，大腿變得纖細了。

6、多吃瘦腿食物
平時要多吃一些瘦腿的食物，知道什麼食物可以幫助你瘦腿

嗎？菠菜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幫助脂肪的燃燒，是很不錯的瘦腿
蔬菜。而蘋果含有蘋果酸，可以加速身體代謝，並且蘋果含有豐
富的鈣，可以減少下半身的水腫，是一種不錯的瘦身水果。西柚
也很好，它的熱量很低，並且含有豐富的鉀，可以幫組減少大腿
脂肪的積累，愛美的MM們可以多吃。

7、多走樓梯
上下班的時候可以多走樓梯，如果你的公司是在五樓或六樓，

吃完午飯後可以直接走上去，消化一下自己剛吃進去的東西，順
便幫腿部做個減肥。走樓梯可以拉動大腿肌肉，促進血液循環，
促進脂肪的燃燒。想瘦腿的MM們，不妨多走走樓梯，會讓你有
意想不到的驚喜的。

8、均衡飲食
一個人的飲食很重要，它不單止關係到我們是否肥瘦，更會直

接影響到我們的健康。平時不要吃太多的垃圾食品，煎炸的東西
要少吃。蔬菜水果要多吃，它們可以補充我們人體所需要的維生
素和纖維，有效地調理身體，並且有瘦腿的作用。不想要大象腿
的 MM 們，要注意的飲
食，記得要健康食品是少
油少鹽。

（凤凰健康）麻辣烫是人们常吃的食物之一，甚

至很多人把它当主食。专家指出，麻辣烫对人体有

危害，具体是怎样的情况呢？听专家给大家介绍麻

辣烫的危害。

麻辣烫的危害一

受利益驱使，不少摊贩或海产品零售商为了使

海产品看上去新鲜、保存时间长，常常会使用国家

禁用的工业碱、福尔马林发泡。据了解，工业碱价格

比食用碱低，但含有大量对人体有害的杂质。而福

尔马林即是 40%浓度的甲醛溶液 (多用于标本制作

防腐、定形)，由于能使海产品保持原来的新鲜状态，

并加强了韧性，给人以新鲜质优的感觉，故商贩常

用其浸泡海产品。

其实，福尔马林的毒性相当大，食用后容易引

起咽部、口腔、食管、胃肠道等不适及病变，大量食

用或经常食用被福尔马林浸泡的海产品，会损伤人

体的肝脏，甚至诱发癌变。

麻辣烫的危害二
麻辣烫的口味以辛辣为主，虽然能很好地刺激

食欲，但同时由于过热过辣过于油腻，对肠胃刺激

很大，过多食用有可能导致肠胃出现问题，根本不

像某些女性朋友想象的那样可以减肥。 麻辣烫和

火锅虽然味道鲜美，但也暗藏伤害。

麻辣烫的危害三
街边麻辣烫常常是满满的一锅，如果没有烧

开、烫熟，病菌和寄生虫卵就不会彻底杀死，食用后

容易引起消化道疾病。

麻辣烫的危害四
人的口腔、食道和胃黏膜一般最高只能耐受

50℃至 60℃的温度，太烫的食物会损伤黏膜，导致

急性食道炎和急性胃炎。

麻辣烫的危害五
麻辣烫太浓太辣，成分过于肥腻，容易导致高

血脂症、胃病、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

(凤凰网健康综合)麻辣烫是人们常吃的食物之一，

甚至很多人把它当主食。专家指出，麻辣烫对人体

有危害，具体是怎样的情况？

麻辣烫当主食

23岁女孩胃癌晚期
（扬子晚报讯）最

近一个月，23岁的女白

领小陆（化名）总是感觉

胃疼，人也开始莫名消

瘦。胃镜检查结果却让

她自己和主治医生震

惊，小陆竟然患上了晚

期胃癌。详细了解了小

陆的生活习惯后，南京

中大医院消化科陆枫林

主任医师表示，小陆的

胃癌和不规律的饮食，

包括小陆最爱吃的麻辣

烫有着间接联系。由于

患者就诊不及时，已经

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专家解读
受访专家：陈小野

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所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胃粘膜食道粘膜都是很娇嫩的，麻辣烫这种刺

激性食物，会使这些部位形成慢性炎症，任何一个

部位如果有慢性炎症存在，炎症的局部就要不断进

行细胞修复，反复的修复就会导致局部能量不足，

在没有足够的能量情况下长成的新的细胞，就有可

能癌变，这就是癌症发生的基础。之前也有类似的

调查发现，刺激性食物比如辣的、烫的食物，与胃

癌、食道癌之间确实有显著的联系。

哪些习惯会导致胃癌
胃癌是源自胃粘腊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在我

国的发病率很高，其中以山东、浙江、上海、福建等

地为高发病地区。胃癌发病很多时候与不良的生活

习惯有关，那么，生活中哪些习惯会导致胃癌呢?

一、摄入过多的高盐饮食。

食盐本身并无致癌作用，但摄入高浓度食盐可

损坏胃粘膜屏障，增加对致癌物质的易感性，增强

患胃癌危险性。

二、喜食腌渍食品和熏烤食

品。

腌渍食品、熏烤食品中可形成

亚硝基化合物和多环芳烃类化合物

两类物质，后者可直接致癌，前者可

在低酸或细菌作用下合成致癌的亚

硝胺类化合物，进入体内后产生强

致癌性从而引发胃癌。

三、常食不新鲜食品。

霉变的食物及粮食，不新鲜甚

至腐烂的蔬菜，罐头、饮料中的防腐

剂和不洁的饮用水等均含有强致癌

性亚硝胺化合物。

四、食用新鲜水果和蔬菜少。

新鲜水果和蔬菜富含人体必

需的维生素 C、E和β-胡萝卜素，

能阻断强致癌物的合成，抑制其活

化，促进其代谢，并刺激体内抗肿瘤

免疫系统，具有抗癌作用。

五、低蛋白膳食。

低蛋白饮食降低了胃内酸度的缓冲能力，利于

亚硝胺的形成，同时低蛋白也使胃粘膜的修复能力

下降。低蛋白膳食是指不吃动物性食物和豆类食

品，不喝牛奶，只吃水果、蔬菜，每日热能的来源以

碳水化合物为主。

警惕胃癌！细数麻辣烫对人体的五宗罪

岁女孩吃麻辣烫吃出胃癌
哪些因素引发胃癌

責任編輯：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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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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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
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
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

美聯美聯美聯鐵工鐵工鐵工

951595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77036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

美國製造精品匯

霧霾殺手-美國
制造奧斯丁牌空氣
凈化器 4層過濾
全鋼機身 5年質保

22年專註美國制造好產品 用心服務華人社區

引領綠色 環保 健康新概念生活

空氣質量測試儀 30秒內
讓您周邊的空氣質量看得
見 摸得著 隨時掌握家
辦公室等室內空氣質量

軟黃金-羊駝毛毯被子
Organic 生態有機被子
沒有經過任何化學處理

美利奴羊毛被子
Organic 生態有機被子
枕頭 兒童專用被子等
沒有經過任何化學處理

金絲帶國際商貿有限公司金絲帶國際商貿有限公司 30013001 Fondren Road, Suite DFondren Road, Suite D
Houston, TXHouston, TX7706377063

電話電話:: 832832--620620--00060006
pacacollection@gmail.compacacollection@gmail.com

關 懷、誠 實、效 率、踏 實、創 新、專 業、穩 健、熱 忱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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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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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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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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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恆豐銀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賬戶
個人定期存款賬戶
個人貸款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絡、ATM服務

商業：商業支票賬戶
商業儲蓄賬戶
商業定期存款賬戶
商業貸款

http://www.afnb.com

恆豐銀行總分行

以心服務以心服務，，服務至心服務至心
恆豐銀行卓越團隊

快速、多元、便利、彈性、周到、
的全面服務。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9：00-下午5：00
週五：上午9：00-下午5：30

週六：上午9：00-下午1：00

提供您：

中國棒球隊中國棒球隊00--99負日本負日本

在韓國光州進行的在韓國光州進行的20152015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棒球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棒球AA組比賽中組比賽中，，中國中國
隊以隊以00比比99不敵日本隊不敵日本隊。。由於降雨由於降雨，，比賽只進行了比賽只進行了55局就提前結束局就提前結束。。

20152015年溫網公開賽將進入正賽第七個比賽日的角逐年溫網公開賽將進入正賽第七個比賽日的角逐，，也就是傳統的超級星期也就是傳統的超級星期
壹壹，，男女單打將進行全部十六場八強爭奪戰男女單打將進行全部十六場八強爭奪戰，，費德勒費德勒66--22//66--22//66--33橫掃阿古特橫掃阿古特，，晉晉
級八強將戰西蒙級八強將戰西蒙，，後者後者66--33//66--33//66--22完勝伯蒂奇完勝伯蒂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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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強

世界女排大獎賽日本琦玉站10
日全面打響，中國隊迎戰多米尼
加，直落三局以25：15、25：12和
25：19獲勝，取得今年大獎賽的四
連勝。

上周在寧波北侖，中國女排就
曾面對多米尼加，當時就直落三局
獲勝。時隔一周再戰，此役陣中頭
號得分手朱婷並未首發，改由新秀

張常寧和隊長惠若琪搭檔主攻，不
過比賽依舊沒有太多懸念，首局中
國隊經過短暫的適應後，中局階段
逐漸拉開分差，第二局和第三局都
是早早確立優勢，最終以3：0拿下
對手。

不過，據網易體育消息，與全
場練兵12人均有得分入賬的結果相
比，第三局局末中國隊21：16領先

時，楊方旭的受傷則更令人揪心。
在賽後新聞發布會上，主帥郎平表
示：“她（楊方旭）看起來傷得比
較重，明日（11日）與意大利的比
賽很難上場，當然這還要看看她的
情況，我們會根據她的傷勢程度作
出安排。”

談到與多米尼加的比賽，郎平
表現得很謙虛，“兩支隊伍都打得不

錯，對手給了我們一
些挑戰，我們也很好
地進行回應。”郎平
指出琦玉的體育館有
些熱，在發球上隊伍
不得不重新適應。

而中國隊隊長惠
若琪也指出：“多米
尼加的表現要比上周
跟中國隊打時好得
多，兩翼二、四號位
的強攻很有威脅，讓
中國隊的防守一度很
吃力。”

11日下午2點10
分，中國隊迎戰連續
兩屆世界盃冠軍意大
利隊，惠若琪相信對
中國隊而言是艱苦一
戰。 ■記者 陳曉莉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5年7月11日（星期六）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毛絮薇毛絮薇 大連報道大連報道））作為曾作為曾88奪職業足球頂奪職業足球頂

級聯賽冠軍的足球城級聯賽冠軍的足球城，，大連近年失卻昔日榮耀大連近年失卻昔日榮耀，，上季更從中超降級上季更從中超降級，，

令人唏噓令人唏噓。。1010日日，，大連一方集團宣布即日起全面掌管大連阿爾濱足球大連一方集團宣布即日起全面掌管大連阿爾濱足球

隊的運營管理隊的運營管理，，並委任新的俱樂部總經理並委任新的俱樂部總經理，，提出球隊衝超目標不變提出球隊衝超目標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毛絮薇 大連報道）曾
是大連萬達主教練的中國足壇名帥遲尚斌，日前
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做了一輩子的足球工作，
未來的方向是投身青少年足球。他說，國家現在
這麼重視青少年足球，令他感受到足球發展的春
天。他還透露，他打算辦一所學校，專門培養在
校園裡教小學生踢足球的教練員們。

大連是個足球城。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
始，稱霸中國足壇近十年。如今，這個失去了昔
日榮耀的足球城，轉身向青少年，以謙卑並虔誠
的態度，默默並積極的發展青少年足球。

據遲大帥介紹，大連灣是大連
市的一條街道。近年來已累

計投入1000萬元人
民幣，從校

園足球、社會足球、職業俱樂部三方面入手樹立
大連灣足球品牌。目前，擁有2003、2004年足
球梯隊119隊，2005、2006年足球梯隊143隊，
轄區中小學實現了萬名學生人手一球的目標。

2014年2月成立了以培訓青少年為主的“大
連灣前關青少年足球俱樂部”，並依托俱樂部平
台，街道連續3年開展大連灣街道小學足球聯
賽，每年6月，中小學足球聯賽都會舉行近40場
比賽。

足球從娃娃抓起，現在國家倡導足球進校
園，大連校園裡教授孩子們踢球的教練員們並沒
有編制，每個月拿着一兩千塊錢人民幣的低薪，
這在大連並不是一個可以養家餬口的薪水。大連
足協派駐到學校主管青少年足球教練的前足球名
將馬寧勃這樣嚮往：“如果有一天，我看見一位
有資歷的前教練員退役後，在有編制、高薪等保
障的情況下，潛下心，專心的教孩子踢足球，那
中國足球才真的會好起來。”

發展青少年足球發展青少年足球 教練薪酬待提高教練薪酬待提高

極限馬拉松跑者陳盆濱10日完成
“挑戰100——一執跑”100天100個馬
拉松的壯舉，順利到達位於北京萬事達
中心外的第100個馬拉松終點。

現年37歲的陳盆濱4月2日從廣州
的海心沙亞運公園出發，沿途經過廣
東、福建、浙江、上海、江蘇、山東、
河北、天津、北京9個省市，在連續100
天的時間裡每天跑完42.195公里的距
離。

“這次‘挑戰100’我最大的收穫
就是有人跟我一起跑起來了。在我的微

信上、微博上我看到很多以前不跑步的
人已經跑起來了。我相信我已經帶動了
一小部分人，也許只是一個、兩個、10
個、100個，但是我們最終的目標是在
全國13億人口中帶動五六億人，”陳盆
濱說。

陳盆濱的T恤衫上印着“Beijing
2022”的字樣。他帶着這個印記跑了
100天，每一天跑步結束後，他都會讓
陪跑嘉賓在“挑戰100”大旗上簽名，
他收集着跑者的簽名，為申奧傳遞祝
福。 ■新華社

陳盆濱百日百馬挑戰成功 中國女排中國女排挫挫多米尼加多米尼加 大獎賽連勝大獎賽連勝

■■袁心玥袁心玥（（11號號））中中
路快攻路快攻。。 FIVBFIVB圖片圖片

■■石雪清石雪清（（中中））獲委任為俱樂獲委任為俱樂
部總經理部總經理。。 記者毛絮薇記者毛絮薇 攝攝

■■大連阿爾濱在上季中超降級後球大連阿爾濱在上季中超降級後球
員手持條幅向球迷致意員手持條幅向球迷致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大連是著名的足球城，全民愛足球。
中國職業聯賽的前十年，是大連足

球最為輝煌的時期。當年主教練遲尚斌率
領大連萬達足球隊創造了連續55場不敗的
戰績，至今依然是中國職業足球史上無法
逾越的豐碑。那些年，大連萬達是全國球
迷的驕傲。每逢周六，金州體育場總是爆
滿，一票難求。在私家車還很稀少的上世
紀90年代初期，每到周末，以金州體育場
為中心向外輻射的數條道路兩側，停滿私
家車，綿延數里，看不到盡頭。一輛輛載
滿全國各地球迷的足球火車專列，從四面
八方匯集到金州體育場。大連的球迷至今
仍記得當年的盛況，對當年萬達主教練遲
尚斌及著名國腳如孫繼海、張恩華等人念
念不忘。然而，近年大連足球每況愈下，
阿爾濱隊更是從去年中超落入中甲，曾經
是全國球迷的最愛，變成了全國球迷的遺
憾。

10日，大連一方集團宣布即日起全
面掌管大連阿爾濱足球隊的運營管理，並

委任石雪清
為俱樂部總
經理。石雪
清曾任大連
萬達、大連實
德、重慶力帆等俱樂部總
經理。石雪清表示，雖然俱樂部易
主，但將“咬定青山不放鬆”，確保衝超
的目標不變。

他表示，目前球隊內援已經額滿。
三位外籍教練盡職盡責。所以新俱樂部成
立後主要任務是穩定團隊，調整戰術，讓
隊員能夠有信心，能打仗，打勝仗。並不
會對原有人員進行大規模調整，但他透露
將會微調中方教練組隊伍。

400張免費門票喚球迷回歸
石雪清介紹，我們在精神上要傳承

大連足球20多年來的永不言敗，永不放
棄，永爭第一的精神。但在形式上，我們
的隊服會繼續沿用原有隊服的底色，但我

們不會將象徵中
超冠軍的 8顆星印在隊服
上。我們會從零開始，重新創造閃閃發
光的新星。

石雪清還透露：“明天（11日）對北
控集團的客場比賽。董事長孫喜雙指示我
們，一定要調查清楚有多少球迷赴北京為
球隊加油。我們經過連夜統計，大概有
400多名球迷遠赴北京。孫總指示我們為
他們提供免費的門票。他還強調，以後我
們會更多的回饋球迷，我們一定會和大連
球迷協會更加緊密的合作，將球迷原來對
球隊的熱愛重新贏回來。”

■■陳盆濱衝過終點線後慶祝陳盆濱衝過終點線後慶祝。。 中新社中新社

■■遲尚斌為香港文匯報讀者簽名遲尚斌為香港文匯報讀者簽名。。
記者毛絮薇記者毛絮薇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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