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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美東六天 $175起 美加東八天 $303起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266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286起

（
買
二
送
一
）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北歐七天 $730起

（
買
二
送
二
）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699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張家界三峽遊輪十一天
$$299299//人人 ((原原$$499499))

99//66 -- 99//1717
( 含三峽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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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zzi.net

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稿世界名人網供稿

20152015年年66月月2828日日，，美國梁氏文化交流基金會美國梁氏文化交流基金會
主席梁成運來到江蘇宿遷主席梁成運來到江蘇宿遷，，啟動第一輪白內障啟動第一輪白內障
手術手術，，為低收入患者實施復明手術為低收入患者實施復明手術。。圖為梁成圖為梁成
運主席運主席((中中))來到病房看望做完復明手術的病人來到病房看望做完復明手術的病人
。。

20152015 年年66月月2727日下午日下午，，休休
斯 頓 市 長 候 選 人斯 頓 市 長 候 選 人 MartyMarty
McVey(McVey(中中)) 亞裔助選委員亞裔助選委員
會主席陳文律師會主席陳文律師 (Jessica(Jessica
ChenChen，，左左))作為總召集人主作為總召集人主
辦的休斯頓市長候選人辦的休斯頓市長候選人
Marty McVeyMarty McVey 與華人選民與華人選民
見面會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見面會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Chinese Community(Chinese Community
Services Center)Services Center)小禮堂舉小禮堂舉
行行，，近百位華裔市民參加了近百位華裔市民參加了
見面會見面會。。右為共同主席宋蕾右為共同主席宋蕾
(Grace Jacobson)(Grace Jacobson)

美南臺灣旅館公會於美南臺灣旅館公會於20152015年年66月月2828日在珍寶海鮮樓舉行盛日在珍寶海鮮樓舉行盛
大慶祝晚宴慶祝大慶祝晚宴慶祝3434週年慶週年慶。。在協調處黃敏境的監交下在協調處黃敏境的監交下，，新新
會長嚴傑會長嚴傑(Roger Yen(Roger Yen 右右))從會長宋秉穎手中接過代表公會從會長宋秉穎手中接過代表公會
最高權力的印信最高權力的印信，，開始服務美南臺灣旅館公會的旅館業主開始服務美南臺灣旅館公會的旅館業主
們們。。

美南臺灣旅館公會於美南臺灣旅館公會於20152015年年66月月2828日在珍寶海鮮樓舉日在珍寶海鮮樓舉
行盛大慶祝晚宴慶祝行盛大慶祝晚宴慶祝3434週年慶週年慶。。國會議員奧格林國會議員奧格林((中中))與與
金城銀行總經理黃國樑及夫人金城銀行總經理黃國樑及夫人Linda Wang(Linda Wang(左及右左及右))在在
交談中交談中。。

20152015 年年 66 月月 3030 日晚日晚，，對休斯頓對休斯頓HeightsHeights、、MemorialMemorial、、
River OaksRiver Oaks等高尚社區非常熟悉的等高尚社區非常熟悉的KWKW糖城房地產經紀糖城房地產經紀
人朱碧君人朱碧君(Donna Gao)(Donna Gao)最近出現在休斯頓金地產名列中最近出現在休斯頓金地產名列中
，，引人註目引人註目。。有緣為您服務有緣為您服務，，我必全力以赴我必全力以赴。。 DonnaDonna
GaoGao幫您買房幫您買房，，精挑細選精挑細選，，幫您賣房幫您賣房，，精心打造精心打造。。對房對房
屋屋、、豪宅豪宅、、商業商業、、生意買賣的熱愛生意買賣的熱愛，，使得她不論看業績使得她不論看業績
，，口碑都獨樹一幟口碑都獨樹一幟，，成為華人新移民來美置業追夢最可成為華人新移民來美置業追夢最可
信賴的房地產經紀人信賴的房地產經紀人。。

20152015年年77月月11日日，，由美南新聞集團和國際貿易中心主辦的休斯頓地區世由美南新聞集團和國際貿易中心主辦的休斯頓地區世
界反法西斯勝利界反法西斯勝利7070週年系列慶祝活動新聞發布會上週年系列慶祝活動新聞發布會上，，國會議員奧格林國會議員奧格林((
右右))與全美文體藝術聯盟主席程進才大師與全美文體藝術聯盟主席程進才大師((左左))在市中心美源汁棒球場握在市中心美源汁棒球場握
手致慶手致慶。。

20152015年年77月月22日晚日晚，，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在張要武藝術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在張要武藝術
中心舉行發布會中心舉行發布會，，介紹大樓二期工程遠景規劃介紹大樓二期工程遠景規劃，，即將即將
啟動啟動。。圖為休斯頓女強人文化中心董事石山地產董事圖為休斯頓女強人文化中心董事石山地產董事
長伯尼莊麗香與夫婿吉米伯尼長伯尼莊麗香與夫婿吉米伯尼((中中))與國際華裔女企業與國際華裔女企業
家及專家協會會長宋蕾家及專家協會會長宋蕾(Grace Jacobson(Grace Jacobson，，左左))、、國泰國泰
銀行主任陳明華銀行主任陳明華((右右))在了解發展規劃在了解發展規劃。。

20152015年年77月月22日中午日中午，，全福會全球大會在沃蘭美麗華大酒店金色會議大廳盛大舉行全福會全球大會在沃蘭美麗華大酒店金色會議大廳盛大舉行，，數千位來自世界各個國家的成功基督徒企業家數千位來自世界各個國家的成功基督徒企業家
出席並研討在住的帶領下成就人生出席並研討在住的帶領下成就人生、、成就事業的點點滴滴成就事業的點點滴滴。。圖為與會的部分華裔代表集體合影圖為與會的部分華裔代表集體合影。。

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
王美琴老師的畢業生在返校師生聯誼會上的發言稿

各位校領導、老師、家長和
同學們：大家好！

我是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畢業
生，名字叫張林娜，我今天要講的題
目是“我們要繼續學好中文，一定不
能把它忘了”。

時間過得真快啊！一晃，我離開
華夏中文學校已經整整一年了。我真
的非常高興能夠再次見到王老師和各
位同學。從中文學校畢業後，我還是
一直在學習中文。我在百利高中
（Bellaire High School）上中文課。
學校只讓九年級的學生上中三，中三
的中文課比中文學校學的簡單得多，
但我還是充分利用這些時間來練習中
文。在學校裡有許多剛從中國來到美
國的同學，他們和美國老師交流有困

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就主動為他們
當翻譯。這也能讓我跟許多從中國來
的學生交了朋友。另外，我有時還會
看一些中文的雜誌和短文。

我非常感謝王老師去年幫我投稿
到“魯迅青少年文學獎評選委員會”
。在去年的評選中，我的一篇名叫
《我和王老師》的作文獲得了“魯迅
青少年文學獎三等獎”。我記得那時
我是等到最後一刻才決定投稿，我晚
上十點鐘才把作文用電子郵件發給王
老師，但王老師還是非常認真地幫我
修改，並在規定的時間內寄了出去。
所以我的獲獎是跟王老師的幫助分不
開的。這次獲獎是對我努力學中文的
一個肯定，也是一次鼓勵。我覺得在
座的各位同學們有機會也都要積極參
加類似這樣的活動，我相信大家都能

夠獲得成功的！
大家都知道，

離開了中文學校以
後就再也沒有像在
中文學校那樣學中
文的機會了。學校
裡很忙，學習中文
的機會也越來越少
了，要想提高自己
的中文水平也沒有
那麼容易了，但俗
話說：“事在人為
”。中文對我們來說實在是很重要，
我們大家都要爭取多花一些時間，繼
續學好中文，一定不能把它忘了。
謝謝大家！
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畢業生 張林娜

2015年6月7日

各位校領導、老師、家長和同
學們：大家好！

我是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畢業生
，名字叫王瀟，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用我在中文學校裡收穫的中文知識
去播種、傳播中華文化”。

我從華夏中文學校畢業已經有一
年了，在這一年中，我缺少每週上中
文課、在課堂上跟老師和同學用中文
交流的機會和只有在中文學校可以感
受的熱鬧氣氛。但是因為我學過中文,
所以在這一年中，在我身上發生了三
件與中文有關的事情,充分體現了王老
師的辛勤汗水在我身上開花結果。

第一件事是：我的中文AP得了滿
分；第二件事是：我的SAT也得了滿
分,我非常高興，我相信這些成績對我
今年申請大學一定能助我一力。

第三件事情是：最近，我在美國
學校建立了一個中文俱樂部。因為我
的高中沒有開設中文這門語言課。剛

開始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我非常的緊張
, 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同學會有怎
麼樣的反應，連找一個老師來資助我
的俱樂部也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因為
通常在我的學校秋季學期是建立俱樂
部的時間, 而我的設想是在春季學期才
開始提出來的。

過了幾週,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資助
老師來幫我組織中文俱樂部。其實, 這
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因為我本來對這
個老師是陌生的。有一天, 我和我的媽
媽參加了一個教會活動, 然後碰到了一
個阿姨。我們開始聊天,她就跟我們講
她的兒子是我的學校裡的一個網球教
練和數學老師。我突然想起來我還需
要找一個老師來幫我資助我的中文俱
樂部，於是在我回到學校時, 我趕緊去
尋找那個阿姨的兒子， 果然我的學校
裡有一個能講中文的老師, 又是網球教
練, 又是數學老師。我跟他講完我的願
望時, 那個對我陌生的老師居然非常的

願意做我的中文俱樂部資助老師，我
十分感謝這個老師的幫助和為我加油,
因為如果沒有他, 那我的中文俱樂部很
有可能不會成為一個事實。現在, 由我
的老師和counselor的幫忙, 我和我的
中文俱樂部成員可以每週都能聚會, 討
論一些關於我們喜歡的中國傳統文化,
吃我們愛吃的中國小吃和學一些中國
的歷史。

成立中文俱樂部，不是每週的單
存聚會，而是，我想用我在中文學校
裡收穫的中文
知識繼續去播
種、傳播中華
文化。
謝謝大家！
華夏中文學校
2014 屆畢業生

王瀟
2015 年 6 月 7

日

尊敬的校領導、老師、家長和同學們
：大家好！

我是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畢業生，名字叫
李萊恩，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我要繼續學好
中文，積極地傳播中華文化”。

時間過得真快啊！轉眼之間，我離開華夏
中文學校已經一年了。但是，我會常常想起華
夏，想起王美琴老師，我跟隨王老師學習中文
有很多年了，可以說從我一進入華夏中文學校
開始學習中文的時候，王老師就是我的中文老
師。我很喜歡王老師的教學方法。在她的教學
中融入了許多教課書中沒有的東西，比如說，

引入一些中外歷史，文學等方面知識，以及一些有趣的人文故事，使
得課堂上的氣氛很活躍，中文課聽起來也沒有那麼枯燥、無趣。這也
使我們對中文有了更好的理解。為此，可以想像的出，王老師為讓我
們能夠了解更多的華夏文化，付出了很多心血和精力。在這裡，我要
說：“謝謝王老師！王老師，您辛苦了！”

我是在美國出生長大，從小接觸的都是美國本土文化，特別是在
上學以後更是如此。對中文的了解也只限於在父母那裡得到一些。有
時，父母為了讓我聽的更明白，跟我說一些英文，所以我並不太會說
中文，也不太懂中文的意思，對中華文化的了解就更少了。因此父母
決定送我到華夏中文學校學習中文。

剛開始學習中文時，我對發音很不習慣，總是怕說錯會被別人笑
話。於是就盡量在家里和父母說中文，來練習自己的發音。寫中文字
也寫的很難看。那時，媽媽要我每天抄寫一篇文章來練習漢字，這樣
也能幫助我記住漢字的寫法。

經過十多年的學習，我逐漸地對學習中文很感興趣，中文水平也
提高了許多，並受到了王老師的表揚。我現在能寫中文字和短文，也
能用流利的中文和父母對話。特別是離開中文學校後，我能把在中文
學校學到的知識運用到我的日常生活和學習中去。每當我去中國城時
，我能讀出很多的中文店舖的名字。另外，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學校
來了一名從中國大陸來的新生。他不太懂英文，於是我自願幫他做中
文翻譯，幫助他解決學習上的困難。我對自己能用在華夏學到的中文
幫助別人而感到很自豪。這一切都讓我更加感到學中文的好處和重要
。

這個暑假過後，我就要上大學了，我會把我在華夏中文學校這十
多年中學到的中文知識、歷史和文化傳播出去，而且我一定還會繼續
學習中文、學好中文。

再一次地感謝華夏中文學校和王老師。
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畢業生 李萊恩

2015年6月7日

李萊恩李萊恩----我要繼續學我要繼續學
好中文好中文，，積極地傳播積極地傳播
中華文化中華文化。。

張林娜張林娜----我們要我們要
繼續學好中文繼續學好中文，，
一定不能把它忘一定不能把它忘
了了。。

王瀟王瀟----用我在中文用我在中文
學校裡收穫的中文學校裡收穫的中文
知識去播種知識去播種、、傳播傳播
中華文化中華文化。。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梅子報導黃梅子報導

在2015年，現代汽車成為第一家配備Android Auto智能操控
系統的汽車廠商。Android Auto首次在現代汽車最暢銷的車款
——2015 Sonata進行配備，目前已在遍佈全美的現代經銷商處銷
售。而現代汽車 「夏日微風」 特賣活動也正在火熱進行之中，購
買全新2015 Sonata還可以享受長達75個月的0利率貸款和 $750
的現金紅利。

“Android Auto的配備力求符合現代汽車“安全、直觀、簡
約”的內飾核心設計原則，”北美現代汽車的總裁兼CEO Dave
Zuchowski如是說，“我們首先在最暢銷的Sonata上配備這項矚
目的功能，也是對現代汽車價值的承諾。Android Auto的推出也
讓更多的車主得以體驗最尖端的汽車科技。”

Android Auto不僅能滿足現代車主對高科技體驗的需求，同
時也提高了行車安全性。舉個例子，在白天的任意一個時刻，全
美各地共有約66萬司機在駕駛過程中使用手機或操作電子設備，
這個數字自2010年來一直居高不下。配備了Android Auto的汽車
可以將司機智能手機上的內容同步到中心大屏幕、車輛機動控制
和汽車音響中，而智能手機的屏幕變成了“鎖定”模式，這樣一
來，司機便沒有了低頭查看手機的衝動，將更多注意力集中在駕
駛的道路上。

所有之前購買配備導航系統2015 Sonata的車主從今天開始，
就可以在當地現代汽車經銷商得到免費的Android Auto配備。今
年夏末時，車主也可以訪問www.hyundaiusa.com/myhyundai，
下載Android Auto軟件到USB移動存儲設備。車主將需要自己的
MyHyundai帳戶來啟動Android Auto的下載。註冊MyHyundai帳
戶需要您的姓名，地址和車輛識別代號（VIN）。只要將載有An-

droid Auto軟件的USB插入Sonata的USB端口，車輛的導航系統
便會自動更新，成為兼容Android兼 Auto的版本。Android Auto
也支持很多裝載在智能手機上的應用程序，包括 iHeartRadio,
Spotify, TuneIn, NPR, Stitcher, Skype, TextMe等。兼容了An-
droid Auto的八英寸觸屏導航系統，在Sonata Sport, Eco, Limit-
ed, Sport 2.0T 和Limited 2.0T等車款上都已配備完善。
Android Auto的優勢
• 根據用戶智能手機的搜索信息、日程以及保存的家庭和辦公
地址，提供地點建議、天氣信息，並通過“正在播放”操控播放
手機音樂。
• 跟手機同步的應用程序（導航，流媒體音樂等）自動更新。
• 通過谷歌聲音辨識程序識別自然語音。
• 車主可以輕鬆地將他們手機上的個人提醒、建議目的地，日
程安排和音樂偏好帶上旅途。
• Android Auto與Sonata在首次USB連接時自動配對，便於車
主在未來行車時通過車載Bluetooth進行通話。
• Android Auto擁有用戶熟悉的界面，使用十分便捷輕鬆。
現代汽車北美有限公司 (HYUNDAI MOTOR AMERICA)
位於南加州的北美現代汽車總部，是韓國現代汽車集團的分公司
。現代轎車及運動型多用途車由現代汽車美國公司Hyundai Mo-
tor America在美國分銷。此外，在全國超過八百個現代售車行均
有 銷售，這些車行還可提供相關服務。所有在美國銷售的現代汽
車都享有 「全美最佳保固計劃」 ，包括新車有限保固5年60,000
哩，動力系統有限保固10年100,000哩和24小時路邊緊急救援5
年不限哩數。

20152015 GenesisGenesis

20152015 GenesisGenesis

20152015 GenesisGenesis

現代汽車成為首家配備現代汽車成為首家配備Android AutoAndroid Auto智能操控系統的汽車廠商智能操控系統的汽車廠商

20152015 SonataSonata

20152015 GenesisGenesis

20132013 SonataSo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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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休士頓國際婚紗時尚展覽會休士頓國際婚紗時尚展覽會
（（本報訊本報訊））20152015年年77月月1818--1919日日-- 休士頓國際婚紗時尚展覽會休士頓國際婚紗時尚展覽會(Houston Bridal Extravaganza)(Houston Bridal Extravaganza)作為婚尚產業風向標的一站式國際貿易平台在作為婚尚產業風向標的一站式國際貿易平台在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舉辦舉辦。。彙集了近彙集了近

300300家來自美國家來自美國、、意大利意大利、、法國法國、、土耳其等國家和地區的生產企業齊聚展會土耳其等國家和地區的生產企業齊聚展會，，打造集展品展示打造集展品展示、、商貿洽談商貿洽談、、新品發佈等多元化功能為一體的綜合平台新品發佈等多元化功能為一體的綜合平台。。國內外優秀婚紗禮服設計師助力發佈國內外優秀婚紗禮服設計師助力發佈20152015精選精選
婚紗禮服品牌新品婚紗禮服品牌新品，，華麗呈現充滿浪漫華麗呈現充滿浪漫、、夢幻夢幻、、典雅的婚紗禮服視覺盛宴典雅的婚紗禮服視覺盛宴，，引領婚尚最新潮流引領婚尚最新潮流，，並舉辦諸如流行時尚趨勢主題講座並舉辦諸如流行時尚趨勢主題講座、、彩妝造型趨勢發佈彩妝造型趨勢發佈,,婚紗禮服採購洽談會等活動創新思維婚紗禮服採購洽談會等活動創新思維，，豐富展豐富展
會內涵會內涵。。

現今婚紗禮服已跳出了傳統的條條框框現今婚紗禮服已跳出了傳統的條條框框，，開始崇尚簡潔流暢的線條開始崇尚簡潔流暢的線條
設計設計，，以及注重用戶穿著的舒適度以及注重用戶穿著的舒適度，，勇於創新勇於創新

婚紗攝影及相關資源整合婚紗攝影及相關資源整合

精緻婚禮蛋糕作品等輕鬆精緻婚禮蛋糕作品等輕鬆DIYDIY幸福婚禮小物創造快樂驚喜幸福婚禮小物創造快樂驚喜

婚展會舉行至今已經進入第婚展會舉行至今已經進入第3131屆屆，，成為籌備婚禮和搜羅結婚資訊及優惠的大好良機成為籌備婚禮和搜羅結婚資訊及優惠的大好良機

拍攝婚紗的新人也暴增拍攝婚紗的新人也暴增,,詢問度依舊破表詢問度依舊破表

婚紗禮服時尚發佈秀及婚紗禮服時尚發佈秀及20152015流行配色主題講座流行配色主題講座



CC22情感熱線

故事天地

CC77鳥語花香

二十年安裝經驗

☆白色的硬木櫥櫃
☆不同類型的水龍頭
☆各種顏色和大小的花崗巖
☆各種廚房和浴室水槽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大理石品種最多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規模最大，，價格最低價格最低！！
批發批發！！

皇冠地板皇冠地板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9am-6pm

總店：Tel: 281-988-0060 中文專線: 713-574-2432
11727 W. Sam Houston Parkway Suite G ,Houston, TX 77031

8號公路南北從WestAirPort出口

各大名牌各大名牌 工廠直銷工廠直銷 批發批發零零

※顏色﹑種類多
※庫存量大﹑現場提貨
※價優品優﹑服務好

休士頓南分店：電話：972-467-8510 地址：3310 Telephone Rd. Houston TX 77023 www.crownflooringhouston.com

休士頓最具規模專業老字號

複合地板 12.3mm $0.99/SF &UP(僅材料)
複合地板 12.3mm $2.35/SF &UP(包工包料)
實木複合 1/2" $4.99/SF &UP(包工包料)

花崗石台面
$15.50/SF &UP

Corpper Peach & Tea Brown

40余種顏色供選擇
$1500以上送不銹鋼水槽

˙實木﹑複合地板
˙花崗石台面﹑櫥櫃
˙各大名牌地磚﹑地毯
˙室內外裝修

新年酬賓大優惠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上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832--353353--69006900
832832--877877--37773777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櫥浴更新。

8mm $$11..9999 /呎＆up

12.3mm $$22..3535 /呎＆up

12.3mm $$22..9999 /呎＆up

(高仿真複合地板)

$$44..99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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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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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旬妇女资助 87个山里娃 18人考上清华北大
麦琼方袁一位年近六旬的妇女袁36年来袁她一次次用扁担挑起衣物

送进山村袁30多吨衣服温暖了山区群众;80多个贫困孩子伏在 野麦妈
妈冶的肩上走出大山;20多个孤寡老人在晚年找到了野女儿冶遥

野你家不穿的旧衣服给我吧?冶麦琼方收旧衣物袁在广西百色出了
名遥在她家楼下的车棚袁好心人默默地放下旧衣物就走遥有人说如今山
区人民富裕了不缺衣服袁但麦琼方说院野当你亲眼看见了袁就知道村民
们缺不缺遥 冶

5月的一天袁记者募捐了满满一车旧衣服来到麦琼方家遥麦琼方开
心地收下这些衣物遥在此之前袁她已经收集了好几麻袋衣物袁正准备打
包送进山里遥

汽车盘旋在南方喀斯特地貌的蜿蜒山路上袁麦琼方指着山谷里的
小路说袁野以前没通车时袁挑衣服进来就走下面的小路遥 冶那是一条蜿蜒
崎岖的小路袁30多年来袁麦琼方不知来回走过多少次遥

1985年的一天袁麦琼方独自挑衣服到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乡的一
个村庄袁经过一段悬崖路时袁不小心连人带物掉进了 10米深的悬崖遥
从那次以后袁她的腰就经常痛遥

不过这些陈年旧事袁在麦琼方见到山区里的一张张笑脸时就忘却
了遥30多年来袁她的足迹从百色城区袁延伸到田林尧隆林尧凌云等县区的
数十个偏远村屯遥 野光靠扁担挑下去的衣服估计有 30多吨袁不包括这
几年用车送下去的遥 冶麦琼方说遥
麦琼方的扁担袁挑坏了一根又一根遥她的扁担袁不仅给山区人民挑

来了衣物袁也挑起了山里娃的上学梦遥三年前袁麦琼方从巴马的一个小
乡村野捡冶回来一个野儿子冶遥由于家庭贫困袁父亲重病袁成绩一直很好的
刘庭锋被迫辍学袁下乡送衣的麦琼方听说了此事袁在与刘父商量后袁把
他带到百色上高中遥

野老妈对我们就像自己的孩子袁给了我们继续读书的希望袁带给我
们很多快乐遥 冶刘庭锋说遥

说起做好事的开始袁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遥 当时麦琼方
还是个 20岁出头的姑娘袁偶然间跟同事下乡游玩袁看见村里的老人小
孩衣食无着袁内心很受触动遥

再后来听说有个孩子考上了桂林的一个中专袁 苦于没有路费尧伙
食费不读了袁麦琼方着急了袁野那个年代袁孩子考到城里的学校袁村子里
都是敲锣打鼓庆祝的遥 冶回家的路上袁麦琼方思前想后袁可以怎么帮帮
他们遥

麦琼方当时只是百色市人民医院的一名勤杂工袁每月工资 47元遥
母亲鼓励她说院野你先资助那个孩子上学袁你没有钱了我再给你遥 冶从那
时候开始袁麦琼方就野一发不可收拾冶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袁麦琼方
一筹集到衣物尧粮食袁就往山区里送遥

麦琼方成家后袁与同样富有爱心的丈夫一起挑衣服下乡袁还把有
困难的老人尧小孩接到家里住遥 他们家人口最多的时候 16人袁包括 8
个收养的孩子和 5个孤寡老人袁以及夫妻俩和他们的亲生儿子袁一个
星期能吃 90斤米遥
要养活这么多人袁夫妻俩的经济压力可不小遥2000年袁家里有 8个

孩子上大学袁其中有 6个考上国内名牌大学遥 收到录取通知书时袁夫妻
俩拿起来开心地看了又看袁但关上房门却又偷偷落泪院孩子的学费和
伙食费怎么办?野我家五兄妹的房产证都拿去抵押给孩子读书袁整个家
族能帮的都帮了袁 我母亲 80多岁了还去银行做担保袁 为了孩子们上
学遥 冶麦琼方说遥
虽说从麦琼方家走出了众多名校生袁但也不乏调皮的孩子遥 麦琼

方从隆林带回来的一个苗族孤儿袁初一时受人挑唆离家出走袁麦琼方
和丈夫请了十几天公休假袁满城寻找孩子袁后来在社会青年常出没的
街头找到了他遥

野因为沾上了毒瘾袁他身体消瘦袁肋骨和锁骨也被人打断了遥 冶事情
过去那么多年袁麦琼方想起当时的场景仍忍不住落泪遥 夫妻俩心疼地
把孩子接回来袁反锁在屋里遥孩子毒瘾发作时袁狠狠地咬在麦琼方的手
腕上袁直到现在还留有牙印遥
后来孩子被麦家走出去的一个哥哥接到广州军区生活袁在哥哥的

调教下袁他逐渐改过自新袁考上了香港大学遥孩子带着录取通知书回来
后袁感激地对麦琼方夫妻俩说野你们永远是我亲爸尧亲妈遥 冶

再苦再累袁麦家永远充满着温馨的气氛遥 直到 2005年袁麦琼方的
丈夫意外去世袁中年丧偶的她哭成泪人袁整整三年沉浸在悲痛中遥但是
挑衣服下乡尧收养孤儿尧帮助老人的步伐依然没有间断遥 为了维持生

计袁麦琼方甚至打起了三份工遥
她曾有过无数次想要放弃袁但每当看到山区的老人尧小孩穿上衣

服时满足的笑容袁她又忘却了所有的苦遥 在麦琼方的丈夫去世后一直
陪伴她的邻居谢燕宁说袁别人做好事都是量力而行袁只有麦琼方袁一股
劲往前不知回头遥

麦琼方养育过的 87个孩子袁大部分都考上了大学袁18人考上了清
华尧北大袁如今 47人在国外工作学习遥 有人说袁这么多有出息的孩子袁
每人给她寄点钱袁她也就不愁没钱花了遥 但她并不这么认为袁野我不要
他们的钱袁他们有能力就去帮助更多的人袁从中也能体会麦妈妈是怎
么过来的遥 冶

让麦琼方无比自豪的是袁她的孩子如今也在积极参与当地的公益
活动袁美国尧英国等地的孩子组建起爱心网络袁发起援助非洲等行动袁
帮助贫困地区的人们遥

麦家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孩子袁有人觉得不可思议袁有人甚至想
把自己娇生惯养的孩子送来改造遥 野我教不了他们知识袁我只能教会他
们做人遥冶麦琼方说遥让孩子自食其力袁让孩子学会感恩袁知道今天的生
活来之不易袁才会奋发图强遥

她持之以恒的善举逐渐被人们所知袁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她的爱
心行动中遥 朱铭峰袁一位生意人袁近两年来只要麦琼方一个电话袁他就
开车陪同麦琼方一起送衣服下乡遥 麦氏扁担终于可以功成身退遥

在山区里袁村民们挑选衣物时的喜悦感动了每一个前往送爱心的
人遥 在百色右江区汪甸乡六核村东谷屯袁轮椅上的山村教师谭保华指
着身上的衣服说袁野我穿的衣服都是麦姐带过来的袁山村受到她很多资
助遥 冶九旬老奶奶远远看到麦琼方就张开双臂袁等待快步冲上前的麦琼
方遥 麦琼方在东谷屯接济了两位孤寡老人袁每次送衣服过来总会专门
进家门看看她们袁帮她们解决困难袁就像女儿一样遥

在麦琼方家的墙壁上袁贴着一副孩子们送的野爱心树冶袁树上满满
地写着祝福遥 这棵树袁如同麦琼方和她的孩子们袁只有她的坚强矗立袁
不断输送养分袁孩子们才能茁壮成长袁开枝散叶遥 阳光和雨露袁是孩子
们回赠给她最好的礼物遥 她别无所求袁只愿孩子们不断地向上伸展袁播
撒大爱遥 (野中国网事冶记者卢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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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渊睡莲科植物冤
荷花 渊Lotus flower冤院

属毛茛目睡莲科袁是莲属
二种植物的通称遥 又名莲
花尧水芙蓉等遥 是莲属多
年生水生草本花卉遥 地下
茎长而肥厚袁 有长节袁叶
盾圆形遥 花期 6至 9 月袁
单生于花梗顶端袁花瓣多
数袁 嵌生在花托穴内袁有
红尧粉红尧白尧紫等色袁或
有彩纹尧镶边遥 坚果椭圆
形袁种子卵形遥
荷花种类很多袁分观赏和食用两大类遥 原产亚洲热带和温带地区袁中国早在周朝就有栽

培记载遥 荷花全身皆宝袁藕和莲子能食用袁莲子尧根茎尧藕节尧荷叶尧花及种子的胚芽等都可入
药遥 其出污泥而不染之品格恒为世人称颂遥 野接天莲叶无穷碧袁映日荷花别样红冶就是对荷花
之美的真实写照遥 荷花野中通外直袁不蔓不枝袁出淤泥而不染袁濯清涟而不妖冶的高尚品格袁历
来为古往今来诗人墨客歌咏绘画的题材之一遥

1985年 5月荷花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遥 荷花是印度尧泰国和越南的国花遥

荷花（睡莲科植物）
政治意义

自鸦片战争以后袁
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袁荷花也成为
美化人们生活尧陶冶情
操的珍贵花卉袁被誉为
十大名花之一遥朱自清
曾写过 叶荷塘月色曳一

文遥孙中山先生袁周恩来总理等多次提倡大力发展荷文化袁
并把友谊的种子传播到友好的邻邦遥 1918年袁孙中山先生
东渡日本袁带去了九颗辽东半岛普来店出土的莲子袁经过
精心培育袁古莲子栽植成功遥1963年袁大贺将一百颗大贺莲
种子袁送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遥1979年 4月袁邓颖超副
委员长访问日本袁 参观鉴真主持建造的奈良唐招提寺时袁
森本孝顺长老将中日两国专家培育的唐招提寺莲尧 孙文
莲尧中日友谊莲的莲藕捧交给邓颖超副委员长遥 1980年 4
月袁为庆贺野日本国家鉴真和尚像中国展冶来扬州大明寺展
出袁武汉研究所便将繁殖的唐招提寺莲尧孙文莲尧中日友谊
莲的莲藕送往大明寺袁 安放在紧连鉴真纪念堂的平远楼
前遥
由于野荷冶与野和冶尧野合冶谐音袁野莲冶与野联冶尧野连冶谐音袁

中华传统文化中袁经常以荷花渊即莲花冤作为和平尧和谐尧合
作尧合力尧团结尧联合等的象征曰以荷花的高洁象征和平事
业尧和谐世界的高洁遥 因此袁某种意义上说袁赏荷也是对中
华野和冶文化的一种弘扬遥荷花品种丰富多彩袁是野荷渊和冤而
不同冶袁但又共同组成了高洁的荷花世界袁是野荷渊和冤为
贵冶遥 真心希望袁荷花文化能在弘扬和平文化尧和谐文化的
进程中袁也能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熟知遥 弘扬中华野和冶文
化袁对于我们促进祖国统一尧维护世界和平尧构建和谐社会
的事业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遥
宗教喻义

一尧中国自古热爱莲花袁作为中华本土宗教的道教袁莲
花自然是道教的象征之一遥 莲花在道教象征着修行者袁于
五浊恶世而不染卓袁历练成就曰叶太乙救苦护身妙经曳中院救
苦天尊步摄莲花袁法身变化无数袁忽而女子袁忽而童子袁忽
而风师雨师袁忽而禅师丈人浴 莲花被人誉为野出淤泥而不
染冶的翩翩君子遥
二尧莲花冠袁又名院玉清莲花冠遥道门三冠之一遥因其外

形乃是一朵盛开的莲花袁故名莲花冠遥唐时已在世间流行袁
宋沿袭其制遥 以美玉来制袁以黄金来饰遥 外形优美尧色泽艳
丽遥 为世人喜尚袁一直很流行遥
三尧七宝莲花:荷花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遥 佛教

认为荷花从淤泥中长出袁不被淤泥污染袁又非常香洁袁表喻
佛菩萨在生死烦恼中出生遥又从生死烦恼中开脱袁故有野莲
花藏世界冶之义遥按佛教的解释袁莲花是野报身佛所居之野净
土冶遥可见莲花已成为佛教的象征遥所以菩萨要垫以莲花为
座遥佛教中的莲花袁包括了荷花和睡莲的不同种类遥只有大

乘佛教的佛像

座用荷花遥
莲花在佛

教与印度教

中袁 象征神圣
与不灭袁 印度
的国花是荷

花遥 印度荷花主要有七种袁故有野七宝莲花冶之称遥 实际上袁
七种荷花只有二种是荷花袁即白莲花渊芬陀利花冤和红莲花
渊波头摩花冤袁其它五种都是睡莲遥 在植物学中袁荷也称莲遥
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袁荷花则是佛经中常提到的象征物和
吉祥物遥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袁洁身自处袁与佛教主张的处世
人格相合遥正是因为荷花代表佛教袁而佛教又来自印度袁所
以荷花在印度被视为尊严的神圣的象征遥
四尧步步生莲:莲座袁乃为佛陀结跏趺坐讲经开释而设遥

佛家在百花齐放中独生出莲花座袁与荷花云锦可观袁香远
益清袁足以代表力量也有关遥 野又以诸华皆小袁无如此华香
净大者冶叶大智度论曳 卷八记载了几个为何趺坐莲花的原
因袁除了莲花在众花中最大最盛尧代表庄严妙法袁莲花柔软
素净袁坐其上花却不坏袁更可以展现神力遥莲花其实已升华
为天上之花袁与人中之花有别袁野人中莲花大不过尺袁天上
莲华大如九车盖袁是可容结跏趺坐遥 冶

野佛也继印度教光明神的性格袁成为莲华化生创造伟
业的主人公遥 冶经典里众生可以借由野莲花化生冶袁乘着莲座
进入净土袁恐也由此一脉相传而来遥今天信徒都知道袁根据
叶佛陀本生传曳记载袁释迦佛生于二千多年前印度北边袁出
生时向十方各行七步袁步步生莲花袁并有天女为之散花遥
由水中深处冒升至水面的睡莲袁像造物主潜藏的生命

力袁暗示着创造的本源袁不仅
许多神话与莲花有关曰 崇拜
太阳的埃及王国袁 也出现太
阳神以童子之姿坐莲花之上

的图案遥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圣

洁性袁 象征佛与菩萨超脱红
尘袁四大皆空曰莲花的花死根
不死袁来年又发生袁象征人死
魂不灭袁不断轮回中遥

五尧五种天华:莲花有五
色院白尧青尧红尧紫尧黄袁称为
野五种天华冶遥 其中白尧青两色
最受青睐遥 白莲花袁梵文音译
为芬陀利遥 此花生长于佛国袁
人世间难以见到袁故又称野希
有之华冶遥 青莲花袁梵文音译为优钵罗遥 叶狭长袁近下小圆袁
向上渐尖袁青白分明袁酷似佛眼袁故在佛经中称之为野莲
眼冶袁也即观音菩萨的眼睛遥

植物文化

荷花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曰根状茎横生袁肥厚袁节间
膨大袁内有多数纵行通气孔道袁节部缢缩袁上生黑色鳞
叶袁下生须状不定根遥
叶圆形袁盾状袁直径 25-90厘米袁表面深绿色袁被蜡

质白粉覆盖袁背面灰绿色袁全缘稍呈波状袁上面光滑袁具
白粉袁下面叶脉从中央射出袁有 1-2次叉状分枝曰叶柄粗壮袁圆柱形袁长 1-2米袁中空袁外面散
生小刺遥 花梗和叶柄等长或稍长袁也散生小刺曰叶柄圆柱形袁密生倒刺遥
花单生于花梗顶端尧高托水面之上袁花直径 10-20厘米袁美丽袁芳香曰有单瓣尧复瓣尧重瓣

及重台等花型曰花色有白尧粉尧深红尧淡紫色尧黄色或间色等变化曰荷叶矩圆状椭圆形至倒卵
形袁长 5-10厘米袁宽 3-5厘米袁由外向内渐小袁有时变成雄蕊袁先端圆钝或微尖袁雄蕊多数曰
雌蕊离生袁埋藏于倒圆锥状海绵质花托内袁花托表面具多数散生蜂窝状孔洞袁受精后逐渐膨
大称为莲蓬袁每一孔洞内生一小坚果渊莲子冤曰花药条形袁花丝细长袁着生在花托之下曰花柱极
短袁柱头顶生曰花托渊莲房冤直径 5-10厘米遥
荷花是最古老的双子叶植物之一袁同时又具有单子叶植物的某些特征遥 荷花的胚芽被

鳞片包裹着袁和单子叶植物相似遥从花的结构看袁荷花具有 3尧4层花被袁外轮萼片状袁内轮花
瓣状袁雄蕊多数袁雌蕊离生袁花粉粒为单沟舟形遥莲的茎有明显的分节现象袁地下茎节长满须
根遥 这些都是单子叶植物的特征遥 荷花的芽为混合芽袁人们所见的莲芽袁是藕的顶芽以及各
节腋芽的位置遥 根分为种子根和不定根两种袁播种所出的由种子的胚根所形成的主根不发
达袁发挥功能作用的是不定根遥 荷花的茎就是藕袁是荷花的地下根状茎袁是荷花储藏养分和
供繁殖的器官遥 荷花的花单生袁两性袁由花萼尧花冠尧雄蕊群尧雌蕊群尧花托尧花柄等六部分组
成遥 品种多样袁花色丰富遥

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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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岁才能看懂电影袁38 岁才拍第一部商业电
影袁45岁才对父亲说院野我找到职业了浴 冶50岁还经
常为不知如何拍戏而哭泣遥 2013年 2月袁59岁的华
人导演李安袁凭叶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曳二度拿得奥斯
卡最佳导演奖袁被问及成功的经验时袁他以一贯的
慢强调说院野我笨袁笨让我时刻警觉袁充满斗志袁关键
是袁笨让我慢下来袁而电影需要慢心态浴 冶

1977年袁服过兵役袁谈过一场失败恋爱的李安袁
违背父命袁申请到伊利诺伊大学戏剧系就读遥 一次
留学生聚会袁大家讲起申请留学的经历袁李安说他
邻居家的孩子读的是伊大袁说戏剧系有一栋很大的
剧院袁非常神秘袁就是为了看这个剧院袁李安才申请
到这来读表演的遥
一个叫林惠嘉的

台湾籍女生猜李安

肯定去过剧院了袁哪
知李安回答说院野还
是没有袁我没想过到
美国来袁是要用英文
表演的袁而我的英文
刚够上市场买个菜袁 所以压根没有分到表演组袁而
是导演组遥 冶林惠嘉听了发笑袁于是好奇导演课的内
容遥 李安说院野我不知道袁我是来学表演的袁为什么要
听导演课钥 冶林惠嘉觉得这人真够笨的遥
好在林惠嘉是一个特别的女孩袁学生物药学的

她袁认为李安像显微镜下的细胞一样袁每一点细小
的变化袁都会真实地表现遥 她爱上他笨笨的努力和
真诚遥恋爱后袁李安的笨拙可没少带给她麻烦遥在他
终于想清楚了要去纽约学电影导演后袁两人便有了
离别袁这还不说袁李安玩命地学习袁学到兴奋处袁不
管是凌晨还是深夜袁都会给林惠嘉打长途电话遥
林惠嘉在电话里批评他吵了她的瞌睡袁他承诺

不再打袁但下次依然如故遥 弄到后来袁林惠嘉接他的
电话袁都只野哦哦冶地回应遥 1985年袁李安向林惠嘉求
婚袁但婚后袁李安一直没有拍片的机会袁刚开始袁他
还经常谈理想袁窝在家里写剧本袁到后来就发展到
只知道做饭带孩子了袁 好不容易变开朗的性格袁又
逐渐自闭遥 到 38岁时袁李安已经吃了 6年软饭了袁
大度的林惠嘉也着急起来了袁一方面袁做药物研究
收入并不高袁她独自养家特别艰难袁另一方面袁李安
经常长时间发呆袁这样下去袁他不垮也要疯掉遥

看在他曾拿出过两部优秀毕业生作品的分上袁
圈内的朋友帮忙袁帮他谋了个副导演的差事遥 不料
在片场袁李安只有两种状态袁一种是思考袁一句话都
不说袁想得太投入时袁连走路都横着走袁不是撞倒东
西袁就是撞到人遥 而当他认为想明白了时袁就找到导
演袁说这个情节应该这样处理而不是那样袁下个镜
头应该怎样等等袁说到激动处袁恨不得将导演从椅
子上拉起来袁自己一屁股坐下去遥

很快他被降格成帮忙看器材的遥 然而袁李安胆
小袁一次到纽约东部一栋大空屋去帮人守夜袁周围
治安不是太好袁他吓得直哆嗦袁生怕抢匪闯入抢劫袁
此后再也不干守夜的活袁接着去干剧务袁负责挡围
观的人袁李安面相不凶袁身材跟高大的美国人相比袁
十分悬殊袁 所以他的挡根本起不到威慑的作用袁一
次一个非裔女人见他走过来袁凶他院野敢挡钥 我找人
揍你浴 冶李安乖乖走开遥 再后来袁李安沦落成做苦力
了袁拿沙袋尧扛机器袁有点技术含量的事袁都没有他
的份了遥

1990年袁李安创作的剧本叶推手曳获得台湾政府
最佳剧作奖袁他获得了 40万奖金袁他决计用这笔钱
拍电影遥 但钱远远不够袁为了节约成本袁布置场景
时袁他把自家的家具全部搬了去袁并向林惠嘉保证
说袁保证完璧归赵遥 但是他后来在导戏过程中袁却导
出了一场家庭冲突袁 让演员把那些家具砸了个稀
烂遥 因为家里连吃饭的桌子都没有了袁又挨了林惠
嘉一顿臭骂遥

1991 年袁电影叶推
手曳拍摄成功袁可如同李
安对细胞完全不懂袁林
惠嘉对电影也不懂袁她
根本不知道金马奖是个

什么玩意袁 骂李安说院
野你得奖我也这么过日子袁不得奖日子照样过袁什么
戏不戏的浴 冶她甚至也不知道柏林的金熊奖是什么
级别袁所以当李安第二部独立执导电影叶喜宴曳柏林
拿奖时袁半夜接到他报喜讯的电话袁她照样训斥他袁
吵了她的瞌睡遥

李安挨了妻子的骂袁也不争辩袁反而头脑冷静
下来袁去争取更大的成功袁这以后每次得大奖袁他都
回家求老婆骂一骂袁说是做收心操遥

李安出名了袁1994年袁 美国电影公司想找他翻

拍名著 叶理智与情
感曳遥李安做了许多
努力袁 让制片人相
信他能行 遥 1995
年袁 这部电影在英
国开拍袁 阵容非常
可观袁男演员是休窑格兰特袁有学问不说袁当时还红
得发紫袁女演员是艾玛窑汤普森袁毕业于剑桥袁刚刚
得过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袁还是当红编剧遥

电影开拍后袁场面根本不受控制袁不仅不断有
人跟他理论甚至争吵袁休窑格兰特还完全不听安排袁
要他站东袁他偏站西袁李安一说话袁他就搞怪袁摆明
不把他这个华人导演放在眼里遥 艾玛因为是电影的
编剧袁非常自负袁根本容不得李安对剧本做任何改
动袁甚至连用来拍电影的马袁也极不配合袁不断地放
屁袁演员们好不容易入戏袁它屁一放袁现场又十分混
乱遥

拍摄进展非常缓慢袁预算不断增加袁电影快拍
不下去时袁恰逢李安一个朋友前来探班袁这人完全
是圈外人袁对电影不懂袁但看了毛片后袁他对李安
说院野你把格兰特放到其他演员对面去拍袁而不是让
他们并排表演浴 冶李安不懂得何故袁但是死马当活马
医袁就照办了袁结果格兰特果然听话了袁让他干什么
就干什么遥
李安不解袁问朋友袁对方说院野这还看不出来吗袁

他就是讨厌你把他当普通演员看待袁明星要讲明星
的味袁他永远享受视觉的焦点袁不愿意跟人并排表
演袁你只琢磨电影袁不琢磨表演电影的人袁这怎么行
呢钥浴 冶朋友甚至还帮他对付了那匹爱放屁的骏马袁
那马就是吃了不对路的食物袁 肠胃胀气才那样袁而
李安居然连这种基本的生活常识都没有遥

因为面对的都是人中精英袁戏拍到最后袁李安
唯一把握的原则是慢袁让自己慢工出细活袁让别人
没法挑剔遥 结果袁电影拍出来后袁叙事风格也慢袁情
感的克制和释放都拿捏得很好袁倒是很符合原著的
精神袁成了一部低投入高收益的经典作品遥 电影成
功上映后袁李安才确定自己在这条路上可以走得更
远袁 他给远在台湾的老父亲发去短信院野我认为袁我
找到可以做的职业了浴 冶

2001年袁一部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的小说叶少
年派的奇幻漂流曳风靡全世界袁许多制片人和导演袁
都盯上这部小说袁但是直到 2009年袁都没有人能将

它搬上银幕袁因为小说除了讲奇幻的海上漂流经历
外袁还包含深奥的宗教和哲学故事袁拍摄它既要先
进的技术袁又要深刻的内涵袁有人断言袁这是一部最
难影像化的小说袁不可能拍成电影遥
可总有人想挑战不可能袁福克斯电影公司的制

片人吉尔窑内特就是一个袁 他找到同样喜欢挑战不
可能的李安遥 两人一拍即合袁草签了协议后袁李安即
兴冲冲率领一班人马袁 来到台湾台中的水湳机场袁
开始在这里打造全世界最大的全自动波浪装置水

槽袁以模拟各种海上环境袁包括平静无波的海面和
波涛汹涌的海上风暴遥
水上摄影棚开建后袁 他又带领另一拨人马袁前

往印度海选男主角袁为了找到心目中的带有笨笨纯
真的少年袁他花了 6 个月的时间袁面试了 3000 人袁
才找到了理想演员苏拉遥
李安带着苏拉回到台湾袁午夜袁电话响起来袁是

监制盖布勒袁 她说院野大佬们决定退出袁 停止拍摄
吧浴 冶李安猛拍脑袋袁这才想起自己签的是临时协
议袁最终拍摄方案还得有福克斯公司的两个主席拍
板遥 而这两个大佬认为这部前期水上拍袁后期要高
精尖 3D制作的电影袁很有可能超支遥

李安傻了眼袁演员苏拉说院野你说过的袁派不仅
是靠本能活下来袁更靠信念活了下来袁他不相信也
不接受严酷的现实袁所以才没有精神崩溃袁你要我
做派袁 你自己 也要做派才

对遥 冶李安连连 称是袁 立即买
机票飞往洛杉 矶袁 说服福克
斯两主席跟他 进放映室袁给
他们看了沉船 戏片段和苏拉

的试镜片段 遥 片子看完后袁
两个主席说 院 野你把 7000 万
美元的预算再砍点袁我们就同意浴 冶倔强的李安说院
野如果两位愿意再追加 3000万袁将会看到更好的片
子浴 冶
最终他很牛地带着 1亿的预算袁开始了新的拍

摄征程袁 直至最后斩获高票房以及 2013年的奥斯
卡大奖遥
得奖后袁李安不止一次地表示袁自己是个笨人遥

他说院野这绝不是谦虚袁我没有天分袁只有傻劲袁电影
需要傻劲遥 在这个世界上袁像我这样的袁傻傻地努
力袁笨笨地坚持的人不少袁幸运的是袁上帝最爱这样
的笨小孩遥 冶

上帝最爱这样的笨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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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TATOYOTA
Sterling McCall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眾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2015年新車提前清倉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前所未有2015年
4月份特惠方案

2015年份所有車型提供
零利息貸款或高至
2500元現金折扣

（Tacoma,Sequoia除外）

☆精通保險理賠法，AAA, 州農場保險指定修護廠
☆USAA, FARMERS, ALLSTATE, TEXAS
FARMERS BUREAU,G.M.A.C. 等等
OPEN SHOP PROGRAM

☆鈑金修護，爭取減或免自付款，保證復原如新
☆最新電腦控制，下吸式，氣熱，無塵烤漆房
（原廠標準，且有終身保證計劃）

☆修護期間，備有免費（收費）租車
☆全車開入式拉大樑機（三臺）

高價收買
三年內
車禍車

˙噴射式引擎，電腦控制系統專家

˙精修電系，噴射式供油系統

˙四輪（電腦鐳射）定位

˙原廠標準保養，冷暖氣

˙引擎修護，剎車，底盤，變速箱等等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Bellaire Auto Services & Collision
地址：76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Bellaire & SW Freeway）萬 利 車 行

誠信可靠……高能技師……技術一流……工作保證……價格合理……服務親切……嶄新設備

一 條 龍 維 修 服 務 中 心

．．完整檢測汽車中心
．．引擎調整
．．原廠配件
．．剎車、防凍液、傳動系統
．．方向盤及僻震器

．．皮帶、水喉
．．電池、開動器及整流器
．．防止損壞定期檢驗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價位保證滿意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AM-6:00PM

電話：713-484-7777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請攜帶保險卡）

○誠徵有經驗的修車技師

鈑金部
免費估價

Stanley Cheung
張 華

832-766-9888 （通國語、粵話）
10595 West Sam Houston Parkway S.

Houston, TX 77099
(US 59 South @ Beltway 8)GillmanHondaHouston.com

自1938年就開始服務華人社區

2015 Honda Accord EX-L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追求卓越追求卓越，，追求品質追求品質，，追求完美追求完美！！

* 強化複合地板，實木複合地板，
高光板，浮雕板，亞光板，
手抓紋等等，多種選擇。

* 多種高級靜音底墊
* 萬尺存貨，歡迎批發零售。
* 做地板找又福！作有福人！

又福地板

地址：9920Westpark Dr #107（靠Gessner）Houston TX 77063

www.yulfgroup.comwww.yulfgroup.com
TelTel：：281281--501501--83308330 OrOr 832832--978978--64406440

買買地板

送送靜音地墊

環球百葉窗簾環球百葉窗簾環球百葉窗簾
百葉窗簾耐磨、耐腐蝕，有藝術感，是高
檔生活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翻開百葉窗簾，您看到的，不只是外面的
自然風光，還有心靈深處家的溫馨。
訂做新穎，雙層卷簾窗簾

木質百葉窗專家

WWW.eweb4u.net/blinds
Email：cd_order@yahoo.com

電話：832-310-3532
傳真：832-201-7897

隔熱、環保、省電、美觀
免費估價、到府安裝

CD Global Shutter Inc.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116,Houston TX 77036 DYNASTY PLAZA (王朝)
展示廳 ( Show room）: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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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咨詢電話：
281-965-7485
281-908-3750

～讓陽光來去自由～讓陽光來去自由～讓陽光來去自由新穎窗簾新穎窗簾 (C.O.A.X.)(C.O.A.X.)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116,Houston TX 77036 DYNASTY PLAZA (王朝)
˙Ritaco.10060 W Sam Houston Pkwy .Suit 180 Houston Tx 77099

展示廳 ( Show room）:
可訂做木制百葉窗

室內窗戶裝飾可以體現主人的風格與品味。
◎您想裝扮一個有品味的家嗎？
◎您想擁有冬暖夏涼又能保護隱私的窗戶嗎？
新穎窗簾色澤豪華、內藏貴氣，與眾不同。
新穎窗簾好產品、價格優、款式新、顏色多。

網站：www.flightblin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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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差点和女同事发

生关系袁 我怕她受伤害袁
因此停止所有动作浴 难道
我真的需要换工作来解

决这种问题吗钥 我觉得自
己好自私袁将同时伤害两
个女人遥

纸条倾诉院 遇过人
渣袁现在走出来了袁但还
是做不到彻底原谅袁内心
有计较和怨恨遥 我问朋
友袁假设再遇见他袁我该
怎么做袁什么态度是强大
的最好的钥 答院微笑转身
离去尧什么也不说遥 老师袁
怎么做才是最好的态度

渊对自己冤钥 对混蛋态度礼
貌有素质袁总觉得心里过
不去袁怎么才是我真正的
强大和不卑不亢钥 我都想
过把他那些不堪的不是

男人的事说一遍袁让他自
己看看这算什么东西遥 想
想又觉得不好袁心里过不
去袁请指点袁让我开个窍袁

别这么糊涂遥
凉木点评院你只有继

续被他虐被他辜负才能

放下他袁说什么你恨你计
较袁 其实都是忘不了他遥
自己想不开就别怪他人

先放下袁 活该被甩被辜
负浴

纸条倾诉院我和现男
友都是离异的中年男女袁
他有个女孩判给女方袁我
没孩子遥 他性格沉稳袁人
憨厚老实袁相处半年多我
们还算融洽遥 最近我很火
大袁 他很喜欢玩网游袁前
天玩到凌晨袁我让他关电
脑他不听袁 昨晚又这样遥
他玩游戏搞得我休息不

好袁 我有点受不了了袁想
分手袁又觉得这男人除了
这点不好袁别的没什么大
毛病袁现在我犹豫要不要
分手遥

凉木点评院你目前只
是发现他这点让你受不

了袁在婚后你还会发现更
多让你无法忍受的事袁你
如果接受不了就趁早分

手袁谁也别耽误谁遥 玩游
戏这件事袁怕打扰睡觉就
让他把电脑搬客厅搬书

房去玩袁你们不至于只有
一间房能放得下电脑吧钥

纸条倾诉院我跟前男
友谈了四年袁分手不到两
月他就有新欢啦遥 那女的
还加我好友袁 我不知情尧
加了她袁看出是他新欢后
我果断删除对方遥 为什么
到现在我心里还像被狠

狠割了一刀袁就算之前他
背叛我也不再重要遥 我该
怎么让自己坦然面对钥

凉木点评院找个比他
好百倍得的男人秀恩爱

然后发朋友圈发空间袁让
前任后悔去吧浴

纸条倾诉院结婚两年
多袁和妻子的感情一直很
好遥

责任编辑：沈玉莲

张靓颖在演唱会上向男友求婚了浴
男人当众求婚的事情很常见袁但是女人
在大庭广众之下袁向一个男人说出野你
愿意娶我的话袁你就就上来冶这样的话袁
确实不多见遥
张靓颖在演唱会现场求婚

然而那个被求婚的男人袁已经不是
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袁更加由于这是一场
没有经过策划的求婚袁男主角没有很快
上台袁 也没有血脉喷张地当场求婚袁而
只是淡淡地用野我们很好冶来回应现场
热烈的歌迷袁之后更匆匆离开舞台遥
这样略显尴尬的场面袁让围观者在

失望之余袁开始对张靓颖进行各种爆料
和攻击袁 甚至有人撰文说她厚脸皮袁人
家如果愿意娶她袁根本就不需要说遥

这不禁让我再次感叹社会对女人

的不公平浴
假设现在当众求婚的人变成一位

男明星袁而那位被求婚的圈外女性也同

样没有当场承诺袁恐怕人们会一窝蜂地
冲上前去赞美那位专情的男明星袁自己
身为星光熠熠的明星袁还对圈外的恋人
十几年不离不弃袁互相依赖袁这是一种
多么深厚的情感关系遥 恐怕想到这里袁
还会有一众女人冲他大喊 野她不肯嫁袁
你就娶我吧浴 冶
可如今那位求婚者是一位女明星袁

人们的反应就会像现在这样冰凉得有

些赤裸裸遥我深信如果那个男人有一点
点表演型人格袁肯就着火热的现场做出
婚姻的承诺袁再激情地把张靓颖拦腰抱
起袁 人们的调调很可能就变成 野勇敢冶
野真爱冶野幸福冶等字眼遥然而当这个男人
没有配合人们的心理期待袁张靓颖就变
成了被人嘲笑的失败者遥 似乎袁人们如
何对待张靓颖袁可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男人的态度和行为遥 娶袁则她成为成功
典范曰如果不娶袁她就立刻变成失败的
可怜虫遥

不得不说袁这就是男权社会提供给
女性的艰难的生存环境要要要你所有的

价值都必须依附于婚姻袁否则任你再有
才华袁再美丽袁再有个性都无济于事遥所
有渴望幸福生活的女人袁 都该清晰地尧

理智地尧正面地认识到这一点袁只有这
样袁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做自己袁更好
地活自己的人生遥

当然袁如果求婚是为了结婚袁而结
婚是为了两个人更稳定长久地共同生

活袁那么张靓颖的做法确实有待商榷遥
首先公众人物的情感关系本来就

面临比普通大众更多的挑战遥人们对他
们私生活的关注袁对他们一举一动的评
论袁都不利于关系的培养和维系遥
明星也是普通人袁 也一样爱面子袁

一样渴望得到大家的祝福袁在受到攻击
时一样会感到紧张焦虑遥
基于此袁如此高调地求婚和公布恋

情袁就是把两个人放在了一个不太安全
的境地袁给这段关系的继续发展带来很
多挑战遥 比如张靓颖公开求婚之后袁很
快就有人爆料她的爱情最初有插足嫌

疑袁还有人起哄说她和男友在台下为求
婚事件争吵等等遥

其次袁这样的当众求婚袁也是不够
尊重对方的做法遥 既然是两个人的关
系袁就需要两个人都同意的情况下向前
发展遥 做出任何决定之前袁都需要考虑
到对方的感受和需要遥如今张靓颖在未
和对方有过沟通的情况下袁突然在众人
面前宣布恋情袁 把对方暴露在大众面
前袁也会给两个人带来诸多心理压力遥

最后袁 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
人袁要不要求婚袁怎么求婚袁什么时候求
婚是个人自由袁他人没有权利干涉遥 但
如果是未经与对方商量的求婚袁最好还
是私底下小范围进行比较好袁这样又表
达了诚意袁又不会带给对方被绑架的感
觉遥 小孩子的心智发育还不够成熟袁所
以经常分不清楚你我他袁无法区分关系
的界限遥

但是作为成年人袁 最好能把私密
的幸福袁关起门来自己乐袁这样于己于
人都是安全而踏实的遥

情感专家解读：张靓颖当众求婚犯了 3个错误

近日袁民政部发布叶2014年
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曳袁2014
年全国共依法办理离婚登记

363.7万对遥 2003年以来袁我国
离婚率已连续 12 年呈递增状
态遥专家称微信尧陌陌等社交软
件成婚姻新杀手遥
民政部发布 叶2014年社会

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曳袁2014年全
国共依法办理离婚登记 363.7
万对遥 数据显示袁2003年以来袁
我国离婚率已连续 12 年呈递
增状态遥 北京市离婚登记办理
数量也连续 12年递增袁去年以
5万 5千余对野领跑冶全国各大
城市遥
为房离婚院 楼市新细则出

台离婚率增加

分析近十几年的数据袁记
者发现袁2013 年全国依法办理
离婚手续的共有 350.0万对袁比

史上最高遥而在广州袁2013年该
市离婚登记 24822对袁 较之上
一年增长逾 4000对袁超过 2003
年离婚数量的 5倍遥
专家视野院4点解读离婚率

为何持续走高

1尧婚姻法司法解释出台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

研究会专家卢明生认为袁2011
年最高法出台的 野婚姻法司法
解释(三)冶是近年来离婚数量上
升的一个重要原因遥

野这个司法解释出来后袁离
婚涉及的财产分割更容易了遥

加之 2003 年起国务院颁布新
叶婚姻登记条例曳大大简化了离
婚手续袁 离婚无需等待一个月
的审查袁也不用介绍信遥 冶卢明
生说遥

2尧社会节奏加快观念转变
相对于离婚程序的简化和

婚姻家庭中个人财产权的明

晰袁 卢明生认为导致中国近年
来离婚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还

在于社会节奏加快以及社会观

念的变化遥
3尧社交软件成诱发婚外情

工具

婚外情增多也是导致离婚

率上升的原因遥 野我们从一些律
师事务所了解到袁 在离婚官司
中袁一半以上的都涉及婚外情遥
当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时袁微信尧
陌陌等社交软件袁 就更可能成
为诱发婚外情的工具袁 变为婚
姻的耶新杀手爷遥 冶

随着微信尧 陌陌等应用程
序袁特别是野摇一摇冶尧自动定位
等功能的增加遥

我
国
离
婚
率
连
涨1

2

年

婚
外
情
让
我
同
时
伤
害
两
个
女
人

上年增长 12.8%袁为增幅最大的年份遥北京
市在 2013年离婚人数从上年的 3万多对
增长至 5万 4千对袁增幅最大遥 上海市当
年办理的离婚人数超过了 6万对袁为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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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因代言产品而被消费者起诉的事件时有

发生遥 昨日袁新闻热点野消费者起诉徐静蕾冶在网上
引起舆论广泛关注袁新浪微博热门话题榜显示参与
该话题者超过 4 万袁有网友评论院野徐静蕾袁你摊上
大事儿了遥 冶

新闻称袁李先生由于胃部不适袁买了野江中猴姑
饼干冶袁食用后发现其与普通饼干无异遥 李先生认为
该产品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品袁宣传上误导了消费
者袁故将销售者尧生产者及广告代言人徐静蕾告上
法庭袁要求十倍赔偿货款并在媒体上公开道歉遥 记
者统计网友相关讨论后发现袁 网友的意见针锋相
对袁一部分网友表示野反对虚假广告冶袁支持起诉曰另
外一部分网友则认为这是小题大作遥

网友野枫叶冶说院野养胃袁又不是治胃袁胃病不去
看病袁吃饼干就想好钥 冶而网友野忘乎所以冶则用野奇
葩冶定义这件事袁并举出几个野躺枪冶例子院野雪碧没
有透心凉袁立白洗衣粉没有洁净如新袁耶农夫山泉有
点甜爷 事实证明它没有那点甜噎噎这些我要不要去
投诉一下钥 冶网友野宁远冶认为袁这位李先生误解了广
告的意思遥

那么袁明星代言究竟该不该为其产品负责再次
引起网友争议遥 网友野云星浩冶说院野虽然觉得徐静蕾
冤枉袁但是现今虚假广告太多了袁给明星一些警醒
也是好的浴 冶网友野晓曼 smile冶表示袁暂不说此事件袁
如今的广告的确普遍存在夸大事实袁借虚假宣传来
夺人眼球的现象袁让人分辨不清产品到底是什么样
的袁很多明星也只为个人利益遥 冶很多网友指出袁明
星代言广告容易产生一定的误导性遥

野猴姑饼干冶一案引起巨大舆论风波袁目前北京
市海淀法院已经受理了此案遥 该产品的野养胃冶宣传
最终是否被认定为虚假广告还需等法院进一步审

理遥 网友野萝莉控冶在期待判决结果的同时也给出了
自己的建议院野第一袁明星代言需谨慎曰第二袁消费者
购物还需三思袁要根据实际情况购买袁不可仅看广
告说辞或是谁代言遥 因为代言明星自己只是代言人

并不是相关专家遥 而且就算真的对代言人起作用的
东西也不见得人人都适合尧或者对每个人起作用遥 冶

明星的代言袁是一种个体言论袁哪怕这种言论
是被雇佣的遥 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袁被雇佣的言论
是非法的袁不正当的袁或者应该加重责任遥
最新修订的的消法袁明确了广告代言人的法律

责任院个人在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商品或者服务的
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

或者服务袁造成消费者损害的袁应当与提供该商品
或者服务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遥

根据这个规定袁 虚假是一个必要的法律要件遥
徐静蕾显然没有专业技能识别虚假袁她审定广告内
容的责任袁就应该是让该企业出具野养胃效果冶的证
明并去官方机构确认遥

可是袁要确认野养胃效果冶是虚假的之前袁先得
确定野养冶的概念袁确定野养冶应该达到的效果的标
准遥 野养冶的概念派生于中医袁如果养的概念尧效果标
准能确认下来袁 那么整个中医的疗效也能确立下
来遥 但在现在的医疗体制下袁中医疗效并无客观方
法证明袁也就是说袁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机构能提供
野养冶的效果的标准遥 那么袁自然也不能证明它是虚
假的遥 消费者想以食疗没有效果为由来起诉袁胜诉
的可能性很小遥
这个规定的另一个要件野造成消费者损害冶袁也无法
判断遥 目前袁关于中药对患者的损害袁也与疗效一
样袁并无客观标准与数据遥 也就是说袁中医是实际上
的法外之地袁而食疗袁借助中医的概念袁也占了说不
清尧证明不了的便宜遥
退一步看袁 如果撇开说不清楚的食疗等概念袁

在有效果尧好坏判断标准明确的例子中袁明星在广
告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钥 比如袁明星代言汽车袁
汽车出现大规模召回袁明星应该负责吗钥 明星代言
手机袁手机普遍存在发烫袁明星应该负责吗钥
骗子通过手机诈骗袁受害者不可能去找电信赔

钱袁这是因为电信无法识别每一条信息遥 明星也一
样袁并无专业知识袁无法鉴别信息遥 如果要求明星对
产品的质量尧效果负责袁那么袁在专业性强的产品领
域袁比如手机尧汽车尧电脑尧药品袁就基本上没人敢代
言了遥 实际上袁这种要求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遥 提出
这个规定的人袁也知道明星不是行业专家袁企图通
过一些额外的方式来达到这个效果遥 比如袁规定必
须亲自使用才可代言袁这种拍脑袋的苛刻袁有着非
常明显的荒谬之处院一款汽车袁使用寿命很长袁产品
的品质尧质量袁要通过长时间的使用才能体验袁待到

明星体验完成袁几年过去了袁新款车已经退市了袁还
做什么广告呢钥
当然袁明星肯定也有审核义务袁其审核义务在

于审核产品尧厂家是否合法遥 实际上袁应该是政府来
完成这个审核义务遥 如果一个代言明星有责任袁那
么袁工商尧电视台尧技术监督局的责任在哪里钥
本质上袁明星的代言袁是一种个体言论袁哪怕这种言
论是被雇佣的遥 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袁被雇佣的言
论是非法的袁不正当的袁或者应该加重责任遥 实际
上袁被雇佣的言论尧被组织的言论袁不过是自由言论
权利的集结遥 权利的集结并不会改变权利的任何性
质遥 苛刻的规定袁实际上是把政府的鉴别义务与责
任袁都推到个体身上身上袁苛求民间言论袁宽免官方
责任遥 当然袁话说回来袁既然是言论袁必然接受市场
的评价遥 食疗产品做广告袁徐静蕾也损失了自己的
公众形象袁但也该仅此而已遥

几盒猴姑饼干袁值不了几个钱袁再说袁虽然猴姑
饼干不养胃袁但也能充饥袁对人体不会有太大的伤
害遥 李先生为此起诉商家和代言人袁是不是有点小
题大作钥 再说袁打官司肯定会牵涉很大的精力袁即使
打赢了官司袁去掉费用袁说不定还是个赔本的买卖遥
但李先生坚持起诉销售超市尧 生产者和代言人袁说
明他肯定不是为了钱袁而是为了讨一个公道遥
商家通过明星发布虚假广告袁商家当然有逃不

掉的责任袁但民众是通过明星代言接收的遥 因此袁明
星代言产品要慎之又慎遥 明星代言产品袁原本无可
非议遥 如果产品确实货真价实袁那么代言人不但获
得代言报酬袁而且也使自己声名远扬袁甚至比拍一
部大片获得的片酬和知名度还高遥 但如果对产品不
作了解就盲目代言袁一旦欺骗了消费者袁那么其形
象受损在所难免袁会存在担责的风险遥
当今社会袁企业为了经济利益重金聘请明星为

自己的商品或服务作广告代言袁已是相当普遍的社
会现象遥 然而袁一些明星在广告中不尊重事实袁肆意
夸大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袁虚假宣传各种代言产品功
效袁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遥 例如院郭德纲代
言的野藏秘排油冶减肥茶事件尧张铁林代言的野参龟
固本酒冶事件尧葛优代言的野亿霖木业冶事件噎噎中
国消费者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袁近 7成消费者因虚
假广告而权益受损袁其中近半数接受调查者野很不
信任冶商业广告袁近 8成消费者认为代言人应为虚
假广告承担连带责任遥
有关消费者与广告代言人之间的诉讼纠纷不

时见诸报端袁层出不穷的虚假代言广告一次次成为

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遥 人们在忧虑商业诚信沦丧尧
社会道德底线被践踏的同时袁也引发了对我国当前
法律制度的思考遥 虽然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曳叶广告
法曳叶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曳叶食品安全
法曳 等多部法律对食品的宣传有了明确的规定袁但
为何厂商还仍然能通过央视等媒体发布此类不负

责任的广告钥 为何明星还能代言这样的虚假产品钥
这说明袁有的法律成了聋子的耳朵要摆设袁凸显法
治建设的任重而道远遥

因此袁一方面需要国家加强有关法律的执行力
度袁另一方面要鼓励民众的监督遥 这位市民因猴姑
饼干不养胃而起诉代言人袁为广大消费者做了很好
的示范遥 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小题大作袁实质上是在
警告那些产品生产厂商和代言人袁在为自己维权的
同时也提醒更多的百姓擦亮眼睛袁 防止受骗上当遥
更重要的是在警告有关部门要有所作为遥

持我这种想法的人有不少袁但也有一些公众因
为江中猴姑饼干养胃的宣传及徐静蕾代言袁而愿意
购买遥 徐静蕾是否应该为此负连带责任袁最终要看
江中猴姑饼干是否真的涉嫌虚假广告宣传袁是否误
导了消费者袁最终应该由法院说了算遥
公众对这个案子的关注袁一方面是因为高价的

江中猴姑饼干宣称其养胃袁确实容易误导人曰另一
方面袁徐静蕾会否成为新广告法颁布后袁第一位因
代言负连带责任的艺人而备受关注遥当然袁新广告 9
月 1日开始施行袁 而李先生的事情发生在这之前遥
即便如此袁这也考验我们对明星代言是否该负连带
责任及商品不当宣传的态度遥

徐静蕾是否应该为此负连带责任袁最终要看江
中猴姑饼干是否真的涉嫌虚假广告宣传袁是否误导
了消费者袁最终应该由法院说了算遥 养胃这个广告
宣传说法袁从专业的医学角度来讲袁不涉及治胃病
疗效承诺曰从日常健康和保健层面来说袁又确实让
人感觉似乎有一定功效和价值遥 这种模凌两可的广
告宣传袁从商家角度而言袁应该说是很聪明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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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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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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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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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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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Operation Jade Helm 15, the summer-long U.S.
military training exercise in the Southwest that has
stirred conspiracy theories of imminent martial law,
kicked off Wednesday in Texas.
The operation, involving 1,200 service members,
including Special Forces from all four branches,
Marine expeditionary forces and the 82nd Airborne
Division, is being conducted largely on private
property.
The overall exercise will take place across Texas,
Arizona, Florida, Louisiana, Mississippi, Utah and
New Mexico.
The conspiracy theories began emerging in March
and burst out publicly at local gatherings of the
Bastrop County Commissioners court, where U.S.
officials were bombarded with questions about the
true purpose of the operation.
Fringe websites quickly suggested the operation
was designed to lay the groundwork for martial
law, a federal takeover of Texas — even the
wholesale confiscation of guns.
Among the variations of the theory is that concen-
tration camps were being set up at mysteriously
closed Walmart stores. Blue Bell ice cream trucks
allegedly traveling near military vehicles were also
suspected to be mobile morgues.

In March, TV and radio commentator Alex Jones
fed some of the conspiracy anxiety by posting an
item on his website, Infowars, under the headline
"feds preparing to invade Texas" based on an un-
classified Army document describing Operation
Jade Helm.
In a recent posting, Jones denied that he had said
the exercises were part of a martial law takeover.
Instead, Jones says he is on the offense "aware of
what is going on, aware this is part of the condition-
ing, long-term program of federalization."
As the clamor increased, Gov. Gregg Abbott
weighed in, tapping the Texas State Guard, which
is normally used in emergencies or for ceremonial
duty, to monitor Operation Jade Helm 15 to reas-
sure Texans that "their safety, constitutional rights,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will not be
infringed."
About four to five members of the Texas State
Guard will act as a liaison for citizens and
coordinate with the Army from Camp Mabry,
headquarters of Texas Military Forces, according

to the
governor's
office.
The
governor's
office also
said the state
should have
no reason to
worry or
distrust the
military and
said most
communica-
tions between
the Guard
and
constituents
have dealt
with simple
logistics.
On the eve of Jade Helm, Lt. Col. Mark Lastoria,
spokesman for the U.S. Army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dismissed the conspiracies and
suggested opposition to the exercises has waned.
"This overall training exercise is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Army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 are

trained,
equipped and
organized to
meet future
threats,"
Lastoria told
theArmy Times.
"Even a lot of
the journalists

in Texas have said a lot of the controversy has
died down."
The operation, however, has spawned a citizen
watchdog group, called Counter Jade Helm, that is
mobilizing the public to keep an eye on the exercis-
es.
CJH describes itself as a "training exercise for the
people" in which citizens "will participate in an un-
official fashion to practice counter-insurgency, or-
ganizational and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report-
ing skills."
"CJH is not about conspiracy theories," the group's
website reads. "This exercise is not about the

what-ifs of
our
government."
Eric
Johnston, a
51-year-old
retired
firefighter
and sheriff's
deputy who
lives
inKerrville,
Texas, is a
CJH
surveillance
team leader
in Texas
who was out
on the
highways on

Wednesday.
"If a team member sees two Humvees full of
soldiers driving through town, they're going to
follow them," Johnston told the Houston Chronicle.
"And they're going to radio back their ultimate
location."
Journalists are not permitted to embed in the
operation. Lastoria cited "the scope and scale and
complex nature of the training exercise," which he
said was not uncommon among training exercises.
"We look at all request for media visibility, and
grant when and where possible. In this case it just
wasn't possible," Lastoria said. "We have to take a
balance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ublic and
preserving operation security as well."
Related

Civilians Begin Shadowing
'Jade Helm' War Exercise

No citizens were rounded up and imprisoned at
Wal-Mart. Tanks didn't rumble down city streets in
a declaration of martial law.
Eric Johnston wore his handgun on his hip
Wednesday, but didn't really believe soldiers partic-
ipating in one of the largest U.S. military training
exercises in history were coming to confiscate it.
Still, he was ready if Jade Helm 15 came to the
worst.
"I would like to think that if the situation were to
turn afoul, many more of our people would stand
up and come to assist," said Johnston, a retired Ar-
izona sheriff's deputy and the Texas organizer of a
national group called Counter Jade Helm.
In fact, the seven-state war exercise launched in
the exact manner Army officials have spent
months patiently describing to conspiracy theo-
rists: With no fanfare or cause for alarm, and al-
most entirely out of sight to the general public.
Pops of gunfire echoed beyond the front gates of
Camp Swift near Bastrop, Texas, though that hard-
ly seemed out of the ordinary on what is a training
ground for the Texas National Guard.
Parts of Arizona, Florida, Louisiana, Mississippi,
New Mexico and Utah are also hosting the
three-month training exercise, which the Army has

acknowledged as unique given the size and
scope. Military officials have said the topography
in selected areas is ideal to replicate foreign com-
bat zones.
Suspicions intensified after some conservative po-
litical websites seized on an Army map that la-
beled Texas and Utah as "hostile" for the purpos-
es of the simulation. Fears spilled into public view
in April when about 200 people packed a communi-
ty meeting here in Bastrop County and questioned
an Army commander about whether martial law
was imminent.
Texas Gov. Greg Abbott even ordered the State
Guard to monitor the military's movements, draw-
ing sharp rebuke from critics who accused the new
Republican governor of pandering to fringe theo-
rists. At least two people mailed tinfoil to his office,
with one note reading, "For your hat!"
No other governor greeted Jade Helm with similar
actions, and Abbott has deflected the mocking as
overblown. His office had received 15 calls by
lunchtime about Jade Helm, and aides were ready
to answer.
Bastrop Mayor Ken Kesselus has spent weeks try-
ing to dampen impressions that his city of 8,000
people is a hive of "wackos and conspiracy theo-
rists."
"The last few weeks I've had 22 calls. One was
from a guy in South Texas who think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s a communist, a Muslim and evil
person and wanted me to warn everybody to hold
onto their guns," Kesselus said. "The other 21
calls were from press."
Johnston has 27 volunteers — some armed— po-
sitioned across Texas, including a monitor he de-
scribed as a retired Army ranger. He described
them as a neighborhood watch.
Johnston, who has a white handlebar mustache
and conceals his gun beneath his untucked shirt,
emphasized that Counter Jade Helm is not "radi-
cal" like other groups and doesn't believe a military
takeover is around the corner.
But he has his concerns.
"It doesn't make sense that if they're going to
practice infiltration skills if they're going to be in
uniform," he said. "I
don't think this is a
prelude to martial
law. But they're just
not being
transparent on what
they're doing."

Lack Of Transparency Regarding Jade Helm
Has Fueled Conspiracy Theories

Controversial Jade Helm Military
Exercise Opens In Texas

Russia and China intend to hold naval exercis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ccording to comments by
Russia’ s Deputy Defense Minister Anatoly An-
tonov. The exercises will include Russia’ s all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ough Antonov did not
clarify which countries, beyond China, would partic-
ipate in the exercises. Russia maintains close rela-
tions with several Southeast Asian states, especial-
ly with Vietnam, for which Russia is an important
provider of arms. China, however, is involved in ter-
ritorial disputes with four Southeast Asian
states — Vietnam,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and
Brunei — over the sovereignty of various islands
and reef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major point of agreement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per Antonov’ s comments in Singapore,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primary destabilizing

facto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
tonov suggested that Russia and Chi-
na were being singled out for criticism
by the United States: ” We are con-
cerned by U.S. policies in the region,
especially since every day it becomes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a systemic
containment of Russia and China.”
Antonov’ s remarks reflect the broader
cooling of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Kremlin
since Russia’ s invasion of Crimea

and subsequent backing of anti-government rebels
in Ukraine last year.
“ Despite our concerns about the U.S. global mis-
sile defense architecture, they continue a policy of
disrupting strategic stability, adding a regional seg-
ment of an anti-missile ‘ shield’ in the Asia-Pacif-
ic,” he added.
Antonov went further and accused the United
States of interfer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other states.
“ An epidemic
of ‘ color
revolutions’
swept the
Middle East
and, like a
hurricane,

wiped out several
states in the region.
This disease went
across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where events are
freely controlled from
the outside,” he
remarked.
Russia and China
have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their bilateral
maritime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the
interoperability of their navies. The development is
a result of several trends in China’ s naval posture
and overall ties with Russia.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 sinc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ame to power —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have grown closer and deepened
strategically.
Additionally, China’ s military is in the process
of readjusting the country’ s historic military fo-
cus on land-based assets to its navy. As a re-
sult, China’ s navy is looking toward global op-
erations. As The Diplomat noted recently,
Russia and China concluded a naval exercise
in the Mediterranean just two weeks ago.
The details of any bilateral Russia-China exer-
cis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main sparse.
Russian state media notes that the likely time

frame for the exercise is May 2016. Events are
moving swift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 particular-
ly with regard to China’ s land reclamation and con-
struction activities on disputed islands and reefs in
the Spratly and Paracel Islands.
China has strongly emphasized that its construc-
tion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primarily
“ for civilian purposes,” but as recent events have
shown, the People’ s Liberation Army is present in
the region. A bilateral naval exercise next year be-
tween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navies could
showcase the utility of some of the new features
China has established on the disputed islands, in-
cluding airstrips and radar instal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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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s Deputy Defense
Minister Anatoly Antonov

Military vehicles are seen at Texas Army
National Guard Camp Swift on July 15,

2015, in Bastrop, Texas.

A warning sign is posted at a gate entrance at Texas Army
National Guard Camp Swift, Wednesday, July 15, 2015, in

Bastrop, Texas. Jade Helm 15, a summer military training exercise
that has aroused alarm among archconservatives Texans, began

last Wednesday outside the Central Texas town of Bastrop.
(AP Photo)

Growing Concerns For U.S. Policies In The Region

Russia Plans South China Sea Naval Exercise With China In 2016

Eric Johnston, the Texas organizer for the
civilian volunteer group monitoring Jade

Helm 15 military training exercises, talks on
the phone July 15, 2015, in Bastrop, Texas.

The South China Se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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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Jones

责任编辑：胡玉兰

位于秘鲁北部的神圣山谷风景壮美袁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
驴友和背包客遥 这里还提供特别的悬崖住宿体验袁就是这家名为
野自然天际冶的酒店袁最近被评选为世界最刺激酒店之一遥 想不想
约上小伙伴袁一起来感受下这分分钟腿软的节奏钥

酒店就建在山谷中的悬崖峭壁上袁这还不算袁仅有的三间客
房竟然全部设计成透明的玻璃茧形卧舱袁通过绳索悬挂在半空袁
真可谓名副其实的野空中酒店冶遥

每间卧舱长约 7米尧宽约 2.4米袁原料采用太空铝和聚碳酸
酯袁可应对各种天气袁安全可靠遥

通风换气问题也无需担心袁 每间卧舱都配备有 6扇可打开
的窗户以及 4根通风管遥

只不过袁 想要入住这家酒店可绝非易事遥 住客需要先乘滑
索袁再经过一番攀爬袁才能到达位于 120米高空的玻璃房遥

每间卧舱内包含 4张床袁最多可同时容纳 8人遥别看空间不
大袁舱内还设有环保洗手间袁以及用餐区袁酒店负责提供早餐和
含红酒的丰盛晚餐遥

当夜晚降临袁躺在床上就能 360度欣赏满天繁星袁实在是美妙
的体验遥

当然袁要享受这份空中浪漫袁一要够胆量袁二要够钞票袁酒店价
格不菲袁每人每晚 200英镑(约合人民币 1925元)遥

秘鲁悬崖上建空中酒店：乘滑索入住 客房全透明

每一只蜗牛都有自己的专属图案袁 并且每个图案都是
一种主题袁其中不乏许多知名品牌遥

中新网 7月 9日电 据外媒报道袁近日袁瑞典一名艺
术家在蜗牛壳上作画袁 并将家中院子里的蜗牛都画上
了属于自己的彩绘图案遥 其中袁这些图案不乏许多市面
上的知名品牌袁他将这个称为野移动的画廊冶遥

据报道袁这名艺术家认为袁蜗牛在花园里很容易被
无意地踩死袁为了让这些蜗牛能够更醒目以袁增加它们
的存在感袁从画了第一只蜗牛后袁至今他已经画了超过
70只蜗牛遥

据悉袁每一只蜗牛都有自己的专属图案袁并且每个
图案都是一种主题袁其中不乏许多知名品牌遥

报道称袁 在花园中的蜗牛犹如模特儿般展示着自
己的野华丽外衣冶袁该艺术家认为袁这是一种会移动的艺
术品遥

报道指出袁对于在蜗牛壳上作画袁艺术家表示袁其
实一点都不容易袁主要是因为这些是活生生的蜗牛遥 不
过他也因此发现蜗牛太冷尧太热或太干都会缩进壳中遥

据了解袁艺术家失业后觉得日子太无聊袁所以才会
有在蜗牛壳上作画的念头袁 不过他画的第一只蜗牛主

要是用来测试他所使用的油漆涂料是否会危害到蜗牛

的健康袁之后袁他便开始了画蜗牛的野新工作冶遥

瑞典艺术家在蜗牛壳上作画
创造“移动画廊”

据新华社野新华国际冶客户端报道袁加拿大卡尔加里
市男子丹尼尔窑博里亚用 150个氦气球精心制作 野造势
飞椅冶袁满城飘荡袁成功引来全城关注遥只是袁警方认为博
里亚玩笑开得过大袁危及他人安全袁将其逮捕遥

新华国际客户端了解到袁博里亚现年 26岁袁给草坪
椅绑上 150个氦气球袁制成野环城座驾冶袁以此作为噱头
替一家清洁公司做广告宣传遥 英国叶每日电讯报曳7日报
道袁野飞椅冶制作耗时数月袁光是花在氦气上的钱就有 1.2
万美元遥

然而袁与设想有所出入的是袁飞行当天风有点大遥 博里亚的合作伙伴德里克窑莫加赫说袁飞椅没
有其他控制装置袁飞行全靠风遥 野风有些大袁他飞得有点高冶遥

有人看到博里亚坐着飞椅飘荡在城市上空袁报了警遥 按警方说法袁从地面看袁博里亚飞得相当
高袁野快要碰到云冶遥

按照计划袁博里亚从野飞椅冶上跳下袁打开降落伞遥 不过袁他没能如愿落到预设的降落区袁脚踝受
轻伤遥

警方赶到现场后袁以危及他人安全为由逮捕了博里亚袁但很快将其释放遥
野飞椅冶下落暂时未明遥博里亚说袁除了降落伞袁他飞行时只携带了定位设备和氧气罐遥这次飞行

是他生平做过的野最有趣的事冶遥
野高空安静极了袁冶博里亚说遥
美国动画电影叶飞屋环游记曳2009年上映袁讲述了一名老人信守对爱妻的承诺袁用气球拉起房

屋飞往南美洲瀑布的探险之旅遥

现实版“飞屋环游”：

男子乘气球飞椅满城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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