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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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Saturday, July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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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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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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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eartRa-
dio, Spotify, TuneIn, NPR, Stitcher, Skype, TextMe 等。兼容了
Android Auto的八英寸觸屏導航系統，在Sonata Sport, Eco, Lim-
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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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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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上自己的愛車，帶上家人駛

離城市去遊山玩水，是件愜意的事

。就不能打無準備之仗，“列計劃

、查車況、備物品、巧駕駛、再保

養”，是必不可少的。

步驟及方法

計劃清晰 方向明確

一份詳盡周密的計劃書是安全自駕

游的保證。自駕出行要遊覽的景區

景點、往返的行車路線都得在計

劃內，比如哪裡要維修封路，哪

裡開通了新路，都要提前做到心

中有數，這樣可以大大節約時間

。

此外，選擇合適的行車路線和休

息站點是很關鍵的，它可以讓你

對所需時間、路途費用有一個大

概的估算，還能減少不必要的花

費，最大限度地節省時間和燃油

。具體為：先確定要去遊覽的景

區景點，再選擇行車路線。

1. 全車檢查 保障安全

如果你不想愛車在半路熄火，全

家人打道回府的話，那麼在出遊

前對愛車全面檢查是必不可少的。

燃油、機油、蓄電池和輪胎預備胎

氣壓都在檢查範圍內。此外還要檢

查是否帶好了備用車鑰匙，檢查照

明燈、信號、喇叭、後視鏡、門鎖

是否有效，玻璃水是否充足，噴水

泵能否正常工作，雨刷片彈性是否

正常等，一個也別漏掉。汽車的一

些小傷小患在短途行車中可能顯露

不出，可一旦長途行車就會顯露出

來，成為安全隱患。一定要消除隱

患，確保車況良好才能上路。

2. 備齊物品 確保暢通

要出遠門就別怕麻煩，必備的行車

裝備一定要帶齊，以備急用。修車

工具、打足氣的備用胎、簡易補胎

工具、千斤頂、滅火器、停車警示

牌都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水壺、

手電和備用電池、燈泡也不要忘記

。旅途中一旦生病，一些常備藥也

能派上大用場，如感冒藥、消炎藥

、黃連素、止血繃帶、創可貼、維

生素藥片和紅花油都要收羅進來。

另外，相關的證件如保險卡，身份

證、駕駛證、養路費、車船稅單據

等等一個都不要落下。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自駕游幾大因素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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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肥羊」 夏季大酬賓
「「七天七天」」 全天全天 「「任點任食任點任食」」 並買並買5050元送元送1010元元

（本報記者秦鴻鈞）您多久沒來 「小肥羊」大塊吃肉啦？作為
休士頓第一家 「小肥羊」連鎖店，這家位於Westheimer與Fountain-
view交口上的 「小肥羊」，打著 「不用蘸小料的火鍋」的招牌，六
年來在休士頓打出一片天，因為他們改變了吃火鍋的傳統模式，也
改變了許多人的進食習慣。60餘味藥材熬製的鍋底，濃湯，是訣竅
，這種不需蘸料 「涮」火鍋，涮出美味與健康。再加上上等牛、羊
肉，由他們進行了精細加工後，才送到顧客面前，每一盤肉均來自
牛羊的不同部位，口感細膩，香氣四溢，自有別於一般，火鍋店的
單一模式。

顧名思義， 「小肥羊」以大草原的精品牛、羊肉起家，還有各
種滑蝦，鮮墨魚等海鮮，每一款都精緻可人，每一款都博得滿堂彩
，令每一位食客大塊朵頤。

今年夏季， 「小肥羊」為了優惠大家，即日起特別舉辦了 「夏
季大酬賓」----兩家小肥羊店七天全天（包括午、晚餐）任點任食
活動，成人每人21.99元午餐每份9.95元，65歲以上長者，小孩還有

優惠。並自即日起凡購滿五
十元者，即送十元。

「小肥羊」這種 「任點
任食」活動原則上是限二人
以上堂食，最好是一大群知
己好友歡聚一堂，盡情享受
多種原料，聚集於一鍋，一
鍋煮天下的樂趣，該店歡迎
八人或以上來電預約桌位。

「小肥羊」的地址：
5901-A Westhimer Rd
Houston Tx 77057，定座電
話：（713）975-0687
小肥羊（百利店）地址：848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771-1153

圖為圖為 「「小肥羊小肥羊」」 店內食客們涮牛店內食客們涮牛、、羊肉羊肉，，大塊朵大塊朵
頤的盛況頤的盛況。（。（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小肥羊小肥羊」」 的火鍋圖的火鍋圖

提供健康提供健康，，美食新主張美食新主張
「「PHOPHO 2424 CafeCafe」」 是中國城內越南經典餐廳是中國城內越南經典餐廳

圖為圖為 「「PHOPHO 2424 CafeCafe」」 推出著名的越式海推出著名的越式海
鮮河粉鮮河粉。。

（本報記者秦鴻鈞
）越來越多的信息
告訴我們——真正
的 「健康」，不是
你吃了多少藥，找
對了什麼醫生，而
是 來 自 我 們 吃 的
「食物」，從 「食

物」中補充我們身
體需要的營養素，
光憑吃對了食物，
就能改變我們的體
質，讓您反敗為勝

，重新展現生命的實力。
「PHO 24 Cafe」是一家位於中國城 「黃金廣場」前方，

「香港食街」旁的一家越南餐廳，開張九年，華人顧客也不少，
尤其是年輕人，欣賞該餐館的菜色健康，美味，因此，前往者絡
繹不絕。

很多華人是無意中走進來吃個河粉什麼的，坐下後才驚訝他
們的美食如此多元化，如中國人最喜歡吃的越南河粉，光是一碗
牛肉河粉，你就可吃出他們湯頭的濃冽，健康，自然，燉功出眾
，令每一位老饕為之折服。

該店最著名的河粉，如越式蟹肉海鮮河粉，傳統越式蟹肉番
茄湯河粉，越式香茅烤肉米粉……都是該店點的最多的，賣的最
好的河粉。

「PHO 24 Cafe」最受華人歡迎的還有他們的 「生猛海鮮火
鍋」，用料豐富，配上多款素菜，火鍋湯底，健康，自然，無添
加物，挑剔的食客，到這裡來吃一次，才真正見識了他們 「健康
」 「美食」的風格，不僅可大享口福，且吃起來放心，安心。

「PHO 24 Cafe」還有河粉加春捲套餐，以及越南精選和菜，有

二人份至十人
份的都有，二
人份三菜一湯
，有蝦有魚，
才二十元起價
，的確經濟實
惠，是週末全
家歡聚的好去
處。
「PHO 24 Cafe」還推出大家最喜愛的越南烤肉麵包，各種越式

小吃，炒菜，也都是以清淡，不油膩，配上大量生鮮蔬菜為主調
，使每一位懂吃又注重養生者，驚喜不已。到 「PHO 24 Cafe」
來吃一頓飯，不僅可大享口福，也吃的安心，合乎健康的原則。

「PHO 24 Cafe」越南餐廳，地址 9750 Bellaire Blvd #10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1-6500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黃金廣場黃金廣場」」 前方的前方的 「「PHOPHO 2424 CafeCafe」」
內部陳設內部陳設。（。（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韓美銀行韓美銀行(Hanmi Bank)(Hanmi Bank)今年第二季度業績表現驚人今年第二季度業績表現驚人
第二季度淨收入較上一季度增長第二季度淨收入較上一季度增長2727％％

（本報譯自洛杉磯 - 2015年7月23日的新
聞報導 ）- 韓美金融公司（納斯達克股票代碼
：HAFC 或“韓美”），今天公佈第二季度淨
收入增長26.5％至1,400萬元或每股攤收益0.44
美元，與上年同期收益相比1,100萬元或每股攤
收益 0.35 美元。2015 年前 6 個月的淨收入增長
13.6％至 2500 萬美元或每股攤收益 0.78 美元，
與2014年同期收益相比2200 萬元或每股攤收益
0.69美元。

該銀行總裁兼首席執行官C. G. Kum先生表
示，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表示：“我們第二季度

的業績反映了我們在拓展力度和整個企業的盈
利能力的早期成功。我們的貸款淨值增長率反
映了我們高水平的財務業績表現，我們自上個
季度2.08億美元的54%貸款增長，比去年第二季
度增長81％。我們對第三季度貸款的貸款淨值
增長率強大。由我們正在進行的創新計劃，以
提高運行效率和減少開支，我們的第二季度淨
收入增長了27％ -1400萬美元。我們在加利福
尼亞州，德克薩斯州和伊利諾伊州連同我們的
醫療保健銀行集團展開的平台將使我們能夠增
加品牌聲譽，擴大我們的客戶群，並產生可持

續的長期增長。”
韓美記錄 2015 年的第二季度所得稅為 960

萬美元，有效稅率為40.75％。韓美資產負債表
摘要如下： 2015 年 6 月 30 日總資產為 39.7 億;
一年前為$30.9億，增長28.3％，與去年同期相
比增加了資產總額主要由於收購 CBI。在 2015
年的6月30日股東權益為4. 727億美元，與2015
年3月31日相比為4. 675億美元和2014年6月30
日相比為 4. 263 億美元。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貸款損失允許額為5千80萬美元，產生貸款總
貸款損失比率為 1.77％，與2015年3月31日相

比的 1.88％，和 2014 年 6 月 30 日相比的 2.21％
。

韓美金融公司總部位於洛杉磯，擁有韓美
銀行，通過在加利福尼亞州，德克薩斯州，伊
利諾伊州，弗吉尼亞州，新澤西州，紐約州，
科羅拉多州，華盛頓州和佐治亞州46個互聯網
連接的全面服務銀行分行和6個貸款辦公室服務
多族裔社區的客戶群。韓美銀行專注於商業地
產，C＆I，SBA以及小型和中型市場業務貿易
融資貸款。更多信息請查看www.hanmi.com。

台北市青少年民俗運動訪問團
昨晚在德州野生動物園農莊宴會廳演出

（休士頓/秦鴻鈞）由休士頓華僑協會
主辦，恆豐銀行贊助的 「慶祝中華民國104
年雙十國慶兒童歌唱比賽」，將於9月5日
（星期六）上午九時半起，在僑教中心展
覽室舉行，比賽分A 組（6 歲至 9 歲），B
組（10歲至12歲），每人選唱歌兩首，其
中一首華語（國、台、客、粵語）等，請
自備伴奏或無伴奏，亦可自備CD伴唱碟，
不得使用卡拉OK

（主辦單位將提供鋼琴）
：各組取前三名
第一名獎金80元獎杯一座
第二名獎金60元獎杯一座
第三名獎金50元獎杯一座

並將在國慶活動公開頒獎表揚，主辦
單位表示：凡支持中華民國人士之子女、
親屬均歡迎報名參加。

年齡6至12歲。
報名：即日起至 8 月 20 日截止，報名

表可至僑教中心索取。
酌 收 報 名 費 10 元 ， 支 票 抬 頭 請 寫

「OCA Houston」
報名表連同報名費請寄：OCA Hous-

ton
11713 Durrette Dr. Houston TX 77024

洽詢電話：黃泰生（713）975-9888
程美華（713）773-1907

空軍大鵬聯誼會慶祝814空軍節舉辦慶祝活動 雙十國慶兒童歌唱比賽雙十國慶兒童歌唱比賽
年齡六至十二歲年齡六至十二歲，，報名請早報名請早

（本報訊）休士頓空軍大鵬
聯誼會定於八月十六日(星期日)
中午十二時在中美酒樓舉行慶祝
814 空軍節活動。78 年前 8 月 14
日中國空軍先賢先烈與師長們在
筧橋上空以劣勢兵力，發揮無比
勇敢，智慧與堅強意志力，擊潰
日軍精銳的木更津海軍航空隊，
擊落日機 6 架、擊傷 1 架，而我
方零傷亡的輝煌戰果，創造了中
國空軍無比光輝歷史與崇高典範
。自此八一四成為中國空軍光榮
勝利的永恆輝煌。回溯煙塵瀰漫
，篳路藍縷的建軍歷史，空軍健
兒在歷史上的偉大榮光是中國人
不可磨滅的驕傲。

休士頓空軍大鵬聯誼會每年
固定兩次活動:一是春節聯歡,另
一是慶祝 814 空軍節。兩次聯歡
會也都是申請入會的好機會。休

士頓空軍大鵬聯誼會成立於1978
年由劉賡元,田威武,吳銘彬,歐陽
葉,金培禮,馬宗駿等人發起,以加
強本地區中國空軍退休袍澤之聯
誼,互助,歡聚,及發揚空軍團隊精
神,砥礪志節,服務僑社為宗旨。
凡畢業或肄業於空軍各級軍事院
校,曾服役於中國空軍各種役別之
軍人袍澤及眷屬,擔任空小教師及
其眷屬,曾就讀空小學生均可申請
入會。

活動內容有餐敘,空軍軍歌大
合唱,卡拉 OK,有獎猜謎,說笑話
。歡迎各界僑胞，三軍袍襗及眷
屬踴躍參加。今年是對日抗戰勝
利70週年，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
學會主辦多項慶祝活動。 7月25
日將在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辦
“華美空軍抗日歷史回顧展”，
祈望我三軍袍澤及各界僑胞踴躍

參與，緬懷我們的先賢先烈。
理事龍隨雲將在會中介紹他

剛出版的新書 「英雄無悔：一個
偵察機飛行員的故事」這是描述
空軍大鵬聯誼會前會長葉常棣，
U2 飛行員，英雄事蹟的巨著。

時間：8月16日中午12 時
地 点 ： 中 美 酒 樓 (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11317 Bis-
sonnet, Houston,TX)

餐費: 每位10元
年度會費：每位10元 (歡迎

加入會員)
聯絡電話: 713-723-1312 理事金
俊家，281-320-2278 理事龍隨
雲，281-980-2609 理事黃膺超
，832-455-8242 理事謝元興，
832-668-0523 理 事 魏 幼 廉 ，
713-277-8465 會長孫長寧





















（休士頓/秦鴻鈞）台北青少年民俗運動訪
問團於昨晚（7 月 24 日）下午 6 時至 9 時假
「Safari Texas Ranch 」宴會廳進行中美文化交

流演出。
演出前首先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致

歡迎詞，隨後福遍郡縣長Robert Hebert 致謝並
頒獎狀及獎牌給訪問團團長湯志民，及顧問，
台北市議員陳建銘，黃處長表示：本屆表演團

的團長是由資優小學及初中生組成，表演台
灣民俗運動：包括踢毽子，花式跳繩，扯鈴
等多項民俗運動。經過台灣政府的大力推廣
，這些民俗運動匯集運動與娛樂於一體，成
為師生集成的表演藝術，每年在國際演出。

迄今為止，本團已對外出表演28年，今年
在芝加哥，達拉斯，休士頓，奧蘭多及邁阿
密五大城市巡迴演出，並已獲得好評。這些
青少年在呈現台灣民俗藝術之外，也有幸與
美國人民進行多元化的交流及擴大他們的世
界見聞。

今年四月，福遍郡縣長 Hebert率團訪問台
灣並與屏東縣建立起友好城市關係及簽署4份
備忘錄，為日後的教育，文化及經濟交流打
下堅固的基礎，強化兩國人民的友誼。

今晚的民俗運動演出時中美雙方文化，教
育交流的第一步。我再次特別感謝 Hebert 縣

長，德州Safari農場擁有人Allison Wen，喬治基
金會主任Dee Koch及許多好友的贊助，共同促
成今晚的演出。請大家觀賞呈現台灣之美的演
出。

昨晚的節目以舞蹈為主調，搭配踢毽子，
扯鈴，跳繩等民俗運動，在表演中不失美感，
節目緊湊，好戲連臺，讓觀眾目不暇接，整晚
共演出舞蹈 「歡慶」，以及展示踢毽特技的

「飛毽踢踢樂」，以客家舞蹈，文化音樂為代
表的 「客家風情」，以及表演跳繩特技，觀眾
眼看孩子在擺動繩子的兩端對話，以繩中繩，
交叉繩，波浪繩，長繩，中繩，短繩，只見表
演者一迴旋，二迴旋，三迴旋的跳躍和穿梭，
不僅交織成美麗動人的畫面，也令全場讚歎他
們的創意及神乎其技。

其他還有以扇與旗的運用，來展現中華
武術矯健身手和剛柔並濟的氣勢。最後以
「鈴舞狂想曲」壓軸。由孩子們表演扯鈴的

絕技，只見這些線上跳躍的精靈，迴旋，纏
繞，拋接，甩動……橫著玩，豎著玩，二鈴
，三鈴，四鈴，配合音樂的旋律與節拍舞動
，使動作在速度與力度的變化中華麗而優美
，使全場目不暇接，紛紛報以熱烈掌聲，

該團長表示：中華民俗運動是一種含有
高度趣味性的體能活動，也是一種綜合性的
民俗藝術。自一九八八年起，台北市每年甄
選中、小學優秀學生組成青少年民俗運動訪
問團赴世界各地巡迴演出，足跡遍及亞，美
，歐，非，澳五大洲，除宣慰同胞，訪問國
際友人外，亦在國際性的運動會、學術會議
和民俗節慶中獲得佳評，不僅成功的扮演文
化親善大使的角色，更將我國固有的民俗運
動介紹到世界各地，而逐漸成為國際化的運

動。
今年台北市再度甄選出來自西園國小，信

義國中及弘道國中的二十六位小朋友組成青少
年民俗運動訪問團，前來美國訪問表演。把課
餘和暑假所排練的三項民俗運動踢毽子，扯鈴
和跳繩及民俗樂舞、武術和鄉土舞蹈一起呈現
給各位嘉賓，引您一覽中華文化與藝術之美。

圖為團員精彩的舞蹈 「客家風情」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福遍縣縣長圖為福遍縣縣長Robert HebertRobert Hebert（（右二右二））與訪問團與訪問團
團長湯志民團長湯志民（（左二左二））在演出前互贈紀念品在演出前互贈紀念品，（，（右一右一
））為為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左一左一））為該團為該團
顧問顧問，，台北市市議員陳建銘台北市市議員陳建銘。（。（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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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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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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enegonzalezlaw.com

無需翻譯無需翻譯，，不用助理不用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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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親自本人親自出庭出庭
為您爭取最大權益為您爭取最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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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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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5年7月25日 Saturday, July 25, 2015 星期六 2015年7月25日 Saturday, July 25, 2015

各大超市均有銷售

一張照片引起的回憶一張照片引起的回憶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70周年特輯周年特輯

 





















休士頓恩惠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設教卅四週年靈修會
光鹽社關愛烟民健康活動光鹽社關愛烟民健康活動

（本報訊）我們都聽過“吸菸有害健康”，但對於吸菸的具體危害很多人並不了解

。如何才能擺脫菸癮，使我們的摯愛親朋不再飽受二手菸之苦呢？即日起，光鹽社面向

吸菸人士舉辦【關愛菸民健康】活動，現場講授健康知識，為大家答疑解惑，同時提供

點心、茶水、午餐，全部免費，無需報名，歡迎各位吸菸人士參加！

時間：每週一、週二中午12:00至下午1：00

地址：光鹽社辦公室9800 Town Park Dr, #255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88-4724

(本報訊/鄧潤京)70年過去了，在今天

是否能找到抗戰的歷史與我們的生活仍有

著許多聯繫？故事就從2009年的一次普通

聚會講起。

在2009年 2月，在“蛋撻王”糕餅店

有一場五邑同鄉會的聚會。會上有朱兼

三---更被人們所熟知的是他的英文名：C.Y.

Chu---的遺物被其後人拿出來展示，看看還

有沒有用。朱兼三早年畢業於加大伯克利

分校，是休士頓最早入籍美國公民的華人

，也是最早的華人公司----廣益公司的創辦

人。正是由於朱兼三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做

出了貢獻，在遺物中發現了這張十分珍貴

的照片。（见图）

抗日名將李漢魂、吳菊芳夫婦將合影

送給朱兼三夫婦。我們清晰地看到了抗日

將領的風采，仿佛回到了那烽火的年代。

李漢魂，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參加

北伐、抗日戰爭。抗日戰爭時任戰時廣東

省政府主席6年8個月。1938年初在隴海線

一帶與日軍作戰，於羅王砦戰役中殲滅土

肥原賢二第十四師團，繳獲土肥原的軍刀

及勛章。國民政府最高當局特授予他“華

胄榮譽獎章”。

同年 7月22日,日軍進攻武漢，李漢魂

奉調參加武漢保衛戰，負責指揮潯線的戰

鬥。 25日，日軍又在九江附近登陸，九江

失守，敵軍沿南潯線星予洲登陸，向德安

進犯。李漢魂調集8個師的兵力，運用“一

鼓作氣”的戰術，把敵1萬多人壓到縱深不

到3裡的張古山的狹地之中，最後聚而殲之

，取得了德安大捷。所部獲“鋼軍”錦旗

獎1面。

吳菊芳，李漢魂的夫人。在那個女人

不宜出來工作的年代，她毅然出來，在廣

東韶關創辦兒童教養院。前後收養了抗戰

時期軍人的遺屬孩子共計一萬多人。到今

天，仍然有些七、八十歲的老人，清楚地

記得他們的“吳媽媽”。

美南電視臺《粵語天地》欄目邀請朱

兼三先生的侄女婿，也是余氏宗親會的會

長余頌輝做客演播室，通過收集到的抗戰

時期廣東歷史影片，一起回顧這段歷史。

《粵語天地》欄目的首播時間是，7月26

日，星期日，下午3：00。重播時間是，7

月28日，星期二，上午10：00。敬請關注

。

（本報訊）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將於八月第一主

日歡慶該會創設34週年紀念特別舉辦靈修會，主題是：

「體貼主的心意」。該靈修會邀請葉明翰牧師任講師，自7

月31日至8月2日(五〜日)分三天五個講題進行，願藉著此

次靈修會來造就、提升弟兄姐妹靈命的成長。

第1講：主在教會中(禮拜五晚7:30-8:30)

第2講：主在家庭裡(禮拜六9:30-10:30)

第3講：主因你施恩(禮拜六10:50-11:50)

第4講：主與你同桌(禮拜六13:30-14:30)

第5講：主關心群羊(主日10:00-12:00)

葉明翰牧師 簡介

葉明翰牧師現任愛鄉福音傳播中心主任、美國德州奧斯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榮譽牧師。

葉牧師原是一位研究命理的人，後來蒙召成為上帝的僕人。他出生在一個貧困的家庭，為了突破命

運的枷鎖，改造自己的命運，鑽研命學原理及最新算命技巧。但學成後卻罹患絕症，面臨死亡威脅才發

覺所有命學原理和算命技巧都無法使自己免於死亡，就在他絕望走上自殺之路時，上帝的愛臨到他，使

他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平安與喜樂，他的病竟不藥而癒。是上帝的愛改變他一生的命運。

自教會退休後多年來，葉牧師受邀到世界各地及特別回到自己的故鄉台灣傳講基督福音的好消息。

葉牧師著有《祭祖與輪迴》、《禁忌與沖煞》和《好風好水何處覓》等書。

6250 Westline Dr., Houston,TX 77036

電話：713-776-2771

由於朱兼三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做出了貢獻由於朱兼三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做出了貢獻，，抗日名將李漢魂抗日名將李漢魂
、、吳菊芳夫婦將合影送給他吳菊芳夫婦將合影送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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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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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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26年內共售出超過2655幢房子
*全德州ERA地產公司，94/95/96年銷售
總冠軍

*97及98H.B.J全曉士頓經紀排行榜第八
及第九名

281-26KCLAM 或 281-265-2526

˙Missouri City﹐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好學區﹐2600呎﹐$29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租約到明年夏天可以收回自住﹒
˙Medical Center 2室2衛1廳﹑3室2衛一廳Condo二個單元出租﹐$900-1200﹐即將上市﹒

不定期批發房上市﹐Email to amyshaorealty@gmail.com 加入投資者商圈
˙求租Medical Center﹑DownTown及610附近庫房﹐1000-1500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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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於外國人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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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 www.har.com/amyshowrealey現在上市房屋買賣、出租現況

星期六 2015年7月25日 Saturday, July 25, 2015 星期六 2015年7月25日 Saturday, July 2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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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檀寫字臺及雕花立櫃紫檀寫字臺及雕花立櫃

紅木雕花大床紅木雕花大床

紅木雕花沙發紅木雕花沙發（（組組））

卷福談演戲心得
沒當成奧斯卡影帝，不失望

綜合報導 日前，在今年奧斯卡電影節

上奪得“最佳編劇獎”的《模仿遊戲》低調

潛入中國暑期檔，借助8項奧斯卡提名、5

項金球獎提名的威勢准備吸金。其中，飾演

二戰中破譯德軍密碼的驚世天才圖靈的人，

正是中國觀衆非常喜愛的英國演員“卷福”

本尼迪克特· 康伯巴奇。上月剛剛喜得貴子

的他爽快接受記者及廣娛大本營的郵件采訪

，大講自己演戲心得。

關于電影
“沒當成奧斯卡影帝，不失望”

記者：看過電影的人都知道，你演的圖

靈本人非常壓抑，你演的時候感受如何？

卷福：我演得特別投入。在我看來，

圖靈是一個出色的人，而且是一個不被大

衆所贊頌的無名英雄。而且，我們的劇本

是一個我們目前能講述的關于他的故事最

好的版本。

記者：今年的奧斯卡只給了最佳改編劇

本獎，而你失去了影帝，惋惜嗎？

卷福：對我來說，只要這個故事包括圖

靈本人能更加被更多人知道，已經很值得高

興了。

記者：你喜歡演英雄式的故事？

卷福：也對。圖靈先生通過和他的團隊

一起破解德國戰爭密碼。他是一個做出了非

凡貢獻的人。但是，他甚至都沒有得到最基

本的尊重，不但被送進了監獄，最後甚至爲

了得到繼續工作的機會，他被迫選擇了忍受

“化學閹割”的懲罰。這種跌宕的悲劇讓人

心靈震撼。

記者：中國觀衆乃至世界上不少電影觀

衆都喜歡看喜劇。有無擔心過這樣一部充滿

悲劇色彩的電影會損失不少票房魅力？

卷福：不不，我認爲圖靈本人很有魅力

，他雖然不善交際、不懂得討好大家，但他很

善良、很幽默，尤其是他對自己鍾情的工作很

投入。所以，我認爲，不光是曾經有幸與他一

起工作的人會喜歡他，所有了解他的人最後都

很喜歡他。我有信心，中國觀衆會喜歡這樣的

人物故事。他的一生不盡是悲劇。

關于角色
“我不是數學家，但我欣賞圖靈”

記者：這個角色對你吸引力最大的地方

是他阻止了戰爭嗎？

卷福：不完全是。圖靈對我的吸引，

是他做過的所有事情都充滿了人情味。

其實，我並不懂他的世界，那些技術啊

數據啊，我懂得不多。但無論經曆了多

大的打擊和痛苦，只要讓他想到自己未

完成的事業，哪怕是承受著被雌性激素

“閹割”身體的痛苦折磨，他都無怨無

悔。這種對自己事業的忠誠與愛，讓我

覺得他很迷人。

記者：圖靈是一個性格壓抑的人。生活

中的你和角色相差有多遠？

卷福：我和他有很多不同。所以，對我

來說，一開始的時候，要理解他真的很難，

我不是一個數學家啊，但這也是演員最精彩

的地方。這正是這個劇本最吸引我的地方，

激烈的人性衝突和戲劇衝突。我享受這個故

事本身。

記者：你塑造這個奇怪的天才時，基本

上都是通過面部肌肉抽搐來表現他的情緒。

這樣似乎很考驗演技？

卷福：有點。我們收集了一些他的資

料照片，發現圖靈平時總是習慣性低頭

。但是，從另外一些資料中又發現，他

很擅長于運動，是一個很有活力的人。

他去世那麽早真的很惋惜，如果他活在

今天，可能是個很出色的跑步運動員。

他最大的悲哀是，他試圖去理解的那部

分世界從來沒想過要去理解他。這是他

的悲劇。

記者：你崇拜這樣的人嗎？

卷福：我敢肯定，如果他現在還活著

，他會是全球最被尊重的人之一。圖靈是

一個偉人。他孕育了電腦，他對自己的性

取向也很誠實，沒有找借口，也沒有抗爭

。41歲的人生當中，他只是想做自己。他

聰明、沈靜，是一個不同一般的英雄人物

。這樣的人很棒。

關于個人
“喜歡演戲，越複雜越好”

記者：你這幾年演了很多角色都非常受

歡迎。但你最喜歡哪個角色？

卷福：其實，作爲演員，演什麽角色我

都是跟著工作走。但個人興趣來說，我喜歡

演複雜的人物。而且，我從來不用道德標准

來判斷我的角色，希望自己盡量對角色誠實

。如果我總是在想：這個角色討不討人喜歡

，或者角色本身做得是不是不對，會很累。

記者：對于神探夏洛克和圖靈這些角色

，你認爲有共同特點嗎？

卷福：我很喜歡演有識別度的角色。他們

都是在各自的領域非常出衆的人物。或者說，我

喜歡演兩種人：鄰家男孩或者接地氣的天才。

記者：除此以外，你還有什麽異想天開

的想法沒有？

卷福：哈哈，我其實有很多“狂熱”又

有趣的想法，而且在找機會嘗試。比如在《馬

達加斯加的企鵝》中，我給那頭狼配了音，中

國觀衆也知道了吧，我覺得我幹得不錯，很過

瘾。在《神探夏洛克》裏面也有很多喜劇元素

，還有我在做的廣播節目裏也是讓人非常開心

的。以後，我更願意接受各種即興發揮表演的

邀請。悄悄告訴大家，我還希望能演一些喜劇

。等時機一到，我就有發揮的機會了。

卷福簡曆
爲中國觀衆昵稱爲“卷福”的本尼迪克

特· 康伯巴奇(如圖)，1976年7月19日出生于

英國倫敦，英國演員、制片人。2000年入行

，2010年主演電視劇《神探夏洛克》獲得艾

美獎、金衛星獎、金球獎，又得到英國電影

和電視藝術學院電視獎最佳男主角提名。

2013年，出演電影《星際迷航：暗黑無界

》及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爲奴十二年》。

2014年，憑影片《模仿遊戲》獲得好萊塢電影

獎最佳男主角獎，和奧斯卡金像獎、金球獎、英

國電影學院獎等最佳男主角提名，並入選《時代

周刊》年度“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榜，更再度

登上該雜志美國版及國際版12月號封面。

綜合報導 今日，前AKB48

成員前田敦子被曝駕車與出租車

發生擦撞事故，所幸無人受傷，

肇事責任警方仍在調查中。

前AKB48人氣成員前田敦子

2012年8月離團單飛，據報道，19

日下午5時自己獨自駕車時，不

小心擦撞左側的出租車。

警方調查發現，前田敦子

汽車的左前方擦撞出租車的右

後方，但因現場爲 3至 4線道的

直線道路，無法確認是誰變換

車道導致車禍發生，肇事責任

警方仍在調查中，所幸前田敦

子、出租車駕駛與乘客都沒有

受傷。

前AKB48成員
前田敦子駕車
與出租車擦撞

均未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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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as started building a 314m high dam,
which will be the worlds tallest, as said by the offi-
cials. The country is trying to expand hydropower
massively.
On Tuesday, the environment ministry said that
the Shauangjiankou dam will be built on a tribu-
tary of the Chinas mighty Yangtze river. And stat-
ed that it will be completed in 2022.China is a
home to the worlds largest dam, the Three Georg-
es, as well as 85000 other dams.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dam would cost around
36 billion yuan ($5.8 billion),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worlds current tallest dam, the 305 meters Jin-
ping 1, in China. Beijing says that, this would help
them in reducing the carbon emission responsible
for climate change. People were relocated forcibly
because of dam building in the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Environmentalists say that the dams have caused
large declines in fish stock and other aquatic life.
“ The project will affect the movement of rare fish
species, as well as the growth of endangered
plants, including the Chinese Yew, which is under
first class state protection” , the ministry said, ac-
cording to Xinhua. The ministry proposed counter-
measure to mitigat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such as “ protecting fish habitats in tributaries,
building fish ladders and increasing fish breeding
and releasing” , Xinhua reported
“ The true cost of hydropower in China are consis-
tently being underestimated or ignored, including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osts” , the US
based NGO international rivers said in November.
The dam will be completed in 2022, the

environmental
ministry said on
its website
Tuesday.
The facility,
costing 36 billion
yuan ($5.8
billion), will be
higher than the
world's current
tallest dam, the
305-metre
Jinping-1, also in
China.
China has been
expanding its
hydropower electricity generating capacity as it
seeks to reach a goal of obtaining 20 per cent of
its power from non-fossil sources by 2030.
Beijing says reaching the target will help reduce
growth in its carbon emissions responsible for cli-
mate change, the world's largest.
China is home
to the world's
largest dam, the
Three Gorges,
as well as some
85,000 other
hydropower
facilities.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been forced to relocate be-
cause of dam building in the country in recent de-
cades, often with little compensation.
"The true costs of hydropower in China are consis-
tently being underestimated or ignored, including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osts," the
US-based NGO International Rivers said in No-
vember.
Related

By Guest Columnist Frank Sieren
Over 1,500 kilometers
long, the Yalong River
flows from the Tibetan
Plateau to southern
China, its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meandering through the narrow val-
leys of Sichuan province before joining the mighty
Yangtze River. It is there in Sichuan that China's
Yalong River Hydropower Development Company
is constructing the 305-meter-high Jinping-1 Dam.
Slated for completion in early 2015, it will dwarf
even the landmark Three Gorges Dam.
The dam foresees not only harnessing the energy
of the river but also directing its flow via a special

pipe system
through the
mountains,
thereby
generating even
more energy.
With a 3,600
megawatt
capacity, the
Jinping-1 Dam
costs
approximately 54
billion yuan ($8
billion). Set to
profit from the
project are not

only its owners, but also the German companies,
including Siemens and Herrenknecht, that have
supplied technical know-how every step of the
way from the initial excavations to the power
conversion process. The dam also serves as a
flagship project for Beijing, which is keen to boost
alternative energy production.
Hydropower as an alternative to coal
Having made hydropower rather than solar or
wind power the cornerstone of its environmental
agenda, China wants water to be become the
main alternative to coal extraction. A further 20
dam and hydropower stations currently in develop-
ment as far afield as the Tibetan Plateau are set
to begin operating by 2020. With 70 percent of the
energy generated by the Jinping-1 Dam ear-
marked for western China, underdeveloped
regions will benefit most from the new focus
on hydropower.
But while this part of the country will wel-
come the progress the dam brings, China's
neighbors are less pleased. They were pro-
testing even before construction began on
the Jinping-1 Dam. The sources of almost all
the main rivers in southern Asia are in the
part of the Himalayas that belongs to China.
The source of the Mekong is in Tibet, with
the river flowing through China then on to
Myanmar and Thailand, Laos and Cambodia,
before reaching the Mekong Delta in Vietnam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now, global
warming is melting the glaciers in Tibet and
water flows are dropping.
Fundamental fight for water
Meanwhile, a growing population and
increased affluence is resulting in increased
demand for clean drinking water. But with
China building dams, less water is crossing

the borders to
Southeast Asia.
This jeopardizes
the water supply
in these
countrie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a small
country such as
Myanmar,
heavily
dependent on Chinese investment, had to
suspend its own Myitsone Dam project, risking a
cooling in its ties to China.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billion-dollar dam project under construction in
Myanmar was supposed to have been ready by
2017. Beijing had a vested interest in the undertak-
ing because the dam would have supplied Yun-
nan province with 21 gigawatts of electricity. But
the project has been at a standstill since 2011. On
the one hand, all the parties involved are keen to
maintain stable trade ties. Close economic cooper-
ation has always been what prevents any serious
conflict developing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
bors. But when an issue as fundamental as ac-
cess to clean drinking water is at stake, even this
argument starts to look shaky. (Courtesy of www.
fugoes.com and www.dw.com/en/sierens) Note:
Columnist Frank Sieren has lived in Beijing for 20
years.

Obama Thanks China For Role In Iran Talks

The White House announced on Tuesday that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phoned his Chi-
nese counterpart Xi Jinping and thanked him for
Beijing’ s role in helping to secure an agreement
on Iran’ s nuclear program.
China is a member of the five permanent UN Se-
curity Council nations known as the P5 which par-

ticipated in the talks since No-
vember 2013.
Along with the US, UK, France,
Russia and non-permanent
member Germany, China was
represented by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at the latest round of
talks in Vienna, Austria.
“ The US hopes to continue co-
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nd make joint efforts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Obama said
China’ s position has been that
the timing was right to reach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which recognized Tehran’ s le-
gal rights, including the right to
the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pow-
er, while simultaneously remov-
ing the crippling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Both China and Russia have been instrumental
in supporting Iran’ s demand that the arms embar-
go also be lifted.
On July 14, Iran and the P5+1 group reached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o freeze Iran’ s nucle-
ar program for at least 10 years in return for the

lifting of sanctions.
During this time, it will reduce its
nuclear centrifuges (needed to
produce fissile material for an
atomic bomb) from 19,000 to 6,
000.
The centrifuges would hold no
fissile material, however.
Iran would also have to limit the
amount of plutonium it produces
in its nuclear reactors. The
agreement also limits uranium
enrichment at 3.67 per cent and
limits the stockpile to 300 kg – all

measures designed to limit Tehran’ s capacity to
weapon its nuclear program.
On Monday, the UNSC unanimously endorsed
the Vienna agreement and passed a resolution
which lays the groundwork for the lifting of UN-im-
posed sanctions. The European Union passed a
similar resolution.
US-imposed sanctions currently remain in place.
Xi’s September Visit
During the phone call, Obama reiterated his look-
ing forward to meeting with Xi during the Chinese
president’ s visit to Washington in September.
Xi said 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Obama to further ensure mutual “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during
his September visit.
The Chinese president added that China-US rela-
tions have maintained a good momentum and al-
luded to their joint efforts in securing the Vienna
agreement.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on Monday backed
Iran's nuclear agreement with world powers but
the Islamic Republic's Revolutionary Guards at-
tacked the resolution, underlining powerful oppo-
sition to the deal.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hailed the United
Nations endorsement, saying it showed last
week's accord commanded broad international
support as the best way of ensuring Iran never
gets nuclear weapons.
The European Union also approved the deal,
which curbs Iran's nuclear program in return for
easing economic sanctions, while Germany rapid-
ly moved to revive its once close trading relation-
ship with Tehran.
At the United Nations, the Security Council unani-
mously adopted a resolution that was negotiated
as part of the agreement reached in Vienna be-
tween Iran and the six powers.
In return for lifting the U.S., EU and U.N. sanc-
tions that have crippled its economy, Iran must
accept long-term limits on the nuclear program

that the West suspected was aimed at creating
an atomic bomb, but which Tehran says is peace-
ful.
“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maintained
close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through-
out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which is yet another
sign showing the two countries’ commitment to
building 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
said Xi.
Relations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have
been strained, however, regarding territorial dis-
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and other nations
lay contesting claims to these waters, but Beijing
exercises jurisdiction over about 2 million square
kms of the 3.55 million square kms maritime terri-
tory.
In 2013, US ally the Philippines filed a complaint
with the Arbitral Tribunal questioning the validity
of China’ s “ nine-dash” territorial claim, a demar-
cation on official Chinese maps that envelops vir-
tually the entire South China Sea.
On July 14, 2015, China reiterated its position of
not participat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
tion process initiated by Philippines at a
Hague-based Tribunal.
China will refuse to recognize the conclusion of
the arbitration requested by the Philippines over
the bilateral maritime sovereignty dispute, a for-
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said last week, after
an international tribunal heard the matter at the
Hague. (Courtesy The BRICS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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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ama last visited China in November 2014. Xi will visit
the US in September [Xinhua Photo]

Construction Underway On The Shauangjiankou Dam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Shakes Hands With
Iranian Foreign Minister Mohammad Javad Zarif Up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Nuclear Negotiations

The Three Gorges Dam on
the Yangtze river is one of
85,000 hydropower facili-
ties in China (AFP Photo/)

Country Expands Use Of Hydropower On Larg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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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笛·雪蓮》顏值爆表 上演“萌娃去哪兒”
第三季《爸爸去哪兒》火熱開播，在創下不凡

收視的同時，也讓幾個萌娃壹夜爆紅，成為觀眾關

註的焦點，兒童探險片《鷹笛· 雪蓮》片方趁熱打

鐵，發布了壹組大眼萌娃劇照，並宣布將於近期全

國公映。

電影《鷹笛· 雪蓮》由深圳前海泰東文化傳媒、

南通泰東文化傳媒聯合出品，深圳金薔薇電影發行有

限公司、禾木恩澤文化傳媒（北京）有限公司聯合發

行，著名導演李亞威執導。影片講述了萌娃林阿泉千

裏迢迢赴帕米爾高原探親，期間與幾位新疆萌娃小夥

伴們壹起冒險進雪山尋找鷹笛的感人故事，上演了大

銀幕版《萌娃去哪兒》。

此次片方曝光了壹組新疆萌娃劇照，這位塔吉克

族寶寶，長睫毛、深眼窩、大眼睛、高鼻梁，憑借超

高顏值和萌值在壹群少年中成功搶鏡。 “賣萌標

配”奶嘴、水汪汪的大眼睛、頭枕西瓜皮球手舞足蹈

萌化了。

《腫瘤君》試映獲盛贊
白百何被譽“很熊頓”

由韓延執導，白百何、吳彥祖主演，根據漫畫家熊頓同名暢銷漫

畫書及其真實經歷改編的電影《滾蛋吧！腫瘤君》，即將於8月13日

在全國上映。近期，片方在全國範圍內舉行了壹系列針對不同粉絲

群體的內測場放映，絕大部分看過的觀眾都在映後給予了肯定評

價，其中不少媒體人士對影片獨特的風格予以盛贊，認為該片將是

今年暑期檔所有類型片中最讓觀眾過目難忘的壹部。

作為2015年暑期市場最受關註的影片之壹，《滾蛋吧！腫瘤

君》獨特的類型風格以及讓大家頗感意外的驚喜效果獲得關註較

多。有觀眾表示“這部電影讓我的內心有太多的留白，寫了擦擦了

又寫，笑著哭哭著又笑，但我真的無法像用手反摸到肚臍那麽容易

概括它，它就像是壹個驚喜，像天使壹樣出現在我的生活裏，而妳

不是我，妳不知道它對於我的意義，所以去看吧！”

部分媒體人士則趨向於結合當下中國社會年輕人的角度審視

這部影片，他們認為影片很好的反映出了這壹代 80、90 後群體

在工作生活中所遇到的壹系列問題，包括北漂、失業、失戀、大

齡剩女等種種社會熱點現象。眾所周知，《滾蛋吧！腫瘤君》的

女主角熊頓，就是壹位典型的“北漂女”，而且熊頓也和大多數

北漂們壹樣，沒有屬於自己的住房，與朋友租住在合租房裏，每

天都在為生活奔波著。但是在得知自己患病後，她仍然有壹顆積

極向上的心，不甘於向命運屈服，而正是這壹點，激勵了無數的

觀眾。

除此之外，也有壹些評論人士將這部影片與白百何以往相似類

型的作品進行了比較：“與《分手合約》、《被偷走的那五年》等

相比，《腫瘤君》的故事框架更充實穩固、拍的更加真實可信，這

壹方面是由於它改編自真人真事，另壹方面也是導演韓延對於影片

整體節奏把握的好，沒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真情實感的自然流

露。”也有人提到了影片的制作，“這部電影的場景、美術、服

裝、布景甚至聲音、配樂的處理都非常好，而片中幾處CG大場面的

制作，也十分用心。”

據悉，電影《滾蛋吧！腫瘤君》即將於8月13日在全國公映。影

片由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果實電影、萬誘引力電影有限公司、

電廣傳媒影業（北京）有限公司、安樂（北京）電影發行有限公司、

壹心娛樂、再旦影視、祥禾盛世、北京好家夥國際影視文化發展有

限公司、新線索電影共同出品，由五洲電影發行有限公司發行。

《逆轉之日》首爾開機
鐘漢良李政宰男神對決

由內地實力導演李駿執導，中國”超人氣“偶

像鐘漢良、韓國影帝李政宰攜手“杜女郎”郎月婷

領銜主演的跨國懸疑動作片《逆轉之日》在韓國

首爾開機。影片由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海潤影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海潤影業、韓國頭陀

淵公司聯合承制，在韓國首爾和高陽全程取景拍

攝，這次與韓國團隊的深度合作將為中國電影制

作探索新的方向。首度合作的中韓兩大男神鐘漢良

和李政宰將片中將會展開腦力和體力的激烈交鋒，

而”杜琪峰禦用女主角“郎月婷這次會有怎樣的表

現頗具神秘感，三人之間會發生怎樣的故事令廣大

影迷粉絲大為期待。

電影《逆轉之日》開機儀式在《復仇者聯盟

2》以及《盜賊同盟》等大制作高票房影片拍攝地

高陽市舉辦，開機當日晴空萬裏，出品方海潤影業

董事長劉燕銘親臨現場並率先致辭，透露了為保證

影片質量《逆轉之日》從創作到開拍所經歷了無數

次的打磨，更闡述了對片中故事的情感和跟幾位演

員的淵源。這次海潤影業與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出品《逆轉之日》，強強聯合和跨國合作多種

復合模式，有望成為國產電影新突破。此外，發布

會當天，高陽市市長也親臨現場表示期待並相信

《逆轉之日》會成為樸槿惠總統欽點的藝術之都高

陽市所誕生的又

壹部代表作。隨

後，《逆轉之日》

全體主創登臺並

“入鄉隨俗”地

舉辦了“韓式”開機儀式，並寫下美好寄語放在紙

封內寓意心想事成，同時主持人宣讀韓式祝語。隨

後李駿導演、三大主演、制片代表、導演組等主創

團隊依次登臺，展現出對影片專業嚴謹的態度以及

拍攝順利的美好心願。最後海潤影業董事長劉

燕銘、頭陀淵安東圭代表、高陽市市長以象征

“真切友愛”中國特色的“交杯酒”圓滿結束了本

次開機儀式。

“中國超人氣偶像”鐘漢良，在近年大熱的

《毒戰》、《後會無期》、《捉妖記》等多部電影

作品中出色詮釋了多個風格各異的角色，收獲了大

批粉絲具有極高的票房號召力。在電影《逆轉之

日》中，鐘漢良大力突破拓寬戲路，從造型和表

演方面將給影迷帶來前所未有的驚喜。韓國影星李

政宰憑借《日出城市》等影片在國際影壇大放光

彩，成為享譽國際的韓國“影帝”，同時《頂級

較量》《新世界》《暗殺》等多部商業大片也口碑

票房爆棚，在中韓兩國更擁有超高的人氣和知名

度。李政宰此次加盟《逆轉之日》是他的中國熒

幕首秀，引發了中韓兩國粉絲的超高關註。除了中

韓兩大“男神”的傾力加盟外，還力邀在電影《盲

探》、《華麗上班族》“周潤發女兒”、《喊·

山》中有展露鋒芒的實力新星、杜琪峰導演禦用

女主郎月婷。三大主演鐘漢良、李政宰、郎月婷在

片中有著怎樣的關系和故事，又是否遭遇情感糾

葛，都成為該片最大懸念吊足影迷胃口，只能等影

片上映再去尋找答案。

電影《逆轉之日》匯集了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

司、海潤影業兩大中國實力強

勁的影視公司聯合出品，並攜

手韓國知名制作公司頭陀淵影

視制作公司聯手打造，為影片

制作品質保駕護航。此外，影

片導演李駿曾執導過《青瓷》、

《落地，請開手機》、《中國式

結婚》、《上海往事》等多部

深受內地觀眾喜愛的影視佳作，

最近兩大衛視將重磅推出的

《北上廣不相信眼淚》也是李

駿導演力作，承制方是韓國電

影中最為專業、敬業的頂級團

隊，曾分獲大鐘獎、釜山獎、

青龍獎等各項國際電影大獎。

李晟齊擔任攝影指導，大鐘獎

最佳攝影獎，在《追擊者》

《黃海》《嫌疑者》等眾多動

作懸疑類型片中擔當攝影指導。

美術指導金誌娥作品有史詩大

制作 《登陸之日》以及 《偉

大而隱秘》 《海盜》 等，動

作指導Triple-A (All About Ac-

tion)公司的《最終兵器：弓》曾獲第32屆青龍電影

節最佳動作指導獎，擔當《復仇者聯盟2：奧創紀

元》在韓國拍攝部分的動作指導，還有《白夜行》

等韓國票房口碑雙佳電影。中國實力導演加韓國頂

級制作團隊，期待創造中國電影制作新的高度。

《落跑吧愛情》搞笑浪漫
任賢齊舒淇為愛冒險

由任賢齊轉型做導演的處女作《落跑

吧愛情》將於盛夏甜蜜上映。該片是任賢

齊首次自編自導自演的作品，頗受業內外

期待。讓人驚喜的是任賢齊還特邀舒淇前

來助陣，兩人在片中演繹了壹段富家女與

窮光蛋的逗比愛情。作為壹部冒險愛情喜

劇，《落跑吧愛情》可謂給觀眾加足了料，

兩位主演在片中拼盡全力，奮力搞笑，為

愛上演大冒險。

電影《落跑吧愛情》講述了富家女（舒

淇飾）葉紛紛為了逃離家人的逼婚。通過網

絡預訂了壹家超七星的酒店，本以為美好的

旅程就要開始卻意外發現原來所謂超七星的

酒店就是窮光蛋阿武（任賢齊飾）經營的壹

家“三無”旅館，兩個天差地

別的人，壹場啼笑皆非的相

遇，當男神女神變成逗比組合

。富家女VS窮光蛋，舒淇、任

賢齊再次搭檔、顛覆演技，立

誌將搞笑進行到底。任賢齊舒

淇帶妳落跑，帶妳飛，無限驚

喜等著妳。

《落跑吧愛情》的靈感來源於壹首家喻

戶曉的老歌《外婆的澎湖灣》，該片更是全

程在素有私奔天堂的澎湖取景。在藍天、大

海、沙灘的映襯下，壹段浪漫的愛情故事正

在發生......新晉轉型導演任賢齊與壹代女神

舒淇在片中為愛各顯神通。任賢齊飾演的窮

光蛋阿武不僅潛入深海撈東西，還無奈參加

了相親綜藝。而舒淇飾演的逃婚富家女，不

僅展現了自己的絕活山西刀削面，落海、爬

墻的賣力演出更是讓人驚嘆，讓不少觀眾對

該片充滿無限期待。電影《落跑吧愛情》想

要傳達給觀眾的理念是：敢於為愛冒險。對

此導演任賢齊表示：“對於愛情的解讀，大

家各不相同，但是希望大家看完這部電影，

可以勇於直面愛情，拿出勇氣，為真愛冒壹

次險。”

舒淇任賢齊：富家女VS窮光蛋
這個組合很奇葩

《落跑吧愛情》
任賢齊舒淇為愛顯神通



CC1212 CC55臺灣影視 休城工商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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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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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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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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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房5.5衛,3車庫，書房,新Granite廚台,新廚具,高挑客廳,書房,游戲間,新浴室
Granite台面,新漆,新地毯，新木地板，游泳池，Patio,降價1.1百萬. 直撥:(281)207-6888 外州免費電話:888-289-7679X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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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去 哪 兒
》 登 場

的包括胡軍胡皓康父子、林永健林
大竣父子、鄒市明鄒明軒父子、劉
燁劉諾一父子及夏克立夏天父女，
親子間的互動和對話非常可愛，立
即引起大批粉絲及網友的關注。

許多爸爸在節目中與原本專業
領域裡的表現相當不一樣，帶著孩
子上節目都展現出柔情的一面，曾
飾演《天龍八部》中喬峰的胡軍，
螢光幕上總是鐵漢形象，遇上兒子
就流露出柔情；兒子康康今年 7 歲
，是本季年紀最大的小朋友，在節
目中的表現似乎比爸爸更來得成熟
穩重。

比賽當中看到爸爸們因為任務
受傷，康康立刻翻出書包裡的醫藥
箱和大家分享，在紀錄片中也收錄
康康問爸爸行程，爸爸說 「要聽統
一的安排」，童言童語的康康回說
： 「統一是誰？跟他交個朋友就行
了，他是老大」，相當地可愛、窩
心。

台灣女婿夏克立帶著漂亮的混
血女兒夏天，第一階段進行一個小
時的密室考驗，父女一起聊天玩遊

戲，相當開心；甚至考驗結束後夏
天還把門關上，告訴大家要繼續在
房間裡和爸爸聊天，爸爸們以及現
場工作人員羨慕之餘，也在節目中
見識到夏克立的西方教育。

鄒市明的兒子鄒明軒，圓圓身
軀、肉肉小臉加上一頭捲髮，成天
喊餓的他，一開始就給人特別逗趣
的印象。初見夏天，鄒明軒就整天
追著姐姐跑、丟下爸爸不
管，看到夏天穿了一身可
愛的黃色裙子，怕裙子碰
到地板弄髒，就一直跟在
夏天後面幫忙拉裙襬。

鄒市明也常常在執行
任務時，對兒子說： 「你
趕快去找，回來就帶你去
找姊姊（夏天）」，鄒明
軒就會充滿鬥志，天真可
愛的反應，爸爸看了又好
氣又好笑。

劉燁的兒子劉諾一則
是年紀最小，和林永健的
兒子林大竣一天相處下來
，感情變得非常好，睡個
午覺後再見面時，還要相
擁一下表示想念，晚上入
睡前還拜託爸爸，讓他去

大竣家裡睡一晚，讓劉燁簡直不敢
置信。

劉燁說，下午玩遊戲時還哭著
說，只要跟爸爸在一起的兒子，怎
麼到了晚上、就不管爸爸了！但在
兒子走後、劉燁非常擔心，雖然嘴
上說，不能讓孩子覺得沒有他不行
，卻無意中表現出對兒子濃烈的眷
戀。

兒子妙問統一是誰 胡軍笑翻

兩岸合拍戲
劇情排片定成敗

兩岸合拍電影已蔚為風潮，
台灣導演黃朝亮13日在一場座談
會中指出，如果排片率不佳，在

大 陸 的 票
房 很 難 像
台 灣 靠 口
碑 逆 轉 勝
； 大 陸 製
片 人 程 育
海 則 認 為

，找到好的投資商很重要，導演
最好專注在創作，一旦找到好故

事就能吸引觀眾。
台北市影音節目製作商業同

業公會、首都影視產業聯盟主辦
的 「2015 台北北京電影展映」，
昨天放映大陸電影《親愛的》、
《黃金時代》，並舉行 「台灣、
香港及大陸兩岸三地電影合拍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影視論壇，
兩岸電影人齊聚一堂分享經驗。

《大囍臨門》導演
黃朝亮表示，《親愛
的》是香港、大陸合
拍電影的成功案例，
「質感與票房兼具」

；《黃金時代》製片
程育海則說： 「如果
大陸電影的操盤團隊
，對題材或宣傳找到
了最恰當調配，即便
作品偏向小品類型，
也能在市場得到反饋
。」

話鋒一轉，程育海
認為文藝或小品電影
在大陸，也有難以發
行的問題，除了觀眾
愛看娛樂片外，投資

方可能因能否用 「一句話」來描
述電影劇情，就此決定是否投資
。他舉例： 「好萊塢電影《蟻人
》或《復仇者聯盟》，都是可以
透過一句話表達劇情的娛樂電影
。」

黃朝亮以《大囍臨門》為例
，在台灣票房不錯，到大陸卻慘
遭滑鐵盧。大陸投資方認為劇情
大陸觀眾看得懂，也知道
笑點在哪，卻敗在卡司跟
排片率，演員陣容只有林
心如在大陸具知名度。

黃朝亮說： 「合拍片
不用跟兩岸題材有關，不
過卡司真的非常重要，如
果進到大陸，一定要用大
陸觀眾都認得的演員。」

「台灣電影市場相對
較小，可以靠網友後續口
碑拉高票房，大陸就不同
了，排片率低基本上就完
了。」黃朝亮忍不住吐苦
水： 「兩岸合拍到後來，
也會想說，我怎麼就不好
好待在台灣拍片？」

程育海則以 「懸在100

米高空中的單人床，卻擠了兩個
人，抱緊緊。」形容創作者跟投
資商的關係，多數大陸電影 「創
作者遭投資商綁架」，最後拍出
來的內容與一開始設想不同，
「導演應該更專注在創作上，只

要故事夠好，就一定會吸引到創
作者拍攝，也自然會有觀眾來看
。」程育海說。

TFBOYS上《康熙》
盼小S嘴下留情

由王俊凱、王源、易烊千璽
組成的陸團 TFBOYS，22 日從早
到晚連趕中天《康熙來了》、八
大《娛樂百分百》、TVBS《全球
中文音樂榜上榜》３通告，所到
之處都有粉絲迎接，人氣紅不讓
。TFBOYS 此次來台包含攝影師
、化妝師隨行共 10 人，一早到
《康熙》錄影就見大批粉絲守在
電視台門口，３人進門後還轉身

和粉絲鞠躬敬禮，錄影前他們也
笑說： 「希望小Ｓ姊可以 『嘴』
下留情。」節目上，團員王源說
，因為常被歌迷追， 「所以現在
跑步很快。」易烊千璽則說，因
出門都會被歌迷認出，不能去遊
樂園，希望將來能買下一座遊樂
園。

《娛百》主持人小鬼黃鴻升
、威廉看到該團年齡小，只能服

老自稱 「叔叔」；小鬼表示，
TFBOYS 可愛得想讓人摸摸頭，
但王源立刻回說： 「不可以摸頭
呀！會長不高。」被問希望能長
多高，王源說： 「我希望能有１
米８。」

而《康熙》主持人小Ｓ在錄
完 TFBOYS 的訪談後，因感冒回
家休息，後兩場錄影由謝依霖代
班。

營養專家告訴您美國超市哪些食物健康又便宜營養專家告訴您美國超市哪些食物健康又便宜！！
“吃”自古以來便是一個永恆的話題。以

前人們追求吃得好，吃得精，以為越貴的東西
就越好；現在人們更多得開始追求吃得實惠有
營養了。走進美國Cheerinus小編找到了飲食學
家Nicole Chas與營養學家Rania Batayneh提供了
一份關於市場上既便宜營養價值又高的食物清
單。生活在美國的你不妨按照這份清單規劃你
的日常飲食，讓自己吃得更健康吧！
1. 干豆 Dried beans

很多人低估干豆的價值，實際上他們是既
好又劃算的食品喔！一個serving的豆豆（差不
多半杯或3/4杯）就可以給肌肉提供足夠的蛋白
質和纖維，所以在每頓飯裡添加一些豆豆可以
讓你的一餐餐健康加倍哦！干豆比平常罐頭加
工過的豆豆要便宜。
2. 小扁豆 Lentils

"干扁豆是超級便宜的植物蛋白質的來源，
正是因為它豐富的蛋白質，它可以用來替換肉.
" Batayneh小扁豆的另外一個特質是它不需要事
先浸水。你可以燉它們，或者過過水放進沙拉
裡。
3. 香蕉 Bananas

Chase指出，“香蕉富含可溶的纖維，此類
的纖維可以降低血壓和膽固醇，也可以讓你感
覺溫飽。”
4. 雞蛋 Eggs

"雞蛋算是最劃算的蛋白質來源了吧。"Ba-
tayneh說道。蛋白和蛋黃的營養價值都很高：蛋
白提供六克高質量的蛋白質，蛋黃則提供蛋堿
，維他命B，對腦子和肝髒好的元素，玉米黃質
和葉黃素，抗氧化劑，這些都對眼睛很好。同
時，蛋也有各種做法，讓你永遠吃不膩。
5. 牛奶 Milk

現在你知道小時候家裡的大人督促你們要
喝牛奶才能長骨頭是對的了吧！牛奶含有高質
量的蛋白質和大量的健康利益，例如讓你的骨
頭結實，還有控制體重。
6. 冷凍蔬菜 Frozen vegetables

罐頭裝和冷凍食品雖然被人念叨說不新鮮
，但是其營養值還是很高並且價格便宜許多。
你也不用怕過期而丟掉它們。冷凍蔬菜都是在
它們成熟的巔峰期收獲然後立刻冷凍的。因此
，它們的營養很好地被保存了下來。
7. 豆薯 Jicama

如果你嘴饞了
想咬點什麼又不
想要吃薯片這類
高卡路裡的東西
，那麼豆薯就是

你的真愛。拋棄薯條，試試豆薯條吧！它不是
澱粉類的蔬菜，它有脆脆的口感和多汁的果肉
。半杯只有25卡路裡。Chase推薦把豆薯去皮切
成一條條的，可以用來當開胃小菜。

8. 太陽花籽 Sunflower seeds
如果你還是想要咀嚼點什麼，試試看太陽

花籽。堅果和種子一般都很貴，但是太陽花籽
卻是一個例外，一磅只要三毛錢左右。每一個
serving有六克的蛋白質和三克的纖維，以及維
他命 E和抗氧化物質，幫助腦細胞健康。再加
上植物固醇，可以降低膽固醇和患上心血管疾
病的風險。
9. 甜番薯 Sweet potatoes

雖然一個serving有40克的糖分，可是不要
擔心！來自番薯的糖分是可以放膽去吃的。它
們能給你的肌肉和大腦提供能量，同時它們纖
維高可以維持健康的血糖值，還含有蘿蔔素。
10. 燕麥 Oat

既便宜又有營養的早餐非燕麥莫屬了。眾
所周知，燕麥纖維豐富，它們蛋白質也相對比
其它谷物高，每150卡路裡都有4克的蛋白質。

Chase建議買那些steel-cut或者rolled oats。這些
比加工過燕麥便宜又健康，加工過的添加過化
學物質並含有高卡路裡。
11. 罐裝金槍魚Canned tuna

“美國的一個協會推薦每個人每周要吃至
少2個serving的魚類產品，可這樣支出會很高。
罐裝金槍魚（或三文魚）就可以解決這個難題
了。”Batayneh 說。兩個 serving 的罐頭僅需七
毛錢。金槍魚含歐米加3脂肪酸，可以幫助減少
甘油三脂和緩慢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形成。長
期食用還可以減少抑郁症。
12. 爆米花仁 Popcorn kernels

包裝的爆米花通常都又貴又不健康卻又讓
人上癮，你自己爆的米花可以達到省錢和簡化
卡路裡的目的。“兩個tablespoon的爆米花仁會
省你15分錢，你爆完它後就可以制作四杯高纖
維的谷物了。”Batayneh說，“ 不加任何調味
，香料和添加劑的情況下，一杯爆米花只要三
十卡路裡，遠比油膩膩的薯片來的健康多了。
”
13. 純酸奶 Plain yogurt

酸奶是蛋白質和鈣質的來源，除此之外它
還有很多營養，例如鉀，磷，鋅。它還是益生
菌的來源，益生菌能夠促進你的腸胃吸收。Ba-
tayneh稱純酸奶是最贊的，因為它沒有任何其它
多余的糖分。如果你想要提高蛋白質，請選擇
希腊或者冰島風格的酸奶。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委托書等認證文件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委托書等認證文件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現在，有許多在美華人需要在中國處

理一些事務。如: 需要委托國內的親屬或
朋友處理自己在中國的房產，銀行賬戶，
商業文件，法律訴訟文件，需要辦理單身
證明去中國辦理結婚手續，或到中國辦理
收養手續等等。通常這些文件需要經過領
事認證程序。

領事認證是一國的外交、領事機關在
公證文書上證明公證機關或認證機關的最
後一個簽名和印章屬實。辦理領事認證的
目的是使一國出具的公證文書能為另一國
有關當局所承認，不致因懷疑文件上的簽
名或印章是否屬實而影響文書的域外法律
效力。

領事認證制度是世界各國為了相互便
利文書往來而在外交領事實踐中逐漸形成
的國際慣例。國際交往的發展伴隨著各類
文書在世界各國間的大量流動，但各國關
於出具公證書、商業證明等的形式和要求
卻不盡相同。領事認證制度通過一環扣一
環的連鎖認證方式，由一國駐外外交或領
事機構確認最後環節的印章和簽字屬實，
使相關文書能為該國國內有關部門和機構
接受，不致因有關機構懷疑文書本身的真
實性而影響其在當地的使用，從而涉外文
書能夠在各國間順利流轉和使用。

對於法律文件，如委托書、聲明書、
法律訴訟文件、健在（生存）證明、無配
偶聲明書、近照證明、護照復印件與原件
相符公證通常需要先由公證員（地保官）

公證，再到州政府取得證明公證員公證資
格的文件，最後拿到領事館進行認證。整
個過程需要兩到三個星期的時間。

辦理委托書公證需提供：1、委托書
文本；2、與委托事項相關的權利證明原
件或復印件(如存折、股票開戶憑證等)；2
、涉及夫妻共同財產的，還應提交結婚證
等相關文書原件及復印件。3、涉及房產
轉讓的，應提交房產證原件或復印件。 4
、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辦理寄養委托書公證需提供 1、委托
書文本；2、親屬關系證明等(證明父母和
子女關系，如兒童出生證)。3、父母本人
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辦理聲明書公證1、聲明書文本；2、
與聲明事項有關的權利證明等。3、辦理
放棄繼承權聲明書公證的，應提交被繼承
人死亡證明和申請人與被繼承人親屬關系
證明，以及所放棄房產或財產證明。4、
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辦理無配偶聲明書公證 1、聲明書文
本；2、有婚史的，應提交離婚證或離婚
調解書或離婚判決書原件及復印件；喪偶
的，應提供原配偶死亡證明原件及復印件
; 3、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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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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832--919919--83388338產品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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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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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雙十國慶回台致敬團
花東山海渡假美食團確定

【本報系達拉斯訊】本年度雙＋國慶回國致敬團,確定為「花東
山海戀渡假美食五日團」,於十月四日自台北車站出發,至八日回台
北.

九日上午到僑委會集合辦理僑胞証,下午二點到四點参加小
臣蛋「四海同心會」, 十日上午九點到中午十二點参加「總统府廣塲
國慶大典」.

行程包程宜蘭,花蓮,太魯閣,七星潭,台東的八仙洞,三仙台,史前
博物館等. 將可盡享台灣東海岸自然美境及台灣地道美食,並入住
五星級酒店.
旅行團費每位US$500(雙人住房),US$450(三人住房),US$400(四人
住房)
以上費用已扣除每人台幣$2400僑委會團費津貼.

致敬團團友祗須参加上述九或十日其中一項慶典活動,將可得
僑委會撥付台幣$2,400津貼團費.

現己開始接受報名,請到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索取有關報名表
格及相關規定. 或致電團長莫錦强Jerry Mok 214-676-1393查訊.
或電郵
doubletenth@gmail.com 國慶籌備會諮詢.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5 年 8 月 15 日, 名額 30 名,報名請從速.
--------------------

達拉斯回國參加十日慶典活動需知

一. 旅居國外僑胞必需於2014年9月1日(含) 以後入境
1. 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境，護照己加簽僑居身份，且持有效之僑居
國居留証明文件。
2. 持僑居國護照入境之國人或華裔人士。
3. 前項僑胞隨行之配偶或子女，得以僑眷身份報名。
二. 僑胞參加旅遊活動。
1. 補助僑胞國內旅遊，每人以新台幣2,400元補助為上限。

2. 必需參加四海同心聯歡大會(預定10月9日下午2至4時) 或
總统府廣場國慶大會(10月10日上午9至12時) 才符合補助規定。
三. 參加國慶慶典活動僑胞 - 完整填寫報名表。
四. 參加福爾摩沙-花東山海戀,美食渡假豪華之旅五日遊的僑胞
：
1. 旅遊日期為10/4-10/8日。
2. 旅遊景點請參閱旅行社報價說明書。
3. 報名時需繳 a) 報名表, b) 支票 – US$500 元(住兩人房), 或
450 元(住三人房), $410(住四人房) 。 (支票抬頭請寫 JERRY
MOK)。
4. 價格為僑委會補助後之數額。
5. 不含每天之導遊、司機小費及個人習慣性消費。

五. 達拉斯返國致敬團返國日期暫定10月1日。
本團参加者請在10月4日上午七點 到台北車站集合報到出發.

10月9日上午九點到十一點到僑委會辦僑胞証, 下午二點到
四點参加小巨蛋「四海同會」

10月10日上午九點到中午十二點, 出席總统府廣塲國慶大典
.
六. 如回台期間(除10月4- 8日) 外需安排在台北自費住宿，請在
報名表上註明, 可代洽訂房.
七. 預定9月12日2:30 p.m. – 3：30 p.m.舉行說明會。9月12日2:
00 – 2:30 p.m. 舉行授旗儀式。
八. 報名截止日為2015 年8月15日
請將報名表及支票交給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 TEL: 972-480-0311
或郵寄到 Jerry Mok/ P.O. Box 260455, Plano, Tx 75026。報名表可
至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網路上下載。
達拉斯返國致敬國領隊：莫錦强 TEL 214-676-1393，台北手機稍
後通知。

北德州臺商會七月十一日夏季保齡球聯誼會圓滿成功

協會成員合影協會成員合影 協會成員合影協會成員合影

【本報系達拉斯訊】炎炎夏日, 酷熱不堪,當
人們對盛夏暑熱深以為苦, 在德州幾乎每天超
過一百度的仲夏, 能消暑解熱的地方寥寥可數,
除了躲進電影院去看電影, 就是到室內游泳池
去游泳泡水消暑解熱。

北德州臺商會廖于萍會長在經上一次理事
會討論後, 決定於七月十一日(星期日) 下午二
點至六點, 邀請所有能來參加的理事、會員及其
親眷好友一起來參加另一種又能消暑且好玩的
盛夏聚會。場所：Main Event (3941 N. Central
Expy. Plano)夏季保齡球聯誼會。

Main Event 保齡球館的內部設備, 除了打
保齡球外另外還有許多適合老少咸宜都能玩的
遊戲, 包括有Bowing、Laser Tag、Billiards、Arcade
、Games Etc. . . 任你挑選的玩。商會一共租了三
條保齡球道, 當天下午2:00pm.陸陸續續來了五
十多人, 德州眾議員陳筱玲女士及夫婿也百忙
抽空參加，世華工商婦女會也有多位姊妹參加,
還有幾位青商會員也加入了我們的陣容，老、中
、青、少大家相見歡！, 打保齡球及刺激的 laser

tag 最為大家喜愛，玩累了，就坐下休息聊天，交
換商機及心得，真是其樂融融！加入打保齡球隊
伍的人個個磨拳擦掌, 想一試自己是否仍寶刀
未老！當球一擲出, 現場十幾雙眼睛緊盯著在道
上滾動的球, 接著一聲嘩然！不是驚叫！(哇!厲
害), 就是唉嘆！(嗨!可惜), 現場呈現出一片溫馨
歡樂的景象。
快樂時光總是過的特別的快, 眨眼間！6:00pm.

就到了！四個小時的同樂,順間就到了尾聲！大家
仍意猶未盡, 再相約分成兩匹人馬,去吃冰果的
和去吃飯的！事後再會合去唱卡拉OK。沒想到
商會第一次舉辦保齡球聚會竟然是出乎意料之
外的圓滿成功。

達福地區的各界朋友們，北德州臺商會竭
誠歡迎您來加入我們商會行列，成為我們大家
庭裡的一份子，有興趣者請

聯絡會長：廖于萍 469-231-5553副會長：王英
仁214-636-4848 楊惠清469-877-0046 盧英蘭
469-688-3218 秘書長：李震臺 972-365-5881

北德州暨歌林郡臺商會為註冊的非營利免稅組
織TX # 75-2672313。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5年7月25日（星期六）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新戲殺青盡見情義新戲殺青盡見情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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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老公多雜物抱怨老公多雜物
KarKaryy不慣新婚生活不慣新婚生活

杜琪峯（杜Sir）一聲Good take大功告成，《三人
行》劇組並捧出20磅大蛋糕慶祝，杜Sir、編劇游

乃海、趙薇、古天樂、謝天華、黃浩然、洪天明、施祖
男、朱健鈞、譚玉瑛、龔慈恩、林雪、詹秉熙和王梓軒
等，還有不少扮演醫護人員和病人的演員等，整裝待
“切”。蛋糕上寫了“勁勁勁三人行殺青”，甚有氣
勢，“試麥高手”盧海鵬贈慶：“《三人行》有多厲
害？亂吊威亞亂咁fing！”令全場爆笑！

杜Sir向古仔示範上彈
不過，其中一名男主角鍾漢良突然失蹤，原來他要清

洗道具血漿才姍姍來遲。鍾漢良跑着歸位，眾人高舉3隻手
指的手勢，寓意《三人行》大功告成，然後由趙薇以心急
狀用手扮刀切蛋糕，杜Sir切完蛋糕立即拿走水果試食，百
厭的洪天明扮玩忌廉整蠱古天樂，古仔中計嚇到成個彈
起。

殺青後，趙薇在朋友圈同微博發文表達依依難捨之情，

又與劇組人員親密合影，並留
言：“原來留下來的都是有情有
義的”紀念過去四個月拍戲的美
好時光。

其實拍杜Sir戲，台前幕後
都打醒十二分精神，加上拍殺
青戲份更加畀足心機，其中男
主角古仔和鍾漢良一幕追逐戲，
嚴陣以待。古仔與杜Sir來回走
了幾次，只為研究走位和拉槍膛上子彈等動作，杜Sir親
自示範，古仔認真聆聽重複練習。

至於鍾漢良綁威亞和戴保護墊，然後在洗手間
從間隔板與地板之間空隙極速跣走，空隙只是剛剛
夠過，所以不容任何偏差，眾人專心試位，杜Sir亦
親自監場。而飾演腦科醫生的趙薇為了效果逼真，
之前秘密跟正版醫生上堂，所以替“病人”做檢查
的手勢亦似模似樣。

香港文匯報訊周秀娜（娜姐）24日到廣州出席一雪
糕活動，更擔任客席司機，親自駕車到廣州多個地方
送雪糕。娜姐的吸引力，加上大派雪糕，令她所到之
處都擠到人山人海，每去一個地點亦動輒要擠幾分鐘
才能下車。娜姐首站派雪糕的地方是一個家庭，她入
屋後看見一個小女孩，便向小女孩笑說：“你抱一抱
我，我就送雪糕給你。”女孩隨即攬抱住娜姐，埸面
溫馨。之後娜姐陸續去不同地方送雪糕，終點站是一
個大型購物商場，大會安排六位外籍大隻佬現場陪同
娜姐派雪糕。首次做司機接單送雪糕的娜姐，全程表
現興奮，她笑謂：“沒想過自己會做一個速遞員送雪
糕，感覺好有趣，今日是第一次將自己送上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湯盈
盈、洪天明、周家蔚、文頌嫻與汪琳等
人23日各自帶同子女入場欣賞由蘇志
威、梁漢文、鄭欣宜、李燦琛等配音的
音樂劇《冰河世紀》，懷孕七個月的湯
盈盈表示醫生指她胎兒過重，叮囑她走
路時要較慢。盈盈表示胎兒已超過30
磅，大嘆近期要減少食量而不快。對於
好姊妹姚樂怡默認有喜，盈盈衝口而出
道：“是呀，能不能說？我、Margaret
（鍾麗淇）和樂怡三個姊妹一齊大肚，
所以超級開心，我都想催文女（文頌
嫻）生多個。”盈盈稱有跟姚樂怡分享
湊小朋友心得，她說：“因為她有很多
事都不知，如問我奶樽要否消毒，但是
我生第一胎時的奶樽消毒機就是她送
的，很好笑。”

為動畫配音的蘇志威（阿細）坦言一
直喜歡做配音工作，但入行以來配音卻
不超過5次。提到錢嘉樂在無遊戲節目
《超強選擇一分鐘》中洩露答案，令到
有14萬人答中，阿細稱初時不知道事
件，他說：“我真的不知道，那部分我
只是做觀眾，但可以了解一下，我只負
責做主持，內容就要問監製，希望大家
看得開心。”

此外，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兒子
李霖恩日前因酒後駕駛罪成，被罰款四
千元、停牌一年及參與駕駛改進課程。
他表示沒有被父親責罵，並勇於認錯向
女兒解釋事件，表示飲酒後開車是犯
法，未來一年也不能開車接載女兒。至
於會否考慮戒酒，李霖恩稱有時要應酬
在所難免，但今後會盡量少喝。

香港文匯報訊 吳雨霏
（Kary）24日聯同鍾舒漫
與鍾舒祺兩姊妹到銅鑼灣出
席化妝品牌活動，剛為人妻
的Kary穿上開胸上衣亮相
顯得非常性感，吸引大批途
人圍觀拍攝。問她可是婚後
胸部大解放？Kary笑言自己
穿長衫長褲，但已做足安全
措施貼了乳貼。那老公事前
可有看過？她直言沒有，
“他很open，不會罵我，
我只是少少性感，藝術性
質。（老公可是容易吃醋的
人？）不是，他都好貪靚，
很喜歡時裝和購物。”不
過，平日會幫老公選購衣服
的Kary則坦言近期不敢再
買，因二人同住初期有點不
習慣，沒想過男生會有這麼

多東西，如網球拍、滑雪
板、高爾夫球杆等大型運動
用品，她笑稱：“真的要爭
衣櫃！（換大屋？）都想，
現在有看，但慢慢來，希望
一人有一個衣帽間。”

鍾舒漫則與鍾舒祺以姊
妹檔出秀，不過二人不知酬
金可有提升，只是二人推出
合唱歌後不時一起宣傳，故
多了客邀請她們一同出席活
動，“我們又經常放無聊相
上網，吸引注意力，一起出
活動很好玩，由家中笑到現
在。”問到二人誰比較貪
靚？鍾舒漫即指妹妹極度貪
靚，每天也敷面膜和做機，
“連在家也是作戰狀態，不
過她會push到我更努力美
容和做運動。”

香港文匯報訊 由趙薇、古天樂和鍾漢良主演的杜琪峯新作《三人

行》近日殺青，由綵排到拍攝花了大半年時間，眾演員既開心又難捨。

趙薇更留言：“原來留下來的都是有情有義的”，來紀念過去四個月拍

戲的美好時光。

湯盈盈向姚樂怡分享帶小孩心得

娜姐娜姐廣州送上門派雪糕廣州送上門派雪糕

■■《《三人行三人行》》殺青殺青，，眾眾
演員整裝待演員整裝待““切切”。”。

■■趙薇和古天樂趙薇和古天樂、、鍾漢良鍾漢良、、杜琪峯杜琪峯、、
游乃海等合作愉快游乃海等合作愉快。。

■文頌嫻、洪天明、周家蔚、湯盈盈與吳家樂等人各自帶同子女入場欣賞音樂劇
《冰河世紀》。

■■娜姐所到之處都娜姐所到之處都
迫到人山人海迫到人山人海。。

■■作性感打扮的作性感打扮的
吳雨霏吳雨霏，，稱老公稱老公
不會有微言不會有微言。。

■■趙薇演腦科醫生
趙薇演腦科醫生。。

■■杜琪峯在旁指導古仔
杜琪峯在旁指導古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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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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臉上毛孔大怎麼辦，如何收斂毛孔，保持肌膚水潤健康呢？正確使用收斂
保濕型爽膚水，是解決肌膚問題的關鍵哦！正確使用爽膚水，讓我們在即將
到來的夏季清清爽爽。一起來看看吧！

爽膚水能殺菌並調理肌膚的酸鹼值，調理自來水 （硬水）對肌膚累積性的
傷害, 並再次清除殘餘的油垢、彩妝和自來水中的金屬與氯化物。所以，化
妝水不祇是一瓶水，它能給肌膚重新做一個健康柔和的調理，幫助後續保養
成分的有效吸收。

可以使用含酒精成分的爽膚水？
專家指點： 酒精一方面可去除肌膚分泌的油脂。
另一方面也具有防腐功能，另外它還有殺菌的效果，不過要完全達到這個

目的，酒精的濃度需要高達60%~70%，這種比例對皮膚的刺激和傷害是非常
大的。現在不含酒精的化妝水越來越多，因為它們的很多成分都具備酒精的
優點卻不具刺激性，特別是一些植物配方，大家可以試試看。

爽膚水的使用無季節差別
專家指點： 其實不祇是在換季時，任何時候當皮膚的狀況發生改變時，都

應交替使用相應功效的爽膚
水。

冬天或環境乾燥時可使用保
濕爽膚水；夏天或出油較旺盛
時可使用植物性收斂爽膚水；
秋季和春季可使用美白或低過
敏性化妝水。針對痘痘或角質
粗糙處，可局部使用相應的爽
膚水，但不宜長期使用。

控油效果的化妝水是春夏季
必備品？

專家指點： 控油爽膚水不適
合長期使用，它會改變肌膚天
然的水油平衡狀態。

建議用於 T 形區出油處，或
白天使用控油爽膚水，晚上使
用保濕爽膚水，讓皮膚得到
「喘息」的機會。

你也許不相信，後背是展現女性魅力的最前沿，據美國的
一項調查顯示，73%的成熟男性對背部線條迷人的女性特別
感興趣，而其他部位的比率要遠遠低於後背。然而，對於後
背的重視和練習卻遠不及其他部位，在德國，有 80%的人患
有各種不同程度的背部疾病。另外，在白領女性中，由於長
期使用電腦而造成的背部線條僵硬現象更是普遍。美背，刻
不容緩。

1。 原地踏步練習：
上身挺直，目光平視前方。單腳腳尖著地，然後腳掌，最後

腳後著地，以滾動的方式進行原地踏步。踏步的同時膝蓋略微
彎曲、放鬆地揮動手臂。踏步20步以後，慢慢向上伸展手臂，
將手臂舉過頭頂之後放下，同時注意調節呼吸。熱身時間：2
分鐘。

2。 提膝練習：
原地站好， 慢慢提起右膝至髖部高度，同時手臂彎曲，將雙

臂舉到與肩同高的位置，手肘朝外，然後右肘向後伸。然後回
到開始姿勢，換提左膝重複動作。注意練習這個動作的時候，
要注意保持節奏平穩，不能猛拉猛伸。練習時間：2分鐘。

3。 足尖踏觸練習
上身挺直，雙腳分開與肩同寬，足尖輪流向前輕叩踏地。左

腳踏地的同時將右臂往後旋轉，慢慢將身體重心轉移到右腿
上。右腳踏地的同時旋轉左臂，再將身體重心轉移到左腿上。
注意要盡可能擴大手臂的旋轉弧度。練習時間：2分鐘。

4。 蹬步練習
上身挺直，右腿繃直，左腳向前蹬一大步，左腿成弓步姿

勢。同時小臂向上彎曲，大臂抬起與肩同高，在胸前合併。然
後左腿伸直，右腳向前蹬步，同時手臂分開，向後伸展。注意
像夠伸展手臂的時候要盡量挺胸、收肩。練習時間：2分鐘。

導讀：專家發現，每天戴胸罩12小時以上的婦女比短時間或者根
本不戴胸罩的婦女患乳腺癌的可能性高出21倍。那些晚上也不摘下
胸罩的婦女，可能性則要高出100多倍。因為胸罩卡緊胸部會影響乳
房部分淋巴液的正常流通，久而久之會使乳腺的正常細胞發生癌
變。

這一研究得到了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新聞發言人的認可，並隨網
絡流傳到國內各大網站，讓女性尤其是職業女性心驚膽戰：每天在
公共場合超過12小時以上是常事，胸罩究竟是戴好還是不戴好？

不戴胸罩好：
中年女性認為，她們已經過了關注乳房美觀的年紀了，保住健康

最重要。所以可行的做法是，在秋冬穿厚重衣服時不戴胸罩，春夏
季節也盡量選擇那些寬鬆透氣、束縛力不強的薄胸罩，回家馬上摘
掉。

戴胸罩好：
年輕女性認為，乳房形狀對女性來說十分重要，為了保持美好胸

形，胸罩必不可少。況且，這不過是使患癌風險高一點而已，拿這
一點點風險和美好胸部相比，肯定是後者重要。

「罪」不在胸罩，在於使用不當
「美國癌症研究中心」關於佩戴胸罩時間過長與乳腺癌關係的調

查結果是，長時間佩戴勒緊胸部的胸罩確實不利乳房保健，其原因
來自兩方面，一是沒有佩戴合適的胸罩，二是佩戴時間過長。

有調查指出，世界上80%的女性戴著不合適的胸罩。那些因長時間
戴胸罩而患上乳腺病的女性，十有八九是因為選擇的胸罩不合適。
因此，專家建議：首先，女性要選擇合適的胸罩；其次，如果因工
作需要或在公共場合佩戴胸罩時間長的，尤其在12小時以上者，應
選擇面料透氣、束縛力不強的胸罩；此外，每天下班回家後，或假

日裡不去公共場所時，可盡量解開胸罩，讓乳房 「有張有弛」。
但是，值得提醒的是，盲目裸胸也不可取。因懼怕乳腺疾病而拋

棄胸罩難免有些 「因噎廢食」。胸罩的作用除了保護乳房免受外力
擦傷和直接碰撞之外，還能支撐乳房不下垂，保持良好形態，同時
也有利於乳房血液循環。

乳房是嬌嫩、敏感的體表柔軟器官，平時容易受到撞擊、擠壓，
甚至在跑跳時可能牽拉到乳腺組織。佩戴胸罩可以保持乳房的穩定
性和形態，當然，在突出女性的形體美方面也能做出一定的貢獻。

因此，盲目 「裸胸」就等於放棄了胸罩塑形和保護乳房的作用。
楊海燕說，佩戴胸罩是必要的，關鍵是選擇合適的胸罩，並且佩戴
時間合理。

如何選胸罩
女性要穿對胸罩，選擇時在面料、尺寸以及設計等幾方面應有如

下講究：
面料：應挑選以純棉或絲等天然原料為製作面料的胸罩，化纖合

成材料的胸罩雖然外形 「挺」或 「酷」，但長期使用會影響乳房健
康。

尺寸：胸罩的尺寸必須跟佩戴者的胸圍相符，太大起不到承托乳
房的作用，太小則會令乳房受擠壓，還會影響其發育。要選對尺
寸，關鍵是弄清下胸圍的尺寸以及上下胸圍之差，這是確定胸罩尺
碼和罩杯型號的依據。罩杯代碼為上下胸圍之差，差10cm左右為A
杯，差12.5cm左右為B杯，差15cm左右為C杯。

設計：雖然目前市面上不少胸罩都有鋼托，號稱使外形更 「挺
拔」，但不見得適合每一個人。

女性胸罩究竟是戴好還是不戴好女性胸罩究竟是戴好還是不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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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聲如水童聲如水，，心境如歌心境如歌
記記《《黃河大合唱音樂會黃河大合唱音樂會》》少年兒童合唱團少年兒童合唱團

開春以後，每到周日的傍晚，就會有幾
十名孩子熙熙攘攘地聚到一個地方來。這些
孩子，最大的十二歲，最小的才六歲。週末，
正是他們放鬆玩耍或在家休息的時刻。可是
，人們看到，孩子們在老師的帶領下，很快就
安靜下來了。過了一會兒，屋子裡就飄出了
優美純正的歌聲，時而跳躍，時而鏗鏘，稚童
的分部和聲，唱得有生有色。

這是大芝加哥地區《黃河大合唱》音樂
會少年兒童合唱團在進行每週的排練。

由東方藝術團和亞洲文化中心共同主
辦的《黃河大合唱》大型音樂會將於八月二
十二日在芝加哥交響音樂廳舉行。這次演出
不僅有著名指揮家、歌唱家參演，由芝加哥
地區少年兒童合唱團德的童聲合唱，也是其
中一個重要亮點。

《黃河大合唱》音樂會少年兒童合唱團

的招生廣告發佈以後，出現了十分踴躍的報
名現象。招生簡章上要求的年齡範圍是
8-12 歲，但有幾個不足八歲的孩童也在父
母的陪同下前來報名。這些父母表示：自己
的孩子特別想來參加，並且能夠遵守紀律，
堅持練習。有的家長甚至說，“先跟著練習吧
，做候補隊員，到最後老師說不行，孩子不上
臺也可以。”結果，這幾個年齡稍小的孩子，
都高高興興地一路唱下來，進步很快，深得
老師同學們的喜愛。

少年兒童合唱團目前已經擁有80多位
成員。他們每個週末連排，還常有些分組活
動。合唱團將在8月21日《黃河大合唱》音樂
會上演唱兩首著名的兒童合唱曲：《賣報歌》
和《只怕不抵抗》。參演的孩子們，有的雙親
都是華裔，有的父母親一方是華裔，有的則
來自非華裔的領養家庭。他們雖然家庭背景

不同，但都在美國長大，每天講的是英文，面
對的是西方社會。因此，這兩首歌的詞義、歷
史背景、以及歌曲內涵所關聯的文化，對孩
子們來說都是十分陌生的。“什麼是日本鬼
子？”“七個銅板是多少錢？”……更不提“饑
餓寒冷”、“痛苦的生活”之類詞彙的意義了。

真不容易啊！老師們這麼說。的確，從五
月底開始一直到演出的 8 月中的每個周日
晚上，家長們把孩子送到由瑞華中文學校免
費提供的排練地點。孩子們為了要唱好這
兩首歌要每週排練兩個小時，不容易！幾個
月來，孩子們都堅持每週上課，認讀歌詞中
的漢字，要學會拼音和準確發音，還要理解
歌詞的意義，還要懂一些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的歷史，不容易！但是，孩子們都很認真，不
清楚有問題的地方主動向老師請教。在老師
的辛勤指導下，他們現在已經把兩首童歌唱

得有生有色了！
應該說，少年兒童合唱團在短短兩個多

月裡取得的成績，不僅是孩子們認真努力的
結果，也是老師們付出心血的結果。幾個指
導老師耐心教授音樂和合聲，認真指導中文
認讀和發音、講解中華歷史背景，並擔負了
繁瑣的組織工作。東方藝術團藝術指導衛鴻
老師經驗豐富，在短短時間裡將孩子們的歌
聲融和在一起了。東方藝術團團委陳露秋應
組委會邀請，擔任了兒童合唱團的組織工作
，陳露秋與負責協調的謝欣華老師老師每次
排練都幫忙組織，輔助教學和排練，盡心盡
力。瑞華中文學校的韓晶老師也時常來幫助
小朋友一起練習。

合唱團的成績，也是家長們鼓勵支持的
結果。很多家長非常鼓勵孩子們來，每次堅
持接送。孩子們來自芝加哥不同地區，最遠

的要單程開車一個多小
時。但不管路程多遠，事
情多忙，天氣多惡劣，家
長們都按時把孩子送來。
有些家庭幾個孩子一起
參加，姐姐領著弟弟學習
；有些孩子中文不是很好
，家長幫助注音；有父母
領著孩子來參加排練，也
有奶奶帶著孫女前來。不
少家長在枯燥的陪練兩
小 時 中，坐
得 住，聽 從
指 揮。家 長
們不僅督促
自己的孩子

認真練習，還對排練提出一些中肯建議。可
以想像，在人們看不到的地方，這些家長一
定也為了自己的孩子能夠勝任演出而默默
地做著努力。

《黃河大合唱》音樂會少年兒童合唱團，
也是培養孩子熱愛音樂的地方。很多孩子的
音樂基礎都很好，幾乎所以孩子都在學習樂
器。孩子們心裡早已埋下熱愛音樂的種子，
每次排練，都是這些種子逐漸生根發芽的機
會。

這次音樂會得到了多方的大力支持，
少年兒童合唱團排練同樣也得到了兄弟團
體的協助。希林藝術中心提供場地挑選團員
，瑞華中文學校提供場地供每週日排練。大
家只有一個心願：共同完成兒童合唱準備工
作，在音樂會上有優秀的表演。
儘管合唱團的成立時間很短，但在各方的努
力下，少年兒童合唱團將要演唱的兩首曲目
，已具雛形。

現在所有人都在期待：等待著孩子們高
高地揚起頭，自信地站在臺上，唱出難忘的
歌聲的那一刻！

兒童合唱員爺爺兒童合唱員爺爺，，奶奶們奶奶們
陪伴孩子們排練陪伴孩子們排練陪伴孩子們排練的美媽們陪伴孩子們排練的美媽們

陳露秋老師陳露秋老師，，衛鴻老師及謝欣華老師衛鴻老師及謝欣華老師

韓晶老師韓晶老師，，衛鴻老師衛鴻老師，，謝欣華老師謝欣華老師

衛鴻老師在指導衛鴻老師在指導

在認真排練的兒童合唱團小朋友們在認真排練的兒童合唱團小朋友們

張一程
畫 說保險

━━ 泡沫是怎樣被吹大的泡沫是怎樣被吹大的 ━━

內容和創意內容和創意 :: 張一程張一程 畫圖畫圖 :: 任曉時任曉時（（ 本圖文內容和觀點與任何保險公司和出版機構無關本圖文內容和觀點與任何保險公司和出版機構無關，，文責作者自負文責作者自負。。張一程張一程 312312--808808--10201020））

有些保險公司可以設計和推出既便宜又增值快的神奇人壽保險有些保險公司可以設計和推出既便宜又增值快的神奇人壽保險

或退休年金或退休年金，，有代理人積極推銷這些產品有代理人積極推銷這些產品、、計劃計劃，，或在推銷正常產品時或在推銷正常產品時

作誇大的描述作誇大的描述，，做不實的承諾或暗示做不實的承諾或暗示、、引導引導。。問題是這些有多少真實性問題是這些有多少真實性？？

有多大的可靠性有多大的可靠性？？有多大的機會如推銷者所吹噓那般成為現實有多大的機會如推銷者所吹噓那般成為現實？？更重要更重要

的是的是，，當這些吹大的泡沫破裂後當這些吹大的泡沫破裂後，，客戶將如何去承受所帶來的惡果客戶將如何去承受所帶來的惡果？？你你

願意糊裡糊塗地或貪婪地向這些公司和代理人打交道嗎願意糊裡糊塗地或貪婪地向這些公司和代理人打交道嗎？！？！為甚麼泡沫為甚麼泡沫

會被吹大會被吹大？？━━ 因為有人喜歡看因為有人喜歡看!!

張一程  畫  說保險 

━ 泡沫是怎樣被吹大的 ━ 
 

有些保險公司可以設計和推出既便宜又增值快的神奇人壽保

險或退休年金，有代理人積極推銷這些產品、計劃，或在推銷正

常產品時作誇大的描述，做不實的承諾或暗示、引導。問題是這

些有多少真實性？有多大的可靠性？有多大的機會如推銷者所吹

噓那般成為現實？更重要的是，當這些吹大的泡沫破裂後，客戶

將如何去承受所帶來的惡果？你願意糊裡糊塗地或貪婪地向這些

公司和代理人打交道嗎？！為甚麼泡沫會被吹大？━ 因為有人

喜歡看! 

   
 

內容和創意 :  張一程     畫圖 : 任曉時 

（  本圖文內容和觀點與任何保險公司和出版機構無關﹐ 

文責作者自負。張一程   312-808-1020  ） 

明智的人士會思考一些問題明智的人士會思考一些問題：：他們能印鈔票他們能印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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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知音
陳湘張緻總心鍾陳湘張緻總心鍾 芝北比鄰東好風芝北比鄰東好風
綠草紅花心愛護綠草紅花心愛護 契投語讚德行從契投語讚德行從
溫情江浙江甌塔溫情江浙江甌塔 華彩蘇州蘇紫虹華彩蘇州蘇紫虹
且把西城今日暖且把西城今日暖 來充故里夢鄉同來充故里夢鄉同

時感時感
信是辛勤財富源信是辛勤財富源 好生汗雨未曾乾好生汗雨未曾乾
無才若不苦工幹無才若不苦工幹 有用哪來銀子香有用哪來銀子香
浪子飄萍涼凍唱浪子飄萍涼凍唱 中華兒女暖溫腔中華兒女暖溫腔
為求一飽天涯曲為求一飽天涯曲 試把它鄉比自鄉試把它鄉比自鄉

風城寄上海風城寄上海
上海明珠塔上海明珠塔 芝城風雪亭芝城風雪亭
中華名石語中華名石語 美譽利湘乘美譽利湘乘
塔播虹橋彩塔播虹橋彩 風挑瑞雪晶風挑瑞雪晶
心心來印證心心來印證 春曉寄知音春曉寄知音

瀟湘賀瀟湘賀
秀柱英文爭世界秀柱英文爭世界 台灣仕女半邊天台灣仕女半邊天
女媧往昔情天補女媧往昔情天補 閨秀如今家國連閨秀如今家國連
豪傑縱橫難拾是豪傑縱橫難拾是 誠真直下始成仙誠真直下始成仙
讚詩慶句瀛台祝讚詩慶句瀛台祝 華夏精明雅緻甜華夏精明雅緻甜

溫情唱溫情唱
溫情總帶香溫情總帶香 天府好文章天府好文章
甌海名流暖甌海名流暖 江心雙塔揚江心雙塔揚
青山稱古籍青山稱古籍 碧水奏圓昌碧水奏圓昌
皆是馨芳算皆是馨芳算 喜歡日月長喜歡日月長

悟佛悟佛
佛道循循翻勁山佛道循循翻勁山 熱流汗雨得心長熱流汗雨得心長
迷痴盡去留精緻迷痴盡去留精緻 智慧同門織錦章智慧同門織錦章
人世多情皆澀苦人世多情皆澀苦 蓬萊無限共清香蓬萊無限共清香
欲求正覺何方拜欲求正覺何方拜 目下原來好道場目下原來好道場

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芝加哥時報新聞詳實 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發行量大 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廣告效力宏大



CC88 CC99體育新聞體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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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球&乒乓球1 on 1或 5~1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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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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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理文理
才才藝藝瀚瀚崴崴 學學校校 連續榮獲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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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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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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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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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周六中文學校特設2歲~4歲幼兒班和5歲~12年級實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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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敏生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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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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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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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歌唱﹑游泳﹒
www.famewellsch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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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數學﹑閱讀寫作先修班

你想認識和學習密宗金剛乘的，
法教嗎？

歡迎您來本中心，由長駐喇嘛帕
滇多傑喇嘛引領您一窺堂奧！

另外不定期修習阿彌陀佛、藥師佛等
本尊法教，舉辦八関齋戒等活動。

每週日早上9：30 am- 12：00pm
修習 1. 大手印前行--四加行

2. 四臂觀音
3. 綠度母

本中心共修時間和課目：

八邦智慧林佛學中心

中心地址：八邦智慧林佛學中心
12300 Hodges St. Apt. 124 Houston, Texas 77085

聯絡人： Anna

(713) 825-2999
Lama Palden Dorjee

(832) 530-5162

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天天學中文！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

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校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中英雙語幼兒園 （1歲半～5歲）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騰龍課後班 After School
全新校車接送﹑分班制﹑教學中﹑英﹑數﹑GT等豐
富多彩﹐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教師水平高： 數學張老師：是HISD從中國聘用的，直接來休士頓教高中數學的高級教師， 這在中,
美兩國的高中領域，都是絕無僅有的。張老師具有中美兩國二十多年的教學經驗，使用中、美兩國
的教學方法教學。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提高學生的數學成績。

數學杜老師：是美國畢業的數學碩士，具有中，美高中；大學二十多年的數學教學經驗。尤其擅長
輔導Pre- Calculus and Calculus. 受到家長，學生的一致好評！

英語教師具有二十多年大學，高中的教學經驗，常年在RICE大學主講SAT, 以及現職的中小學教師
。這樣雄厚的教師隊伍，是學生們學到更多的知識，提高成績的根本保證。

家長朋友們：如果你對孩子現在的成績不滿意，或者是想讓孩子多學一些知識，那就趕快把孩子送
到育才學校來吧！我們會根據你孩子的情況，制定教學計劃的。育才學校提供的是高水準的(GT) 教
學，適合2—12 年級的學生。我們同時也提供一對一的教學服務。育才學校歡迎你們的到來！

育才學校育才學校 Double Star Academy

Saturday and Summer School Cell：713-259-1565
地址：9730 Town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數學： 2—6 Grade Math GT Class
3—4 年級Word Problems Solving ;Number Sense; Math Count 奧數
5—6 年級Word Problems Solving ;Number Sense; Math Count 奧數
7—9年級 Word Problems Solving ; Math Count
SAT；Pre-Algebra; Algebra 1; Algebra 2; Geometry; Pre-Calculus; Calculus。

英語： 2—6 grade Reading; writing; Vocabulary ; grammar；7—12 grade Reading ; Writing ; SAT

暑期班現在開始報名了！6/8-8/7日開課

TEST PREP CENTER
solutions-edu.com

HOUSTON總校：

(832)758-5872
14740 Barryknall Ste100

Houston, TX 77079

·可選擇當前SAT或新SAT
·日期：6月8日至8月15日
·時間：週一,週三,週五 9am-5pm 或 週二,週四,週六 9am-5pm

* 10週-夏季SAT/ACT密集班
大學升學預備課程（座位有限）

* 高中課程

* 初中課程

School Math: Algebra 1,2, Geomety, Precalculus, Calculus BC
School Science: Chemistry, Physics, Biology

Critical Thinking: recommend books reading, PSAT, critical reading,
grammar, vocab, essay writing

Math Club: Junior High GT, Algebra 1
* 小學課程 (4年級&5年級)

Book Club: recommend books reading, critical reading, grammar, vocab,
essay writing

SUGARLAND分校：

(832)499-3772
4709 Lexington Blvd.

Missouri City, TX 77459

我在申請大學及大學入學作文上從
Solutions education學校得到大量的
幫助, 最終幫助我進入我的理想大學.

Solutions學校對我的高中生涯影響
巨大, 無論在SAT，大學作文和我的個
人簡歷 , 教師們都一步一步地引導我
, 使整個過程變得比原來簡單很多.
沒有他們的幫忙, 我不會走得這麼順
利, 這麼遠.

因為Solutions學校的幫助, 我的SAT
考到2400分滿分.

Solutions學校對我的SAT及大學入學
作文幫助非常多, 如果沒有他們在整
個申請過程上的協肋, 我不可能進入
我的理想大學.

Solutions學校的老師及工作人員們
都非常關心學生們的教育及未來, 我
們遇到問題時, 都非常有耐心的幫忙
我們.

·日期：2015年5月25日 ·時間：早上8：45至下午1：00
Memorial Day“免費SAT測試+1對1諮詢”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請上網查閱課程內容及師資

SAT / ACT / PSAT / Duke TIP
英文數學老師分開授課

上課地點: KIPP, 8440 Westpark Dr. Houston,77063 辦公室: 6203 Corporate Dr. Houston,77036

課程獨家設計課程獨家設計
特邀優質教師特邀優質教師

電話垂詢電話垂詢﹕﹕713713--777777--16881688

名符其實高品質教育，集休城一流教師於一校，
一流教學環境，培養一流學生進一流大學。來智勝

招生對象：2-12年級

2015秋季班招生

英文：2 - 6年級閱讀, 詞彙, 文法, 寫作

7 - 12年級閱讀, 詞彙, 文法, 寫作, 英文文學

(AP English Literature), Advanced Reading &

Vocabulary, Advanced Writing & Grammar

數學：2-6年級數學, 數學應用問題, 奧林匹克數學, Algebra II, Contest Math,

初, 高中年級：Pre-Algebra, Algebra I, Geometry, Pr-Calculus,

Calculus, Statistic

科學：GT Challenge, Biology, Chemistry, Physics, Pre-AP & AP Classes

其他：大學申請輔導, 演講及談判技巧, 領導才能, 科學研究設計,

世界歷史＆美國歷史, 電腦&Java程序設計，全新中文, Spanish,

國際象棋及各種才藝

8/2/2015
OPEN HOUSE
1:00PM - 2:30PM

8/29 - 12/13 (報名截止日8/27)

（週五晚 週六、周日全天上課）

 

中文课程从学前班至 AP中文，以简体字和汉语拼音教授

中文。才艺课程设有演讲，辩论，新 SAT英文，新 SAT数

学，GT预备，心算速算，新加坡数学，Mathcounts，素描

绘画大班, 卡通漫画中班, 折纸手工和趣味绘画小班，国

际象棋，拼音速成，汉语口语，国学小课堂（免费），篮

球班（现役 NBA球员任教）, 声乐课（著名女中音歌唱家

任教），以及摄影成人班（著名摄影家任教）等。 
 

              

                                              

 
 

            

 

 
 

        
         

        
  

 

    

 

 

地址：2317 Settlers Way, Sugar Land, TX 77478（翰威文理学院） 

学校网址：http://www.hschineseschool.org 

* 学校介绍: 师资力量强大，教学质量上乘，糖城最具规模，影响最大的非营利中文学校。 

* 教学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以兴趣为先导，以精讲为原则，以应用为目标。 

* 办学特色: 以质量求发展，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语言基础，采取灵活多样教学方式；博取众多 

            教材之优点，取长补短，建立了一套华盛独特的教学方法。 

。                            
 

8月 16日 2:00pm-4:00pm 
翰威文理学院报名 

 

 

马英: 281-277-8030 

董琴: 281-936-8068 
联系信箱： 
info@hschineseschool.org 

上课时间：周日   
10:30am-5:00pm 

 
 

正在招聘富有经验，充满爱心和责任心的中文和才艺老师 

 

 上中文学校, 就要上最好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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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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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5年7月25日（星期六）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四四年前的上海游泳年前的上海游泳
世錦賽世錦賽，，中國游中國游

泳收穫泳收穫55金金22銀銀77銅銅；；
倫敦奧運會中國隊戰績倫敦奧運會中國隊戰績
是是55金金22銀銀33銅銅；；20132013

年巴塞羅那世錦賽年巴塞羅那世錦賽，，中國隊笑納中國隊笑納55金金22銀銀22銅銅。。中中
國游泳近年來世界大賽發揮穩定國游泳近年來世界大賽發揮穩定，，奪金的最大亮奪金的最大亮
點就是孫楊和葉詩文點就是孫楊和葉詩文。。

教練指達標率五成
孫楊在巴塞羅那世錦賽上創造了一系列紀孫楊在巴塞羅那世錦賽上創造了一系列紀

錄錄，，包括世錦賽金牌包括世錦賽金牌、、獎牌最多的中國選手獎牌最多的中國選手，，第第
一個衛冕世錦賽冠軍的中國男選手一個衛冕世錦賽冠軍的中國男選手，，第一個獲得第一個獲得
世錦賽最佳男運動員的亞洲選手世錦賽最佳男運動員的亞洲選手，，奪得單項金牌奪得單項金牌
最多的男運動員最多的男運動員。。

兩年後即今年的喀山兩年後即今年的喀山，，孫楊挑戰孫楊挑戰200200、、400400、、

800800、、15001500米自由泳四個單項米自由泳四個單項，，還將在男子還將在男子44××
200200米自由泳接力中上場米自由泳接力中上場。。此前歷史上還沒有人能此前歷史上還沒有人能
夠在一屆大賽中同時收穫上述四個單項的金牌夠在一屆大賽中同時收穫上述四個單項的金牌。。
他是否要爭當四金王他是否要爭當四金王？？孫楊對此笑而不答孫楊對此笑而不答，，只是只是
說說““目標在我心裡目標在我心裡”。”。教練張亞東透露教練張亞東透露，，孫楊已孫楊已
經恢復到巔峰時期的經恢復到巔峰時期的9090％－％－9595％％，，這是根據他的這是根據他的
訓練完成情況來推斷的訓練完成情況來推斷的。。此前在澳洲的訓練非常此前在澳洲的訓練非常
艱苦艱苦，，孫楊被練得接近崩潰孫楊被練得接近崩潰，，但還是咬牙堅持下但還是咬牙堅持下
來了來了。“。“他的四個單項奪金可能性是他的四個單項奪金可能性是5050％％。”。”張張
亞東分析說亞東分析說，“，“200200米對手太多米對手太多，，這種短距離項目這種短距離項目
的變數太大的變數太大。。400400米對手情況相對穩定米對手情況相對穩定。。800800米和米和
15001500米我真不敢說米我真不敢說，，孫楊的狀態肯定比去年亞運孫楊的狀態肯定比去年亞運
會時要好會時要好，，但年輕選手的進步太大但年輕選手的進步太大，，不可預不可預
測測。”。”

寧澤濤迎歐美強敵
顏值高顏值高、、

人氣旺的寧澤人氣旺的寧澤
濤首次參加世濤首次參加世
錦賽錦賽，，他給自他給自
己制定的目標己制定的目標
是衝進前八是衝進前八。。
這個目標看似這個目標看似
簡單簡單，，實則異實則異
常艱難常艱難，，因為因為
他的項目是短他的項目是短
距離自由泳距離自由泳，，
想要在歐美選想要在歐美選
手的天下異軍手的天下異軍

突起突起，，需要超強的實力和連續高強度作戰的體需要超強的實力和連續高強度作戰的體
能能。。寧澤濤在去年仁川亞運會上勇奪四金寧澤濤在去年仁川亞運會上勇奪四金，，包括包括
5050米和米和100100米自由泳兩個單項以及兩個接力米自由泳兩個單項以及兩個接力。。喀喀
山他將繼續參加這四個項目的角逐山他將繼續參加這四個項目的角逐，，還有可能在還有可能在
世錦賽首次出現的男女自由泳接力和混合泳接力世錦賽首次出現的男女自由泳接力和混合泳接力
中出場中出場。。

寧澤濤很低調寧澤濤很低調：“：“作為中國人作為中國人、、作為亞洲作為亞洲
人人，，我希望能夠在決賽的舞台上跟世界高手一決我希望能夠在決賽的舞台上跟世界高手一決
高下高下。。對於我這種短距離項目來說要場場去拚對於我這種短距離項目來說要場場去拚，，
就是一種鍛煉和挑戰就是一種鍛煉和挑戰，，先爭取進入前八名先爭取進入前八名。”。”

兩位奧運冠軍兩位奧運冠軍、“、“蝶后蝶后””焦劉洋和劉子歌的焦劉洋和劉子歌的
缺席缺席，，讓中國女隊看起來有些星光黯淡讓中國女隊看起來有些星光黯淡，，但葉詩但葉詩
文文、、陸瀅陸瀅、、傅園慧傅園慧、、陳欣怡都有陳欣怡都有““拿手戲拿手戲”。”。

葉詩文腳傷蒙陰影
奧運冠軍葉詩文的奧運冠軍葉詩文的200200米和米和400400米混合泳依然米混合泳依然

是重點項目是重點項目，，但是腳踝有傷給她的比賽前景蒙上但是腳踝有傷給她的比賽前景蒙上
陰影陰影。。她的她的200200米混合泳目前世界排名第十米混合泳目前世界排名第十，，400400
米排第七米排第七。“。“一年前不小心扭了一下一年前不小心扭了一下，，當時不知當時不知
道裡面有個碎骨頭道裡面有個碎骨頭，，今年發現出了問題今年發現出了問題，，現在不現在不
能跑跳能跑跳，，挺影響訓練的挺影響訓練的。。前段時間已經去醫院仔前段時間已經去醫院仔
細檢查過細檢查過，，醫生說可能世錦賽比完之後會進行手醫生說可能世錦賽比完之後會進行手
術術，，現在還在商量看到底是否需要做現在還在商量看到底是否需要做。。我也想過我也想過
乾脆不去喀山了乾脆不去喀山了，，但是還是希望能夠頂下來但是還是希望能夠頂下來，”，”
葉詩文說葉詩文說。。

2626歲的陸瀅是目前中國游泳年齡最大的女選歲的陸瀅是目前中國游泳年齡最大的女選
手手，，但她大器晚成但她大器晚成，，在不久前結束的光州世界大在不久前結束的光州世界大
學生運動會上還勇奪學生運動會上還勇奪5050米蝶泳金牌米蝶泳金牌，，現世界排名現世界排名
第四第四。。喀山她將參加喀山她將參加5050米和米和100100米蝶泳米蝶泳。。陳欣怡陳欣怡
將與陸瀅攜手出戰將與陸瀅攜手出戰100100米蝶泳米蝶泳，，她倆的世界排她倆的世界排
名分別是第十和第十一位名分別是第十和第十一位。。接力項目最能代表接力項目最能代表
國家游泳的整體實力國家游泳的整體實力，，奧運會設有男奧運會設有男、、女各三女各三

個接力個接力，，中國隊在男子中國隊在男子44××100100米混合米混合
泳接力中從未獲得過奧運前八名決泳接力中從未獲得過奧運前八名決
賽參賽資格賽參賽資格。。因此本次喀山世因此本次喀山世
錦賽錦賽，，中國游泳隊的一個重要中國游泳隊的一個重要
任務就是力爭任務就是力爭““補缺補缺”，”，獲得獲得
全部接力項目的奧運門票全部接力項目的奧運門票。。

■■新華社新華社

喀山世界游泳錦標賽當地時間24日

拉開帷幕，中國跳水“夢之隊”率先披

甲，力爭包攬全部金牌。而泳池大戰則

定8月2日至9日進行。對於中國游泳隊

來說，依然希望能夠緊隨霸主美國隊的

腳步，保住第二把交椅，並

期待明星、新人和接

力全面開花。

中國女排兩周三挫日本

針對恒大球員郜林在遼寧隊主場
被怒罵並扔鞋事件，中國足協終在
24日晚公佈了處罰決定——對郜林
停賽五場，對遼寧賽區通報批評。恒
大俱樂部在處罰通告公佈後，當即表
態將進行申訴。

24日晚，中國足協於官網公佈
《關於對廣州恒大淘寶運動員郜林違
規違紀的處罰決定》（簡稱“決
定”），“決定”稱，郜林“在進球
後對觀眾席作出扇耳光動作”，比賽
結束後“將手中的鞋向球迷擲出造成
不良社會影響”，被處以中超聯賽停
賽五場並罰款25000元人民幣。

未幾，另一份《關於對中超遼寧
盤錦賽區通報批評的決定》也掛上官
網。稱賽後球迷辱罵郜林，造成了不
良社會影響，對“遼寧盤錦賽區提出
通報批評”。

廣州恒大淘寶俱樂部在處罰決定
公佈後，當即表態將進行申訴。俱樂
部相關負責人士表示：“俱樂部方面
將向足協針對郜林的處罰提出複議，
以及申請對遼寧方面進行處罰。”

23日晚，針對當時還是傳言中
的“五場禁賽，不罰遼寧”的處罰，
郜林說道：“只能說這次是足球流氓
贏了”。 ■新華社

郜林停賽五場 恒大不服將申訴

世界女排大獎賽總決賽美國時間24日結束次日賽事。因備戰世界盃
而令大部分主力缺陣的中國隊，出人意料地以3：0輕取日本，取得總決
賽首勝。這也是中國女排在短短半個月內第三次擊敗日本。

為了備戰8月22至9月6日在日本舉行世界盃，中國女排在結束大
獎賽香港站後，由主帥郎平率領包括朱婷、惠若琪、曾春蕾及袁心玥等
七大主力返回北京。大獎賽總決賽的重任便落在中國二隊的年輕隊員身
上。首仗，中國二隊以1：3不敵巴西；但24日面對全主力陣容的日本
隊，憑強大的網上優勢徹底壓垮對手，直落三局，以25：20、25：19、
25：12獲勝。

全場比賽，中國隊進攻得分44：36遙遙領先，攔網得分11：1絕對
優勢，發球得分6：2。此役，中國隊劉晏含轟下19分，鄭益昕、張常寧
都是斬獲12分，王雲蕗也有10分進賬。根據賽程安排，中國隊下仗的
對手是意大利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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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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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晏含劉晏含（（右右））奪得全隊最高的奪得全隊最高的1919分分。。 美聯社美聯社

■■郜林郜林（（左左））被禁賽五場被禁賽五場。。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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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世錦賽賽程游泳世錦賽賽程
開幕式開幕式 0707月月2424日日
跳水跳水 0707月月2424日─日─0808月月0202日日
游泳游泳 0808月月0202日─日─0808月月0909日日
花泳花泳 0707月月2525日─日─0808月月0101日日
水球水球 0707月月2626日─日─0808月月0808日日

相 隔 逾 廿
載，再有 F1 車
手魂斷賽車場。
法國新晉車手比
安奇自去年於日
本撞車後，跟死
神搏鬥9個月終
告不治，然而有
關方面無法停下
腳步，只能“悼

念逝者，比賽繼續”。多位F1車手周四於匈牙利為比安奇
進行悼念，2009年險因頭部重創而在匈牙利送命、跟比安
奇屬同一經理人的威廉士車手馬沙說：“當戴上頭盔，就
想做到最好，要在前列衝線。”並讚比安奇是“奇妙男
孩，很好、很謙遜和很神奇的車手。”

其他車手亦大讚比安奇於高卡車及少年時代的才華，
但亦認為他會希望各人能如常繼續下去，做自己喜歡的
事。跟比安奇在法拉利學院識於微時的印度力量車手佩雷
斯說：“我們深知在那輛車中，或許會是我們(指撞車意
外)，但這不會改變甚麼。我們很想成功，想在車外爭取一
切，所以只管拚盡，我不認為那會有所改變，我們要令祖
爾斯(比安奇)變得自豪。”

佩雷斯炒車幸無礙
佩雷斯24日在匈牙利站首節練習賽出意外，在第11個

彎位出口處失控，戰車撞到防撞欄後失控打圈，最後更四
輪朝天，猶幸這名墨西哥車手可自行步出車廂，沒有受
傷，而賽會立即出示紅旗中斷練習賽。佩雷斯事後說：
“這真是一次糟透的意外，非常不幸。賽道很髒，我衝上
了草地，並以一個非常差的角度撞到賽道另一邊的防撞
欄，所以令戰車翻轉，但一切沒有問題，這是一次奇怪意
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佩雷斯的戰車在首節練習賽四輪朝佩雷斯的戰車在首節練習賽四輪朝
天天。。 美聯社美聯社

孫
楊

羅馬羅馬22--22曼城曼城((點球點球44--55))

20152015//1616賽季曼城季前第賽季曼城季前第22場熱身賽在墨爾本板球場展開角逐場熱身賽在墨爾本板球場展開角逐，，曼城曼城22比比22戰平戰平
羅馬後點球羅馬後點球55--44取勝取勝。。斯特林首秀破門斯特林首秀破門，，小將科勒奇傳射建功小將科勒奇傳射建功。。皮亞尼奇和利亞伊皮亞尼奇和利亞伊
奇兩度扳平奇兩度扳平。。喬喬--哈特點球大戰中罰入點球並兩度做出撲救哈特點球大戰中罰入點球並兩度做出撲救，，曼城總分曼城總分77比比66取勝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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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胡安節聖胡安節””是西班牙最熱鬧的節日之壹是西班牙最熱鬧的節日之壹，，仲夏之夜仲夏之夜，，西班牙梅諾卡地區巴西班牙梅諾卡地區巴
利阿裏島的西烏達德拉鎮利阿裏島的西烏達德拉鎮，，當地民眾在街頭上演精彩馬術表演當地民眾在街頭上演精彩馬術表演，，並按照當地習並按照當地習
俗俗，，民眾紛紛觸及馬的前胸民眾紛紛觸及馬的前胸，，以求獲得好運以求獲得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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