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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312 #316 #310 #309 #8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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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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 Saturday, August 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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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單到底一單到底 穩定快速穩定快速 安全規範安全規範
名名 牌牌 優優 質質 物物 流流 企企 業業

KATY店：713-907-8633
SUGAR LAND店：281-841-8956

達拉斯店：626-689-3443
聖安東尼奧即將開業：210-518-5836
奧斯汀分店即將開業：512-815-4443

休斯頓中國城店：832-516-7116
地址：6828 Ranchester Dr. UnitB

(新新餐廳旁)
Houston, TX 77036

◆美國到中國（包括香港）的普件、快件
◆Houston範圍內，滿30磅可上門取貨
◆我們郵寄範圍廣泛，為您提供個性化決定

我們的聯繫方式：

電話： 832-605-4588 地址： 9415 Bellaire Blvd #69, Houston, TX 77036

微信： TimeExpress-HOU 電郵： Timehouston@timexpressinc.com

每磅每磅$$66
無首磅無首磅休士頓分公司

費用

最優
快速

安全

專業

清關
貼心

服務

（本報訊）最近，少林六合門掌門人李國忠大師來到休斯頓，將在休斯頓短期停留一年時間
，這對於一些久治不愈的疑難雜癥患者是個福音，因為有時候醫學解決不了的問題，李大師也許
可以試一試，看少林六合門秘功是不是能幫您治病。

2009年7月13日，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來自江西的20歲的女留學生劉麗婧突發腦溢血，德州
沃斯堡市哈裏斯衛理公會醫院搶救和治療劉麗婧。這一事件轟動了校園和當地的華人社區，許多
社團和臺灣慈善機構都給予了經濟支持，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也去醫院看望了劉麗婧。

經醫院搶救了兩個月後，劉麗婧還是沒有蘇醒。當醫院準備放棄治療時，休斯敦的針灸醫師
楊幼芬多次和醫院交涉，在自負後果的情況下為劉麗婧紮了針，使她醒了過來。經楊幼芬醫師介
紹，2010年9月9日劉麗婧和父母來到李國忠大師在上海奉賢區的特許培訓基地，請李大師為她功
夫理療。當時劉麗婧是偏癱，右邊肢體不能動，臉部表情僵硬，失語，失憶，站立不平衡，大小
便失禁。為了挽救這位青年學子，李大師自費招待了劉麗婧一家人的吃住和康復費。經過四個月
的“少林秘功傳統武術運動健康療法”的治療後，劉麗婧可以自己吃飯、臉部有了各種表情、見
人就打招呼。她在床上可以翻身、擱二郎腿、解決了大小便失禁。她能看書報、看電視、玩電腦
、下棋，有了意識和思維，還能站起來走路和說話。

劉麗婧的康復摧毀了美國醫生所謂“醒了也是植物人狀態，永遠也不會有知覺”的錯誤論斷
。證明患有腦溢血，腦血栓的病患者都有可能重新恢復。李大師表示，用功夫打通人體的經絡才
能康復，不會產生醫源性疾病。少林六合門功夫理療來源於20多年前，用少林六合門的功夫，特
殊的象形手法和中醫理論做依據，創造了武術醫療的“少林秘功傳統武術運動健康療法”的功夫

理療，這是在武術界和醫術界裏的創
新，治療了許多醫院沒有或難以解決
的病癥。

功夫理療康復的範圍重點是腦溢
血，腦血栓後遺癥，外傷性殘疾，手
術後遺癥，類風濕性關節炎，風濕性
關節炎，帕金森氏綜合征，運動神經
元損傷引起的全身肌無力，股骨頭無
菌壞死，頸、腰椎引起的手足功能障
礙等，會有獨特有效的康復作用。

今年春節期間，李大師來到休斯敦，在社區開辦了講座，很多社區名人和活躍分子聆聽了講
座。經過李大師康復治療的三位病患者現場見證了治療後病情緩解的情況。幾位聽眾當場表示要
拜師學藝。隨後，李教授的次子李永傑表演了單刀、雙匕首和拳術，翻滾騰躍身手矯健，贏得大
家的掌聲。16歲的李永傑自六歲在父親的指導下習武，曾在上海和香港的武術比賽中獲金獎和銀
獎，並在父親的指導下學習醫術，為日後子承父業打下了基礎。

在休斯頓停留期間，李大師收徒辦班，也可以治病救人。聯絡電話：832-757-3787。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
多人長期腰痛背痛頸痛，這
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
椎間盤突出。椎間盤突出分
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間盤
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
腿痛常見原因之一，其主要
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
間盤突出又名腰椎間盤纖維
環破裂癥或腰椎間盤髓核突
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
脫”或“腰突”。它是指人
體隨著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
傷和積累性外傷等原因，使
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
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
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
起的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
腿痛癥狀的骨科常見病、多
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
腰骨底部疼痛，下肢放射性
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
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
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
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
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
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
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
。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
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維環
破裂，髓核向後或後外側突
出，壓迫脊神經根引起腰腿
痛，坐骨神經痛是腰間盤突

出癥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

見於青壯年，有明顯
的頸部外傷史或有長
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
業史。神經根受壓者
，出現頸部、肩部、
上背部劇烈疼痛，伴
上肢放射性神經痛；
頸部運動和睡眠時，
疼痛加重。肌力下降
，腱反射減弱或消失
，臂叢神經牽拉試驗
陽性。部分患者出現
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
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
生治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
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
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
，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
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
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
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
，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
整個療程費用比手術治療時
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
術MRI診斷治療，病人躺在
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
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
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

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
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
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
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
80%。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
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
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
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
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 址 ： http:txspinalcare.

com
主診所地址：9610 wes-

theimer road, Houston, Tex-
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
（8am -6pm）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有一位顧客在高速公路開車就

是因為下雨急剎車車子打滑失控，

造成汽車很嚴重損失。另外一位剛

從外地來旅遊的小伙子在從Hous-

ton 到Dallas高速公路上，因為下雨

車子失控掉進路邊泥坑里了，吃了

一張罰單，說他超速行車。前一位

車主由於想省錢在一個月前剛把保

險從全保換成了半保險。這位車主

感覺非常的痛心，因為他非常喜歡

他的愛車。另外那倆車要想從Dal-

las 附近拖回Houston 拖車費要價是

一千美金，他買了全保險可是沒有

買拖車保險，這可損失太慘重了！

提醒大家下雨天絕對不能開快車，

不要以為自已的車好而且開車經驗

多就萬事大吉了。車禍的發生都是

在一秒鐘發生的，絕對不能掉以輕

心。如果天天開車，並且路程較長

的話，我希望大家最好買一個全

保險，花錢買放心。因為開車越

多，發生事故的機率就越高。當

然如果你平時開車少而且路程很

短為了省錢可以買一個單保險。

為了保證逃生，請大家注意以下

幾點：

1.正確的駕姿:背臀緊貼坐椅,做到

身體與坐椅無縫隙;

2.係好安全帶:安全帶下部應系在

胯骨位置，不要係在腹部；上部

則置於肩的中間，大約鎖骨位置

。一定要將安全帶下部拉緊，係

好安全帶，聽到“咔嗒”聲後，

還應再次確認。

3. 頭腦冷靜,清晰判斷。

4.不要疲勞駕車。

5。盡量少用手機，更要少發短信

和微信以免分散注意力。

翻車後的逃生方法
由於與障礙物撞擊，導致汽車翻車

後，應採取正確的逃生方法。

1．熄火：這是最首要的操作；

2．調整身體：不急於解開安全帶

，應先調整身姿。具體姿勢是：雙

手先撐住車頂，雙腳蹬住車兩邊，

確定身體固定，一手解開安全帶，

慢慢把身子放下來，轉身打開車門

；

3．觀察：確定車外沒有危險後，

再逃出車門，避免汽車停在危險地

帶，或被旁邊疾馳的車輛撞傷；

4．逃生先後：如果前排乘坐了兩

個人，應副駕人員先出，因為副駕

位置沒有方向盤，空間較大，易出

；

5．敲碎車窗：如果車門因變形或

其他原因無法打開，應考慮從車窗

逃生。如果車窗是封閉狀態，應盡

快敲碎玻璃。由於前擋風玻璃的構

造是雙層玻璃間含有樹脂，不易敲

碎，而前後車窗則是網狀構造的強

化玻璃，敲碎一點即整塊玻璃就全

碎，因此應用專業錘在車窗玻璃一

角的位置敲打。

汽車入水後的逃生方法

Houston 地區常常會下大雨，汽車

入水造成人死亡的事故也發生過，

水中逃生也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

1．汽車入水過程中，由於車頭較

沉，所以應盡量從車後座逃生；

2．如果車門不能打開，手搖的機

械式車窗可搖下後從車窗逃生；

3．對於目前多數電動式車窗，如

果入水後車窗與車門都無法打開，

這時要保持頭腦冷靜，將面部盡量

貼近車頂上部，以保證足夠空氣，

等待水從車的縫隙中慢慢湧入，車

內外的水壓保持平衡後，車門即可

打開逃生。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駕車者逃生技巧

少林六合門秘功少林六合門秘功———讓癱瘓病人站起來—讓癱瘓病人站起來

BANH KANHBANH KANH 越式烏龍麵店越式烏龍麵店
推出正宗越南烏龍麵推出正宗越南烏龍麵，，河粉河粉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香港城正對
面購物中心內的 「Que Em&Anh正宗越南
烏龍麵店」，與 「黃金廣場」前方的
「Pho 24」是姐妹店，只不過該店以正宗

越南烏龍麵為主打的麵食，尤其該店的招
牌 「正宗越南海鮮烏龍麵」河粉，以及中
國人最愛吃的煎糕，越南春捲，煎水餃，
都是該店最熱賣的美食。

「BANH KANH 越式烏龍麵店」以
烏龍麵聞名，他們的 「正宗越南海鮮烏龍
麵」，湯頭鮮美，汁濃味美，用了很多健
康的原材料（蔬菜）燉成，喝一口，可感
覺它的清新健康，再配上越式的生鮮蔬菜

，如高蛋塔，綠豆芽，新鮮蔬菜，泡在湯
裡，益增其健康，美味。

「BANH KANH 越式烏龍麵店」的
美食相當對，如各式烏龍麵，米粉，乾米
粉，烤豬肉米粉，烤豬肉飯，烤雞配春捲
米粉，烤豬肉春卷米粉，還有越式春捲，
炸春捲，煎糕，煎水餃，各式湯烏龍麵，
海鮮烏龍麵……應有盡有，歡迎嘗試，遍
嚐正宗越式傳統美味。

「BANH KANH 正宗越南烏龍麵店
」的地址在：11210 Bellaire Blvd Suite 133
， Houston TX 77072 電 話 ： （832）
770-4681

圖為圖為 「「BANH KANHBANH KANH正宗越南烏龍麵店正宗越南烏龍麵店
」」 的室內陳設的室內陳設。（。（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香港城香港城」」 正對面的正對面的 「「BANH KANHBANH KANH正宗烏龍麵店正宗烏龍麵店」」
的門面的門面。（。（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BANH KANHBANH KANH正宗越南烏龍麵店正宗越南烏龍麵店」」 推出的正宗推出的正宗 「「越南海越南海
鮮烏龍麵鮮烏龍麵」」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率先推出率先推出
慶祝民國慶祝民國104104年雙十國慶年雙十國慶




















































中華民國 104 年十月慶典回國僑胞旅
遊

一年一度的雙十國慶 僑務委員會
歡迎各位僑胞回國共同歡度國慶 全旅
假期為您設計旅遊計劃 :

10/1 2015 長榮航空直飛台北
1.) 台灣環島八日遊: usd299.00

(10/2-10/9)
自費參加項目: 2-3
2.) 自由行參加國慶觀禮 10/9 -

10/10
3.) 綠島三天之旅 10/12-10/14
4.) 廈門 福州 武夷山七天之旅

usd99.00 (10/15 – 10/21)
台灣是個休閒觀光旅遊的好地方

，先環島旅遊，再出席，國慶大會，
繼而參加廈門，福建七天遊 。
團費不包含機票

需知詳情 : ˙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
網站 : chinatourus.com
文媛 Debbie/Manager
281-799-2833 手機
Wechat & line : d2817992833

「「微笑牙科微笑牙科」」 暑假期間暑假期間，，學生優惠學生優惠
全口檢查全口檢查++普通洗牙普通洗牙++笑氣僅笑氣僅5959..9999元元

（本報記者秦鴻鈞）以 「全新的無痛
牙科治療體驗」聞名休士頓的 「微笑
牙科」，為方便學生在暑假期間進行
拔牙，補牙及全口檢查，特自即日起
舉辦 「暑假期間，學生優惠：全口檢
查+普通洗牙+笑氣」僅59.99元特價
，歡迎學生們把握良機，利用暑假期
間作全口檢查及洗牙。
王成牙醫博士早年就讀於中國醫科大
學口腔系，獲口腔醫學學士及碩士學
位，並在中國大陸行醫9年，2005年
移居美國，深造於波士頓大學牙醫學
院 ，獲牙醫學博士學位 (D.M.D.) ，

並被吸納為OKU 會員，成為最具潛力的牙醫學院畢業生之一。
2011年定居休斯頓，在 大型牙科連鎖企業 Jefferson Dental Clin-
ics 任門診主任。2013年被評為JDC休斯頓年度最佳醫生。2014
年王成醫生於中國城創建特色鮮明，高水準的牙科診所--微笑
牙科，為廣大華裔患者服務。王成醫生第一個在中國城引進笑氣
鎮靜，使廣大患者體驗到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新模式。王成醫生
不但技術精湛，而且善於溝通，他通過先進的數碼演示為患者詳
細介紹病情，量身定製治療計劃，讓患者對病情，治療及愈後有
了清晰的瞭解。王醫生嚴格遵照美國的行醫規範，用愛與尊重同
廣大患者建立值得信賴的醫患關係。王成醫生及其領導的微笑牙

科團隊以其人性，專業，規範的牙科服務，
成為休市頓華裔醫療界的一道新風景。

王成醫生在建立微笑牙科的最初就考慮
到牙科恐懼的問題，他希望通過並用行為治
療與藥物治療的技術把牙科恐懼或焦慮降到
最低。他首先對診室環境進行了大的改造，
一改以往醫院門診的模式，力爭為您營造一
種熟悉的，家的感覺。我們的候診室像家裡
的客廳一樣，診室像家庭影院一樣，醫護人
員像您的朋友一樣。在診療過程前王醫生會
應用多媒體手段和他的耐心指導教您一些放
鬆技巧，採取系統減敏感法（systematic de-
sensitization）改變你對現代牙科的認知，減輕
牙科恐懼。在治療中我們有自己超級武器一
氧化二氮（又稱為“笑氣”），這是非常有
效的用來減輕焦慮的方法之一，經由鼻罩吸
入後，會產生放鬆感受同時還保持清醒，可以同醫生溝通。當治
療結束後，100% 氧氣會讓您快速恢復，不會影響開車和工作。
在微笑牙科，我們盡量避免使用令人生畏的注射器， 先進的
The Wand 牙科電腦麻醉機成為我們的秘密武器，它看起來像只
筆，在電腦的控制下可以嚴格控制麻藥的速度和壓力，真正做到
無痛麻醉。更先進的是應用電腦麻醉機可以實現單個牙齒的麻醉
（STA），這樣就避免了大範圍麻醉後影響說話，咬傷舌頭或嘴

唇等問題。我們更為重視治療後的護理，您會被告知術後會有哪
些注意，哪些正常，哪些異常，如何處理。治療第二天，您會接
到電話，詢問您的術後反應並給您更多的專業知識。

歡迎蒞臨851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位
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的 「微笑牙科」。週二至
週六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看診。電話︰832-831-4956 微信：
wesmiledental

「Daniel Ho與泰武兒童古謠傳唱」
8月14日米勒戶外劇院演出

羅馬恩韻詩班
8月7日明湖中國教會演出








 

（休士頓/秦鴻鈞）明湖中國教會下週五又有聚會，當天晚間
七時晚餐，八時起舉行 「羅馬恩韻詩班」聖樂欣賞及培靈。 「明
湖中國教會」的地址在：503 N.Austin Street,Webster，TX 77598
，電話：281-338-1929

（本報訊）好消息：休士頓國立成功大學校友會，將
於 8 月 15 日（週六，下午 2：00 時），在僑教中心 203
室、主辦“ 正確理財、讓您的人生更美好！和長期護理的
重要性”(Planning for you Financial Future and for long term
care) 講座。本會特別邀請到國泰銀行專業財理顧問 Jack-
son Zhao 將專程從紐約來休士頓為大家主講。

“正確理財，讓您的人生更美好！”、讓您了解正確
理財的重要性。理財專家將告訴大家、如何保障家人經濟
安全和事業穩步發展、如何將讓你的所得稅
減到最低。理財專家將為您解答疑問、量身
定做一個未來的財務需求和計劃、確保您的
退休生活無憂無慮、並為子孫留下更多遺產
的重要環節。

“長期護理重要性”、告誡人們當晚年失
去生活自理能力、長期護理與無人照顧二者
的晚年生活將皆然不同。專家為您分析通長
期護理保險是否有需要、什麼是長期護理保
險、該不該買、何時購買、買多少、買哪一
種、如何理賠等等。據統計 70%的人在晚年時
需要長期護理，其中女性達 75%。因此，現在

開始了解和安排自己的長期護理計劃、是保障人生安度晚
年的一個重要選擇。無論您是否在職或已退休應為將來自
我生活計劃。歡迎僑社人士、踴躍參加。現塲備有茶點招
待。有興趣參加者報名請 EMail：nckuaah1@gmail.com

日期: 8 月 15 日,週六,下午 2：00 時
地點：在僑教中心 203 室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中國城郵局7月15日開業了
就在國泰銀行樓上

休士頓成大校友會專題講座休士頓成大校友會專題講座
財務計劃及長期護理重要性財務計劃及長期護理重要性

（休士頓/秦鴻鈞）以後中國城
附近的商家或住戶，不必為了跑郵局
趕到Westpark或Beechnut，就在中國
城的中心點上， 「百佳商場」與 「王
朝商場」之間的 「國泰銀行」二樓，
「中國影視」店內，這是一間和美國

郵局聯網的中國城郵局，服務項目和
價格都和郵局一致。

這間 「中國城郵局」的
優勢是：完全是華人以
中，英文服務，和同胞
之間的交流方便，還有
機會提供電話咨詢服務
。到這裡來與一般郵局
不同的是，該郵局的工
作人員親切，隨和，不
像一般郵局的工作人員
，看單打價錢，不會給
你任何建議。 「中國城
郵局」的工作人員，懂
得郵寄的訣竅，以幫助
朋友的立場，用最好的
價格，最佳的郵寄時間
把郵件處理好。目前每

一位客戶所需時間三到五分鐘。營業
時間長，從週一到週六每天上午九點
到下午六點，比美國郵局每週多營業
11小時，並可對大宗貨物上門取貨，
給予您不少的便利。

「中國城郵局」的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20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484-7888

（本報訊）文化部 「臺灣文化光點
計畫」與美國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合作辦
理的 「Daniel Ho與泰武兒童古謠傳唱」
將於8月14日晚間於米勒戶外劇場演出
，歡迎大家前往欣賞一場不同的夏日音
樂饗宴!免費入場，頂棚區之指定座位席
(assigned seating of the covered seating area)
請上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官方網頁預訂，
或於表演當天上午10時至下午1時親至
米勒戶外劇場票房(Box Office)索取(16歲
以上之觀眾，每人限索4張)。表演開始

前 5 分鐘，尚未領取之入場券將開放給
大眾。

美國亞洲協會德州中心 2014 年 7 月
底與文化部簽署 「臺灣文化光點計畫」
合作備忘錄，辦理一系列臺灣文化活動
，第一場 「品味臺灣(Taste of Taiwan)」
美食活動已於去年11月上旬舉行完畢，
此次音樂會為第二波活動，11月將舉辦
另一場 「從恆春小鎮到音樂廳」(徐秋雁)
音樂會，透過不同的文化活動，縮短當
地民眾對異國文化之距離，共同體驗臺

灣文化之美。
文化部為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培養

海外社群對臺灣文化之認識與欣賞，自
2013年起積極推動辦理 「臺灣文化光點
計畫」，尋求與全球重點大學及藝術、
文化、學術等領域之專業機構建立長期
而實質的夥伴關係，透過共同資源的挹
注，辦理多元而深入之臺灣文化及臺灣
研究活動。

新聞聯絡人：駐休士頓辦事處臺灣
書院 張琍琍 電話:(713)840-3865

圖為圖為 「「國泰銀行國泰銀行」」 同棟二樓同棟二樓208208室的室的 「「中國城郵局中國城郵局」」
內部內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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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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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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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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 Saturday, August 1, 2015 星期六 2015年8月1日 Saturday, August 1, 2015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舉辦慶祝十二週年年度音樂會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舉辦慶祝十二週年年度音樂會

 











美南大專校聯會成立合唱團廣招歌唱愛好者 ““20152015 北京北京--休斯頓休斯頓‘‘國學杯國學杯’’圍棋邀請賽圍棋邀請賽””
將於將於88月月88日和日和99日舉行日舉行

（本報訊）應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和休斯頓圍棋俱樂部的

聯合邀請，以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股份公司CEO尹小林為領隊

的中國企業家圍棋代表團將於近日抵達休斯頓，參加定於8月8日

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辦的“2015 北京-休斯頓‘國學杯’圍棋邀請

賽”，與休斯頓的當地圍棋棋手同場競技，各顯身手！歡迎大休

斯頓地區的圍棋愛好者積極報名參加或者前來觀戰！

圍棋，作為中國古人發明的智力體育項目，源遠流長。方寸

之間，自有天地；黑白相搏，盡藏機謀；充滿了東方的哲學智慧

和文化魅力。本次比賽是由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和休斯頓圍棋

俱樂部聯合舉辦，選擇在休斯頓舉辦，邀請方和主辦方是希望借

休斯頓這塊在美國石油，航天，醫療，港運各領域都獨占鰲頭的

風水寶地，普及和推廣圍棋運動和文化，進而弘揚中國文化精粹

，加強中美間的文化交流，共同促進和提升休斯頓未來的發展和

影響力。

“2015 北京-休斯頓‘國學杯’圍棋邀請賽”的比賽時間是從

8月8日和9日上午9：30到下午5點，地址是：中國人活動中心

130大廳，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參賽報名截至日為８月５日，報名者請聯系組委會： Ally

Qi 832-334-3665

(本報訊）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將於二

零一五年八月七日(星期五) 晚上七點三十

分，於Calvary Church at the Fountains(12410

Sugardale Dr, Stafford, TX 77477) 舉辦慶祝

十二週年的年度音樂會。此次音樂會由曾

經任教於松年學院的小提琴家黃詩婷博士

策畫，曲目包括聲樂獨唱及重唱、大提琴

獨奏、二胡獨奏、合唱團、以及鋼琴三重

奏，種類包含古典、爵士、音樂劇選粹、

鄉土歌謠、電影配樂等，如奇異恩典與巴

哈、柯普蘭的「在河邊」、伯恩斯坦的

「西城故事」組曲、二重唱「慈悲的耶穌

」、黃友棣「遺忘」、鄭仁宗「在這塊土

地有愛」、帕格尼尼「摩西」主題幻想變

奏曲、伊是咱的寶貝、思慕的人、綠島小

夜曲、松年合唱團的老情歌組曲、電影配

樂新天堂樂園、喬治亞布朗甜心女孩、萊

克門的兩首爵士小品、以及普拉舍的午夜

探戈等等。

這次邀請到的音樂團體，包括來自台

灣唯一的史坦威藝術家團體「菁英藝術家

三重奏」，成員中的小提琴家林文川，以

2000年畢業於國立格拉茲音樂暨表演藝術

大學，以特優成績獲得第二階段小提琴演

奏文憑以及藝術碩士學位，目前為台灣真

理大學教授；三重奏的大提琴家婭力木則

是俄洛斯格涅辛音樂院大提琴演奏博士，

目前任教於台東大學；鋼琴家陳玲玉則是

鋼琴、中提琴雙主修，曾就讀多倫多皇家

音樂院、多倫多大學、茱麗亞音樂院、曼

哈頓音樂院、紐約大學藝術行政管理，並

是萊斯大學音樂藝術博士，她不但活躍於

國內外演奏、教學以及藝術經紀執行與製

作，目前也出版四本藝術行政相關的書籍

，另外她也在2012年獲得「史坦威藝術家

」的榮譽。

除此之外，休士頓本地的許多演奏家

也共襄盛舉，女高音張廖莉娜、次女高音

施彥伃、大提琴家吳青芳、二胡演奏家許

瑞慶、鋼琴伴奏黃詩婷、以及由詹硯文老

師指導的松年合唱團一同參與演出，將會

帶給聽眾各種不同的音樂風味。U音樂會

結餘款將全數作為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教

學基金之用。歡迎聽眾踴躍購票欣賞，票

價分$20, $50, 與$100，請電713-272-8989

（本報訊）在休士頓受到僑

社及主流社會肯定的美南大專校

聯會，爲提升華人精神生活、培

育音樂素養，並促進與僑社、主

流社會及國際間之音樂、文化交

流，將成立「美南大專校聯會合

唱團」(簡稱校聯合唱團)，英文團

名則為「JCCAA Philharmonic Cho-

rus」。 美南大專校聯會積極邀請

愛好合唱的樂友們參與，以美聲

唱出悠揚的旋律，如小泉流水、

如飛瀑直下、如點珠落盤，唱出

音韻情和之美。

2017年為美南大專校聯會成立三

十周年，合唱團的成立彰顯該會

三十年團結合作卓然有成，以及

多年來為休士頓華人社區提升文

化藝術所做的努力。校聯會非常

榮幸邀請到張廖莉娜女士擔任合

唱團指揮，並由王毅文老師擔任

鋼琴伴奏。

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音樂系

與休士頓萊斯大學音樂研究所的

張廖老師，曾任休士頓大歌劇院

特約演唱家，從事合唱團指揮、

舞台藝術演出及音樂教學工作逾

三十五載，除了擔任各合唱團指

揮外，她優美富於感情的歌聲，

經常撫慰著異鄉遊子的心。伴奏

王毅文老師長年致力於鋼琴作品

的教育與探索，在鋼琴教學領域

成就斐然，培育衆多優秀學生，

並曾擔任明湖合唱團指揮多年。

目前，合唱團預定於2017年

五月在 Morris Cultural Arts Center

Dunham Theater,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舉行音樂會，並在六月

大專校聯會年會中演唱；同年秋

季計畫前往台灣舉行巡迴演出，

與各大專院校的青年學子同台觀

摩，以音樂結合三代學人之情。

校聯合唱團演出曲目涵蓋藝

術歌曲、校園歌曲、民族歌曲；

語言以中文為主，並有以原創作

品發音之外語、客語、台語或原

住民歌曲，以彰顯校聯會提倡族

群和諧，團結就是力量的宗旨。

校聯會期望豐富多元輕鬆活潑的

合唱曲能激起參加的團員對音樂

的熱情，豐富生命內涵，並以音

樂會友相互切磋。

練唱的時間將從2016年二月

開始，每周六下午1時至3時，練

唱地點在玉佛寺活動中心，團費

為$100元 (自 2016至 2017年音樂

會結束)，其中包括樂譜、譜夾、

一般日常支出及校聯會風雅集會

費。

報名即日起至8月26日截止

，8月29日及30日在僑教中心試

唱以確認聲部，參加者請準備自

選曲一首（曲目不限，可清唱）

，有興趣的朋友請與林宏正電話:

713-669-9483, 郵 址: hongchen.

lin@gmail.com 或 謝 家 鳯 電 話:

281-370-9404, 郵 址: wendy.

lam9888@gmail.com聯絡。凡熱愛

歌唱並具合唱經驗者皆歡迎參加

。

休士頓臺灣松年學院 2015年度音樂會 
 Houston Taiwan Institute for Senior Citizens Present 

琴聲繪影 
Images of Music 

 

此募款音樂會邀請到台灣唯一的史坦威藝術家團體 –菁英藝術家三重奏，及許多位休士頓
地區音樂家包括女高音張廖莉娜、次女高音施彥伃、大提琴家吳青芳、長笛家趙珮、二胡家
許瑞慶、鋼琴伴奏黃詩婷、松年合唱團等共同演出，曲目包括古典精選、電影配樂、爵士選
粹、鄉土歌謠等多首精緻曲目，歡迎您前來共襄盛舉。 
 

This benefit concert features Taiwan’s only Steinway Artist Ensemble Elite Artists Trio, and Houston’s lo-
cal musicians including soprano Lina Huang, mezzo soprano Yen-Yu Shih, cellist Ching-Fang Judy Wu, 
flutist Pei Chao, er-hu artist Swee Kheng Koh, piano accompanist Shih-Ting Huang and many others. The 
program will include western classical, movie soundtracks, Jazz selections, Taiwanese pop and folk music 
and numerous works.  

Friday, August 7, 2015 at 7:30PM  
Calvary Church at the Fountains 
12410 Sugardale Dr., Stafford, TX 77477 

入場方式：購票 (VIP 及普通券) 請洽松年學院 
Ticket Info: 713-272-8989 

菁英藝術家三重奏   Elite Artists Trio 

小提琴 林文川    鋼琴 陳玲玉    大提琴 婭力木     

主辦單位：休士頓松年學院  
http://www.htisc.org 

菁英藝術家三重奏 Elite Artists Trio 
http://www.eliteartiststr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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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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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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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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商名流好萊塢當路人甲
賭王女兒獲萊昂納多講戲

綜合報導 從周星馳的《喜劇之王

》到最近爾冬升執導的《我是路人甲》

，裏面塑造的各種生活艱辛又對演戲充

滿熱忱的龍套演員們讓人印象深刻。然

而，現實生活中有一種跑龍套演員，他

們大多數非但一開始就擺明態度自己沒

有要來積累“一個演員的自我修養”，

也沒希望能當個職業演員出人頭地賺大

錢，更奇怪的是這種“不上進”的龍套

演員，居然還能獲得劇組巨星級禮遇！

有這麽幸福的龍套演員嗎？有！近年來

到好萊塢影視作品中露個臉的政商名流

富豪們，就是這種幸福的路人甲。

路人甲1號：何超盈
身份：“賭王”何鴻燊之女
亮相作品：《夜色人生》

上周，澳門“賭王”何鴻燊四太太

梁安琪的女兒何超盈在Instagram上曬出

她和《泰坦尼克號》巨星萊昂納多· 迪

卡普裏奧(小李)的合照。原來，她是去

參加小李在法國舉辦的爲保護瀕危動物

籌款的宴會。何超盈獲小李親自陪同，

還與同場大明星們如奧蘭多· 布魯姆、

史泰龍、亞德裏安· 布洛迪等相擁合照

。不僅如此，何超盈更透露自己接下來

要去好萊塢演電影。

原來，何超盈在慈善晚宴上以15萬

美元的價格拍下出演好萊塢電影《夜色

人生》的機會。《夜色人生》由小李和

本· 阿弗萊克擔任制片人，阿弗萊克還

是該片導演。這部講述上世紀20年代年

輕警察深陷黑幫的故事，當中還有西耶

娜· 米勒、艾麗· 範甯等女星出演。

何超盈表示，自己在《夜色人生》

中只是演一個路過、但可以看得到模樣

的小角色，“角色是在慈善競投中投到

的，可以去好萊塢片場見識一下，萊昂

納多會親自跟我講解拍新戲的內容，最

開心的是可以參觀片場和本· 阿弗萊克

見面，以及和萊昂納多、阿弗萊克共進

私人午餐，很好玩”。

四太梁安琪知道女兒要演好萊塢電影

時搞笑回應說：“真的嗎？爲什麽不帶上

我？開玩笑了。我知道超盈純粹是爲慈善

出力，貼錢拍戲也無所謂，只是客串，我

知道她對進娛樂圈興趣不大。”

另外，何超盈不僅自己開心，在慈

善宴會上還帶了“禮物”給弟弟何猷君

，那就是請憑借《鋼琴家》獲得奧斯卡

最佳男主角的亞德裏安· 布洛迪錄制一段

視頻鼓勵何猷君，何超盈說因爲弟弟非

常喜歡彈鋼琴。看來，有錢人就算當個

路人甲也是有本事“使明星推磨的”。

路人甲2號：瑪莉亞·奧巴馬
身份：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大女兒
亮相作品：《都市女孩》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大女兒瑪莉亞·

奧巴馬現年17歲，身高185厘米的她身

材姣好氣質恬靜，完全有著當下一任

“黑珍珠”的條件。這位美國“第一千

金”目前看來也准備往好萊塢發展。

本月初，HBO最新一季的《都市女

孩》正在紐約布魯克林威廉堡拍攝外景

，有群衆在劇組中發現瑪莉亞· 奧巴馬

的身影。她穿著短褲、帆布鞋，打扮就

和一般工作人員差不多，不過由于她身

材出衆，很容易引人注目。

據悉，瑪莉亞當時正在《都市女孩

》劇組實習。美國“第一夫人”米歇

爾· 奧巴馬先前曾透露過瑪莉亞對拍攝

電影很有興趣，即將考大學的瑪莉亞今

年2月還跟媽媽一起參觀了以電影相關

科系著稱、知名校友包括李安等名導演

的紐約大學，看來瑪莉亞有心申請入讀

該校。

可能是爲了積攢實踐經驗，從去年

開始，瑪莉亞已經在奧斯卡影後哈莉·

貝瑞主演的美劇《傳世》劇組擔任實習

制作助理。身爲美國“第一千金”的她

完全像一般助理一樣，既能幫演員去買

咖啡，拍攝時也能幫忙維持片場秩序。

如今到《都市女孩》劇組她繼續擔

任幕後人員，不過她和該劇的制作人兼

主演莉娜· 鄧納姆私交很好，莉娜也知

道瑪莉亞對娛樂事業很有興趣，于是莉

娜正在努力說服瑪莉亞擔任新一季的

《都市女孩》的客串演員。

熱衷幕後工作的瑪莉亞如今仍沒正

式答應出演。還有制片人求著路人甲演

戲，也是挺少見的。

路人甲3號：馬德琳·奧爾布賴特
身份：美國前國務卿
亮相作品：《國務卿女士》

美國CBS電視台劇集《國務卿女士

》的女主角蒂娅· 裏歐妮近日在推特上

興奮表示，新一季《國務卿女士》的片

場迎來一位大腕，那就是美國前國務卿

馬德琳· 奧爾布賴特。

現年78歲的奧爾布賴特于1997年1月

至2001年1月期間擔任美國第64任國務卿

，也是美國曆史上首位女國務卿。學曆高

智商高精通多國語言的奧爾布賴特如今仍

忙于工作，身兼奧爾布賴特石橋集團的投

資戰略顧問以及海牙全球正義研究所的顧

問兩職。不過，這位政壇女將近年來對好

萊塢産生興趣，去年有美國著名脫口秀主

持人在推特上發帖搞笑稱自己打算在萬聖

節打扮成“風騷的奧爾布賴特”，奧爾布

賴特立刻在推特回擊說：“我原本打算扮

成肌肉版的柯南，但發現這事太難。”直

接噎得身材矮小的柯南無言以對。奧爾布

賴特還補槍說：“別跟外交官鬥嘴，我們

胡侃的段位比喜劇演員高一大截”。不少

看熱鬧的網民瞬間成爲奧爾布賴特老太的

粉絲。

擁有衆多粉絲的奧爾布賴特最新好

萊塢工作是在《國務卿女士》中客串演

出一集，角色是演自己！劇中，蒂娅·

裏歐妮扮演的國務卿伊麗莎白· 麥考德

面臨危機，奧爾布賴特親自出馬指導伊

麗莎白如何對付揚言要破壞她和總統道

爾頓關系的國家安全顧問克雷格，最終

能否幫到伊麗莎白？只有等年底該劇播

出才知道了。

從蒂娅· 裏歐妮的推特看來，奧爾

布賴特進組拍攝當天，她除了演自己之

外，顯然也成了劇組成員們爭先合照的

“人肉布景板”，相當受歡迎。至于奧

爾布賴特“演技”如何？不用擔心，她

先前已經在美劇《公園與休憩》以及

《吉爾默女孩》中客串過了，演的角色

當然還是她自己了。

路人甲4號：張欣
身份：SOHO中國CEO
亮相作品：《華爾街2：金錢永
不眠》

幾年前，導演奧利弗· 斯通23年後

再與奧斯卡影帝邁克爾· 道格拉斯聯手

推出的《華爾街2》備受關注，但最終

由于電影質量遠不如前作，而成爲影迷

們吐槽的電影。然而，在豆瓣衆多憤怒

批判該片質量差的短評中，時不時夾雜

類似這樣的話語：片中扮演中國公司談

判代表的女士究竟是誰？

影迷們所指的是片中的一個客串性

質的角色，該角色是中國一個大公司的

談判代表，她在美國幫公司尋找合適的

投資項目。片中她遇到的角色丘吉爾·

施瓦茨，原型是高盛創始人馬庫斯· 高

德曼。丘吉爾提出中國公司可以給一家

太陽能薄膜公司投資1億美元，該談判

代表跟自己的老板說：“你還有其他什

麽投資機會嗎？我們大老遠來一次也不

容易。”

這個只有一場戲，兩句台詞的角色

，扮演者正是SOHO中國的CEO張欣，

也就是潘石屹的老婆。曾經在高盛集團

任職的她本色出演商業女強人角色，顯

然駕輕就熟。在電影上映之前，張欣也

曾在自己的微博上預告過自己有份“打

醬油”。顯然這個路人甲角色，張欣也

演得很開心。

路人甲5號：伊隆·馬斯克 & 拉
裏·埃裏森
身份：發明家與超級富豪 & 甲
骨文公司創始人
亮相作品：《鋼鐵俠2》

想過把明星瘾的不只是女性，不少

成功男士也是有的。2010年的《鋼鐵俠

2》裏面有兩個路人甲就非常有來頭。

第一個路人甲出現在戲中的摩納哥

賽車俱樂部裏，格溫妮絲· 帕特洛扮演

的小辣椒跟他說了一句話之後，他轉頭

就和小羅伯特· 唐尼扮演的鋼鐵俠說：

“謝了，我想制造電力噴射器”。鋼鐵

俠說：“那就一起合作吧。”

能讓鋼鐵俠主動求合作的這個路人

甲，其扮演者是伊隆· 馬斯克。他因身

爲Space X創辦人，以及特斯拉汽車和

PayPal的聯合創辦人而聞名。目前，馬

斯克擔任Space X的執行長兼首席設計

師、特斯拉汽車執行長兼産品架構師、

以及SolarCity的主席；于此同時，他還

是現代第一輛可行電動車Tesla Roadster

的聯合設計者之一。據《福布斯》2014

年1月統計，伊隆的淨資産高達91億美

元。這位出生于南非，擁有美國和加拿

大雙重國籍的發明家和企業家堪稱現實

版的托尼· 斯塔克，客串出演《鋼鐵俠2

》非常合理。

除了伊隆之外，《鋼鐵俠2》另一

位大來頭的路人甲是甲骨文公司創始人

拉裏· 埃裏森。他的戲份比伊隆少，沒

有台詞的他同樣是本色演出一位億萬富

翁、花花公子兼軟件業巨頭。他在片中

只和托尼· 斯塔克打了個照面。

另類路人甲
喬治·R·R·馬丁

馬丁大爺是《冰與火之歌》系列小

說的作者，該小說被HBO改編成系列美

劇《權力的遊戲》之後紅遍全世界，而

馬丁大爺喜歡殺死故事中各種深受劇迷

歡迎角色的“壞名聲”也名揚四海。

《冰與火之歌》第六本小說寫了幾年都

還不見蹤影，因爲馬丁大爺忙著到處玩

樂。

他的玩樂“新作”在上個月美國公

映的劣質恐怖片《鲨卷風3》中亮相。

他在片中扮演在劇院看表演的老頭，突

然一條鲨魚衝出來把他咬得口吐鮮血悲

慘死去。不少影迷覺得這一場面大快人

心，鲨魚終于爲《權力的遊戲》裏衆多

慘死的角色報仇了。

馬克·紮克伯格
之前大衛· 芬奇根據Facebook創業

故事拍攝《社交網絡》時，Facebook的

創始人馬克· 紮克伯格不僅懶得客串，

甚至還對電影不滿。但這不代表他不喜

歡表演。想法古怪的他有客串過影視節

目，但客串方式都比較另類，譬如他在

美國動畫片《辛普森一家》中以卡通形

象出演自己，並把自己演成喜歡自黑同

時又驕傲的角色。另外，他來北京還和

妻子在CCTV紀錄片《中國警察4：強警

之路》中無意中闖入鏡頭，成爲真正意

義上的路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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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Wine Industry Explodes,
But Not Yet On The World Stage

China is in the midst of another red revolution, but
this one involves red wine. Over the past 15
years, its fledgling wine industry has expanded
dramatically, with vineyards now occupying more
than 3,000 square miles of land, according to a re-
port by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Vine and
Wine. That’ s more than 10 percent of the world’ s
total vineyards, and a larger area than any nation
on earth after Spain -- more than vineyards in
France, Italy, Australia and the U.S.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wine in China stems in
part from the country’ s breakneck economic de-
velopment and the rise of a moneyed consumer
class: Newly minted aficionados buy wine as a
symbol of sophistication. Two years ago, China be-
came the world’ s largest consumer of red wine,
snapping up 155.4 million cases, compared with
150 million cases in France and 141 million in Ita-
ly,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Vinexpo, an internation-
al wine and spirits exhibition.
Roughly one-half of China’ s wine sales are
racked up by foreign producers, with Chinese win-
eries still generally occupying the middle to low
end of the market. But international wine critics
are now giving favorable ratings to high-end offer-
ings made in China. And given the scale of the
Chinese wine industry and its growing ambitions,
restaurants from New York to London could add
Chinese bottles to their wine lists -- eventually.
Years ago, both Chile and South Africa managed

to transform
themselves
from veritable
wine pariahs,
churning out
massive
volumes of
low-grade
product, into
sources of
often
prize-winning
bottles.

Although experts see no onslaught of Chinese
wines on the world market anytime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they recognize the potential --
particularly as reputable European vintners bring
their know-how and brands to the mission through
joint ventures with Chinese producers.
“ It takes time. Vines aren’ t something you can
plant and have good wine that year,” Master of
Wine Debra Meiburg told Agence France-Presse
last year. “ China will rock our wine world -- we just
have to wait a little longer.”
There is on ongoing quest to decide where the
prestigious Chinese wine of the future will come
from. Current investments by French companies il-
lustrate this competition between three different lo-
cations:
Ningxia province, in the center of China, the north
of Ningxia has a warm and dry weather that en-
ables tha growth of grapes in good conditions;
Shandong province, a peninsula in the northeast,
the place where wine grapes where introduced in
China and mountains of Yunnan, a province with
very varied types of weather in the west of China.
Some other attempts are made on the outskirts of
Beijing.
Wine Actors in China
Domaines Barons de Rotschild (DBR) has chosen
the Pinglai peninsula in Shandong with a total sur-
face of 15 hectares. Shandong has a long experi-
ence of wine making in China but suffers from a
bad image regarding quality so far. Wineries set-
tled in Shandong have favored quantity over quali-
ty. Another issue in Shandong in the wet weather.
LVMH, a world leader in wine production, has cho-
sen Ningxia to produce a Chinese sparkling wine
on 60 hectares and Yunnan to produce red wine
(Merlot and Cabernet Sauvignon). LVMH execu-
tive Jean-Guillaume Prats is very enthusiastic
about the production of wine in China “ This is a
new eldorado, this is a new world for wine” . Ac-
cording to him, nobody really knows how and
where wine can be produced in China so far,
some attemps have been made with various re-
sults,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have an idea of the
places that can be suited, but nobody is really
sure of anything. Everything has still to be proven.
Ningxia
Ningxia has taken the lead recently, at the London
Decanter World Wine Award, where a red wine
produced in this province earn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ices . This event has drawned the at-
tention inside the wine world, but the wine pro-
duced thare is mostly unknown of Chinese con-
sumers that are more aware of the Shandong at-
tempts.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The production of quali-
ty wine in these areas is too recent to know exact-
ly what will the outcome be, and many adjust-
ments will have to be made depending on the firts
results. It will be years before one knows what the
taste of good Ningxia wine exactly shoule be.
Shandong
The case of Shandong is quite different. It was in
1892 that the first grapes where planted there and
this is the place chosen by Domaines Barons de
Rotschild to produce wine with eight varieties of
Cabernet Sauvignon on hills close to a large lake.
The trouble there is rain. A part of the leaves are
cut off the vines
to ensure more
sun for the
remaining ones,
and additional
vagetation is
planted between
each wine to
absorb humidity.
This is kind of
experimental and the wine that will come out of
this process remains partly a mystery.
Yunnan
Yunnan has be elected by LVMH to produce red
wine after three years of studies about the soil, the
weather and irrigation. The areas are located in
the mountains of Yunnan, a region of China with
all kinds of weather, including tropical weather and
eternal snows. The location where wine is pro-
duced has some similarities with the Bordeaux re-
gion.
The way how China will be able to produce high
quality wine in China will be a fascinating process
to observe, the market has a potential which s
huge and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by 40% before
2016.
If foreign capital and skill succeed in helping make
China a wine power, that would reprise country’ s
recent history: Winemaking was among the first in-
dustries that saw domestic and foreign investors
join forces as part of the nation’ s first tentative ex-
periments with market-based economic reforms.
The roots of China’ s wine industry date back to
1892, the tail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with the es-
tablishment of the Changyu Winery in Yantai, a
city in the coastal province of Shandong -- an area
that remains among the country’ s largest wine
producers. Nearly two decades later, in 1910, the
Beijing Winery opened its doors, producing wine
used in the performance of religious rites by China
’ s Christians.
The first company built with the help of foreign

funding emerged
in 1979: the Great
Wall Wine Co.,
which used
equipment
imported from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The
following year,
the French company that is now Remy Cointreau,
the maker of Remy Martin cognac and Cointreau
liqueur, invested in Tianjin to create Dynasty
Wines. French capital and know-how helped
Dynasty establish European-style quality-control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That early investment
paid off handsomely: Changyu, Great Wall and
Dynasty -- often called the Big Three of Chinese
wine -- now own a majority of the country’ s
wineries, with combined revenues estimated at $8
billion, and are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as
producers of quality wines.
The involvement of major French brands has been
a powerful spur to generating Chinese consumer
interest in domestic wine, lending the imprimatur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Urban, affluent Chinese
consumers tend to be highly brand-conscious.
Just as taste in cars and clothing has drawn luxury
consumers to foreign brands such as Audi and Ar-
mani, the growing Chinese appetite for wine has
similarly centered on prestige names -- not the
least of which is 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 owned
by France’ s Domaines Barons de Rothschild, one
of the five archetypal producers of Bordeaux.
The popularity of the French import led Rothschild
to start its own Chinese vineyard in 2013, cultivat-
ing 37 acres of land in Penglai, a peninsula in
Shandong. There, Rothschild grows predominant-
ly cabernet sauvignon, the primary grape in Bor-
deaux reds.
The French luxury group LVMH Moet Hennessy
now aims to capture a piece of China’ s wine
growth, claiming 163 acres in the north-central
province of Ningxia -- one of the poorest areas in
the nation -- in addition to 74 acres in the south-
western province of Yunnan.
“ I think as consumers increasingly buy based on
taste, we are going to see more diversity in terms
of grape varieties, and we’ ll hopefully see which
do best in China,” said Jim Boyce, a Bei-
jing-based food and beverage writer and blogger
at Grape Wall of China.
If reviews are any indication, wine experts have al-
ready begun to see China as a legitimate produc-
er of quality wines. (Courtesy www.ibtimes.com)

CANBERRA, June 17 (Xinhua) -- The Australian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signed a long-awaited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a ceremony in Canberra
on Wednesday, freeing up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historic agreement, signed by Australia's
Trade Minister Andrew Robb and China's Com-
merce Minister Gao Hucheng, finalized negotia-
tions that began ten years ago and followed the
Declaration of Intent signed in November by the
two countries' leaders,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Tony Abbott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celebrating the signing on Wednesday, Abbott
said that the China-Australia FTA (ChAFTA) signi-
fied a mutual trus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e
said the agreement was much more than just a
deal with the world's coming economic superpow-
er, it was "proof of Australia's trust in China."
"Today is a truly historic step forward in 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bbott
said. "I hope all of you will remember today. One
day we will be able to say to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that, yes, we were there the day

this
extraordinary
agreement
was signed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 statement
relea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id the
signing of
ChAFTA was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because, of all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volving
China, this one
boasted "the
highest level of
overall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The statement said Australia was the second larg-
est destination, after Hong Kong, for China's over-
seas investment. "It is expected ChAFTA will facili-
tate the flow of capital, resources and people and
benefit industries and consumers in both countries,
" it said.
Upon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tariffs
will be lifted on 95 percent of Australian exports,
hurdles will be lowered for Chinese businesses to
invest in Australia and more visas granted for Chi-
nese on working holidays.
Australians will soon benefit from the cheaper cost
of electronics and whitegoods, and their spending
on these items is expected to boost the economy.
Chinese consumers, meanwhile, should have
great access to goods such as Australian beef,
dairy products, wine and boutique whisky, as well
as niche Australian products such as sea
cucumbers, opal products and even deer velvet.

The reduced
tariffs on these
items will make
them much
more affordable.
Robb said the
agreement will
open the vast
Chinese market
for Australian
investment,
primary
products and
services.
He told News
Corp on
Wednesday that
cheaper
Chinese imports
would help
stimulate
businesses

such as high-end manufacturers because they
could get parts more cheaply.
"The world has changed and we need to get away
from this mindset that exports are good and im-
ports are bad. Cheaper products are also good for
households and consumers, they increase buying
power which translates into higher living stan-
dards," Robb said.
Negotiations for the deal began in April 2005 and
Abbott said after Wednesday's ceremony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Gallery that it was a momen-
tous day to finally have the ChAFTA signed and
sealed.
"I trust that today our Chinese friends will enjoy
the fine beef and the good wine that will soon be
more readily enjoyed by their countrymen," Abbott
said.
He described both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Dr. Gao as shrewd and perceptive politicians.
"I was indeed truly delighted today to receive a let-

ter from President Xi conveying his personal con-
gratulations on 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Ab-
bott said.
The president will shortly receive a letter from Ab-
bott conveying great pleasure at "what is the be-
ginning of the next chapt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our two countries," he said.
It is the third free trade agreement Robb has com-
pleted after sealing deals with Japan and South
Korea.
"It will see literally billions of dollars, many hun-
dreds of thousands of jobs and will underpin a lot
of our prosperity in the years ahead," Robb told
ABC radio.
China is Australia's top trading partner, with the
two-way flow of goods and services exceeding
135 billion U.S. dollars last year.
The agreement was hailed on Wednesday by tw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perts in Australia who
said it should bring clear benefits to both countries.
"The Agreement with Australia can provide a foun-
dation for Australia and China to work together in
the regional beyond narrowly trade issues,
through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for example, and globally, as China hosts the G20
next year," said Peter Drysdale, Head of East
Asian Bureau of Economics Research, Crawfor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
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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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Commerce Minister Gao Hucheng
(2nd L) and Australia's Trade Minister

Andrew Robb (2nd R) sign the
China-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as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Tony Abbott (C)
looks on at the National Gallery in Canberra
June 17, 2015. China and Australia signed a

long-awaited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Canberra on Wednesday. (Photo Xi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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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vineyard near
Penglai peninsula in eastern
China's Shandong Province.

China's Commerce Minister Gao Hucheng (L) and Australia's
Trade Minister Andrew Robb (R) pose for photos with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Tony Abbott after signing the
China-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at the National
Gallery in Canberra June 17, 2015. China and Australia

signed a long-awaited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Canberra on
Wednesday. (Photo Xinhua)

A Chinese wine producer from
Shanxi province serves visitors
at Vinexpo Asia-Pacific, held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Reuters
Photo)

Tony Abbott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Photo:News Corp Australia)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Wines

由陸川執導，趙又廷、姚晨、鳳小嶽、李晨、唐嫣、李光潔、

王慶祥、馮粒、吳軍等群星主演的電影《鬼吹燈之九層妖塔》在京

舉行了“胡八壹和他的男人們”主題發布會，導演陸川攜趙又廷、

李晨、李光潔、馮粒等四位男主創組成的“鬼吹燈男團”亮相。至

此，這部即將於國慶檔公映的冒險巨制戰鬥值首度曝光，“互聯網

第壹人氣男主”胡八壹（趙又廷飾）也將與他的良師益友李晨、高

冷戰友李光潔以及過命兄弟馮粒展開壹場“神出鬼沒”的冒險旅

程。發布會還公布了影片全新預告片，小鎮迷霧重重，怪獸驚鴻壹

瞥，危機感和末世感在異象連連的荒鎮中壹觸即發。

作為第壹個登上大銀幕的胡八壹，身為主角的趙又廷表示很

忐忑，雖然壹千個人心中有壹千個哈姆雷特，但在發布會現場，

趙又廷竊喜找到了和胡八壹這個角色之間的切入口：“我發現我

們兩人在靈魂上都是共通的，所以不管是從想法還是情感上，我

們之間都很像。”當然，在“鬼吹燈男團”中，趙又廷雖然身為

核心的靈魂人物，但此次也沒少受“欺負”，首當其沖的就是自

比情商高人壹籌的李光潔，雖然他是趙又廷此行遇見的第壹個男

人，但據李光潔爆料：“跟其他幾位相比，我跟趙又廷的關系雖

有暗湧，但更冷漠，還時時刻刻想著把趙又廷交給國家。”話音

未落，趙又廷隨即附和李光潔這個角色情商高到沒朋友：“我負

責出生入死，他負責指點江山、喝茶耍帥。”

都說“每個男主角身邊都有個搞笑的胖子”，這個定律在飾

演王胖子的馮粒身上得到了印證。發布會上，馮粒壹上場就亮明

了和趙又廷的親密關系：“如果說槍是胖子的生命，那胡八壹就

是我的命中註定。”此情誼也是感天動地，讓在電影中負責喜劇

部分的馮粒直接忽略了“在零下30幾度的戈壁灘狂奔十幾天”的事

實。網絡上流傳著壹句“我美我躺著，妳胖妳幹活”的定律，然而

這個定律對他並沒能奏效，傲嬌的馮粒不僅豪言將負責提升顏值的

水準，同時還非常得意於自己在影片中的“泡妞高手”身份，據馮

粒透露：“這回和唐嫣的關系不壹般，可謂賺大了。”

跟前面兩位相比，李晨飾演的角色可謂神秘到底：“我也對我

這個角色很好奇，不知道他從哪兒來，要去什麽地方，身份和行蹤

都是壹個謎。前兩天新聞報道說發現了另壹個星球，我想應該就是

我住的地方吧，他們都戲稱我是‘來自星星的妳’。”當然，除了

身份行蹤引起懷疑之外，李晨此次在影片中的造型也堪稱“空前絕

後”——首次嘗試光頭造型。據李晨在活動現場爆料：“當我第壹

次把自己的造型拿給親近的人看的時候，他們都既表示新鮮又表示

‘欽佩”，因為聰明的腦袋不長毛，這說明我很聰明。”在談到與

趙又廷的關系方面，李晨直接把兩人的關系提升到“全新體驗”的

層面，既有小清新的小樹林曖昧畫面，又有微重口味的肢體接觸：

“我覺得我特別像《哈利波特》當中的人，和又廷之間有著壹萬年

的關系。”

在活動的尾聲，導演陸川還帶來了影片的新款預告片。在預告

中，迷霧重重的破敗小鎮和沙塵彌漫的天色交替出現，暗示不尋常

的事情即將發生；魔國大門的傳說搭配瞬間變換的天氣，給胡八壹

壹行人的旅途增添了生死未蔔的氣息。爆炸、荒漠、濃煙、獸印等

壹切跡象表明，這裏曾發生過壹場世界之戰，而這場戰役讓這個曾

經充滿人氣的小站變成了遺落戰境。作為互聯網第壹人氣小說的改

編者和創作人，導演陸川這樣看待時下電影行業裏的IP改編熱：

“我不想永遠躲在IP背後說話，因為這會讓創作人犯懶。要說文學

作品的改編，我認為像《西遊記》《日瓦戈醫生》《黑天鵝》等都

是非常優秀的改編作品，他們的價值已然超出了原著而被賦予了獨

立的意義。所以，書只是提供壹個舞臺，真正好的作品還是要用故

事說話，就像《西遊記》可以孵化出《西遊降魔篇》，也可以誕生

像《大聖歸來》這樣的電影作品。”

據悉由陸川導演，趙又廷、姚晨、鳳小嶽、李晨、唐嫣、李光

潔、王慶祥、馮粒、吳軍等群星主演的中國首部冒險巨制《鬼吹燈

之九層妖》將於國慶檔上映。

李晨趙又廷騎二八玩曖昧
首演光頭：我太聰明

爆笑職場愛情喜劇《壹路向前》

昨日在京舉行首映發布會，導演侯

亮攜陳赫、姚星彤、常遠、張頌文

出席。陳赫片中出演牛頓壹角，自

曝在戲中是“賤萌暖男”，姚星彤

飾演性感女神卻自稱“女漢子”，

常遠自詡“花美男”卻遭嫌棄，張

頌文被贊“神助攻”……發布會笑

聲不斷，讓人更加期待電影8月6

日的上映！

前日獲徐崢邀請組“喜劇F4”，

陳赫也笑稱“在諧星範疇裏我長得

還算可以”,不過他也表示不願跟

小鮮肉比。經歷出軌、離婚人生風

波後陳赫也給年輕人建議稱“遇到

任何事情心態都要好，天沒有塌壹

定要笑，沒有過不去的坎”。

日前，楊壹柳出獄，暗示與張

子萱已經離婚，壹時之間陳赫的感

情問題又被翻出來熱議。在發布會

結束後，陳赫立即與隨行工作人員

快步離開，沒有接受采訪。

由光耀天潤、天津博德、深圳

華影、凱視芳華聯合出品，永樂影

業發行，幀畫面影業聯合發行，青

年導演侯亮執導的職場愛情喜劇

《壹路向前》即將於8月6日登陸

全國各大院線。該片改編自熱門青

春小說《畢業壹年》，講述初入職

場的菜鳥牛頓，拿著微薄的薪水，

為了事業奔波，卻遇上自己的心儀

女神姚姚，極品損友卡耐基為了幫

助牛頓，想出各種損招，

更有摳門老板黎博士，

妖嬈馬屁精焦斌添亂，

牛頓戲中狂被坑，笑料

不斷。導演侯亮表示這

部作品是根據自己的小

說改編的，片中很多橋

段都是源於真實生活，而自己之所

以拍攝這樣壹部電影，是希望能把

不壹樣的青春故事呈現給觀眾。

《壹路向前》集結了陳赫、姚星彤、

常遠、陸海濤、張頌文等人氣實力

明星，眾星攜手演繹最爆笑、最無

節操的職場喜劇，看點十足。

在《壹路向前》中，陳赫出演

職場小人物牛頓，初入職場，工資

少得可憐，卻遇到了前往國外工作

的機會，更遭遇心儀女神姚姚，在

事業和愛情面前，在極品損友卡耐

基的幫助下，牛頓囧況不斷，笑料

百出。陳赫談到這個角色，坦言自

己在片中跟以往的角色有點不壹樣，

這次是“賤萌暖男”的畫風，不過

經常被損友坑，鬧出很多笑話。說

起自己在片中狂追的姚星彤，陳赫

坦言姚星彤是女神，在戲裏自己也

是姚姚的“專屬暖寶寶”，很暖很

貼心。姚星彤說起姚姚這個角色，

也有很多話要說，她更表示自己雖

然是演壹個非常性感的職場女性，

但其實是個十足女漢子，戲裏翻窗

戶什麽都不在話下。片中姚星彤和

陳赫有不少對手戲，姚星彤表示陳

赫在片場十分活躍，合作過程很開

心，能在《壹路向前》中和這麽多

優秀的喜劇演員拍戲，也有“偷

師”，學習如何去表演喜劇，收獲

頗豐。

在《壹路向前》中扮演極品損

友卡耐基的常遠，自詡在戲中是

“小鮮肉”，更以“花美男”自稱，

戲中常遠、陳赫兩大喜劇咖“過

招”，常遠經常為陳赫出餿主意，

怪招頻出，讓陳赫各種吃不消，兩

個職場菜鳥的爆笑遭遇是《壹路向

前》的壹大看點。張頌文在片中出

演黎博士，是壹個十分摳門的老

板，他笑言自己陳赫在戲裏能追到

女神，都要感謝自己的“神助攻”，

雖然這並非本意。

眾主創對《壹路向前》臺前幕

後故事的回顧，加上爆笑預告片的

曝光，讓人更加期待這部爆笑劇的

上映！發布會最後，《壹路向前》

主創更舉起“壹路向前”預祝8月

6日上映後票房大賣，席卷全國！

《烈日灼心》827公映
鄧超黑白裂變 內心狂熱
由藍色星空影業和博納影業聯合出品，曹

保平導演，鄧超、段奕宏、郭濤、王珞丹主演

的《烈日灼心》將於8月27日全國公映。作為

壹部獎杯口碑盡收卻又十分“不壹樣”的警匪

犯罪類型片，《烈日灼心》創作的高溫和高壓

也榨出壹個“不壹樣”的鄧超，他飾演的辛小

豐，在觀眾眼中已經“完全走向鄧超的反面”，

差點認不出來！壹組黑白鄧超的特制劇照透過

豐富微妙的人物表情和淩厲狠辣的鏡像語言，

在無聲之處釋放內在的狂熱和糾結。

沈底七年的強奸滅門大案，帶給辛小豐最

重要的心理變化是“命在他眼裏從來不是個東

西，但只有收養的女兒尾巴，能讓他眼睛裏閃

爍光芒。”為了貼近這個角色，鄧超殘酷割裂

“我帶去的行李盡量簡單，只穿戲裏的衣服

——那件黑色的夾克，還有壹條黑色的褲子和

壹套協警服。我經常穿著協警服直接去賓館，

賓館以為我是去查房的。‘辛小豐’的內褲也

是我自己去挑的，那種只有辛小豐才可能會穿

的地攤兒上的內褲，十元兩條。我希望他是長

在我身上的。這是外形上的壹個考慮。我每天

不管多晚都要折磨導演，我覺得我那時候好像

沒怎麽睡過覺，但沒睡覺有個好處

就是人顯得臉色很憔悴，既然小豐

在戲裏也總是睡不著覺，我在戲外

的瘋狂也幫助了我，變得他壹樣焦

躁、敏感、憔悴。”

辛小豐是壹個被命運漩渦和往

日罪惡裹挾的不法之徒，但就在這

狂烈驚險的逃亡途中，他還在壹路被人愛著，

也豁出身家性命去搶救愛女。灼心的人物命運

讓鄧超“滿身掛著辛小豐的勛章和灼傷回到家，

沒壹塊肉是好的，從心理到生理都被‘辛小

豐’染透。辛小豐永遠是我心頭無法忘記的朋

友。這個角色讓我的家人確實有些吃驚，覺得

我變沈重了。”

《烈日灼心》是壹部殘酷的電影嗎？“其

實，我們的生活更殘酷，但正是在這種殘酷的

底色上，壹點點的溫暖和善意，都會那麽動人。

就像辛小豐在行刑臺上攝影師給我的那縷光壹

樣，那縷光是那麽的溫暖，那麽的直射人心。

而這場行刑的戲，據鄧超透露共拍了兩次，

“第壹次拍完之後，其實我和導演都不滿意，

但在時間和檔期上很難協調再拍壹次。還好，

我很堅決，導演也很堅決，於是我們就重拍，

可拍完之後，我就崩潰了！我在這個電影裏有

很多次的崩潰，那個崩潰也有點像自虐，我覺

得我怎麽做都不夠，我還想為小豐做點什麽，

還想為這個電影做點什麽。拍完之後，我聽到

很多人在哭，我也哭了。我不是為我自己哭，

我記得我壹直在重復壹句話：小豐太不容易了，

小豐太不容易了……導演也抱著我哭。這個電

影就是那種力量，像導演所說的，就是要給大

家看，絕境中男人的取舍。”

趙又廷每天把臉埋土裏
李光潔玩高冷“把趙又廷交給國家”

馮粒零下30度狂奔有損顏值
變“泡妞高手”與趙又廷誓相依

李晨聰明“絕頂”自比來自星星的妳
與趙又廷騎“二八大杠”有曖昧

全新預告異象叢生透露詭秘世界觀
導演陸川不談IP談作品

《《壹路向前壹路向前》》首映首映
陳赫避談感情自認顏值高陳赫避談感情自認顏值高

《壹路向前》鎖定8月6日
歡樂笑彈清涼上映

陳赫變“賤萌暖男”
姚星彤自稱“女漢子”

常遠自詡“小鮮肉”
張頌文成“神助攻”

主創舉“壹路向前”為影片吶喊

做“不要命”的逃犯
內褲和臉色壹樣重要

殘酷溫暖 這該死的愛！



CC1212 CC55臺灣影視 休城工商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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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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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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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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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Southwest

www.ShereeChang.comwww.ShereeChang.com
E-mail:ShereeChangE-mail:ShereeChang＠＠Gmail.co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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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億萬元成交經驗 ●25年以上經驗
●榮獲Houston TOP 50及RE/MAX TOP 20獎Sheree Chang 地產經紀人
※房屋管理，認真負責，收費合理，好評有佳，電腦作業，請查詢。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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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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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1. Katy/Cinco Ranch﹐4房,約3383呎﹐4房,新漆﹐新地毯﹐
好學區﹐售32萬8千元.

2. 商業用地﹐近290/8號公路﹐約2.8 Acres﹐售35萬元﹒
3. 近Bellaire City﹐約29,093 Sqft﹐佔地1.91Acre﹐年收入約19萬﹐

如全租出﹐年收入可達25萬﹐售2百30萬﹒

福
遍
精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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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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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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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d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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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貢寮、南墾丁」年輕人每
年最期待的音樂季，雲林縣台西鄉
不缺席，下月 15、16 日兩天將在台
西海口生活館舉辦 「海口囝仔音樂
季×水樂園」，白天有300公尺長的
滑水道、鹽水戲水池，晚上邀請藝
人 5 小時接力演唱，拚名氣也要拚錢
潮。

台西海口生活館專案經理黃仁
祈表示，此次活動除了凝聚鄉內的
力量，也要開發台西的契機，帶動
社區經濟，畢竟人潮等於錢潮，希
望外縣市的民眾可以看到台西，也
了解台西海園的生態保育。

「海口囝仔音樂季×水樂園」

將在占地 67 公頃的台西海園舉辦，
兩天活動有300公尺長的充氣式滑水
道鳥瞰海園美景、摸蛤仔兼洗褲的
鹽水戲水池，以及 20 輛迷你超跑展
示，晚間演唱會邀請藝人831樂團、
王識賢、陳昇等人接力演出，要顛
覆外人對於台西的刻板印象，也要
與 「北貢寮、南墾丁」拚名氣，成
為西海岸的音樂饗宴。

而晚上則邀請藝人陳昇、王識
賢等人開唱5小時，主辦單位強調，
因為活動地點附近為魚塭，民眾可
盡情玩到深夜，不用擔心影響到住
戶，且活動皆為免費。

台灣戲劇圈長期以來，認為
拍偶像劇最有市場，以致於欠缺
給熟齡觀眾收看的劇型。但今年
以來，台灣播出兩部大陸熟齡劇
，一是由吳秀波主演的 「離婚，
好嗎？」（大陸名為離婚律師）
，另一部就是由王志文主演的
「大丈夫」，兩位男主角都年過

半百，在台播出時，收視不差，
代表台灣觀眾是可以接受熟齡劇
的，最近台灣戲劇圈終於也願意
嘗試，找回硬底子演員寇世勳主
演新戲 「軍官‧情人」，算是跨
出了第一步。

寇世勳從影超過 40 年，主演
的電視劇不勝枚舉，演完 「橘子
紅了」之後走紅大陸，被大陸電

視圈挖角，在大陸影視圈佔穩腳
步後，央視和許多大型電影多由
他主演，演出一部電視劇一集片
酬至少百萬起跳，但今年他選擇
回台灣拍戲，除了落葉歸根，最
主要是大陸今年以來全力保衛本
土製作，不只外來劇很難登上黃
金檔，連視頻網站也傾向不再購
買台劇，因此可想而知，未來不
只寇世勳，會越來越多大咖演員
返鄉，但台灣電視圈，是否已對
這些實力派藝人做好規畫的準備
？
熟齡劇不只在大陸，在南韓甚至
美國都有一定程度的市場。以大
陸劇 「離婚律師」來說，大叔吳
秀波貫穿全劇，他自然演技及帶

感情的口條豐富了整個角色，讓
該劇在大陸騰訊視頻播放已超過
16億次，破了獨播劇的紀錄。

再 來 是 影 帝 王 志 文 主 演 的
「大丈夫」，他年紀甚至還比吳

秀波大兩歲，同樣是 「大丈夫」
全劇靈魂人物，完全不會因為他
的年紀限制了你看劇的濃性，該
劇在大陸播出第一集，就創下7億
人次點擊，這證明熟齡劇確有其
市場。

除了大陸，美劇也一樣有所
謂的熟齡劇，據調查，系列劇
「The good wife」（傲骨賢妻）

的平均觀眾年齡57歲，在美國是
不折不扣的熟齡劇。不過要知道
，五十多歲的觀眾群在美國可不

是在家含飴弄孫的
老人家，他們是社
會的中流砥柱，調
查中顯示他們多為
中產階級和受高等
教育者，文化消遣

主要在電影和閱讀上。所以這一
類觀眾同樣能創造消費市場。

台灣過去沒有專為熟齡觀眾
拍的電視劇，現在剛起步自然值
得鼓勵，但看得出來，對電視台
來說，這樣的戲種還是新嘗試，
免不了要擔心收視率，因此寇世
勳主演的 「軍官‧情人」，走的
是寇世勳最為觀眾熟悉的老路，
飾演名退休軍官，安排了美魔熟
女涂善妮，亦圖增加感情戲。但
台灣市場從本土劇興盛以來，愛
的是走群體路線，收視率的責任
不能全放在一人身上，所以單親
爸爸寇世勳的3女兒1兒子，也為
他展開各種不同的偶像劇情節，

讓劇情更加多變。
寇世勳剛回台灣拍戲時，曾

問過他，覺得台灣市場和大陸有
何不同？當時他回答了一句：
「以為台灣只有本土劇。」他並

不知道台灣也開始拍時裝劇，你
可以說因為他在大陸不清楚台灣
狀況，但相對的，台灣這幾年除
了本土劇和偶像劇，確實能走出
海外的也不多。

台灣早就步入銀髮少子的社
會，在一切都講求數位化、即時
化、年輕化的時代，誰真正關心
到這群熟年男女的消遣？那些漂
在海外的大腕也想歸隊一起加入
，但前題是台灣要有市場，能讓
不同年齡層觀眾都能被滿足，這
才叫產業深度，現在已經有人踏
出第一步，相信不久，台灣也會
有我們自己的熟齡劇了！

給熟齡觀眾看的戲
台灣跨出第一步

「海口囝仔音樂季」
下月玩水聽演唱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經濟擔保經濟擔保””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移民法要求所有親屬移民申請和部分

職業移民申請，必須提供經濟擔保書
（Affidavits of Support） 。 經 濟 擔 保 書
（Affidavits of Support）由擔保人為被擔保
的移民申請人遞交，保證該移民申請人不
會成為美國社會的公眾負擔。如果被擔保
人向政府申請某些福利，政府有權向擔保
人要求補償。通常擔保人必須證明自己有
貧困線125%以上的收入。如果申請人收入
不夠，可以用動產和不動產擔保。也可以
請共同擔保人。

移民法將“公眾負擔”定義為“可能
需要依靠政府補助，比如接受政府公眾救
濟金來維持收入或需要政府長期進行醫療
救助的個人”。
被列入公眾負擔考量的福利項目主要包括
1. 安全補助救濟 (SSI)
2. 困難家庭臨時救助的現金福利(TANF)
3. 用於支付長期看護中心的醫療救助金
（如養老院或福利院）
不在公眾負擔考量範圍內的福利項目主要
包括
1. 緊急醫療救助
2. 緊急災難救助
3. 短期非現金緊急救助
4. 根據“國家學校午餐及小孩營養法”
規定的援助

5. 根據中小學相關法律法規提供的援助
6. 公眾免疫
7. 傳染病檢測和預防
8. 勞動獲得的支付（如社會保險 Social
Security）
經濟擔保人的責任在以下條件下解除：
1． 被擔保人成為美國公民
2． 被擔保人在美國工作時間達到四十個
季度
3． 被擔保人放棄美國綠卡
4． 被擔保人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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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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15 年是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

爭勝利七十周年。而中國政府已經向國民宣布，
今年的7、8、9三個月，已被稱作為“紀念季”：
7月是紀念“七七”；8月15日，是七十年前日本
宣佈無條件投降的日子；至於9月3日，則是中國
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以及“九一八”紀念日子
。

在過去七十年的歲月中，上面的“九一八”
與“七七”兩個紀念日，一直以來我們都稱作“九一八事
變”、“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現在不妨讓我們回
顧一下，這兩個“事變”的切肉之痛的簡史：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駐在中國東北境內的關東軍
，突然毫無理據就襲擊瀋陽，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次日
晨早，瀋陽便告淪陷。與此同時，日軍在吉林、黑龍江兩
省也發動進攻，中國的東北軍奉國民政府及蔣介石總統的
“絕對不得抵抗”的強硬命令之下，全軍撤至山海關內，
這樣，1932年1 月，整體東北全境，就被日軍佔領。

五年之後的1937年6月起，日本侵略軍在北平西南宛
平附近，連續舉行挑釁性的軍事演習。7月7日夜間，日軍

借口一個士兵失蹤，要求進宛平城搜查，並無
理要求中國駐軍撤出宛平等地。這些有違國際
法的要求，遭到中國軍隊拒絕，日軍即炮轟宛
平城和盧溝橋。當地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官兵

忍無可忍，奮起抗戰。到了7月17日，中國政府正式宣佈
對日本展開抗戰，抗日戰爭從此便全面爆發。

十分明顯，無論是“九一八”還是“七七”，都是日
本法西斯徹頭徹尾的對中國的侵略事件，既然是侵襲事件
，又怎麼被稱作“事變”？對此，專家石子政特發表了
《入侵何以稱“事變”——“事變”一詞的解密》（2004
年12月26日上海《文匯報》）一文，考證出它的由來，
讀後更令我感慨萬千。

石子政在文中指出，“九一八”的兩天後，國內才有
報章報道稱“日本大舉侵略東三省”，十天後首次公開簡
稱“瀋陽事件”；而日方卻稱為“滿洲事變”。原來“事
變”一詞來自日本內閣，是它為掩蓋侵略的精心設計，因
此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日方稱“上海事變”；
“七七”稱“支那事變”等等。未知何故，中國政府後來
也漸漸用“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七七事變
”……等的說法。

在日語中甚麼是“事變”？1930年代日本辭書對它的
定義是“……不得不出動軍警，進行鎭壓的意外騷動和暴
亂”。可見當年日本內閣，是故意用“事變”一詞，把自
己的侵略行徑，說成“鎭壓暴亂”，這豈非是強盜邏輯？

當時日方的宣傳，也確是這麼說的。而石子政為“事變”
一詞解密的主要證據是：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的次年
（1946年），以東條英機為首的日本甲級戰犯，被送上遠
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最後《判決書》中，有這樣內容：戰
犯們利用中日雙方都稱此為“事變”，就以“不適用戰爭
法規”為由，抵賴侵略罪名，妄圖逃避國際戰爭法的制裁
；將日本發起侵略中國的原因，歸罪於中國軍民的反抗，
因為“事變”是“鎭壓暴亂”。儘管他們並無借此撈到救
命稻草，但恰恰證明日本一開始，就使用“事變”一詞，
是早有預謀用心。

戰後日語辭典對“事變”釋義，又增加一條“國家間
的不宣而戰”義項，終於承認是一種侵略。然而也一直在
稱“事變”的中國，權威辭書《辭海》對其釋義為“突然
發生的重大的非常事件，如：“七七事變”、“皖南事變
”；《現代漢語詞典》稱“突然發生的重大政治、軍事性
事件：七七事變、西安事變”。教師都這麼教學生。

筆者認為，“七七事變”、“九一八事變”與“皖南
事變”、“西安事變”性質不同；前者是外敵突然入侵，
而後者是國家突發兄弟鬩牆事件，不能等同看待。為此建
議，中國權威辭書對“事變”要重新定義：（除其他義項
外）一是外敵突然入侵不宣而戰事件，如：九一八事變、
七七事變；二是國內突然發生的重大政治、軍事性事件，
如：西安事變、皖南事變，這樣才符合歷史真相，才符合
中國國情，筆者在此拋磚引玉，不知大家以為如何？

非為“事變” 實強侵
楊楚楓楊楚楓



CC1111香港娛樂CC66達拉斯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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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ccelaRH.com

星期六 2015年8月1日 Saturday, August 1, 2015 星期六 2015年8月1日 Saturday, August 1, 2015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5年8月1日（星期六）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陳思思是一名
資深奧運志

願者，演唱過《奧運的微笑》等深受大眾喜愛的
歌曲，此次受邀演唱《雪戀》，她表示不僅希望
藝術上有創新有突破，更重要的是希望用自己的
歌聲來傳遞一種奧運的精神，展現一種生命的力
量，為冬奧、為祖國的強大而歌。

雪地拍MV非常艱難
據導演趙志強介紹：“MV是在長白

山，冒着零下十幾度的嚴寒和大雪拍攝
的，非常艱難。”MV中有一個畫面：陳思
思在一片雪地前彈奏一架鋼琴。據了解，
當天拍攝時長白山天氣在攝氏零下15度左
右，陳思思只穿一件薄薄的飄逸長裙在雪
地裡演唱，所有的工作人員穿着厚厚的羽
絨服都扛不住，陳思思竟然一聲不吭，堅
持拍攝好幾個小時，連準備好的熱薑水都
凍成了冰疙瘩，那麼冷的天氣居然沒說過
一句抱怨，堅持把好的狀態呈現在畫面
中。
趙志強更說：“如果陳思思當時說一

句‘導演，有點冷’，我肯定就不會再堅
持拍下去，拍完後所有工作人員都佩服她

的敬業和努力。這場大雪是意外的驚喜，沒想到
返程途中還是一路大雪，很多樹上都掛滿了冰
稜，特別美，我看到這樣的景當然不會錯過，臨
時起意，和她溝通了一下說這有個景很不錯，如
果不拍就可惜了。她二話不說，立刻換服裝、道
具直接進入拍攝狀態，所以有了MV中她背着一
對翅膀走在馬路上的場景。”

曲詞韻律勾畫出冰雪世界
“經緯為線，大千世界的畫面；時間為鑒，

日轉星移的思念；紛紛揚揚剪不斷冰雪情緣；踏
雪尋夢，一百年換一瞬間……”作為2008年北京

奧運會的參與者，該作品的作詞人、
奧運會大型活動推廣專家王平久深深
理解奧林匹克精神的深層含義。
他表示，無論時間如何改變，世
界如何變遷，但心中的愛戀、夢

想、奧林匹克精神、對奧運會的情結永遠不變，
希望在天地的見證下，奧林匹克精神會一直在中
華大地傳遞下去。他說：“希望通過這首歌反映
一種對大千世界的感受，表達人生的領悟，體現
人文關懷。”
該曲作者、著名音樂人趙佳霖在最初創作

時，希望用特有的中國民族元素的韻律，勾畫一
個雪世界的感覺，與歌詞在一起相得益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職業特工隊：叛逆帝
國》前晚舉行慈善電影籌款，是次活動為香港防癌會募集善
款，出席支持的有朱慧敏、麥家琪及顏子菲。朱慧敏母糸家
族有乳癌遺傳基因，已有幾位家人過身，問她有否想過像安
祖蓮娜祖莉切除乳房？朱慧敏表示早在20歲時曾有此想
法，但現希望生了孩子餵哺好母乳，大約到40歲後才去做
乳房切除手術。不過她指癌症現有年輕化跡象，目前醫學昌
明，如及早發現治癒率亦高，至於要預防最重要是生活開心
保持正能量，當然也要有適量運動及注意飲食，抑鬱就容易
成疾。由於她有癌症遺傳基因，故她比一般女性做檢查會較
密，大約半年會檢查身體一次。但提到最近與男友Eddie分
手是否仍開心過活？朱慧敏說：“甚麼事也要這樣，生老病
死是人生必經，會珍惜每一天去活在當下。”是否也珍惜
Eddie，會否仍有這心結未解開？她笑說：“多謝，每個朋
友都珍惜，現保持接工作也開心。”她坦言跟Eddie各有各
忙已少了聯絡，且有些事情未必馬上解決到，是需要時間去
處理。

顏子菲信隆胸沒後遺症
39歲麥家琪育有兩子一女，但仍間中會到內地做一些

短期工作，希望待三歲的女兒也進了小學才多抽時間工作，
因現在還有不少商演、地產及美容活動找她，她笑指自己並
非“賣剩的”。提到美魔女羅霖拍性感寫真，她又會否想拍
輯靚相？家琪說：“靚相會想拍，但除非自己離了婚才會考
慮拍寫真，否則沒此需要，好像今晚，我3個小朋友都話我
好靚了！”是否已經無求？她表示也有，都希望家人開心，
自己的工作平穩。
顏子菲曾做隆胸手術，但她了解過手術不會影響易患乳

癌，也沒其他後遺症或副作用，不過她都有定期做乳房檢
查。另談到亞視新聞復播？她表示沒留意在哪時段播出，但
這也是好事，新聞部能維持正常是個好消息，更希望背後傳
聞的買家可以慢慢浮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李逸朗（Don）與楊思琦7月
30日於錄音室為新國語歌《黑眼
圈》錄音，Don更送上玩具琴給
思琦女兒作禮物。
李逸朗正為新一張發燒碟錄

音，其中合唱歌《黑眼圈》是一
首甜到漏的情歌，特別找來聲線
易認、感情生活又有個人及成熟
看法的思琦首度合作，思琦則表
示一直有努力學唱歌，她在家頻
練歌，現女兒都懂唱這首歌。笑
問唱情歌會否也想早日拍拖？思
琦笑說：“如果唱情歌可帶來桃
花，唱唱下就來也不錯，其實都

是順其自然！”問到當年情侶組
合拍檔蔣雅文（Mandy）回港發
展，Don也打算到她的時裝店八
卦一番，但合作機會暫時應該沒
有，看下一張唱片才作決定，他
指其實能看看舊朋友已心滿意
足。
另Don因最近有不少流言蜚

語在網上抒發情感，他指有人說他
在網上加個讚就是勾引人，又有人
說他睜着眼也在放電，Don晦氣地
說：“那我反着眼跟人打招呼好
了，根本這幾年也在洗底想安分做
人，平日都留在家做自己的事情，
想不到還有這麼多口多的人！”

香港文匯報訊 電
影《華麗上班族》7月
30 日在北京舉行記者
會，杜Sir聯同湯唯、王
紫逸出席。
湯唯回想拍攝期

間，杜Sir將片場變成食
堂，她說：“杜Sir每天
都給大家準備好吃的，
讓 所 有 人 都 大 飽 口
福。”杜Sir也說：“這
次拍得比較舒服，每天
跟演員在吃吃喝喝。”此外，她更爆拍攝《華麗上班族》前不小心
弄傷腳，幸而遇上發哥：“發哥除了幫我找醫生，還親自去診所給
我掛號。”這令她感覺到生活中有愛。

林青霞首次參與真人秀

湯唯傷腳求醫發哥代掛號李逸朗楊思琦合唱情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青霞湖南報道）“知道的
人清楚這是真人秀《偶像來了》的錄製現場，不知道的
還以為是林青霞粉絲見面會呢。”何炅玩笑一言將與林
青霞擁抱灑淚的各位女神拉回了錄製。這是今日登陸銀
屏的《偶像來了》的開篇內容。7月30日，在《偶像來
了》的看片會現場，爆笑聲不斷，更有歐陽娜娜分享參
與拍攝的感受，直言林青霞像媽媽一樣溫暖。

參加真人騷《偶像來了》的嘉賓不僅有已息影20
年的林青霞，還有朱茵、蔡少芬、趙麗穎、謝娜、楊鈺
瑩、寧靜、張含韻、古力娜扎和歐陽娜娜。所謂“三個
女人一台戲”，十個重量級的女神偶像在名嘴何炅、汪
涵的配合下又將上演怎樣熱鬧的大劇確實值得期待。
殿堂級女神林青霞因“東方不敗”等經典熒幕形

象成為許多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偶像，此次加盟《偶像來
了》是其淡出影壇後復出的真人騷首秀，因此林青霞在
節目中的表現備受關注。

蔡少芬反差最大
記者看到，在第一期節目中林青霞穿着亮眼紅

裙登場，依舊光彩照人。當林青霞打開大門現身內景
拍攝場地時，早已等候在場內的女嘉賓們見到偶像激
動得尖叫連連。謝娜更是喜極而泣幾度哽咽，並屈身

大喊：“參見教主！”大家見到偶像紛紛蜂擁上前，
眾星拱月般圍繞女神林青霞，拍攝現場大有“林青霞
粉絲見面會”之感。
隨後，節目進入了“女神團”挑戰人力拉飛機

環節，紅藍兩隊女神開始各顯神通，爭奪“人力後備
軍”空少團，共同拉動重約60噸的波音737飛機。
節目中林青霞的“霸氣教主”模式、蔡少芬的“炫夫
模式”、謝娜的“太陽女神”模式無不讓內容笑點不
斷，精彩連連。

歐陽娜娜7月30日受訪時表示，覺得蔡少芬在
電視中和現實中差異最大，她說：“因為看她演的
劇，就覺得她是比較嚴肅、比較優雅的，但沒想到她
和我還蠻像的，就是很搞笑。”

朱慧敏保持正能量防癌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唱響唱響《《雪戀雪戀》》傳遞奧運精神傳遞奧運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任

芳頡 北京報道）中國北京、張家

口7月30日聯合取得了2022年

冬季奧運會主辦權，這是繼北京

成功舉辦2008夏季奧運會後，奧

林匹克聖火7年後將再次在中國

點燃。著名歌唱家陳思思唱響唯

美歌曲《雪戀》，表達她對申冬

奧成功的喜悅之情。

■林青霞的出現，讓謝娜、趙麗穎、朱茵等激動不已。 ■林青霞在節目的表現備受關注。

■■歐陽娜娜直言林青歐陽娜娜直言林青
霞像媽媽一樣溫暖霞像媽媽一樣溫暖。。

李青霞李青霞攝攝

■湯唯(中)用道具槍指着王紫逸(左)展露
鬼馬表情。

■■朱慧敏朱慧敏、、麥家琪及顏子菲等出席慈善電影籌款活動麥家琪及顏子菲等出席慈善電影籌款活動。。

■■當鏡頭只拍上半身時當鏡頭只拍上半身時，，陳思思即以羽陳思思即以羽
絨服圍下身保暖絨服圍下身保暖。。

■■MVMV是在長白山拍攝是在長白山拍攝。。

■■穿上單薄衣着的陳思思穿上單薄衣着的陳思思，，
冒着零下十幾度的嚴寒拍攝冒着零下十幾度的嚴寒拍攝
《《雪戀雪戀》》MVMV。。



美容驛站 CC1010

【本報華府記者李靜芳採訪報
導】由 B 型肝炎基金會(Hepatitis B
Foundation)和亞太社區健康組織協
會 (AAPCHO) 共 同 創 辦 的 Hep B
United 全國聯盟，於 7 月 26 至 28 日
在華府召開第三屆年度高峰會，評

估全國聯盟於美國衛生福利部肝炎
行動計畫執行進度，並討論新策略
以增進社區檢測、預防、從醫療照
護到根除 B 型肝炎，提升亞太裔美
國人健康。

聯邦政府官員27日應邀參加了這
項在國會山莊附近舉行的高峰會，
說明政府政策及行動計劃，並與峰
會人士共同探討新的對策，以及政
府與民間團體之間發展密切的夥伴
關係的重要性。

主管少數族裔美國人健康的衛生
福利部副助理部長賈西亞女士(J.
Nadine Garcia, MD, MSCE)，在峰會
中致詞時表示，B 型肝炎沒有癥
兆，是隱形殺手，政府將持續與民
間團體夥伴，在亞太裔和非洲裔社
區進行篩檢，提高人們對這種疾病
的警覺性，進而尋求根治之道。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肝炎防治部門
主管華德(John Ward, MD)說，慢性
肝炎的病例資料收集不易，疾管中
心正透過非傳統的管道，譬如說，
大型檢驗公司、大型醫療機構、州
和地方政府的死亡證書等等，搜集
資料，而社區篩檢的方式可以提供
直接的行動計劃參考。他指出，從
經費的角度來看，政府採取成本效
益分析，將加強防止孕婦傳染給嬰
兒，持續透過教育及社區夥伴進行
篩檢，期望達到根除 B 型肝炎的最
終目標。

衛生福利部肝炎政策顧問丹恩女
士(Corinna Dan, RN, MPH)表示，
她的部門雖無關經費分配，但監管
B 型肝炎策略行動計劃的執行，他
強調說，就像愛滋病一樣，必須提
高民眾對 B 型肝炎嚴重性的認知和
警覺性。

白宮亞太裔事務辦公室資深政策
顧 問 哈 莉 女 士 (Christine Harley,
MPP)指出，該辦公室的宗旨就是作
為社區和政府機構之間的橋樑，讓
對的人和對的機關連結起來，作出
對的決策，採取有效的行動。她強
調，區域性的網絡和社區夥伴是非
常好的資源，她期待擴大社區資
源，加強政府機構的行動，提升肝

炎防治的關心度。
與會的美國疾病管制中心負

責肝炎防治教育暨宣傳的主管
尤更森女士(Cynthia Jorgensen,
Dr.PH)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
強調說，B 型肝炎篩檢行動不
問受篩檢人的身分，任何人都
可以接受 B 型肝炎檢查。她呼
籲民眾要了解 B 型肝炎，它不
是先天性疾病，不會因為與患
者一起吃飯、共用碗盤或餐具
而感染，也不會通過哺乳、擁
抱、親吻、牽手、咳嗽或打噴
嚏而傳染。但是，B 型肝炎可
能導致常嚴重的後果，肝臟可
能會因而受損，導致肝衰竭或
肝癌。他指出，檢查的管道很
多，看病時可以要求診所檢
查，社區夥伴團體也提供了篩
檢的機會，民眾可以多加利
用。

美國 B 型肝炎基金會執行長暨
Hep B United聯合主席Joan Block女
士表示： 「將近兩百萬美國人感染
慢性 B 型肝炎，但其中有百分之六
十五並不知道受到感染，因為他們
從未接受檢測。目前亞裔受 B 型肝
炎感染的比例高於其他人種。每十
二個亞裔中就有一位感染慢性 B 型
肝炎。百分之五十慢性 B 型肝炎患
者是亞裔及太平洋群島人種。」
B型肝炎是全世界最普遍的嚴重肝

臟病毒感染，也是排名世界第二的
癌症死亡原因、可以疫苗預防的病
中死亡率最高的感染病。若是沒有
及早診斷及治療，每四位慢性感染
者中就有一位會因失去肝功能或是
肝癌而過早死亡。

亞太社區健康組織協會(AAP-
CHO)執行長暨Hep B United聯合主
席 Jeffrey B. Caballero, M.P.H.?先生
表示： 「如果社區組織能互相學習
並研發有效的方法來提供 B 型肝炎
教育，幫助民眾接受檢測並於感染
早期轉介至醫療照護，我們就能成
功的預防新案例，減少醫療支出並
且拯救生命。」

本屆高峰會是全美國 B 型肝炎社

區聯盟領袖最大的集會。此次高峰
會目的是要專注於預防及在美國根
除 B 型肝炎。高峰會內容包括如何
增進社區 B 型肝炎檢測、預防、和
教育方案，幫助受感染的患者獲得
醫療保險和醫療照護，並減少 B 型
肝炎相關的歧視。

峰會中，四位聯盟領袖榮獲頒獎
「2015 Hep B Champion Award」，

表揚他們用創意策略減少當地的 B
型肝炎感染：

Thaddeus Pham：夏威夷檀香山衛
生局的病毒性肝炎預防協調員，利
用社交媒體創意宣導 B 型肝炎知識
並建立 Hep B United 和各州病毒性
肝炎預防協調員之間的合作關係。

Dr. Binh Tran： 加 州 聖 地 牙 哥
Asian Pacific Health Foundation 的執
行長，成功建立社區，藥劑師，和
藥劑師學生之間的合作關係以提供
上千人免費 B 型肝炎檢測，教育，
及轉介至醫療照護。

The Dallas-Fort Worth Hepatitis B
Project：德州達拉斯的醫學生們提
供亞太裔社區免費 B 型肝炎檢測，
教育，及轉介至醫療照護並將方案
成果發表於學術期刊。

Nirah John-
son：紐約 Hep B
NYC 聯盟主任兼
Coalition against
Hepatitis for Peo-
ple of African Ori-
gin (CHIPO) 主
任。她在紐約衛
生局成功的發展
紐 約 的 Hep B

NYC聯盟及幫助成立CHIPO。
有關B型肝炎
B型肝炎是世界上最常見的傳染性

肝病。全球有二十億人(將近有三分
之一人口)已受到 B 型肝炎病毒感
染，其中三億五千萬人受到慢性感
染。每年有一百萬人死於 B 型肝炎
相關肝疾病和肝癌。 美國有二百多
萬慢性乙型肝炎病毒?帶者。每二十
人中就有一個人受感染。B型肝炎可
透過血液、未消毒的針頭、和無保
護性行為傳染。B型肝炎也可從感染
的母親在生產過程中傳染給新生
兒。雖然 B 型肝炎是可預防和可治
療的，目前並沒有方法完全治癒。

有關Hep B United
Hep B United是為了面對B型肝炎

的公共衛生挑戰進而以促進美國人
民認知、篩檢、疫苗接種及連接醫
療照護的全國聯盟。聯盟的主要服
務對象是屬高危險群的亞裔及太平
洋群島人口。欲了解有關 Hep B
United 的更多訊息及尋查地區聯盟
所在地點和聯絡方式請至 http://
hepbunited.org。

有關B型肝炎基金會
B型肝炎基金會是一家全國性的非

營利機構，其宗旨是消除慢性乙型
肝炎的病因?治愈這一疾病。我們承
諾提高對乙型肝炎的認識，促進預
防，提供信息和支持，並資助研究
以尋求一種根治方法。欲了解有關B
型肝炎基金會的更多訊息請至www.
hepb.org。

有關AAPCHO
AAPCHO是一個連結35個社區健

康組織的全國性機構，透過合作和提
供指引，
提倡增進
亞裔、夏
威夷原住
民、及太
平洋群島
人 的 健
康。欲了
解 有 關
AAP-
CHO 的
更多訊息
請 至
www.
aapcho.
org。

醫療健康界領袖齊聚 B型肝炎防治全國聯盟高峰會華府召開
檢討行動 規劃策略 目標在於根除B型肝炎 提升亞太裔健康

峰會的與會人士在27日上午舉行的研討會之後合影

亞太社區健康組織協會亞太社區健康組織協會(AAPCHO)(AAPCHO)執執
行長暨行長暨Hep B UnitedHep B United聯合主席聯合主席JeffreyJeffrey
B. CaballeroB. Caballero

衛生福利部副助理部長賈西亞女士衛生福利部副助理部長賈西亞女士
(J. Nadine Garcia, MD, MSCE)(J. Nadine Garcia, MD, MSCE)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肝炎防治部門主美國疾病管制中心肝炎防治部門主
管華德管華德(John Ward, MD)(John Ward, MD)

衛生福利部肝炎政策顧問丹恩女士衛生福利部肝炎政策顧問丹恩女士
(Corinna Dan, RN, MPH)(Corinna Dan, RN, MPH)

白宮亞太裔事務辦公室資深政策顧白宮亞太裔事務辦公室資深政策顧
問哈莉女士問哈莉女士(Christine Harley, MPP)(Christine Harley, MPP)謝謝
謝主辦單位致贈的謝主辦單位致贈的TT恤恤 2727日舉行的研討會會場一景日舉行的研討會會場一景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負責肝炎防治教育暨宣傳美國疾病管制中心負責肝炎防治教育暨宣傳
的主管尤更森女士的主管尤更森女士(Cynthia Jorgensen, Dr.PH)(Cynthia Jorgensen, Dr.PH)
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

2727日舉行的研討會會場一景日舉行的研討會會場一景，，中立者為紐約王嘉廉社區醫療中心中立者為紐約王嘉廉社區醫療中心BB型肝炎計劃主任黃維薇型肝炎計劃主任黃維薇
醫師發言醫師發言

CC77華盛頓僑社

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
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
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

美聯美聯美聯鐵工鐵工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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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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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

美國製造精品匯

霧霾殺手-美國
制造奧斯丁牌空氣
凈化器 4層過濾
全鋼機身 5年質保

22年專註美國制造好產品 用心服務華人社區

引領綠色 環保 健康新概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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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黃金-羊駝毛毯被子
Organic 生態有機被子
沒有經過任何化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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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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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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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 懷、誠 實、效 率、踏 實、創 新、專 業、穩 健、熱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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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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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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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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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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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恆豐銀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賬戶
個人定期存款賬戶
個人貸款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絡、ATM服務

商業：商業支票賬戶
商業儲蓄賬戶
商業定期存款賬戶
商業貸款

http://www.afnb.com

恆豐銀行總分行

以心服務以心服務，，服務至心服務至心
恆豐銀行卓越團隊

快速、多元、便利、彈性、周到、
的全面服務。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9：00-下午5：00
週五：上午9：00-下午5：30

週六：上午9：00-下午1：00

提供您：

星期六 2015年8月1日 Saturday, August 1, 2015 星期六 2015年8月1日 Saturday, August 1, 2015

大笑與多食醋大笑與多食醋
讓胸部更圓潤挺拔

有沒有留意過
鼻翼兩側的肌膚？這塊肌膚上的毛孔隨著
年齡越來越明顯。很多人都會覺得自己不
是油性肌膚，為何毛孔會越來越大？其實
毛孔問題，並不止是油脂的過量分泌造成
的。那麼，倒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毛孔
呢？

禍根之一： 油脂
油性肌膚的人多有這種煩腦，毛孔不僅

明顯，還被黑頭粉刺佔據，這種毛孔大多
跟皮脂腺分泌過剩有關。皮脂腺分泌的皮
脂不會直接排到皮膚表面，而是通過毛囊
的導管從毛髮的根部排泄出來，毛孔的功
用，就像是肌膚油脂的管道，當肌膚內部
油脂分泌過多，需要大容量的管道疏通，
毛孔就會隨之漲大。而當肌膚油脂分泌過
量，又沒有徹底清除乾淨，油脂和毛孔中
的角質融合在一起，就會形成惱人的粉刺!
粉刺在毛孔中鳩佔鵲巢，久而久之毛孔就
會變得更加粗大。所以，這就是什麼油性
肌膚的人為什麼多毛孔粗大，並且愛長痘
痘。

禍根之二： 乾燥
乾燥也會引起毛孔粗大，這多出現在兩

頰比較乾燥的部位，
開口明顯且不飽滿，呈乾癟狀，
這可以算得上肌膚老化的初期反
映。因為隨著年齡的增加，我們的皮脂腺
分泌會慢慢減少；其次，健康年輕的表皮
細胞，能夠在角質代謝28天的週期內做好
該做的工作，然後在後期 「角質分化」的
過程中製造出天然保濕因子、細胞間脂質
等成分，這些成分與皮脂一起發揮作用，
能讓肌膚表面一直維持在一個潤澤柔軟的
狀態下，而乾燥的毛孔則表明，肌膚本來
自身具備的功能已經在開始慢慢衰退了。

禍根之三： 老化
別以為年齡增長造成的鬆弛祇限於下垂

的臉部肌肉，這同時也會發生在毛孔上，
因週圍肌膚彈力組織萎縮，失去張力，使
毛孔漸漸地往縱向拉長，進而形成淚滴型
或 Y 字型毛孔，特別在兩頰的法令紋附
近，該現象尤為明顯，這說明肌膚老化已
經從深層慢慢顯現出來。因此，毛孔擴張
下垂，絕對是不容忽視的，肌膚老化的重
要症狀。除了淺層的皮脂量減少、天然保
濕因子和細胞間脂質的自身份泌不足外，
更深層的原因在於膠原蛋白的流失和真皮

層與表皮層間細胞鬆動和彈力纖維斷裂。
禍根之四： 陽光

陽光中的紫外線是肌膚的頭號敵人，絕
對不是誇張，紫外線不僅會讓肌膚曬傷曬
黑，還會造成肌膚表面的皮脂氧化，肌膚
免疫能力下降、基底膜受損，更會對細胞
DNA造成損傷。最可怕的是陽光就像一把
剪刀，一刀一刀把膠原纖維剪短，讓皮膚
失去彈力，引起皮膚鬆弛，加速了老化性
毛孔的形成。所以，一年四季，防曬必
備。

禍根之五： 髒空氣
日益污濁的髒空氣和環境，會讓皮膚細

胞產生大量自由基，嚴重破壞膠原蛋白彈
力纖維的結構，讓它們失去原有的彈力，
而它們與緊致毛孔的關係，前面也有講
到，但是非常可惜的一點是，陽光我們有
辦法防護，但遺憾的是髒空氣是任何護膚
品防護不了的，所以每晚的卸妝和清潔工
作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導讀：氣血不足是乳房衰老的主要原因，當
你呼吸越來越淺、血液循環漸漸減慢時，乳房
會缺少年輕時的充氣感和膨脹感，漸漸下垂！
其實祇要及時補充氣血，不管大胸小胸，你一
樣能昂首挺胸！

1、在家養一盆綠色植物，潤肺又補氣
在家養一盆綠色植物，同樣可延緩乳房衰老

速度！植物上的露水有良好的潤肺效果，它能
讓你呼吸更有力、胸部更豐滿！另外，龜背
竹、吊蘭、常春籐、仙人球等植物還可提高呼
吸時的攜氧能力，讓你不再因壓力而緊張！建
議你在電腦前養一盆心儀的綠竹，既能豐胸，
又可吸收電輻射！

2、月經期間別減肥，以免氣血失衡
月經期間，你會失去大量血液，如果為了鞏

固瘦身效果，在月經期盲目節
食，會讓肝臟負擔大大加重，
從而導致氣血失衡！要知道，
人一旦處於飢餓狀態，大量脂
肪會湧入血液，以做好 「飢餓
儲備」，這時你血液中的脂肪
酸濃度會顯著增高，月經一結
束，運行不暢的氣血會擾亂你
的荷爾蒙分泌水平，讓胸部漸
漸下垂！但好消息是，月經期
間，人體新陳代謝速度會比平
時高三到四成，即使不怎麼節
食，你也能輕鬆瘦下來！

3、經常大笑，讓胸部充滿
「膨脹感」
別再抿嘴微笑啦！中醫中有

「常笑宣肺」的說法，捧腹大笑是很好的呼吸
運動，它可使肺部擴張，為胸部傳送更多新鮮
空氣，讓氣管和肺部處於放鬆狀態，乳房也會
產生一定的 「膨脹感」，不會因缺水、缺氣而
下垂！建議你經常看喜劇片，讓自己徹底放
鬆！當然，和有趣的閨密聊天，與她們一起大
笑，也有不錯的豐胸效果！

4、每天一勺老陳醋，讓你氣血運行好
韓國首爾大學的一項健康研究發現，少量陳

醋可有效提高人體的氣血運行水平，不光能讓
你面色紅潤、免疫力增強，胸部老化程度還可
大大減低，不會輕易下垂！但新鮮的蘋果醋和
白醋並不具備同等效果！另一項研究發現，少
量老陳醋還能幫助你平息肝火，起到很好的減
壓效果！

5、每天呼吸清晨空氣，為氣
血 「排毒」

人每天都會攝入一些 「毒
素」，比如尾氣、油煙等，這
些毒素成分有可能擾亂你的氣
血運行水平，減慢血液循環速
度，讓你的乳房在不知不覺中
縮水、下垂！清晨空氣清新，
可起到有效的淨肝排毒效果！
除了常呼吸清晨空氣外，據全
球最新自然調查顯示，澳大利
亞是所有旅遊城市中空氣質量
最高的，如果你能在每年春季
去澳洲海灘上走一走，就能使
體內氣血乾淨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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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個小動作個小動作 給早給早衰腰腹減齡

每次在鏡子裡端詳自己的身材，都會為越來越凸出
的腰腹贅肉感到鬱悶?有時候從電腦前起身甚至需要用
雙手托住腰部？毫無疑問，你的腰腹年齡超標了：30
歲的年齡，50歲的腰腹。

腰腹減齡動作一 1、坐姿，雙臂撐在身體兩側，支
撐住身體重心，肩部放鬆，雙腿併攏，吸氣，屈膝拉
向腹部，吐氣，收緊腹部，保持動作緩慢。做15次。

腰腹減齡動作二 2、側躺，用左手和雙腳支撐起身
體，深吸一口氣，收腹，保持身體的靜態平衡，維持10

秒後放鬆。做15次，換側重複多次。
腰腹減齡動作三 3、站姿，雙腿分

開，右手扶住右腿膝蓋處，左手手臂帶
動上身向右側彎曲，深吸一口氣，收緊
腰腹部肌肉，做拉伸側腰動作。換側重
複，重複多次。

腰腹減齡動作四 4、站姿，雙臂前後分開，用爆發
力向上提起左膝，收緊腹部的同時向外呼氣。做 15
個，換側重複，共做2組。

腰腹減齡動作五 5、跪姿，左腿抬起向側面伸展
成一條直線，左手扶住左腿腳背，收腹挺胸，深吸
一口氣，右手帶動身體慢慢向左側伸展，保持狀態
幾秒鐘。然後換側進行，重複多次。

腰腹減齡動作六 6、站立，左腿向上抬起，右手
抓住左腳拇指，使大腿保持與地面平行的狀態，收
腹挺胸，吸氣，腰腹部向左側盡力旋轉，左手向上
伸展，保持姿勢5秒鐘。換側重複多次。

多吃粗最瘦腰腹 多食粗纖維的食物，如芹菜、
茭白、韭菜、菠菜、絲瓜、藕、大棗、蘋果、鴨梨
等，都對腰腹減肥大有幫助；多飲普洱茶等黑茶，
可以幫助清除腰腹部多餘脂肪；遠離那些富含澱
粉、糖分、脂肪的食物，它們都會造成體內脂肪的
堆積。

肚皮舞+呼啦圈 祇有運動才能加速肌肉和骨骼
內部的血液循環，才能真正有利於腰部的健康。
可以練瑜伽、跳跳肚皮舞，還可以多做一些有氧
運動，比如慢跑、玩玩呼啦圈，要注意先熱身，
增加腰部肌肉的柔韌性。 最簡單的護腰動作 雙
手交叉抱頸，向前挺腹，向後仰頭，堅持一會
兒，然後放鬆，工作間隙，重複做上三五個動
作，對頸椎、腰椎都有很好的拉伸作用，還能緩
解脊椎疲勞。

【本報華府訊】國民黨全代會後，駐美京分部7/
21(星期二)召開了委員顧問會議。會議以國父
遺囑的「莫散了團體、休灰了志氣」為大主題，
又以「團結承擔、領航台灣」為即日起號召國民
黨黨員黨友「迎戰2016」的精神標竿。

國民黨駐美京分部的委員顧問會議由書
記李家勝主持，李家勝首先以洪秀柱、蔡英文
當天的微些差距民調做為喜訊，週知大家，續
分別以黨主席朱立倫及總統候選人正式被提
名人洪秀柱的致詞摘要與大家共勉。

美京分部常委劉偉民以及總支部評議委
員劉玉光、陸肖華、吳平與毛先榮都分別就海
外國民黨分支部及黨員同志現階段最重要的
任務期勉大家。重點包括：
1、這次總統大選對國民黨來說是一場艱鉅的
選戰，更是中華民國以及我們下一代命運的抉
擇，所以洪秀柱要贏，國民黨要贏，中華民國才
會贏。
2、中國國民黨第十九次全代會的出席率，是國
民黨這4、5年來全代會最高的一次。洪秀柱勉

勵所有的國民黨黨員及支持者們說：「我們一
直在為這個國家、為這片土地努力打拚，所以
在逆境中，我們更不能喪失奮鬥的勇氣！」洪秀
柱強調：「國民黨一定要緊密團結、全力支持！」
只有國民黨好，國家才能安定進步，只有國民
黨好，台灣才能繁榮發展，只有國民黨好，台灣
的未來才會更好！」
3、與會人員也響應洪秀柱的宣言：「用真心愛
台灣，用生命保衛中華民國！」正面迎戰2016總
統大選的艱難挑戰，誓為洪秀柱堅強穩定的後
盾，緊密團結，堅定的以勝選為目標。

會中多位評議委員帶動捐款支持成立洪秀
柱服務處。大華府地區僑胞凡欲捐款支持洪秀
柱競選總統者，請開具支票 KMT，註明：支持
洪秀柱，並請惠寄 P. O. Box 60722, Potomac
MD 20859，捐款名單將由美京分部登報銘謝
並微信。

中評委林遠、總支部常委陳惠青以上級指
導身份，也為與會人員加油打氣，並全力支持
會議中所決定的成立「大華府地區支持洪秀柱

服務處」。服務處聯絡電話為301-309-6858（林
遠），571-437-0301（劉偉民），703-975-8819
（王梅雯）或301-807-5286（李家勝），地點位於
307 N. Washington Street, Rockville MD

20850。美京分部同時也在 Facebook 上設立了
大華府地區支持洪秀柱服務處的專頁，網址
是：https://www.facebook.com/pages/大華府地
區支持洪秀柱服務處/112656485748380。

以「莫散了團體 休灰了志氣」為大主題 用「團結承擔 領航台灣 迎戰2016」為標竿

國民黨全代會後美京分部召開委員顧問會議

美京分部的委員顧問會後，大家高舉「團結承擔 領航台灣 迎戰2016」標語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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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抽油煙機

10800 Bellaire Blvd Suite C
Houston,TX.77036

Bellaire and Wilcrest

AC3100 3300, IT30, 自動清洗系列抽油煙機

˙自動清洗 ﹐掃除拆洗煩惱:
最先進的技術﹐只需一按AUTO CLEAN就會自動清洗扇
葉油污﹐操作簡單方便﹐清除油污,掃除您清洗油污的煩惱﹒

˙最超強的吸力﹐最低的噪音 :
專利設計Ｓ型排風系統﹐形成強勁離心吸力﹐全新流線
內部結構﹐使其吸力稱霸﹐噪音最低﹒

˙最先進的外型設計﹐覆蓋美式四個爐頭:
全新流線外型﹐採用西歐無接口收邊技術﹐完美造型﹐
雙吸風口﹐覆蓋四個爐頭﹐使您的廚房充滿高貴現代氣息﹒

訂購電話﹕281-530-1511

最新最新最新

把看見的油煙看不見的細菌統統一網打盡﹒
優質售後服務﹐專業的安裝師傅﹐
馬達永久保證﹐零件十年保證

殺菌抽油煙機

PR 9630A
STAINLESS STEEL

大酬賓特價特價特價
299.00

((台灣製造精品台灣製造精品))

首創蒸氣除油 | 融解油汙 免拆洗
太平洋首創「全自動蒸氣洗」抽油煙機，獨家「130 C超高溫蒸氣洗」，以超高
溫蒸氣環繞去汙，再輔以熱水沖刷潔淨，全方位迅速除油，徹底殺菌，除臭，
自動清洗毫無死角，更配備全新「吸力霸靜音馬達」，給您超強吸力與極靜
音。挑選油煙機，就該選擇解決您所有煩惱的太平洋「蒸好洗」抽油煙機!

有名牌禮品贈送!!

。

201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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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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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2015年8月1日 Saturday, August 1, 2015 星期六 2015年8月1日 Saturday, August 1, 2015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5年8月1日（星期六）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在兩位中國選手的在兩位中國選手的““夾擊夾擊””下下，，來自朝鮮的金雲香來自朝鮮的金雲香
竟然在自己的第一次世錦賽上拿到了奧運會項目竟然在自己的第一次世錦賽上拿到了奧運會項目、、女子女子
1010米跳台的金牌米跳台的金牌，，這位首次在國際賽事亮相的神秘黑馬這位首次在國際賽事亮相的神秘黑馬
賽後坦言賽後坦言，，中國跳水選手奧運冠軍陳若琳是自己的偶中國跳水選手奧運冠軍陳若琳是自己的偶
像像。。

1616歲的金雲香顯得格外瘦小歲的金雲香顯得格外瘦小，，早在女子早在女子1010米跳台準米跳台準
決賽時決賽時，，她便憑藉出色的發揮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她便憑藉出色的發揮吸引了人們的注意，，當時當時
便有業內人士評論便有業內人士評論，“，“金雲香表現出的實力不容小覷金雲香表現出的實力不容小覷，，
中國選手一旦有失誤中國選手一旦有失誤，，她很可能就有能力抓住機會她很可能就有能力抓住機會。”。”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77月月3030日的決賽日的決賽，，假設變成了現實假設變成了現實。。最後最後
一跳一跳，，這位首登國際賽場的小將用近乎完美的一跳拿到這位首登國際賽場的小將用近乎完美的一跳拿到
了全場最高分了全場最高分，，以以99..0505的優勢為朝鮮贏得了世錦賽的歷的優勢為朝鮮贏得了世錦賽的歷
史首金史首金。。

頒獎儀式上頒獎儀式上，，金雲香喜極而泣金雲香喜極而泣。。
面對瞬間聚集而來的好奇目光面對瞬間聚集而來的好奇目光，，金雲香並不像很多金雲香並不像很多

朝鮮選手那樣對自己的一切諱莫如深朝鮮選手那樣對自己的一切諱莫如深，，她大方介紹說她大方介紹說：：
““我我1212歲開始跳水訓練歲開始跳水訓練，，每天訓練每天訓練55小時小時，，上午上午22小時小時
下午下午33小時小時。。每天的訓練內容不每天的訓練內容不
盡相同盡相同，，要跳要跳55個動作個動作，，大約有大約有
4040跳跳。”。”

金雲香還透露自己是高中金雲香還透露自己是高中
生生，，每天需要兼顧上學和訓練每天需要兼顧上學和訓練。。

當被問及跳水偶像時當被問及跳水偶像時，，金雲金雲
香沒有片刻猶豫香沒有片刻猶豫，“，“中國的陳若中國的陳若
琳琳，，她的動作很完美她的動作很完美。”。”

陳若琳因為選拔賽時狀態不陳若琳因為選拔賽時狀態不
佳佳，，此次未能參加單人賽事此次未能參加單人賽事，，對對
此此，，金雲香表示金雲香表示：“：“很遺憾這次很遺憾這次
她沒有參賽她沒有參賽，，如果下次有機會同如果下次有機會同
場競技場競技，，我一定會全力以赴我一定會全力以赴！”！”

■■中新社中新社

朝鮮朝鮮黑馬黑馬
自爆偶像是自爆偶像是陳若琳陳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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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跳水中國跳水““夢之隊夢之隊””當地時間當地時間77月月3030日日

在喀山遭遇滑鐵盧在喀山遭遇滑鐵盧，，在游泳世錦賽女子在游泳世錦賽女子

1010米跳台決賽中米跳台決賽中，“，“雙保險雙保險””任茜與任茜與

司雅傑雙雙失守司雅傑雙雙失守，，來自朝鮮的首次參來自朝鮮的首次參

加大賽的金雲香憑藉出色發揮爆冷奪冠加大賽的金雲香憑藉出色發揮爆冷奪冠，，成為喀山成為喀山

世錦賽開賽以來最大的黑馬世錦賽開賽以來最大的黑馬。。中國隊領隊周繼紅中國隊領隊周繼紅

賽後直言賽後直言，，此番丟金並非意外此番丟金並非意外。。

■14歲中國小將任茜
屈居亞軍。 美聯社

■■金雲香金雲香（（中中））喜極而泣喜極而泣，，
左為亞軍任茜左為亞軍任茜。。 法新社法新社

■■衛冕冠軍司雅傑只衛冕冠軍司雅傑只
得第四名得第四名。。 法新社法新社

■■朝鮮小將金朝鮮小將金
雲香爆冷奪雲香爆冷奪
冠冠。。 美聯社美聯社

里約州安全部長貝爾特拉梅7月30日宣
佈，為確保2016年里約奧運會的安全，巴西將
啟動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安保聯動計劃，來自
武警、軍隊、警察和消防部門的總共8.5萬人
將協同作戰。

8.5 萬人包括 3.8 萬名軍人、4.7 萬名安
保、警察和其他協調人員，這一總數比2012年
倫敦奧運會的安保人數多出1倍。在周四的新
聞發佈會上，來自巴西國防部、司法部、情報
局、聯邦警察、里約奧組委等多個部門的負責

人一同出席，介紹奧運安保聯動計劃。去年世
界盃期間，里約也曾實行類似的安保聯動方
案。多位負責人表示，隨着人力、物力、財力
的投入增加，特別是在成功舉辦世界盃等大型
活動後，里約有信心、也有經驗保證奧運會的
安全。從今年舉行的奧運測試賽開始，這一安
保計劃就將付諸實施。

貝爾特拉梅說，政府會在警用設備、科
技、培訓和情報方面增加投入，並且通過風險
分析報告來指導警力部署，目標是訓練提升專

業安保人員，滿足奧運安保的需求。巴西情報
局官員莫拉表示，自從里約獲得2016年奧運會
舉辦權後，就開始對里約進行風險評估，目前
並未獲得任何恐怖襲擊情報。

巴西政府已經為在該國舉辦的大型賽會安
保投入3.54億美元，而為里約奧運會的安保，
巴西還將繼續投入2.8億美元。作為南美洲舉
辦的首屆奧運會，里約奧運會將於2016年8月
5日至21日舉行。

■新華社

里奧里奧安保人數倍增安保人數倍增高比開啟中國之旅
洛杉磯湖人球星高比拜仁開啟中國行之旅，他定於

8月1日至6日先後造訪廣州、上海和台北三個城市，
屆時他將與球迷見面、進行互動。而為了此次中國行，
高比也特別惡補中文。他在微博中寫道：“Arriving
soon China！Be on the lookout for lots of exciting
things to come（馬上就要抵達中國了，期待各種令人
興奮的事情發生）”以及“I'm taking my Chinese
test 中文十級 today. Think I will pass？ LOL （我將面
臨中文十級考試，我能合格嗎？哈哈）”。

■記者 陳曉莉

二百泳將橫渡廈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翁舒昕廈門報道）第七屆廈金

橫渡活動1日在廈門椰風寨至金門縣雙口村之間海域舉
行，來自兩岸和港澳的200名泳將，以兩人一組的方式
共同挑戰全長7公里的海上長泳賽事。

今年比賽不僅有上屆男子組冠、亞軍，女子組季
軍，還有北京體育大學、上海復旦大學等高校的專業選
手，同時台灣大部分選手也都具有較高的競技水平和豐
富的比賽經驗。據悉，香港隊本次共有14名隊員參
賽，其中男子組10人，女子組4人。去年男子組季軍許
俊軒、潘正亮，亦出現在參賽名單上。

西班牙男網球手拿度7月
30日在漢堡公開賽男單次圈賽
事，與捷克小將維斯利苦戰2小
時13分鐘，最終以6:4和7:6的
盤數險勝，艱苦晉級8強。

拿度賽後表示：“我認為自
己打了一場很好的比賽。我對

於今天自己在場上的態度感到
很自豪、很高興。我需要的是
更加高的穩定性。”拿度下場
將與5號種子、烏拉圭球手奎瓦
斯爭入準決賽，後者以6:3、4:
6、6:2 擊敗波蘭名將揚諾維
茨。現年29歲的奎瓦斯今年已

取得23場勝仗，其中有20場都
來自紅土，其中在聖保羅奪得
個人第3個冠軍，並在伊斯坦布
爾打入決賽。對此拿度續說：
“他是當今最好的球員之一，
特別是在紅土賽場上。這是一
場重要的比賽。我知道如果我
想取得準決賽入場券，我就必
須 發 揮 出 色 。 我 會 全 力 以
赴。”■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拿度以拿度以
直落直落22盤獲盤獲
勝晉級勝晉級。。

法新社法新社

拿度拿度漢堡賽躋漢堡賽躋身身88強強

[[熱身賽熱身賽]]曼城曼城88--11越南越南

曼城季前第曼城季前第44場熱身賽在美亭國家體育場展開爭奪場熱身賽在美亭國家體育場展開爭奪，，曼城客場曼城客場88
比比11大勝越南國家隊大勝越南國家隊，，前前8080分鐘曼城就瘋狂的連入分鐘曼城就瘋狂的連入88球球，，科拉羅夫科拉羅夫、、
斯特林和席爾瓦均梅開二度斯特林和席爾瓦均梅開二度，，替補出場的洛佩斯和波佐錦上添花替補出場的洛佩斯和波佐錦上添花。。補補
時階段時階段，，主場作戰的越南打入挽回面子的主場作戰的越南打入挽回面子的11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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