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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湘

E-mail: terry@terryfan.com,
Http://www.terryfan.com

SOUTH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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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賣房,置房,投資,貸款,全套服務,
買全新屋高手,賣半舊屋拿手, 誠實可靠,值得信賴

1490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1.福遍近糖城惠康超市，大湖區Brghtwater區，兩層樓房，3210呎，全木地板，僅售31萬5仟
2.糖城近惠康，二層樓房，約2500呎，高挑屋頂，三房加遊戲間，新屋頂，新廚房，新電器用品，
花崗石臺面，新燈，新地板，僅售$299,950

3.糖城，Lake Pointe高級區，2013年新房，屋主精心設計，獨一無二的高質量，高享受的湖邊
豪華屋，僅售八十九萬九仟

4.糖城，Telfair社區，單層洋房，高挑屋頂，2010年，約2500呎，3卧室加書房，僅售四十萬八仟
5.新房買賣最佳服務，廣及休市，Memorial區，Bellaire市，Mo、city，Katy，Sugar land等市。

281.207.5088, 281.772.0888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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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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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15年9月18日 Friday, September 1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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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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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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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促銷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專業管理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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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商業部門 陳先生手機陳先生手機281281--561561--62886288

18001800--856856--00020002××111616
281281--630630--22122212

Mei Tan
陳 太 太

(國、臺、英語)

1. 糖城，4,211尺，後院湖景美麗，二層樓漂亮洋房，五房，四浴，樓上，樓下各一主臥室，高級水晶燈，挑高天花板，
遊戲間。僅售 $375,000.

2. 糖城，有湖社區，一層樓漂亮洋房，2143尺，四房，二浴，二車庫，內外全新油漆，新地毯，新瓷磚，客廳木地板。
大後院。僅售 $269,000.

3. 近醫學中心，1212尺，二層樓公寓，二房，二套半浴室，一樓大客廳，新地板，浴室花崗石臺面，僅售 $175,000。
4. 近醫學中心，788尺，二層樓共渡屋，一房，一浴，一車庫，有書房，大客廳，僅售 $109,000。
5. 近Galleria, 1115尺，二層樓公寓，二房，二套半浴室，一樓客廳木地板，廚房花崗石臺面，有車庫，僅售 $185,000。
6. 西北區, 離中國城20分鐘，兩層樓漂亮洋房。2368尺，四房，二套半浴室。主臥室在一樓，二樓大遊戲間。一樓

瓷磚與硬木地板，二樓全地毯，近小學。有房客，月入$1670,僅限投資者購買，售 $215,000
7. Montgomery區，一英畝多土地，湖邊，有鐵門，高級洋房社區，湖景優美，近高爾夫球場。售 $ 165,000.
8. 辦公室及倉庫出售，於59號，8號，交叉口，13,716 平方尺，鋼筋水泥建築，內部14尺高，交通方便。二尺高的

上卸貨區。售 $780,000.
9. 6 號與288 號公路，Sienna Plantation 南邊，二畝土地，高級住宅區，售$60,000.
10. 百利大道路上，近香港城，商業土地，5.74 英畝, 僅售 $11.00/尺
11.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租$0.54，可立即搬入。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wendyc21sw@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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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1. 敦煌商場，雙連體旺舖出售，每單位1600呎，地處Corner位置，價格
超好，機會難得，可以聯繫Gina或Shannon.

2. 福遍糖城二層獨立屋，4/2.5/2，近2800呎。地理位置極佳，近59，
DairyAshford，超低稅率，Corner位置後院方正寬大，配有游泳池及
花園平台，僅售$235,000。

3. 合作路/百利大道近敦煌超市，全新裝修獨立屋，3/2/2，近2300
呎。高屋頂，采光極好，新油漆，新地板，花崗岩台面。僅售$131,000

4. Richmond/Galleria區，兩單位出租：1 bedroom，包水電，$750/月；2
bedroom,包水電，僅$1000/月

專精各類商業地產之買賣投資
承租及管理…積20年之從業
經驗為您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Shannon Gao

高紅
Sales Associate

xiannen_g@yahoo.com

713-550-6373(專線)

城中區大型著名自助餐館生意出售。

餐館裝修高雅、寬敞明亮、地理位置極佳，

已有20多年的經驗，積累了很多客人，

生意興隆、穩定，客人川流不息。

sunny.hsu@aarealtytx.com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Sales Associate andy.hsu@aarealtytx.com

1)Cypress , 3 房 3衛1.5 story.高屋頂,正
式餐廳,客廳,遊戲間.游泳池.社區環境優美,
有八個湖,網球場,籃球場.售價 314,900
2)5,000呎空地，近中國城8号公路，售價
$25,000.00
3)近中國城，玉佛寺，一層樓Town Lome，
3房3衛,近1680呎,光敞明亮,高Ceiling.
104,900

房屋買賣，投資，管理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Houston 以南 1 小時車程 Hartz
Fried Chicken炸雞店出售。業主
退休。連房地產僅售46萬。機會難
得，請電713-899-1968查詢

有意者請電713.550.6373，高小姐

宮宮暨宏暨宏
Jennifer GJennifer Gongong
832832--270270--24002400

www.ChineseLoanOfficer.com
ChineseLoanOfficer@gmail.com

歡

迎

致

電

最低利率最低利率
準時高效準時高效

隨時上網查利率，隨時跟蹤利率變化

貸款經紀貸款經紀 NMLS#NMLS# 12330721233072

方圓貸款

無費用重貸

有緣為您服務
我必全力以付

國語、粵語、寧夏話、英語

電話/微信 832-803-8629 Donna朱碧君
Donnabkw@gmail.com

Keller Willams Realty
休斯頓房產經紀人wk

買賣房屋 豪宅 商業 生意買賣 投資 租賃 管理 協助貸款

˙幫您賣房精心打造幫您買房精挑細選
˙中國城好地點，兩千四百尺餐館出售，八萬元
˙有多處房產出售，十八萬起
˙中國城附近，冰店出讓，生意穩定，地點好，發展潛力大。
因老板移居外州，機會難得

˙小型商場出售，有穩定收入，六十八萬

我們有專業的裝修公司,信譽好,手藝精湛. 電話：832-803-8628 John

Paul Liao
832-788-6699

Annie Zhao
832-618-9561

David Nguyen
832-287-8558

Weston Gong
832-646-4169

Jerry Lee 李
832-633-5072

Gene Feigelson
713-398-7058

Ping Chen 陳
281-236-8747

Lei Jin 金
713-628-8998

Christina Shyu 徐
281-796-6027

Tri Nguyen
832-782-4690

Ling Gao 高
832-878-1787

Hanni Chen 陳
832-490-6848

Don Foronda
713-594-2171

Lulu Sun 孫
832-692-6665

Neal Hsu 許
713-538-3366

Christi Yao 何
832-866-3333

九月二十六日，來聽董事長樂團及朱頭皮
搖滾創作音樂，熱鬧過中秋！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 104104 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首場由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主辦首場由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主辦[[國慶健康講座國慶健康講座]]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4年雙十

國慶系列活動首場由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主辦[國慶健康講

座]於 9月12日下午2時至下午4時在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TX.77042的僑教中心203教室舉行，邀請復

健科專家林琬真女士主講「肩膀與脊椎病痛的復健」60多

位僑胞與會聆聽，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齊副處長

永強、僑教中心莊主任雅淑、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主任

委員黎淑瑛女士應邀擔任嘉賓，北一女校友會副會長范增

璞女士致詞歡迎，黎淑瑛主任委員、台北經文處齊永強副

處長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分別致詞，黎淑瑛主任委員宣

佈104年雙十國慶將舉辦15項系列活動，內容多元，歡迎

僑胞踴躍參加，黎淑瑛主任委員並特別介紹由明華園擔綱

表演的雙十國慶文化訪問團將於9月25日下午7時在休士

頓大學卡倫堂演出，鼓勵僑胞前往觀賞。齊永強副處長及

莊雅淑主任分別感謝休士頓僑界支持中華民國，參與辦理

國慶活動，充分展現僑胞愛國之心，同時也介紹明華園係

臺灣戲曲界天王級表演團體，機會難得。

復健科専家, 北一女校友會前會長,2015世界華人工商

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林琬真女士主講的國慶健康講

座以肩膀與脊椎疾病為主題說明病因及治療方法，以幻燈

片圖文並茂講解扼要，深入淺出，並強調預防傷害的重要

，與會人士獲益良多，講座歷時2小時結束。

林琬真女士首先主講脊椎疾病,脊椎滑位壓迫性骨折,

脫位,骨質疏鬆,脊柱側凸,椎間板疾病,關節炎,椎間管道狹窄,

僵直性脊椎炎,脊椎腫瘤,脊柱後凸,椎間板疾病,間板突出症-

椎間板向外凸出壓迫周圍組織,多因外傷引起.間板退化症-

椎間板退化後易凸出而壓迫周圍組織和

神經,可引起劇烈疼痛和神經麻木等症狀.

椎間管道狹窄-隨著年齡老化,椎間板漸漸

失去水分,變薄,使得脊椎間距離變窄,間板

凸出,脊椎骨及韌帶增生變厚,以致椎間管

道狹窄,壓迫脊椎神經或脊髓.治療方法熱

療,也談到電療,超音波,雷射治療,牽引,推

拿,運動,姿勢糾正,肌肉再教育,預防,人體

工學再教育.

林琬真女士提到五十肩-肩關節活動

受阻,且伴隨疼痛.是症狀的統稱,而非某一

肩疾病名稱.肩旋轉肌Rotator Cuff-起源自

肩胛骨上的四條肌肉穿過肩膀,肌腱會合

如袖口般包裹著肩膀,可抬高手臂,做内旋

外轉的動作.最常受傷的肌肉是肩胛上肌

Supraspinatus Muscle,因它在肩關節中間穿

過.這四條肌肉同時也幫助維持肩關節的穩定性.肩部疾病

常見症狀....疼痛,觸痛,動作受限,肌肉力量減弱,肌肉緊缩,影

響睡眠,影響日常生活機能.肩關節肌腱夾擠症候Shoulder

impingement syndrome----最常見的原因是肩胛骨acromion的

形狀與厚度有關.如果長骨刺,則手臂向前舉時,會夾住肩旋

轉肌,常做這種動作,容易傷害肩旋轉肌.若是肌肉力量不平

衡使肩膀向前移位,亦會引起肌腱壓擠,而造成疼痛.

林琬真女士說明復健治療方法,冰敷-急性期,熱療-亞急

性與慢性,深層透熱-超音波,超短波,微波.電療-止痛,肌肉訓

練,雷射治療...低能量雷射光消炎止痛,推拿,運動-拉筋,增強

肌力,姿勢矯正,再教育-姿勢,正確動作,如何正確運用肢體及

身體機械功能,預防傷害.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4104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首場由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主辦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首場由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主辦[[國慶健康講座國慶健康講座]]於於 99月月1212日下午日下午22時在僑教中心時在僑教中心203203教室舉行教室舉行，，邀請邀請
復健科專家林琬真女士主講復健科專家林琬真女士主講 「「肩膀與脊椎病痛的復健肩膀與脊椎病痛的復健」」 ..104104年雙十國慶黎淑瑛主委年雙十國慶黎淑瑛主委,, 台北經文處齊永強副處長台北經文處齊永強副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列席指導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列席指導,, 北一女校北一女校
友會范增璞副會長友會范增璞副會長,, 鄧曉林鄧曉林,, 張瑜娟張瑜娟,, 黃春蘭黃春蘭，，李迎霞等校友們共襄盛舉李迎霞等校友們共襄盛舉.(.(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

（本報訊）今年的中秋節，休士頓台灣同鄉會除了在

九月二十六日晚上五點起，舉辦有傳統的晚會外，也將在

當天下午三點，請董事長樂團及朱頭皮前來表演，希望藉

由熱鬧的樂聲，讓鄉親們度過一個不同的中秋節。

董事長樂團是台灣最著名的搖滾樂團之一。董事長樂團曾

於2011年以「眾神護臺灣」專輯榮獲華語金曲獎的「年度

最佳樂隊」及「年度最佳搖滾藝人」，同年並獲得第十一

屆華語音樂傳媒大獎「評審團專業致敬獎」，也在2013年

贏得第九屆KKBOX數位風雲榜「年度獨立創作精神獎」

。主唱阿吉認為，樂團不是只寫情

愛，很多社會議題都可以去關注。

他說：「我們就是去做自己想做的

音樂，我們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看到社會上有些事情不公，就希望

透過我們小小的影響力去影響更多人。」董事長樂團第一

張到第九張專輯，音樂取材都跟台灣這塊土地有關，從語

言到編曲模式都離不開台灣本土的調性。

除了董事長樂團，音樂創作人兼歌手朱頭皮（朱約信

）也隨行前來。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及研究所

的朱頭皮，是新台語歌運動的成員之一，希望籍由推動使

用母語（主要是台語，後期也加入其他語言如客語、台灣

原住民語言等）來進行新的音樂創作，將新的音樂風格帶

入，也希望能打破政治上以國語為尊的限制。朱頭皮曾於

台灣MTV電視台、TVBS、好消息衛星電視台、公共電視

台等多家電視台上主持節目，並於2005年起，在真理大學

通識學院擔任兼任副教授，講授「文化探討」（電影的流

行文化）及「流行音樂」。

董事長樂團及朱頭皮的此次來休士頓的表演，為其

「北美巡演活動」中的一環，全程為台灣同鄉們做免費義

演，因此，九月二十六日當天下午三點在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 Point West Dr.）舉辦的演唱會，不收取門票，完全

免費入場，亦不需事先報名。在五點演唱會結束後，休士

頓台灣同鄉會將緊接著辦理中秋晚會，由於晚會有供應晚

餐，欲參加晚會者，需事先報名，可以在台灣人活動中心

臨櫃登記，或者，撥打台灣同鄉會電話（713-981-8787）語

音留言報名。（報名費用：台灣同鄉會會員每人五元，非

會員每人十元，台灣留學生免費。）

（本報訊）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
主義為了對中國東北實行永久的佔領，炮製
一個由日本支持，以溥儀為頭號傀儡，而一
系列權力均由日本控制的偽滿洲國並發動了
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由此，東北人
民進入了長達14年苦難的深淵，同時，中國
人民也開始了不屈不撓的反日鬥爭。 “九一
八”事變揭開了日本對中國、進而對亞洲及
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面武裝侵略的序幕，東北
大部國土相繼淪陷敵手，也開啟了第二次世
界大戰的序幕。這場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
來了空前的災難和損失，也給後人留下了深

刻的歷史血鑑。日本侵略者對東北人民進行
著慘無人道的殖民統治，並且在中國東北進
行著對煤、鐵、石油等資源的瘋狂掠奪，例
如731部隊為代表的細菌、化學武器研究部
隊，毒害東北人民，至今還存在毒氣彈的威
脅。日本侵略者進行奴化統治，對反滿抗日
的愛國志士進行瘋狂的逮捕和血腥的鎮壓。
在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推動下，由中國
共產黨領導的東北人民革命軍，和其他抗日
武裝聯合起來共同抗日，與日本侵略者展開
了英勇頑強的鬥爭，有力的支援和配合了全
國抗戰。日本戰時經濟也快速崩潰，物資極

度緊缺。經歷了長達14年的殊死鬥爭，中國
東北人民終於迎來了光復，偽滿洲國傀儡政
權宣告解體，日本在東京灣的美軍戰列艦密
蘇里號上，正式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在國
際和國內的軍事法庭上，日本戰犯接受了正
義的審判。在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勝利70週
年之際，我們回顧歷史，傳承歷史，也承擔
起歷史責任，那就是維護這得之不易的和平
，願和平永駐。

東北同鄉會
李秀嵐

「姚餐廳」 中秋佳節闔家團聚最佳去處
用心製作美食，休市老饕最愛，實至名歸

（本報記者秦鴻鈞）每逢佳節倍思親！每年

一度與父母家人共度中秋佳節，「姚餐廳」是您

的首選。它不僅是兩岸同胞的最愛，它還是「休

市之光」－－去年還榮獲僑委會頒發「僑營台灣

美食標章」，成為當年休市唯一一家中餐館榮獲

此殊榮者。可謂實至名歸

「姚餐廳」廳堂的華麗、氣派自不待言，所

有的工作人員也都是訓練有素，待人熱誠，彬彬

有禮，連老墨的企枱，也都是國語「透溜」，會

以中文與你閒話家常，這都是老闆娘翠華20年的

調教功夫。

重掌「姚餐廳」廚政，符繼麟推出一系列拿

手菜，都是最受婦女歡迎「膠原蛋白」極高的

「養顏」菜色，如瑤柱海參，葱燒海參，蝦籽海

參，紅燒肚當，東坡肉，潮州豬蹄……尤其「潮

州豬蹄」是小符最近推出的名菜，此道菜不能現

點，必須事先預定，因為該豬蹄以酸菜一起蒸上

六小時，不油不膩，入口即化，且膠質濃厚，是

最養顏的「膠原蛋白」，難怪點該道菜的人絡繹

不絕，還有以鯇魚為主的「紅燒肚當」，也是小

符的名菜之一，每一個吃過的人皆很難忘，是每

位到「姚餐廳」的人必點的名菜，小符近期新推

出的瑤柱海參，蝦籽海參，葱燒海參，使用的是

最高檔的刺參，蛋白質，膠原蛋白含量高，卻不

含一點膽固醇，是「三高」的中老年人最健康的

食物，也可大享口福。

其他如東坡肉，不油不膩，肉皮上有濃厚的

膠原蛋白，也是婦女的最愛。

小符的拿手菜還有樟茶鴨，全是小符一手煄

製而成，不僅鴨皮鮮香、脆美、連鴨肉都潤澤，

口感良好，不像有些人做的樟茶鴨，又乾又硬，

又鹹。還有蒜苗臘肉，是小符自製的臘肉，非常

滋潤，口感良好，絕非自超巿買回的臘肉可比。

小符的拿手菜還有新添的瑤柱獅子頭，大蒜

鯰魚，麻婆豆腐，百葉結燒肉，三杯雞，韭黃蝦

仁，干絲冬筍，以及最受歡迎的「西洋參燉土雞

湯」，該湯是純正土雞配上西洋參等滋補藥材，

蒸上四小時以上的功夫菜，光喝上一口就值回票

價。還有砂鍋燉三文魚頭湯，也是既營養又美味

的燉湯，在一般餐館，很少吃的到，其他如酸菜

魚片湯，什錦砂鍋，也都是隨到隨點的好菜。歡

迎您闔家蒞臨，讓您今年的中秋留下美好回憶。

地 址 ： 9755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42@Gessner， 中 文 專 線 ： （832） 788-9169,

(832) 790-8778。

重溫歷史重溫歷史，，願和平永駐願和平永駐--------紀念紀念““九一八九一八”” 事變事變8484週年週年

圖為圖為 「「姚餐廳姚餐廳」」 東主符繼麟東主符繼麟（（立者立者））與與
聞名海外著名作家馬森聞名海外著名作家馬森（（坐者坐者））合影於合影於
餐廳內餐廳內。（。（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圖為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本報記者施雪妮）雅坤防水
地板系列投入市場以來，越來越受
到人們的喜愛和好評。雅坤防水地
板擁有精緻加工技術，表面設計完
全利用原木原有的天然色澤和自然
紋理，既吸睛又實用，無論是家裝
或商業、辦公場所，都能唯美地展
現出獨特的居家品位及適宜的工作
環境。

防水功能防水功能
雅坤防水地板的核心是由硬木

纖維所製成,有著非常好防水性質
。雅坤防水地板只選擇來自馬來西
亞熱帶雨林的硬木所生產高密度板
。這是因為馬來西亞熱帶雨林的硬
木所生產的高密度板的平均吸水厚
度膨脹率只有0.3%。雅坤防水地板
的防水功能來自於特殊的工藝加工
及所使用的特殊原料。首先，地板
表層經過特殊處理，讓水無法浸入
，其次，地板接口處使用了耐水封
劑，滲入地板木纖維達 3-5mm，
將表層滲透過的纖維完全塑化，防
水性能出眾，另外地板的底部特別

加上防水平衡層，可以有效地防止
水分自地面浸入地板，避免地板出
現起翹、開裂等情況。

終生防白蟻保證終生防白蟻保證：：
因為使用的是馬來西亞熱帶雨

林的硬木所生產的高密度板，雅坤
防水地板經過檢驗，證明其為環保
防白蟻超耐磨地板，而雅坤防水地
板也是目前休斯敦唯一提供此項保
證的公司。

防污防污、、容易清潔容易清潔
雅坤防水地板的表面是密封無

縫的，不易堆積臟污塵土。它非常
衛生及容易清理，尤其是對有皮膚
過敏性的人，不會傷害人體健康，
清潔工作方面隻需要清水以擰幹的
拖把或抹布擦拭即可。一般的清潔
劑是不需要的，它有著雙重好處，
即符合環保標準且經濟。

防刮傷防刮傷--
雅坤防水地板表面有耐磨層

設計能使地板不易刮花受損，相較
於其他種類的木地板，這個性能更
為持久耐用。

不褪色不褪色
雅坤防水地板表面設計層(地

板表面的木紋圖案設計層)的原材
料是由歐洲和美國所引進的。設計
層的原材料是按照全球標準及嚴謹
的品質管理下生產的，不變色或褪
色。

優越核心防水功能優越核心防水功能--少於少於88%%厚厚
度膨脹率度膨脹率

隻有堅硬是不足夠。雅坤防水
地板的核心是由硬木纖維所製成,
有著非常好防水性質。事實可以証
明–堅硬的覆蓋材料是非常防水的
。因此，當你在選擇最佳的超耐磨
強化木地板時，請選擇雅坤防水地
板。

更耐用及更耐用及 1515 年或年或 3030 年的原廠年的原廠
保證保證

耐磨： 為了使表面耐磨層
更穩定更持久耐用，雅坤防水地板
只選擇與世界最大耐磨層工廠－美
國美特公司合作。防褪色： 在裝
飾層上必須要有防UV 的材質才能
達到此種效果，而且為了在環保方

面盡一份心力裝飾紙之原材料必須
是水溶性的。防污： 雅坤防水地
板更擁有其它品牌無法比擬的優勢
。更耐用，耐磨，防退褪色，防污
，還包含了基材的品質、尺寸的穩
定性、吸水厚度膨脹率以耐撞擊、
耐刮、耐煙灼等等，而且地板安裝
裝業，服務更要有保障。

雅坤防水地板的＂全程質量監
控體系＂，包括專業的產品選材、
工藝設計，生產監督、出廠檢查，
專業施工，這也是雅坤防水地 板
卓 越 的 產 品 質 量 和 安 裝 質 量 的
具體體現。

雅坤地板在休斯敦經營地板裝
修多年，非常注重產品的質量和售
後服務。除了防水地板外，還有多
款實木地板，強化地板，復合實木
地板、竹地板、磁磚、大理石、花
崗岩等。雅坤地板總店：13230
Murphy Road #600 Stafford. TX
77477，電話：281-499-4488。

質量第一 服務至上
雅坤防水地板系列受歡迎

(本報記者施雪妮)由蕭翠薇女士（黃太）主持的
迦南地產，以專業知識豐富，服務熱情周到為僑界
所熟知。蕭女士從事房地產生意二十多年，對新、
舊房、住家、商業、查封買賣、租貸服務樣樣精通
，對各種商業、住家舊房的維修改造也非常有經驗
，並有自己的專業維修工程隊，提供 『一條龍』全
套服務。

蕭女士介紹說：近年來美國經濟不景氣，股市
行情難以預測。但休士頓佔有能源城市獨特優勢，

房地產雖受到全國次貸款的影響，相對地來說，要
比其他地方好很多，還是有很多人看房買房及房地
產投資。

如何找到真正的好房和房地產投資項目，很大
因素取決於找到一個真正專業，講誠信的經紀人。
迦南地產近幾年來，已成功地為無數房地產投資者
完成了計劃，特別是為餐飲、洗衣店、加油站、理
髮美容等專業主找到地點好，房租合理，經濟效益
高的舖面。

由於房地產市場的競爭，迦南地產更加注重對
每一位客戶的服務質量。同時，充分利用 『一條龍
』服務優勢，客戶有什麼改造、裝修方面問題，都
不必再找他人，真正做到為客人省時、省力、省錢
。

如果任何有房地產投資的需求或想買賣住家房屋
， 請 隨 時 洽 詢 迦 南 地 產 的 蕭 小 姐 。 電 話 ：
281-798-0868

迦南地產值得信賴

休士頓高檔車行休士頓高檔車行Sterling McCallSterling McCall旗旗
下下AcuraAcura車行銷售顧問朱在平車行銷售顧問朱在平。。

雅坤地板總店雅坤地板總店：：1323013230 Murphy Road #Murphy Road #600600
Stafford. TXStafford. TX 7747777477，，電話電話：：281281--499499--44884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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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香港美心月餅香港美心月餅
榮華月餅榮華月餅
生計月餅生計月餅

美心冰皮月餅美心冰皮月餅
七星七星伴伴月月
仲夏水果仲夏水果
幻彩粒粒幻彩粒粒
冰皮脆脆冰皮脆脆
榴蓮飄香榴蓮飄香
芒果熱情芒果熱情

中秋節大促銷

專營專營專營﹕﹕﹕鮑參翅肚鮑參翅肚鮑參翅肚﹑﹑﹑野山花旗參野山花旗參野山花旗參﹑﹑﹑精選燕窩盞精選燕窩盞精選燕窩盞﹑﹑﹑
茗茶茗茶茗茶﹑﹑﹑南北乾貨南北乾貨南北乾貨﹑﹑﹑純正藥材純正藥材純正藥材﹑﹑﹑健康食品健康食品健康食品﹒﹒﹒

江瑤柱 $59.99/磅
小元貝 $100.00/3磅
響螺片 $15.99/包
花膠粒 $39.99/磅
靚蝦乾 $29.99/磅

泰國蝦米 $19.99/磅
光面厚菇 $24.99 買一送一
原色雪耳 $8.99 買一送一
寧夏杞子 $13.99 買一送一
紅螺肉 $79.99 買一送一

(酒﹐米﹐批發﹑特價貨品除外)
買一送二買一送二

御盞皇白燕盞御盞皇白燕盞
11OZOZ $$249249..9999
66OZOZ $$13881388..0000
88OZOZ $$21882188..0000

現已上市現已上市

美國休士頓燕補堂總公司
休士頓百利大道9968號190舖
9968 Bellaire Blvd. #190 Houston, TX 77036
Tel:713-772-7888 Fax:713-772-2890

美國休士頓燕窩城分公司
休士頓百利大道 9888號136舖
9888 Bellaire Blvd. #13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776-2888 Fax:713-772-2890

$$$292929...999999
買一送二買一送二

純正白蓮蓉純正白蓮蓉
純紅豆果仁純紅豆果仁
純冬翅月餅純冬翅月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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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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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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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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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梅子報導黃梅子報導

舞美團隊舞美團隊 || 美南新聞主辦美南新聞主辦1111月月77日美汁源棒球場二戰勝利日美汁源棒球場二戰勝利7070周年盛會周年盛會
((休斯頓孫雯休斯頓孫雯))訊由美南新聞主辦訊由美南新聞主辦，，休斯頓休斯頓1111月月77日日44萬萬22千觀眾參與的世界和平盛會大型系千觀眾參與的世界和平盛會大型系

列項目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中列項目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中。。舞美團隊舞美團隊99月月1717日在主會場美汁源棒球場日在主會場美汁源棒球場（（Minute Maid ParkMinute Maid Park））
就舞臺搭建和燈光舞美就舞臺搭建和燈光舞美，，音響與合作方進行了最後核實與審查音響與合作方進行了最後核實與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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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左三左三））本次盛會總策劃總導演劉智元本次盛會總策劃總導演劉智元（（右右
四四））等工作團隊成員與美汁源棒球場管理團隊等工作團隊成員與美汁源棒球場管理團隊，，舞美燈光團隊在舞美燈光團隊在
VIPVIP，，演員候機廳合影演員候機廳合影

 





主舞臺方位白天全景主舞臺方位白天全景巨大的巨大的LEDLED屏幕同步導放舞臺內容屏幕同步導放舞臺內容，，為在場的每一位觀眾呈現全方位精彩為在場的每一位觀眾呈現全方位精彩。。
各國方陣出席各國方陣出席，，大型集體舞大型集體舞，，雜技雜技，，千手觀音千手觀音，，川劇變臉川劇變臉，，亞非拉美各族裔傳統亞非拉美各族裔傳統，，現代表演現代表演，，西班牙西班牙
歌舞歌舞，，越南越南，，菲律賓菲律賓，，中國服飾演出中國服飾演出......精彩紛呈精彩紛呈，，只有只有1111月月77日美汁源棒球場才看的到日美汁源棒球場才看的到。。

當夜幕降臨當夜幕降臨，，美汁源棒球場將成為燈光的海洋美汁源棒球場將成為燈光的海洋。。

99月月99日在同一個地方舉辦的泰勒斯威夫特演唱會匯聚了日在同一個地方舉辦的泰勒斯威夫特演唱會匯聚了55萬萬55千人千人，，盛大盛大
的舞臺舞美表演效果可謂休斯頓之最的舞臺舞美表演效果可謂休斯頓之最。。為本次盛會打造舞臺音響燈光為原為本次盛會打造舞臺音響燈光為原
班人馬班人馬，，勢必會為這場華人主導的盛會帶來非一般的視聽享受勢必會為這場華人主導的盛會帶來非一般的視聽享受。。

票價票價：：$$1616起起
購票方式購票方式：：281281 498498 43104310 ((總機總機))
318318 237237 19861986 （（手機手機））
832832 399399 13351335 （（座機座機））
或私信微信公共主頁或私信微信公共主頁

歡迎企業歡迎企業，，團體團體，，社團社團，，個人購買團體個人購買團體
票票（（2020張以上張以上））
貴賓贊助貴賓贊助 $$10001000 VIPVIP票票1010張張，，走走VIPVIP通通
道與道與VIPVIP休息室休息室。。

這是一次和平的盛會這是一次和平的盛會，，更是一次華人計入史冊的盛會更是一次華人計入史冊的盛會。。隨之出版的紀念特刊隨之出版的紀念特刊
將會把所有聯合參與本次盛會的團體將會把所有聯合參與本次盛會的團體，，個人撰寫入冊個人撰寫入冊，，永存美國國會史冊永存美國國會史冊。。

全體出席餐會好友與焦中和全體出席餐會好友與焦中和（（三排右五三排右五））合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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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前理事長焦中和訪休與好友歡聚文化中心前理事長焦中和訪休與好友歡聚

焦中和焦中和（（左二左二））與好友與好友（（左起左起））程世慶程世慶，，趙光趙光
炯夫婦炯夫婦，，王偉生合影王偉生合影

圖為圖為（（左起左起））焦中和與袁國鵬焦中和與袁國鵬，，梁長椿梁長椿
在餐會上在餐會上

焦中和焦中和（（中中））與好友與好友（（左起左起））花錦銘花錦銘，，李黛華李黛華
，，花許梨美花許梨美，，林錦合影林錦合影 焦中和焦中和（（中中））與劉悌與劉悌（（左左），），梁長椿梁長椿（（右右

））合影合影

焦中和焦中和（（左二左二））與好友與好友（（左起左起））梅路村梅路村，，
秦鴻鈞秦鴻鈞，，花許梨美合影花許梨美合影

文化中心前中文學校校長鮑世楨文化中心前中文學校校長鮑世楨 （（中立中立
者者））介紹焦中和與文化中心的歷史與對中心介紹焦中和與文化中心的歷史與對中心
的貢獻的貢獻。。

焦中和焦中和（（中中））與好友鄭潤鈃與好友鄭潤鈃（（左左））鮑世楨鮑世楨（（右右））
合影合影

焦中和焦中和（（立者立者））向大家介紹他在台灣的向大家介紹他在台灣的
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高鐵的工作歷程及生活見聞高鐵的工作歷程及生活見聞



CC66綜合影視 CC33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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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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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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11209 Bellaire Blvd. C-10(新香港城內) 電話﹕281-495-7799

有五糧液﹑正宗貴州茅臺酒﹑竹葉青酒﹑五加皮﹑高糧酒﹑陳年特級紹興酒等中國名酒
﹐也有如人頭馬﹑Hennesy XO﹑從歐洲進口的名西洋酒﹐應有盡有﹐價格實惠﹗

中西美酒‧啤酒‧汽水
婚禮﹑PARTY及成箱購買給予特殊價格

Fine Spirits, Wines, Beers, Sodas
Cigarettes &Lotto

Lam's
Liquor Store 林氏酒鋪林氏酒鋪

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5050(全天供應)

干逼軟殼蟹
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
西汁蝦球
羊腩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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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Kirkwood

中美
Bissonnet

W
ilcrest

Boone 8

BeechnutN

Leawood
281-498-1280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超 值 套 餐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位於galeria mall 二樓的 E--Tao稻香
村的菜品以粵菜小炒和港式點心為
主，招牌菜：小籠湯包、軟殼蟹炒飯、荷
香龍仔大蟹飯等。
E--Tao稻香村的小籠湯包被美食雜誌
《Houston's Dining Magazine》認為是
休斯頓最好吃的中國菜推薦給大家。

名門金宴名門金宴名門金宴Regal
招牌菜招牌菜

北京北京片皮鴨二吃片皮鴨二吃
廚師現場廚師現場片皮片皮、、二吃斬件二吃斬件！！

系系出出名名門門，，給給您您驚驚

喜喜！！

港式粵菜 多倫多風味

Regal名門金宴
電話：281-494-8888
地址：12350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77477

稻香村集團美國總店

獨家秘制的養生湯品，品味潤無聲。

E-Tao稻香村
電話：713-965-0888
地址：5135 west alabama st, suite 7295,

Houston, TX77056
(Galleria Mall二樓，Norstrom和Macy's之間)

稻香村集團美國分店

天天茶市
天天茶市

點心點心

周一至週五：特價午餐$5.99起
40多種菜色

廣州泮溪酒家點心大師
陳燕瓊主理

星期五 2015年9月18日 Friday, September 18, 2015 星期五 2015年9月18日 Friday, September 18, 2015

7天24小時全天候的精彩節目與美南
國際電視55.5 頻道同步播出﹐登陸
Youtube官方網站﹐搜索 itv Houston
55.5 Live即可收看﹒

有關美南國際電視
美南國際電視無線頻道, 於 2009 年 6 月 15 號正式開

播, 服務德州休士頓與奧斯丁的華人, 提供台灣台視
(TTV)﹑中視(CTV)﹑華視(CTS) 和大陸央視(CCTV)共四個
電視台衛星直播, 以及中港台三地精選的優質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每週七天, 每天二十四小時播出即時新
聞﹑娛樂綜藝﹑強檔戲劇﹑教育文化﹑時事座談﹑理財投資等
多元且豐富的節目. 週末節目採取國際走向, 有休士頓當
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 節目內容專業且多
樣化, 自開播以來, 華人與主流社會觀眾的佳評如潮.
美南國際電視的強大優勢: 無線電視收視戶, 無需任何設
定費或月租費.每週七天, 每天24小時的精采優質節目.發
射涵蓋範圍高達兩百英哩, 東至 Chambers County, 西至
Austin County, 北 至 Montgomery County, 南 至 Brazoria
County.

播出訊號範圍涵蓋五百萬人收視人口.節目類型豐富,
收視年齡層廣, 從年輕人最喜愛的韓劇, 到熟齡觀眾最愛
的古裝劇, 以及大人小孩都喜歡的旅遊及美食節目, 美南
國際電視最能滿足男女老少各種不同的收視需求.

美南國際電視Youtube 直播頻道

敘利亞難民：“我們的苦難都是西方國家造成的”

綜合報導 “沒有戰爭就沒有難民，我們所遭

受的苦難都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造成的！”逃

難至黎巴嫩東部貝卡地區的敘利亞難民哈米德對新

華社記者如是說。

哈米德來自敘利亞北部的伊德利卜省，他的3

個孩子3年前死於家鄉的戰火。他痛恨這場戰爭，

更痛恨挑起敘利亞戰火的人。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

哈米德滿臉憤慨。他說，敘

利亞內戰是美國等西方國家

一手製造的大陰謀，其目的

就是摧毀敘利亞的經濟和軍

事實力，“現在他們的目的

達到了”，敘利亞人民為此

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許多無

辜平民死於戰火，很多人淪

為難民。“這一切都是美國

等西方國家造成的。”

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

自 2011年 3月敘利亞危機

爆發以來，逃至黎巴嫩的

敘利亞難民多達120萬。黎巴嫩已成為全球難民比

例最高的國家，平均每1000人中就有232人是難

民。黎巴嫩政府多次表示無力繼續承擔這一重負，

呼籲國際社會向黎巴嫩提供更多援助。

由聯合國和黎巴嫩共同啟動的2015年敘利亞

難民危機黎巴嫩響應計劃需要資金21億美元，但

由於一些捐助國沒能兌現承諾，目前只有30%的

資金到位。

來自敘利亞北部阿勒頗的難民哈桑抱怨說，逃

難到黎巴嫩4年來，生活越來越糟糕，遭受的苦難

越來越多。

他說，起初，聯合國難民署每月向每個敘利亞

難民發放 30美元的糧食供應卡，後來減至 19美

元，如今只發13美元，有不少難民的供應卡甚至還

被取消了。

土耳其的海岸上，一個敘利亞兒童的屍體被海

浪衝上岸，他叫艾倫，年僅三歲，和家裏人一起打

算乘船偷渡至希臘，船隻在出海後沉沒。他的名字

和這張背影登上了當天歐洲各大新聞報紙的頭版。

他告訴記者，一週前，有5個難民家庭因生活

難以為繼試圖返回敘利亞，但在穿越邊境時遭遇炮

擊，7人死於炮火。他認為，聯合國難民署應對此

負責，而美國等西方國家更應為挑起敘利亞戰火承

擔責任。

在國際救濟機構工作的拉伊德告訴記者，聯合

國難民署預算減少是造成對敘利亞難民援助減少的

主要原因，這直接影響了對敘利亞難民日常生活、

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救濟。此外，工作人員裁減也

阻礙了救濟工作的正常進行。

黎巴嫩政府從今年1月5日起嚴格限制敘利亞

難民進入黎巴嫩，並要求聯合國難民署不要再為進

入黎巴嫩的敘利亞人註冊難民身份。在前往鄰國避

難受阻的背景下，不少逃離家園的敘利亞人選擇了

冒險偷渡歐洲，已在黎巴嫩的一些敘利亞難民也試

圖前往歐洲避難。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發佈的數據，

今年頭8個月已有30多萬難民和非法移民橫渡地中

海進入歐洲，超過去年的總和，途中意外死亡人數

已超過2500人。

敘利亞難民哈立德說：“我們請求聯合國幫助

我們這些難民和所有敘利亞人。我們的國家正在遭

受戰火。作為難民，我們缺衣少食，生活狀況不斷

惡化。我們需要聯合國的幫助，需要工作、吃飯和

生存。不少難民雖然逃離了國內戰火，卻在逃亡歐

洲的途中葬身地中海。”

採訪中，許多敘利亞難民呼籲國際社會提供更

多援助，以減輕他們的困苦，同時期盼敘利亞衝突

早日結束，通過對話政治解決敘利亞危機。他們表

示，只有戰火平息，難民才能返回家園，苦難的生

活才有望結束。

綜合報導 近日，敘利亞局勢因兩個

新聞事件再度引人關注。一是敘利亞難

民潮衝擊歐洲，二是俄羅斯稱從不隱瞞

向敘利亞提供軍事裝備以助其反恐。

難民問題自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就

持續發酵。早在2012年10月，土耳其就

要求歐盟幫助收留敘利亞難民，歐盟對

此表示，願意向土耳其提供援助，但不

能收留難民。而到去年7月，聯合國難

民署稱，敘周邊國家接納難民能力已達

飽和，而歐盟接納人數微乎其微，所以

應該擴大接納規模。如今，隨著歐洲國

家承諾接收更多難民，西方媒體開始把

焦點轉移到歐洲人道主義上來，對難民

產生的根源卻只字不提。而這個根源就

是，美國出於自身利益，支援並領導土耳

其、沙特等地區國家對敘利亞實施政權更

疊，引發曠日持久的內戰，致使“支援陣

線”、“伊斯蘭國”（IS）為代表的伊斯

蘭極端勢力肆虐無阻，導致數百萬敘利亞

民眾流離失所。先前和現在，土耳其、約

旦、法國和英國等一些歐洲國家先後接納

了敘利亞難民，但這也是他們追隨美國敘

利亞政策所必須吞下的苦果。

至於俄羅斯向敘利亞提供軍援，則

是普京針對敘利

亞局勢演變的一

個佈局。自今年

4月初以來，以

“支援陣線”為

骨幹的敘反對派

武裝在各個戰場

向政府軍發動進攻，佔領了一些政府軍

控制地區。而這次軍事行動是由卡達在

土耳其和沙特這兩個老對手之間斡旋後

發起的，起因就是美國將同伊朗達成伊

核協議，這三個國家擔心敘利亞戰局將

進一步向敘總統巴沙爾傾斜。據報道，

三方協商中甚至談到沿用“葉門模式”、

直接出兵敘利亞的可能性。即由沙特對

敘利亞發動空襲、土耳其派出地面部隊

攻入，配合反對派武裝一舉摧毀敘政府

軍。因與美國打IS這一當務之急抵觸，

這一設想未能實施。但三國一改先前各

自為政的援助模式，統一協調向反對派

提供資金、武器、人員招募、作戰培訓。

目前，這三個國家的策略是，以教派衝

突為旗幟，以優厚報酬為誘餌，以西方

勢力為靠山，策動世界各地遜尼派穆斯

林激進分子進入敘利亞作戰，希望以人

多勢眾、前赴後繼的消耗戰最後拖垮敘

利亞政府。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俄羅斯軍事援

助敘利亞一事引起外界尤其是西方高度

關注。這一安排向美國及其地區盟友傳

達了兩條資訊。第一，如果你們真心想

打擊IS，那就應該建立包括敘利亞政府

在內的國際反恐聯盟，俄羅斯願意加入

這樣的聯盟。第二，如果執意要把戰爭

進行下去，那麼巴沙爾也不會如你們所

願被拖垮，敘政府在大馬士革、霍姆斯、

拉塔基亞這三個戰略要地沿線建立的政

權基礎將得到俄羅斯的保護。不過，要

是真到了那一天，歐洲的難民就不止是

現在的規模了。

既能托底保護敘利亞政府，又能躍

升打擊IS等恐怖勢力，這就是普京傳遞

出的資訊。

卡梅倫重申不贊成難民配額：
冒險去歐洲不是好主意

綜合報導 就在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宣佈有關歐盟成員國接受難民

的配額制後，英國首相卡梅倫重申，他並不贊成實施難民配額制，因為

這等於是向人們發出一個資訊：上船冒險去歐洲是個好主意。

容克呼籲歐盟國家應該採取更大膽的方式解決難民問題，因此他提

出再增加12萬難民安置，以解決希臘、義大利、匈牙利這些一線國家面

臨的龐大難民涌入壓力。先前歐盟高峰會決議，同意重新安置4萬難

民，容克的提議將使難民重新安置的總人數達到16萬。

最新宣佈的歐盟成員國接受難民16萬人的配額名單中只有22個國

家，沒有英國，因為英國沒有接受歐盟在移民領域的規則。

但由於英國反對黨工黨再次要求保守黨政府參與歐盟接納移民計

劃，英國首相卡梅倫對議會重申：他並不贊成實施難民配額制。

他說，如果注意力都集中歐盟分配移民的配額上，無助與解決移民

問題。這等於是向人們發出一個資訊：上船冒險去歐洲是個好主意。歐

洲應當自我尋找解決申根區域問題的辦法，而英國因為擁有自己的國境

線而可以作出符合自己主權的決定。

儘管英國首相卡梅倫不贊成難民配額制，但他在本週稍早時候宣

佈：將在5年中接受20000外國難民，不過是要從敘利亞、土耳其、約

旦、黎巴嫩邊境的難民營中接收。對於今年英國接受多少難民的問題，

英國首相沒有給予具體數字，但他說不設上限。

難民拒絕在丹麥註冊登記
邊境通往德國火車被禁行

綜合報導 兩輛載有350名難民的火車抵達距離丹麥首都哥本哈根

135公里的勒茲比（Rodby）。數百名從德國乘火車到達丹麥的難民拒絕

下車進行難民註冊，希望前往移民政策更為開放的瑞典。丹麥警方宣佈

中斷丹麥與德國之間的鐵路運營。許多難民試圖逃跑，但大部分被警方

抓住送往當地難民中心。

與此同時，丹麥警方在推特上發表聲明，稱經過與德國方面的溝通

與協商，決定暫停帕茲堡（Padborg）與德國之間的鐵路運營，以保證乘

客的安全。德國聯邦鐵路公司隨後對此事做出回應，表示還不能確定恢

復鐵路運營的具體時間。

除此之外，從丹麥勒茲比到德國普特加登（Puttgarden）的渡輪也不

允許行人乘坐。

據了解，經過漫長的談判後，大約有100名難民同意留在丹麥並提

出避難申請，但仍有約240人堅持由哥本哈根到瑞典去。

警方為這些難民們提供了可以過夜的床舖，並對這些面臨困境的民

眾表現出最大的耐心。

仍有300名包括許多兒童和婦女在內的難民正在前往丹麥的路上。

警方因此對帕茲堡附近高速公路進行了幾個小時的封鎖。

這些到達丹麥的難民大多留宿在當地陳舊的學校裏，之後將繼續向

北行進。警方已將這些難民轉移到了當地社區，其中一些年老者放棄了

跋涉300公里去哥本哈根的計劃。

由於瑞典給許多敘利亞尋求庇護者發放永久居留權，這使其成為了

難民們最想去的歐盟國家。

與之相反，丹麥為控制難民涌入，已經開始減少發放臨時居留的許

可，並對新移民的福利進行削減。

新突破！科學家在南非找到

人類早期祖先化石

綜合報導 科學家們表示，在南非一個洞穴裏

發現了與人類有關的一個古老物種的15具骨化石。

科學家們稱這項發現是進化研究上的一個突破。

據報道，被稱為人類“新物種”的這些原始人

的骨化石是在“明日之星”洞穴裏發現的，之後被

以南非當地語言塞索托語命名為“智人之星”。

一個科學家小組宣佈了這一發現。領導這個

小組的是約翰內斯堡的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美

國古人類學家李•伯傑。

研究人員在“電子生活”雜誌上發表了他們

這一發現。他們表示，“智人之星”很可能直立

行走，身高大約1.5米，體重45公斤。研究人員

還形容這些原始人的手和腳與人類相似，但是胸

腔、肩膀和骨盆更接近其他物種而不是現代人類

的早期祖先。

在約翰內斯堡郊外一個洞穴裏難以企及的深

處，找到了大約1500個化石。這個洞穴系統被

稱為人類搖籃世界遺產。這些骨化石藏在一個只

能從陡峭和狹窄的岩石裂縫進入的洞穴裏。

他們相信智人之星大約在250到280萬年前

出現，但是這次發現的骨化石可能屬於更晚時期

的。研究小組說，確定骨化石的年齡將是他們的

下一個挑戰之一。

俄向敘利亞提供軍事援助俄向敘利亞提供軍事援助
普京在敘利亞布希麼局普京在敘利亞布希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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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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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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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警方介紹本公寓是華人居住區治安紀錄最好的公寓

請洽市場經理：陳大任（Daniel Chan）通國語、廣東話、英語
總公司：5850 PARKFRONT DR. HOUSOTN,TX 77036

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
本地共有十六個不同地區的公寓
就在華人中心半哩內有三個公寓

華人服務合心意華人服務合心意
安全居住兩相宜安全居住兩相宜

電子監控與巡邏電子監控與巡邏
交通辦事很容易交通辦事很容易

電 話：
713-772-6247

星期五 2015年9月18日 Friday, September 18, 2015 星期五 2015年9月18日 Friday, September 18, 2015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玻璃橋﹑黃石公園﹑
總統巨石公園﹑拱門
7天遊(New新)
＄368元起（買二送一）
4月30日之前付錢減$20元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713713))774774--11171117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
TRAVELNETTRAVELNET FAX: (713)774-1460

$299上海往返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 代理豪華遊輪專賣店

星﹑馬﹑泰十一日$1399元起
泰國風情六﹑七日$799元起
日本風情系列遊$1099元起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全新中國特價團
●東北冰雪世界七天 399元
●桂林﹐龍勝﹐陽朔六天 199元
●七彩雲南超值七/八天 99/199元
●張家界鳳凰超值七天 99元
●海南/三亞/海口 五天 99元(不包括機票)

●北京九天 99元
●上海八天 49元

機票
震撼價

●●韓國韓國﹐﹐首爾首爾﹐﹐雪岳山雪岳山77天天 299299元元
●●日本日本﹐﹐東京東京﹐﹐大阪浪漫大阪浪漫77天團天團 199199元元
●●台灣台灣﹐﹐明譚明譚﹐﹐環島環島88//99天天 249249//299299元元
●●泰國泰國﹐﹐曼谷曼谷﹐﹐芭提雅芭提雅77天天 9999元元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
全 新

琅
琊
榜
海宴

責任編輯：王荣欣

因爲他瞭解這個兒子對於祁王

和林氏的感情袁 當初在絶對劣勢的
情况下袁 他尙且會不計得失大力爭
辯袁現在確鑿的證據已經出現袁蕭景
琰當然不肯善罷甘休遥

不壓住這個兒子袁 就穩不住當
前嘈亂失控的局面遥

可梁帝左思右想才突然發現袁
他現在手里已經沒有什么有分量的

東西袁 可以轄治得住一位政績赫赫
的監國太子了遥

對於天性涼薄的老皇而言袁蕭
景琰超出預計之外的成長遠遠比莅

陽長公主剛剛披露的眞相還要令他

覺得震動和難以接受袁 所以他咬着
牙袁游目殿內袁想要找到一些支撑的
力量遥

老臣尧新臣尧皇族尧後宮噎噎每
一個人的臉上都看不出他所希翼的表情袁 即使是溫婉柔順的靜
貴妃袁此刻的眼睛也明亮得令他無法直視遥

雄踞至尊之位袁稱孤道寡數十年袁梁帝直到此時才眞正品嚐

到了孤立無援的滋味遥
更重要的是袁如今的他已做不到象當年那樣袁強悍粗暴地否

決一切異議了遥
在一番鼓嘈之後遥
大殿上慢慢還是安靜了下來袁 但這份安靜中所藴含的沉默

力量袁卻比剛纔那一片混亂地叫嚷更令皇帝感到壓力沉重遥
因爲這顯然已經不是冲動遥
不是單純的隨波逐流袁冷靜下來的群臣們遥
依然全部站在進諫地位置上袁 沒有任何一個人表現出退縮

之意遥
梁帝知道袁事情旣然已經發展到這個程度袁那么無論再僵持

多久袁結果永遠只有一個遥
"朕噎噎準諸卿所奏噎噎"

老皇虛弱地吐出了這幾個字遥
蕭景琰的心頭頓時一陣激蕩袁不過他立即控制住了自己袁沒

有形諸于外袁只是飛快地看了蔡荃一眼遥
"陛下旣已恩準重審赤焰一案袁 這主審地人選也請一併聖

裁了吧钥 "刑部尙書恭恭敬敬地躬身道遥
"這個場合不議朝事袁"梁帝的口氣有些綿軟地拒絶袁"噎噎

主審人選改日再定遥 "

"陛下袁兹事體大袁不宜拖延遥

我見皇太極的笑容漸漸斂起袁忍不住噗哧一笑袁贊道院"這個岳托果然有份與衆

不同的傲骨遥"皇太極冷哼院"他一味偏幫他的福晉袁將來必不得善終浴"我不禁想起三

年前莽古爾泰在大凌河御前露刀袁岳托力排衆議替他爭辯袁結果反遭牽連遥如今莽古
濟一族獲罪袁旁人不敢誹議袁也唯獨岳托一人站出來指責瑣諾木杜棱的旁證毫無依
據遥岳托這個人袁撇開他是否當眞有意偏幫岳母家人袁僅憑剛纔與皇太極正面交鋒的
那份勇氣和機智袁便已叫人刮目相看了遥

"好了袁別慪氣了浴"我推了推皇太極袁笑吟吟的説袁"人家夫妻恩愛袁不忍分離袁你
將心比心袁難道不能體諒些么钥 "皇太極眼眉揚起袁微微有些動容遥

"不看僧面看佛面袁好歹他當初在立汗的事上幫過你袁而且噎噎他的大福晉哈達
那拉氏還是咱們蘭豁爾的生母遥 "皇太極一把抓住我的手袁感嘅道院"罷了袁罷了噎噎
若論以身作則袁我這個做大汗的袁第一個便難逃妻子的溫柔鄉尧枕邊風袁還如何去指
責他人遥 "説着袁在我掌心處細細親吻遥
我嘻嘻一笑袁爲他能聽我的話袁放過莽古濟的長女袁倍感欣喜遥
皇太極仍是那個皇太極袁雖然他即將爲皇爲帝袁但説到底還是憐我尧愛我的皇太

極浴 他愛我的心意袁始終未曾改變浴
這之後袁皇太極將取得的正藍旗牛録和正黃旗牛録混編後再一分爲二袁組成新

的正黃旗和鑲黃旗袁由自己親自統領遥 又在原先的正藍旗中抽調八個牛録給大阿哥
豪格袁並將豪格所統領的鑲黃旗旗纛更名爲正藍旗遥
天聰十年正月初十袁十一歲的馬喀塔終于在皇太極的堅持下袁下嫁額哲遥因是嫡

出的格格袁嫁的又是蒙古察哈爾首領貝勒袁排場自然又是不同遥
我知道皇太極是有些等不及了袁非借着這場聯姻把蒙古各部的人心全部拉攏過

來才行袁我原還想再把馬喀塔留上兩年的袁如今只好作罷遥
漠南蒙古貝勒們果然識趣袁在額哲的帶頭下袁一齊上奏要求皇太極上尊號稱帝遥

皇太極當即表示朝鮮乃是兄弟鄰邦袁也需與之共議袁而那些外藩未至的蒙古貝勒們
也需一一通知到遥

二月初二袁皇太極以吊唁朝鮮王妃喪逝之名袁命戶部承政英俄爾岱尧馬福塔等袁
率領包括蒙古使臣在內的一百七十五人趕赴朝鮮袁他們給朝鮮國王帶去了一封以大
金八和碩貝勒尧 十七固山大臣袁 以及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貝勒的名義所書的信函袁書
曰院"我等謹遵上諭袁遣使相聞袁王可即遣親近子弟來此袁共爲陳奏遥我等承天意袁奉尊
號袁事已確定袁推戴之誠袁諒王素有同心遥 "二月廿二袁在皇太極一而再尧再而三的敦促
下袁濟尓哈朗終于迎娶蘇泰進門遥他擺明一副可有可無的態度袁眞眞叫人氣煞卻又無
可奈何遥

陸郡君湊到胡太后耳邊袁輕聲説道院"聽説鄴城的妙勝寺來了一位

大師袁還是從寶林寺來的大師遥 "

胡太后傲氣地轉過來袁對着陸郡君喝道院"你究竟要説什么钥 "

"陸郡君聽説曇獻大師講佛經不一般袁於是將大師接了過來遥 "陸

郡君嗤笑地説道院"如果太后也有興趣的話袁不如噎"

"陸郡君遥 "胡太后憤然站起來袁指着吼道院"哀家沒有興趣袁哀家要
奉勸你一句袁適可而止浴 "

"多謝太后的忠吿遥 "陸郡君悠然自得地站了起來袁側身笑道院"我

是沒資格説一句奉勸太后的話袁不過袁太后最好是能做一個高枕無憂的
太后袁這後宮之事袁也不是你我能控制的了袁太后認爲呢钥 "

胡太后抽搐的面容顯得有些愕然袁反駁的話堵在口中袁也不敢輕舉
妄動遥

"太后袁陸郡君先吿退了遥 "陸郡君得意地轉身袁走出壽昌殿噎
***

待陸郡君離開之後袁躱在內室的胡昭儀忍不住跑了出來袁憤憤不平
地嚷道院"她算什么東西袁太后袁您怎么不駡駡钥 簡直是反了袁一個弘德
夫人現在在後宮作威作福袁這倒好袁又添個陸郡君袁太后噎"

"下去遥 "胡太后屹立在窗邊袁冷厲喝道院"全都給哀家退下去遥 "

"太后噎"

"胡燕兒袁從今往後袁你給哀家最好安分守己袁否則噎"胡太后猙獰

地説道院"別怪哀家不救你遥 "

"太后袁難道燕兒再也無出頭之日钥 被壓在一個賤婢身下袁不能翻
身嗎钥 "胡昭儀埋怨道遥

"哀家自會安排遥 "胡太后閉上雙眸袁嘆謂地説道院"你先下去吧遥 "

"是遥 "胡昭儀念念不捨地走出壽昌殿遥
"敏兒遥 "胡太后疲憊地坐在玉塌上袁叫喚道遥
"奴婢在遥 "

"徐公公應該回宮里了吧钥 "

"回太后的話袁徐公公今日回了宮袁一直候在殿外遥 "小敏説道遥
"傳遥 "

"是遥 "小敏淡漠地喚道院"太后傳召徐公公遥 "

話未落音袁只見一位白髮銀髯袁修眉秀目袁貌相奇古的老公公踏着
穩健的步伐走進壽昌殿遥 徐長樂瞅了一眼身前的胡太后袁 然後跪着地
上袁不溫不火地説道院"奴才徐長樂叩見太后遥 "

喜當爹袁陸六不明白這詞的意思袁根據字面意思理解袁轉過頭説院"

噎噎當爹當然是一件喜事噎噎"

然後果果樂壞了袁此時陸六的表情就像吃了一個極其不願意的東
西非要説好吃袁果果也轉了下頭袁車窗外 Thomas正焦慮地往她這邊看遥

陸六莫名其妙地看着果果袁果果笑得眼淚快要出來了袁然後她收
了收嘴邊的笑意袁解釋説院"喜當爹是替別家男人養孩子遥 "

陸六院"噎噎"

果果突然把自己的左手伸給陸六院"漂亮吧遥 "

"什么噎噎"陸六低頭看了果果的手袁如果不
去看手上沾着的顔料袁俏生生的一只小手兒,根根手指宛如靑葱

一般可愛水嫩袁"漂亮噎噎"

"看哪里呢遥 "果果翹起自己的無名指袁把上面的天鵝形狀的戒指
給他看袁"看這里呢袁戒指漂亮吧遥 "

陸六腦袋轉啊轉袁卻越轉越空白院"果果噎噎"

"我結婚了遥 "

"別開玩笑了遥 "

"眞的袁我老公可帥了遥 "

"果果浴 "

"我眞結婚了袁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的遥 "

陸六蹙着眉頭院"有本事你把老公領過來給我看看遥 "

--

果果把陸六請到了自己家袁一幢半新不舊的住宅樓袁外墻斑駁袁但
是里面比外面要新袁應該也是翻修過的原因袁小小的房子里貼滿了淺
黃色的溫馨強制袁墻紙上挂着幾幅寶寶挂畫遥

"我老公工作很忙的袁回家有點晩袁如果你眞要見他袁需要等等遥 "

果果説袁然後遞給他一杯泡好的蜂蜜茶遥
陸六在小客廳的布藝沙發坐下院"我可以等遥 "

果果半彎着腰把蜂蜜水放在陸六的跟前院"我沒有騙你遥 "

"果果袁這並不好玩遥 "

果果挺着肚子在客廳里轉來轉去袁 然後轉過臉看着陸六院"陸小

六袁我沒有騙你遥 "説完從抽屜里翻出一張照片丢給陸六袁"給袁我丈夫
的照片袁他叫西蒙袁是這里的診所醫生遥 "

容瑾傲然一笑院"我親手殺的魚袁味道怎么可能不好遥 "

一旁的小安子頓時激動了袁説話都不利索了院"少尧少爺袁你今天殺魚
了钥 "

之前雖然隱隱猜到了袁可一想到容瑾的性子袁小安子根本不敢確定遥
現在從容瑾的口中聽到這句話袁猜想終于得到了證實遥

小安子的激動和驚訝就別提了袁嘴巴張的老大袁都能塞個鷄蛋了遥
第一百一十三章一顯身手

少爺啊少爺袁 你明明是有潔癖的好吧你生平最討厭的就是血腥味了
好吧你怎么可能去殺魚啊啊啊啊小安子的潜台詞在一臉震驚的神色中表

露無疑遥
容瑾有些不耐的瞪了小安子一眼院"大驚小怪袁難道我就不能殺魚嗎钥"

小安子立刻陪笑院"能能能袁當然能遥 奴才多嘴袁奴才這就去做事遥 "腳

底抹油立刻溜了遥
寧汐被逗樂了袁笑道院"小安子哥哥眞是伶俐又風趣遥 "能伺候難纏又

傲氣的容瑾袁小安子果然比普通的小廝要聰明伶俐多了遥
小安子哥哥钥
容瑾眯起了眼眸袁淡淡的説道院"我倒覺得袁他白長了一張聰明臉孔遥

根本不懂看臉色説話做事遥 要不是看在他伺候我五六年的份上袁我早打發
他去看門了遥 "

"少爺袁 你怎么能這么説奴才钥 "壓根沒溜遠的小安子委屈不已的揷

嘴院"奴才對你可是一直忠心耿耿袁可昭日月袁你可千萬不能不要奴才噎噎"

容瑾卻哼了一聲袁白了小安子一眼院"不會用成語就別亂用遥 "什么忠

心耿耿袁還可昭日月袁以爲在演 TVB苦情大戲嗎钥
小安子苦着臉委屈的辯駁院"少爺才高八斗袁 奴才跟在您身邊久了袁

自然也學會用幾句成語了遥 "

容瑾又是好氣又是好笑袁懶得再理他了遥
寧汐早已被逗的笑了起來袁那笑聲清脆如銀鈴般溢滿整個廚房遥容瑾

凝視着笑的歡快的寧汐袁嘴角微微勾了起來遥
就在此刻袁寧有方的聲音從外面傳了過來院"汐兒袁飯菜準備的怎么

樣了钥 "話音未落袁寧有方和寧暉一起走了進來遥
寧汐俏皮的笑了笑院"準備的差不多了遥 爹袁今天你就別動手了袁這里

交給我好了遥 "

寧有方朗聲一笑院"好好好袁今天就看你的了遥 "

寧暉拜了師袁心情正好遥 再聞到廚房里撲鼻的香氣袁頓時覺得飢腸轆
轆袁腆着臉笑道院"妹妹袁我肚子好餓遥 有什么讓我先墊墊肚子钥 "

寧汐笑道院"正好鍋里的魚丸熟了袁先盛一碗給你解解饞遥 "利索的舀

了勺魚丸放入碗里袁又舀了勺熱熱的魚湯遥
寧暉聞着撲鼻的香氣袁只覺得肚子更餓了袁忙用勺子舀了一個圓圓白

白嫩嫩的魚丸放入口中遥頓時被那鮮嫩無比的口感擊中了袁夸張的贊道院"

眞香袁眞好吃 "他這邊吃的歡快袁容瑾的臉色可不好看了遥
哼袁他在這兒等了半天袁怎么第一口倒讓寧暉嘗去了钥 眼角余光瞄到

寧汐又盛了一碗袁容瑾的臉色才算好看了一些遥還算這丫頭有點良心噎噎
容瑾的臉徹底黑了遥 暗暗的咬牙袁 不着痕迹的瞪着笑的甜蜜蜜的寧

汐遥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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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張
敬軒為珠寶品牌的全
新系列主唱主題曲
《找對的人》，更邀
得湯怡擔任MV女主
角，昨日的宣傳活動
上，軒仔和湯怡跟現
場觀眾大玩情侶遊

戲，軒仔更即場唱歌。軒仔透露：“MV是七月
時拍攝，湯怡好唔話得，在40度高溫下拍攝，
犧牲很大，這次是跟對方第二度合作，有感現在
的MV製作不及以前前輩很有心思，自己便用很
多心思在MV裡，最開心得到這個品牌的贊助，
製作費比平時多了四、五倍，接近一百萬。”問
到兩人在MV中有否親熱動作，軒仔笑說：“由
頭到尾，盡量在第三者(指湯怡男友洪卓立)忍受
到情況下做，事前沒問過她的男友，他很大方
的。(是否要錫？)少少啦，會有更親密動作，其
中有在床上親暱鏡頭，但最後刪走了，原因是導
演想點到即止。(只想滿足你個人需要？)我需要
好大，因當時導演無叫cut，便一直演下去。”
湯怡表示不尷尬，因大家已合作過。下月17日
是湯怡生日，她表示當日要開工，有時間同男友
洪卓立簡單吃頓飯已很滿足。

張敬軒錫湯怡點到即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 ） 蔡思貝與王馨平(Linda)17
日出席台灣觀光局主辦的“台灣
農莊花果美食節”啟動儀式，二
人即場大歎清境老英格蘭莊園秋
季限量版英式下午茶及即場炮製
花果養生美食。台上思貝表示入
行以來都與台灣結緣，除了參選
港姐時抽中到台灣踩單車特訓，
之後拍劇集《衝線》也是到台灣
取景。

“台灣農莊花果美食節”在
19日至20日一連兩天在荷里活廣
場舉行，邀請了11家全台知名農
莊參與，各自拿出獨家美食給參
加農莊美食體驗者品嚐，市民即
場捐款可換領農莊美食一份，而
捐款將撥捐港澳台灣同鄉慈善基
金會做慈善。現場又有寶島青年
音樂團隊表演、農莊DIY 、台灣
農莊主題旅遊資訊。思貝表示非
常鍾意大自然，曾與父母到台灣
旅行，以前在新西蘭讀書習慣接
近大自然，所以也有興趣到台灣
的農莊一遊。

公司肯簽約係好彩
談到有指無綫要求港姐加簽

十年長約，以挽留人才，港姐出身的思貝表示
選美後已簽了約，年期就不方便公開講，時間
是非常合理。問到如果公司要加長合約會簽
嗎？她說：“公司冇這個要求，所以都冇諗這
個問題。（女仔會否因為要嫁人而不敢簽下多
年長約？）未諗嫁人，公司肯同我簽已經係好
彩，有個工作關係。”

另外，王馨平被問到有關父親王羽有意拉
攏謝賢(四哥)與妹夫曾江擺“和頭酒”一事，
Linda表示與爸爸都覺得這段時間不適合：“要
攤凍吓先，因為現時好多人關注，我睇報道四
哥仲嬲緊，都係遲點先。”她又透露曾與舅父
曾江傾過，他也說無問題，不過她暫時未敢致
電四哥。問到她是否等四哥下了啖氣先？她
說：“未係時候，不過爸爸的立場是老朋友識
了多年，不想搞成這樣。”

胡兵享受單身嫌拍拖辛苦胡兵享受單身嫌拍拖辛苦

周汶錡周汶錡強調強調
妹妹自付租金妹妹自付租金

胡兵享受單身嫌拍拖辛苦

傳聞提到周麗淇收下新男友價值300萬（港元，下同）的
鑽石，Kathy聞言道：“我可以點答？一頭霧水。因為她

失戀就寫，再寫落去也是沒完沒了，寫什麼都好，給少少空間
給她，一個女仔多人追很正常，拍拖分手也很正常，不想再替
她回應和處理。”問到妹妹是否一名拜金女，追求者都非富則
貴，Kathy維護妹妹道：“我不覺得，沒錢沒背景又說窮，有
錢又話有錢，沒什麼大不了。”

Kathy坦言最後見妹妹的男友正是徐正曦，也沒見過傳聞
中的官二代，相信妹妹現在忙拍劇，沒時間投入新戀情，就算
有拖拍也會公開給大家知。至於周麗淇與徐正曦分手後，有指
男方仍為她住所交付月租5萬元的租金，Kathy有點不忿地
說：“5萬元很多嗎？做一個藝人怎會賺不到？妹妹是獨立女
性，現在是什麼年代？幾萬元一個月租，又不是幾十萬，做了
多年怎樣也能支付吧，自己賺錢自己付錢很正常。”

胡兵出自家牌子服飾
早前擔任倫敦時裝周形象大使的胡兵，透露有意自己設計

服飾，他說：“慢慢開始和其他牌子合作，用自己的設計，用
別人最好的手工，由最簡單做T恤開始，11月會出自己的牌子
HB。”笑問會否為另一半度身設計衣服，胡兵就說：“現在
沒有拍拖，給自己休息一下，因為拍拖很辛苦，不想帶她周圍
飛被人影到，除非到結婚否則也不想搞太多事，給人覺得自己
拍拖又拍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周汶錡（Kathy）、馬詩慧、胡兵與文詠珊等

人16日晚出席時裝品牌Ted Baker活動，對於妹妹周麗淇被指與徐正曦分手後

與官二代拍拖，Kathy無奈地表示對報道一頭霧水，只稱妹妹是好女仔，有人追

也屬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葉童、貝安琪16日晚
出席“香港意大利電影周”開
幕禮，葉童透露年初有很多病
痛，之前外出旅遊充電，現在
開始投入電影拍攝工作，這次
是有別以往所做過的，甚有挑
戰性，但詳情暫未能透露，總
之自己想支持本地創作。(是
否收平一點片酬？)她說：
“沒所謂，可以幫到又有意思
是沒問題，但有時市價是這
樣，總不能收得太便做壞市，
何況我不覺得自己收得貴。
（會否返無綫拍劇？）大家都
知拍劇辛苦，如果拍也是想跟
觀眾接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 陳志雲涉貪案目前正待律政
司上訴等候判決，但陳志雲16日
晚仍有心情到演藝學院欣賞雜技歌
舞表演。被問現時心情有否緊張？
他表現輕鬆地說：“都沒有，是照
常作息照常工作平常心，你們是問
我官司的事嗎？都5年了，也要過
正常生活，一切也交由律師處
理。”志雲指現要做早晨節目和開
會，故每朝凌晨5點前要起床，太
大掛牽會起不到床，精神很重要，
盡量不去想太多，加上官司正進入
司法程序，這方面他亦不懂，自己
幫不到手，便交給律師處理，他
說：“判決結果不去想了，放低它
以平常心去繼續生活。”問知否何
時宣判？他表示未知道，只待上訴
庭出判詞，一切等律師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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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詩慧聯同女兒曼喜與麗嘉出席馬詩慧聯同女兒曼喜與麗嘉出席
活動活動。。

■■周汶錡稱周汶錡稱
妹妹是好女妹妹是好女
仔仔，，有人追有人追
也屬正常也屬正常。。

■■胡兵在眾美女陪伴下出場胡兵在眾美女陪伴下出場。。

■■張敬軒和湯怡玩自拍張敬軒和湯怡玩自拍。。

■■葉童葉童

■■蔡思貝與王馨平大歎英式下午茶蔡思貝與王馨平大歎英式下午茶。。

■■陳志雲指現要做早晨節目和陳志雲指現要做早晨節目和
開會開會，，故每朝凌晨故每朝凌晨55點前要起點前要起
床床。。

■■貝安琪貝安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徐小鳳、高錕伉儷等17日出席《賽馬
會耆智園15周年慶典暨腦動全城》開
幕禮，擔任“腦動全城”榮譽大使的
小鳳姐又分享早前參加腦退化症的體
驗之旅。現場小鳳姐又大展歌喉唱出
《漫步人生路》，更無唱錯歌詞，可
謂寶刀未老。小鳳姐事後表示小時候
已常失憶，因此經常擔心自己會很快
腦退化，而身邊的朋友亦逐漸變得記

性差，其中一位是因遇車禍受重創的
好友蔡國權。她又建議大家對腦退化
症長者多給予耐性。

問到小鳳姐如何預防腦退化？她
表示以經常唱歌記歌詞來預防腦退化
症。說到校長（譚詠麟）經常都會忘
記歌詞？小鳳姐笑說：“咁係正常，
對於這個症狀來講。(會否介紹校長參
與體驗之旅？) 校長應該無這個耐
性。”

徐小鳳唱歌抗腦退化症

■■徐小鳳及高錕伉儷齊出席活動徐小鳳及高錕伉儷齊出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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