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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想學畫畫的大小朋友們有福了，沙漠老師在休斯頓
開設了畫室

無論是從基礎素描到高進階油畫，還是陶冶情操，培養
美術細胞。沙漠老師的教授方式絕對是您的不二選擇。

沙漠美術學校
Sha Mo Art Academy
美國油畫家協會會員
Oil Painters of America
地址：9730 Town Park Dr.,Houston,TX 77036
電話：832-506-9570
郵箱：mosha120162@gmail.com

美南新聞集團新媒體平臺，讓您的信息全面網絡電子化
臉書，推特，微信公眾號，微信群；
總網站www.scdaily.com，電子報www.scdnews.com，

電子黃頁 www.houcyp.com，旗下網站：www.cheerinus.
com 等

新媒體咨詢聯絡方式：
318 237 1986（手機） / 832 399 1335（座機） 或

郵件到 Houstoncyp@gmail.com

沙漠沙漠，，19621962年出生於西安年出生於西安，，19861986年畢業於西安美年畢業於西安美
術學院術學院。。 師從中國著名油畫家師從中國著名油畫家，，美術教育家張榮國美術教育家張榮國
先生先生。。沙漠的油畫作品以人物和風景為主沙漠的油畫作品以人物和風景為主，，多年來多年來
一直堅持寫實主義風格一直堅持寫實主義風格，，其作品具有強烈的地域色其作品具有強烈的地域色
彩彩。。20052005年移居美國年移居美國，，20132013年加入美國油畫家協年加入美國油畫家協
會會。。其教學風格與繪畫風格一致其教學風格與繪畫風格一致，，潛心創作潛心創作，，耐心耐心
育人育人。。

潛心作畫 低調做人
這八個字形容沙漠
再適合不過。精雕
細琢的作品，平日
除了采風就會潛心
在畫室作畫的規律
作息。多年來一直
堅持的寫實主義風
格，體現強有力的
繪畫功底和對藝術
的極致追求。
記者問：您的優秀
作品這麽多，什麽
時候準備開畫展呢
？
沙漠老師：沒有特
別滿意的，準備再
踏實畫一些。
訪談中，沙漠老師

話不多，但每每談到教學和自己的美術作品，眼中的熱情光華擋
也擋不住。小編想，也許這就是藝術家的底蘊 - 為了心愛的事與
事業可以傾盡所有，就算不與眾人道，熱情永不減。
僑界名人的專屬素描師 好人緣的沙漠老師曾多次為僑社名
人，僑領作畫。深得好評。

本報記者孫雯報道

僑社人物 – 沙漠 您不得不知的實力派畫家

對家園的熱愛讓沙漠每每回國采風都會靈感無限對家園的熱愛讓沙漠每每回國采風都會靈感無限。。對當地人民生活情態的描繪對當地人民生活情態的描繪
不止體現了沙漠的高超繪畫功底不止體現了沙漠的高超繪畫功底，，同時也體現出做為畫家對生活的熱愛態度同時也體現出做為畫家對生活的熱愛態度。。

程式太極大師程進才大師 育才學校張偉民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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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劇作家余秀菊舉辦新聞發佈會
「余氏之王」11月1日起感受親情之旅

新聞發佈會主持人柯玲玲新聞發佈會主持人柯玲玲（（左左11））介紹余秀蘭介紹余秀蘭（（左左22））

(本報記者/周鋒/採訪報導)女劇
作家余秀蘭於10月26日下午5時在華
埠新圖書館舉行新聞發佈會，說明她
的「余氏之王」感受親情之旅，此劇將
於11月1日、5日、7日、10日、13日、15
日在GOODMAN古德曼劇場免費演
出，地址：170 N. DEARBORN,歡迎
前往觀賞。訂票可致電312-443-3800
，或者上網：Goodman

Theatre.org /NewStages。
余秀蘭在舊金山華埠出生和長大，

其父余LARRY早年從廣東臺山移民
到舊金山。舊金山餘風采堂建於150年
前的淘金熱時期，其父熟悉百年來餘
風采堂余氏移民的歷史和發展，其中
故事頗多。

受父親影響，余秀蘭對這些故事
很感興趣。她畢業於耶魯大學，並在加

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學習寫作，獲得
碩士學位。從此以後，她決心把余氏宗
親的故事寫成劇本，就到美國和外國
的許多余風采堂採訪，所到之處，均受
熱情接待。她對自己的父親和余氏宗
親叔伯當然很瞭解，他們是余家之王、
一家之主和家庭的驅動力，一切由他
們說了算，有點霸道，但他們勤勞而樸
實，忠厚老實，很顧家和疼愛子女，不

遺餘力參與社區活動，講義氣和宗親
鄉親之情，很可愛。於是，她以其父為
主角原型，寫出頗為動人的劇本。

中國大陸1949年以後，以姓氏組
成的宗親會團體和以國內地域組成的
同鄉會團體就不復存在，而美國也只
有以國籍組成的族裔團體，所以余秀
蘭的“余氏之王”是很獨特和別有風味
的。古德曼劇院認為此劇頗有看頭，它

讓你穿越文化、國家和家庭的藩籬，親
歷一趟發現自我的感受親情之旅。

本次新聞發佈會著名企業家廖錦
良會後接受記者採訪。他說，他對此劇
頗感興趣，其經歷與與余秀蘭之父相
似。創業很艱辛，但卻讓人長見識、長
智慧，獲得令人欣慰的成就感。與其平
平淡淡過一生，不如打拼才會贏地拼
它一回（這是我們華人的新格言）。他
體會到這才叫“瀟灑走一回“。他不接
受“知足常樂”的中國老格言，他更喜
歡美國白人開發西部地區時那種一往
無前的奮鬥精神。是這種精神使美國
實現了“從海岸到海岸”的定國安邦的
理想。我們華人也有這種奮鬥精神，所
以我們華人在美國有許多成功人士。
他們成功後往往致力於回饋社會。他
希望作家們能多多地把華人的奮鬥史
寫出劇本和小說。他一定要去觀賞余
秀菊的“余氏之王”。

女畫家黎周美月的個人畫展月底
結束，兒子黎忠在本次會上順便介紹
其母的畫作，希望有更多的華人來看
展覽。圖書館館長陳思和議員候選人
馬靜儀也出席新聞發佈會以表示對余
秀蘭的鼓勵和支持。

芝加哥華人黃頁電話薄芝加哥華人黃頁電話薄20162016年新版年新版 開始接受廣告開始接受廣告

余秀蘭余秀蘭（（左左））介紹介紹““余氏之王余氏之王””

陳思館長陳思館長（（中中））出席發佈會出席發佈會

合影余秀蘭合影余秀蘭((前排左一前排左一))後排左起為馬靜儀後排左起為馬靜儀、、柯玲玲柯玲玲、、黎忠黎忠

參與發會嘉賓嘉賓前排左一為廖錦良參與發會嘉賓嘉賓前排左一為廖錦良

作家荊棘在休巿演說作家荊棘在休巿演說：： 「「文學中的生命文學中的生命」」
藉由詩、小說介紹文學中充盈了生命

（休士頓/秦鴻鈞） 「美南華文寫作協
會」上週六邀請來自加州聖地牙哥的著名作
家荊棘，以 「文學中的生命」發表專題演講
，荊棘以熱情洋溢的演說，證實了 「文學」
的鐵律——好文學作品都是充盈了 「生命」
， 「不好」的文學，沒有生命的信息。

荊棘在一開場即指出： 「文學」是用文
字來描寫人生，文學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如
詩、散文、小說、戲劇來描述人生。文學中
充盈了生命，隱喻著生命，而一些能感動我
們的文學作品，都是 「觸碰」到我們心裡的
一部份，讓我們自己的生命與文學生命聯結
在一起，並更深層意識到自己的存在。 「好
文學」充盈了生命， 「不好」的文學，沒有
生命的信息。

荊棘說： 「生命」是非常抽象的東西，
我們摸不到生命，我們抓不住生命，我們所
看到的只是生命的種種表態。而文學並不是
要解釋生命或解剖生命，那是生物科學的工
作，文學不同，文學描述生活，反映著生命
種種痕跡，隱喻著生命的力量。

荊棘個人的所學是從自然科學到心理學
，以致於對文學的熱愛，因此，在她的內心
裡沒有動、植物、生物、無生物的區別，她
認為它們都具有 「生命」。那怕是一塊石頭
，地球是變動的，地塊正在移動，喜馬拉雅
山每年要長高一英吋。無生物也在生長和變
化之中的。荊棘說：我寫的一些作品有的是
石頭、動物和植物。因為我能感受到它們的
生命。

荊棘在演講中以席慕容最有名的一首詩
： 「一棵開花的樹」，來解說文學中如何充
盈了 「生命」？而生命的表態，正象徵了我
這一生在追尋生命的意義，她試著把拿到的
不同的信息，試著把它拼湊起來——
「一棵開花的樹」

如何讓你遇見我，在我最美麗的時刻，
為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它讓我們
結一段塵緣。

佛於是把我化作一棵樹，長在你必經的
路旁，陽光下慎重地開滿了花，朵朵都是我

前世的盼望，當你走近，請你細聽，顫抖的
葉是我等待的熱情。而你終於無視地走過，
在你身後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

荊棘又介紹另一首洛夫的詩 「因為風的
緣故」，該詩為洛夫為夫人所寫：

昨日我沿著小河
漫步到蘆葦彎腰喝水的地方
順便請煙囪
在天空為我寫一封長長的信
潦是潦草了些
而我的心意
則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燭光
稍有暖昧之處
勢所難免，因為風的緣故

此信你是否能看懂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務心在雛菊尚未全部凋謝之前
趕快發怒，或是發笑
趕快從箱子裡找出我那件薄衫子
趕快對鏡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嫵媚
然後以整生的愛
點燃一盞燈
我是火，隨時可能熄滅
因為風的緣故

曾獲大陸第一屆詩人大獎的洛夫現年
87 歲，他這首 「因為風的緣故」這是生和
死，這是對生命的歌誦。觀眾中有一位女高
音歌唱家，也是 「作協」會友馬筱華當場站
出，演唱洛夫這首詩在二十年前被譜成的歌
曲，更為演說增色不少。

荊棘又介紹了洛夫的詩 「水墨微笑」不
經心的那麼輕輕一筆，水墨次第摻開，大好
山河為之動容，為之戰凜/為之暈厥
所幸世界上還留有那麼一大片空白
所幸左下側還有一方小小的印章面帶微笑
荊棘也提到 「諾貝爾文學獎」作家莫言的作
品 「蛙」，她說：雖然文壇對莫言的評價是
「兩極化」，但於她而言，他要表達的是什

麼樣的生命？他要寫的是什麼生命？這才重

要。在莫言的筆下，那樣激烈的、熱
情，那麼強烈的生命，令人動容。
「蛙」是莫言醞釀十餘年，筆耕四載

，三易其稿，潛心打造的一部觸及國
人靈魂最痛處的長篇力作。整部作品
以從事婦產科工作的五十多年的鄉村
女醫生姑姑的人生經歷為線索，用生
動感人的細節和自我反省，展現了新
中國六十年波瀾起伏的 「生產史」，
揭發了當下中國生育問題上的混亂現
象。同時也深刻剖析了以敘述人、蝌
蚪為代表的中國知識份子卑微、尷尬
、糾結、矛盾的靈魂世界。

「蛙」是第八屆 「茅盾文學獎」
得獎作品，深度呈現中國人對生命的
敬重，悲憫和罪感。

荊棘在演講中也提到北美文學界
的新作者詩人瘂弦，把作者的精神，
生命力抓住了，在文學的 「傳道」之
上，也思如何鼓勵新作家寫作，簡宛
「從愛出發」，章緣的 「越界寫作」

，嚴歌苓的（活生生的故事人物），
張讓（為散文開新道）等，把每個生
命的光華都抓住。
荊棘也介紹自己的作品：
動物：非洲蠻荒行/鴨媽媽
石頭：收集石頭和化石
植物：南瓜、滾動草、荷花、構棘、紅棗、
白色炸醬草、哈密瓜。

荊棘提到她個人崛起於文壇的 「南瓜」
，把生命加入了 「南瓜」，是有感覺，有個
性的生命，給予我們意想不到的快樂，她把
南瓜的葉，像江南的荷田， 「南瓜」寫完後
，她出國留學，一直為生活奔波，從事 「醫
技」，離文學遠，她因為成長過程中很多痛
苦，生命的困惑，希望學 「心理學」，乃一
邊工作一邊讀書，讀書給她很大的樂趣，她
拿到博士學位，去密西根教書四年，結婚，
又回到新墨西哥，在該校當教授，她的先生
是 「國際教育」的宣教士，隨他到非洲十二
年，巴基斯坦一年，中南美半年，非洲史瓦

濟南一年，因此她寫的 「月亮花」， 「狗狗
沙姬」都寫到她與自然界的聯繫，你要仔細
去聽它們，它們會告訴你生命故事。

與荊棘同樣背景——心理學博士的卓以
定博士，在演講前介紹荊棘（朱立立），她
們相識相交五十年，她認為荊棘，不管多困
苦，她總是那麼陽光！希望！燦爛！小時的
「感性」，長大後的 「理性」都顯示正面的

能量。
她們曾一起去廈門，將近五十年感情的

醞釀，她看到荊棘文章的改變，她看了世界
各地的人，朱立立（荊棘）是有理想，有感
性、圓融的人。

圖為作家荊棘於上週六在圖為作家荊棘於上週六在 「「美南華文作協美南華文作協」」 演講演講
「「文學中的生命文學中的生命」」 的情景的情景。（。（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11 月 3 日休斯頓居民將有一個重要的公投，就是决 

定 2014 年經過市議會通過的休斯頓公平法令是否産生效

力。這個法令在休斯頓討論時，獲得 11 票贊成，6 票反對，

成爲法令。但後來經過反對民衆提起訴訟，經過最高法院

裁决，有了這次的公投，决定這個法案的存亡。*1 

這個法令主要是對下列的人實行保護： 

1.性別； 2. 種族； 3. 膚色； 4. 民族； 5. 國籍； 

6. 年齡； 7. 家庭地位/情况;  8. 婚姻地位/情况; 

9.軍中地位/情况； 10. 宗教； 11. 殘障； 12. 性別

戀； 13. 遺傳基因資料； 14. 性別認同； 15. 懷孕 

禁止在市政府的雇傭，市政府的服務，市政府的工程，

房屋居住，公共場所出入使用，及私人雇傭等有任何歧視.

違反者的處罰，除了可能的民事賠償外，也包括刑事責任。

譬如，按 C 型小刑事犯罪，每一天的歧視行爲（或少于一

天者，以一天計）以一個犯行論；每一個犯行處罰 250-500 

元罰金；同一人所控訴的一個控訴案件最高處罰金額是

5，000 元。*2 

許多同性戀的人， 包括休斯頓市長派克， 大力推動這

個法案。但是許多基督教團體，强烈反對，認爲這種法令，

將會迫使年輕女孩，女性，及母親，和對自己性別認識混

亂的男子共用厠所，更衣間，浴室等公共場所，而且也會

讓不肖之男子假借宣稱他是“女子”，輕易進入女生厠所，

進行强暴犯行，而無法及早防止。*1 

這個法案，目前已有許多大公司支持這個法案。目前捐款

贊成這個法令的人達一百二十萬美金；而反對派却只收

到$274,785. *1 

到底這個法案是好是壞？ 

根據這個法令，不能對 “性別認同”不同的人歧視。 

所謂“性別認同”， 這個法令解釋爲“一個人與生俱來的

關于性別的認同，在外表，表現，及行爲上呈現出來男性

或女性。這種認同，可能和身體上的性別或出生時所具備

的性別不同。” *2 

“性別認同“，根據許多團體的解釋，都認爲這是個人

“主觀”認同，而可能不是一個客觀生理構造的事實。*3 

事實上，這個法令，企圖保護下面“性別認同”的人： 

1. 身體是男的，但認爲自己是女的； 

2. 身體是女的，但認爲自己是男的。   （接右） 

* 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             hccbanewsletter2@gmail.com                        2015年10月30日 

不可與男人茍合，像與女人一樣，這本是可憎惡的 。 （利未記十八：22）  

傳統都是以身體構造來决定是男是女。然而，有些 

人却有相反于身體構造的性別的認同。這種人在過去活在

一種被歧視的情况中。我們相信神創造男女有別，不僅在身

體構造上不同，創造的目的也不同。不贊成不符合神創造的

性別認同。但同時對有些人因爲成長過程或任何原因，有不

同于身體構造的性別認同，遭遇歧視，深表同情，覺得我們

是應該給予他們同樣尊榮的待遇。 

從人權的角度來看，這個法案有它所要達成的保護人

權的目的，但是在界定保護範圍上不嚴謹，很有可能造成反

對派所擔心的問題--增加性犯罪發生。因爲它讓一個生理

上是男性的人，可隨意自稱自己”性別認同“爲女性，毫無

忌憚地使用女性的厠所，更衣間，浴室等地方，而旁人沒有

任何可以驗證，檢查確認他的認同的方式，做必要防範保

護；如果干預，便要受歧視的刑事處罰危險。這樣的結果，

將使大部分性別認同沒有混肴的人的受到人身安全的極大

威脅。另外，這也會讓一個生理上是女性的人，可以自稱”

性別認同“爲男性，進入男性的厠所，更衣間，浴室等地方，

在男性面前，裸露身體，讓大部分男性面對刺激，增加性犯

罪機率。 

所以，我們尊重這個法令後面的精神，但是同時强烈

反對他們在定義“性別認同”上的馬虎隨便，忽視人天然設

計，及性欲上的自然衝動，幷造成大部分人的隱私，人身安

全的危險，及精神倫理價值觀的衝突。 

一個法令，本來是要建立客觀標準，供大家遵守。但

是當一個法令沒有客觀標準時，不僅失去他本來的功能，反

而會造成社會的混亂。 

休斯頓公平法令在規定一個非常重要的法令概念

“性別認同”時，沒有嚴謹的界定它的意義，沒有設定標準

來驗證，檢查確認所謂的認同-- 到底是誰的 “認同“？ 是

多大程度的認同？如何防止不當或虚假的認同？這個法令

在尋求對少數人的權益保護時，忘記了大多數人的權益。有

這種不同性別認同的人，畢竟是少數，但因爲這些少數人的

主觀認同，主觀任意的看法，使大多數的人必須受到不合理

地，不平衡地犧牲--犧牲他們的隱私權，犧牲他們的人身安

全，犧牲他們的道德倫理觀念。這樣的法令本身就不是一個

好的法令。同時這種主觀的個人認同，一定也會流于各說各

話，見仁見智，沒了標準。(接下页） 

（本報訊）11 月 3 日休斯
頓居民將有一個重要的公投，
就是决定 2014 年經過市議會
通過的休斯頓公平法令是否產
生效力。這個法令在休斯頓討
論時，獲得 11 票贊成，6 票反
對，成為法令。但後來經過反
對民衆提起訴訟，經過最高法
院裁决，有了這次的公投，决
定這個法案的存亡。*1這個法
令主要是對下列的人實行保護
：
1.性別； 2. 種族； 3. 膚色；
4. 民族； 5. 國籍；6. 年齡；
7. 家庭地位/情况; 8. 婚姻地位/
情况;9.軍中地位/情况； 10. 宗
教； 11. 殘障； 12. 性別戀；
13. 遺傳基因資料； 14. 性別認
同； 15. 懷孕

禁止在市政府的雇傭，市
政府的服務，市政府的工程，
房屋居住，公共場所出入使用
，及私人雇傭等有任何歧視.違
反者的處罰，除了可能的民事
賠償外，也包括刑事責任。譬
如，按 C 型小刑事犯罪，每一
天的歧視行為（或少於一天者
，以一天計）以一個犯行論；
每一個犯行處罰 250-500 元罰
金；同一人所控訴的一個控訴
案件最高處罰金額是5，000 元

。*2許多同性戀的人， 包括休
斯頓市長派克， 大力推動這個
法案。但是許多基督教團體，
强烈反對，認為這種法令，將
會迫使年輕女孩，女性，及母
親，和對自己性別認識混亂的
男子共用厠所，更衣間，浴室
等公共場所，而且也會讓不肖
之男子假借宣稱他是“女子”
，輕易進入女生厠所，進行强
暴犯行，而無法及早防止。*1
這個法案，目前已有許多大公
司支持這個法案。目前捐款贊
成這個法令的人達一百二十萬
美金；而反對派却只收到$274,
785. *1到底這個法案是好是壞
？

根據這個法令，不能對
“性別認同”不同的人歧視。

所謂“性別認同”， 這個
法令解釋為“一個人與生俱來
的關于性別的認同，在外表，
表現，及行為上呈現出來男性
或女性。這種認同，可能和身
體上的性別或出生時所具備的
性別不同。” *2“性別認同“
，根據許多團體的解釋，都認
為這是個人“主觀”認同，而
可能不是一個客觀生理構造的
事實。*3事實上，這個法令，
企圖保護下面“性別認同”的

人：
1. 身體是男的，但認為自己是
女的；
2. 身體是女的，但認為自己是
男的。

傳統都是以身體構造來决
定是男是女。然而，有些人却
有相反于身體構造的性別的認
同。這種人在過去活在一種被
歧視的情况中。我們相信神創
造男女有別，不僅在身體構造
上不同，創造的目的也不同。
不贊成不符合神創造的性別認
同。但同時對有些人因為成長
過程或任何原因，有不同於身
體構造的性別認同，遭遇歧視
，深表同情，覺得我們是應該
給予他們同樣尊榮的待遇。

從人權的角度來看，這個
法案有它所要達成的保護人權
的目的，但是在界定保護範圍
上不嚴謹，很有可能造成反對
派所擔心的問題--增加性犯罪
發生。因為它讓一個生理上是
男性的人，可隨意自稱自己”
性別認同“為女性，毫無忌憚
地使用女性的厠所，更衣間，
浴室等地方，而旁人沒有任何
可以驗證，檢查確認他的認同
的方式，做必要防範保護；如
果干預，便要受歧視的刑事處

罰危險。這樣的結果，將使大
部分性別認同沒有混肴的人的
受到人身安全的極大威脅。另
外，這也會讓一個生理上是女
性的人，可以自稱”性別認同
“為男性，進入男性的厠所，
更衣間，浴室等地方，在男性
面前，裸露身體，讓大部分男
性面對刺激，增加性犯罪機率
。

所以，我們尊重這個法令
後面的精神，但是同時强烈反
對他們在定義“性別認同”上
的馬虎隨便，忽視人天然設計
，及性欲上的自然衝動，並造
成大部分人的隱私，人身安全
的危險，及精神倫理價值觀的
衝突。

一個法令，本來是要建立
客觀標準，供大家遵守。但是
當一個法令沒有客觀標準時，
不僅失去他本來的功能，反而
會造成社會的混亂。

休斯頓公平法令在規定一
個非常重要的法令概念“性別
認同”時，沒有嚴謹的界定它
的意義，沒有設定標準來驗證
，檢查確認所謂的認同-- 到
底是誰的 “認同“？ 是多大
程度的認同？如何防止不當或
虛假的認同？這個法令在尋求

對少數人的權益保護時，忘記
了大多數人的權益。有這種不
同性別認同的人，畢竟是少數
，但因為這些少數人的主觀認
同，主觀任意的看法，使大多
數的人必須受到不合理地，不
平衡地犧牲--犧牲他們的隱私
權，犧牲他們的人身安全，犧
牲他們的道德倫理觀念。這樣
的法令本身就不是一個好的法
令。同時這種主觀的個人認同
，一定也會流于各說各話，見
仁見智，沒了標準。

可以想見，這個法令注定

要造成紛爭，失去它作為一個
衆人可明白遵循的客觀標準的
目的。最糟糕的是，它給了性
犯罪的人一個很好的掩飾工具
及藉口，讓學校人員，或有保
護年輕學子的人不能提早采取
適當行動，及時保護年輕孩子
。因此，我們呼籲全部住在休
斯頓的人，極力反對這個草率
訂立的法令，以保持大多數人
的隱私權，人身安全，及道德
倫理觀念。（撰稿人：歐陽婉
貞）

女人到了中年，如果你曾經困惑同
齡人是如何面若桃花，膚如凝脂，曲線
玲瓏，充滿青春活力的話，也渴望擁有
持久魅力的話，就得想法保住漸漸減少
乃至消失的雌激素，紅人歸膠囊（sangel
）是你理想的選擇，讓你加入美麗女人
行列，讓你在你的生活的所有領域散發
你難以抵擋的魅力。
紅 人歸膠囊（sangel）是加拿大
viker公司生產的針對女性健康的產品，
十四年來，紅人歸膠囊（sangel）對女性
健康的傾情奉獻，得到消費者的信賴，
獲得國際婦女聯合會的推薦；十四年來
， 加 拿 大 衛 生 研 究 院 對 紅 人 歸 膠 囊
（sangel）進行了十四年質量療效追踪，
確認紅人歸膠囊（sangel）是目前世界範

圍內最安全、最有效、最科學的產品；
十四年來，紅人歸膠囊（sangel）是唯一
獲得加拿大衛生部批准的用於女性更年
期的產品！其三大功效有效改善更年期
症狀，讓女人散發迷人的風采！
營養卵巢活力再現

紅人歸膠囊（sangel）中的有效成分
可以直接作用於卵巢,為卵巢提供充足營
養，恢復激素分泌。服用後可明顯感覺
到疲乏無力、月經不調等症狀很快改善
，乳房萎縮下垂、皮膚粗糙鬆弛、面色
灰暗、皺紋等開始明顯改善，青春活力
逐步恢復。
激活卵巢改善微循環

卵巢被激活，氣血兩虛得到改善，
卵巢衰變的組織被激活，微循環加快，

卵巢恢復到發育狀態
，性腺激素自然分泌
，月經逐漸規律，潮
熱虛汗、頭暈失眠、

煩躁易怒等更年期症狀消除。不僅能恢
復青春狀態，而且可以推遲絕經期5-10
年；即使是50多歲的絕經婦女，使用後
可使月經再現，有效延緩機體衰老。
活化卵巢，有效對抗更年期綜合症

紅人歸紅人歸膠囊（sangel）中的有
效成分使內分泌系統紊亂狀況改善，促
進性腺二次發育、使性腺細胞再生，各
臟腑機能也得到補充的動力和能量逐步
煥發出健康的活力。低垂的乳房開始變
得圓潤尖挺，皮膚光滑潤澤，充滿女性
迷人魅力。
紅人歸膠囊（sangel）針對以下症狀最有
效

閉經、痛經、月經不調等經期綜合

症；頭暈目眩、注意力不集中、失眠健
忘、情緒緊張等症狀；潮熱、出汗、胸
悶、心悸、氣短等症狀；皮膚乾燥、彈
性減退、光澤消失、皺紋增多等症狀；
脫髮、色斑、老年斑等症狀；性慾衰退
，陰道分泌物減少，性交時出現疼痛感
等症狀

擁有紅人歸膠囊（sangel），不僅讓
您做個人人羨慕的魅力女人，更是對您
一生的精心呵護！
加拿大VIKER公司榮譽出品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冊”花開花落話
更年” 免費資料索取網址 www.vikerm.
com
加拿大 VIKER 公司北美免費諮詢電話
1—888—518—7778

全球女性更年期保健免費諮詢電話
1—604—518—7778 傳 真:
1-604-303-7720

理事會: 石建輝 嚴偉偉 劉於獲  

傅慶農   陳峰  歐陽婉貞  戴禮約 

顧問團:林永健 曹松 方林浩  

    梁柏力 黃安祥 朱正中 孫玉華 

執行委員會: 

會長: 嚴偉偉 713-859-6808  

   副會長: 

 1. 傅慶農 832-228-2678        

 2. 陳峰 832-213-8328   

         3. 歐陽婉貞 713-277-8385 

休斯敦基督徒華商協會 

3524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859-6808 

info@hccba.org 

誠摯邀稿 

休斯敦基督徒華商協會 

價值 

以基督為中心,本聖經的原則,為榮

神益人而奉獻. 

異象  

促使基督徒企業領袖的生命,轉型

蛻變,成為世界的鹽和光.  

使命  

帶領企業領袖及專業經理成為基

督徒. 除塑造及裝備信徒外,並整

合聖經的經商教導.使其原則能應

用在個人, 家庭, 及職場上. 

入會資格 

- 個人會友或企業會友: 基督徒或

基督徒企業的擁有者或經營者 (占

51%以之股權或管理權) 

- 準個人或準企業會友: 雖非基督

徒或基督徒企業的擁有者或經營

者, 但贊同HCCBA章程中之價值, 

異象, 及使命. 
 

聯絡: frank.ccba@gmail.com 

休斯敦華商團契   

週二下午 6:30-8:30      下午6:00~ 6:30 預備簡單的晚餐 

地點:    6918 Corporate Dr., #A16, Houston, Texas 77036     

電話：713-779-8444 

1. 故事，見證，寓言，發人深省的經營商業之道 

2. 知識性，專業性文章，尤其是行銷，談判，人才管理，

領導力，團隊運作 

3. 重要財經商業新聞  

（接上頁）可以想見，這個法令注定要造成紛爭，失去它作爲一個衆人可明白

遵循的客觀標準的目的。最糟糕的是，它給了性犯罪的人一個很好的掩飾工具

及藉口，讓學校人員，或有保護年輕學子的人不能提早采取適當行動，及時保

護年輕孩子。因此，我們呼籲全部住在休斯頓的人，極力反對這個草率訂立的

法令，以保持大多數人的隱私權，人身安全，及道德倫理觀念。（撰稿人：歐

陽婉貞） 
*1 ： BALLOTPEDIA: City of Houston Anti-Discrimination HERO Veto Referendum Proposition 1 (November 
2015) *2: (Gender identity means an individuals innate identification, appearance, expression or behavior as 
either male or female, although the same may not correspond to the individual’s body or gender as assigned at 
birth.) City of Houston, Texas Ordinance No. 2014-530 *3: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 Gender iden-
tity, an individual’s self-conception as being male or female, as distinguished from actual biological sex. For most 
persons, gender identity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same. There are, however, circumstances in which 
an individual experiences little or no connection between sex and gender; in transsexuals, for example, biological 
sexual characteristics are distinct and unambiguous, but the affected person believes that he or she is—or ought to 
be—of the opposite sex. Gender identity is not fixed at birth; both physiologic and social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early establishment of a core identity, which is modified and expanded by social factors. Human Rights Cam-
paign—a website Working for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Equal Rights: Gender Identity - One's 
innermost concept of self as male, female, a blend of both or neither – how individuals perceive themselves and 
what they call themselves. One's gender identity can be the same or different from their sex assigned at birth. 
plannedparenthood.org: Gender identity is how we feel about and express our gender and gender roles — cloth-
ing, behavior, and personal appearance. It is a feeling that we have as early as age two or three. 

投票時間：2015年11月3號 早7：00-晚7：00 

投票地點及其它詳情請訪問：http://www.harrisvotes.com/ 

溫馨提醒：請在當天帶上有效身份證件 

紅人歸膠囊（sangel）三大功效改善更年期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雲南﹑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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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CC22體育圖片 CC77國際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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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10:00a.m. 英語崇拜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10:00a.m. 中文主日學 Chinese Sunday School
10:00a.m. 兒童崇拜 Children Worship
11:15a.m.中文崇拜(粵語/國語)Chinese Worship Service
11:15a.m. 英語主日學 English Sunday School
1:30p.m. 中文學校(九月開課)Chinese Schoo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WEB:www.cbchouston.org

何國明主任牧師、王浩詒牧師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 713-461-0963 Fax: 713-461-5186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快捷旅遊快捷旅遊快捷旅遊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ASAP Travelwize
www.asaptravelwize.com

˙$49 8天江南遊（全年放行）
˙$99 8天北京承德天律皇家御景團（新）（特價）
˙5/4 11天九寨溝﹑峨嵋山﹑張家界之旅
˙5/28 7天黃石公園（有買二送一）
˙6/8 6天美東豪華遊（有買二送一/二）專人帶團
˙不同天數美東﹑美西﹑夏威夷團(有買二送一)
˙各大城市機票＋酒店套餐
˙代理各大遊輪公司及4.5.7天歡樂遊輪由蓋文斯
頓港出發
＊ ＊機場接送服務﹐待客以誠﹐服務至上

專辦本地特色團﹑遊輪﹑各地旅遊團﹐代辦簽證

歐洲團歐洲團
* 西歐五國10天
* 瑞捷奧匈10天
* 義大利蔚蘭海岸12天
* 歐洲十國17天
* 西歐及義大利17天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月至9月出發
* 加勒比海4/5/7天
* 阿拉斯加7天
* 地中海7天
* 夏威夷7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美國精華團美國精華團
*美東5/6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加東6/8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西精華4-10天團（買二送一）*黃石公園7天團(買二送一）*加拿大洛磯山7天團(買二送一）*夏威夷4-7天團*佛州迪斯尼4-8天團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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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崇拜、粵/國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普通話翻譯)、英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高中 SAT 補習班
週五生活團契、普通話小組及其他聚會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禮拜六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張文傳博士
主任牧師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星期二 2015年11月3日 Tuesday, Nov. 3, 2015 星期二 2015年11月3日 Tuesday, Nov.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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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明邀奧尼爾現場觀看了壹場CBA常規賽，由上海大鯊魚對陣浙江稠州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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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1616賽季西班牙足球甲級聯賽季西班牙足球甲級聯
賽第賽第1010輪壹場焦點戰在阿方索輪壹場焦點戰在阿方索--佩雷佩雷
斯球場展開角逐斯球場展開角逐，，巴塞羅那客場巴塞羅那客場22比比00
輕取赫塔菲輕取赫塔菲，，塞爾吉塞爾吉--羅貝托先後助羅貝托先後助
攻蘇亞雷斯和內馬爾進球攻蘇亞雷斯和內馬爾進球。。巴薩巴薩33連連
勝後繼續同分緊追皇馬勝後繼續同分緊追皇馬。。

阿斯頓阿斯頓--馬丁馬丁WECWEC上海上海

阿斯頓-馬丁車隊參加國際汽聯世界耐力錦標賽（WEC）上海6小時賽。98號Van-
tage GTE賽車贏得GTE AM組別亞軍。

威孚房開杯頒獎威孚房開杯頒獎

第第1111屆無錫威孚房開杯在天壹中學戰罷屆無錫威孚房開杯在天壹中學戰罷，，柯潔戰勝範蘊若首奪冠軍柯潔戰勝範蘊若首奪冠軍。。國手多面國手多面
打和林建超將軍講座同時進行打和林建超將軍講座同時進行。。當晚威孚房開杯在華美達廣場酒店落幕當晚威孚房開杯在華美達廣場酒店落幕，，柯潔高居冠柯潔高居冠
軍獎杯軍獎杯。。

溫碧霞與劉德華貼面合照
網友：郎才女貌

昨日，韓國男星崔始源在微博中曬

出化粧照，並稱“猜猜我是誰”。照片

中他穿黑色上衣和牛仔褲，戴眼鏡還粘

上了假鬍子，眼尖的網友們認出了他是

打扮成喬布斯。網友評論道：“崔布斯

，你好。”

昨晚，溫碧霞通過微博曬出與

劉德華、洪金寶等好友的合照，

並留言稱，“難得遇見許多久不

見的好朋友，開心愉快的一個晩

上”。

照片中，溫碧霞與劉德華臉貼

臉合照，十分開心。網友看到照片

後紛紛留言，“洪金寶好霸氣，劉

德華還是那麼帥，溫美女還是那麼

動人”、“美死了”、“劉德華太

帥了”、“都是型男俊女”、“郎

才女貌”。

演藝圈爆出跨國賣淫風波，許多

女星、小模都被曝出到國外陪睡金主

賺外快，價碼從新台幣1萬人民幣到6

萬不等，而檢警近日偵辦時，在從主

嫌戴君儀(戴姐)手中扣留的筆記本中

，意外發現當中除了有賣淫的女藝人

、小模的名單之外，還有買春者名單

，而其中竟然有偶像劇男演員、民意

代表，以及大企業老板。

據報道，檢調專案小組人員在進

行搜索調查時，發現戴君儀的筆記本

中，記載了上百位男女的姓名與電話

，但賣淫的人大多知名度低，反而疑

似買春的金主名單更引人注目，據悉

當中有50多歲又多金的民代、企業老

板，還有年約40歲的偶像劇男演員，

檢調人員不排除約談這些人到案說明

是否曾涉及買春。

此外，先前媒體爆出有Z、S、L、

W女星涉及賣淫，其中李妍憬被影射爲

L女星，她29日在臉書上澄清，之後更

在30日下午3點召開記者會，針對此事

做更詳細說明，除了發毒誓自清外，也

呼籲“當事人”自首反省。

韓國演員金泰希擁有高學曆

，和男友Rain穩定交往3年多，日

前因演出《龍八夷》演技受到肯

定，從原本的壁花轉型爲實力派

演員，事業愛情兩得意。最近意

外被起底其實是富家千金，引起

韓國網友熱議。

據韓國《亞洲經濟》報道，金

泰希的父親是韓國通運的董事長金

裕文（音譯），她最近透過父親在

蔚山中央企業金融分行加入青年希

望基金，身分意外曝光。

而韓國通運是位于蔚山的 1

家物流公司，曾在 2007 年時獲得

前總統盧武铉的模範企業表彰，

該公司的年銷售規模達 300 億韓

元（約台幣 10億元），金泰希其

實是富二代立刻掀起韓國網友熱

烈討論。

金泰希擁有好家世和美麗外

表，卻沒有因此淪落，在各方面

仍非常努力，像是學生時期認真

念書考進韓國首爾大學，以及每

次演戲都被嫌是花瓶，爲了證明

自己的實力，在《龍八夷》中盡

情展現演技，最終獲得韓國電視

大賞，如今被爆是富二代，反而

更受到許多粉絲支持。

台女星賣淫買春名單曝光
偶像劇男星上榜

金泰熙富二代身份曝光

其父身價高達300億

崔始源曬化妝照
粘假鬍子變身“喬布斯”



CC66大陸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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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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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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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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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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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Phone:281-933-6660
Fax: 281-933-6662

Tapioca KingTapioca KingTapioca King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包括﹕圖片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七天營業

例湯水果

八人和菜 $138.00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蜜桃蝦
姜蔥雙龍蝦
黑鹽牛肉
清蒸游水魚 (大)
炒青菜
炒三鮮

十人和菜$158.00
雪花海鮮羹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黑椒牛肉
姜蔥雙龍蝦
香橙骨
炒三鮮
蜜桃蝦
清蒸游水魚
蒜蓉炒菜

歡迎光臨
特價午餐 電話: (713) 988-5745$5.25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5.95
四人和菜 $43.95
五人和菜 $52.95
六人和菜$62.95

明爐燒鴨
蜜汁叉燒

東江鹽水雞
新鮮游水魚
生猛龍蝦

隨餐附送
例湯、水果

菜色價格如有變更 以本樓公布為準

93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超市同棟購物中心)

11AM-3PM 星期一公休

時菜牛肉
滑蛋蝦
五柳魚片
椒鹽茄餅
宮保雞
咕嚕肉
豉汁青口
酸菜肉絲
四季豆
椒鹽鴨下巴
等等......

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598

惠康超市

頂
好
超
市

王
朝

Ranchester

G
essner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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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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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5年11月3日 Tuesday, Nov. 3, 2015

責任編輯：李嫣然

北京時間 10月 25日袁黃曉明出席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舉行的
中澳國際電影節袁並憑藉叶何以笙簫默曳拿下最佳男主角奬遥 把工作
當蜜月的黃曉明拿奬也不忘隔空秀恩愛袁並在會後接受記者採訪首
次回應了近日野被黨報點名批評冶的熱點話題遥 婚禮炫富钥 與科學家
搶頭條钥 黃曉明均一一回應遥

自黃曉明楊穎 10 月 8
日大婚後袁敎主夫婦幾乎包
攬了 10 月的娛樂圈話題
榜遥這場世紀婚禮除了刷新
各項媒體記録袁也因野太過
高調冶尧野花費奢華冶野戲子搶
了科學家的風頭冶等質疑聲
不斷袁最終輿論批評因網上
盛傳的一篇署名 野陳向陽冶
的人民日報評論而大爆發袁

渊評論稱黃曉明社會責任感缺失冤袁隨後敎主被央視尧官方封殺的爆
料不斷遥 不過第二天袁黃曉明又以野德藝雙馨冶的中靑年藝術家身份
受邀出席了社會主義文藝推進會袁並在叶新聞聯播曳中亮相遥 這場戲
劇性的野官方批評冶也讓黃曉明頗爲哭笑不得袁黃曉明工作室方面解
釋稱其實這篇評論並不是人民日報的官方文章袁而是記者的內部手
稿被流傳開袁有人居心叵測遥

當時諾貝爾獲奬科學家屠呦呦的新聞也在世紀婚禮的映襯下

頗爲野暗淡冶袁野科學家硏究了一輩子不如戲子的一場婚禮冶要要要類似

這樣的批評廣泛傳播遥提及此袁黃曉明其實並不太在意批評野一來是
習慣袁二來我憑自己乾凈賺來的錢辦一場婚禮沒覺得是什么不應該
的事兒遥 冶倒是對言辭中的野戲子冶一詞非常反感袁黃曉明認爲演員和
科學家都是一份正當職業袁爲什么要把演員放在野戲子冶這樣的侮辱
性詞彙上遥野我也並不認爲袁科學家的功績能被我們渊明星冤所掩蓋遥冶

而對於所謂的高調炫富袁黃曉明稱並沒有想到最後會搞得這么
大遥 野這就是一個男人給他愛的女人夢想中的完美婚禮冶野將來即使
在兒女面前都有可證明的回憶冶袁 沒想到在娛樂圈商界都頗有人緣
的敎主一不小心就請來了娛樂圈的半壁江山遥 同時敎主還解惑了
野沒想到冶的伴郞團人選袁比如唯一沒有合作關係的小瀋陽原來跟敎
主是因酒相識的酒友袁而被大部分人看做是 baby野娘家人冶的王思聰
其實也是因很早就跟黃曉明有生意上的往來袁 之後才有 baby給王
思聰當遊戲主播的合作交情遥

婚禮後幾天袁baby到醫院做鑒定駁斥整容質疑又引發了新一
輪的話題攻勢遥 黃曉明透露剛開始他並不贊成 baby用這樣高調激
烈的方式來駁斥質疑袁 不過最後他還是尊重 baby處理自己問題的
權利袁野小女生嘛袁看不慣這些遥有了這個渊整容鑒定冤袁將來也可以走
法律程序遥 冶大婚後把工作當蜜月的夫妻倆被媒體催生已然成爲常
規話題遥 黃曉明自曝非常想要一個女兒袁因家里渊表堂冤兄弟生的都
是兒子袁而看到趙薇家的小四月更想要做一個非常寵女兒的爸爸遥

景甜：27歲安靜下來認清自己
據報道袁拍攝電影叶長城曳前袁演員景甜從來沒有想過她需要爲

一部戲袁進行長達半年的封閉訓練遥 野那半年袁我開始認眞思考自己遥
十年了袁第一次能這么安靜袁太安靜了遥生活在這樣一個高節奏的社
會里袁你的心態袁整個人的思想一定會變得浮躁遥 在美國那半年袁突
然停止所有工作袁從零開始袁就在想袁我到底希望做的是什么遥 冶成立
自己的公益基金要野景甜窑甜蜜夢想冶(以下簡稱野甜蜜夢想冶)袁聯合上
海蒲公英兒童發展中心袁捐贈鄉村小學圖書館袁這個決定正是在這
樣野安靜冶的時刻里誕生的遥

北京時間 2015年 6月 6號袁在電影叶長城曳拍攝間隙袁景甜來到
她捐贈建成的第八所蒲公英兒童圖書館袁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都亭
第一小學遥 這也是蒲公英兒童發展中心在全國建成的第 99個圖書
館遥
在參與公益慈善方面袁景甜一直抱有熱心遥她先後擔任過野免費

午餐冶野大病醫保冶的愛心大使袁在汶川尧玉樹尧雅安等地震災害中也
多次捐款遥 2012年芭莎慈善晩宴中袁 她以 180萬元拍下 Christian
Dior揷畫大師勒內窑格魯瓦的兩幅作品遥
雖熱衷參與公益袁但景甜一直沒找到一個能具體尧深入參與的

項目遥 野慈善晩宴袁或是某個地方發生災難時袁我們的這種即時捐款
存在一個問題袁就是不知道捐款的具體去向袁落實到哪一個方面袁幫
助的是哪一方面受災人群袁所以我希望能夠成立一個機構袁落實每
一筆慈善款項遥 冶
在和麥特文化總裁陳礪志的一次聊天中袁一直跟明星共同發起

公益項目的陳礪志向景甜推薦了蒲公英兒童圖書館這一項目遥陳礪
志當時正關注一個患白血病的男孩楊海巍袁當時尙缺 6萬元的術後
治療費用袁得知情况後景甜二話沒説出手捐助袁同時也把自己在公
益方面的思考和野尋找冶吿訴了陳礪志遥
與范冰冰發起野愛里的心冶兒童心臟病手術項目尧和趙薇發起成

立野V愛窑白血病基金冶尧和佟大爲夫婦在西藏發起野光明與夢想冶項
目完成 4000例白內障手術噎噎這些年陳礪志在公益項目執行中積
累了經驗袁也有了新的思考遥 野我們一直在做偏治病救人的項目袁心
臟病啊尧白血病啊袁在這個過程中袁我覺得整個社會智慧水平的提陞
是更重要的袁説得大一點袁叫耶開啓民智爷袁所以後來我就想袁治病救
人這方面還要繼續做袁但是耶開啓民智爷方面的項目是又一個重要領
域遥 冶陳礪志吿訴叶中國慈善家曳遥

野看起來我們只建了一個圖書館袁但是這個圖書館的受益人群
是當地學校的兩千多個小孩遥 一年兩千多袁第二年袁第三年袁第十年
呢噎噎而這些人袁 也許一本書就會改變他的人生遥 冶 陳礪志説遥

陳礪志的話打動了景甜袁這也成爲她 2014年底野最重要的決定冶遥
一開始袁景甜計劃捐 6所圖書館遥 陸續看到圖書館建成後的模

樣以及收到師生們的熱烈反饋後袁她決定拿出叶長城曳的部分片酬袁
把捐贈數量追加到 24所袁預期在兩年內全部建成遥
由於拍戲檔期錯失了參與捐贈的第一所圖書館開館袁直到半年

後袁景甜終于在湖北都亭一小見到了圖書館的樣子遥
從飛機落地袁一路上景甜很興奮袁野也有一些緊張冶袁見到圖書館

的那一刻袁景甜野驚獃了冶袁野有那么
精緻的小椅子袁那么溫馨的環境冶袁
完全是一個 野夢想中的兒童圖書
館冶遥

野去之前看他們的照片尧描述袁
和親臨現場完全是兩個感覺遥到了
現場之後袁看到那些錢袁眞正落實
到了每一個地方袁幫助孩子們有這
么多收穫袁 讓他們有這么多開心袁
心靈上有滿足感袁那種幫助別人的
感覺遥冶景甜用野被震撼冶對叶中國慈
善家曳確認了自己的感受遥
和孩子們聊起天來袁 景甜發現他們的課程表里沒有音樂課袁她

帶動大家把自己童年記憶里的歌唱了一遍袁從叶小紅帽曳唱到叶種太
陽曳袁野大家完全特別投入在唱冶袁直到不得不被老師喊停遥 野我記得我
的小學生活挺豐富的袁包括音樂課尧體育課袁課外活動也很多遥 冶景甜
説袁野他們的生活還是比較枯燥袁怪不得他們這么珍惜尧開心遥 冶
浙江龍游新王小學圖書館建館半年後袁景甜收到了該校老師發

來的好消息要與上學期相比袁同學們的期末語文成績優秀率從 63%
提陞至 93%遥
陳礪志表示袁浙江省龍游縣建成的 6個圖書館已經形成閲讀氛

圍良好的野片區冶效應袁周圍學校的交流尧硏討活動都在這里進行袁
野大家會去討論袁如何發展中國鄉村中小學的閲讀袁現在已經成爲一
個試驗田遥 冶越來越多的明星袁如李冰冰尧陳赫尧胡彥斌尧于和偉尧任泉
都已經捐建了圖書館袁寧財神尧郭敬明等人也表示要參與到蒲公英
兒童圖書館的捐贈中來遥

今年 7月 21日袁景甜度過了自己的 27歲生日遥 一年前過生日
時袁她坦言自己野內心依然住着一個不想長大的小女孩兒冶袁而這一
年袁她慢下來袁爲一部戲投入了整年的精力袁並成立了甜蜜夢想公益
基金袁野從孩子們閲讀的笑臉中體會到別樣快樂冶遥

讓我們將時間軸往前撥袁看一看胡歌這十年野大躍進冶的轉折點遥
2006年的那場車禍袁給事業如日中天的胡歌沉痛一擊袁遭遇右臉以

及右眼嚴重撞傷遥 這些年袁胡歌對傷痕的態度袁也是一個微妙的心理成
長過程遥一開始還
困于想維護美少

年形象袁用劉海遮
掩遥 直到 2010 年
拍電視劇版的叶神
話曳時袁胡歌主動
跟導演要求把劉

海撩起來遥 野雖然
他是個穿越人物袁
但劇情已融入到

那個年代袁梳這個
髮型就顯得特別

奇怪遥 冶
一開始導演是猶豫的袁胡歌卻想得開院野沒關係袁不可能一輩子都遮

着掩着藏着遥 你心里越在意袁別人才會在意遥 當你心里永遠有一個陰影
或者遺憾在那留着袁它是特別會影響你演戲的遥 如果我這個檻過不去袁
那就沒必要再做演員了遥 冶
胡歌一直將野皮囊壞了就用思想來塡補冶這句話挂在嘴邊袁原來金

句出自胡歌母親遥 曾經以兒子很帥尧做演員很有優勢自豪的她袁在胡歌
車禍後語重心長地説院野你現在的優勢沒有了袁 你要重新尋找自己的優
勢袁那就是你的內在遥 冶
於是袁胡歌挖掘自己的更多可能性袁原是野古裝男神冶袁胡歌偏偏想

做野十項全能冶袁就在叶神話曳讓他人氣再度一飛冲天袁片約接到手軟之
時袁他做了大部分演員都不敢做的事袁把其他片約都推了袁卻跑去接了
時裝戲叶苦咖啡曳袁渴望突破轉型的心志昭然若揭袁野找來的片也都是差
不多類型的袁古裝尧魔幻尧偶像袁角色的設定都差不多的遥 當時就下定了
決心要擺脫那個固有的熒幕形象遥 冶
而啓用胡歌出演叶苦咖啡曳的導演張筠袁在開拍初期心里並沒有底袁

畢竟大衆對胡歌的印象是飛來飛去的少俠袁但叶苦咖啡曳是部接地氣的
戲袁摘掉假發袁穿上時裝的胡歌是否能讓觀衆買賬袁正是張筠擔心和憂
慮之處遥 不過袁拍了幾天戲後袁胡歌的表現讓張筠信心大漲袁還對胡歌説
了讓他至今難以忘懷的話袁野我覺得你是個好演員袁 但是你身上很多的
東西沒有被挖掘出來袁我希望你以後有更多的嘗試袁我很看好你遥 冶
正是這番話袁有如定海神針袁對當時處于叛逆掙扎期的胡歌來説袁

直切其心並溫暖了它袁野儘管我內心力圖去改變袁 但是周遭又有很多的
阻力和壓力遥 這些在于大家都很不理解袁你在某一個領域和某一個位置
已經站穩了袁已經得到大家的認可了袁你爲什么不在這好好的待着去創
造更高的價値袁而要一切從零開始遥 但可能就是人的個性決定了他做什
么樣的選擇袁我就是不願意在看似很高的地方原地踏步袁我就是想換一
個平地袁然後走向一個更高的地方遥 冶
吿別賣萌耍帥尧好拍易演的偶像劇袁胡歌撒開了手袁在正劇的路上

一去不回頭袁他嘗試在百年獻禮大片叶辛亥革命曳中挑戰林覺民袁在叶四
十九日祭曳(觀劇)中飾演鐵血硬漢的陸軍少尉袁還在叶生活啓示録曳中與
閆妮玩激吻遥 他甚至蟄伏話劇圈一年袁就爲了演好話劇叶如夢之夢曳中的
五號病人遥 也因此獲得第二屆丹尼國際舞臺表演藝術最佳男演員奬袁同
時提名的還有野老戲骨冶濮存昕遥

但觀衆卻更在意結果袁 他們看到的是袁 這幾年的胡歌人氣不如前
了袁作品的聲勢亦不溫不火袁甚至有坊間傳言稱胡歌在轉型期心情陷入
低潮袁患了抑鬱症遥 野那完全是胡説八道浴 冶胡歌説袁眞正的快樂源自表演
上得到認可袁而並非人氣遥 他的心里一直門兒清袁野我知道不可能每一部
戲都會爆火爆紅袁都會成爲現象級的遥 如果我希望讓戲都火袁我是可以
做到的袁就去演那些所謂的袁很容易火的題材遥 之前我都在演這樣的戲袁
但是過了那個階段以後我就覺得袁我沒想要去當明星遥 冶

或許正是胡歌的這份眼界和心態袁讓他在王麗萍尧侯鴻亮這些業內
大咖眼中格外吃香袁在叶琅琊榜曳後袁侯鴻亮的團隊再度與胡歌牽手叶僞
裝者曳袁王麗萍也是在叶生活啓示録曳(觀劇)後再當胡歌的野回頭客冶袁有瞭
如今的叶大好時光曳遥 叶琅琊榜曳的製片人侯鴻亮説院野胡歌是一個智商情
商都很高的人袁不在乎名利遥 冶王麗萍説院野胡歌一個有優秀品性的演員袁
演戲時全情投入袁我們彼此信任袁如同家人遥 冶
而胡歌卻對這樣的野表彰大會冶略有排斥袁認爲自己只是做了演員

的分內事袁野我眞的是非常熱愛這份工作和這個職業袁 我在工作的時候
大部分時候是很積極的袁比較有正能量袁所以大家都喜歡和我在一塊工
作遥 野從偶像到實力袁不是一部戲袁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遥 我後面還會有很
多戲袁所以我不用去考慮這些袁而且我覺得考慮這些也沒什么意義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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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體操隊當地時間1日以2金2銀4銅
的成績結束了格拉斯哥世錦賽之旅，領隊
葉振南在總結此次世錦賽時表示，要從成
績中收穫經驗、從遺憾中吸取教訓，以期
帶着更足的信心和更強的實力征戰里約奧
運會。

在葉振南看來，中國男子體操隊丟掉了
蟬聯6屆的團體冠軍，是這次世錦賽最大
的遺憾，但他指出，在國際競技體操發展
迅猛、競爭越來越激烈的現在，儘管有英
國隊因倫敦奧運周期的一批選手逐漸成熟
和東道主之利，勇奪男團銀牌，但格局仍
是中日之爭。
“總體來看，中日還是在一條起跑線

上，”他說。“我們遺憾地丟掉了冠軍，
但我們不失信心，明年要在里約奧運會上
把它再奪回來。”

他表示，中國男團實力猶在，僅決賽的
難度起評分之和就高於日本對手4.3分，
但輸在了自己失誤和比賽順序等因素上。
“比賽就總有不可控因素，如果日本隊發
揮完美，我們輸了也沒什麼可說的，但日
本隊後來有三人次重大失誤的情況下，我
們沒抓住機會，這就比較可惜。”

通過這次世錦賽，葉振南認為中國體操
隊應該看到自己的差距，着力提高動作品
質，經得起嚴苛的評判。
“我們改變不了裁判，我們要改變自

己。我們改變不了E組裁判的打分（指完
成分），我們也不要去多評論它，因為每
支隊伍、每個人面對的都是同樣的情況。
體操未來如何發展，這是國際體操聯合會
要去面對和思考的問題，”葉振南說。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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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操世錦賽落幕體操世錦賽落幕 中國男隊終見金中國男隊終見金

尤浩尤浩雙槓稱王雙槓稱王
免尷尬免尷尬

當日，雙槓上尤浩和鄧書弟分別拿
下一金一銅；女子項目上，商春

松自由體操獲第四，王妍平衡木列第
五。前一天，15歲的中國姑娘范憶琳奪
得高低槓並列冠軍。雙槓可謂中國體操
男隊的傳統優勢項目，當日決賽出場的
兩名中國選手在難度上均處於領先地
位。依照決賽抽籤順序第二個出場的尤
浩全套動作難度高達7.3，冠絕全場，
鄧書弟略低，也有7.1的起評分。

鄧書弟雙槓摘銅
就完成度而言，尤浩的動作幾無瑕

疵，連中國選手常被裁判扣分的掛臂都
做得無懈可擊，拿到8.916的執行分，
最終總分高達16.216分。

此前已在個人全能項目上拿到一塊
銅牌的鄧書弟得到15.966分，與阿塞拜

疆的前烏克蘭選手斯特普科打成平手，
並列第三。
烏克蘭的衛冕冠軍維爾尼亞耶夫則

是全場另外一名動作套路難度達到7.1
的選手，但落地有一小跳，最終以低於
尤浩0.150的分差摘得銀牌。

接下來的女子自由體操決賽中，19
歲的商春松作為候補進入八人決賽，她
最後一個出場，拿到14.933分，與位列
第三名的美國選手尼克爾斯只相差
0.067分。由於質疑裁判只給出6.4的難
度分，商春松向裁判組提起申訴，但無
奈被駁回，與銅牌擦肩。

王妍平衡木第五
南寧世錦賽“四金王”拜爾斯以

15.800分的成績衛冕自由體操冠軍，俄
羅斯選手阿法納塞娃以0.700的分差獲

得亞軍。
此前結束的女子平衡木項目

上，中國隊唯一進入該項決賽的選
手王妍名列第五。這 位年僅 15 歲
的北京姑娘木上第
一串跟斗便不慎落
木，最終僅得到
13.633分。

由於俄羅斯名將科莫
娃等紛紛落木，倒數第二個出場的拜
爾斯以全場最高的技術難度和最好的完
成度得到15.358分，為她的世錦賽金
牌榜再添一個項目。銀牌和銅牌也歸
於了沒有落木的選手，其中來自荷蘭
的亞軍韋弗斯得分比拜爾斯少了1分
多，德國的舍費爾再低0.2。明年是奧
運年，按照慣例，下一屆體操世錦賽將
於2017年舉行。 ■新華社

2015年世界體操錦

標賽當地時間 1 日落

幕。中國隊最後一個比

賽日在雙槓上收穫1金

1銅，避免了男隊34年

首度無金的尷尬；加上

此前的收穫，中國隊以

2金2銀4銅結束了格拉

斯哥之旅。

體操世錦賽獎牌榜
排名 代表隊 金 銀 銅 總計
1 美國 5 2 3 10
2 日本 4 0 1 5
3 俄羅斯 3 1 0 4
4 中國 2 2 4 8
5 英國 1 3 1 5
6 朝鮮 1 1 0 2
7 希臘 1 0 0 1
8 羅馬尼亞 0 1 1 2

古巴 0 1 1 2
10 烏克蘭 0 1 0 1

荷蘭 0 1 0 1
12 德國 0 0 1 1

亞美尼亞 0 0 1 1
西班牙 0 0 1 1
阿塞拜疆 0 0 1 1

■■尤浩在雙槓項目的表尤浩在雙槓項目的表
現無懈可擊現無懈可擊。。 法新社法新社

■■亞軍維爾尼亞耶夫亞軍維爾尼亞耶夫（（左起左起）、）、冠軍尤浩冠軍尤浩、、並列並列
季軍鄧書弟及斯特普科合影季軍鄧書弟及斯特普科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商春松在自商春松在自
由體操與獎牌由體操與獎牌
擦肩而過擦肩而過。。

法新社法新社

2015-16賽季短道速滑世界盃首站比賽，當
地時間1日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結束。中國隊共奪
3金1銀2銅，其中3枚金牌來自男子1000米的韓
天宇、男子500米的武大靖和男子5000米接力。
另外，石竟男在男子1000米摘銀；至於兩枚銅
牌，則由徐富在男子1500米及范可新在女子
1000米所得。
當日的男子500米比賽，中國派出武大靖、

韓天宇、石竟男出戰。武大靖及韓天宇晉級準決
賽，在半決賽中，武大靖以40秒917列小組第
一，韓天宇41秒109小組第三止步。

決賽武大靖憑借出色的起跑以及出發道次優
勢，發力搶佔第一的有利位置，並由始至終將優
勢掌握在自己手中，沒有留給對手任何反超的機

會，最終以41秒133的成績完賽，為中國短道隊
奪取本站比賽的第二枚金牌。加拿大的康諾伊爾
與韓國的朴世勇，分別以41秒193和41秒241摘
取銀牌與銅牌。

男子5000米接力決賽，中國隊由武大靖、韓
天宇、陳光、石竟男出戰。開賽後，中國隊滑行
在第二的位置，緊隨領先的荷蘭隊。但2000米過
後，韓國隊強行外圈發力超越至第一位，中國隊
下降至第三。進入最後1500米，韓天宇內道超越
荷蘭隊，中國隊緊緊跟隨韓國隊。最後階段爭
奪，中國隊在混戰中實現反超，儘管匈牙利與荷
蘭隊幾次試圖超越領先的中國隊，但中國隊仍守
住自己的領先優勢，以6分54秒708的成績撞線，
為中國短道隊再添金牌，荷蘭隊與匈牙利隊分獲

亞軍和季軍。這樣，連同日前韓天宇在男子1000
米比賽所奪的金牌，中國隊在今次世界盃分站比
賽以3金收官。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曉莉

短道速滑世界盃 中國三金收官

■武大靖（左）一馬當先。 美聯社

中華拾錦
WTA珠海賽 鄭賽賽遇大威

2015年珠海WTA超級精英賽3日開賽，中國選手鄭
賽賽與美國名將大威、風頭正勁的新秀凱斯分在A組。
鄭賽賽2日在珠海橫琴網球中心接受記者採訪時稱，遭
遇強手是難得的經歷，自己將要全力以赴去享受比賽。
珠海WTA超級精英賽是WTA全年賽季的收官之戰，今
起至11月8日在橫琴國際網球中心舉行。 ■中新社

中國山地車公開賽廬江鳴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通訊員周躍東合肥報

道）2015合肥首屆中國山地自行車公開賽1日在安徽省
廬江縣湯池鎮鳴槍開賽。當天，來自全國各地500多名
自行車選手和愛好者集聚在中國最美村鎮湯池鎮，在青
山綠水間上演了一場高水平的騎行盛宴，共同角逐大賽
70個獎項。公開賽分三個組即男子精英組（3圈）、山
地初級組（2圈）、女子組（2圈），單賽程13公里。

■參賽選手穿越“中國最美村鎮”。
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
報道） CBA（中國男籃職業聯賽）
新賽季開賽，1日廣東隊常規賽首
戰，以95：98輸給山東隊。周鵬得到
34分，這是他職業生涯中的得分新
高；易建聯只得到14分。另一場“廣
東打吡”中深圳馬可波羅對陣佛山，
以116：111險勝首戰告捷。

CBA首戰賽，廣東隊周鵬發揮出
眾，他總共20次出手命中了12個，

其中三分球9投5中，在進攻端為廣
東隊提供了巨大幫助。而與此同時，
廣東隊核心球員易建聯則投籃命中率
不高，他15投僅4中。另外，後衛外
援拜納姆得到31分，但他有6次失
誤。廣東隊失利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
內線外援迪奧古因工作簽證未能趕及
2日披甲。
而山東隊中外援比斯利則是火力

全開，他一人幾乎撐起球隊所有得分

重任，比斯利2日總共得到48分。另
外一名山東隊後衛外援傑特得到17
分，山東隊其他本地球員沒有一名得
分上兩位數。
深圳馬可波羅隊在上月14日宣佈

落戶深圳龍崗，並於上月20日正式將
球隊搬遷到深圳。
1日，深圳馬可波羅隊在新主場

的首秀上演，並最以116：111險勝佛
山。

廣東CBA首戰遭山東逆轉

■■廣東核心球員易建聯廣東核心球員易建聯
（（左左））突破上籃突破上籃。。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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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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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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e Choice 5年年金計劃

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3.1%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3.1%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3.1%

第四年利率第四年利率

3.1%

第五年利率第五年利率

3.1%

⊙低解約費僅3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三年是5%﹐5%﹐5%
⊙自7/1/12起如提早解約﹐兩計劃另有MVA﹐市值調整額﹐如提早解約
⊙二計劃可以提取利息﹐每次必需高於$125
(有效日期利率自9/1/15起﹐年金利率將隨市場利率變化和新年金金額做調整)

●高利率 ●本金安全無險 ●沒有手續費用 ●累積利息延稅作用

詳情歡迎來電洽詢 281-368-7257
11720 Katy Freeway #1700 Houston, TX 77079

⊙低解約費僅5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五年是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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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2.4%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2.4%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2.4%

Secure Choice 3年年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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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NBA開賽開賽””第一球迷第一球迷””歐巴馬總統親自觀戰歐巴馬總統親自觀戰

(本報訊)10 月 27 日晚是今年
NBA新賽季的第一場比賽，由芝加哥
公牛隊在聯合中心球場對抗擁有
NBA”小皇帝”詹姆斯的克利夫蘭騎
士隊,意義非常不尋常, 除了公牛隊”
第一球迷”歐巴馬總統親自前來觀戰
捧場外，世界品牌中興通訊(ZTE)做
為公牛隊與騎士隊的最新讚助商, 該
公司高級副總裁程立新特別受邀觀
賽, 並與公牛隊在賽前舉行了新聞發
佈會, 展開了合作的新猷。

中興通訊高級副總裁程立新在
新聞發佈會上正式向外宣佈，該公司
在續簽休斯頓火箭隊、紐約尼克斯隊
和金州勇士隊三支NBA球隊的同時，
也新簽了芝加哥公牛隊和克裡夫蘭
騎士隊，成為兩隊的智能手機贊助商
。這是中興通訊去年宣佈簽約三支
NBA 球隊之後在體育營銷領域的又
一重大舉措，是中興通訊通過科技與
體育的碰撞，進一步提升其在美國乃
至全球的品牌影響力的又一里程碑
事件。

“事實證明，與NBA球隊的合作
效果顯著，對中興通訊品牌及中興手
機用戶產生積極的效應。”高級副總

裁、中興終端北美區CEO程立新表示
，“休斯頓火箭隊是 ZTE 試水體育營
銷贊助的第一支NBA球隊，根據大數
據分析，經過2個賽季的體育營銷運
作，目前休斯頓市場的ZTE用戶總數
以及占比，已雙雙躍居全美國第一。
休斯頓市場以5%的人口比例，貢獻了
超過8.5%的ZTE手機用戶，整體用戶
數比其他類似但未做體育營銷投入
的市場高出41%以上。”

“與中興通訊的成功合作，標誌
著芝加哥公牛隊國際業務邁上一個
新台階。中興是全球智慧手機行業的
領軍者，我們非常榮幸能夠有這樣一
個合作夥伴，”芝加哥公牛隊總裁兼
首席運營官 Michael Reinsdorf 說:”們
期待著與中興通訊進一步合作，將共
同努力為全球公牛隊球迷帶來精彩
的比賽，並與 ZTE 一起，攜手支持更
多有意義的社區慈善活動。”

“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與回饋社區
，是中興通訊一直以來追求的核心價
值；這5支球隊都熱衷於通過企業社
會責任的活動回饋社會。在這一點上
與中興通訊是高度一致的；上個賽季
，中興通訊積極地支持了火箭隊的

“感恩季”社區慈善活動、尼克斯隊的
“夢想花園”、勇士隊的“愛心+環保”
等公益慈善活動。今年晚些時候，我
們將與公牛隊合作，參與為貧困社區
兒童提供感恩節晚餐的“大西洋花園
計劃”的慈善活動，積極踐行企業公
民的責任。”程立新說道。

加上新增的兩支ZTE球隊贊助
，ZTE的球隊贊助數量增加到5支。此
外，除續簽NBA球星“高富帥”- 錢德
勒•帕森斯（Chandler Parsons），火箭
隊後衛派翠克•貝芙麗（Patrick Bev-
erley）外，還將新簽約多倫多猛龍隊
新秀球員Anthony Bennett，作為其加
拿大市場的品牌代言人，擴大其在
NBA球迷群體中的品牌影響力。同時
為深入社區活動，中興也將與達拉斯
小牛隊的青年隊 - 德州傳奇俱樂部
（Texas Legends）開展合作，為回饋社
區及球迷做出更多積極貢獻。

據瞭解，中興通訊此次贊助五大
NBA 球隊，三名 NBA 明星球員以及
一支NBA發展聯盟球隊，只是其全球
體育營銷升級的一部分。今年7月，新
西蘭籍的高爾夫球星Danny Lee成為
天機 AXON 的全球形象代言人後的

第4天，便獲得了他職業生涯中的第
一個 PGA（美國高爾夫球巡迴賽）冠
軍，創職業生涯最高峰。2015年2月，
中興通訊成為卡爾頓橄欖球俱樂部
的首席手機合作夥伴，2012-2013 賽
季，中興通訊成為德國杜塞爾多夫足
球俱樂部的官方贊助商。在中國，中
興與 NBA 中國合作推出了最新的
NBA 定 制 手 機 AXON 天 機 mini
NBA 版，方 便 粉 絲 在 移 動 端 觀 看
NBA賽事，隨時瞭解 NBA最新動態,
也提供了NBA聯盟以及芝加哥公牛
隊、克裡夫蘭騎士隊、金州勇士隊、休
士頓火箭隊、洛杉磯湖人隊、紐約尼
克斯隊六大球隊的定制化機身供選
擇,這也是中興通訊在產品上進行跨
界合作的開始；此外,也在中國國內
積極推動籃球文化的普及,由中興通
訊贊助的中國高校3V3籃球聯賽即將
開戰, 而提供的最終大獎便是去美國
NBA賽場的門票。中興通訊是全球電
信設備、網絡和移動設備公司，總部
位於中國深圳，已在香港和深圳上市
。2011 年和 2012 年中興通訊的 PCT
專利申請數量居全球第一。中興與全
球50家頂級運營商中的47家建立了

戰略合作關係。作為全球領先的智慧
終端機製造商，中興終端產品全面覆
蓋移動電話、平板電腦、移動寬帶數
據機及熱點設備、家庭桌面集成終端
等。於1998年開始從事手機產品的研
發和生產，歷經7年的發展，已經成為
全球領先的手機廠商，市場覆蓋全球
一百六十個國家和地區。

通過不同體育的組合推廣，將進
一步擴大中興通訊的公司品牌在不
同群體中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未來，
隨著在全球營銷的持續深入，中興通
訊還將為包括NBA球迷在內的全球
消費者帶來更多值得期待的驚喜。

中興通訊所讚助的公牛隊具有
悠久而光榮的歷史，喬丹無疑是其最
傑出的球星。在他的帶領下，公牛隊
所向披靡，在1991至1998年間獲得6
次NBA籃球錦標賽冠軍。Jerry Rein-
sdorf也是公牛隊的著名元老和功臣，
他1985年就當公牛隊主席（chairman),
他領導球隊至今已30 年，任職之久，
僅次於湖人隊和印第安納 PACERS
隊的領導。Michael Reinsdorf 從 2010
年9月就當公牛隊的首席執行官（總
裁），主管NBA的媒體委員會和規劃

（計劃）委員會，所以他參加賽
前舉行的新聞發佈會。還有一
位功臣是執行副主席（EXEC-
UTIVE VICE PRESIDENT)
JOHN PAXSON,他任公牛隊
隊長多年，投籃極準，在他的指
揮下，公牛隊1991至1993年連
續三年取得世界籃球錦標賽冠
軍，後改當教練，培養和挑選了
多位球星，從2004年至今，公牛
隊一直取得好成績。

當天晚上的比賽十分精彩
激烈，比分一直難分上下。有些
險球得分後全場發出喝彩聲。
最後5分鐘，公牛隊球迷十分著
急，鼓勵公牛隊加強防守，別讓
騎士隊趕上。大家齊聲呼喊:”
DEFENCE!DEFENCE!”情緒十
分緊張激動。果然不負眾望，97
分比95分，公牛隊以兩分之差
險勝騎士隊！

聯合中心球場門口的喬丹雕像聯合中心球場門口的喬丹雕像

中興通訊讚助公牛隊與騎士隊中興通訊讚助公牛隊與騎士隊//程立新獲贈兩隊球衣程立新獲贈兩隊球衣

公牛總裁贈送球衣與中興通訊公牛總裁贈送球衣與中興通訊
高級副總裁程立新並展示智慧手機高級副總裁程立新並展示智慧手機 程立新副總裁程立新副總裁（（右右22））獲贈球衣並與騎士隊高級主管合影獲贈球衣並與騎士隊高級主管合影

程立新副總裁程立新副總裁（（右右））及公牛隊總裁及公牛隊總裁MICHAEL REINSDORFMICHAEL REINSDORF 程立新展示智慧手機程立新展示智慧手機

中國中央電視台採訪中國中央電視台採訪
達拉斯記者朱星怡達拉斯記者朱星怡（（左左），），上海東方衛視上海東方衛視

記者任美星記者任美星（（右右22））與公牛與公牛

東方衛視包雪君東方衛視包雪君 比賽會場會場佈置全是公牛比賽會場會場佈置全是公牛比賽會場一景啦啦隊表演比賽會場一景啦啦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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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陳蕊蕊、
范振鋒夫婦及蔚雨芯等2日出席一間雪糕店開
幕，由於該店位於旺角現場擠滿圍觀途人，
多位藝人拍照後都提早離開。

陳蕊蕊表示也有想過進軍飲食業，但知
道開食肆並不容易，租金太貴是最大問題，
因此也只好打消做老闆的想法，她所知2日的
雪糕店亦要6位數的租金，着實太貴負擔不
起，也只能待租金回落，或者再物色有否合
適又價錢相宜的舖位再作打算。

范振鋒過去有投資食肆，也因太太李思
欣喜歡食甜品想過開甜品店，不過暫時希望
在這兩年專注娛樂事業，並於本月開拍首次
做監製的電影，希望累積經驗再去做導演。
另吳國敬將於12月到廣州開騷，但日內會先
到曼谷工作並放假充電。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李
慶全）前亞姐
張家瑩、寇鴻
萍 女 兒 唐 貝
詩、唐貝欣以
及陳爽等 2日
出席活動，張
家瑩早前患上
子宮頸細胞病
變，她透露尤
幸及早發現動
了手術並休息
半年，剛做過
身體檢查已無
大礙。她指本
來都擔心會否影響生育，亦問過醫生可否要
BB，醫生則表示沒問題，但不要常想着這個
問題，應保持心情開朗。會否盡快結婚生小
孩？她笑言要立刻生孖胎，不用分開兩次，
且她已到適婚年齡，不想與BB年齡差距太
大。可考慮生BB後再結婚？她笑說：“我又
怕生完身形會走樣，而且影婚紗相好有紀念
性，也怕會影得不夠靚。”

唐貝詩已加入娛樂圈，但妹妹貝欣卻無
意加盟姐姐的娛樂公司，因她未考慮擔任幕
前工作，主要幫媽咪做護膚品生意及餐廳市
場企劃的工作。貝詩表示對表演及創作上具
有濃厚興趣，亦正設計手袋系列，但暫時不
會建立自家品牌，主要是現有很多工作，且
還要上訓練班學演戲和唱歌。貝詩指一口氣
接下五個演唱會，更剛在馬來西亞完成首次
登台，她還很大膽，自己一個人也睡得很
好，反之同行的少女標本成員Kabby則較細
膽要與女仔同房才敢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梁靜儀）容祖兒

2 日晚到香港中環 PMQ 原創坊為紐約名牌

Coach尖沙咀旗艦店重新開幕慶祝派對擔任

壓軸表演嘉賓，其他出席的藝人還有韓

國人氣組合f (x ) 隊長宋茜、Twins、

汪圓圓、徐天佑及陳曉東一家三

口等。汪圓圓挺着六個半月

巨肚現身，她透露今胎

是孖胎，反而已有兩

個女的陳曉東暫

無意再追多

個。

陳曉東煩惱愛女讀書問題陳曉東煩惱愛女讀書問題

汪圓圓汪圓圓挺巨肚挺巨肚

證懷孖仔證懷孖仔
陳曉東煩惱愛女讀書問題

汪圓圓挺巨肚

證懷孖仔

陳蕊蕊嫌租貴不當老闆

張家瑩想生孖胎

玩具大王蔡志明新抱汪圓圓自傳出再度
懷孕後，2日晚首度現身公開場合，挺

着六個半月巨肚現身的她，由於肚子很墮，
以致訪問時也要坐下。由於現場人多擠迫，
問到老公可會擔心她？圓圓表示因很久沒有
出席活動，都好掛住大家。當問到她今胎是
仔還是女時，她透露今胎是孖胎，而且兩個
都是仔，估計是隔代遺傳，因為她的外婆與
姨婆也是孖生，她說：“初時知道好sur-
prise，無諗過咁快再生，老公都好開心，初
時話畀佢知有咗佢都唔信，後來知道係孖胎
開心到黐咗線，（老爺奶奶呢？） 佢哋非
常開心，覺得仔女都無所謂，最重要健
康。”

問到是否可以收工？ 她笑謂應該有一
段時間不會再生，因為大女才一歲。她表示
今胎預產期是新年，可趕及𢭃利是，是
lucky baby。問到大女可有呷醋？圓圓指都
擔心女兒會呷醋，試過用公仔試探，豈料她
將公仔丟了。再次生B，問圓圓老爺奶奶及
老公有何獎勵？她指老爺奶奶已好錫她，現
時已好幸福，老公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公。

陳曉東當晚攜同太太及大女到場，他表
示返港是為細女辦理證件，又透露大女已是
香港人。已有兩個女的東東表示暫時不會再
追多個，因為單是女兒讀書的問題已好頭
痛，他又指大女今年一歲多，叫“朵朵”，
英文名叫doll doll Chan，意思是多多錢，
而兩個多月大的細女就叫“多多”，英文名
則是一樣。他指大女也有點呷妹妹醋，但都
懂得分享。

Twins雙喜臨門
當晚祖兒未有接受訪問，而她的好姊

妹Twins甫現身就獲傳媒恭喜雙喜臨門，
她們的跨年倒數演唱會將加開一月四日一
場，合共演出五場。Twins表示本來還想加
開五、六號兩場，但因為檔期被政府訂
了，於是公司提議加開日場，雖然她們都
想破紀錄，但怕體力上應付不來，因個唱
上她們要跳很多舞蹈。說到可在第一場之
前加場？她們指因為是倒數演唱會，所以
不能在之前加場。

除了個唱加場，蔡卓妍（阿 Sa）憑

《雛妓》一片獲得第十五屆華語電影傳媒大
獎的“最受歡迎女演員獎”，談到得獎感
受，阿Sa笑着說：“好開心，因為頒獎禮
已經第十五屆舉辦，自己出道又十五年，十
一年前自己都憑《下一站天后》得過呢個
獎，今次嘅角色同上次唔同，覺得係一齊成
長，見證我唔同嘅拍戲時段。”問到如何慶
祝？阿Sa指得獎當晚回來後已去食泰國菜
慶祝。阿嬌被問到可想得獎？她不諱言也想
得獎：“已經努力中，等緊一部適合自己嘅
戲。”

天佑或唱出愛的宣言
準新郎徐天佑將於本月八日迎娶拍拖

多年的女友，他表示婚宴將筵開四十席，
近日與未婚妻正忙於親手做回禮禮物給賓
客。他指婚禮會中西合璧，但就沒有接新
娘環節。問到可已準備好愛的宣言？天佑
說：“晚晚煩緊，可能唱歌表達，因為新
專輯中有一首歌係寫畀未婚妻講呢段咁難
得嘅關係，但未填好詞，唔知趕唔趕得及
當晚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娜）
韓國女子組合 f（x）隊長宋茜
（Victoria）和王大陸2日下午現身
尖沙咀，出席紐約名牌Coach尖沙
咀旗艦店重新開幕的剪綵儀式，吸
引逾百粉絲圍觀。

今次是Victoria相隔兩年再出席
該品牌的活動，她表示很有緣。她
透露明日才離開，希望有時間品嚐
港式夜市和英式下午茶。不過，她
最近忙拍劇和宣傳新碟，坦言很久
沒有見過父母，“本來每年中秋節
會回家看父母，但今年去了歐洲拍
戲，希望新年時可回家一趟，或可
以去旅行放鬆一下。”

談到對同場的台灣新男神王大
陸有何感覺時，她直言：“第一次
見，剛才有合影，人很nice。（是
你心目中的男神？）還好，蠻帥，
應該是不少人心目中的男神。”她
謂如有機會，希望可以一起合作。
對於現場聚集了不少粉絲，她謂前
晚抵港時也有不少粉絲來接機，很
開心。她謂不希望粉絲逃學來看自
己，希望他們喜歡自己時，能同時
顧好學業。她憶述以前讀藝術學
校，忙於練習跳舞，沒有留意偶
像，亦未曾為偶像逃學。

王大陸欲辦抱抱會謝港迷
另外，王大陸受訪時表示，是

首次見Victoria，讚對方蠻可愛，人

很好。因今次是他首次代言精品品
牌，他笑稱不知道酬勞算高還是
低，但還不錯，希望將來陸續有
來。談到新片《我的少女時代》香
港票房破2,500萬，他感謝大家的厚
愛，“願意辦抱抱、握手會，幾百
人都無問題。（那過千人就不
行？）不是啦，都可以。”問到會
否在港裸泳謝票？他稱不，做太多
感噁心，又謂戲中有別的演員，如
女主角宋芸樺，可邀他們，雖然他
不能代別人答應，但如果大家想，
會幫忙游說他人。

此外，談到日前他與年長10歲
的前女友的親密照被曝光，他謂女
方感到介意，因年紀被刊出，有致
電叫他別鬧了。問到緋聞女友劉亦
兒會否介意？他反問介意什麼，澄
清對方僅是好朋友，但讚對方是好
女孩，是自己喜歡的類型，可對於
雙方會否有發展機會，他僅指從朋
友開始。

忙拍劇兼宣傳新碟

宋茜嘆久沒見父母

■■11日晚抵港的宋茜獲多位粉絲接機日晚抵港的宋茜獲多位粉絲接機。。

■張家瑩剛做過身體檢查，
稱已無大礙。

■■吳國敬吳國敬、、陳蕊蕊陳蕊蕊、、范振鋒夫婦范振鋒夫婦
及蔚雨芯等出席雪糕店開幕禮及蔚雨芯等出席雪糕店開幕禮。。

■■容祖兒與好姊妹容祖兒與好姊妹TwinsTwins現身現身。。

■■汪圓圓佗汪圓圓佗
孖仔孖仔，，未知未知
育有兩女的育有兩女的
陳曉東夫婦陳曉東夫婦
可有想過與可有想過與
對 方 對 親對 方 對 親
家家？？

■謝婷婷
與品牌高
層合影。

■宋茜近日中韓兩邊走，連
父母也沒空探望。

香港文匯報訊熊黛林（Lynn）1日與舒
淇、彭于晏及導演落落等於北京出席電影
《剩者為王》的電影發佈會，與一班影迷互
動及分享拍攝趣事。Lynn穿上性感黑色透視
上衣配以白色花裙示人，心情大好的她又非
常鬼馬，作狀錫向佈景板上的舒淇。

熊黛林
拍戲眼定定望實舒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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