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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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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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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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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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餐館出讓七萬，多家Buffet店出讓六萬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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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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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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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服務休斯頓大都會，糖城，密蘇裡市，Katy, Memorial Area,醫療中心，能源
走廊，West-U, Downtown 城中區，City of Bellaire, Heights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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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售99萬
多功能倉庫待售，現有租客，可做生
產，倉儲，配送中心。帶前電動鐵門，
安保系統、監控設施完備。位置佳，
交通便利，距布什國際機場僅10分
鐘，距休斯頓港口僅20分鐘。

●僅售$52.5萬
糖城River stone新區豪宅,裝修豪華,兩
層高挑屋頂,開放式樓梯,2011 年,約
4300尺.五臥房加電影房和遊戲房,並配
置四個半浴室含一個按摩浴室.
●僅售$32.8萬
近糖城兩層洋房,位於安靜單邊地段,全
新升級,豪華廚房,五臥室加五浴室.近高
速,低稅率.
●僅售31.68萬
福遍單層洋房，全新裝修，獨特夢幻廚
房，四至五間臥房，配套特大置衣室，外
加室外太陽房，是會友居家理想之處。
●著名的Clements高中學區，臨湖而
居。混合使用意大利瓷磚、黑橡木復合地
板及實木地板，全新升級的廚房和衛浴，
體面後院，新鮮彩繪縱觀整個住宅，全新
開放概念和舊式美的完美結合。

商業投資
地產管理

更多房源供您選擇更多房源供您選擇

安馨
成家 選屋，議價，出租，管理一條龍

免費免費 9889 Bellaire Blvd #11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630-8000
市場分析，歡迎預約資訊 中國城敦煌二樓

United888.com

Josie Lin
林承靜

資深經紀，負責人

敦煌僅售31.5萬
旺鋪出售，位於中國城最
繁華廣場，敦煌廣場內，
人流量極大，車位多，敦煌

店鋪一鋪難求。

僅售110萬
4.9英畝湖景土地待售，
環繞Lake Conroe，面積
廣闊，環境優美，安靜，是
休閑娛樂、垂釣度假聖地。

僅售380萬
中國城中心位置廣場旺鋪待
售，靠近敦煌廣場，毗鄰百利
大道，交通便利，位置佳，面
積大，可作多種經營，是您投

資、經商的極佳選擇。

River stoneRiver stone

糖城低稅糖城低稅

福遍福遍

ClementsClements高中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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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樓漂亮洋房，2807尺，四房，二套半浴室，二車庫，，廚房花崗石臺面，不銹鋼櫥具，，一樓全瓷磚地面。交通方便。

僅售 $289,900.
3.西北區, 兩層樓高級大洋房,。寬敞明亮，4361尺，五房，四套半浴室。三車庫，主臥室在一樓，主浴室有按摩浴缸，後院有遊泳池，美麗

湖景。僅售 $589,00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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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西南區, 近中國城，兩層樓公寓，三房，三套浴室，全新裝修，內部新油漆，新瓷磚地面，房間新地毯，新花崗石臺面，有蓋車棚。

僅售 $88,000。
6.西南區, 近中國城，兩層樓公寓，二房，一套半浴室，全新裝修，內部新油漆，新瓷磚地面，新花崗石臺面，有蓋車棚鄰接後院。

僅售 $81,900。
7.百利學區，預建新屋，可按照客戶要求興建。4300尺，僅售 $895,000.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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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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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號與288 號公路，Sienna Plantation 南邊，二畝土地，高級住宅區，售$60,000.
11.百利大道路上，近香港城，商業土地，5.74 英畝, 僅售 $11.00/尺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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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糖城雅房分租：$500/月，包水電，環境請潔優雅，好學區，近大華99，購物中心，交通方便。限女性。

（本報記者施雪妮）歐洲瑞士盧
森(Kronoswiss)地板是馳名世界的著名
品牌。盧森地板系列，產自美麗的盧
森湖畔，是散發著森林、湖泊和藍天
清馨氣息的純天然地板，也是一種讓
您與自然親密接觸，回歸休閒與古樸
，時尚與品味的高檔裝飾材料。休士
頓華人地板知名企業雅坤地板獨家代

理盧森地板，為本地建材和家裝市
場帶來新的衝擊，為眾多崇尚自然
、追求高雅的顧客帶來極大方便。

瑞士盧森地板的生產工廠——瑞
士 盧 森 (Kronoswiss) 隸 屬 於 瑞 士
KRONOSPAN 集團，該集團是全
球最大的木業製造集團之一，擁有
100 多年的木業製造經驗。主要產
品有高密度板、中密度板、刨花板
、強化木地板及各種類型、顏色和
規格的家具板及相關配件。其中僅
強 化 木 複 合 地 板 (KRONOSWISS
FLOORING)的年產量就超過 4000
萬平方米，銷往全世界 100 多個國
家和地區。瑞士盧森地板是全球第
一家通過FSC(世界森林管理委員會)
認證的強化複合木地板工廠，這一
認證確保了瑞士盧森有序地利用世
界森林資源；不僅提供了環保的產
品，同時在整個生產過程中，不會

對周邊的環境造成污染和破壞；這意
味著瑞士盧森是一家具有高度社會責
任感的負責任的企業。經過瑞士盧森
的精密加工和嚴格檢測，瑞士盧森地
板的品質及設計都是世界頂級的， 瑞
士質量認證標誌(SWISS QUALITY)，
是由SWISS LABLE頒發的，僅授予瑞
士本國企業，這保證了瑞士盧森地板

的優秀品質，也確保了消費者可以享
受世界一流的瑞士品質。再加上瑞士
最權威的EMPA的CH6.5認證，這一
甲醛釋放量的嚴格執行標準，表明了
瑞士盧森地闆對健康是沒有危害的，
它的甲醛釋放量僅為 0.3～0.5mg/L (
國標為1.5mg/L)，遠遠低於歐洲的E1
標準。瑞士盧森非常注重產品的研發
，品種、花色變化快，每年定期發布
流行趨勢，在全球同步上市，同時注
重開發適合中國人喜歡的花色品種。
瑞士盧森的另一特色是完美鎖扣系統
。可以說這是瑞士品質與創新的結合
。它是一種時尚又現代的鎖扣系統，
不需要任何的膠合劑或釘子，只需手
指用力便能使地板穩固結合，因此它
為喜歡的顧客以及專業安裝人員提供
了完美的鋪設方案。這種鎖扣避免了
地板容易開縫的情況，會使地板的使
用更有保障。無論在家或是在工作場
所，瑞士完美鎖扣系統使每個人都有
機會去體驗頂級的完美產品，而這正
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追尋的。

如同“瑞士品質”成為精工科技
、頂級生活的代名詞一樣。來自瑞士
盧森(Kronoswiss)原廠品牌的瑞士盧森
地板，遠離都市的喧囂，阿爾卑斯山
的皚皚白雪、碧綠透明的高山湖水、

田園詩般的牧場，沒有污染、沒
有摩肩接踵的人流、沒有壓力；
看不盡林海的蒼茫，飄著泥土的
馨香，要有美酒、要有音樂、要
有親人……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這就是瑞士盧森為你營造的家，
在城市的一隅享受心怡然、天地
寬的貴族生活。 50年至120年的
松木原料，用手輕輕撫過，感受
得到地板透過指尖傳來的松木清
香。

雅坤地板幾年前是一家前店
後庫的地板商店，經過不斷地經
營、擴展、融資、重整，現在成
為集零售、批發、設計、安裝一
站式服務的大型材料建築設計公
司，在城中區和西南區分別擁有
三萬和兩萬尺兩座大型倉庫。獨
家代理瑞士盧森地板的原廠品牌
，目前在休士頓地區僅此一家。
能成為瑞士盧森地板的獨家代理
，也顯示出雅坤自身的運作和銷售實
力。同時獨家代理國際知名品牌地板
，也提升了雅坤地板在市場競爭中
的實力。

有進一步了解瑞士盧森地板情況者
，請登錄 www.kronoswiss.com 瑞士工
廠網站，可查詢到瑞士工廠的地址、

電話、傳真、E-mail等相關信息，同
時可查詢地板花色和加工工藝情況等
。 雅 坤 地 板 總 店 ： 13230 Murphy
Road #600 Stafford. TX 77477，電話
：281-499-4488.

( 本報記者施雪妮
)用成語“老馬識途”
來形容凌志車（Lexus
）資深華人銷售馬田澤
（Martin Ma） 是 再 貼
切不過了。

馬先生從事凌志車
銷售工作十幾年，對每
款凌志車的構造、性能
、適用人群等瞭如指掌
。多年來，他始終堅持
以客戶的需求和利益為

出發點，向客戶提供符
合需求的產品。他善於
根據不同人的職業、年
齡、愛好及具體要求，
挑選出客戶滿意的最佳
車型。馬先生曾服務於
休士頓幾家大型豪華車
車行，所到之處，皆以
敬業精神強，服務專業
，銷售業績大而為公司
所器重，同時馬先生辦
事認真負責，待人和藹

可親，服務熱心周到,
深受華人客戶的好評。

凌志車為原裝進口
車，是目前普遍受歡迎
的中高檔車，自 1999
年起，在美國歷年的銷
售量超過奔馳、寶馬，
成為全美豪華車銷量最
大 的 品 牌 ， 尤 其 是
RX, LX 等型號的車型
，更受到華人車主的青
睞。凌志車近年來專注

完美、追求完美， 並
在油電混合動力、智慧
化駕駛安全監測系統、
自適應雷達巡航控制系
統、Remote touch信息
操作系統等達到了高科
技領先水平。

馬 先 生 服 務 於
STERLING MCCALL
凌志車行，該行現貨供
應或預定凌誌全線車系
： RX,LX,ES,GSL,SC

等，購買凌志新車可享
受2年免費換機油及有
油 隔 服 務 。 此 外 ，
STERLING MCCALL
凌志車行另有大量二手
車供選擇。如想查詢或
購買凌志車者請與馬先
生聯繫，馬先生精通國
、粵、英、泰語，請電
713-995-2667 （ 直 線
） 713-501-6888( 手
機)

Email:mma@smlexus.
com . STERLING
MCCALL 凌志車行地
址 ： 10025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59 號南。8 號
公路前）。

買凌志， 找“老
馬”，準沒錯！

買凌志， 找“老馬”

天然、環保、零污染
雅坤獨家代理瑞士盧森知名地板

盧森地板展現出的古樸盧森地板展現出的古樸、、舒適舒適、、典典
雅的混搭風格雅的混搭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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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RLING MCCALLSTERLING MCCALL 凌志車行資凌志車行資
深華人銷售馬田澤深華人銷售馬田澤（（Martin MaMartin Ma）。）。

「「刺客聶隱娘刺客聶隱娘」」 休士頓首映即將登場休士頓首映即將登場
（本報訊）臺灣導演侯孝賢新作 「刺客聶

隱娘」即將在11月27-28日及12月5-6日假休
士頓美術館映演，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竭誠邀請民眾踴躍支持侯導演首次執導的武
俠巨作。
「刺客聶隱娘」由舒淇、張震、周韻領銜主演

，敘述唐朝將門之女聶隱娘幼時被道姑擄走，
經過13年訓練成為武藝高超的殺手，卻在學成
後奉命回鄉刺殺幼時的婚配對象，被迫在師命
、親情等因素下的糾結抉擇。
此片改編自唐朝裴鉶的同名作品，為侯孝賢首
度執導的武俠影片。延續侯導演一貫作風，本
片除採用 「長拍」技術拍攝，另可從場景、燈
光、美術、造型等面向，展現侯導演異於以往
作品的新美學風格。 「刺客聶隱娘」除榮獲今
年坎城/戛納影展最佳導演獎，另獲2015台北金

馬影展最佳劇情片等11項獎項提名，且獲選代
表臺灣角逐2016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項。
「刺客聶隱娘」本次在休士頓美術館4場映演，

是該館繼今年3月合作推動 「侯孝賢導演國際巡
迴展」映演 「童年往事」、 「戀戀風塵」及
「戲夢人生」之後，再次以侯導演的作品向這

位臺灣電影大師致敬。
電影映演訊息請至休士頓美術館及影片代理公
司 WELL GO USA ENTERTAINMENT 網站查
詢：http://www.mfah.org/films/assassin/ ，
http://www.theassassin-movie.com/。
“刺客聶隱娘 ” 4場映演訊息
日期時間：11月27日(五)下午7時整，11月28
日(六)下午7時整，12月5日(六)下午1時整，12
月6日(日)下午6時30分。
地 點 ： 休 士 頓 美 術 館 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1001 Bissonnet Street
Houston, TX 77005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致詞
各位媒體嘉賓大家好：
很榮幸參加 「刺客聶隱娘」的
媒體試映會。
首先謹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恭
賀侯孝賢導演執導的 「刺客聶
隱娘」榮獲 2015 年坎城影展最
佳導演獎殊榮。另外，感謝休

士頓美術館協助，為大家帶來 「刺」片在大
休士頓地區的首映。
世界上很多人透過高科技或製造業產品認識
臺灣，例如HTC手機、ACER及ASUS電腦
、捷安特自行車等等。然而，臺灣的軟實力
在世界上也佔有一席之地。例如表演藝術方
面，知名的 「雲門舞集」去年4月曾到訪休
士頓，在Jones Hall表演 「流浪者之歌」。很
高興的是， 「雲門舞集」即將在2016年2月
重返德州，在達拉斯及奧斯汀演出新作 「稻
禾」。如果各位等不及想要一睹臺灣的表演
藝術，在這裡誠摯邀請您明晚出席在亞洲協
會德州中心舉行的徐秋雁 「從恆春小鎮到音
樂廳」創意表演。
此外，臺灣的電影產業發展也有相當成就。
例如各位或許相當熟悉的兩屆奧斯卡最佳導
演獎得主李安、國際影展得獎常客楊德昌、
蔡明亮等等，以及近年作品獲各界正面回響
的魏德聖、陳宏一、趙德胤以及齊柏林等等
。更不用提從臺灣新電影浪潮時期即引領臺
灣電影發展的指標性人物侯孝賢導演。
在超過30年的電影工作過程，侯導演拍了許
多獲國際大獎肯定的影片，例如今年3月與休士
頓美術館及萊斯大學媒體中心合作 「侯孝賢導
演國際巡迴展」選映的 「童年往事」、 「戀戀
風塵」、 「戲夢人生」、 「海上花」、 「好男
好女」、 「千禧曼波」等影片。今天相當榮幸
有機會以獲得2015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的 「刺

客聶隱娘」，再次在休士頓美術館向這位臺灣
電影大師致敬。
謝謝各位出席今天的媒體試映會，同時再次感
謝休士頓美術館長期對侯孝賢導演以及其他臺
灣相關領域藝術家作品的支持。
謝謝大家。

第卄七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

眼睛的疾病和保健
檢查與諮詢 (上午 9:00 至 上午 10:30)

講座 (上午 10:30 至 中午 12:00)

主辦單位: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休士頓中國護士聯

誼會、光鹽社、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國防醫學院校友會、世界華人婦女工商企管協會美

南分會、角聲癌症協會、H-E-B、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免費檢查

 眼壓測量及青光眼的

篩檢

 血糖的篩檢

 血壓的測量

 各科醫師和營養師諮

詢

 老年性黃斑病變

 斜視弱視矯正的新發展、及精

配隱形眼鏡

正確血壓測量法

正確的血壓測量是非常重要、

特別是有高血壓的人士。你知

道如何測量血壓才獲得最準確

的數據嗎?我們有經驗豐富

的 醫護人員為你講解測量血

壓特定的技術和程序。請勿錯

失良機!

注射流感疫苗

H-E-B將為持有保險的

人士注射流感疫苗。

注射流感疫苗需出示你

的健康醫療保險或

Medicare 證明。

 青光眼的診斷與治療

 白内障的成因、症状、及治療

日期: 11/07/2015、星期六 時間:上午 9:00 ~ 中午 12:00

地點:僑教中心大禮堂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詢問電話: 713-988-4724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1111月月55日在休士頓美術館表示很榮幸參加日在休士頓美術館表示很榮幸參加
「「刺客聶隱娘刺客聶隱娘」」 的媒體試映會的媒體試映會。。
首先謹代表中華民國政府首先謹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恭賀侯孝賢導演執導的恭賀侯孝賢導演執導的 「「刺客聶隱娘刺客聶隱娘
」」 榮獲榮獲20152015年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殊榮年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殊榮。。另外另外，，感謝休士頓美術感謝休士頓美術
館協助館協助，，為大家帶來為大家帶來 「「刺刺」」 片在大休士頓地區的首映片在大休士頓地區的首映。。((左起台灣左起台灣
書院副主任劉月琴書院副主任劉月琴、、休士頓美術館影像導覽休士頓美術館影像導覽Marian LuntzMarian Luntz、、黃敏黃敏
境處長境處長、、教育組長周慧宜教育組長周慧宜))（（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台灣書院副主任劉月琴、休士頓美術館影像導覽Marian Luntz、
黃敏境處長及夫人邱瓊慧(記者黃麗珊攝)

2015 Amegy Bank休斯頓羽毛球公開賽

很快要退休了，你準備好了嗎？

（本報訊）休士頓羽球俱樂部（HBC，
Houston Badminton Club）是一個由一群來自休
士頓各地熱愛羽球運動的人士所集合而成的非
營利組織。HBC 將於 2015 年 11 月 6-8 日，在
Fonde 運動中心（Fonde Recreation Center）舉
辦第46屆休士頓羽球公開賽。我們誠心邀請各
位來一起參與我們一年一度的盛事。
即便羽球運動目前已經是全世界第二熱門的運
動，它在整個休士頓地區的相關資源仍舊非常
有限。不過，相當幸運的是，經由休士頓市的
協助，HBC負責統籌規劃，使得羽球得以成為
一個全民運動，活動地點就位於 Fonde 運動中
心（共有八面球場）。此外，HBC還定期舉辦

青少年羽球訓練課程（pro bono Youth Badmin-
ton Coaching Program），提供給7-16歲青少年
有休閒活動的空間與機會。

更重要的是，HBC一連三天的休士頓羽球
公開賽 ( Houston Open Badminton Tourament )
已經成為每年的重要賽事，目的是為了集結各
地的羽球愛好者，讓所有選手都能夠在競賽的
過程中獲得不同的體驗，另外也可以加以推廣
這個球類運動。也因此，這個賽事的規模不斷
得逐年成長；去年，2014 年，就有 180 名來自
全美各地的選手報名參與。過去幾年，也都陸
續得有一些國家排名很不錯的選手也加入這個
比賽（例如，前奧運國手），使得前來觀看球

賽的民眾也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活動：休士頓羽球公開賽
時間：2015年11月6-8日
地點：Fonde Recreation Center
地址：110 Sabine St, Houston, TX 77007
網 址 ： http://houstonbadmintonclub.org/

tournament.php
贊助商：Amegy Bank , Rice Bowl Indone-

sian Restaurant, Skylar Sun Sports, Yonex, Ameri-
can Title Company, Houston Badminton Center,
PGA Engineers Inc., Elements Massage Pearland,
Wei-Chuan (按字母順序排列)

（本報訊）退休是我們嬰兒潮期間出生的人一個
很重要的里程碑。很多人尤其是生意人整天都忙著做
生意，或者把大部分資產都投資在生意裏面，沒有準
備退休基金。有些生意人說，我的生意就是我的資產
，到我退休的時候把生意賣掉，那我就有退休基金啦
。可是做生意或多或少有風險的，是成功或失敗，都
說不定。再說生意是固定資產，不是隨時有買家。然
後如果生意有後人承繼，生意就不會賣給外人。那你
的退休金要另外籌謀啦。你不希望退休以後你的生活

準備要降低吧。如果你有退休金的儲備。那無論是怎
樣的環境，你都胸有成竹，需要時就可以退休了。

所以我們要有退休計劃，也要保護我們的退休基
金。最近股票市塲很動盪，不容易掌握。定期存款利
息又非常低。那我們要有一些方案去保護我們的退休
基金而且有隱定增長，追得上生活指數。

深資財務規劃師江麗君女士有見及此，舉辦一個
退休規劃研討會，歡迎50-70歲左右或已退休的生意
人來參加。晚餐招待。座位有限。從速報名。不接受

臨時入座。
請聯絡江麗君(Mari Kong) 832-3727330
日期：2015年11 月17 日；
時間：下午六點三十分；
地點：Oka Uptown Japanese Restaurant
地址：2200 Post Oak blvd ,Ste #140, Houston TX

,77056

西南新社區醫療診所
本週六上午起開放參觀

（休士頓 / 秦鴻鈞）位於八號公路與Wil-
crest之間的百利大道上，與 「金山酒家」同一
購物中心西側的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健康中
心—西南區家庭診所」，本週六（十一月七日
）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舉行開放參觀活動，

有免費點心，臉部彩繪，充氣跳跳屋，氣球藝
術，爆米花，還有抽獎與贈品，從上午十時起
，有開幕剪綵及舞龍舞獅，歡迎全家來歡樂。

歡迎全家來參觀該醫療健康中心，並認識
他們的工作人員。

他們將現場提供：醫療諮詢，家庭醫學，
免費流感疫苗注射，免費骨質疏鬆檢查。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健康中心—西南區
家庭診所」（UT Physicians）的地址在： 10623
Bellaire Blvd， Suite C 280， Houston TX，

77072。 電話： 832－486－5900。網址：www.
UTPhysicia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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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6-8
@ Fonde Recreation Center 
110 Sabine St   Houston, TX 77007

tournament@houstonbadmintonclub.org

$7,500

houstonbc @hbchouston

total prize 
Proudly presents

Together with hbchouston

www.houstonbadmintonclub.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10,000
+ gifts t-shirts 
food snacks drinks

Eric J M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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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TITLE COMPANY

圖為江麗君圖為江麗君(Mari Kong)(Mari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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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古董拍賣行休斯頓古董拍賣行1111月月88日拍賣會部分拍品日拍賣會部分拍品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梅子報導黃梅子報導

休斯敦古董拍賣行休斯敦古董拍賣行1111月月
拍賣會將於拍賣會將於88日周日中午日周日中午11
點舉行點舉行。。

詳情請電詳情請電：：
713713--936936--22652265；；
832832--251251--66666666；；
網 站網 站 ：： www.houswww.hous--

tonantiqueauction.comtonantiqueauction.com；；
公 司 地 址公 司 地 址 ：： 99319931 HarwinHarwin
Dr., Houston TXDr., Houston TX 77036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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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龍泉窯雙魚盤宋代龍泉窯雙魚盤

清白玉雕龍碗清白玉雕龍碗 2424KK金金8080年度新加坡金幣年度新加坡金幣

清代粉彩雞狗供盤清代粉彩雞狗供盤

清乾隆出口粉彩盤清乾隆出口粉彩盤

清代青金石雕仙女擺件清代青金石雕仙女擺件

本報記者孫雯報導

當你閑適地在小區散步，當你幸福地品嘗美食，當你專註地
傾聽老師講課，當你滿足地擁抱著妻兒... 你可曾想過70年前戰爭
彌漫，硝煙四起的生活？年老的一輩對這段歷史刻骨銘心，年長
的一輩對這段沈重的歷史耳熟能詳，年輕的孩童對此卻不甚了解
。但，歷史不會忘記戰爭的傷痕，今天的幸福是70年前世界反法
西斯統一戰線帶給我們的和平禮物。

聆聽世界的聲音 多元族裔共同譜和平序曲
二戰勝利70周年大型紀念晚會

多元族裔共同譜和平序曲
活動主辦方凝聚休斯頓華人社團協會，邀請到越南代表隊、菲律賓代表隊、巴西代表

隊、墨西哥代表隊、非裔代表隊、印度代表隊、波蘭代表隊共譜11月7日的和平序曲。

圖為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與心靈之聲藝術團演員於北京合影圖為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與心靈之聲藝術團演員於北京合影。。

“聆聽世界的聲音 多元族裔共同譜和平序曲”更是提前半年
籌備，邀請來了享譽海內外的北京心靈之聲藝術團，中國北京京劇
院一團、中央戲曲學院杜鵬教授，以及休斯頓本地的休斯敦中文沈
浸學校、休斯敦華星藝術團、紅扇舞蹈團、休斯敦國劇社、程進才
太級學院、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東方藝術教育中心、花許梨美舞
蹈學院、奧斯丁【金曲族】合唱團、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北美青少

年國樂團、東方回聲新民樂團、HSPVA、St. Thomas Scotland Dance
Team等上千人的表演團隊，當天上演一場聲勢浩大、別開生面的多元
族裔和平盛會。

各族裔的孩子們和老師在排練大合唱各族裔的孩子們和老師在排練大合唱：：當我們在一起當我們在一起..

靜穆純潔的眼神靜穆純潔的眼神，，嫻靜端莊的氣質嫻靜端莊的氣質，，阿娜柔媚的阿娜柔媚的
千手千手，，金碧輝煌的色彩金碧輝煌的色彩，，脫俗超凡的樂曲脫俗超凡的樂曲，，優美優美
典雅的舞姿典雅的舞姿，，博愛四射的神聖之美博愛四射的神聖之美 ---- 中國北京中國北京
心靈之聲殘疾人藝術團心靈之聲殘疾人藝術團。。

節目亮點：
當晚的節目中，有一各長達六分多鐘的極

富中國特色的民樂武術節目 「行雲流水」，分
別由閻亦修演奏蕭，彭晨的二胡，以及魏詩維
的古箏，分別以太極，武術搭配演出。

魏詩維，六歲開始學習古箏，在小學五年
級獲得了古箏八級證書。於2004年考入沉陽音
樂學院古箏表演專業。並且多次獲得民樂比賽
一等獎及二等獎。 2009年末來到美國留學，現
學習作曲以及鋼琴。現已完成兩部作品，鋼琴
獨奏和合唱。

彭晨，休斯頓州立大學音樂治療研究生在
讀，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音樂學院。自幼學習
二胡，先後師從著名二胡教授，歐景星，林東
坡，大學期間師從中國十大二胡演奏家王小楠
老師。大學期間，表現優異，兩次獲得中日韓
國際二胡大賽的金獎（日本站）（韓國站）並
發表論文數篇。她有著豐富的舞台表演經驗，
應邀參加CCTV翰墨因緣節目錄製。現今致力
於音樂治療的工作，並鑽研將中國民樂融合於
音樂治療中。

閻亦修，系中國竹笛專業委員會會員。曾
為張立忠民族管樂工作室竹笛教師，兼任大連
機場前小學、新華小學、大連海浪模特藝術學
校竹笛教師。 2003年1月，參加全國青少年，
獲民族管樂獨奏一等獎；2006年10月，獲得第
86屆《桃李芬芳》全國青少年民樂觀摩音樂會
民族管樂一等獎，等等。
特別鳴謝大力支持此次活動的休斯頓各大社團
和 商 家 ， 目 前 仍 有 贊 助 洽 談 ， 請 聯 繫 ：
281-498-4310。
詳細演出信息：

演出時間：2015年11月7日，6:00pm
演出地點：Minute Maid Park (501 Crawford

St, Houston, TX 77002)
票價：$62 (VIP), $16（社團友情贊助票為

$12)
由於座位有限，請大家提早購票：
購票聯繫電話：美南新聞(281-498-4310),

Kylie Sun （318-237-1986） Angela Chen
(713-517-8777) 或各大華人社團負責人。

站點購票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
ton, TX 77072

網上購票：Ticketmaster購票（微信用戶請
復制網址至瀏覽器 打開購票：http://www.
ticketmaster.com/celebrating-diversi-
ty-world-peace-houston-texas-11-07-2015/
event /3A004F1ABBF62CED?artistid=
2157751&majorcatid=10002&minorcatid=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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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貴賓紛紛上台致詞與會貴賓紛紛上台致詞

無臂書法家王劍華無臂書法家王劍華（（右二右二））贈墨寶給大會主席李蔚華贈墨寶給大會主席李蔚華
先生先生（（右三右三））

「「北京心靈之聲北京心靈之聲」」 穆劍志團長穆劍志團長（（右二右二））在晚宴在晚宴
上致詞上致詞（（右起右起））晚會總監晚會總監，，導演劉智元導演劉智元，，穆劍志團穆劍志團
長長，，李蔚華主席李蔚華主席，，畫家蔣瑞畫家蔣瑞，，大會共同主席李秀嵐大會共同主席李秀嵐

「「北京心靈之聲藝術團北京心靈之聲藝術團」」 團員們昨晚在歡迎晚宴上團員們昨晚在歡迎晚宴上。。

無臂書法家王劍華無臂書法家王劍華（（右二右二））當場以口揮毫當場以口揮毫。。

二戰勝利二戰勝利7070週年紀念活動本週六登場週年紀念活動本週六登場
「「北京心靈之聲北京心靈之聲3131人團人團」」 及畫家團昨陸續抵休及畫家團昨陸續抵休

圖為圖為 「「北京心靈之聲北京心靈之聲」」 及畫家團昨與接機者合影於機場及畫家團昨與接機者合影於機場

圖為北京畫家團與歡迎者合影於機場圖為北京畫家團與歡迎者合影於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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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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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 dren

22 萬呎展示中心萬呎展示中心

週一﹑二﹑四﹑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六天營業

真能省真能省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傢俱公司傢俱公司

二件式 全套單人床
七件式 客廳組＊
五件式 木面鐵腳餐桌組
五件式 實木餐桌組
三件式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三件式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29
$289
$259
$19
$159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床墊廉售高達71%off

＊含沙發﹑雙人座﹑咖啡桌﹑茶几（2）﹑檯燈（2）

地址﹕12677 Hiram Clarke, Houston距休士頓中國教會約 1 哩

貨真價省貨真價省﹐﹐華人自營華人自營
((華華﹑﹑台台﹑﹑英語英語))美國第一名牌ASHLEY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電話﹕713-723-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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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中美友好城市大會在芝加哥圓滿舉辦第二屆中美友好城市大會在芝加哥圓滿舉辦

銅川市向巴琳達市贈送禮品銅川市向巴琳達市贈送禮品

僑社新聞僑社新聞

(本報記者/周鋒/採訪報道)
中美國際姐妹城聯盟于10月22至

23 日在芝加哥共同舉辦第二屆中美
友好城市大會。來自中國11個省市和
美國25個州的近200位政商學界代表
出席本屆大會。出席大會嘉賓包括芝
加哥市長伊曼紐、美國國際姐妹城市
聯盟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闞瑪麗、中
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謝元、中
國駐芝加哥總領事趙衛平、中國駐美
國使館公使銜參讚衡孝軍、伊州美國
聯邦參議員馬克柯克等政要。

10月22日晚7時，東道主美國國際
姐妹城聯盟芝加哥分部在菲爾德自然
歷史博物館舉辦迎賓招待會，作為中
美姐妹城市大會的項目啟動會。10月
23日上午8時半在希爾頓飯店三樓大
廳舉行開幕式，由闞瑪麗主持。她歡迎
各位蒞臨2015中美姐妹城市大會。美
國國際姐妹城聯盟很高興在第二次年
度大會上再次與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
會合作，很高興與來自中美兩國的企
業領導、政府官員、教育工作者、市民

外交大使（其中中國代表超過 90 名）
進行交流與合作。她滿懷信心指出，習
近平主席才結束對美國的訪問，美中
元首的密切交流將帶動兩國城市間的
友誼快速成長。在超過35年的時間里
，中美姐妹城市一直攜手努力，讓它們
之間的友好關係更好地服務于經濟增
長。同樣也通過分享各自的文化和教
育的經驗，來獲得互相之間更有價值
的理解。

伊曼紐市長致詞說，芝加哥與中國
建立友誼與合作的歷史可追溯到
1985年。在那一年芝加哥正式與上海
、沈陽締結為姐妹城市。我于 2013 年
12 月到北京與商務部長高虎城簽署
了“門戶城市協議”，讓芝加哥與八個
中國城市（北京、成都、杭州、青島、上
海、沈陽、天津、武漢）連接起來，成為
投資的門戶城市。這有助於擴展貿易、
強化交流、增加互信、促進經濟發展并
創造就業。芝加哥致力於為來自中國
的朋友提供世界級的旅行體驗，期望
今後能迎來更多中國遊客。最後，市長

還幽默地提醒中國貴賓別忘了“去購
物”。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謝
元致詞說，1979年，隨著中美建交，湖
北與俄亥俄結成第一個中美友好省州
，江蘇南京與密蘇里圣路易斯市結成
首對中美友好城市。至今中美兩國已
結44對友好省州、200對友好城市。友
好城市的交往，增進人民友誼與了解，
促進互利合作，是兩國關係的推動力
量與重要基石，意義重大。

開幕式后舉行一系列座談，主要探
討未來如何促成中美姐妹城市友好合
作的持續成功和成長，如何激活中美
姐妹城市間的合作，姐妹城市之間的
互動會議如何成為促進夥伴關係的活
動平台。此外，還在教育、經貿、旅遊三
方面交流經驗。經貿方面，探討如何在
中國建立業務、討論中美間的商業禮
節和如何實現城市經濟可持續發展；
教育方面，探討如何推廣中國的語言
和文化，支持中國本地教育國際化，兩
國高校如何構建國際夥伴關係，吸引

更多的的留學生到對方的高校學習；
旅遊方面，探討如何創造友好城市旅
遊商機、讓您的城市成為遊客和商人
嚮往的旅遊中心。

23日晚7時舉行盛大的閉幕式晚宴
，主要內容是慶祝芝加哥與上海和沈
陽締結姐妹城市 30 週年并見證新的
中美友好城市（河源與塔斯廷、銅川與
巴琳達兩對城市）締結友好關係。晚宴
由闞瑪麗董事長主持。她感謝各位熱
情參加此次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與
美國國際姐妹城聯盟共同舉辦的第二
屆中美友好城市大會。她說，我們很興
奮地慶祝芝加哥與上海和沈陽締結姐
妹城市30週年。雙邊城市通過互相尊
重、了解和合作，促進了和平與友好。
我們一起愉快慶祝友好合作的持續成
功和成長。最後，她通知大家說，2016
年7月14至16日，我們將在首都華盛
頓慶祝美國國際姐妹城市聯盟成立
60 週年。大會的主題是“依靠人民求
得和平”（Peace through People)。這是
一次能獲得教益的啟迪性的前所未有

的外交盛會，歡迎各位參加。
總領事趙衛平致詞說：“就在

一個月前，習近平主席對美國進
行歷史性訪問期間，在西雅圖出
席了第三届中美省州长論壇，并
在會上再次强調了中美地方交
往的重要性。

本次大會是習主席成功訪問
美國之後中美地方交往的首次
重要會議，對促進中美友好城市
關係及雙方相關城市的務實合
作具有特殊意義。

地方交往、尤其是友城關係，
一直是中美關係發展的强大推
動力量。中美两国建交以來已经
建立了200對友好城市正是通過
友城關係，双方許多企業、教育

機構、醫院、博物館和其他組織在對方
國家找到了新的伙伴。

作為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我為中
國與美國中西部地區友城關係的不斷
發展感到振奮。自我两年前到芝加哥
就任以來，領區已經有好幾個城市在
中國找到了“姐妹”。今晚，來自艾奥瓦
州馬斯克廷的霍普金斯市長和我們的
老朋友薩拉•蘭蒂女士也在座。我很
高興于 2013 年見證了馬斯克廷與河
北正定縣建立友好縣市關係的簽約儀
式。

我也想提及芝加哥這座致力于中
美交流與合作的先驅城市。在伊曼爾
市長領導下，芝加哥不僅極大地促進
了與上海和沈陽歷史悠久的友城關係
，而且作為第一個與八個中國主要城
市建立經貿合作聯合工作的美國城市
，開創了中美两國城市合作的新模式。
隨着中美共同致力于構建新型大國關
係以及两國經濟的持續繁榮，雙方城
市必將面臨開展互利合作的新機遇。
我希望并相信，中美友城關係將在未
來歲月里取得更大發展。“

接著，舉行建立友好縣市關係的
簽約儀式。中國廣東河源市副市長朱
蔚蔚與加州塔斯廷市市長，陝西銅川
市長與加州巴琳達市長在會上正式簽
署締結友好城市關係協定，然後雙方
互相贈送禮品，會場情緒熱烈而溫馨。
芝加哥國際姐妹城市聯盟行政主任
LEROY ALLALA 致詞向簽約人表示
祝賀。

閉幕晚宴進行中穿插三個節目：小
提琴獨奏，長綢舞（古典水袖舞）和耍
空竹（表演者石志慎）兩天的大會至此
畫上圓滿的句號。

強化中美經貿教育聯繫強化中美經貿教育聯繫 促進中美友好盛會促進中美友好盛會

銅川市與巴琳達市簽約銅川市與巴琳達市簽約

河源市與塔斯廷市簽約河源市與塔斯廷市簽約

芝加哥姐妹城市聯盟行政主任致詞芝加哥姐妹城市聯盟行政主任致詞

河源市與塔斯廷市互贈禮品河源市與塔斯廷市互贈禮品

合影左起合影左起:Eckert Seamans Lisk,:Eckert Seamans Lisk,
衡孝軍參讚衡孝軍參讚，，趙衛平總領事趙衛平總領事

合影左起芝加哥律師吳瓊合影左起芝加哥律師吳瓊，，
趙衛平總領事趙衛平總領事，，遼寧外事辦副主任劉天雨遼寧外事辦副主任劉天雨 出席貴賓合影出席貴賓合影

首都華盛頓姐妹城市聯盟主席比爾首都華盛頓姐妹城市聯盟主席比爾（（左左），），
加州姐妹城市聯盟領導加州姐妹城市聯盟領導KATHLEENKATHLEEN 出席貴賓出席貴賓 出席貴賓出席貴賓

衡參讚與來賓交談衡參讚與來賓交談 左起左起：：瑪麗瑪麗，，副會長謝元副會長謝元，，加州比爾加州比爾 閉幕晚宴會場閉幕晚宴會場

《移動迷宮2》今上映
絕美之地還原末日世界

美國西好萊塢，肯達爾· 詹娜(Kendall Jenner)舉行生日派對。她性感撩

人脫去胸衣，身穿挂脖開胸連身褲，後背裸露真空上陣，無疑成爲生日派

對的主角。賈斯汀· 比伯（Justin Bieber）和嫩模吉吉· 哈迪德 (Gigi Hadid)

等明星好友一同參加生日派對爲肯達爾· 詹娜慶生。

青春冒險驚悚科幻系列電影《移動

迷宮2》將于今日起在中國內地全面上映

，觀衆可以跟隨第一集中存活下來的幾

位林間鬥士開啓更刺激的絕命逃亡。今

日曝光了一款中文特輯，是作者詹姆斯·

達什納在電影拍攝時的探班情況，他表

示，非常興奮看到他書中的末日世界被

搬上大銀幕。

看絕美之地如何變成末日孤寂
據導演韋斯· 波爾透露，這一集中雖

然沒有了恐怖的巨型迷宮，但呈現給觀

衆的是另一個焦土末日孤寂世界，同樣

震撼人心。這部影片選擇了一向以熱氣

球節享譽世界的旅行地——美國新墨西

州阿布奎基爲拍攝地，也是當年《絕命

毒師》的拍攝地，選擇這麽一個絕美之

地來打造出一個末日世界，連達什納都

覺得神奇。

《移動迷宮2》的導演韋斯· 波爾在

選景時就提到，“在這裏讓我們有機會展

現出截然不同的視覺效果。這裏廣闊無邊

，清澈的天空與地平線。爲故事中角色們

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角度。也能充分展現太

陽耀斑炙烤燒毀過的世界。”的確，在第

二部電影中林間鬥士將不再處于迷宮裏。

現在他們踏入焦土，向著絕望和危險前行

。雖然鬥士沒了他們的迷宮，但還是有跑

不完的路。新的一部中，感染了耀斑病毒

的物種將會粉末登場，爲觀衆們呈現一場

別開生面的“生化危機”。

被贊下一個《饑餓遊戲》
《移動迷宮》改編自當今歐美青少年

中最火的系列小說，作者爲詹姆斯· 達什

納。該系列自2009年10月陸續上市以來

，全球銷量已超過1000萬冊，圖書已在

40多個國家發行，同名中文版圖書由接

力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在各大圖書銷售平

台熱賣。第一部電影《移動迷宮》在全球

贏得了超過 3.4 億美元的票房，成爲繼

《哈利波特》、《暮光之城》和《饑餓遊

戲》之後又一部青春賣座系列。第一部中

“鮮肉顔值”、迷宮特效等均獲得觀衆好

評，這部電影更被媒體稱贊爲“下一個

《饑餓遊戲》”。

揭開反派WCKD神秘面紗
在第一集的結尾，坐上了直升飛機的

林間鬥士們從空中俯瞰大地，卻發現大地

變成了一片焦土，到處都是被耀斑所破壞

的建築和土地，由托馬斯代領的小組成員

必須闖過被太陽耀斑炙烤的茫茫焦土到達

北方的避難所。早在第一集中，電影如遊

戲闖關的設定就讓觀衆們覺得扣人心弦，

第二集闖關將會升級。

在新一集的電影中，在熱門美劇《冰

與火之歌》中飾演龍女女仆的娜塔莉· 艾

瑪努埃爾和飾演“小指頭”的艾丹· 吉倫

都將加盟。值得一提的是，迪倫· 奧布萊

恩飾演的托馬斯，和上一部團隊中唯一的

女性成員卡雅· 斯考達裏奧飾演的泰瑞莎

，兩人之間會有感情線的發展。同時備受

影迷們關注的WCKD頭目，派翠西娅· 克

拉克森飾演的艾娃· 佩吉將會在新的一集

裏重新複活。托馬斯如何帶領成員們一步

步揭開神秘組織WCKD的種種內幕將是

本集最大的看點。

3部大片輪番登場
二十世紀福斯電影公司推出過《阿

凡達》、《泰坦尼克號》、《少年派的

奇幻漂流》、《X戰警》系列、《猩球

崛起》系列、《冰川時代》系列、《王

牌特工》等衆多叫好叫座的電影。11月

將迎來福斯電影體驗月，除了這部《移

動迷宮2》之外，二十世紀福斯電影公司

11月還有兩部重磅作品值得期待，一部

是科幻大師雷德利· 斯科特執導，馬特·

達蒙主演的《火星救援》，這部電影獲

得媒體怒贊是今年年度最好的電影之一

，將于 11月 25 日上映，另一部是打造

《冰川時代》系列的藍天工作室全新力

作《史努比：花生大電影》，于11月 6

日上映，這只曾經登上《時代周刊》的

大鼻子狗狗今年誕生65周年，將首次以

3D形式萌登大銀幕。

53歲的關之琳和國巨集團董事長陳泰銘交往7年，日前傳出兩人

分手的消息。昨日，關之琳為了品牌宣傳去台灣，在機場被記者追問

感情狀況，對此她僅揮手錶示“明天回答”，再被追問便笑而不答。

金小妹肯達爾現身派對

真空上陣

關之琳避談分手傳聞

明天回答



CC44 CC55香港娛樂小說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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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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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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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Harwin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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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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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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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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度全方位循環進風系統

˙4層高精度過濾系統

˙全鋼機身 軍工品質

˙5年超長保修

Austin Air/奧斯丁空氣凈化器

歡迎致電: 832-620-0006 電子郵箱: pacacollection@gmail.com
金絲帶國際商貿有限公司 地址：3001 Fondren Road Suite D Houston, TX77063

霧霾殺手

HM405
過敏哮喘專用型

HM450
甲醛專用增強型

HM402
臥室專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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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子笑道院"不瞞老爺説袁不但
這兇犯的方向我知道袁 一併這拐賣
之人我也知道袁 死鬼買主也深知
道．待我細説與老爺聽院這個被打
之死鬼袁乃是本地一個小鄉紳之子袁
名喚馮淵袁 自幼父母早亡袁 又無兄
弟袁 只他一個人守着些薄産過日
子．長到十八九歲上袁酷愛男風袁最
厭女子．這也是前生冤孽袁可巧遇
見這拐子賣丫頭袁 他便一眼看上了
這丫頭袁立意買來作妾袁立誓再不交
結男子袁也不再娶第二個了袁所以三
日後方過門．誰曉這拐子又偷賣與

薛家袁他意欲卷了兩家的銀子袁再逃
往他省．誰知又不曾走脫袁兩家拿
住袁打了個臭死袁都不肯收銀袁只要
領人． 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的袁便
喝着手下人一打袁 將馮公子打了個

稀爛袁抬回家去三日死了．這薛公子原是早已擇定日子上京去
的袁頭起身兩日前袁就偶然遇見這丫頭袁意欲買了就進京的袁誰知
鬧出這事來．旣打了馮公子袁奪了丫頭袁他便沒事人一般袁只管

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他這里自有兄弟奴僕在此料理袁也並非爲
此些些小事値得他一逃走的．這且別説袁老爺你當被賣之丫頭
是誰钥 "雨村笑道院"我如何得知遥 "門子冷笑道院"這人算來還是

老爺的大恩人呢浴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小姐袁名喚英蓮
的遥 "雨村罕然道院"原來就是他浴 聞得養至五歲被人拐去袁卻如
今才來賣呢钥 "

門子道院"這一種拐子單管偷拐五六歲的兒女袁養在一個僻
靜之處袁到十一二歲袁度其容貌袁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袁我
們天天哄他頑耍袁雖隔了七八年袁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袁其模樣
雖然出脫得齊整好些袁然大概相貌袁自是不改袁熟人易認．况且
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點胭脂 т 袁從胎里帶來的袁所以我
卻認得．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捨居住袁那日拐子不在家袁我
也曾問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袁萬不敢説袁只説拐子系他親
爹袁因無錢償債袁故賣他．我又哄之再四袁他又哭了袁只説 `我不

記得小時之事浴 '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袁兌了銀子袁拐
子醉了袁他自嘆道院`我今日罪孽可滿了浴 '後又聽見馮公子令三

日之後過門袁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其形景袁等拐子出
去袁又命內人去解釋他院`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袁可知必不
以丫鬟相看．况他是個絶風流人品袁家里頗過得袁素習又最厭惡
堂客袁今竟破價買你袁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袁何必憂悶浴
'他聽如此説袁方纔略解憂悶袁自爲從此得所．

果然一語成讖浴
渊正文完結冤
番外尾聲不是結局的結局噎噎
崇德六年八月廿九遥
歷時短短十二日的戰鬥袁清軍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袁斬殺明軍五萬三千七百八

十餘人袁獲馬七千四百四十四匹袁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件遥
崇德四年二月十四開始進逼松錦防線袁清軍試圖從這里突破山海關袁從而一路

進關袁直至北京遥
登高望遠袁他揹負着雙手袁頭盔上揷着的雕翎袁在陡峭的山風呼嘯袁飄搖飛舞遥盔

帽後垂着石靑色的絲綢護領尧護頸及護耳遥黃緞銅釘鐵葉甲筆挺的貼服在他身上袁襯
得那道高大背影越發桀驁不馴尧氣勢迫人遥

"皇上浴 "磁沉的嗓子袁好似落地的玉石般鏗鏘有力遥不用回首袁他已知身後來者
何人袁於是身形絲毫不動袁靜候下文遥

"皇上浴臣請回守盛京浴 "緩緩的袁黃傘下的背影終于轉了過來袁如冰削寒玉般的
深邃眼眸袁絲毫不帶半點熱氣的緊鎖在他身上遥

"松山雖取得大捷袁明軍援錦主力雖滅袁然噎噎松山未曾拿下袁錦州尧杏山同樣也
還在大明的掌握之中袁此三城一日不破袁松錦防線便一日未能瓦解遥 十四袁在這等關
鍵時刻袁你爲何反要提出回盛京钥 ""皇上袁大清兵力傾囊而出袁盡數壓在這松錦沿線袁
盛京空虛噎噎是故臣請調回守盛京遥 "四野空曠袁冷清清的聽不到半絲人氣兒袁過得
許久袁那威嚴冰冷的聲音終于鬆口院"也罷袁就依你遥你且和豪格一塊回去吧浴""是遥臣
領旨謝恩浴 "

崇德六年九月初二袁睿親王多爾袞與肅親王豪格分兵還守盛京遥
九月初八袁大清皇帝命鄭親王濟爾哈朗袁貝勒杜度尧阿巴泰等人全力圍攻錦州遥
九月十二袁東方漸白袁皇太極悠悠的踱出了王帳袁帳外空氣有些稀薄袁一輪金烏

正若隱若現的從地平線上裊裊升起袁遠處隆隆傳來的火炮聲袁一如旣往的給這看似
寧靜平和的清晨平添一份肅殺之氣遥

"看 --"修長的食指劃起一道優雅的弧線袁 筆直的指着山海關方向袁"等錦州一

破袁山海關指日可待遥悠然袁你等着袁不用多久袁我便能帶你去北京瞧紫禁城的風景浴 "

皇帝的話語説到一半袁啞然止住袁失聲輕笑袁"我眞傻呢袁忘了這次你可沒隨我一塊親
征遥 "他從懷里掏出一只綉花荷包袁湊到唇邊溫柔的親了親袁眼眉繾綣袁盈溢笑意遥
驀地袁身後響起一陣騷動袁沉靜在思念中的皇太極先還不曾去多加留意袁可那股

騷亂竟象是一道強勁的龍捲風般袁一路襲來遥

"你們干什么钥 "小靜返回來駡道院"哼袁你們給我好好跟緊了袁誰出
了錯袁稍後免不了重重處罰遥 "

"是遥 "宮女們細聲應道遥
"出什么事了嗎钥 "騎在馬上的男人慢慢折回來袁聽到責問的聲音袁

於是也問道遥
"薛大人袁沒什么事遥 "小靜微笑地回應遥
曹素素嚇得低頭袁又忍不住悄悄仰視折回來的男人遥誰知男人的炯

炯目光正火辣辣地射在她身上袁微蹙的劍眉略顯得英姿不凡遥他或許能
想起來袁他們有過一面之緣遥曹素素單純地想着袁可就在這時候袁前方停
住了遥 薛孤也不得不騎馬趕過去遥

***

妙勝寺到了遥 曹素素無心欣賞這里的巍峨袁 嗅到的檀香像變成曖
mei的香氣袁圍繞在她身邊袁久久不能離去遥曹蓉蓉對妹妹的心思瞭然於
心袁可是她知道自己怎么勸也沒用袁反而是徒升了逃跑的想法遥 這一次
出宮可謂是難得的機會啊浴

"阿彌陀佛遥 "寺廟內的大師們紛紛俯身請安遥
"阿彌陀佛遥 "弘德夫人恭敬地説道院"慈遠方丈袁多有打擾了遥 "

"夫人不必多慮袁妙勝寺能得以今日恢宏袁全都是多虧了夫人在皇
上面前美言啊遥 "慈遠方丈説道遥

"那都是我應該做的遥 "弘德夫人淡笑地説道院"當日如果不是在妙

勝寺里上香祈求袁我又怎么能這么快懷上龍子呢遥 "

"夫人萬安袁承蒙皇恩袁爲天下造福遥 "慈遠方丈領着弘德夫人和陸

令萱走進大殿之內遥
"女兒袁快快上香吧遥 "陸令萱扶着弘德夫人跪下遥
"嗯遥 "弘德夫人雙手合併袁神情凝重地盯着身前的金佛遥 心中念

道院"菩薩袁想我穆麗當日不過是小小宮婢袁如今榮華富貴袁應有盡有遥
可是菩薩袁您一定要保佑我順順利利地産下皇子曰保佑信女成功地取得
皇后之位曰保佑信女身邊的那些小人袁鬼怪全都遠離噎哼袁否則袁別怪我
他日拆了你這座妙勝寺噎"

曹蓉蓉拉着曹素素蹲在暗角里袁悄聲説道院"聽着袁等會兒你給我放
機靈些遥 "

"姐姐袁雖然這是在宮外袁可是妙勝寺里里外外戒備森嚴袁連一只蒼
蠅都根本飛不出去袁我們又豈能逃出去钥 "曹素素擔憂地勸道院"我看我

們還是算了吧袁免得又招惹小靜她們袁到時候噎"

"哎哎哎袁陸太太你眞怪上我了钥 "韓崢扯笑袁背靠椅背袁"陸總多

精明的人袁我能坑了他钥陸總不收購蘇氏的蘇康袁只是給我一個情面而
已遥 "秦予喬抬眸院"所以説幫忙幫忙袁幫上了禍袁惹禍上身了遥 "

"哎袁我不是説了陸總會沒事嗎钥 "韓崢開口遥
秦予喬院"那韓書記給我一個保證遥 "

"怎么保證袁如果陸總自己愛吃里面的飯袁我也沒辦法啊遥"韓崢笑

望着秦予喬袁就在這時袁他電話響起來袁他掏出手機看了眼袁直接拿起
手機接聽起來遥

"糖糖怎么給爸爸打電話了噎噎爸爸正在吃呢袁糖糖呢袁中飯吃什
么了钥 "

秦予喬抬頭看了眼眼前的男人袁她算是白來一趟了遥
"噎噎媽媽做了玉米餅啊袁好吃嗎钥 "韓崢換了一只手接電話袁"那

可一定要給爸爸留點袁媽媽呢袁讓媽媽接電話噎噎哦袁媽媽忙啊噎噎"

秦予喬輕咳出聲遥
韓崢繼續跟女兒打電話袁過了會開口院"皮皮也要

跟爸爸説話啊袁好啊袁那説吧噎噎"

秦予喬想起韓崢的三胞胎袁估計三個都説一遍袁估計還要一刻鍾袁
然後秦予喬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袁就在這時聽到韓崢説院"好袁那爸爸
有事先挂了袁皮皮跟爸爸親一個遥 "

"嗯哪袁 糖糖也親一個噎噎牛牛呢噎噎牛牛不跟爸爸親啊噎噎那
好吧袁爸爸回來親牛牛噎噎"

秦予喬突然覺得什么政法委副書記挺扯淡的袁 轉頭看了眼窗外袁
外面天氣並不好袁行走的路人打着傘遥

韓崢挂上電話對秦予喬説院"三個孩子眞是煩遥 "

秦予喬覺得韓崢口中的炫耀成分很重袁看向韓崢説院"韓書記福氣

眞好遥 "

"前世修來的吧遥 "韓崢笑納了秦予喬的恭維袁"蘇康的事袁的確是
我欠陸總的情袁陸總的事我一定會照顧照顧袁只是現在事情不是還沒
有定下來么袁説不準陸總自己有其他的想法呢钥 "

韓崢倒是提醒了秦予喬袁秦予喬也不是沒有想到陸景曜那樣的性
子會那么輕易進局里袁只是雖然這樣袁她還是會擔心袁所以她還是會來
找韓崢要保證遥

他兒子愛娶誰娶誰袁巴巴的在寧汐面前説這個袁分明是若有所指遥 明
眼人都能看的出袁一直是陸子言在單相思遥 可陸老爺這個態度袁倒像是寧
汐在糾纏着陸子言不放似的遥
他捧在手心里的寶貝閨女袁愛憐呵護還來不及遥 可現在卻被人家這么

嫌棄蹧踐袁簡直氣的他殺人的心都有了遥
若不是顧忌着對方的身份袁他剛纔就要變臉駡人了寧汐抿唇一笑袁柔

聲安慰道院"爹袁不管東家老爺是什么意思袁總之袁我一點都不在意遥 你也別
生氣了遥 爲這點小事氣壞身子眞的不値得遥 "

寧有方余怒未消袁 重重的哼了一聲院"眞以爲我閨女找不到好婆家了

嗎钥 以後非得找個比他兒子更好的 "

這氣話説的噎噎
第一百三十章別説喜歡我

寧汐撲哧一聲笑了院"爹袁 這有什么好賭氣的遥 別人説什么我們管不
着遥 過日子冷暖自知袁又不是過給別人看的遥 "

她倒是不想貶低自己袁不過袁想找個比陸子言更好的袁確實不太容易遥
前世的敎訓歷歷在目遥 口口聲聲愛她的男人袁到最後也沒有明媒正娶

的娶她過門遥論容貌論人品袁她都比容瑤強的多遥可邵晏卻搖擺不定袁到後
來更是要娶容瑤爲正妻遥 就算她苟且偷生袁 也最多只能做邵晏的小妾罷
了遥

説到底袁還是因爲家世吧
容瑤是名門千金袁背後有容府遥 邵晏是個有抱負有野心的男人袁卻因

爲沒有一個好出身袁只能做四皇子身邊的奴才袁心里自然是憋屈的遥所以袁
他不會放過那樣的好機會噎噎

重活一回之後袁她對男女情愛早已沒了期待和幻想遥更不會因爲那些
輕飄飄的話語有什么感覺遥

寧有方凝視着笑的坦然輕鬆的女兒袁 忽的長長的嘆了口氣院"汐兒袁
都是爹沒本事噎噎"

寧汐笑着接過話頭院"我爹是世上最好的爹袁我可不準任何人説他不
好遥 "

寧有方被逗樂了袁 之前的懊惱不快悄然退散袁 親昵的摸了摸寧汐的
頭院"算了袁不提這個了遥 你還小袁嫁人的事早着呢等過幾年袁爹一定給你
挑個好的遥 "

寧汐一點都不害臊的點頭遥
張展瑜一直默默的聽着袁 目光有意無意的落在寧汐神采飛颺的俏臉

上袁不知想到了什么袁唇角微微上揚遥
接下來袁又是一天的忙碌遥
寧有方在一天之內整整忙了十幾桌的宴席袁實在是疲累不堪遥雖然有

張展瑜幫忙袁也有些吃力遥 寧汐爲了替寧有方分擔一些袁也不再只是打下
手了袁除了冷盤和主食之外袁也做了些炒菜和燒菜遥

等客人散的差不多了袁幾位大廚便圍攏到了一起袁吃飯喝酒兼聊天休
息遥 不知怎么的袁話題就轉到了寧汐的身上遥

"寧大廚袁汐丫頭在百味樓的表現可眞是大大的露臉遥 "朱二喝了兩

杯酒袁話比平時多的多院"你有這樣的好閨女袁眞是讓人羨慕遥 "

隨
侯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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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黎燕珊(Eva)與唐麗球(波波)日前
相約到澳門遊玩。阿珊與波波今次到澳門首站即到餐
廳一嚐剛推出的秋冬大閘蟹餐，該餐廳在澳門獲得過
不少獎項，加上賣點是正
宗陽澄湖大閘蟹，所以也
一定要先往品嚐。阿珊更
愛吃黑菌菜遠炒帶子及鮑
汁鱆魚雞粒炒飯，波波則
最愛吃鮑魚蟹粉灌湯餃及
山葵煮大蝦。一向着重健
康的她們，大讚該餐廳大
廚在食物之內，更加入了
不少健康元素，實在食得
放心又健康。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吳文釗）張繼聰5日出
席活動，現場教市民玩啞
鈴健身並玩遊戲送禮物。
他笑言太太謝安琪最愛逛
家品店，曾試過在店外等
太太時，一直未見她離開
以為被擄，原來太太醉心
地挑選用品。張繼聰笑言
與謝安琪拍拖十年一直見

證家居用品的成長，現在到店內購物，太太負責買東
西，他就與兒子玩。笑問有否替太太買女性用品時，
他說：“真的未試過，她不會要求我去買，而且我都
不識。”提到今年不少圈中人都榮升做父母，張繼聰
坦言也有計劃再追多個小朋友，他說：“太太經常要
返內地工作，見面機會少，要夾一下時間，我們都有
計劃的，兒子多個弟弟或妹妹對他成長也是好事。”
阿聰笑言很羨慕陳豪三年抱三，他說：“之前返內地
工作見到陳浩民，我們都有交流下，我對自己有信
心，只是沒有時間。”阿聰笑言常借故拿得意的小朋
友相片給太太看，因他們都是喜歡小朋友，不過造人
計劃不會在今年內進行，因他要忙自己的演唱會，現
在要吃減肥餐去喚醒自己的肌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慶全）鍾嘉欣5日接受《娛樂
3兄弟》節目訪問，她透露之
前在橫店拍罷劇集後休息了
個半月，到過美加等地及幫
父母搬屋。未來會專注為新
唱片錄音，計劃在明年初推
出，其中會收錄近期主唱的
幾首電視劇主題曲及插曲，
而她有兩年沒出唱片，希望
今次有好作品報答歌迷。

嘉欣高興地表示之前逛
街，遇到一位九歲小男孩在
唱她的新歌《一夥不變的
心》，令她甜在心裡，她亦
知道不少朋友的孩子亦懂得
唱她這首歌，讓她感到也很
受小朋友的歡迎，而她過去
都有唱兒歌，感覺歌曲是無

分界限，最重要是大家都喜歡。
對於胡杏兒有傳年底在祠堂舉行

婚禮，嘉欣表示沒留意這消息，要是
真事會好開心。嘉欣傳與伍允龍分了
手，又可有新戀情出現？她笑指也在
物色好人選，心態是開放的，隨時準
備好迎接新戀情。至於擇偶條件，她
指像所有女生一樣想找一個孝順、善
良，可一生一世的男生，而她眼中最
性感的男生是懂尊重女性。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女星跨國賣淫風波繼續發酵，遭傳列在花名

冊首位的“L小姐”被影射的女星林志玲5日在台灣出席活動表示“生

氣了”，會繼續追討法律責任，並勸告媒體對子虛烏有的事不要再繼

續報道，因為這對被影射的女星是“很大的傷害”。

被 影 射 賣 淫 傷 害 大被 影 射 賣 淫 傷 害 大

林志玲林志玲追訴追訴
法律責任法律責任

被 影 射 賣 淫 傷 害 大

林志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憑唱《從不喜歡
孤單一個》成名的朱壽仁（朱主席）6日55歲生
日，5日提早舉行生日會，朱主席再高歌一曲《你
是如此難以忘記》，更向傳媒施展功夫，一時表演
無影手、一時又表演踢飛腿。朱主席透露會舉行國
際性賽事“超級迷你裙比賽”，參賽者不限年齡和
性別，希望參賽者能表達自我將世界目光吸引到香
港身上。問到有何生日願望時，朱主席希望香港經
濟穩步上揚，自己就身體健康。他透露27歲兒子剛
與女友成婚，早前已宴請百多位親戚朋友，並希望
能早點抱孫還他一個心願。

張繼聰嘆沒有時間造人

黎燕珊與唐麗球澳門嚐大閘蟹

鍾
嘉
欣
隨
時
迎
接
新
戀
情朱壽仁望抱孫

■黎燕珊與唐麗球遊澳
門。

■和昆凌齊出
席活動，對於失實
報道林志玲（右）
大表生氣。

中央社

■■張繼聰張繼聰

■■朱壽仁舉行生日會朱壽仁舉行生日會。。

■關之琳似乎
沒有受離婚一事
影響心情。

中央社

■林志玲表示會
繼續追訴法律責
任，勸告媒體對子虛
烏有的事不要再繼
續報道。

台灣女星林志玲、關之琳(之之)及昆凌5日在台灣出席商場剪綵活
動，媒體蜂擁而至。林志玲近日無辜捲入是非，當日受訪時表

示：“我生氣了”，並希望子虛烏有的事，媒體不要再繼續報道或
揣測，對被影射的人是“很大的傷害”。林志玲表示：“自己只跟
真正的朋友吃飯，絕對不可能參加飯局，認為無中生有、編造出來
的事都可以成為新聞，是不應該的，不可思議。人生道路很長，一
次失誤、想不清楚就會造成一輩子的污點，奉勸年輕美眉們要多為
自己的未來好好思考、經營自己。”

完全不認識爆料人
一向EQ高的林志玲5日透過律師發嚴正聲明，針對台灣《壹

週刊》報道戴君儀集團旗下賣淫女子名單，其中的“L小姐”有影射
成分。聲明中提到，林志玲近乎道德潔癖，不會涉及任何賣淫行
為。聲明中又警告切勿轉載足以毀損林志玲聲譽的有關事項，否則
將採取必要的法律行動。她強調完全不認識這些爆料的人，並會繼
續追訴這些法律責任。

關之琳將重事業
另外，同一場合現身的關之琳似乎沒有被離婚一事困擾，之之

當天受訪時表示，時代不同了，愛情雖重要，但事業也很重要，現
代女性什麼都要兼顧，戀愛是人生的經歷之一，目前的比重不同，
想做的事也不同。她表示自己未來20年要實現20個夢想，其中包括
出版自己研究的食譜書，讓職業婦女回家15分鐘就可以煮好，也會
更專注自己的baby（意指保養品事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娜）林嘉欣息影五年再登大銀幕，
出演導演林書宇以自身經驗寫成、
探討生離死別的《百日告別》。她
透露因割捨家庭時間去拍戲，所以
在片場變得較強硬，要求自己和別
人一齊做好。
林嘉欣在戲中飾演的心敏，因

連環車禍失去了未婚夫，而以導演
為原型的五月天石頭則扮演因連環
車禍失去妻子的育偉。二人在守喪
期百日內，以自己的方式去面對悲
痛。林嘉欣透露導演寫劇本時，一
早已打算由她主演，但因聽聞她專
心湊女，曾想過找別人演，可找不
到，才膽粗粗發電郵給她這個正
版。她直言：“收到導演的信，知
道是寫他自己的故事，覺得他很有
勇氣，在看到劇本前，已有一種使
命感，想同他一齊去完成這件
事。”
林嘉欣謂故事內容雖然沉重，

但很生活化，毫不煽情。因其角色

不能哭，拍攝時她一直壓抑自己、
強忍眼淚，稱比大哭更難。“我最
記得拍攝一場法事戲，看着佛像唸
經時，有一刻我很嬲，心裡面跟它
討價還價，導演一喊卡，我整個人
崩潰了，頭很暈，好像休克了，不
知道自己如何返回休息室。”她謂
對這情感很陌生，全因太入戲才體
會到，這亦是她喜歡表演的原因，
能開拓對人生的看法。
結婚產女後再復出，林嘉欣表

示學會了放下和包容，珍惜眼前
人，尤其是家人，因生命的脆弱是
大家不知道的。她直言：“在小孩
子面前，所有執着、固執都會無
晒。”但她強調自己沒有因此變得
較柔和，反而拍戲時變得較不客
氣，“我要割捨湊女的時間去拍
戲，不希望浪費這些時間，要求自
己之餘，亦要求身邊的人做得
好。”最後，她笑稱抗拒演媽媽，
因現實中已是媽媽，亦不想將自己
定型。

拍《百日告別》太入戲暈倒

林嘉欣婚後變強 嚴己律人

■■林嘉欣演出林嘉欣演出《《百日百日
告別告別》。》。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鍾嘉欣透露之前在橫店拍劇後休鍾嘉欣透露之前在橫店拍劇後休
息了個半月息了個半月。。


	1106FRI_C1_Print
	1106FRI_C2_Print
	1106FRI_C3_Print
	1106FRI_C4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