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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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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WEST
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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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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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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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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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聯禾物業管理聯禾物業管理
United Property Management
選屋選屋，，議價議價，，出租出租，，管理一條龍管理一條龍

具備德州政府核發執照，專業維修班底，讓您省時省心。
長短期租屋，商業大樓、辦公室、店面出租與管理

售:大型公寓，近Memorial區，120個單位，待售600萬。
售:糖城密蘇裏市，精華區超低價熟地待開發，4.5英畝起，附近有大型商場
售: Beltway 8北，機場附近，多處開發辦公樓，11英畝地待開發。
售:市中心新興區EaDo多筆土地待售，適合大型開發。附近新建獨立屋40萬起。
售:中國城敦煌廣場多筆商辦、店鋪待租$1750起，待售29萬9起。

糖城優質社區，舒適一層住
宅，兩千六百多尺，四房兩
車庫，主臥獨立衛浴、浴盆，
雙水槽，帶獨立後院，環境
優美，位置便利。

僅售$36.9萬
安全封閉式社區，近醫療中心
和市中心，位置極佳。 社區
維護良好，步行可達泳池，小
湖和會所。站在陽台您可眺望
湖景和這個美麗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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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遍縣美觀新上市，十年新4房3.5厠3車庫,近湖,
主卧樓下,花崗枱面，售38萬
•福遍縣新上市,近全新 2014, 三千呎, 4房3.5浴,
節能設計, 主臥樓下, 樓上特大遊戲間, 開放式厨房,
花崗岩枱面,樓下地磚. 僅售 27.9 萬

•Katy學區高級住宅,4房3.5浴3車庫,專家設計,空調,爐頭,抽油
煙機及屋頂剛換新, 購物及交通方便
售43.7萬
•近6號公路,重新裝修,3房2浴,一層樓, 全部磁磚,花崗岩枱面,
後院有孩童娛樂設施, 新上市, 售15.9萬
•另糖城有數套房即將上市

負責人 / 資深經紀
Josie LinJosie Lin

林承靜
832-618-5898

服務大休士頓地區~糖城、密蘇裏市、Riverstone、Telfair、Katy、Cinco Ranch、Memorial Area、
City of Bellaire、Galleria、Medical Center、West University、能源走廊、Downtown 城中區、
西南區、The Woodlands & Cypress 等區。

商業
投資

安馨
成家

旺舖
吉屋

聯禾地產聯禾地產聯禾地產
全 球 第 一 房 產 公 司 休 士 頓 中 國 城 旗 艦 店

UNITEDUNITED
您投資房地產的領航者Outstanding AgentsOutstanding AgentsOutstanding Agents

Outstanding ResultsOutstanding ResultsOutstanding Results

713713 630630--80008000

僅售99萬
糖城豪華獨特雙層住宅，14年
新建，三千七百多尺，5房3衛2
車庫，室內全面升級，主臥的窗
臺，壁爐，通用電氣配置設備，

帶給您舒適的體驗。

Clements高中學區房，全
新粉刷，隨時入住。大型客
廳和獨立廚房，視野良好，
可觀賞前院和綠地。近高

速，公共設施便利。

僅售$17.68萬

jlteam98@gmail.com

9889 Bellaire Blvd., #118, Houston,
TX 77036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713)630-8000 免費免費 市場分析，歡迎預約諮詢

www.united8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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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 Foronda
713-594-2171

Lulu Sun 孫
832-692-6665

Neal Hsu 許
713-538-3366

Christi Yao 何
832-866-3333

Josie Lin 林
832-618-5898

• 福遍Riverstone全新屋, 5房4.5浴, 從未住過,一樓
全部木地板厨房,浴室花崗岩枱面,高頂,採光好,院大.
租$3780• 城北Klien 學區, 3房2浴,木及磁磚地板,花崗枱面,
好區租 $1580• 城北Klien 學區，4房3浴，一樓全磁磚，花崗枱面，開放式厨房，

自動澆水系統，遊戲間。$1950•近醫療中心及城中心，有自動閘門，高頂三層樓帶陽台，一樓有臥
室可做辦公室，附設家具，3房3.5衛 $2900•糖城 59號旁，好學區，近高爾夫球場，全新裝潢開，放式有天窗的
廚房4房2衛 $2300

WarehouseWarehouse 醫療中心醫療中心 ClementsClements高中高中
僅售31.98萬 僅售$51.8萬

現收房租
Westheimer上，日本餐館，生意待賣。

糖城、Richmond房屋待售，現有簽約房客，
安心收租，增值保本。

團隊精通國、臺、粵、英、西、越南語

RiverstoneRiverstone RiverstoneRiverstone

生意買賣

施叔青休士頓文學暨新書發表講座即將登場

歌舞齊賀百歲壽 鶴語共話十年春
中國人活動中心籌備夕陽紅俱樂部十年大慶及長者慶生會

（本報訊）繼3年前蒞臨休城巡迴講座，施叔青女士即將在12月上
旬以其代表作品及全新小說再度回到休士頓!
施叔青女士自17歲發表第一部作品《壁虎》開始，在超過50年的文學
創作生涯著作不斷，是許多文學獎項的常客，其中包含榮登2008年國家
文藝獎文學類得主。

12月3日在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的第一場演講，施女士將以
「女性作家不能在大河小說中缺席」為題，以其代表作《香港三部曲》

及《臺灣三部曲》為主軸，站在女性觀點述說香港與臺灣歷史，探討大
時代背景下，香港及臺灣人民尋求身分認同的轉變過程。

第二場12月5日在佛光山中美寺的演講 「《度越》人間憂苦」，施
女士以多年學佛心得撰寫的全新佛學小說為主軸，融合中國佛教歷史與
現代社會架構，將帶領聽眾探索自我與重建自我定位。

以上兩場講座由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佛光山中美寺以及駐
休士頓辦事處臺灣書院共同承辦，竭誠歡迎所有民眾踴躍出席施叔青女
士兩場不同主題的文學講座。

活 動 詳 情 可 上 網 站 查 詢 ： https://chaocenter.rice.edu/events.aspx?
EventRecord=26833 及 http://www.houstonbuddhism.org/ch/wel-
come-chung-mei-buddhist-temple-houston-ch

講座資訊
第一場：12月3日(四)下午4時，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209

Mechanical Laboratory/6100 Main, Houston, TX 77005
第二場：12月5日(六)下午2時，佛光山中美寺，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光鹽社冬衣送暖 月初圓滿結束

（圖/文：丹陽）休
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定於
2015 年 12 月 12 日上午十
點起，在中心活動大廳舉
辦夕陽紅俱樂部十周年慶
祝活動及年度歌舞慶生會
。屆時將有約 200 位老人
歡聚一堂，一邊享用豐盛
的午餐，一邊載歌載舞，
共同慶賀夕陽紅十年光輝
歷史，並共度2015年集體
生日。老人們將有精彩的
才藝表演。吹拉彈唱、各
顯技藝；亦歌亦舞、其樂
融融。

中國人活動中心夕陽
紅俱樂部自2005年6月18
日成立以來已經走過了十
年的歷程。十年來，各項
活動都搞得生氣昂然，有
聲有色。俱樂部設有多個
功能小組具體地滿足老人
的不同需求，包括英文組
、麻將組、唱歌組、舞蹈
組、國標組、太極健身組
等等。中國人活動中心按
照專項管理條例，撥出寬
敞的活動場地，通過老人
委員會，和許許多多的義
工一道，具體地幫助俱樂
部更好地為老人服務。會

員中年齡最大的是體
壇百歲明星高如山，
已獲一百多枚美國和
國際的乒乓球與橋牌
獎牌。

中國人活動中心
執行長謝忠表示，中
心將一如既往，繼續
為老人和全社區熱忱
服務。休斯敦地區的
華裔長者老當益壯，
自立自強，夕陽紅俱
樂部的各項工作開展
得紅紅火火，有聲有色，
在華人社區和美國主流社
會都有較大的影響。他們
展示了對生活的熱情和活
力，不忘弘揚中華文化，
將人類文明的優秀傳統在
異域他鄉發揚光大。成為
休斯敦僑社的一道靚麗風
景，更是激勵晚輩們奮鬥
前進的表率和楷模。

古人雲，百善孝為先
。敬老愛老是中華民族的
傳統美德。老人們為社會
和家庭奉獻一生，不辭辛
勞。如今安享晚年，理應
得到後輩和全社會的尊重
和關照。中國人活動中心
每年的老人慶生活動，體

現了中華民族“老吾老以
及人老”的傳統美德。祝
願所有的老人松齡長歲，
鶴語春秋。我們一同努力
，使得敬老、愛老的優良
傳統在美南大地生根開花
。

中國人活動中心歡迎
並感謝僑社各界對夕陽紅
俱樂部的各種贊助。有意
贊助的朋友請聯系中國人
活 動 中 心 鐘 鈴 女 士
（713-677-7459）及辦公
室（713-772-1133）。各
位老人如計劃參加，請聯
系夕陽紅俱樂部主任林老
師（713-349-0065）。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謝忠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謝忠（（左一左一）、）、副執行長兼老人委員會主席梁楊燕副執行長兼老人委員會主席梁楊燕（（右右
二二）、）、老人委員會副主席鐘玲老人委員會副主席鐘玲（（左四左四）、）、夕陽紅俱樂部主任林老師夕陽紅俱樂部主任林老師（（左三左三）、）、
老人委員會前主席喬鳳祥老人委員會前主席喬鳳祥（（左二左二）、）、舞蹈老師聶莉敏舞蹈老師聶莉敏（（左五左五））及其他部分義工及其他部分義工
在精心籌備俱樂部十周年大慶和在精心籌備俱樂部十周年大慶和20152015年的慶生活動年的慶生活動。。

（本報訊）基督徒光鹽社在華人社區發起一年一
度冬令捐衣濟貧活動, 今年自11月初開始收集至11月
底結束。12 月 2 日整卡車衣物送給希望之星( Star of
Hope) 該機構位於休士頓醫學中心東側, 專門幫助休
士頓地區失業, 無家可歸的成人與孩童, 提供飲食, 衣
物, 醫療並訓練謀生技能。目前他們每天能幫助約一
千人左右。近來本市失業人口增加，需要更多衣物應
急。今年協助收集的有曉士頓中國教會, 西區中國教
會,凱蒂中國教會,明湖中國教會,西北華人浸信會, 北
區中國教會, 福遍中國教會, 仁愛華人浸信會等，以及
中國城附近金城銀行和光鹽社。除此之外也應本市
“他是我鄰舍”慈善組織要求幫助貧困西裔勞工。

光鹽社特此感謝本市僑胞共襄盛舉幫助有需要民
眾溫暖過冬並祝大家聖誕快樂。 希望之星與光鹽社員工在文化中心停車場收取衣物希望之星與光鹽社員工在文化中心停車場收取衣物

（本報記者秦鴻鈞）於去年中在中國城百
利大道【金城銀行】西側開業的【百利中醫皮
膚科】已於今年四月遷址至百利大道對面【國
泰銀行】樓上（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238
Houston Tx 77036）由楊曉娜中醫師主持。楊
醫師醫術精湛，學驗俱優，早在開業前已有十
餘年中醫皮膚科臨床經驗。過去一年來，在僑
界治癒皮膚患者無數，頗獲好評。

楊醫師對青春痘很有心得，她認為青春痘
與血熱，月經關係密切，應以中藥清熱，解暑
，涼血，調理內分泌為首要。她建議首先要注
意飲食，少吃油炸，甜，辣的食物，甜由於甘
膩，會生濕熱，而辣的食物會助長熱度，應多
休息，晚上不要熬夜（十一點前就寢），以免
影響內分泌，而工作壓力大對皮膚也不好。

楊醫師指出：大部分風濕，類風濕，紅斑
狼瘡，硬皮病，皮肌炎，乾燥綜合症，天皰瘡
及各種疑難皮膚病，皆因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統
有問題，西醫以激素治療，而中醫則以中藥與
針灸結合，調解基本免疫功能——即中醫內服
調理內分泌，再結合面針及中藥噴霧達到陰陽

平衡，經絡暢通，當然治療效果更持久穩定。
由於中藥從人體內部，作全面性的調理，

一些濕疹，小兒異位性皮膚炎，常會反反覆覆
，時好時壞。西醫採抗過敏，激素及免疫抑制
劑加以治療，楊醫師指出：這些抗過敏，免疫
抑制劑，對身體有影響。激素會引起血糖升高
，血壓升高，骨質疏鬆。 「免疫抑制劑」是一
種很老的抗腫瘤藥物，中國已90%不予使用。

談到常見的皮膚病如白癜風，牛皮癬，
也是與自身免疫系統有關。白癜風由於年齡大
，肝腎功能低下造成。牛皮癬則由於上呼吸道
感染。其他又如帶狀皰疹（又名蛇穿腰，蛇穿
瘡）中藥效果好，（因為局部力量大），以針
灸，火罐，吃藥治療，年輕人不用吃藥，即可
治癒。

楊醫師也提到我們常碰到的在嘴角生的這
種叫 「單純皰疹」，多發生於例假前，或感冒
，發燒時，病毒通常都隱藏在神經根部，待我
們免疫力低下時即發作。

楊曉娜中醫師，河北中醫學院五年本科
（1994-1999），湖北中醫藥大學臨床皮膚科碩

士（1999-2002），並師從中國著名皮膚科專
家徐宜厚教授，先後任職於武漢第一醫院皮
膚科及天津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從
事臨床工作十三年。來美後獲德州中醫醫師
執照（AC01513）及全美NCCAOM中醫師執
照。

楊曉娜醫師主治皮膚疾病，包括：痤瘡
、酒糟鼻、黃褐斑、兒童異位性皮炎、濕疹
、蕁麻疹、各種瘙癢症、皮膚變應性血管炎
帶狀皰疹及後遺神經痛，扁平疣，手足癬，
白癜風，脫髮…以及上述資深免疫性疾病，
如紅斑狼瘡，皮肌炎。

楊曉娜醫師尤其擅長 「冬病夏治」，即
根據中醫 「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理論，
利用夏季人體陽氣最旺之際，治療某些屬於
虛性，寒性的疾病，最大限度地以陽克寒，達
到標本兼治，預防保健的作用（如慢性支氣管
炎，哮喘，老年
畏寒症，風濕與類風濕關節炎，痛經及月經不
調，過敏性鼻炎，變異性咳嗽，脾胃虛寒，平
素易感冒等病症）。

「百利中醫皮膚科」的地址在 9440 Bellaire
Blvd, #238 Houston Tx 77036（國泰銀行樓上
） ， 電 話 （713） 541-0616， 手 機 ： （832）
340-8205, 門診時間為：週一至週六上午九時至
下午五時，週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楊曉娜中醫師主持【百利中醫皮膚科】
現在【國泰銀行】樓上為病人看診

圖為楊曉娜醫師攝於診所圖為楊曉娜醫師攝於診所（（中藥中藥
部部）（）（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韓國化粧品韓國化粧品Blooming CosmeticsBlooming Cosmetics重回敦煌廣場重回敦煌廣場
迎佳節現正舉辦化粧品禮盒大贈送迎佳節現正舉辦化粧品禮盒大贈送，，送完為止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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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新張慶祝新張 化妝品禮盒化妝品禮盒 大贈送大贈送 送完為止送完為止

新
開
張

（中國城第一家位敦煌廣場內）
COSMETICS
BLOOMINGBLOOMING

本店誠徵經理及銷售人員，請電洽或上門應徵

9889 Bellaire Blvd, #B 24E, Houston TX 77036 (832)834-0610

（本報記者秦鴻鈞）原在 「敦煌
廣 場 」開 幕 的 韓 國 化 粧 品 專 賣 店
「Blooming Cosmetics」自搬去 「越華

超巿」數週，現又搬回 「敦煌超巿」
原址。並迎接即將來臨的聖誕佳節，
舉辦化粧品禮盒大贈送，各式禮品、
送完為止，敬請把握良機。華人比越
南人更清楚韓國化粧品的長處與優
勢。

隨著 「韓劇」風行於世界各地，

那些肌膚似雪，有若絕世佳人的韓國
美女所用的化粧品，也隨之在世界各
地造成風潮。一家韓國化粧品專賣店
—— 「Blooming Cosmetics」於日前在
敦煌廣場西側開業，成為中國城第一
家韓國化粧品店，推出著名品牌，如
WHOO HUI 等多種品牌的韓國化粧
品，並推出慶祝新張，共有十四種不
同品牌風格的化粧品禮盒大贈送，凡
購滿 120 元以上至 350 元者，皆有贈

送 精 美 禮 盒
， 譬 如 該 店
的 WHOO 後
是 來 自 韓 國
的 韓 國 頂 級
宮 廷 護 膚 名
品 ， 是 屬 於
LG 的生活健
康 著 名 化 妝
品 牌 。 2003
年 “WHOO
後 ” 品 牌 於

韓國上市，源自宮廷的獨秘配方，讓
廣大的韓國女性為之瘋狂與傾心。

“WHOO 後”的品牌價值與理
念，就是對高品位、高格調之美的追
求。當歲 whoo 品牌 LOGO 月追溯到
時間隧道遙遠的彼方，對於身為絕世
佳人的皇後們來說，宮廷美容秘方
——拱辰丹，可謂是供奉給她們最為
珍貴的寶物，它造就了不施脂粉亦可
生輝的皇後們那高雅清麗的面容。經
過數百年、數千年的傳承，拱辰丹的
效果經歷了歲月的驗證，並經現代科
學的輔佐，而成為今世“WHOO 後
”品牌的核心成分。2006 年 9 月，
“WHOO 後”品牌在中國華麗登場
。目前，其在中國的形像專櫃已達數
十個，遍及中國最為出眾的時尚都市
。而此次傾情登陸休市，加之品牌新
代言人：韓國影視天後李英愛小姐的
完美詮釋，必將引領宮廷韓妝的新潮
流。

自 2003 年 品 牌 誕 生 至 今 ，

“WHOO 後”始終倡導
以現代科學為依據，融合
神 whoo 化妝品秘的宮廷
秘方與東方醫學為一體，
應用韓國 LG 化妝品研究
所的尖端科學技術，以及
大韓韓醫皮膚科學會古老
傳承，再現專為肌膚開發
的宮廷美容秘訣的神秘處
方，為亞洲女性帶來最適
合東方人肌膚的美容盛
宴。

“WHOO 後 ” 的 明
星產品還幼膏系列，就是以匠人的精
神為底，將最好的韓方成分以最佳的
方法調配精制而成的名品，令肌膚回
到10年前活力的高濃縮再生營養尚品
。選取自天然山參、天山雪蓮、鹿茸
、冬蟲夏草等名貴藥材和55種五行成
分，促進氣血精循環，保濕美白同時
增強血液循環，改善皺紋和彈性，讓
肌膚煥然一新，如若初生。

韓 國 化 粧 品 專 賣 店 Blooming
Cosmetics除推出各種化粧品，保養品
外，還有美髮用品，染髮劑，只要到
Blooming Cosmetics走一趟，包管您從
頭到腳，漂漂亮亮。氣質出眾。該店
地 址 ： 9889 Bellaire Blvd # B24 E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832-834-0610

（本報記者施雪妮）位於王朝商場內的駿
傑貸款和保險公司（Fast Easy Mortgage），門臉
不大，招牌也不是很顯眼，但生意紅火。尤其
是在房市一片大好的近幾年，駿傑貸款和保險

公司依靠自己的勤勞和
知識，熱情地為客戶提
供專業服務，幫助無數
人實現了購房的夢想，
同時也獲得了大家的讚
譽和認可，在同行中脫
穎而出。

安居樂業，這是中
國人常說的。所以房子
以及家對中國人來說，
是奔向小康的第一步。
但是房價永遠是收入的
很多倍，要想儘早擁有
自己住房，只能依靠貸
款了。這也是通過將房
子抵押給金融機構而獲
得在金融機構借款買房
的一種機會。如果買房
子貸款，就要找個資深

的貸款經紀人及誠實的貸款公司。駿傑貸款和
保險公司，代理多家銀行，他們根據你個人的
實際情況，幫助你申請到最低的利率。他們親
切的服務人員將為你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並且

保證幫你拿到全市最低的利率。負責人陳敏妮
及徐秀桃表示，很多人不能貸到款都是因為資
料不全，信用和收入都不夠。以她倆多年豐富
的經驗，會正確指導你提前做好準備，幫助你
節省金錢，申請到最好的利率！

房屋貸款有多種不同特性及特色，駿傑貸
款和保險公司能為您靈活地量身訂造最切合您
需要的房屋貸款。她們的貸款計劃，可以幫助
你申請到3%的低首期房屋貸款，淨值套現貸款
。還可以做不查收入， 不查銀行存款的貸款。
無信用，無收入，外國人貸款都可以一次辦得
到！可以為客戶提供銀行貸款保證信！貸不到
款，不收費用！

房屋作為私有不動產，花費了絕大數人的
精力、物力和財力，亦承載了不少家庭的夢想
。人們都說有家才有希望，而房子在其中充當
的就是載體的角色，為愛遮風擋雨。我們都希
望能夠生活的安心舒適，但意外總是無處不在
，為了賦予房子以保障，購買房屋保險是一個
好的保障手段。正如陳敏妮及徐秀桃介紹所說
，房地產雖然風險較少，但並不是毫無風險。
因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造成房屋毀損的可能性
隨時都存在。一旦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

那將會給房屋所有者帶來經濟損失甚至人員傷
亡。因此，為了盡量規避風險、減少經濟損失
，購買房地產保險就很有必要。

房屋保護無兒戲。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代
理多家保險公司，一切都是為了找到最適合您
的保險。她們會根據需要，篩選出滿足您特定
需求的保險，既保費低，而且承保範圍不會多
、不會少，恰到好處。

除了住宅和商業房產貸款和保險外，駿傑
貸款和保險公司還代理多家保險公司業務，精
辦汽車保險、商業保險、健康醫療保險和人壽
保險，IRA和年金等退休計劃。 。精通國、英
、粵語。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正在發展和擴充
業務，歡迎有意在夲行發展的人仕加盟，並提
供如何考取貸款及保險牌照資料。

有關貸款和保險事項，歡迎致電陳敏妮：
832-677-3188 minnie.fasteasy@hotmail.com 或徐
秀 桃 ： 832-535-8860 yvonnestchee@gmail.com
或親臨公司,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 TX 77036. 在王朝廣場內，永華酒家
對面。

（本報記者施雪妮）服務
於 本 地 多 年 的 康 明 藥 房
(BRIGHTMED PHARMACY)
是一家專為老人和殘障人服務
的`綜合服務公司。除了提供常
用的醫療器材外，康明藥房接
收1,000餘家保險公司的保險計
劃，包括聯邦政府推行的所有
藥品計劃。醫療器材和藥房都
有專業工作經驗的工程師和藥
劑師負責，提供相關諮詢。多
年為華人社區服務經驗，使康
明藥房的服務品質逐年提高，

送藥上門，為患者著想，替病
人分憂解難，免費諮詢等等成
為康明藥房的特色服務，深受
顧客的好評和信任。

針對聯邦政府推行的藥品
計劃（MEDICARE PARTY）,
康明藥房提供三項特色服務。

第一：幫助有聯邦政府醫
療保險（MEDICARE）的老人
選擇適合他們的藥品計劃。由
於每一個保險公司有不同的藥
品計劃，而每一種藥品計劃所
包含的處方藥又不盡相同，老

人們對選擇藥品計劃感到吃力
。康明藥房有專業人員幫助老
人們選擇合適的藥品計劃，保
證各位老人可以拿到常服用的
處方藥；第二，對於既有聯邦
政府醫療保險，又有低收入保
險的老人，康明藥房的工作人
員會幫助老人們選擇合適的
LOW CO-PAY 藥品計劃，最
大限度地為他們節省藥品的開
銷。第三，提供送藥上門服務
。無論距離遠近，康明藥房提
供送藥上門服務。這項服務不

僅方便了老人，老人的子女也
會受益，子女不必專門到藥房
去幫父母取藥。老人坐在家裡
就可得到專藥服務。

康 明 藥 房 的 地 址 ： 9630
Clarewood Dr. A14 Houston TX
77036(康樂活動中心，週藝醫師
診所同棟)。有關老年人任何醫
療用品之事，請洽詢康明藥房
。電話：713-772-7700，免費
電話：1-877-274-4489(通中、
粵、越、閩、英)。

房貸、各類保險，找駿傑！

康明藥房位於康明藥房位於96309630 Clarewood Dr. AClarewood Dr. A1414 HoustonHouston
TXTX 7703677036((康樂活動中心康樂活動中心，，週藝醫師診所同棟週藝醫師診所同棟))。。

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經紀人陳敏妮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經紀人陳敏妮Minnie ChenMinnie Chen
（（右右），），經紀人徐秀桃經紀人徐秀桃Yvonne CheeYvonne Chee（（左左）。）。

康明藥房：特色服務 惠顧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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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

圖為此募款圖為此募款
餐會的主辦人餐會的主辦人，，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公公
關 經 理 周 明 潔關 經 理 周 明 潔
（（左左））與與 ChrisChris
Brown(Brown( 右右））合影合影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吳文龍董事吳文龍董事
長在募款餐會上致詞長在募款餐會上致詞 （（左起左起））王妍霞王妍霞，，ChrisChris

BrownBrown 及其家人及其家人，，及吳文龍董及吳文龍董
事長女兒事長女兒Janae TsaiJanae Tsai 夫婦在募夫婦在募
款會上人在婚宴上款會上人在婚宴上

募款餐會現場募款餐會現場

休士頓診所正門大廳休士頓診所正門大廳

恆豐銀行支持克里斯恆豐銀行支持克里斯··布朗競選休士頓財務長募款餐會布朗競選休士頓財務長募款餐會

吳文龍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長 ((右右 44））及其家人及其家人（（右一至右三右一至右三））與與 ChrisChris
BrownBrown（（左左44），），其父其父Peter BrownPeter Brown（（左三左三））及家人在會上合影及家人在會上合影

吳文龍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長 ((右右））與休市財務長候選人與休市財務長候選人ChrisChris
BrownBrown（（左左））在募款會上在募款會上

Chris BrownChris Brown 的 父 親的 父 親 PeterPeter
BrownBrown （（前坐者前坐者））特別趕來現場關特別趕來現場關
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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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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
通
華
、
台
、
英
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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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絲炸彈》定檔愚人節 主創分享青春荒誕事
《蜜絲炸彈》定檔愚人節 引燃

“億元紅包巨彈” ，由浙江盛天文

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北京天潤傳

媒有限公司出品、星美文化集團

（HK2366）旗下星美影業有限公司

聯合投資的情感奇幻喜劇電影《蜜絲

炸彈》在北京舉辦了定檔發布會，

宣布電影將於 2016年 4月 1日愚人

節全國上映。在發布會上，導演林子

及海洋、張小覺、王歌、馮凱、潘釔

安、張亞飛等壹眾小鮮肉主演悉數出

席，為大家展示了何謂青春的“節奏

瘋狂”“腦洞戳穿”，吳磊、關喆、

杜曉宇隔空奉上祝福，現場氣氛十分

熱烈高潮叠起。

電影《蜜絲炸彈》講述了壹個充

滿歡樂又略有“脫線”的青春故事，

其中不乏穿越及時尚元素。呆萌富二

代、禦姐白領、暴力女漢子、超級賤

男、裝B青年逐壹登場，在蜜絲別墅

裏上演了壹出“時空交疊”、“拯救

愛情大作戰”的瘋狂喜劇。五個本來

毫無聯系的年輕人在神秘力量的操縱

下玩兒起偵查與反偵查的花樣戲碼，

潛伏和竊聽更是不在話下，三女兩男

親密過招，讓人心跳加速，看哪方棋

高壹招。

在電影定檔發布會現場，主創

紛紛介紹自己在劇中的角色並分享

了自己的青春奇葩事，壹時腦洞大

開，鮮猛元素接連爆料。“穿越”

而來的主演海洋舞起雙截棍，曾經

在韓國完成學業的亞飛現場壹段熱

舞將現場氣氛再度加溫，

隨後片方公布了兩分鐘的

片花。片花中的人物造型

大膽前衛、節奏緊湊，對

白包袱不斷，讓臺下嘉賓

笑到“肌無力”。

電影《蜜絲炸彈》在創

作之初，便確立了“全民參與的

娛樂項目集群、遊戲化的劇情養

成架構”這壹主體思路，使得影片

本身具有強烈的四次元喜劇風格，

完美契合互聯網思維，打造符合當

下主流觀眾觀影需求的電影。導演

林子表示，做電影不能孤芳自賞，

尤其是互聯網思維活躍的當下，要

創作讓觀眾有參與感、代入感的作

品，打造壹個貨真價實的“粉絲狂

歡節”，選擇明年4月 1日，也是

因為愚人節的節日氣氛與影片調性

非常吻合，希望觀眾走進影院共狂

歡。

發布會上片方還公布了《蜜絲

炸彈》的營銷重頭戲——蜜絲億元

搶紅包活動。據悉，此活動將以線

上“闖關”贏紅包、線下“搜索”

得紅包的形式為“拆彈專家”分享

巨額紅包。億元紅包引爆，真金白

銀送到！活動將從12月1日開啟直

至4月1日電影上映，具體活動詳情

密切管制電影官方微博（電影蜜絲

炸彈）及公眾號（moviemissbomb）。

電影主創也將以神秘形式參與其

中，此活動旨在讓每壹個關註《蜜

絲炸彈》的人都有機會參與到電影

狂歡中。

《沙漏》主演征集活動啟動
饒雪漫作品再用新人

日前，電影《沙漏》片方召開電影發布

會，正式確認電影《沙漏》項目全面啟動，

並且公布電影將由原著作者饒雪漫出任編

劇，鐘漢良首度轉型擔任導演，國民偶像韓

寒出任電影監制。近日，片方及鐘漢良、韓

寒、饒雪漫三人再度發布“尋找莫醒醒”主

演征集海報，電影選角活動正式啟動。

12月 1日，電影《沙漏》片方發布了

“尋找莫醒醒“主演征集海報，標誌著電影

正式進入選角環節當中。天空藍的底色加上

下方鍵盤造型的圖案，讓本次發布出的主演

征集海報盡顯青春氣息，加上海報上突顯出

的由“鐘漢良導演、韓寒監制、饒雪漫編

劇”組成的的最強青春電影制作陣容信息，

讓本次發布的活動海報尤為搶眼。

與饒雪漫的上部改編電影作品《左耳》

相同，《沙漏》也是饒雪漫青春系列小說的

代表作品，而改編電影後，

其中的角色也將與電影《左

耳》相同，大膽啟用年輕演

員。雖然活動海報主題是

“尋找莫醒醒”但其中的大

部分角色都將從新人當中挑

選。在電影《左耳》當中，

陳都靈、歐豪、楊洋等人在

電影中貢獻了出色的演技，

尤其是主演陳都靈更在電影

上映之後壹炮而紅。有了

《左耳》的成功經驗，相信

本次《沙漏》選角活動將會

更加引人註目。

早在11月25日《沙漏》

舉行的首場發布會上，導演

鐘漢良、監制韓寒及編劇饒

雪漫就在臺上描述了主角

“莫醒醒”在各自心中的形

象。而本次正式發布角色征

集海報後，主角莫醒醒及各

個角色花落誰家，就更讓所

有原著書迷翹首以盼。鮮少

發布微博的鐘漢良也選擇在

11月30日這天曬出了自己的生日願望，擔任

導演職務的他將生日願望化作對自己首次轉

型的美好期許，“期許今天開始的自己,第

壹次在電影行業擔任導演職務，多許些願

望，希望腦子好用壹點，思緒清醒壹點,放空

減少壹點”同時配以“尋找莫醒醒”主演征

集海報和自己的壹張自拍，看來對自己首次

轉型信心十足。而此次擔任《沙漏》監制的

韓寒，也在“韓塞的馬達加斯加”以及

“亭林鎮工作室”的微博發布推送後，再發

微博：“十幾年前，還在江蘇《少年文藝》

做編輯的饒雪漫發表了我第壹篇小說，十幾

年後的現在，由鐘漢良導演，我監制，雪漫

姐編劇的電影《沙漏》準備開拍了。現在尋

人啟事。”期待主演“莫醒醒”的出現。

電影《沙漏》“尋找莫醒醒”選角活動

目前已正式啟動，有關角色推薦的詳細信息

以在活動海報上明確標識，希望對《沙漏》

壹直關註的粉絲們，把妳們心目中最好的

“莫醒醒”推薦出來。

由鄧超、俞白眉再度聯手執導，鄧超和孫儷

主演的爆笑喜劇電影《惡棍天使》在北航羽毛球

館舉行了又壹場出人意料的發布會。繼上次的秋

褲“枕頭大戰”後，鄧超此次“祭出”廣場舞大

殺器，將發布會變成了壹場“大中華區廣場舞代

言人簽約儀式”。在四百名大媽的熱舞助威下，

鄧超和孫儷展開舞技激烈比拼，只為奪得大中華

區廣場舞代言人的榮譽稱號。鬥舞全程均由光線

傳媒旗下的先看網絡院線同步直播，無數粉絲在

線圍觀了這壹場面。

爆笑喜劇《惡棍天使》自宣傳啟動之初，就將

影片主旨定為“發展喜劇運動，增強全民歡樂”，

而鄧超則用“繩命”將這句話貫徹到底。鄧超這次

連全中國最厲害的廣場舞大媽們都帶出了場，發起

了壹場別開生面的“代言人簽約儀式”，誓要與舞

蹈專業出身的娘娘孫儷壹爭高下。

在先看網絡院線直播頁面可以看到，發布會壹

開始，代言人競選者鄧超和孫儷與各自的後援團俞

白眉和代樂樂壹同入場。緊接著四百余名大媽身穿

整齊“戰衣”，以雙人合舞的“水兵舞”和創下過

世界紀錄的“小蘋果”開場，拉開了整場發布會的

序幕。兩方廣場舞隊伍鬥舞不亦樂乎，震撼的場面

風光壹時無二。大媽舞罷好戲正式開始，鄧超和孫

儷分別從爵士舞、印度舞、民族舞、驚鴻舞，到土

著舞、四小天鵝、啦啦操、二人轉操起道具就開

舞，倆人使出渾身解數，誓要奪下代言人。然而

幾場比拼下來，雖然娘娘孫儷自幼學習舞蹈，身段

自不必說，但怎奈何鄧超如“瘋魔”般起舞，全場

唯壹身著豹紋運動衣的他靈活切換多種舞姿，幾乎

讓孫儷當場笑倒，完全無法“好好跳舞”，最終被

鄧超搶去“舞王”稱號。鄧超的癲狂表演也引發觀

看先看直播的網友吐槽“鄧超瘋了”、“娘娘已經

笑的直不起腰啦”連連彈幕評論。

最終靠求合影等招數險勝孫儷的鄧超，成為大

中華區惡棍天使廣場舞形象代言人，而孫儷則成為

大中華區惡棍天使廣場舞總教頭。最後，鄧超和孫

儷還展開現場教學，在《惡棍天使》推廣曲《娘娘

我錯了》的活潑節奏下，與400余位大媽熱情共

舞，舞到興起將娘娘攔腰“公主抱”，現場氣氛

頓時嗨到爆棚。

關於為何選擇廣場舞這種形式，導演俞白眉現

場透露，廣場舞其實涉及《惡棍天使》中鄧超和孫

儷飾演角色“定情”的關鍵情節。整部電影裏唯壹

的壹場愛情戲，就是鄧超和孫儷站在世界最高的

舞臺上大跳廣場舞，場面相當精彩。鄧超也認

真表示，廣場舞的精神正符合《惡棍天使》傳

達的喜劇精神和核心宗旨——發展喜劇運動，增

強全民歡樂。所以，這次《惡棍天使》就通過發

布會的形式，讓這部“全民喜劇”與廣場舞永遠

的主角“中國大媽”，發生了壹次親密接觸。從

先看直播直擊發布會現場，熱情的大媽代表就向

鄧超提出的擁抱和親吻的請求，俞白眉趁勢慫

恿：“妳們今天想對鄧超做什麽，我都不會攔

著！”鄧超則尷尬地表示“太太在場，還是不要

了吧”。然而還是被大媽抱住親密合影，引發線

上線下壹陣尖叫。

從穿著秋褲的枕頭大戰到廣場舞，《惡棍天

使》始終以讓觀眾放松、歡樂為出發點，“發展

戲劇運動，增強全民歡樂“不僅僅只是壹個口號，

也是鄧超打造強烈個人風格喜劇路線的終極目標。

12月24日平安夜，《惡棍天使》將正式登陸全國

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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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

北京市新聞出版廣電局組織、

策劃，北京電視藝術中心有限

公司出品、承制，北京星美影

視發行有限公司發行，愛情片

《北京時間》在京舉辦首映禮，

導演安戰軍攜主演馬元、陳喬

恩、娜仁花、周秀娜等悉數亮

相，為影片宣傳造勢。首映禮

中，馬元和陳喬恩以劇中人物

的身份上演了感人求婚壹幕，

更手拿“結婚證”拍下甜蜜合

影，將幸福瞬間定格。據悉，

該片將於12月11日登陸全國

院線。

首映禮現場，導演安戰

軍壹上臺就透露，《北京時

間》與他之前拍攝的主旋律

電影有很大差別。本片講述

了馬元飾演的時長工與陳喬

恩飾演的薛雅蘭，雖然相知

相愛，卻未能相守壹生跨越

50年的尋愛故事。為彌補在

片中未能在壹起的遺憾，馬

元十分應景的向陳喬恩以劇

中人物時長工的身份“求

婚”，兩人手持結婚證合影，

將幸福的壹刻定格在瞬間。

主持人也趁機向陳喬恩

詢問現在的感情狀態，陳喬

恩稱：自己特別羨慕電影中

的薛雅蘭有質感的壹生，希

望能像女主角壹樣，有壹個

人能為自己默默守護和等待

並終成眷屬。

電影《北京時間》中，時

長工和薛雅蘭是在建築工地上相

識相愛的，兩人的定情信物是

壹摞書，刨子也作為重要因素

穿插在男女主角的愛情故事中。

為了重現影片中的工作氛圍，五

位主創秒變木匠，直接在現場的

桌子上比起了刨木花，量工線等

姿勢，這樣別出心裁的舉動引來

了臺下眾多粉絲的尖叫。

在最後的合影環節，幾位

在片場接下深厚友誼的主創也

打破了常規。首先是陳喬恩、

馬元在現場拿起自拍桿大秀

“恩愛五連拍”，二人剪刀手、

嘟嘟嘴齊上陣，搞怪、賣萌

的表情讓人忍俊不禁。然後，

馬元又邀請主創和其他領導壹

同上臺自拍，並與到場自媒體

人互動抽獎，將全場氣氛推向

了高潮。

據悉，這部以人民大會

堂建設為北京的愛情電影

《北京時間》將定於12月11

日全國院線上映。

《惡棍天使》廣場舞大戰 鄧超孫儷鬥舞爭代言儷鬥舞爭代言

四百余名大媽齊舞場面震撼
鄧超“野路子”壓過“專業”孫儷

鄧超孫儷戲中定情廣場舞
俞白眉放縱大媽：做什麽都行

主演征集海報發布
尋找“莫醒醒“正式啟動

鐘漢良生日發布活動海報
韓寒微博喊話尋人啟事

馬元向陳喬恩“表白”
兩人手持“結婚證”公布喜訊 主創秒變木匠

大玩自拍嗨翻全場

奇葩故事爆笑駕到
主創分享青春荒誕事

引燃“蜜絲億元巨彈”
愚人節與觀眾共狂歡

盘发时一定要将发束向内侧旋转，用发卡固定

好之后再把形状僵硬的发卷辫子拉出些许碎

发，使整体发型不会太死板，更加自然。

用发髻的宽度增加与脸部的整体厚度，让后脑勺部位体现出膨胀感，这样的发型绝对能 360度的

达到视觉上小颜的效果。

将头顶的头发垫高以后可以在视觉上拉长脸部，

缓解饼脸的尴尬。

NG光秃秃的表面

这种一丝不苟的发型是饼脸MM的天敌，千万

不要将头发梳的太干净。

責任編輯：XX

饼脸也不怕 牢记 3点照梳丸子头
（时尚网）丸子头也能大气成熟：

1、先将头发前后分开，将脑后的头发扎成一个马尾。

2、再将前面的头发向脑袋内侧旋转，用发卡固定好。

3、最后将前后两个部分的头发合二为一，盘成丸子头。一定要将丸子头拽出足量的碎发。

 2008512141744228_2.jpg
 not exist!

女星百变清爽短发

責任編輯：XX

嬛孙俪凭借《甄 传》一跃成为话题尖上的明星，回首她

演过的电视剧、电影，有不少制作精良的大片，可却没有为

她的知名度提升带来太多帮助。仔细研究便不难发现，孙俪

过去总是保持着波澜不惊的长发造型，对本就不属于长相

非常惊艳的她来说，看起来非常土气，完全没有时尚气质。

清爽的男孩运动头原本是许多女生在学生时代的噩

梦，一个剪不好便很容易被小伙伴们嘲笑为“假小子”。没想

到孙俪的改版一下把这个传统发型一下子变得灵动活泼起

来！头顶打松，平衡了脸型比例，斜切的刘海，突出了幼圆的

大眼，令孙俪的个性特点突显无疑。

孙俪产后复出的第一部很接地气的时尚剧《辣妈正

传》，顶着一头泡面短发，搭配夸张配饰，令整个人物从头到

脚都散发出喜感特质。虽说这款短发一亮相便受到不少争

议，但也正因这超高的话题关注度决定了孙俪今年要继续

走红。

时尚 ICON———郭采洁

早年在郭采洁的作品《无敌珊宝妹》或者专辑《隐形超

人》中，有不少长发飘飘、清纯的造型，虽然算是甜美，却毫

无辨识度可言。

自从剪了一头清爽的短发后，五官瞬间就明朗了很多，

让她看起来俏丽活泼，十分惹人爱。在与房祖名合作的巧克

力广告中，一袭甜美短发的她让人印象深刻，使得许多原本

不关注娱乐圈的人也不禁打听“这个女孩子是谁”。而之后

她在电影《小时代》中的顾里的造型，更是寻求大胆突破，烟

熏红唇、干练短发，高贵冷艳成功地挑战了观众以往对她乖

乖女形象的认知，不仅令她的知名度大幅提升，更一跃成为

新一季的时尚 ICON。

邻家“美男”———朴信惠

还记得《天国的阶梯》里那个韩静书吗？当年的小童星，

凭借一头柔美的长发，一副邻家妹妹的模样，和总是泪光闪

闪的眼睛，不知骗走了多少韩迷的眼泪。

相比长大后的朴信惠，剪了一头中性短发，出演《原来

是美男啊》中的美男，帅气的短发造型吸引了多少女性为之

模仿，难怪朴信惠越发大红大紫。

潮流 Leader———尹恩惠

看过《宫》的朋友一定会深深记住尹恩惠饰演的太子妃

这个角色，刚出演电视剧，青涩的装扮，一头长秀发，时不时

用只笔随意地把它盘在后脑勺，清新可人的造型得到了许

多观众的喜爱。

而让尹恩惠真正受到时尚圈关注的，则当属她在出演

《咖啡王子一号店》时，突破性地尝试了一个十分帅气的蓬

松短发，一股大男孩的气息呼之欲出。该剧热播之时，甚至

有不少女生拿着她的剧照到理发店指定要剪一个和她一模

一样的发型，尹恩惠的潮流影响力可见一斑。

尹恩惠果然是百变时尚女王，在另一部《拜托小姐》中

一改甜美形象，走轻熟女的路线，染了一头抢眼的红色短

发，显出个性，很是帅气。

短发的朴信惠显然更加具有可塑性，而斜刘海短发富

含自然随意清新感，好似邻家少女般甜美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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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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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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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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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NETTRAVELNET FAX: (713)774-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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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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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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書一事袁 必須有一二知己
爲伴袁時常大家討論袁才能進益遥 "

寶玉不待説完袁 便答道院"正是呢袁
我們卻有個家塾袁 合族中有不能延
師的袁便可入塾讀書袁子弟們中亦有
親戚在內可以附讀．我因業師上年

回家去了袁也現荒廢着呢．家父之
意袁亦欲暫送我去溫習舊書袁待明年
業師上來袁再各自在家里讀．家祖
母因説院一則家學里之子弟太多袁生
恐大家淘氣袁反不好袁二則也因我病
了幾天袁遂暫且躭擱着．如此説來袁
尊翁如今也爲此事懸心． 今日回

去袁何不稟明袁就往我們敝塾中來袁
我亦相伴袁彼此有益袁豈不是好事钥 "

秦鍾笑道院" 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

師一事袁也曾提起這里的義學倒好袁
原要來和這里的親翁商議引薦．因

這里又事忙袁不便爲這點小事來聒絮的．寶叔果然度小侄或可
磨墨滌硯袁何不速速的作成袁又彼此不致荒廢袁又可以常相談聚袁
又可以慰父母之心袁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袁豈不是美事钥 "寶玉道院

"放心袁放心．咱們回來吿訴你姐夫姐姐和璉二嫂子．你今日
回家就稟明令尊袁我回去再稟明祖母袁再無不速成之理遥 "二人

計議一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候袁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
算帳時袁卻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袁言定後日吃這東
道．一面就叫送飯．

吃畢晩飯袁因天黑了袁尤氏説院"先派兩個小子送了這秦相

公家去遥 "媳婦們傳出去半日袁秦鍾吿辭起身．尤氏問院"派了誰

送去钥 "媳婦們回説院"外頭派了焦大袁誰知焦大醉了袁又駡呢遥 "

尤氏秦氏都説道院"偏又派他作什么浴 放着．這些小子們袁那一
個派不得钥 偏要惹他去遥 "鳳姐道院"我成日家説你太軟弱了袁縱
的家里人這樣還了得了遥 "尤氏嘆道院"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钥連
老爺都不理他的袁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只因他從小兒跟着太
爺們出過三四回兵袁從死人堆里把太爺背了出來袁得了命袁自己
挨着餓袁卻偷了東西來給主子吃袁兩日沒得水袁得了半碗水給主
子喝袁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袁有祖宗時都另眼
相待袁如今誰肯難爲他去．他自己又老了袁又不顧體面袁一味吃
酒袁吃醉了袁無人不駡．我常説給管事的袁不要派他差事袁全當一
個死的就完了． 今兒又派了他遥 "鳳姐道院"我何曾不知這焦

大．倒是你們沒主意袁有這樣的袁何不打發他遠遠的莊子上去就
完了遥 "説着袁因問院"我們的車可齊備了钥 "地下衆人都應道院"伺

候齊了遥 "

雖然林一很想很想馬上就吃到熱騰騰的食物袁但是還是很懂規矩的先讓公子動
手遥
少年瞅了瞅林一袁恭恭敬敬的垂首斂目袁想了想便執筷夾了一點菜細細的咀嚼遥
林一這才動手給自己盛了一碗熱湯袁無聲的喝着遥
"都餓了那么久了袁還是先吃點肉食墊墊肚子吧袁喝那湯有什么好的浴"小四言語

中滿是關切遥
"這位小哥有所不知袁正是因爲小的餓的時間太長了袁所以才不能一開始就吃這

么油膩的東西袁先喝碗湯暖暖腸胃才不會生病浴 "林一淡然一笑袁一邊解釋一邊給自
己碗里盛了半碗熱湯遥

"有這么一説么钥我只知道餓的久了就要多吃點有營養的東西袁好好補補浴"小四

歪着頭滿臉不解遥
少年見林一那一笑袁原本蒼白瘦弱的小臉上卻閃過一絲光華袁驀然間有片刻的

失神遥 '虛不受補 '這種説法他是聽説過的袁似乎是説在用藥上袁卻不知道食物上也有
這種講究袁不過看林一慢條斯理的喝完一碗熱湯袁卻並不急于吃肉食袁反而先撿了靑
菜豆腐之類的袁心里對林一的説法也信服了幾分遥 自己也執了竹筷繼續吃起菜來遥

少年一邊進食一邊不停打量林一袁林一的吃相很是斯文袁夾食物的時候都只夾
盤碟面向自己的一方袁食物含在嘴里慢慢細細的咀嚼細碎了之後才呑咽袁看那樣子
根本不像是乞丐袁風華卻宛如官家閨秀遥
其實他那里知道袁這不過是林一這個二十一世紀美食控的進食習慣而已遥 好東

西要細嚼慢嚥袁才能品嚐出其中滋味袁况且自己餓了這么多天袁若是囫圇呑棗的話袁
身體絶對會吃不消的遥想自己那清湯寡水的腸胃袁突然來幾大鉢的大油大膩袁不生病
才怪呢浴

只吃了些素菜袁吃了一只鷄翅膀袁腹中不過吃了五分飽袁不過林一卻住了筷子袁
又喝了碗熱湯袁就閉上嘴垂首安安靜靜的坐在座位上遥

小四吃的滿嘴流油袁突然見林一停了下來袁嘴里含着食物頗爲不解的説道院"咦浴
你怎么才吃這么一點兒钥 "

少年優雅的咀嚼着食物袁並不説話袁這是貴族的規矩禮儀 '食不言袁寢不語 '袁不
過對林一也很好奇遥

"五分飽足矣浴 "林一抬眸袁唇角一彎袁淡淡的笑道遥
"你才吃五分飽钥我都沒見你吃什么肉袁你身體吃的消嗎钥"小四看林一那孱弱的

小身板很是擔憂袁眉頭下意識的皺緊了些遥

"奴婢叩見太后袁太后千歲千歲千千歲遥 "

"奴婢叩見陸郡君袁董夫人袁胡昭儀噎"

個個聲音都是嬌音婉婉袁聽得心情舒暢遥
胡太后指着其中最美的女子説道院"你叫什么钥 "

"奴婢馮佑憐遥 "馮佑憐微笑地回道遥
"馮佑憐钥 "

"回太后的話袁馮佑憐是內司院的宮婢遥 "宋中使補充着説道遥
"是你宋中使調敎出來的宮女袁哀家自然是放心了遥 "説着袁胡太后

又瞥了一眼身邊的陸郡君遥 陸郡君尷尬地笑道院"好一個標致的宮女袁
看來宋中使與董夫人下了不少功夫啊遥 "

"其實袁臣妾也只是見過馮佑憐一面袁這么出衆的宮女眞是很難不
讓人記住啊遥 "董夫人笑着説道遥

"恩遥 "胡太后滿意地説道院"過來袁讓哀家好好瞧瞧袁哀家天天對着
這些胭脂俗粉袁看得都膩了遥 "

"是遥 "馮佑憐慢慢走過去袁跪在胡太后身下袁仰着頭溫和地注視着
胡太后遥 這個女子不像是一般宮婢袁她的美有些令人窒息袁她的艷卻帶
有嬌柔袁眼神里的熱情令人留戀往返遥她是什么人钥狐女钥哼袁不管是什
么袁哀家也總算找到一個能與弘德夫人抵抗的女人袁不行袁胡燕兒也美袁
可是最後仍然失寵遥想來袁這樣美艷動人的女子不是皇上所喜愛的遥可
是噎胡太后有些愛不釋手地凝視馮佑憐袁看着馮佑憐的傾城容顔袁可謂
是又愛又恨了遥

"太后袁再怎么看袁還不就是個宮婢遥 "胡昭儀撅着嘴説道遥
"你會倒茶钥 "胡太后又問遥
"奴婢會一點點遥 "説着袁馮佑憐小心翼翼地倒茶袁這是帶有一種技

巧的倒茶方式袁看得胡太后心花怒發遥這樣美麗的女人留在自己身邊不
但能賞心悅目袁還能專門爲自己斟茶倒水袁眞是件享受的事兒呢遥

"今天哀家總算是看到一件開心的事咯遥 "胡太后一邊喝茶一邊説

道遥 "難道太后還有煩心的事情钥 "陸郡君也笑着附和遥
"煩心钥 "胡太后冷瞟一眼身邊的女人袁説道院"哀家的煩心事兒不

正是陸郡君記在心頭的事兒嗎钥 "

"太后的煩心事兒不正是大伙都煩心的事兒嗎钥 "陸郡君反問道遥
胡太后咬着牙袁恨得牙癢癢遥 她一撇嘴袁悶哼説道院"哀家忘了恭喜

陸郡君袁收了這么個好乾女兒袁一朝得志便獨霸後宮遥以後袁哀家還得靠
着陸郡君才能安枕無憂咯遥 "

之後就像説好的袁每年過節袁大家還都會從全國尧世界各地換來袁
歡聚一堂後又匆匆散去遥

楊茵茵總説老宅不需要那么人伺候袁 但是她還是一個都沒有辭
退袁陸和爍走了袁他之前種植的花花草草袁傭人們每天還都是很用心地
照看遥

陸希睿在陸景曜的幫忙下袁 在老宅的花園一角種了一棵小樹苗袁
樹苗移植成功的時候袁陸希睿拉着秦予喬去看袁興奮地對她説院"媽媽袁
爸爸説以後有妹妹了袁就在這顆樹邊上再種一顆袁然後比賽是妹妹長
得快袁還是小樹長得快遥 "

秦予喬伸手擦了擦睿睿布滿細汗的額頭袁"睿睿喜歡妹妹袁還是弟
弟啊钥 "

陸希睿抬頭看着秦予喬袁有點猶豫地開口院"我可以説老實話嗎钥 "

秦予喬院"當然要實話遥 "

"弟弟遥"陸希睿想到自己以後有個小弟弟袁小臉立馬堆滿了笑容袁
"媽媽袁我有好多玩具可以送給弟弟袁但是妹妹噎噎她可能不喜歡我送
的遥 "

秦予喬把陸希睿抱到自己懷里院"那媽媽就就給睿睿生個弟弟遥 "

秦予喬這話傳到陸景曜耳里袁忍不住説了秦予喬一句院"等 8個月

後袁如果你生出的是妹妹袁看你跟睿睿怎么交代遥 "

秦予喬不以爲然院"我的肚子袁我想什么就什么遥 "

陸景曜院"那你能生個蛋出來钥 "

秦予喬生氣袁陸景曜趕緊上來安撫袁滿面春風地將老婆攬到自己
的懷里院"喬喬袁但是我喜歡小女兒袁你怎么不考慮考慮我的意見呢钥 "

才一個多月袁秦予喬肚子一點也沒有顯出來袁就是腰圍寬了 1.5公

分袁所以有時候秦予喬做事情不是陸景曜提醒他袁她都忘記自
己懷孕了遥
好比今天早上秦予喬正要穿着小高跟逛街的時候袁陸景曜在她身

後開口院"喬喬袁閨女遥 "然後秦予喬才想起自己懷了孕袁小心翼翼地站
直腰袁右手放在自己的小腹院"寶寶袁對不起啊袁媽媽大意了遥 "

陸景曜每次看到秦予喬因爲再次懷孕流露出來的期盼尧 小心翼
翼尧或者偶爾的大意導致的慌亂袁陸景曜都很想好好的收藏起來遥

正盤算着袁寧暉的身影出現了遥多日不見袁寧暉沉穩了不少遥一舉一動
也比原來多了內斂的風度遥 看來袁 有個好夫子果然好處多多寧汐眼睛一
亮袁忙笑着迎了上去遥親熱的挽着寧暉的胳膊院"哥哥袁你可總算回來了遥我
在這兒等了好久了呢 "

寧暉咧嘴一笑袁 親昵的摸了摸寧汐的頭院"這么遠袁 我走了大半個時
辰袁已經是一路小跑了遥 肚子都跑的餓了遥 "

寧汐俏皮的一笑院"中午我親自下廚袁給你做些好吃的遥 保準讓你吃的
飽飽的遥 "

兄妹兩個有説有笑的進了容府遥
許媽媽目送着兄妹兩個走遠袁正打算把後門關起來袁就見一個俏麗的

丫鬟走了進來遥 正是四小姐身邊的丫鬟緑竹遥
許媽媽立刻堆出笑容袁上前打了招呼遥
緑竹顯然是奉命出去買東西袁 時間充裕袁 便隨口和許媽媽閑扯了起

來遥
許媽媽忽的壓低了聲音笑道院"緑竹袁上次你跟我説的袁我今天算是領

敎了遥 "

緑竹微微一愣袁旋即明白過來院"那個叫寧汐的和你説什么了嗎钥 "

許媽媽擠眉弄眼的笑道院"她剛纔到後門來等她哥哥袁 我就和她聊了
幾句遥 之前我倒是半信半疑的袁可今兒個一聽她説話袁我就知道她和三少
爺的關係不同尋常了遥 "

説着袁將寧汐説過的話挑了一些學給緑竹聽院"噎噎你聽聽袁要是眞沒
那個心思袁怎么可能費那么大的勁兒解釋遥 還特地叮囑我替她辯解幾句袁

分明是心虛嘛 "

少爺這樣的人才袁連她一個老婆子見了都會臉紅袁何况是正値妙齡的
少女遥 肯定早就芳心暗許了遥

緑竹也連連點頭院"就是就是袁少爺對她那么好袁傻子都能看出不對
勁了遥那一回小姐和她發生爭執袁少爺可護着她了袁竟然把小姐都駡哭了遥
我可是親眼瞧見了 "

許媽媽見有人附和自己袁説的愈發興奮了院"你等着看吧袁不出兩年袁
少爺一定會把她收房噎噎"

説笑一番之後袁緑竹才從後門走了遥
過了片刻袁 大少奶奶身邊的管事婆子又過來了遥 許媽媽立刻拉住來

人袁又巴拉巴拉説了一大通遥
好在寧汐不知道這些袁不然肯定要被氣的吐血遥
流言袁原來就是這么傳出來的噎噎
第一百四十章城門起火殃及池魚
到了下午袁寧暉便打算動身回學館了遥
寧汐依依不捨的拉着寧暉的袖子院"哥哥袁這么早就回去嗎钥 吃了晩

飯再走不行嗎钥 "這么久沒見袁兄妹兩個似乎有説不完的話袁眞捨不得寧
暉就這么走了呢寧暉苦笑一聲院"于夫子的脾氣你是不知道遥 要是我回的
遲了袁肯定要被駡一頓袁説不定還會挨板子遥 "

寧汐一愣院"不是吧你們都那么大的人了袁于夫子還打手板子钥 "

寧暉摸摸鼻子院"嗯袁師兄們也都挨過板子遥 "

隨
侯
珠

贵女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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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黃秋生、蘇玉華（阿蘇）、
潘燦良及甄詠蓓3日宣傳舞台劇
《狂揪夫婦》，問到秋生今次跟
阿蘇合作，與上次跟吳君如合作
有何不同？他說：“內容就一
樣，看樣子都年輕好多，前妻
（君如）當然差，如果廿幾歲就
正呀，更好，更加愛她啦！”笑
問他豈不是很羨慕近日戀上27
歲女模的郭富城？他笑說：“無
所謂，阿王(郭富城)都無怎麼長
大過，智商可能比那個女生還年
輕，可能21歲， 可能個女仔還
嫌他幼稚，和他講‘你成熟點
啦’。” 問到他不怕城城生氣
嗎？秋生無懼說：“他夠膽生氣
我嗎？恭喜佢！”

秋生的學生蔡思貝早前涉
嫌虛報學歷，蔡母更涉嫌虛假陳
述為女兒撰寫推薦信，日前與思
貝一起晚飯的秋生，為此希望大
家高抬貴手，他說：“ 我不明
那些是什麼，所以就 shut up
啦，一個小妹妹，又不是作奸犯
科，殺人放火，大家高抬貴手
啦，大家用精力關注值得關心的
事。”

問到晚餐時思貝的心情可
有受報道影響？秋生透露原本都
非常愉悅，直到思貝在手機看到
新聞就有影響，看完就開始眼濕
濕。問到他可有安慰對方？秋生
說：“我想安慰她，但有人安
慰，希望她堅強，我信她，還有
高抬貴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電影
《消失的兇手》前晚假黃埔舉行首映
禮，男主角劉青雲，以及有份演出的林
家棟、孫佳君及電影主題曲主唱者古巨
基亦有現身，而青雲太太郭藹明、與孫
佳君拍拖一年的法藉男友Olivier都有前
來捧場。導演羅志良更大爆青雲被很多
對手投訴他很cool，經常在片場躲起來
背對白，不跟其他演員聊天。

事後青雲解釋導演的意思是想他從
容些，不要躲起來背台詞。身旁的家楝

就大讚青雲為人很友善。青雲就笑說：
“我本身一向都nice，只是少講話，我
一向都有同人講，只是我比較少話講，
大家認識我這麼多年知我為人，我來拍
戲，不是上網交友。”問到太太可有投
訴他寡言？他指太太反而投訴他話多。
穿上黑色喱士裙的孫佳君，透露在戲中
為藝術犧牲：“導演要求我將長髮剪剩
得0.5厘米，不用剷完已好感激，（男
友可喜歡她這個Look？）我有問過他他
說喜歡我的人，不是髮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王浩信（Vincent）
3日與LGT青年獨奏家樂團為籌款節目《歡樂滿東華
2015》表演項目“聲勢浩大伴管弦”進行錄影，Vin-
cent在世界級弦樂團伴奏下獻唱《月半小夜曲》。歌
手出身的王浩信坦言珍惜與樂團合作機會，但可惜近
日因患重感冒，他說：“等了這麼多年才有這種機
會，我早上6點多便起床跑步希望排多些汗。”Vin-
cent表示曾擔心會失聲，笑言已帶多一對搖滾味重的
鞋，怕唱《月》曲時因聲線低沉變了搖滾樂。問到太
太陳自瑤有沒擔心他病況，Vincent即大晒甜密道：
“太太都有擔心，還煲了羅漢果水給我下火，今次唱
歌惟有靠感情搭夠，或者當Rock版來唱，如果走音就
每粒字捐10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電影《小王子聖誕
酒會》前晚舉行首映禮，林嘉欣及周柏豪等出席支
持。嘉欣表示會講故事給兩個女兒聽，亦讚小王子這
故事有意義，特別欣賞書中金句“最重要的事情不是
用眼睛看到”。

聖誕將至，嘉欣忙極仍抽了點時間去買了棵真的
聖誕樹回家佈置，她指小朋友都期待了很久，所以便
買回家一起去佈置，現每天回家都嗅到松樹的香氣。

周柏豪最近受鼻敏感困擾，他表示其實都逐漸康
復，更慶幸北京之行取消，否則也擔心因當地空氣差
會影響病情。另近日他忙拍新劇《愛情來的時候》，
有指公司因怕女主角吳若希與他傳緋聞，遂將角色換
上黃翠如，柏豪則表示對此沒聽聞過，劇集是上月開
鏡，但他在七月時已知女主角是黃翠如，當中情況他
實不了解，他笑說：“要傳緋聞，跟誰也會傳，故此
跟誰人合作都是一樣，作為藝人，只能做好自己的本
分，決策上還是交由公司去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譚詠
麟(阿倫)與關楚耀（Kelvin）3日到電視
城錄影籌款節目《歡樂滿東華》表演項
目“校長金曲耀東華”，阿倫表示因要
到內地工作未能在東華當晚現場表演，
並指有善長仁翁點名要他與Kelvin合
唱。錄影前阿倫向Kelvin施展“擒拿
手”驗胸，並笑道：“有進步空間，要
事業為重。”Kelvin也一副享受模樣，
笑道：“很舒服，feeling good。”對於
有善長點名要求他倆合唱，問到捐款數
字一定很高時，阿倫說：“好多錢，基
數都50萬，我話不如80萬好意頭，對
方沒回應即是答應。”提到郭富城首度
公開戀情，阿倫大笑道：“恭喜晒，開
心事，個女仔幾靚，他都年紀啦。”
阿倫又指向 Kelvin 說：“你就未得
住。”意指不准Kelvin拍拖。

此外，許志安早前上內地歌唱節
目被崔健批評在普通話地區不應唱廣東
歌。阿倫說：
“歌曲是要面
對廣大群眾，
要看有沒地方
色彩，安仔可
能覺得唱廣東
歌可以拿捏得
準確些。”至
於阿倫在內地
有沒被要求只
唱普通話，他
反說：“廣東
歌他們被我更
熟識，我想這
是 因 人 而
異。”

阿倫向關楚耀施展“擒拿手”

王浩信獲太太王浩信獲太太
煲羅漢果水下火煲羅漢果水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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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青雲被太太投訴話多

黃秋生叫傳媒放過蔡思貝

苗 僑 偉 一 箱 干 邑 作 賀 禮苗 僑 偉 一 箱 干 邑 作 賀 禮

叻哥叻哥6565歲生日歲生日

只求一醉只求一醉

苗 僑 偉 一 箱 干 邑 作 賀 禮

叻哥65歲生日

只求一醉
叻哥生日節目豐富，日前他有兩匹馬出

賽，雖然沒跑出，但一樣高興；3日
午他就先去了踢球，一班球友又安排了一場
“九星伴月”給他，造就他入了三球；晚上
便跟來自娛樂、商界、馬圈的朋友及球友慶
生。提到生日願望？叻哥說：“希望大家都
開心，包括了身體健康和多點包容。”叻哥
主動談及被一班網絡紅人“挑戰”，他笑
說：“過到我我就不用做啦，不過都代表有
鬥心，也會在我身上學到東西，不要看我外
表好囂張，其實我內裡好謙虛，不似校長
(譚詠麟)只有樣，我是有內涵。”

問收到甚麼禮物？叻哥指朋友到來已
是最大的禮物，至於秀姑3日午12時已來飲
茶開枱打牌，還開了二三十枱，似足她生日
般。笑問秀姑打牌贏了會歸她，輸了則歸
他？叻哥打趣說：“當然啦，我給她打工
的，要向她拿錢呀！”今晚會否盡興不醉無
歸？叻哥又認叻笑說：“please灌醉me！我
喝完酒以為喝了假酒無醉意，我不像曾志
偉，你們看我幾時有給抬出來。”問志偉會
否到賀？他表示最近沒見過他，且他一向神
龍見首不見尾。又問到估計埋單要花費多
少？叻哥笑說：“不用埋單的，可以簽卡，
不過馬會對我都很好，可能見我貢獻太多，
而買馬的錢會有百分之十七作慈善用途都很
不錯。”

JJ（賈曉晨）剛從泰國回港，因未婚夫
樊少皇拍戲她去探班，她下機坐的士趕來
時，連司機也恭喜她，不過4日她又再動身
到北京長駐工作。提到婚禮籌辦得如何？JJ
表示婚期趕不上今年，且她也不想擺酒，只
希望到峇里或蘇梅島舉行一個私人的婚禮，
讓幾位好朋友見證她的喜悅。見她沒戴上戒
指，JJ解釋說：“其實未有求婚戒指，因我
都未結婚、未簽紙，大家卻以為我已經結了
婚，我們拍了拖4年，之前是想生孩子有個
完整家庭，便去了簽紙再生BB，可是由於沒
經驗沒想到要排期，且又剛巧給人拍到，所
以當11月11號就結了婚，正式日期就不公
佈了。”問現在是否有了BB？她笑說：“當
然沒有啦，我還買了酒來給叻哥。”會否想
男友再正式求婚？她表示怕會忍不住笑，且
覺得簽紙、求婚也不重要，最重要是互相喜
歡對方。

三哥苗僑偉捧着一箱他代理的干邑作
賀禮，他笑言雖然自己外號叫“千杯不
醉”，但要是叻哥把酒飲光也應該會醉。至
於三嫂因與譚校長一起拍戲故較遲才來到，
三哥笑說：“三嫂忙一點也好，我就可以多
點空閒時間了!”狄易達、蔚雨芯、彭懷安
等一同到來，達仔表示送了演唱會飛給叻
哥，早前更在叻哥家中吃大閘蟹提早慶祝
過，叻哥還送他20隻大閘蟹外帶。

■秋生透露思貝在
手機看到新聞就受
到影響，看完就開
始眼濕濕。

■■譚詠麟與關楚耀錄影譚詠麟與關楚耀錄影
籌款節目籌款節目《《歡樂滿東歡樂滿東
華華》》表演項目表演項目““校長金校長金
曲耀東華曲耀東華”。”。

■■電影電影《《小王子聖誕酒會小王子聖誕酒會》》
舉行首映禮舉行首映禮，，林嘉欣林嘉欣（（左左））
及周柏豪出席支持及周柏豪出席支持。。

■■王浩信在世界級弦樂團伴奏王浩信在世界級弦樂團伴奏
下獻唱下獻唱《《月半小夜曲月半小夜曲》。》。

■■游學修及歌手梁雨恩游學修及歌手梁雨恩（（右右））
與大家分享求職面試的心得與大家分享求職面試的心得。。

■提到生日願
望？叻哥說：“希
望大家都開心，包括
了身體健康和多點

包容。”

■■苗僑偉捧着一箱他代理苗僑偉捧着一箱他代理
的干邑作賀禮的干邑作賀禮。。

■■佘詩曼與郭少芸一起到場佘詩曼與郭少芸一起到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陳百祥（叻

哥）3日65歲壽辰，並於跑馬地馬場舉行生日晚

宴。叻哥笑言都是每年找個日子和藉口與大班朋友

吃飯飲酒，沒有特別去約人，3日晚場內最多容納

約二百人，賓客都是自動自覺到來，他沒邀請過任

何人。問到會否擔心不夠酒水招呼朋友？叻哥笑

說：“有我的冠軍酒，朋友又送紅酒、白酒和威士

忌，飲這些都夠。”三哥苗僑偉捧着一箱他代理的

干邑作賀禮，其他到賀友好包括佘詩曼、周家蔚、

郭少芸、李克勤、崔建邦、溫拿彭健新及阿強等。

游學修不介意情侶檔賺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演員游學修及歌手梁

雨恩（Cathy）3日出席活動，與大家分享求職面試的
心得。Kathy表示一畢業就成為歌手，不過入行前亦曾
獲學校安排到酒店實習，說：“我由門面、捧餐、行
政都做過，我還有個紀錄是十個星期升了三次職，之
後就回去繼續讀書。當時酒店的大廚不捨得自己離
開，我還和他講我遲些會出碟，之後真的出了，他們
都好替我開心。”

和蘇麗珊拍拖中的游學修被問到聖誕可會與女友
一起過？他說：“不
知道要不要工作。
（一齊工作？）不知
別人請不請得起，她
的價高過我！（情侶
檔的價多少？）我都
不知道，要問她。
（不介意情侶檔？）
應該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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