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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休士頓地區洪秀柱後援會
召開最後一次幹事會議，本於洪秀柱對支
持者的信任與託付，在她失去黨的提名資
格後，決議退還相關捐款所得，後援會通
過退款辦法，決議將所得募款扣除後援會
會費十元及發起人五十元贊助活動經費後
，全數退還捐款人，並訂於12月12日十
點 到 下 午 三 點 在 5800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一樓大廳辦理退款，
請攜帶捐款收據及捐款人證件以完成退款
手續，不克前往退款的捐款人可以電郵方
式 (ALL4ROC@gamil.com) 或 電 話
281-620-5556 確認通訊地址，捐款人，
捐款金額以便於郵寄退款支票。洪秀柱後
援會銀行帳號將於二月底關閉，所有退款
及領款必須在二月底完成。

洪秀柱後援會退回募款通知洪秀柱後援會退回募款通知

「屏東福遍友好協會」 週日舉行成立大會
當天並舉行客家會年會，選舉新理事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員通告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員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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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秦鴻鈞）一項由 「休士頓客家會」一手促成的
「屏東福遍友好協會」於週日（十二月六日）中午在 「休士頓

客家褒忠義民圖書館」正式舉行成立大會，由福遍縣縣長Bob
Hebert與客家會理事共同主持。

「休士頓客家會」會長劉志恆在成立大會上表示：福遍縣
（Fort Bend County）一直在尋找台灣的姊妹城市，剛好潘孟安
當選屏東縣縣長，經由他相熟的鍾桂堂的介紹，福遍縣縣長
Bob Hebert於今年四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六日率領一行16人
代表團赴台灣屏東縣作 「金蘭之旅」，與屏東縣簽署姊妹縣，
同時休士頓大學副教務長Jaime Ortiz與屏東美和大學，屏東大
學簽署 「交換計劃」，以及福遍獨立學區副總監，拉馬爾縣綜
合學區總監Dr.Thomas Randle,Ed.D也與屏東縣教育局也簽署了
高中生交換計劃。屏東東港高中，大同高中，將於明年美國的
學生去屏東，屏東的學生來此，作二週的交流計劃。台灣屏東
的水果與觀光業，可望在農業，經濟方面與福遍合作。

另外， 福遍縣縣長一行，也曾赴高雄市政府參訪，受到高
雄市副市長吳成謀率領市政府各局，處長接待他們，他們也談
及福遍Freeport與高雄港的雙向交流，以促進台灣與休士頓地
區全面交流。

劉志恆說：福遍縣與屏東縣有很多相似之處，無論氣候，
人口，地理，位置（南方），多元化各方面。由於福遍縣華人人
口多，現福遍縣已在 Rosenberg 作國際免稅區，可把海運經
rosenberg開一條鐵路到福遍，與屏東真正連成一氣。

福遍縣縣長Bob Hebert在大會上重申福遍縣多元化，國際化
的特質，與屏東締結姊妹會，對年輕人的教育交流，將有積極性
的實質價值。

劉志恆會長表示：我們打算以客家會為基礎，再度廣邀社區
的人參與。先已知有西雅圖，大紐約州願與我們一起，與台大的

郭榮舉教授，上次來休士頓的李勇，都很願意加入，屆時，不僅
限政府與政府，也增添了民間的交流。

當天，客家會還舉行年會，會長劉志恆表示：做會長很辛苦
，任重道遠，希望鄉親幫忙，今年很高興有年輕人加入。

當天出席年會的除了客家鄉親以外，還有 「中華公所」主席
周彩庭，陳燦基，以及新任主席黃泰生，羅秀娟，而僑務委員葉
宏志，劉秀美，甘幼蘋，及僑務促進委員李迎霞， 也都在年會
上致詞祝賀。

「僑灣社」社長浦浩德出席，他盛讚客家會辦的活動都很有

意義。
代表 「台北經文處」的 「台灣書院」副主任劉月琴，除介紹

「台灣書院」的業務外，也表示自己是會台中東勢的客家人。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也迢迢從達拉斯的公務行程 趕至，她

盛讚休士頓客家會為國家做了很多事，尤其是促進福遍縣與屏東
縣締結姊妹縣。

當天客家會還舉行理事選舉，增選的劉志忠，江豪文，程世
慶，蔡淑英，徐朗等五人全部高票當選，再加上原有的李元平，
常中政，張錦娟，饒鳳喬，馮啟豐，鍾山英共十一位理事。

圖為福遍縣縣長圖為福遍縣縣長Dr.Bob HebertDr.Bob Hebert（（前排右三前排右三））與與 「「休士頓客家會休士頓客家會
」」 理事在理事在 「「屏東福遍友好協會屏東福遍友好協會」」 成立大會上合影成立大會上合影。（。（前排左三前排左三））
為客家會會長劉志恆為客家會會長劉志恆。（。（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客家會全體理事改選後與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圖為客家會全體理事改選後與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前排左四前排左四
）） 「「台灣書院台灣書院」」 副主任劉月琴副主任劉月琴（（前排右四前排右四））合影合影。（。（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本報訊）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第四
季度會員慶生定於12月12日(星期六) 下
午2:00假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我們安
排有精彩的歌唱和舞蹈表演節目。現場
還有豐富的獎品抽獎助興。歡迎會員踴
躍參加。入場劵分有三種: 壽星劵 (含免
費餐盒帶回家)、自費餐盒券(每張酌收
五元)、和免費節目觀賞劵。壽星會員可
憑有效會員証領取壽星劵。非壽星會員
可憑有效會員証自由選擇購買自費餐盒券或領取免節目參觀劵。以上三種入場劵皆可參加抽獎。請於12月9日之前，每週一到週五
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到僑教中心102室向徐先生登記領取或購買餐盒券。

免費健康檢查和注射流感疫苗: 本會將於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九點半到中午十二點半在僑教中心102室我們邀請到CHRISTUS健康
生活流動診所免費為會員健康檢查和注射流感疫苗。檢查項目包括血壓，血糖，膽固醇(血脂的篩檢)和注射流感疫苗。注意請空腹做
血液檢查。

（本報記者秦鴻鈞）雖然來到達
拉斯，但蓮鎮上師和師姐能運用的人
脈和資源都留在休士頓，一切只能從
頭開始。建廟最緊迫的就是資金，他
們夫妻行事一向低調，想到真佛宗各
地道場也非常需要捐助奉獻，而宗委
會對籌款又有許多規定限制，於是他
們決定先賣掉兩間藥局作為首筆蓋廟
經費，以後不夠的再想辦法籌集。就
這樣，在他們的胼手砥足努力下，儘
管遭遇不少困境，包括建築技術等問
題，但他們愈挫愈勇，也從中學習到
很多知識和經驗。

「感恩師尊、母娘無時無刻的加
持。」蓮鎮上師說。從2007年10月正
式動土興建，在不到兩年的時間，
「三輪雷藏寺」美輪美奐，極具氣派

的大殿、禪房、辦公室、護摩殿、廚

房和圖書館都建起來了，現在正在加
蓋龍王殿和極樂殿。建寺期間，每週
日，蓮鎮上師也會約集一些志同道合
的同門來共修，當莊嚴的廟宇逐漸成
形之後，更逐漸吸引了當地美國人或
其他族裔前來，目前已有三十餘信眾
。

對 「三輪雷藏寺」的未來發展，
擁有豐富法務經驗的蓮鎮上師指出：
「任何道場要發展，本身人事一定要

和合，再來要莊嚴自己、守戒律，如
此自然而然會以平等心來對待眾生，
而道場只要團結、平和，眾生就願意
親近。尤其主事者要有宏觀的信念，
能以正知正見判斷事情並堅持原則，
多為別人想，多與大家做溝通.

為了當好師尊蓮生活佛的聖弟子
，蓮鎮上師認為敬師、重法、實修最

重要。他說：我的師父做人、處事修
行理事皆圓融，我跟著祂的腳步走就
沒有錯，師尊說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因此，他每天早晚勤修真佛密法，
也持咒、禪定，循序而進。上師的師
姐蔡秋香原先對修法並不了解，只知
跟隨丈夫老實的修，直至屢屢得到好
處。現在她逢人就誇道： 「真佛密法
真是太偉大了！人活在世上要有宗教
，才有人生的目的。宗教有很多類別
，我選擇真佛宗，下輩子也還會選擇
真佛宗，因為它很實在，如果真的認
真修，身心均會到感受，所以我生生
世世都要修真佛密法。」

今年中，當 「三輪雷藏寺」主體
完工，蓮鎮上師認為因緣俱足，於是
決定剃度出家。他說： 「師尊對我家
有再造之恩，也感謝無形母娘的加持

庇護，所以即便拋頭顱、灑熱血，用
盡一生積蓄，也要做出報答奉獻。」
師姐蔡秋香更動容地說： 「我的家庭
從皈依至今一直未曾離開真佛宗，我
把真佛宗當成是我的家，年輕時曾經
發生過很多事情，幸蒙師佛一路幫忙
走過，現在該是回報的時候了，也感
恩師尊、佛菩薩賜予我們這個機會。
」的確，有著師姐的背後護持，加上
獨子已從哈佛大學畢業，順利在社會
工作，蓮鎮上師是可以放心地踏上出
世之路了。

厚道、性情中人的蓮鎮上師呵呵
笑說： 「我58歲了，是老啦，但我的
心還不覺得老，我才正要開始打拼廟
務呢！」偉哉！蓮鎮上師！讓我們一
起祝福這位重實修、無怨無悔跟隨師
佛的新科金剛上師。

「真佛宗密儀雷藏寺」 12月25日至27日
舉行 「息災祈福敬愛超度大法會」 （二）












（本報訊）聖誕節就要到了，親朋好友少
不了聚在一起大吃大喝，容易造成飲食不規律
，寒冷的天氣使人運動量也降低。這個時候，
糖尿病患者要當心了，很容易出現各種並發症
。難道糖尿病患者在聖誕節就不能狂歡了嗎?
No，《中華本草》中詳細介紹，萬蜂牌巴西
極品蜂膠（Multiflowers）對糖尿病並發症有綜
合防治功能。讓你聖誕也瘋狂！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被世
界衛生組織（WHO）確認的營養極為豐富、
成份非常均衡的純天然蜂膠，富含高蛋白，並
含有多種維生素、礦物質、多糖等人體所必需
的營養成份，保健功能更為顯著，是人類 21
世紀理想的天然綠色營養食品。您的健康，您
的營養都源於這座營養寶庫。

糖 尿 病 人 服 用 萬 蜂 牌 巴 西 極 品 蜂 膠
（Multiflowers）的六個理由

1.一物多能、綜合防治並發症，避免多藥同
服!

蜂膠是《中華本草》記錄的幾萬種物質中
，為數不多能對並發症有全面控制作用；它能
從並發症的源頭—血管、神經、代謝、免疫四
大系統進行根本上的保護和調節！所以糖尿病
人應把降糖藥和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
flowers）同時服用，可全面阻止和控制並發症

的發生和發展。同時可避免糖尿病人多藥同時
服用的煩惱和副作用。

2.剛查出血糖高的糖尿病患者服用蜂膠，
可預防並發症的發生！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可以
軟化、清除血液垃圾、降低血脂、增強血管彈
性；抵抗高血糖對血管的腐蝕、避免血管堵塞
、預防各種並發症。堅持服用萬蜂牌巴西極品
蜂膠（Multiflowers）可以推遲並發症的發生和
發展。

3.剛出現並發症服用蜂膠，可達到有效治
療的目的！

出現了乏力、盜汗、瘙癢、便秘、腹瀉、
視力模糊、手腳發麻、針刺感等並發症，馬上
吃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消除
血栓、疏通血管、保證血流暢通，改善末梢循
環。緩解和消除並發症、減輕痛苦，讓你腰腿
有勁、睡得香不瘙癢、手不麻腳不涼，看書看
報看電視，遛彎買菜，干干家務，活得健康。

4.重度並發症用蜂膠，可阻止或延緩病情
的惡化！

出現眼病、腎病、糖尿病足、心腦血管疾
病等惡性並發症，有失明、截肢的危險，應馬
上服用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
全面保護心、腦、肝、腎等髒器，維持現狀，

不再整天提心吊膽；避免多藥同服，減輕痛苦
，雖然不能徹底治愈，但可生活自理，不拖累
家人。

5.安全無毒副作用，適合常年服用！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不但

無毒副作用，還具有保肝護腎、消除西藥副作
用大的獨特效果。在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
（Multiflowers）的幫助下，糖友可以放心大膽
地吃降糖藥、打胰島素，而不用擔心傷肝傷腎
。常年服用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
），你會發現肝功能始終正常，尿蛋白加號逐
步減少甚至消失。

6.經濟實惠，減輕治療費用負擔！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最大

的優勢在於綜合功效，能同時作用血管、神經
、代謝、免疫四大系統；單用萬蜂牌巴西極品
蜂膠（Multiflowers）就可同時解決並發症、穩
定血糖、保肝護腎、祛除耐藥性多種難題！避
免了多藥同服的花費，就能有效控制住並發症
、不用住院，省去了大筆醫療費，而且越久越
實惠！

另外，聖誕節期間糖友可根據自己的具體
情況選擇合適的娛樂方式，不要長時間泡在麻
將或牌桌上，外出時要注意保暖，特別是手腳
、耳朵等末梢部位更要注意。糖尿病人血液循

環不好，容易凍傷，鞋子一定要寬松保暖，避
免足部受傷，要盡量避免到人多擁擠的公共場
所，因為許多疾病都是從呼吸道傳染的，要預
防感冒，因為感冒可以加重糖尿病。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糖尿
病患者的保護神！

電話：1-888-518-7778
網址：www.vikerm.com
電郵：vikerm.com@gmail.com

糖尿病人這樣做糖尿病人這樣做 聖誕節也可以很瘋狂聖誕節也可以很瘋狂

(記者黃相慈報導)距離休士頓市長決選(runoff)僅剩一周多，
市長候選人Bill King 7日訪問當地華人媒體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並接受電視台專訪，受到該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熱情接待
，許多亞裔社區僑界領袖也到場支持參與。

隨著決選大日逼近，重視亞裔選票的Bill King接受美南新聞
電視台專訪，由馬健擔任主持人，針對稅收、交通、民生建設、
社會安全等議題詢問，Bill King闡述競選理念，把握決選前黃金
時刻爭取曝光率與選票。

Bill King的競選宣言以 「Let's Get Back to Doing Great Things
」為主打，強調會藉由自己專業且豐富經歷的商業背景，平衡市
政支出，用以道路修建、交通建設和降低竊盜犯罪率等基層需求
上，改善市民生活。

馬健針對華人較關心的幾項議題進行提問，Bill King表示，
會解決休士頓市政支出不平衡狀況，將資金和預算妥善用於道路
整修、人行道，處理路面不平與坑洞等問題；降低犯罪率方面，
Bill King認為休士頓破案率低於聯邦平均水平，並非資金投入不

足，而是管理制度政策失當，例如若是可減少市政經費在騎警身
上，不僅不會浪費納稅人錢，還可用於更需要投注的支出上，為
市民謀福利。

重視亞裔選票的Bill King透露，自己因商業需要，曾造訪中
國、香港等地，也學習過中文，現場親切以 「你好」、 「謝謝」
向觀眾打招呼，標準的發音讓馬健稱讚，中文程度比許多華裔第
二代還來的流利。

對於與亞裔、華裔社區保持密切關係，Bill King認為，休士
頓是最具多元文化代表的城市，來自不同文化和種族移民聚集在
一起，可激盪不同火花，可謂都市優勢；提及移民的 「美國夢」
(American Dream)，他也表達，這些亞洲、華人移民來此地尋求
教育和就業機會，休士頓是絕佳平台，提供多元發展性。

執政理念符合華裔價值觀，Bill King強調 「多元性是成功的
關鍵」(Diversity is key success)，他承諾當選後會在市政上為華人
爭取福利，讓華人多參與公共服務。

（美南新聞/楊笑）加州2日傳出槍擊案
，造成14人死亡、21人受傷。日前，警方在
調查中發現，加州槍擊血案中嫌犯所使用的
部分槍支可能由德州沃斯堡（Fort Worth）
的網絡槍店購入。

警方調查人員在加州槍擊屠殺案中的嫌
犯家中發現了一張一家位於沃斯堡的網絡槍
店的收據。這家網絡槍店的倉庫位於德州沃
斯堡，在線販賣突擊式武器、防彈背心、彈
藥和軍事雜誌等。據估計，這家網絡槍店庫

存價值約37.5億美元。目
前，當局並沒有確定哪些
槍支是購於該網絡商店。

這家網絡槍店代表拒
絕接受媒體訪問，并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發 佈
信息否認該公司有向加州
地區出售過槍支。

據洛杉磯時報報道，美國聯邦調查局在
槍手夫婦家中發現了一支22口徑步槍、幾十

箱彈藥、武器配件、兩張槍店的發票、一台
筆記本電腦和一些數據存儲設備等相關作案
證物。

加州槍擊屠殺案槍支或從德州網絡槍店購得

近日休城驚現多起華人車輛被砸失竊案件 市民注意人財安全

市長角逐進入市長角逐進入倒計時倒計時 Bill KingBill King 訪美南報業力爭訪美南報業力爭亞裔選票亞裔選票

市長候選人市長候選人Bill King(Bill King(左三左三))接受電視專訪接受電視專訪，，受到當地僑社支持受到當地僑社支持
者歡迎者歡迎。。

市長候選人市長候選人Bill King(Bill King(右右))接受美南電視訪問接受美南電視訪問，，由馬健由馬健((左左))擔任擔任
主持人主持人。。

（本報訊）近日休斯頓接連發生多起華
人市民在 Galleria 購物後，被人尾隨至下一
個目的地，被砸車盜竊財物的案件。警察提
醒市民：臨近年底，休斯頓市民出門采購時
注意人身和財產安全。

12月4日傍晚，年輕的華人學生小羅和
朋友在Galleria購買了4台蘋果手機打算寄回
國內親友。晚上 8 時左右，小羅和朋友從
Galleria 結束購物後將所有的貴重物品放在
車後備箱，到中國城百佳超市買菜。半小時
後，小羅從百佳出來就發現車左後窗玻璃被

砸，車內和後備箱中的所有貴重物品均被洗
劫一空。當晚同樣遭遇砸車盜竊的還有一名
在百佳工作的收銀員。兩台車均停在百佳廣
場偏左的地方。警方在收到報案後隨即到場
處理。

警方要求小羅提供遺失的蘋果手機的序
列號，以便警方進一步調查罪犯動態。截止
到走進美國發稿時，案件還在調查當中。警
方透露，12月2日也有一起類似犯罪案件。
受害者在 Galleria 結束購物後，被人尾隨至
下一個目的地，隨後也被砸車，車中財物均

失竊。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案件的受害者也
是華人。

警方懷疑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團隊作
案，在 Galleria 附近尋找購買貴重物品的消
費者，尾隨至下一個目標地點進行作案。目
前受害者大多數為華人。警方提醒所有的華
人市民外出購物時要留心周圍的環境，注意
人財的安全，盡量選擇安全的環境和時間出
行。另外，警方也建議大家在租房或住房時
購買房屋保險，如果車內東西不幸失竊，房
屋保險可以賠償部分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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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嘴吃四方》之“悅來海鮮酒家”
休斯敦獨此一家，絕無分店！

美南電視美南電視《《大嘴吃四方大嘴吃四方》》攝制組來到攝制組來到““悅來海鮮酒家悅來海鮮酒家”。”。敬請關注敬請關注5555..55頻道頻道
本周六晚本周六晚88點准時播出點准時播出。。

““悅來海鮮酒家悅來海鮮酒家””首家推出生猛雙龍蝦首家推出生猛雙龍蝦$$1818..9999的大膽嘗試的大膽嘗試，，並且取並且取
得了巨大成功得了巨大成功。。周經理鄭重表示周經理鄭重表示““悅來海鮮酒家悅來海鮮酒家““全休斯敦僅此一全休斯敦僅此一
家家，，絕無分店絕無分店！！

除了海鮮和肉類除了海鮮和肉類，，悅來為了保證各種蔬菜的悅來為了保證各種蔬菜的
新鮮新鮮，，他們堅持每天親自到市場進貨他們堅持每天親自到市場進貨。。 悅來的各種食材使用都很考究悅來的各種食材使用都很考究。。使用高級魚肚烹制使用高級魚肚烹制

的的““魚肚羹魚肚羹””的確與眾不同的確與眾不同。。 悅來每周一至周五還提供近百種超值特價午餐悅來每周一至周五還提供近百種超值特價午餐。。每份只要每份只要$$55..9595。。

為了堅守承諾為了堅守承諾，，優惠顧客優惠顧客，，即使龍蝦市場價格再貴即使龍蝦市場價格再貴““悅來悅來””依然堅持雙龍蝦依然堅持雙龍蝦$$1818..9999，，絕不漲價絕不漲價！！

悅來每天提供各種生猛海鮮悅來每天提供各種生猛海鮮。。鮮活的珊瑚蝦肉質鮮鮮活的珊瑚蝦肉質鮮
美美，，回味無窮回味無窮。。 悅來的悅來的““蜜汁牛仔骨蜜汁牛仔骨””獨具特色獨具特色，，色香味俱全色香味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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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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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P BEAUTY DESIGH
Mon-Sat 10 am - 6 pm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110
Houston, TX 77072

713-933-4878

女士剪髮 $18
男士剪髮 $8
燙髮 $50

染髮 $30(男) $45(女)

貴賓美容美髮設計屋

特價中特價中特價中
包括洗包括洗、、吹吹、、剪剪

剪、燙、染、化妝、繡眉、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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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馳將攜最新作品《美人魚》亮相

賽琳娜-戈麥茲(Selena Gomez)近

日接連被爆出與單項組合成員尼爾

(Niall Horan)親密互動的消息，有目

擊者表示兩人在朋友的生日派對上

合唱、擁抱甚至索吻，看似非常有

戲。隨後，賽琳娜前男友比伯接連

上傳兩張與前女友的親密合影並留

言：“瘋了一樣想回到過去”，疑

似對其绯聞有所觸動。

剛剛傳出與比伯有複合迹象的賽

琳娜，近期接連傳出與單項組合成員尼

爾暧昧互動的新聞：11月23日，兩人

被拍到與幾位好友一起共進晚餐。上周

，賽琳娜在洛杉矶參加某音樂節結束後

，前往好友詹娜-迪萬-塔特姆(Jenna

Dewan Tatum)的生日派對現場，被在

場目者目擊到與單項組合成員尼爾在現

場親密共舞、擁抱甚至上演了索吻的精

彩大戲。該消息人士透露，兩人整晚似

乎都在換著方式“秀恩愛”，並且在派

對結束後一起離開了現場。

前女友接連不斷的绯聞似乎對

賈斯汀-比伯有所影響，他于上周在

社交媒體上上傳了自己與賽琳娜之

前的親密合影，並附言稱：“瘋了

一樣想回到過去。”這已經是過去4

天裏，比伯第二次公開發布他與前

女友在一起時的合照。

比伯和賽琳娜從2010年開始分

分合合不斷的生活，一直到今年早

些時候徹底分手。他不久前還在公

開采訪中表示自己並不確定是否徹

底結束了(這段感情)。幾周之前，兩

人出現在比佛利山莊周圍的某酒吧

，比伯爲賽琳娜現場彈唱的消息不

胫而走，兩人疑似複合的新聞也接

連不斷。但賽琳娜最近接連不斷的

绯聞似乎對比伯造成不小的打擊。

另外，賽琳娜的閨蜜之一泰勒-

斯威夫特(Taylor Swift)曾經于2012年

11月到2013年1月與單項組合成員哈

裏-斯泰爾斯(Harry Styles)約會，而

她的另外一個閨蜜——吉吉-哈迪德

，目前正在與單項組合另一成員澤

恩-馬利克(Zayn Malik )交往中。

日前，周星馳最新導演作品《美

人魚》曝光了一張先導海報，而據爆

料，《美人魚》將于12月9日在北京

舉行發布會，屆時星爺，鄧超、吳亦

凡、羅志祥、林允皆有望亮相。

此外，《美人魚》首款預告及海

報等重磅物料也將于定檔發布會上正

式曝光。網友喊話，“大年初一，欠

星爺的電影票該還了。”

《星球大戰7》即將于12月18日

在北美上映，近日，片方再曝幕後訪

談視頻，在之前物料中很少出鏡的奧

斯卡· 伊薩克、馬克· 哈米爾在短片中

現身。

短片中，飾演雷的黛茜· 雷德利

和飾演芬的約翰· 波耶加講述了“星

戰”系列對于他們的意義。兩人均是

第一次參演《星球大戰》，對于能成

爲“星戰”家族的一員，他們都表示

感到不可思議。波耶加更是因爲看到

了巨大的“千年隼”號飛船而激動不

已，還有幸得到哈裏森· 福特的親筆

簽名，秒變腦殘粉。

《星球大戰：原力覺醒》由J· J·

艾布拉姆斯執導，故事設定在《星球

大戰3：武士複仇》之後的30年，正

如馬克· 哈米爾所言，將回到那個讓

人熱血沸騰的故事中去。該片將于12

月18日在北美上映，並于2016年1月

9日在中國大陸上映。

據爆料，《美隊 3》之後，“潮

爺”花生（Martin Freeman）將繼續

參演漫威系列！ 凱文 · 費吉說：

“本片中一些人戲份很重，而有些

人雖然出鏡不多，但在未來的漫威

影片中將有更多的發揮空間。Martin

Freeman 就屬于後者。” 報道中說：

他與本尼的奇異博士在大銀幕重逢也

可以期待。

不少網友紛紛表示，這就叫“滿世

界的秀恩愛！”“說不定複聯三就見面

了呢，我是不是在哪見過你？”

“花生”“卷福”或漫威再相聚

滿世界秀恩愛

賽琳娜與新歡愛昧互動

比伯發舊照似吃醋

《星戰7》
曝幕後特輯
黛茜雷德利等訴星戰情懷

小
牛
勝
奇
才

小
牛
勝
奇
才

NBANBA常規賽繼續進行常規賽繼續進行，，奇才坐鎮主場迎戰小牛奇才坐鎮主場迎戰小牛，，經過四節較量經過四節較量，，小小
牛牛116116--104104戰勝奇才戰勝奇才。。本場比賽小牛能取得勝利本場比賽小牛能取得勝利，，馬休斯功不可沒馬休斯功不可沒，，全全
場三分球場三分球1717投投1010中中，，拿到拿到3636分分66籃板籃板55助攻助攻，，其中三分球出手次數和其中三分球出手次數和
命中數都是職業生涯新高命中數都是職業生涯新高，，而而3636分的得分不僅是他加盟小牛以來的單分的得分不僅是他加盟小牛以來的單
場最高得分場最高得分，，而且也平了他職業生涯的最高得分而且也平了他職業生涯的最高得分。。

20152015//1616賽季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第賽季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第
1515輪壹場焦點戰在斯坦福橋球場展開爭輪壹場焦點戰在斯坦福橋球場展開爭
奪奪，，切爾西主場切爾西主場00比比11負於伯恩茅斯負於伯恩茅斯，，弗弗
朗西斯禁區內手球逃脫點球判罰朗西斯禁區內手球逃脫點球判罰，，穆雷穆雷
越位進球絕殺藍軍越位進球絕殺藍軍。。

切爾西切爾西00--11伯恩茅斯伯恩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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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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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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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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6.95
四人和菜 $45.95
五人和菜 $55.95
六人和菜$6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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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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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娛樂

訊 由靑年導演

鄭來志執導袁李
菲兒尧黃明尧立
威廉尧李金銘尧
杜海濤等主演

的愛情喜劇電

影叶致我們終將
到來的愛情曳今
日宣佈定檔 2016年 1月 22日袁並發佈了首款概念海報遥海報中袁時
針指向 1點 22分袁與電影檔期不謀而合袁同時也呼應了片名的概念遥
本片聚焦于 80尧90後在愛情與婚姻之間的那道"坎"袁直面都市小情

侶在愛情路上的最大考驗袁在麵包與愛
情之間袁演出一場悲喜交加的內心拉鋸
戰遥
電影叶致我們終將到來的愛情曳講述

男主曹文渊黃明飾冤和女主梁爽渊李菲兒
飾冤七年的愛情長跑終究逃不過來自"麵
包"的考驗袁一段原本甜蜜到令人羨煞的
愛情袁隨着梁爽姐姐渊李金銘飾冤的到來袁
在現實的壓力下被衝擊得風雨飄搖遥

與當下愛情片不同的是袁電影叶致
我們終將到來的愛情曳並沒有着重於表
達現實的骨感與殘酷袁而注重於探討挖
掘年輕一代在愛情面臨考驗與誘惑時的

內心選擇遥相似的場景與經歷袁讓年輕觀衆更有代入感遥透過電影袁每
個人都可以看到自己袁看到爲愛情爲生活掙扎的曾經遥這不僅是一
部可以讓人笑讓人哭的愛情電影袁更是一本滿是正能量的愛情啓示
録袁讓人眞正地思考愛情的價値所在遥
爲了更好地呈現年輕人的愛情觀袁電影集聚了一批新生代實力

演員遥曾出演叶日照重慶曳尧叶激戰曳和黃曉明版叶鹿鼎記曳渊黃曉明版 陳
小春版 梁朝偉

版冤等多部作品
的李菲兒這次在

電影中出演女主

梁爽袁是一個敢
作敢爲的倔強女

孩袁爲愛順從內
心的選擇袁頗具
文藝女漢子的風

采遥電影的男主則是一個懷才不遇的男屌絲袁由近年來活躍在電影電
視劇的 80後小鮮肉黃明傾情出演遥生活中奮鬥不止袁愛情上堅持不
懈的他袁將爲了自己的愛情上演一場終極保衛戰浴
除此之外袁李金銘將出演女主梁爽的姐姐袁這也是她首次登上大

銀幕袁以獃萌中二形象爲觀衆熟識的她這次在電影中出演一個刻薄
傳統的少婦袁反差程度讓人期待不已遥立威廉在影片中飾演暗戀女主
的霸道總裁劉杰袁耍得了帥袁賣得了萌袁爲了愛情也是蠻拼的遥愛情終
將到來袁只是那一刻袁陪伴在身邊的那個人會是誰钥

騰訊娛樂訊 有人説"初戀就
是用來成長的"尧" 靑春就是用來
懷舊的"遥今日"清喜劇"愛情電影
叶最美的時候遇見你曳發佈了終極
海報與主題曲 MV袁終極海報以"
最美初戀"爲主題袁唯美懷舊的風
格勾起了每一代觀衆對於初戀的

共鳴遥電影MV的主題曲是翻唱
自香港著名歌手黃家駒演唱的經

典歌曲叶喜歡你曳袁影片中飾演男
女主角的羅雲煕與譚松韻的愛情

故事也在舒緩尧懷舊的 MV中開
始上演遥叶最美的時候遇見你曳由
劉漢城擔任出品人袁吳娜執導袁譚
松韻尧羅雲煕主演遥

據悉袁電影中羅雲煕飾演的男主角郭陽袁是個對音樂充滿熱情的
男生袁被學妹們親切的封爲"吉他王子"遥自彈自唱了叶喜歡你曳成功俘

獲了女主角的芳心袁這掀起了無數單身男同學們學習情歌的"浪潮"遥
對於自己的角色袁羅雲煕表示院"上學的時候大家都喜歡有才藝的同
學袁他們總能很容易的成爲焦點遥郭陽不僅很有親和力袁對於自己喜
歡的音樂也很專注袁這種專注對於女生來説也是一種不小的吸引
力遥"導演吳娜也表示院"郭陽就是十幾歲的女孩子們喜歡的典型的校
草袁他滿足了從 80後到 00後的所有女生對與初戀男友的幻想袁這也
是他能收割少女心的原因之一遥"

"是我由衷的説聲袁喜歡你那雙眼動人"是叶喜歡你曳中最高潮的
一句袁譚松韻表示院"電影里楊芳芳對郭陽就是一見鍾情袁就是因爲與
郭陽的第一對視袁讓她感受到了愛情遥叶喜歡你曳的原唱黃家駒老師的
初戀也是從 16歲的暗戀開始袁楊芳芳也是袁對於這首歌就更有同感遥
每次聽見這首歌曲都覺得心潮澎湃袁仿彿戀愛的感覺又回來了浴"

對於重新製作叶喜歡你曳並作爲電影的主題曲袁出品人劉漢城表示院"
這是我一直深深喜歡的一首歌曲袁他記録着 70尧80後一代人對愛情
的懷念袁那種悸動而又帶着傷感的心情無法描述袁只能用叶喜歡你曳這
首歌曲來表達浴願你此刻可會知袁是我衷心的説聲袁喜歡你浴那雙眼動
人袁笑聲更迷人袁願再可輕撫你浴聽到這里袁看到楊芳芳幸福的微笑袁
看到她靠在羅雲煕的肩膀袁突然覺得曾經的一切都那么美袁如果時間
重來袁我們眞的不會再浪費時間去爭吵和猜疑袁而是要好好去愛袁努
力去愛袁讓初戀不留白袁讓自己不再回憶着心痛浴"叶最美的時候遇見
你曳主要講述了譚松韻飾演的對愛情充滿向往的平凡女中學生楊芳
芳袁在遇見了羅雲煕飾演的校草男神後袁怦然的點燃了自己暗戀的
心袁隨後展開了一段浪漫爆笑的初戀故事遥

騰訊娛樂訊 由東陽市花兒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尧北京儒意欣欣
影業投資有限公司尧北京星格拉影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袁
鄭曉龍執導的年度古裝封鼎大劇叶芈月傳曳正在熱播中遥叶芈月傳曳自
開播以來收視捷報頻傳袁第二日兩家衛視收視均破 2遥此外袁叶芈月
傳曳的網絡點擊量穩居榜首袁討論量尧話題量更是持續走高袁迅速在
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全民賞月"大聯歡遥

昨日的收視功臣當屬孫儷尧劉濤與黃軒這三位大咖的登場遥孫
儷扮相活潑俏皮袁眉宇間滿是英氣袁劉濤溫婉秀麗袁與孫儷的姐妹淘
組合瞬間吸粉無數遥
黃軒一襲白衣袁溫潤
如玉遥與孫儷的先秦
初戀 CP 一亮相袁迅
速引發網友熱議袁而
黃軒的一句"月兒好
看"更是讓觀衆集體
感受了一把初戀情

懷袁紛紛表示院"可能
會被這句話洗腦一段時間了遥"

騰訊娛樂訊 由浙江華策影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冬日暖心都

市情感劇叶等你愛我曳已于昨日渊12月 1日冤登陸江西衛視與觀衆見
面袁首播當日 CSM50城收視率 0.674%/1.762%袁佔據排行榜前列遥該
劇由著名導演張峰

執導袁趙夢尧郭博雅尧
虢爽擔任編劇尧實力
演員曹曦文尧朱剛日
堯尧王凱尧傅天驕尧王
姸之等衆多靑年演

員傾情加盟遥憑藉其
極具風格的導演手

法袁視角新穎獨特情感叙事細膩袁叶等你愛我曳首日開播後便立即掀
起刷屛熱袁曹曦文"不顧顔値"虐心出演狂攬好評袁朱剛日堯尧王凱兩
大型男 style高能配置與開挂劇情令眼光挑剔的觀衆們眼前一亮袁衆
多網友紛紛評論表示院"一開頭就這么高能袁又是丢孩子又是要離婚
的袁小心臟都受不了啦袁感情線略複雜呀""wuli凱凱演技實力秀袁期
待後續劇情發展呀浴"

在首日播出的劇情中袁曹曦文與朱剛日堯上演"不打不相識"的
相遇場景袁無論是朱剛日堯暴躁駡出"我不打女人""我洪忠立下的規
矩就沒人敢破壞"尧曹曦文捶打朱剛日堯淚奔大哭的戲份都讓人不由
的"血壓升高"曰雖然朱剛日堯痞子范十足袁嘴上駡駡咧咧毫不嘴軟袁
私下卻一直幫曹曦文聯繫熟絡警官袁打聽孩子去處曰看見曹曦文提
行李無家可歸時袁卻也忍不住將其摟在懷中的舉動更是老公力爆
表遥開篇即是如此"打打鬧鬧"的感情線袁在王凱溫柔介入後將有何發
展値得期待遥

據悉袁拍攝時朱剛
日堯以父親身體大病袁
片方尧醫院兩頭跑袁眼睛
熬紅的他也未曾落下一

場戲份袁躭誤拍攝進度曰
而因叶醜女無敵曳與導演
張峰結緣的王凱袁憑藉
一個電話便再續前緣遥
此前採訪時導演張峰曾坦言袁不管是劇還是演員都相當暖心院"我喜
歡這部戲的劇本以及劇里面的每一個角色袁整部劇也很暖心袁也特
別希望可以把劇里的暖心延續到拍攝現場袁投射到每一個演員身
上遥"

在古裝劇尧偶像劇霸佔影視市場之際袁叶等你愛我曳憑藉其暖心基
調在一衆古裝劇中脫穎而出袁該劇在傳統的感情基礎上將人物設定
拒絶臉譜化尧情節設置現實化袁輔以暖心不煽情的感情戲路遥開篇不
完美的情感關係走勢便讓觀衆們倍感高能袁曹曦文崩潰尋子袁"不顧
顔値"出演的戲份令觀衆動容萬分袁而王凱作爲"最帥倒揷門女婿"袁
一上來便要與妻子離婚的勇敢舉措也是驚嚇一片院"一上來就開始丢
孩子尧鬧離婚袁節奏簡直太高能啦吧袁不準時守候在電視前袁都要跟
不上節奏啦浴"
在霸道總裁 VS傻白甜女主承包熒屛之際袁叶等你愛我曳另闢蹊

徑創新採用"打鬧升溫"設定袁"暴躁痞子型男"朱剛日堯與"內斂倒揷
女婿"王凱大玩追愛 PK袁型男對決只爲贏取美人心遥女主角曹曦文更
是爲尋子踏上"坎坷北漂"之旅袁虐心與勵志交錯來襲遥隨着劇情的推
進袁三人之間相愛相殺的糾纏關係越發陞級遥

騰訊娛樂訊 由姚笛尧雷佳音尧范明尧王佳佳主演的都市情感話
題劇叶愛情碟中諜曳將於今晩 22:00正式登陸湖南衛視"靑春進行時"
周播劇場遥該劇講述了姚笛飾演的一位時尙靚麗的電台女主播丁小
羽袁與雷佳音飾演的男友車子俊在相戀 4年時袁由於車子俊密會女
網友被發現而産生了信任危機袁從而引發了一些列的"愛情諜戰"遥

在首播的劇情中袁姚笛飾演的丁
小羽與雷佳音飾演的車子俊將上演

一場驚險刺激的馬路飆車戲碼遥本應
在飛機上的男友袁竟然駕駛豪車身旁
美女作伴赫然出現在高架橋上袁霸氣
側漏的丁小羽袁一怒之下竟然展開了
驚心動魄的追車大戰袁並且成功擊中
目標遥面對男友的拒不承認袁她又攜
手好閨蜜化身女福爾摩斯袁對其展開
了一系列的偵察袁堪稱智力値武力値
雙雙滿分遥

從叶裸婚時代曳中勇敢拼搏的童佳倩袁叶我的寶貝曳中的時尙俏媽
劉若男袁到這次叶愛情碟中諜曳中化身愛情特工的丁小羽袁每一個角
色都被賦予了鮮活的生命力遥她們堅強可愛袁她們純眞善良袁她們擁
有自己獨特的閃光點遥這一次姚笛飾演的電台美女主播丁小羽袁將
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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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僅僅不到六個月，史高拉
利就以不敗的戰績帶領恒大

奪得中超和亞冠的雙冠王，將再次
代表亞洲出戰世界冠軍球會盃(世冠
盃)。2013年世冠盃上，恒大在納比
的帶領下闖進四強，但在三四名決賽中遺憾輸波，最終
獲得第四名。本月13日，恒大將在日本大阪開啟第二
次世冠盃的征程，史高拉利堅信自己的球隊可以超越兩
年前的成績。

說起下賽季的陣容，史高拉利對一些球員的去留問題沒有迴避，而是
給予了很直接的回答。他明確表示，儘管之前已經被恒大和西甲皇馬兩位
老闆“私訂終身”，但張琳芃還沒有收到皇馬的報價，因此明年仍將在自
己的計劃中。

“據我了解，皇馬沒有給張琳芃報價，當時只是口頭(協議)。我的計
劃裡一定會有張琳芃，但是如果他真的有歐洲俱樂部、強隊給他報價，我
會很開心。”史高拉利說。巴西人認為，包括張琳芃在內，恒大隊中有五
名中國球員完全具備到歐洲踢球的能力。他認為：“第一個就是馮瀟霆，
歐洲所有球隊都能踢；曾誠是特別優秀的門將；鄭智都不用說了，大家都
知道；郜林也能在歐洲大俱樂部踢球。”他說，中國需要一兩名球員去歐
洲大俱樂部効力，“去打開世界認識中國足球的一條路”。

中國不缺乏優秀前鋒
談到中國足球，史高拉利顯得比大部分中國人都樂觀。他認為，中國

足球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在“五六年後”就有希望打進世界盃。
“我想說，中國人、尤其中國球員，都非常聰明。現在他們走的就是

正確的路。只是說不可能今天做，明天就成，需要一個階段。五六年後，
我有信心看到中國隊出現在世界盃賽場上。”史高拉利說。

不少人認為，“鋒無力”是造成國足戰績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史
高拉利卻認為，中國並不缺乏優秀前鋒，他甚至一口氣說出了六個人的名
字。“有郜林這麼好的前鋒啊！還有武磊、于漢超。中國一點不缺前鋒，
而且現在還有後起之秀。還有三個人我要提，廖力生非常優秀，王上源、
張玉寧都是非常好的前鋒。”他說。 ■新華社

今年6月出任廣州恒大主帥的史高拉利曾飽受

爭議，但這位巴西名帥僅僅用了不到半年，就用不

敗的戰績和兩座冠軍獎盃讓人信服。近日，他在廣

州的家中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專訪，對廣州恒

大、中國足球侃侃而談；其中，“史帥”更

指國足五六年後有望進世界盃。
李鐵，中國足壇響噹噹的名字。曾代表國家隊

出戰獲得2002年世界盃參賽資格；曾作為愛華頓
隊球員征戰英超；曾作為助理教練見證恒大亞冠奪
冠等多項榮譽。如今，他既是國家隊助理教練，亦
助中甲河北華夏幸福俱樂部完成衝超目標，上演
“處子”主帥神話。在中國足球開啟改革大幕、形
勢趨好的情況下，對於未來五年，李鐵在接受新華
社記者專訪時認為中國足球可能出現飛速發展，但
在李鐵看來，中國足球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踢球的
人太少，這也是他與當年的隊友共同成立草根足球
組織“鐵子幫”的初衷之一。

“目前，許多家長寧可每次花數百元讓孩子學
習鋼琴、奧數，也不願讓孩子花幾十元去踢足
球、去強身健體。”李鐵覺得這一想法如果不
改變，中國足球不可能取得大的發展。他說：
“最重要的是怎麼解決想法的問題，我們需要

告訴家長踢足球不僅
不影響學習，而且強
身健體。要給家長信
心，讓他們覺得足球
將來有出路，可以養
家糊口，可以改變人
生。而且足球是團隊
項目，在育人方面有
很多優勢。只有基數
越來越大，將來才可
能取得成功。”李鐵
期待，五年之後，參
與到“鐵子幫”的足
球人口能夠達到上百萬，由此將影響更多的人加入
足球，“那怕這條路再艱辛，只要我們認定方向，
堅持走就行。” ■新華社

李鐵李鐵指指中國中國踢球人太少踢球人太少

日前，中國女足在雲南曲靖以2:
0戰勝了意大利女足。賽後，中國隊
主帥布魯諾對結果表示滿意，但他認
為女足在傳球上需要更加簡潔。

布魯諾說，比起在貴陽1:1打和
意大利的比賽，本場比賽中國女足進
步很大，大家很注意中場的逼搶，對
抗更加頑強和兇狠，一對一拚搶比上
一場成功率高，“球員的積極表現和
戰術執行到位是這場比賽取勝的關
鍵。但女足姑娘也有需要提高的地
方，那就是傳球需要更加簡潔。”

雖然取得了勝利，但布魯諾承

認，本場比賽他做了一些“冒險”。
他說：“我需要演練多種陣型，所以
上半場我決定打442陣型。下半場我
作了陣型調整，並告訴隊員以古雅沙
換上場為信號，她一上場就把陣型調
整為4231。”

對於執教後取得的2勝2和不敗
戰績，布魯諾表示，交手的球隊都是
國際排名靠前的隊伍，這對於全隊的
信心很重要。布魯諾特別表揚了首發
出場的20歲小將楊曼，並對她的未來
表示期待。

■新華社

女足主帥女足主帥望傳球更簡潔望傳球更簡潔

2016
年奧運會
暨世界盃
跳水項目
選拔賽日
前結束所
有項目的
測試。何
超、施廷
懋穩獲2016跳水世界盃單人項目入場券，曹緣/秦
凱組合、吳敏霞/施廷懋組合和陳若琳/劉蕙瑕組
合穩獲雙人項目入場券。

當日進行女子3米跳板和男子10米跳台選拔。施
廷懋繼今年喀山世錦賽和全國跳水錦標賽兩站選拔之
後，再度奪得女子3米跳板冠軍。17歲小將楊昊發揮
穩定，以一套難度系數相對較低的動作在男子10米跳
台奪冠。中國跳水隊領隊周繼紅說：“楊昊還年輕，
需要繼續努力提昇自己，為2020年奧運會做準備。”

據統計，在三次奧運選拔賽中，何超和施廷懋分
別實現男子和女子單人3米跳板三連冠，曹緣/秦凱組
合在男子雙人3米跳板中獲得兩冠一亞，吳敏霞/施廷
懋組合、陳若琳/劉蕙瑕組合分別在女子雙人3米跳板
和雙人10米跳台中三次奪冠。根據積分，以上運動員

穩獲2016跳水世界盃入場券。“正式名單很快就會公
佈。”周繼紅表示，接下來要進行為期6周的封閉訓
練，備戰跳水世界盃。

定奧運名單為時尚早
吳敏霞作為傑出的老隊員，備受關注。由於多年

訓練，吳敏霞小傷病在所難免。對於目前的腰傷，周
繼紅對中新社記者說，這並不影響日常訓練。“吳敏
霞是隊裡唯一一個從2004年雅典奧運會一直堅持到里
約奧運會的隊員，很不容易，她非常刻苦。”對於奧
運資格，周繼紅表示談之為時尚早。 ■中新社

跳水世界盃跳水世界盃 中國隊名單可期中國隊名單可期

奧運冠軍吳靜鈺日前奪得世界跆拳道年度總
決賽49公斤以下級冠軍，時隔三年重回世界第
一。這也是中國隊首次在該項賽事裡奪冠。吳靜
鈺因此完成了奧運會、年度總決賽、世錦賽和大
運會的跆拳道世界大賽個人項目全滿貫。

世界跆拳道年度總決賽只有世界積分排名前
八名的運動員才有資格參賽，被視為競賽水平僅
次於奧運會的國際大賽。本屆比賽在墨西哥城舉
行，吳靜鈺首場比賽5:0擊敗韓國選手金昭輝，
準決賽又以15:3橫掃泰國的青奧冠軍翁巴達那

吉，最終在決賽中以6:4戰勝法國對手阿奇亞
茲，斬獲個人今年的第六枚國際比賽金牌。

“剛來墨西哥時，比較不適應這裡的高原條
件，不過通過刻苦訓練後來也慢慢克服了。因為
這個比賽是世界前八才能參加，所以比賽時也很
興奮，”吳靜鈺比賽結束後接受世跆聯採訪時才
意識到自己目前奧運積分已重回世界第一。距離
里約奧運會開幕還有大約八個月時間，吳靜鈺表
示，接下來將安心備戰里約。

■新華社

吳靜鈺年度總決賽奪冠
時隔三年重返世界第一

世界羽聯7日宣佈，中國男單名將林丹因
傷將缺席本月在迪拜舉行的2015年羽壇收官大
戲——超級系列賽總決賽。

世界羽聯新聞官在發給記者的郵件通知中
寫到：“中國的林丹因傷退出迪拜總決賽，他
已經尋求治療。在林丹的位置上，中國隊已經

接收到邀請，由田厚威前來參賽。”
除林丹外，世界羽聯表示參賽名單還有另

一處變動，日本一對女雙選手也因傷退出此次
總決賽，她們的名額將由超級系列賽積分同樣
進入世界前8名的隊友頂上。

■新華社

林丹因傷退出迪拜總決賽

■■吳敏霞吳敏霞((左左)/)/施廷懋施廷懋
穩獲入場券穩獲入場券。。新華社新華社

■■施廷懋在比施廷懋在比
賽中賽中。。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足球員中國女足球員((左左))在比賽中慶祝入球在比賽中慶祝入球。。 新華社新華社

■■河北華夏隊主教練李河北華夏隊主教練李
鐵在指揮比賽鐵在指揮比賽。。新華社新華社

■■史高拉利史高拉利((右二右二))在比賽在比賽
中指揮中指揮。。 新華社新華社

■■張琳芃張琳芃((右右))曾傳獲曾傳獲
皇馬招手
皇馬招手。。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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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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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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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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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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桑 遺作《奇幻同學會》
無奈交棒 庹宗華嘆 「有他就有我」

柯俊雄從影 50 年，合作影人
得知他病逝，不勝唏噓，導演朱
延平回憶當年和他合作《異域》
，要拍近景，被柯俊雄反問：
「會帶到哪？如果是肚臍，表情

鬆一點，如果是脖子以上，臉部

要緊繃一些。」
朱延平心想 「唬爛」，結果

一看鏡頭，果真有差，他說：
「柯導是個驕傲的影帝，演技沒

話說！」港星梁家輝則表示柯俊
雄會永遠留名大中華電影圈。

去年見柯中氣十足
朱延平都尊稱柯俊

雄為 「柯導演」，他說
以前男星較拘謹、四平

八穩，唯獨柯俊雄不一樣，光看
他在《再見阿郎》中的痞子樣，
就讓人服氣。

2人最後一次見到是去年11月
在香港參加兩岸三地導演會，當

時柯的身體狀況仍佳，中氣十足
分享拍戲過往，談到電影就神采
飛揚。

梁家輝曾跟柯俊雄合作電影
《火燒島》，他表示： 「柯大哥
離世當然很難過，不過人始終要
走，他從去年發病到離開時間很
短，走得舒服，他的名字會留在
大中華電影圈名冊上的。」

舒淇悼 「一路好走」
柯俊雄 2013 年演出民視《風

水世家》，當時製作人蕭大陸透
露，那時完全看不出他身體有狀
況，只知道他菸癮挺大，常常菸
癮犯了就會出去棚外抽菸。

而出道時曾傳跟柯俊雄有合
約糾紛的舒淇，昨得知消息也哀
悼： 「好突然！一路好走！」

妻被宣判只剩4個月 男藝人花800萬救命
這真的算是不離不棄！
《蘋果》報導，藝人林在培與紫琳

當年都是台視新人獎歌唱比賽出身，交
往9年才結婚，婚後紫琳發現得到子宮原
位癌，為了懷孕，找中醫調身體才成功
生下女兒，可惜因為婆媳問題嚴重，女
兒才周歲就與林在培離婚，分開4年，紫
琳一度帶女兒赴美，後在朋友安排下，2

人破鏡重圓，紫琳自爆： 「我老公在餐
廳裡握著我的手，哭著說這輩子最對不
起的女人就是我，加上婆婆當時已經失
智，我才帶女兒又嫁給他。」

不過回到林家後，要照顧有病的大
伯與婆婆，導致情緒障礙，原有小酌習
慣的她因此越喝越多，長期累積，去年
終於發病，醫生診斷為肝硬化末期只剩4

個月生命，林在培在中國拍戲，回台後
帶老婆去浙江大學醫院換肝，夫妻倆在
醫院等了2個月，終於等到適合的肝臟。

手術後紫琳3天就可下床，7天皮膚
變粉紅色。手術加上住院費用高達800萬
元，林在培說： 「我聽到上海那邊更貴
，要1500萬，那還是得花，不然就沒命
了。」

柯俊雄一生風流，外界多圍繞在他和 「寶島玉女」張美
瑤、設計師蔡青樺2段婚姻上，鮮少人知道他和香港女星苗
可秀的一段情。

《蘋果》報導，1973年2人因合作《心蘭的故事》爆緋
聞，不過柯俊雄已婚，雙方戀情在圈內算半公開祕密，但都
未被高調提及，只是關係最終無法長久，交往1年多後分手
。柯俊雄2009年接受香港媒體訪問，被問這麼多年，有沒有
難忘的事情，突然脫口說： 「談戀愛最難忘……我很喜歡她
，很愛她。」對象指的就是苗可秀。既然是 最愛的女人，何
不娶她？柯俊雄笑說： 「那是我的問題，我生長在舊式的家
庭，家中一直反對，將來有機會要好好的對她、回饋她。」

他也感嘆： 「對她是有歉疚的，人有感情，講沒有感情
是假的。」儘管早已事過境遷，但重憶舊愛，柯俊雄仍流露
懊惱虧欠，始終把苗可秀放心上。現年63歲的苗可秀1970年

加 入 嘉
禾 影 業
公 司 ，
氣 質 淡
雅 動 人
， 被 封
為 「嘉
禾 公 主
」，憑武打片《天龍八將》、《猛龍過江》成主角，更是李
小龍御用女主角，她跟柯俊雄分手後，又和另一人夫潘志文
談了7年戀愛，還為此移民到溫哥華，2008年才回香港，以
玩票性質拍電影《一個好爸爸》和《低俗喜劇》，現仍活躍
在香港演藝圈，至今未婚。

除了二任妻子 柯俊雄心底難忘她

50 歲香港天王郭富城，剛認
愛就馬上飛到27歲小模女友方媛
地盤上海，搞另一段 「父女戀」
，原來他和28歲中國女星趙麗穎
合作新片《永不消逝的電波》，
被記者補刀虧和穿薄紗裝透視bra
的趙麗穎年齡差距大： 「但你們
戲外相差20多歲！」趙麗穎當場
忍不住笑開，郭富城對自己秀恩
愛招致的負評，無奈表示 「我不
是一個高調的人，工作後有時間
，可以跟自己喜歡的女朋友，去
吃飯看電影」，沉醉愛河的他EQ
爆表： 「我只能說 『我很開心』
。」

郭富城父女戀換伴
透視bra好誘惑

林在培林在培（（右右））與紫琳鶼鰈情深與紫琳鶼鰈情深，，錄錄《《命運好好玩命運好好玩》》

港星苗可秀受訪曾透露至今仍未婚港星苗可秀受訪曾透露至今仍未婚。。

 




























金馬影帝柯俊雄（柯桑）從影超過50年，
拍過電影近200部，後從演員變立委，他今年原
要回歸影壇演出《奇幻同學會》，巧合的是片
中角色同樣罹癌，他不在意樂於接演，卻因肺
癌復發被迫放棄，最後遺作由37年前就合作過
的庹宗華接替，庹回憶當時續穿柯定裝戲服，
更感嘆 「過去電影裡有柯桑就有我」。

柯俊雄拿過兩屆亞洲影展影帝和金馬影帝
，2004年從政後似乎仍難忘演戲，2011年復出
拍電視劇，今年更獲邀在林清介執導的新片演
出，對老師角色罹患肺腺癌，學生辦同學會，
其實是為敬愛的老師辦生前告別式，當時柯和
太太蔡青樺都不介意，柯還提議可找甄珍演他
劇中老婆。

定裝假髮都已做好
柯俊雄為該劇定裝、假髮也都做好，但林

清介卻擔心柯拍戲操勞，加上有時間壓力無法
等柯出院，最後由庹宗華救火接下此角，柯俊
雄由太太告知換角一事後一度很失望，也承諾
等他病好再找他演戲。

可惜，柯俊雄無法守諾再拍戲，前晚因肺

癌病逝三總。庹宗華得知消息後心情無奈、痛
心，庹透露當時接下此角，很多拍戲的衣服都
是穿 「柯桑」的，試穿修改一下即可，當時也
試圖聯絡他想探視， 「但他的個性比較低調，
不喜歡人打擾，所以不是很方便過去，真的沒
有想到離開的這麼快」。

37年前合作《異域》
庹宗華1978年首次和柯俊雄合作《綠色山

莊》，後陸續合作《異域》、《報告班長》、
《火燒島》等多部片，庹宗華形容柯很有自己
的特色，演過角色差異性又大，表演很棒沒話
說。庹回憶 「過去電影裡似乎有柯桑就有我，
柯桑每年要出國，都一定會想到我，只要有時
間我就會一起去，像是泰國、日本，還有參加
韓國映畫展」。

柯俊雄外表看似嚴肅，但庹宗華透露柯私
下很風趣、親切，是很照顧人的大哥，在聚會
常常炒熱氣氛，庹打趣說： 「我都說他是亞太
影帝，因為不管是去泰國、日本還是韓國，每
個國家語言他都會，真的很厲害，我也很謝謝
他。」朱延平服氣柯桑無敵痞樣

梁家輝誇 「名留電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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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俊雄生前演出多部經典電影，曾以《黃埔軍
魂》、《一代梟雄──曹操》兩度獲頒台灣

金馬獎影帝。從影50年的他曾說，電影代表他的
生命，沒倒下去以前自己都是演員。

柯俊雄一度棄影從政， 成為台灣首位“影帝
立委”，並幾次隨前國民黨黨主席連戰訪問內
地；此外，他也多次與兩岸電影人合作。

去年，柯俊雄傳出罹患肺癌，並在今年5月
病情惡化；今年10月27日，他最後一次公開露
面，參加電影中心電影修復活動，當時他身體狀
況明顯變差，說話聲音不再宏亮，且戴口罩到
場；本月3日傳出他再度進入加護病房，一度昏
迷，醒來時又因插管，只能以筆交談。至前日深
夜22時許，柯俊雄病逝；7日凌晨遺體離開醫院
被送至殯儀館。

發哥讚好演技又風趣
柯俊雄生前跟兩岸三地巨星結下片緣，先後

跟周潤發、成龍、劉德華、周星馳、張艾嘉、梁
家輝及舒淇等巨星合作。

周潤發聞得前輩演員柯俊雄病逝消息好感惋
惜，二人曾一起在《江湖情》、《英雄好漢》及
《義本無情》三部電影中結片緣，交情也算不
錯。而柯俊雄在生前的訪問中曾讚賞發哥懂得尊
師重道，會以“師傅”來尊稱他，開工拍戲都很
守時更會做足功課到場，而在沒自己戲份時仍乖
乖站在一旁看他演戲，相信之有耐性。

發哥7日獲知噩耗也歎息說：“想不到70歲
就走了，真的好可惜，希望他一路好走！”發哥
指柯俊雄為人縱然嚴肅卻不失風趣，在工時他好
認真，好演技已是無庸置疑，但在鏡頭後間中會
表現風趣的一面，在拍戲現場他亦很客氣和親
切，所以會互相尊重對方。

1990年及1991年，柯俊雄曾與劉德華合拍
《異域》及《火燒島》等。華仔7日聞悉柯俊雄病
逝的消息大表震驚：“還記得當年和柯大哥一起
拍電影，柯大哥總是一身英氣。聽到消息感到震
驚、婉惜。電影界又少了一位中流砥柱的好前
輩，願柯大哥一路好走。”

家輝難忘柯熱心對台片
梁家輝對柯俊雄病逝感到可惜，二人只

於電影《火燒島》中合作過，家輝指柯俊雄
是該片製片人，又是台灣演員工會會長，為
了讓一些已退休的台灣演員有機會再投入工
作，便開拍該片為演員工會籌款，家輝形容
當年演員的陣容空前絕後，包括成龍及洪金
寶等都仗義協助演出。家輝最深刻印象，是
柯俊雄對台灣電影有顆熱心，亦因同年自己
憑《愛在他鄉的季節》奪得金馬影帝，此後

家輝也常在金馬獎頒獎禮
上碰見對方。聞得柯俊雄
的離開，家輝好感可惜，
他說：“才 70歲那麼後
生，但知道他去年發病，
不到一年便離開，也算是
不用長期受煎熬和捱苦。”家輝也讚
賞柯俊雄分別成為兩屆亞太影帝及兩
屆金馬影帝，讓中國電影名冊留下他的光輝一
頁。

另外郭富城也得知柯俊雄病逝，他雖未曾跟
對方有合作機會，從小看這位前輩的作品已感覺
他是位優秀的演員。能兩度成為金馬影帝演技一
定很好。城城指得知消息當然難過，相信其作品
會永遠留在世上給後輩參考。他記得在“金馬
50”時有過一面之緣，當時有握手打過招呼。城
城又慨嘆生活瞬間幻變，大家都應珍惜當下，所
以他也要活在當下。

至於黃秋生對於柯俊雄離世，傷感說：“是
巨星殞落，他是我一直慕拜對象，是位殿堂級巨
人。”他記得小時候母親帶他去看《再見阿郎》
一片，故從小已受柯俊雄的衝擊，也印象深對方
拍過不少戰爭片包括《異域》，而他跟柯俊雄有
過一面之緣，也認識其女兒，只是現無聯絡也未
送上慰問。

曾跟舒淇上演激情床戲
據知，1976年柯俊雄看過張艾嘉在電影《八

百壯士》的演出後，非常欣賞對方的演出，故他
在1981年執導拍攝電影《我的爺爺》，便邀請張
艾嘉出任女主角，令張艾嘉成功憑《我》片摘下
首個金馬影后殊榮，因此張艾嘉視柯俊雄為恩
師。

而在1995年，由柯俊雄旗下的導演文安雄執
導的電影《靈與慾》，找來當時只有19歲、旗下
藝人舒淇擔任女主角，舒淇剛出道便在片中兩點
畢露，同時與男主角柯俊雄上演數場激情床戲，
大膽程度令人驚訝。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柯俊雄中學畢業後入行跑龍套柯俊雄中學畢業後入行跑龍套，，
1818歲擔綱多部電影男主角歲擔綱多部電影男主角，，躍升台語片一線小生躍升台語片一線小生，，
19651965年轉戰國語片年轉戰國語片，，從影從影5050多年多年，，作品從台語片到作品從台語片到
瓊瑤愛情瓊瑤愛情、、愛國宣政愛國宣政、、港台黑社會等電影近港台黑社會等電影近200200部部。。
19671967年年，，柯俊雄已憑電影柯俊雄已憑電影《《寂寞的十七歲寂寞的十七歲》》榮獲亞榮獲亞
太影展最佳男主角太影展最佳男主角，，是該獎項中第一位台灣影帝是該獎項中第一位台灣影帝。。

柯俊雄將領形象深植人心柯俊雄將領形象深植人心，，在在19741974年的電影年的電影
《《英烈千秋英烈千秋》》中他飾演為國犧牲的抗日名將張自中他飾演為國犧牲的抗日名將張自
忠忠，，二度拿下亞太影帝頭銜二度拿下亞太影帝頭銜。。19781978年主演年主演《《黃埔軍黃埔軍
魂魂》》獲得第獲得第1616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獎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獎。。上世紀上世紀8080年年
代初他開始導演影片代初他開始導演影片，，19811981年自編自導自演年自編自導自演《《我的我的
爺爺爺爺》，》，還獲得巴拿馬國際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獎還獲得巴拿馬國際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獎；；
19991999年自導自演電影年自導自演電影《《諸葛孔明諸葛孔明》，》，同年同年1212月又憑月又憑
藉藉《《一代梟雄曹操一代梟雄曹操》，》，以反派演出榮登第以反派演出榮登第3636屆金馬屆金馬
影帝寶座影帝寶座。。

台台““文化部文化部””77日晚發布新聞稿表示日晚發布新聞稿表示，“，“文化部文化部
長長””洪孟啟獲知柯俊雄病逝消息後洪孟啟獲知柯俊雄病逝消息後，，深感惋惜與不深感惋惜與不
捨捨，，洪孟啟與柯俊雄為舊識老友洪孟啟與柯俊雄為舊識老友，，柯俊雄的愛國情柯俊雄的愛國情
操及對朋友的照顧操及對朋友的照顧，，令洪孟啟印象深刻令洪孟啟印象深刻，，對電影的對電影的
熱情與貢獻也同樣令人欽佩熱情與貢獻也同樣令人欽佩。。

台台““文化部文化部””表示表示，，柯俊雄對電影充滿熱情柯俊雄對電影充滿熱情，，
即使在化療中仍抱病出席電影中心影片修復發表會即使在化療中仍抱病出席電影中心影片修復發表會
活動活動，，呼籲各界支持電影保存與修復呼籲各界支持電影保存與修復。“。“文化部文化部””

又說又說，，已啟動申請褒揚令行政作業已啟動申請褒揚令行政作業，，並將規劃舉辦紀念影展並將規劃舉辦紀念影展，，
邀電影界朋友參與回顧邀電影界朋友參與回顧，，一起緬懷柯俊雄經典演出一起緬懷柯俊雄經典演出。。

外遇結束外遇結束3535年婚姻年婚姻
柯俊雄有過兩段婚姻柯俊雄有過兩段婚姻，，第一段婚姻轟動當時的演藝圈第一段婚姻轟動當時的演藝圈，，前前

妻是有妻是有““寶島玉女寶島玉女””封號的張美瑤封號的張美瑤，，兩人是姐弟戀兩人是姐弟戀，，育有育有22女女，，
後因外遇生子後因外遇生子，，結束結束3535年的婚姻年的婚姻。。他的現任妻子蔡青樺為知名他的現任妻子蔡青樺為知名
服裝設計師服裝設計師，，兩人育有兩人育有11兒兒11女女。。

早年煙酒不拒的他早年煙酒不拒的他，，20132013年加入拍攝台劇年加入拍攝台劇《《風水世家風水世家》》
時時，，也沒有異狀也沒有異狀，，仍能跟劇組熬夜拍戲仍能跟劇組熬夜拍戲，，煙也照抽煙也照抽，，沒想到才沒想到才
殺青殺青33個月個月，，去年就發現罹患肺癌末期去年就發現罹患肺癌末期。。

華仔驚聞噩耗 發哥尊稱“師傅”

金馬影帝柯俊雄
不敵癌魔病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梁靜儀）金馬影帝柯俊雄前晚因肺癌在台北病逝，享年70

歲。從影50年的柯俊雄一生經歷了演員、編劇、導演，甚至還曾當選國民黨籍“立委”。

200多部的電影作品中，尤以其扮演愛國將領的角色最深植人心。柯俊雄生前跟兩岸三地巨

星結下片緣，周潤發曾跟柯俊雄合作，發哥亦尊稱對方為“師傅”，並指在工作時柯很認真

卻不失風趣，好演技更是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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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李
慶全）“鮮浪朝2015。國際短片展”
7日晚於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揭
幕，展期為14天，其中開幕電影為日
本著名導演原田真人新作《投靠女與
出走男》，出席開幕禮主禮嘉賓包括
藝發局主席王英偉、杜琪峯、日本名
導演原田真人及鄭秀文（Sammi）。

杜琪峯於台上謙稱自己喜歡看文
藝片但卻不懂去拍，也覺得很多電影
也偉大，但得靠導演的不同創作帶給
觀眾欣賞，故此只要導演有熱情，在
任何環境下堅持一定會有收穫。秋生
表示遇到要求得不明不白的導演時，
他笑說：“不用知導演講甚麼，叫到
做就做不會尋根問底，也只有林雪才
常問點解。”杜琪峯則表示身為導演
拍攝時會知自己要甚麼，演員要改變
他他也會去思考，自己會接受也就是

被征服了。
Sammi坦言她對新導演有頗大期

望，只要有勇氣可找她演戲，秋生即
反問她會收多少錢？Sammi即帶笑
說：“我們私聊！”秋生也明言有時
會不知自己在演甚麼，所以要去向新
人學習，自己就等同吸血鬼，去吸後
生的血才可令自己年青。Sammi認為
每行都要新血加入，但當然也要有資
歷人帶領給予機會，正如杜Sir般很有
心不斷提攜新人，自己則沒此能力。
談到跟新導演合作，Sammi表示片酬
不是問題，新導演大可來找她，像最
近她看了翁子光的《踏血尋梅》真的
好喜歡，她笑說：“我都會自薦，錢
也有得傾，不會難搞，因為跟新人合
作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她指之前
都有新導演邀請合作，只是因對方覺
劇本不夠好最後拍不成，但感覺是誠

意十足，所以錢不是最大考慮，也覺
得每行不只單是競爭，也可以互相幫
忙，而她現都有電影傾談中，但會先
完成巡唱及新國語唱片才再接戲。

未聞安仔因崔健呻不快
另談及崔健在《中國之星》中狠

批許志安唱張學友廣東歌《怎麼捨得
你》聽不懂，Sammi表示已經回應
過，但記者指安仔之後再唱古惑仔
《友情歲月》，崔健轉口風讚對路，
Sammi表示自己沒給老公意見，都是
安仔與憶蓮順應題目去選歌，不是斟
酌甚麼語言！問安仔有否呻過？她帶
笑說：“他有報到，但無呻不開心，
他的心態都是把歌唱好，不是名次問
題。”是否有你鼓勵他更有爆炸力？
她笑笑口說：“不是啦，是粉絲的支
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無綫資深演員孫季卿上
月底病逝，7日晚以基督教形式設靈，8日出殯。TVB官方
微博以其黑白照留言道：“永遠懷念我們的季卿叔，多謝
您一生對娛樂事業的貢獻。”曹永廉與黃智賢亦在微博留
言悼念。苑瓊丹7日出席活動時表示，印象中對方是位敬業
樂業的前輩，將生命完全投入於演藝事業，對演藝界有很
大的貢獻。

資深演員孫季卿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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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俊雄兩度獲得金馬影帝殊榮。
中央社

■上世紀90年代，柯俊雄與劉德華
合拍《異域》。 網上圖片

■季卿叔拍《金
枝慾孽貳》時後
頸腫瘤已很突
出。

■■柯俊雄柯俊雄((左二左二))和妻子張美瑤和妻子張美瑤
((右一右一))育有一子一女育有一子一女。。

■梁家輝跟柯俊雄於電影《火燒島》
中合作過。 網上圖片

■今年10月，柯俊雄(左一)亦有出席特映會。

柯俊雄 1945-2015

■柯俊雄6日
晚因肺癌在台
北病逝，享年
7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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