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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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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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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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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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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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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000.

2. 糖城，二層樓漂亮洋房，2574尺，四房，二套半浴室，二車庫，廚房花崗石臺面，有房客, 月租 $1,700. 僅售 $235,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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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棚鄰接後院。僅售 $88,000。
4. 百利大道商場三個單位，各三層，一樓店鋪，二樓住家，三樓可作儲藏室。每單位僅售 $390,000.
5. 百利學區，預建新屋，可按照客戶要求興建。4300尺，僅售 $895,000.土地售 $289,000. 附近多漂亮大新屋。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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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9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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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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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屋，議價，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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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禾物業，用心看顧您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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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verstoneRiverstone

新上市公寓，一千一百尺，3房2
衛，緊鄰8號公路，步行可到中國
城、超市、銀行和餐廳。

學區房，一層獨棟屋，兩千尺，4
房2衛2車庫，全新升級，步行到
學校。

豪華雙層住宅，14年新建，三千
七百多尺，5房3衛2車庫，室內
全面升級，通用電氣配置設備。

多功能倉庫，現有租客，安保、監控設
施完備。交通便利，距布什機場僅10
分鐘，20分鐘到休士頓港口。

Riverstone一層美房，兩千九百
尺，4房3衛2車庫，近6號公路，
方便購物、餐飲。

僅售$51.8萬
倉庫倉庫WarehouseWarehouse

僅售99萬

•糖城Riverstone，一層樓，兩千九百尺，4房3浴，臨
樹林小溪美景，購物、餐飲便利，近6號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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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附近公寓，3房，可步行到超市，僅售7.9萬

安馨
成家

負責人 / 資深經紀
Josie LinJosie Lin

林承靜
832-618-5898
團隊精通國、臺、粵、英、西、越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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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

吉屋
出租

• 中國城黃金花園多套公寓待租，內含家具，步行可到
超市、餐廳。長短期均可，歡迎電洽。• 城北Klien學區，3房2浴，木及瓷磚地板，花崗臺面，好區租$1580• 糖城Riverstone，一層樓，兩千九百尺，4房3浴，臨樹林小溪美景，
購物、餐飲便利，近6號公路，$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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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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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lteam98@gmail.com（713）630-8000 免費免費 市場分析

歡迎預約諮詢

日本餐館於Westheimer上，生意11萬

增值保本 聯禾獨賣（未上市）現有長期租客，現享租金

糖城獨棟屋糖城獨棟屋 RichmondRichmond獨棟屋獨棟屋 糖城獨棟屋糖城獨棟屋 糖城獨棟屋糖城獨棟屋
05年建，3房2衛，交通便利，
售$165,000 / 現租$1,500

06年建，4房2衛，優質社區，
售$229,990 / 現租$1,790

4房2衛，易出租。
售$239,900 / 現租$1,850

09年建，4房3衛，好學區，
售$389,000 / 現租$2,850

生意買賣

Christina Shyu 徐
281-796-6027

Annie Zhao
832-618-9561

Paul Liao
832-788-6699

Ping Chen 陳
281-236-8747

Gene Feigelson
713-398-7058

Ling Gao 高
832-878-1787

Christi Yao 何
832-866-3333

Weston Gong
832-646-4169

Lei Jin 金
713-628-8998

Jerry Lee 李
832-633-5072

Don Foronda
713-594-2171

Tri Nguyen
832-782-4690

Lulu Sun 孫
832-692-6665

Neal Hsu 許
713-538-3366

精通建商新房優惠

9889 Bellaire Blvd., #118, Houston,TX 77036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二樓

聯禾物業管理公司聯禾物業管理公司聯禾物業管理公司

RiverstoneRiverstone
僅售38.9萬

幸福新村幸福新村
僅售$7.99萬

SharpstownSharpstown
僅售$22.9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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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westrealtywen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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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真佛宗密儀雷藏
寺，由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慈悲加
持，恭請真佛宗主壇 「金剛上師」蓮鎮
金剛上師蒞臨主壇，連三日的息災祈福敬
愛超渡大法會，於上週末聖誕節假期盛大
舉行。包括12月25日（星期五）晚間八
時起舉行 「南摩大白蓮花童子息災祈福超
渡護摩法會」，及12月26日（週六）晚
間八時舉行的 「南摩愛染明王息災祈福敬
愛超渡護摩法會」，以及於 12 月 27 日
（星期日）下午二時舉行的 「南摩無極瑤
池金母除障轉運替身，息災，祈福，增益
，超渡」護摩大法會， 為休士頓的信眾
作除障轉運替身及息災，祈福，增益，超
渡。

大法會在恭讀疏文後正式開始，首先
主壇上師加持疏文及報名表，作金剛杵結
界，以及觀想，持誦根本傳承上師心咒，
以及往生咒，觀想護摩主尊 「南摩無極瑤
池金母大天尊，祈請瑤池金母作主，加持
弟子之替身，使其一切的災難、咀咒、惡
煞、沖犯、槓頭、身體病痛，一切皆
消除」

最後由主壇上師作總迴向： 「願同唸
佛者，同生極樂國，上報四重恩，下濟三
途苦，見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

當天所有功德及報名等皆可業障消除
，消災解厄，身體健康，增福延壽，財運
亨通，財源廣進，心願圓滿，一切吉祥如
意圓滿。

王朝旅遊提供： 一次暢遊西岸名城：洛杉磯/拉斯維加斯/三藩市旅遊團

（休士頓/秦鴻鈞)各式搭配的精彩玩法，統
統都 「買二送一」讓您飽覽美國西部大自然的
壯麗景觀以及認識人生的“讀萬卷書不如行萬
里路”的道理，再加上以及不論老少都愛的主
題樂園-環球影城，或是全家的快樂天堂-迪士
尼樂園等等….。

王朝旅行社為您精心設計的 5-9 天團，只
要$156/人是的~沒看錯!!也沒有打錯字!!! 一個人
只要$156元5天團(四人有房) 給您的美西之旅，
高貴不貴、真正物超所值的旅遊行程。

王朝旅遊一直為顧客提供有品質的旅行團
， 王 朝 是 美 國 ARC （ACCREDITED RE-
PORTING CORPORATION）和 IATAN 的認

證旅行社，是給旅客雙重的旅遊
保障。不是所有旅行社都可以成
為 ARC 的認證旅行社，旅行社
東主要通過旅遊條例考試合格
。 ARC審察旅行社內部工作程
序後，旅行社並付 ARC 基金保
證金，才可以成為認證旅行社。
選擇王朝品質有保証。

特別企劃-精彩玩法一超 值
美 西 雙 城 或 三 城 ： （ 請 前 往
aaplusvacation.com 更 多 選 擇 搭
配）

一次暢遊美國西岸名城洛杉
磯VS 拉斯維加斯VS舊金山

您愉快的旅程將從您降落於
洛杉磯機場那刻開始。洛杉磯-
旋漪的風光、大都市的氣派、集

繁華與寧靜於一身，是美國西海岸邊一座風景
秀麗、璀璨奪目的海濱，遊覽景點包含：海濱
城市聖塔莫尼卡、好萊塢，中國劇院，柯達劇
院， 星光大道，好萊塢，梅爾羅斯街，比弗利
山莊，日落大道，中國城，羅迪歐大道，西木
區，農貿市場，墨西哥街，音樂中心，迪斯尼
音樂廳，市政中心，小東京，瑪麗安德爾灣，
漁人村，威尼斯海灘。

拉斯維加斯-不論你喜歡的是夢幻高調奢華
的氣氛，還是低調隨性輕鬆的度假，拉斯維加
斯都能滿足您假期的期望。在這裡，你可以在
全世界最頂級的賭場試試自己的手氣，品嘗世
界頂尖大廚的美味手藝、以及欣賞華麗壯觀的

表演秀。看夠了五光十色的賭場景色，還可以
前往拉斯維加斯的人造海灘Mandalay Bay Shark
Reef 欣賞海底風光，或者也可以去霓虹博物館
(Neon Museum) 看看館藏古物。總之光是在拉
斯維加斯大道上漫步，就已經是非常令人興奮
的體驗了。

舊金山-舊金山被譽為“每個人都喜愛的城
市” 除了氣候宜人之外還包含了人文、自然、
建築、高科技、異國情調等形形色色的景點都
值得旅遊。金門大橋是世界上最大的單孔吊橋
之一，人們視其為舊金山的象徵。九曲花街是
全美國最彎曲也是最美麗的一條街，滿足眼球
的 同 時 非 常 考 驗 車 技 。 漁 人 碼 頭 、 惡 魔
島 等 。

主題樂園:
迪士尼樂園堪稱“全世界最快樂的地方”

園內共有四個區域：探險樂園、西部樂園、童
話世界和未來世界。大人和孩子同樣喜愛這個
樂園，它每年吸引幾百萬遊客來到這裡。整個
遊樂園佔地230英畝,內部到處體現了華特迪士
尼先生的構想：凡是到這個公園來玩的人，一
定會感覺自己到了快樂的天堂而。且迪士尼樂
園將永遠不會被認為全部完成,它要不斷地擴建,
不斷地改造,使之達到更加完美的境界。所以一
直都有新主題館的新建。

好萊塢環球影城-美國最大電影公司環球製
片廠，全年遊客如織。遊園觀光車載著你，經
過生動逼真的電影場景，如斷橋雪崩，山洪暴
發，大白鯊，大金剛等；電影回到未來”侏羅
紀公園”外星人”等模擬遊樂設施，栩栩如生

，使你有身臨其境的體驗，“水世界”“荒野
西部”的真人特技表演，“變形金剛” “魔鬼
終極者 3D“和”怪物史萊克 4D 立體電影逼真
的效果，更令人嘆為觀止。此外“蜘蛛俠”等
連場的歌舞表演，動物秀，詼諧搞笑的兒童節
目等，讓環球影城增添異彩非去不可。

聖地牙哥海洋世界是不可不去的景點--世
界著名的海洋主題樂園，園內有各式各樣海洋
生物，好比可愛的國王企鵝，兇惡的鯊魚，聰
明靈巧的海豚，還有許許多多的海洋物種。園
內還有多個海洋生物館和表演，如海豚秀，海
獅秀，還有最受歡迎高人氣的殺人鯨精彩表演
，老少皆愛。海洋公園是一個非常適合一家同
樂出遊的景點，也是來到聖地牙哥不可不去的
景點。

王朝旅行社：候斯頓中國城精英廣場內，
地鋪#A14

地址：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81-8868。

真佛宗密儀雷藏寺上週舉行真佛宗密儀雷藏寺上週舉行
連三日息災祈福敬愛大法會連三日息災祈福敬愛大法會，， 「「蓮鎮金剛上師蓮鎮金剛上師」」 主壇主壇

由蓮鎮金剛上師由蓮鎮金剛上師（（上坐者上坐者））主壇的大法會現主壇的大法會現
場場。（。（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參加大法會的信眾行禮如儀參加大法會的信眾行禮如儀。（。（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本報記者施雪妮）SPA 作為一種修養身
心，美容保健，放鬆減壓的休閒方式，逐漸風
靡。位於 12000 百利大道的 King SPA 是一個高
檔SPA中心，將為您提供時尚、簡約、浪漫又
不失豪華的頂級SPA享受，毫無保留地徹底放
鬆。

Kings Spa 以養生、休閒、美體為目標，集
Spa、紅外線桑拿、芳香療法、中醫保健、足道
按摩等為一體，佔地12000尺，環型過道串連著

18間大小不同，裝飾風格各異的房間
，更配有乾濕蒸汽房、按摩熱池、大
型紅外線桑拿房、沐浴房、單人、雙
人及多人間、個人儲物櫃、雅緻休息
廳等各類設施，應有盡有。 Kings
Spa提倡唯美高雅的養生文化，擺脫
枯燥單調的簡單服務，營造快樂養生
氛圍，體驗與眾不同的養生感覺。看
著很美，養的更是專業。 Kings Spa
將顧客需求視為己任，全力打造顧客
滿意的休閒養生會所，這種精誠的服
務和貼心的養生理念必將吸引越來越
多的人相聚在Kings Spa。

按摩熱池是 Kings Spa 最大的服務
熱點。熱池的水溫高低適度，可使人
體毛孔打開並有助於吸收水中對人體

有益的礦物質，提高人體免疫力，促進新陳代
謝。在水中浸泡還有助於解除肌肉、骨骼和皮
膚方面疾病。熱池中安裝了水療按摩噴頭，可
為客人全身各部位，特別是頭、肩、腿、背進
行全方位的按摩，活絡全身筋骨，消耗大量熱
量，起到瘦身作用。熱池水療按摩既具有娛樂
性又起到強身健體的作用，能有效地緩解工作
及生活帶來的壓力、疲勞及精神緊張，各種職

業的人在這裡都能得到全身心的放鬆，享
受最佳的、不一樣的按摩體驗。

大型紅外線桑拿房也是備受青睞的服
務熱點。紅外線作用於人體有兩個主要特
性：一是強烈的滲透力，二是吸收、共振
和共鳴。人體表面接受紅外線，並由表及
里地傳導滲透，產生溫熱效應，與體內組
織細胞產生共振、共鳴，促進了活性。由
於產生溫熱效應，使人體微血管擴張，自
律性加強，血液循環加快。由於產生共振
、共鳴，使細胞的活性反應增強，加速細
胞與血液的物質交換，從而促進機體的新
陳代謝。紅外線桑拿適合多種疾病的治療
、輔助治療和保健預防。人體由於血液循
環障礙、代謝不暢，引起了許多疾病，紅外線
桑拿對風濕性關節炎、類風濕性關節炎、腰椎
頸椎病及良性關節疼痛效果顯著，對心腦血管
病有良好的預防和輔助治療作用，對缺氧、代
謝不暢引起的疾病，也有較好的作用。另外，
還有護理皮膚、消除疲勞和促進發育的作用。

Kings Spa 內外設計裝潢恢宏大氣，自然古
樸，盡顯高貴典雅和超塵脫俗的氣質。置身於
其中，彷彿置身於原野之間，感受隔絕浮世的
恬靜，給人怡然自得的感覺。輕柔舒緩的音樂

繞樑播放，讓您將都市的喧囂拋諸腦後，盡情
地放鬆、享受。 Kings Spa除了擁有一流的環境
設施外，還聘用有經驗的專業技術人員，他們
精通人體經絡穴位，以傳統的點、揉、推拿等
按摩手法刺激人體各穴位，疏通經絡，促進血
液循環，提高免疫力，調理陰陽通利關節，消
除疲勞。歡迎光臨。地址12000 Bellaire Blvd, #
138A Houston, TX 77072, 電話：281-506-2000
，www.kingsspatx.com

（本報訊）“主耶和華啊，你曾用大能和
伸出來的膀臂創造天地，在你沒有難成的事。
”（耶利米書32:17）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
”（羅馬書1:16）

休士頓基督旌旗411教會將在本教會糖城新
址隆重舉行2016年新年特會。主題演講的內容

是“看見神的大能”。主講人董曉卿牧師。董
曉卿牧師出生於中國，“北京大學”歷史學學
士。赴美後經歷神大能的工作，蒙神選召，獲
彼得魏格納領袖學院“教牧學”碩士和博士學
位。從2006年開始緻力於世界各地的宣教和教
導工作，在代禱、先知預言、屬靈爭戰、醫治
、先知書等方麵的教導常帶下聖靈衕在、悔改
和更新。 2011年在紐約成立“基督旌旗411教

會和事工”，2014年在德州建立“休斯頓基督
旌旗411教會”, 培養和訓練末世收割工人。
時間: 1月 8日, 2016年 (週五7:30 PM)

1月 9日, 2016年 (週六 2:30 PM & 7:00PM)
1 月 10 日, 2016 年 ( 週 日 10:00 AM-12：

30PM)
地點: 休士頓基督旌旗411教會
3530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同一shop-
ping center）

聯繫電話: 李立群: 713-459-2238，嚴偉偉
: 713-859-6808

E-mail: bcc411houston@gmail.com
備有4歲以上兒童看顧，歡迎大家參加。

新年放鬆去King SPA

位於位於 1200012000 百利大道的百利大道的 Kings SpaKings Spa，，擁有擁有
一流的環境設施和兼具精湛專業技術與真誠一流的環境設施和兼具精湛專業技術與真誠
服務態度的專業人員服務態度的專業人員，，是高品味客戶放鬆身是高品味客戶放鬆身
心心、、養生休閒和洽談商務的絕佳場所養生休閒和洽談商務的絕佳場所。。歡迎歡迎
光臨光臨。。

休士頓基督旌旗411教會2016年新年特會
主題演講：看見神的大能

讓人享受身心鬆馳讓人享受身心鬆馳、、緩解工作壓力緩解工作壓力、、消除疲消除疲
勞緊張的按摩熱池勞緊張的按摩熱池。。

2016年1月13、14日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在僑教中心大禮堂將舉行
元極舞[萬物嚮明]休市研習會.大休士頓元極舞研習會籌備主任王碧老師(前一)以
「練舞及煉心、練拳如做人」向學員們來說明元極舞，提到練舞理念在 「性命和

則生、人物和則親、人天和則靈」元極舞.集舞蹈、養生、音樂、武術於一身，男
女老少皆宜,現在除了每周固定星期二,星期五上午在僑教中心練舞外，在許多大型
表演活動中有精彩演出.(圖與文:記者黃麗珊)

20162016年元極舞年元極舞[[萬物嚮明萬物嚮明]]休市研習會休市研習會

休斯頓地區2016年[擁抱春天]大型春節聯歡晚會
將於2月6日(星期六)在休斯敦大學卡倫堂盛大舉行

（本報訊）紐約，2015 年 11 月 23 日 — 美國最大規模的互
惠人壽保險公司紐約人壽 (New York Life) 今天宣佈 2016 年將向
參與性保單持有人支付創記錄的 17 億美元紅利。在明年分派的
17 億美元紅利中，個人人壽保險保單持有人預期獲得 16 億美元
以上紅利，同樣刷新記錄。

令人印象更為深刻的是，自 2012 年支付 11.9 億美元的紅利
以來，公司 2016 年向人壽保險保單持有人支付的紅利在四年內
增長了 37%。

與此同時，紐約人壽到 2015 年底的盈餘預期超過 220 億美
元，為歷史最高水平。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Ted Mathas 說： 「自 2012 以來向人壽
保險保單持有人支付的紅利在四年內強勁增長 37%，直接原因是
我們執行多元化的業務策略。特別是，紐約人壽的保單持有人受
惠於我們龐大並不斷增長的投資管理業務，該業務不僅提供多元
化保障，對我們的盈餘和紅利也有顯著貢獻。其他規模較小的業
務單位對保單持有人的紅利亦有貢獻。對我們的保單持有人而言
，這是一項十分切實且可持續的競爭優勢，從兩個方面為他們提
供最大的利益：無可超越的信用和卓越的業績。」

Mathas 先生接著說： 「盡管目前已是聯儲局第七年實施零息
政策，並且預期近期只會小幅加息，保單持有人可以放心的是，
紐約人壽的多元化策略仍在為他們造福。我們維持和增長紅利支
付的能力正在按部就班地推進。

Mathas 先生說，儘管經濟成長緩慢，保單持有人仍然維持他
們的保單繼續有效，因此公司非常良好的保持率也將得以繼續。
這不僅體現出公司為其保單持有人提供的價值主張，也體現出紐
約人壽無可超越的財務實力評級對消費者的吸引力。美國現在
有 825 家人壽保險公司，只有兩家獲得四大評級機構目前給予任
何人壽保險公司最高財務實力的評級，紐約人壽便是其中之一
。

2016 年將是紐約人壽連續第 162 年向保單持有人支付紅利
，期間經歷過內戰、兩次世界大戰、瘟疫和金融危機，足以證明

公司的互惠結構以及專注於為客戶創造價值
的宗旨行之有效。

「作為一家互惠公司，我們與保單持有
人保持高度一致，並且能依此經營我們的業
務滿足他們保險理財的長期需求，」Mathas
先生說。 「今年支付的紅利也證明我們的業
務策略十分成功，該策略將我們領先市場的
壽險和年金業務與不斷增長的全球資產管理
業務相結合，」Mathas 先生補充說。 「我們
不是上市交易公司，因此我們可以利用資產
管理業務產生的部分利潤支持我們的保單持
有人，在穩健地分派紅利的同時，維持必要
的財務實力，無論經濟繁榮或低迷衰退, 都能
保障客戶的財務安全和殷實。」

紐約人壽保險公司是一家《財富》100
強公司，成立於 1845 年，是美國最大的互惠
人壽保險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人壽保險公
司之一。紐約人壽享有四大信用評級機構目
前給予任何人壽保險公司的最高財務實力評
級： A.M. Best (A++)，費治(AAA)，穆迪投
資者服務(Aaa)，標準普爾(AA+)**。紐約人
壽總部位於紐約市，其旗下公司提供人壽保
險、退休收入、投資和長期護理保險。New
York Life Investments***提供機構資產管理服
務。紐約人壽的其他附屬公司提供各類證券
產品和服務，以及零售共同基金。請瀏覽
www.newyorklife.com瞭解更多資訊。

*根據 「保險行業《財富》500 強公司：
人壽保險、健康保險（互惠）」報告的營業收入，《財富》雜誌
，2015 年 6 月 15 日。有關方法，請瀏覽http://fortune.com/for-
tune500/。

** 截至2015年8月11日獨立評級機構的各自評級。
***New York Life Investments 是 New York Life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ldings LLC 及其子公司 New York Lif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LC使用的服務標記。

(本報訊)《擁抱春天》組委會誠邀各僑團各
演出團體及微信群體與我們一起共襄盛舉

羊年就要漸漸地離去，猴年又在大家的期
盼中即將而來。在此辭舊迎新之際，祝大家猴
年喜氣洋洋，幸福安康! 同時也感謝你們多年來
對僑社、中國人活動中心及《擁抱春天》活動
的大力支持。

中國人活動中心2016年《擁抱春天》大型
春節聯歡晚會將於2016年2月6日(星期六)在休
斯敦大學卡倫堂舉行，我們誠邀各僑團、各演
出團體及微信群體與我們一起共襄盛舉，請大

家積極報名參加演出。今年我們邀請國內外多
位著名影視歌及曲藝明星同台演出，為猴年的
《擁抱春天》助陣添彩，希望各團體把你們最
精彩的節目呈現給休斯敦的觀眾朋友。今年仍
將設由觀眾直接投票產生的《現場觀眾最喜歡
的節目》，獎金的金額也有所提高，第一名獎
金$300，第二名獎金$200，第三名獎金$100。

我們也熱烈歡迎各組織和個人各種贊助，
《擁抱春天》是休斯敦慶祝春節最盛大文藝活
動之一，請大家不要錯過這個擴大您聲譽的最
佳時機。我們《現場觀眾最喜愛的節目》也同

時尋求冠名贊助商。
希望今年春晚的節目形式多樣化，包括但

不限制於歌舞、相聲、小品、舞台劇、時裝秀
、魔術、雜技、樂器等。每個節目應在5分鐘之
內，語言類節目可適當放寬。節目報名時間截
至日為2016年1月10日。在報名的同時將參演
節目的視頻一並發給組委會。我們將在1 月 13
日公布第一輪過關的節目，由組委會給於修改
意見，演出單位再將於1月20日前把修改後演
出視頻發給組委會。1 月 23 日公布最終的參演
及候補節目，1月30日演出前聯排。請務必在1

月IO日前將報名表(見附件)和演出錄像以及僑
團的介紹郵件發給江岳:

johnyue@hotmail.comand jing1935@yahoo.
com

請大家繼續支持《擁抱春天》，踊躍報名
參加演出。

2016年《擁抱春天》大型春節聯歡晚會將
於2016年1月3日(星期日)上午10:30在中國人活
動中心大廳舉行盛大新聞發布會! 敬請大家關注!

中國人活動中心2016年《擁抱春天》組委
會

紐約人壽支付的人壽保單紅利自 2012 年以來增長 37%
2016 年將向參與性保單持有人支付 17 億美元紅利，規模為公司 170 年歷史之冠

首席執行官 Mathas 認為多元化業務模式的優勢是取得卓越紅利表現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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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壇上師蓮鎮金剛上師主壇上師蓮鎮金剛上師（（左二左二））上香上香
休巿人久違的蓮鎮金剛上師休巿人久違的蓮鎮金剛上師((左二左二))

真佛宗密儀雷藏寺啓建真佛宗密儀雷藏寺啓建
「「南摩無極瑤池金母除障轉運替身南摩無極瑤池金母除障轉運替身，，息災息災，，祈福祈福，，增益增益，，超渡超渡」」護摩大法會護摩大法會

大法會現大法會現
場盛況場盛況

大眾虔誠合大眾虔誠合
掌唱誦掌唱誦 「「上師心上師心
咒咒」」

上師接受上師接受
雷藏寺代表敬雷藏寺代表敬
獻哈達獻哈達

主壇上師主壇上師（（中中））昇法座昇法座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人長期腰痛背痛頸痛，這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椎間盤突出。椎間盤突出分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間盤突出

。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腿痛常見原因之一，其主要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間盤突出又名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癥或腰椎間盤髓核突出癥，就
是人們常說的“腰脫”或“腰突”。它是指人體隨著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傷和積累性外傷等原因，使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
，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的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的骨科常見病、多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部疼痛，下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傷史，造
成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髓核向後或後外側突出，壓迫脊神經根引起腰腿痛，坐骨神經痛是腰間盤突出癥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明顯的頸部外傷史或有長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經根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上背部劇烈疼痛，
伴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疼痛加重。肌力下降，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臂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
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治療
，運用推拿、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
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診斷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等，
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80%。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的複健，
車禍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6pm）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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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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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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即將到來。這次的元旦加周末共有3天

小長假，那麽問題來了，有什麽電影適合家庭觀

眾嗎？算來算去，竟然只有2016年1月1日公映的

3D動畫電影《小門神》。作為壹部帶有喜劇元素

的動畫電影，《小門神》摒棄了所有嘩眾取寵的

笑料包袱，制片人於洲透露：“我們要做的是前

人都沒做過的，用壹部動畫電影讓全年齡層的觀

眾在新年裏接收到正能量。”

《小門神》從三年前開始制作，當時中國市

場的“合家歡”仍更依賴於《功夫熊貓》這樣的

好萊塢動畫大片。到了今年上半年，《西遊記之

大聖歸來》首次打開了成人動畫的大門，近10億

驚人高票房令人對中國動畫電影的市場表現首度

燃起信心。如今《小門神》帶著“中國最好動畫

人29月心血制作”的光環接棒，“畫面堪比好萊

塢”的超強點映口碑亦令其成為2016開年最受關

註的國產電影。

《小門神》的角色從最初設計的時候，便

在影片“全家歡”的定位中各司其職——不

刻意搞笑，但是讓觀眾感覺溫暖和感動。以

幾個主要角色為例，年輕母親小英接手了家

傳的百年餛飩老店，雖然門庭冷落依然不改

配方，她代表的是稍年長的中國人對傳統文

化的回歸情懷；門神郁壘面對天界經濟危機，

想到人間壹搏以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他代

表的是年輕人對自我實現的渴望；而聰明靈

動的小女孩雨兒和胖滾滾的“天界萌寵”小

夜遊神，無疑吸引的就是小觀眾對這個世界

的好奇目光了……

《小門神》同期熱映的國產片中，《尋龍

訣》、《老炮兒》、《唐人街探案》、《壹切都好》

等片各具特色，但真正適合賀歲檔全家觀看的合家

歡類型電影，數來數去，卻只有《小門神》。

王微說：“我非常在意兒童觀眾。小時候看

的那些動畫電影，雖然當時未必能完全看懂，但

是我過十年、二十年之後回想起來，還能記住，

並且終於理解。我希望《小門神》也是這樣壹部

電影。”

因為有著這樣的情懷，主創選擇不在劇本中

加入那些刻意的喜劇段子，不特意去抖包袱，所

有的喜劇都是從人物的個性和劇情觸發。譬如在

人間混得風生水起的財神爺，身穿金衣眼冒金

光，戴著藍牙耳機，充滿了現代的喜感；但失業

的老神仙土地爺爺，卻是壹個在悲情中帶著喜感

的人物，開口都是類似“神仙有神力，但不壹定

有勇氣的”金句。

制片人於洲說：“《小門神》是通過講壹群

神仙的故事，讓大家溫暖地笑壹笑，最後每個年

齡層的觀眾都能從中感受到壹點不同的共鳴。在

迎接新年的時候，如果這部影片能讓所有人笑完

之後都感覺到溫暖和正能量，那麽我們這三年的

心血就沒有白費。”

《蒸發太平洋》聖誕路演
國產硬科幻玩制服誘惑

硬科幻冒險片《蒸發太平洋》首輪大

規模路演聖誕節啟動，打響春節檔頭炮。

活動在北京、上海、廣州等數十個城市同

時展開，男女模特化身未來空乘亮相影院

派送聖誕祝福，現場反響熱烈。《蒸發太

平洋》將於大年初壹全國公映，國產硬科

幻在春節檔占得類型先機。

春節檔混戰即將揭幕，《蒸發太平

洋》於聖誕節期間啟動落地宣傳，打響頭

炮。聖誕節正逢周五，片方於周末三天展

開車輪戰，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

南京、沈陽、哈爾濱等全國數十個大中城

市影院舉行落地活動。身材面貌俱佳的嫩

模“鮮肉”化身從未來客機走出的空姐機

長上演制服誘惑，展示推介影片，並向觀

眾送出包括同名熱銷小說在內的精彩電影

衍生產品。

落地活動內容豐富多彩，形式新潮時

尚。現場觀眾既可通過宣傳冊、海報等了

解影片內容看點，也可以與未來

客機的俊美空乘合影留念，並可

通過在社交平臺現場互動贏取電

影周邊。俊男美女參與的“快

閃”秀更是強力吸睛。

聖誕節與周末的疊加效應催

生觀影高峰，現場人流密集，

《蒸發太平洋》新穎時尚的活動

迅速成為關註焦點，反響熱烈。

男性觀眾爭相與魔鬼身材天使面

容的“空姐”互動合影，黑超遮

面的大長腿“機長”則是小女生

的最愛。不僅青年觀眾踴躍參與

互動，中老年觀眾同樣對此前鮮

見的國產硬科幻產生濃厚興趣，

不少叔叔阿姨級的觀眾詳細咨詢

影片信息並在海報前合影留念。

最容易成為矚目焦點的是小觀

眾，既有小潮男和男模搞怪比

帥，也有小美女和“空姐”依偎

合影，壹位還在童車繈褓中的小

觀眾則成為參與活動年齡最小紀錄的保持

者。

聖誕全國路演圓滿結束後，《蒸發太

平洋》將繼續展開密集攻勢，並將通過微

博、微信等社交平臺送出豪華的春節大禮

包。官方社交平臺將於近期發布“大洋航

空包機看首映”活動，共在全國選出壹百

位幸運觀眾，網友只需持續關註官方微博

微信並參與互動即有機會中選。獲獎網友

將可獲得包機酒兩日遊，參加在北京或上

海舉行的首映典禮，零距離接觸男神女神

布蘭登· 羅斯和張雨綺。

影片將於春節前夕在北京、上海等多

個城市舉行盛大首映禮，屆時布蘭登· 羅

斯、張雨綺等主創將悉數亮相。

《蒸發太平洋》講述未來的豪華客機

A390首航遭遇超強雷暴迫降無人島，機組

人員和乘客被迫面對來自蠻荒自然、神秘

怪獸和亡命之徒的威脅，神秘特工的出現

又將A390與大洋深處的巨無霸航母宿命

地相連。影片主打硬科幻冒險題材，來自

未來的最大客機A390全面超越現有飛機

理念，畫風科幻。片中的神秘怪獸則顛覆

以往怪獸影片，極具原創色彩，至今未揭

開神秘面紗的怪獸也成為最引人期待的懸

念。影片劇情圍繞A390首航展開，情節

設定壹波三折，扣人心弦的場面層出不窮，

諸如A390穿越超強雷暴、迫降最大航母、

人類被千萬怪獸圍剿等橋段尤為火爆，全

程無尿點。

《蒸發太平洋》由曾成功制作航班題

材影片《絕命航班》的青年電影人周文武

貝自編自導，以好萊塢模式打造中國原創

科幻。好萊塢偶像《超人歸來》男主角布

蘭登· 羅斯和張雨綺領銜主演，來自海內

外的蔣夢婕、王陽明、戴向宇、廖碧兒、

王勝德等傾力加盟。影片將於2016年2月

8日大年初壹全國公映，燃爆春節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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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雲南中泰文化發展有限公司、雲南民族電影制片廠聯合出品，侯

亮執導，孫堅，白冰，吉傑，潘霜霜，常遠，張頌文等演員聯袂主演的

懸疑喜劇《謊言大爆炸》，正式宣布定檔2016年1月22日。與此同時，

片方公布了人物海報，讓我們得以借此對片中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和劇

情窺見壹二。

從本次片方公布的角色海報來看，不難發現，孫堅所飾演的秦衛，

正是這次謊言所引發的爆炸中心，當災難逐漸擴散、波及越來越廣，圍

繞在秦衛身邊的所有人，包括他的妻子、初戀女友甚至是朋友，都被牽

扯到了這場連環戲之中。

“每個謊言都是言不由衷”，海報上的這句話似乎在印證著片中人

說謊的無奈，然而無論理由是什麽，他們都已經被卷入其中難以脫身，

從他們的表情中我們可以看到悔恨、憤怒甚至是無辜，只可惜人總要為

自己的選擇負責，無論最終會付出多大的代價。隱藏在這海報中的真

相，待到上映之時，我們便可以壹探究竟。

在當下眾多影視作品追逐熱門IP的市場環境下，其實非常缺乏像

《謊言大爆炸》這樣腳踏實地的原創作品，它既不靠改編走捷徑，也不

依賴特效取巧，而是取材於生活，通過我們最常見的謊言所產生的連鎖

效應來拷問和揭示人生真相。

這樣壹部追求深度、懸念重生的作品，卻以喜劇的風格呈現在觀眾

面前，強烈的對比和沖突弱化了大多數懸疑片刻意追求的心理恐怖效

果，卻反而更能在嬉笑怒罵之間突出主題，引發觀眾的思考。想來該片

上映後，必能引爆新壹輪的懸疑風潮，1月22日，讓我們拭目以待。

元旦檔合家歡喜劇
《小門神》不靠包袱靠暖心

取經皮克斯，打造暖心“合家歡”

不刻意搞笑，在意觀眾情感共鳴

謊言連環戲 真相險中求

踏實拷問人性 引爆懸疑風潮

聖誕路演嫩模鮮肉玩制服誘惑
觀眾踴躍互動玩嗨

網絡活動送兩日遊大禮包
邀百名觀眾參加首映

新“超人”張雨綺領銜國產硬科幻
原創怪獸成最大懸念



CC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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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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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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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荣欣

賈瑞笑道院"嫂子這話説錯了袁
我就不這樣遥 "鳳姐笑道院"象你這

樣的人能有幾個呢袁 十個里也挑不
出一個來遥 "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

腮袁又道院"嫂子天天也悶的很遥 "鳳

姐道院"正是呢袁只盼個人來説話解
解悶兒遥 "賈瑞笑道院"我倒天天閒

着袁 天天過來替嫂子解解閑悶可好
不好钥 "鳳姐笑道院"你哄我呢袁你那
里肯往我這里來遥 "賈瑞道院"我在

嫂子跟前袁 若有一點謊話袁 天打雷
劈浴只因素日聞得人説袁嫂子是個利
害人袁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袁所以
唬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最是個有説

有笑極疼人的袁我怎么不來袁-死了

也願意浴 "鳳姐笑道院"果然你是個

明白人袁比賈蓉兩個強遠了．我看
他那樣清秀袁只當他們心里明白袁誰

知竟是兩個胡塗蟲袁一點不知人心遥 "

賈瑞聽了這話袁 越發撞在心坎兒上袁 由不得又往前湊了一
湊袁覷着眼看鳳姐帶的荷包袁然後又問帶着什么戒指．鳳姐悄悄

道院"放尊重着袁 別叫丫頭們看了笑話遥 "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

般袁忙往後退．鳳姐笑道院"你該走了遥 "賈瑞説院"我再坐一坐

兒遥 "-好狠心的嫂子遥 "鳳姐又悄悄的道院"大天白日袁人來人往袁
你就在這里也不方便．你且去袁等着晩上起了更你來袁悄悄的在
西邊穿堂兒等我遥 "賈瑞聽了袁如得珍寶袁忙問道院"你別哄我．

但只那里人過的多袁怎么好躱的钥 "鳳姐道院"你只放心．我把上

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袁兩邊門一關袁再沒別人了遥 "賈瑞聽了袁喜
之不盡袁忙忙的吿辭而去袁心內以爲得手．

盼到晩上袁果然黑地里摸入榮府袁趁掩門時袁鑽入穿堂．果
見漆黑無一人袁 往賈母那邊去的門戶已倒鎖袁 只有向東的門未
關．賈瑞側耳聽着袁半日不見人來袁忽聽咯噔一聲袁東邊的門也
倒關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袁只得悄悄的出來袁將門撼了撼袁
關的鐵桶一般．此時要求出去亦不能夠袁南北皆是大房墻袁要跳
亦無攀援．這屋內又是過門風袁空落落袁現是臘月天氣袁夜又長袁
朔風凜凜袁侵肌裂骨袁一夜幾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晨袁只
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袁進去叫西門．賈瑞瞅他背着臉袁一
溜煙抱着肩跑了出來袁幸而天氣尙早袁人都未起袁從後門一徑跑
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袁只有他祖父代儒敎養．那代儒素
日敎訓最嚴袁不許賈瑞多走一步袁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袁有誤學
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袁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袁嫖娼宿妓袁那
里想到這段公案袁因此氣了一夜．

"恩浴 還請紅玉姐姐代我向小姐問安袁請小姐多多保重身體才是浴 "林一也不扭

着袁規規矩矩的和紅玉行了一個福禮袁淺笑間也讓紅玉不要忘了提醒慕容婉袁在這梅
園里還有她這樣一號人物存在遥

"對了袁紅珠那邊你小心相處吧浴 畢竟她和我們不一樣袁心智自然也要敏感些浴 "

紅玉臨行又交代了一句遥
"謝謝姐姐提點袁林一省的浴"望着紅玉的背影袁林一總感覺紅玉最後捏自己的那

一把袁似有深意浴
第十五章 混進廚房
晩上袁祥林嫂做了幾道簡單的小菜袁還是像往常一樣裝盤送到了林一居住的屋

子里袁仍然是無話袁吃食送到就離開了遥但是又總會掐着林一剛剛吃完飯的時間適時
的出現在她的身邊袁收走空盤碗碟遥

這讓林一很是疑惑袁難不成自己在用餐的時候祥林嫂一直在外面監視着钥 否則
爲什么每次都出現的那么及時袁不早不晩钥

這一次袁林一因着心里有想要解開的疙瘩袁便有意和祥林嫂套近乎浴
"嫂子袁還是我來吧袁總叫你這樣待我袁我這做妹子多不好意思啊浴 "

祥林嫂抬眼看了看林一袁眼神不冷不熱依舊沒有説話袁只是手上並沒有停留袁兀
自收了托盤就出了房門遥

林一自是知道祥林嫂不會輕易的就和她交好袁便留了一手袁偷偷的將筷子攏在
了衣袖里袁緩步跟了上去遥

出了房門袁快要到廚房的時候袁祥林嫂突然轉身看着跟在身後的林一袁微涼的風
撩動衣擺袁'呼呼 '的作響袁祥林嫂狹長的雙眸在夜色中有一種淡淡的涼意袁就這么怔
怔的注視着林一袁仿彿在質問她遥

林一訕訕然的從袖籠中抽出筷子袁小心翼翼的説院"嫂子忘了這個浴 "

祥林嫂雙手端着托盤袁 下意識的不知道該如何空出手來去接林一手里的筷子遥
而見林一雖然拿出了筷子袁卻微微朝後面仰了仰身子袁顯然沒有交出筷子的意思袁盯
着林一的眼睛看了半響袁眉角擰了又松袁唇角扯了扯袁眸中一抹遲疑袁最終還是沒有
説什么話袁扭轉身子跨上了廚房的階梯遥

林一暗自欣喜不已袁這么説來袁祥林嫂即便沒有接受自己袁也不如前兒那么排斥
自己了钥 想到這里袁林一跳梭梭的跟在祥林嫂的身後進了廚房遥

廚房的案幾上已經擺放了好幾個托盤袁看樣子都是丫鬟們用過的遥
不等祥林嫂來收拾袁林一已經快人一步袁只管將臟碗碟都放進燒了熱水的大鍋

里細心的清洗了起來遥

"姐姐有心了遥 "弘德夫人神色慌張地説道遥
"姐姐想問的是袁這華林園是不是有不乾凈的東西钥 "董夫人繞來

繞去袁終于問道院"所謂不乾凈的東西袁自然就是污垢之物遥 這污垢之物
就指得廣泛了袁比如沾染到的血袁又或者有不乾凈的死人袁或者噎"

"董夫人袁這都是道聽途説遥 "弘德夫人猛然打斷董夫人的話袁冷冷
地説道院"根本不値得一信袁我看袁就算是龍神也都是您眼花了吧遥 "

"哈哈袁那是袁説不定我還和宋中使一起眼花呢遥 "董夫人似有所指

地笑道院"妹妹袁你説是不是钥 "

弘德夫人深吸一口氣袁面色嚴峻地盯着身邊的女人遥
***

馮佑憐走一步回首一次袁她擔心地咬着下嘴唇遥宋中使走過來安慰
道院"你放心袁剛剛夫人算是保住了那丫頭的命遥 "

"可是噎可是弘德夫人那么聰明袁她會相信夫人的話嗎钥 "馮佑憐

又道遥
"就算她不相信袁她都不敢拿肚子里的孩子做賭注遥 "董夫人淡然

地説道院"至於素素會不會安然無恙地走出華林園袁也要看她的造化了遥
"

"多謝董夫人相救遥 "馮佑憐感激地説道遥
董夫人意味深長地盯着身邊的小宮女袁許久後才開口説院"憐兒袁雖

然我欣賞你的重情重義袁可是在這後宮之中袁重情義卻是大忌袁你要記
住袁往後里不要如此冲動了遥 如果換做是別人袁你的下場恐怕還不如曹
素素遥 "

"奴婢一定謹遵夫人敎誨遥 "馮佑憐垂首説道遥
"宋中使遥 "

"奴婢在遥 "

董夫人嘆了一口氣袁説道院"帶憐兒下去袁以後我希望這種事情少發
生遥 "

"是遥 "宋中使應聲後袁領着馮佑憐又朝着另一方向走去遥董夫人面
容複雜地盯着她們的背影遥

***

"那個馮佑憐是何許人钥 爲何姐姐如此斷定她一定就會是弘德夫
人的絆腳石钥 "董夫人不解地問遥

耶律夕淡笑一聲袁嘆道院"棋盤上的棋子在不同的棋局中袁作用都不
會是一樣遥 雖然我沒有十足的把握袁可是我爲何不能再賭一盤钥 "

"夏如風袁你給我站住遥 "

背後袁尖鋭的聲音響起袁使得夏如風眉心一皺袁腳步略微停頓了一
下袁卻還是走入了淘寶閣內遥

"你這個窮鬼袁本小姐讓你站住你沒有聽到嗎钥有娘生沒娘敎的小
雜種遥 "

那聲音的主人見她沒有理會袁再次叫囂的道袁聽到她的話袁前面的
人兒腳步一頓袁停了下來遥原本在她周圍的那群人袁分明感受到來自她
身上的冷意袁不由打了個顫慄遥

夏如風輕輕的轉身袁幽瞳看向那怒視着她的少女袁在少女還想説
些什么的時候袁她卻一個疾步上前袁抬起手掌袁重重的打在了少女的臉
頰之上遥

"啪遥 "

清脆的巴掌聲回徹在整個淘寶閣袁少女獃了袁圍觀的群衆獃了袁他
們都不敢相信袁這還是那個性軟弱不喜戰鬥的夏大小姐嗎钥

夏如風的實力確實比少女要強悍袁然而便由於前任夏如風在嚴家
養成的軟弱袁所以哪怕比她低的對手都能夠欺負她袁若不是夏家還有

幾個大靈師袁夏如風很難在火雲城生存遥
"你算什么東西钥一個區區的四級靈士袁也有資格説我娘親钥"夏如

風冷冷的望着少女袁一貫表現的淡然的她袁此刻也有了一絲的怒意遥
少女終于在她冷酷的話音下回過神來袁臉頰火辣辣的疼袁可現在

她感覺不到疼痛袁唯有那深深的耻辱遥
"夏如風袁你這個窮鬼袁淘寶閣根本不是你這種人來的起的袁還不

給我滾出去遥 "

第一卷 召喚師的崛起 第十章 洗乾凈脖子等我去取

"呵袁"夏如風冷笑了一聲袁嘴角勾起的笑意絶美袁卻給人一種森冷
的感覺袁她拿出了一塊紅色手帕袁輕輕的擦拭了下手掌袁再把手帕丢在
了地上袁一腳踩了上去袁用力的踩踏了兩下袁隨即才揚起腦袋袁一雙幽
瞳冷冷的望着眼前囂張跋扈的少女袁"你是這淘寶閣的人钥 "

少女不知她用意爲何袁一時間愣了一下院"不是遥 "

"那你有何資格讓我滾钥"説這話時袁夏如風的語氣很輕袁宛如一陣
清風拂過面頰袁然而袁里面卻透着淡淡的威脅袁"別以爲你是雲家的人袁
我就不敢殺你遥 "

以往也有些客人要求打包些食物帶回去袁不過袁這一次可不一樣遥 對
方可是大燕王朝的天子袁是這個世上最尊貴的男人遥

一想到自己動手做的菜肴袁會被奉到當今聖上的面前袁寧汐就無法抑
制的激動起來遥 手里的動作卻愈發的仔細謹愼遥

不管怎樣袁 一定要發揮出壓箱底的本事才行熱騰騰的菜肴當然味道
最好袁過了一段時間再吃袁難免會有點失色遥 尤其是魚蝦肉類袁涼了還會有
點腥氣袁所以袁只能選擇做些素食遥

寧汐選了最鮮嫩的菜心和蘑菇袁做了道鮮蘑菜心遥 看着便覺得鮮嫩爽
口遥

另外一道則是麻辣豆腐遥 將豆腐切成片袁在鍋中煎至兩面金黃袁再放
入葱白木耳豆瓣醬辣椒一起烹煮片刻袁麻辣鮮香袁簡單又美味遥

做好的菜放在白底印花的乾凈盤子上袁再放進食盒里遥 最後袁再放上
兩個玉米窩窩頭袁就大功吿成了那玉米窩窩頭也是她早上親手做出來的遥
入口清香又有嚼勁袁外形做的精緻小巧袁看着便讓人食慾大開遥

寧汐看了兩眼袁頗爲滿意的點點頭遥
越是簡單的菜肴袁越能看出廚子的手藝來遥 剛纔做菜時袁她用心的程

度簡直是前所未有遥 出鍋之極特地嘗過袁味道自然好極了遥
不過袁蕭月兒顯然不是這么想的遥 當她看到食盒里的菜肴時袁驚訝的

瞪圓了眼睛院"你尧你就做了這些钥 "

父皇對吃可是最最挑剔的袁 平日里這么多御廚費盡心思做出的山珍
海味袁他都挑三揀四的不肯多吃遥 這樣簡單的菜肴袁他要是肯吃才是怪事
寧汐笑道院"小姐你就放心好了袁你爹一定會喜歡的遥 "

態度如此的篤定袁倒讓蕭月兒也淡定了不少遥算了袁就帶回去好了遥如
果父皇不喜歡吃袁她就留着自己吃遥

想及此袁蕭月兒露齒一笑袁歡快的吩咐道院"荷香袁快點去結賬袁我們
回去遥 "

荷香等了半天袁總算等到這句話了袁幾乎要痛哭流涕感激上蒼了袁連
忙點頭應了遥 匆匆的下樓去結賬遥

難得有獨處的機會袁寧汐自然不肯放過袁笑着問道院"小姐袁敢問您貴
姓钥 "

蕭月兒遲疑了片刻袁才笑着説道院"我姓蕭袁在家里排行第五遥 你叫我
五小姐好了遥 "

寧汐從善如流的改口院"五小姐袁下次若是有空袁歡迎你到鼎香樓來遥
我還有好多拿手的菜肴沒做給你吃呢 "

一提到吃袁蕭月兒的眼又亮了袁連連點頭院"好袁只要有空我一定來遥
你記得再做拔絲蘋果給我吃遥 "

寧汐微笑着點頭遥
這片刻功夫袁荷香回來了袁笑着説道院"小姐袁我們也出來很久了袁該

回去了遥 "

蕭月兒這次沒有撅嘴沒有搖頭袁笑着點了點頭袁便領着荷香下了樓遥
在走過寧汐的身邊時袁蕭月兒忽然頓住了腳步袁冲寧汐笑了笑院"寧汐袁認
識你很高興遥 "

身邊的人怕她畏她敬她袁要么就是有求于她袁從沒人會這樣侃侃而談
的和她説話遥 這種感覺很新鮮袁也很有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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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元青花民間收藏重視元青花民間收藏重視元青花民間收藏
專家呼籲專家呼籲

許明早年先後獲中國社科院文學碩士和博士學
位，1993年開始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現為上海社科院研究員、上海社會經濟文化發展
研究中心主任，同時擔任中國文物學會理事、中
國收藏家協會陶瓷收藏委員會副主任、以及中華
文物保護委員會主任。他從事古陶瓷研究20餘
年，曾親赴土耳其、伊朗、英國大維德基金會、
日本東京美術館等地考察元代瓷器，赴福建、安
徽、江西等考察古窯址遺存，曾發表古陶瓷論著
十餘部，並主編了《中國元瓷》、《民間收藏中
國古青銅器新探》、《民間收藏古陶瓷卷》、
《土耳其、伊朗館藏元青花考察親歷記》。今
年，許明還被評為“2015年中國十大傑出收藏
家”。

元青花奇貨可居
“中國文博界的主流觀點始終認為，全世界

元青花只有300件，其中200多件都在國外，國內
僅有100餘件，但這個結論是誰先作出的？通過什
麼調查得來的？”在他看來，上述理論的準確
性，值得商榷。“但在‘300件’理論的支撐下，
元青花奇貨可居，‘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在倫
敦拍賣了1,200萬英鎊的天價，同時近20年間中國
民間收藏的元代瓷器，卻一直遭到主流文博界的
強烈否定。”許明援引“中國收藏家論壇”的粗
略統計稱，全國收藏家手中的元青花及元代色釉
瓷大器，超過萬件（港、台、澳未統計在內），
收藏者達到幾千人，其中收藏百件元代器物的大
藏家有數十人。

“上述民間收藏，除了少數專家表態鼓勵、
支持外，多數體制內專家不屑一顧，或三緘其
口，或言必稱假。”許明說，十數年間，一些民
間收藏的元代瓷器，由於無法正名，便被視為
“工藝品”，海關悉數放行，堂而皇之流出國
門，在日本、韓國與歐美市場上公開售賣，日
本、韓國甚至還成立了“中國出土文物保護協
會”，令人唏噓。

“中國學術界對於元代文化的研究非常欠
缺，明代強烈的大漢人主義情緒，使元代典型器
物遺留極少，而元代民族歧視盛行，官方典籍
中，漢文文獻亦極為蒼白，直至民國，一些古玩
高人還堅稱‘元代無瓷器’，即便查閱現在的文
獻，關於元代陶瓷生產的記錄，也只在少數書籍
中有寥寥數言，無法知其全貌，所以對今天的任
何一個人而言，元代陶瓷都是未解之謎。”

“科研是什麼？不就是為了發現未知世界

嗎？如果根據並不充分的證據，而將元青花的存
世量限定於300件，不再打算放開眼界，去認識和
了解豐富的民間收藏，並不符合實事求是的科研
精神。”許明以甲骨文為例說，當年甲骨文殘片
出現在市場上時，古文大家都不認識為何物，而
且有人還一口否定，理由是古書上從來沒有記載
過這種文字，但現在甲骨文已成為中華早期文明
的象徵之一了。

應重視“第三重證據”
許明提到，過去學術界對所謂的“第三重證

據”，即對出土文獻器物的證據不夠重視，一是
出土器物不多，重新思考的依據不足；二是士大
夫式的學術偏見作怪，認為書本才是知識來源，
文獻考據、八股做派愈詳盡，“樸學”愈繁瑣，
才叫學問，“窮經皓首讀書”才能做大學問，所
以傳統的做法是鼓勵“挑燈夜讀”而不是“走遍
天下”。“傳統的問學之道似乎已達到極致，就
我們的學術人口而言，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
數，十年前是40餘萬人，再加上在校博士生、碩
士生，現在或已超過一百萬人。這一百萬人被分
配在十幾大類的學科之中，如不起眼的中國現代
文學研究，全國少說也有幾千人了，而研究的對
象就是那麼幾個人，文本材料就是那麼多，每年
要出新成果，談何容易？”他認為，近30年，伴
隨改革開放而來的大興土木，在中國大地上隱藏
了幾千年的歷代珍寶大量湧現，為新的文化考
證、和學術研究提供了海量一手材料，應當引起
學術界的重視。

根據《文物保護法》，1949年以後出土的文
物為出土文物，1949年以前出土的文物則納入傳
世文物範疇，進入市場流通的文物，必須是1949
年以前的傳世文物和流散在民間的一般文物。許
明坦言，體制內專家為何對民間元青花言必稱
假，或是顧忌到《文物保護法》。“在實際操作
過程中，具體出土時間很難判定，如果專家認定
某一件藏品為真，等於是放大了《文物保護法》

的漏洞，倒不如稱假任其貶值。”許明說：“維
護《文物保護法》是對，但如果因為《文物保護
法》，最終卻將真的文物當成‘工藝品’流出海
外，這不是因噎廢食嗎？也不符合《文物保護
法》的初衷。”他建議，《文物保護法》也應考
慮到不同狀況，區分普通藏家與盜掘者，作出更
為詳盡的規定。

除此以外，許明直言，不分青紅皂白的“打
假”，或是某些人出於商業利益的考量，畢竟物
以稀為貴，如果大量出現同類器物，一定會影響
市場價格，元青花的價值也面臨重估。“其實古
董也是形形色色，需要分出三六九等，不是所有
的古董都值錢，畢竟古人製造出器物，多數是為
了實用，而不是為了藝術，如果元青花的數量一
下子增長了，現在市場上中下等的藏品一定會貶
值，但精品的價格卻很難撼動，畢竟精品仍然是
少數。”

他還建議，民間收藏的元青花得到承認後，
其中的普品可以收藏於各類博物館，用於全民傳
統文化教育，“國家各級博物館有三千餘所，大
部分博物館的收藏非常有限，有的新建博物館只
能靠展示圖片來應付，而高等院校迫切需要的中
國藝術史、中國文化史教育所應有的器物，都幾
近空白，全國高校有三千多所，有幾家有像樣的
博物館？國家的歷史文化教育迫切需要這些器
物。”

元青花窯址待挖掘
許明談及，近十年間，他三次探訪土耳其托

普卡比宮博物館，兩次赴伊朗國家博物館，共上
手館藏元青花60餘件。他曾將伊朗與土耳其館藏
中的主流品，與景德鎮湖田窯元青花瓷片作了仔
細比對，確定它們是景德鎮湖田窯—落馬橋窯生
產；西亞館藏中也有一部分藏品，與內蒙古博物
院、河南博物院等主要館藏，從器型、發色，修
足來看是相同的；而西亞館藏中的另一些藏品，
在中國找不到相同的館藏器，但在民間恰恰有相

同的，如土耳其館藏中有一隻元青花罐，發色濃
艷，無明顯鐵銹，與民間收藏江西撫州及武夷山
區出的元青花相近，“用民間收藏的元青花與已
知館藏比對，可以刪選出一批與館藏相互印證的
元青花器，這也不失為鑒別元青花真偽的一種方
法。”

在他看來，古玩市場雖是泥沙俱下，也並非
全是仿品，陶瓷仿古歷來有之，景德鎮有仿古陶
瓷產業，但現在景德鎮的仿古能力，卻被一些人
無限誇大了，“2001年至今，我十數次去景德鎮
考察仿古業，與仿古名家一一交談，景德鎮的仿
古高手什麼都仿，就是不敢說‘仿像了元青
花’，他們承認仿不出“元青花的‘炸’來，這
是西亞蘇料的特徵，即高鐵低錳鈷料的‘結節
性’。”

至於有專家稱，元青花只在景德鎮燒造，且
由於未發現大量燒製的窯址，彼時景德鎮應當也
是少量燒製元青花，許明反駁，根據其所見，內
蒙古博物院所陳列的元青花、內蒙古文物考古研
究所收藏的窖藏元青花高足杯、河南博物院所陳
列的元青花玉壺春瓶、上海博物館所陳列的元青
花魚藻紋罐與元青花梅瓶，其釉面表現方式與景
德鎮湖田窯—落馬橋並不同。“試問它們的窯址
在哪裡？”他說，史書載元代有窯300處，但迄今
為止沒有正式地挖掘出一座元青花窯址，可想而
知其中的研究空間有多大，現在作出任何肯定性
的結論都是不可取的。據他所言，一些民間文物
愛好者已經、和正在調研的元青花疑似窯址就有
多處，福建、江西撫州、南城、安徽南部，都有
跡象存在元青花窯址。此外，上海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協會副會長、上海齊輝堂收藏館收藏家樵耕
山人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亦提到，有些人只
去過景德鎮幾次，卻將景德鎮仿元青花技術吹得
天花亂墜，似乎景德鎮仿品就是猛虎下山，難辨
真假，事實上所謂的“高仿”，在鑒定高手眼裡
也就是七八分像而已，故對民間收藏需秉着務實
態度，不要人云亦云、談仿色變。

文博、收藏界圍繞元代青花瓷存世量的激辯從未停止。是僅有300餘件？抑或是

成千上萬？雙方各執一詞，未有定論。此間知名文化學者、古陶瓷研究專家許明在上

海齊輝堂收藏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整個中華文明的真實面貌尚未清晰呈

現，對元青花的研究由於缺乏史料，更如霧裡看花，過早對民間收藏“判死刑”並不

可取。他提到，中國學界不分青紅皂白的“打假”之風，幾乎棒殺了所有流落於民間

的元青花，其中一些正以“工藝品”的身份遠涉重洋，長此以往或造成國寶流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許明認為許明認為，，元青花元青花
研究空間很大研究空間很大，，現在現在
作出任何肯定性的結作出任何肯定性的結
論都是不可取的論都是不可取的。。

■■許明與礦工交談許明與礦工交談。。■在滬展出的民間收藏元青
花。

■■許明與伊朗專家探討元青許明與伊朗專家探討元青
花問題花問題。。

■許明從事古陶瓷研究20餘年。 ■■近十年間近十年間，，他三次探訪土耳他三次探訪土耳
其托普卡比宮博物館其托普卡比宮博物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薇杭州報道）雨天和朋
友從安徽黃山市出發，驅車一個多小時，來到了斗山
街，斗山街因依斗山而聞名，始建於明清，典型的徽
州民宅古城樣貌，一路的狹長的青石板路，因為人
少，顯得靜寂而悠遠，兩邊高聳的馬頭牆鱗次櫛比，
落雨天一如戴望舒《雨巷》裡的場景，讓人恍然隔
世。朋友沒有道明去拜訪的是何方高人，但這個開場
就讓人略感神秘，心有期盼。

不知道在雨巷裡轉了幾道彎，終於來到一處木門
前面，開門的人應聲而來，朋友稱呼他為老黑，是當
地非常出名的歙硯收藏家。進門就被眼前雅致的庭院
震住了，幾十盆錯落有致的松樹盆景，高高攀岩的紫
藤長廊，和一潭碧水蕩漾的魚塘把三處小樓環繞其
中，主人家的格調窺見一斑。老黑非常謙讓的把我們
引至二樓，見到了坐在一桌子歙硯原石旁邊的馮國
文，這位來自上海，在當地享有盛名的歙硯收藏家、
文房四寶鑒賞家，也是著名的書法篆刻家。身為南方
人，馮國文個子不高，講話卻中氣十足，略帶上海
腔，熟絡起來，馮國文幽默風趣的本性顯露無遺，笑

起來像個頑皮的孩子。
馮國文，喜歡別人叫他老馮，反感人家稱呼他大

師。他自稱和屠呦呦一樣是三無產品，沒有任何頭
銜，連個書協、美協會員都不是。1948年馮國文出生
於上海，父親及祖上不但精通製墨，還專門為“胡開
文墨”供應各種製墨模具，自幼子承父業，20出頭的
馮國文已經聲名鵲起，憑藉一手絕活，年輕時候的他
就配合眾多書畫名家大師精作文房雅器，刻製印章、
硯台、臂擱、筆筒、鎮紙等，深得謝稚柳、啟功、李
可染、劉海粟、吳湖帆等大家讚譽。

在老馮桌子面前擺放着幾方硯台，你翻遍整個歙
縣也找不出比它們更精美絕倫、價值連城的了，老馮
的工作室掛滿了名家書畫，腳邊上就是中國著名書畫
大家陳佩秋先生剛剛題贈的四尺整張大字“池墨濕
煙”，牆上掛着水墨大師汪大文的代表作《荷葉
圖》。

去年過年陳佩秋先生以90多歲的高齡攜全家赴
斗方街和老馮一起過了春節。在大家頭銜遍地開花，
行走江湖各顯神通的文玩市場，有人提議老馮也去弄

個大家當當，老人家眨巴眨巴眼睛說：“我從來也沒
想過這個問題，從祖上一直傳下來的，找我的都是老
熟人，大書畫家，忙還忙不過來呢，哪有時間想那些
事，哈哈……”

老馮和筆者說，他最敬佩的人就是謝稚柳老先
生，詩書畫印全才，謙謙君子，那時候都是他寫字，
我篆刻。回想自己當年從上海被下放到歙縣苦得受不
了了，就逃到蘇州，以擺攤畫扇面為生，還向謝稚柳
老先生求過字，那時候生意好得不得了，排隊買扇面
的人從早排到晚。馮國文和李可染、謝稚柳、程十發
名人的往來都是一份珍貴的情誼，彼此坦蕩，和當下
追名逐利大有不同。

不知道多少達官顯要前來登門求硯刻字，都被老
馮婉拒。北京來的巨賈出高價求購老馮刻製的一方歙
硯，老馮拖了幾個月也懶得動手，而對投緣之人，則
願意傾囊相送。老馮說：“自己已經是13億中國人中
的那個先富起來的3億人，就不要再和別人比了，而
且有一個億資產的人未必比有1千萬的人幸福，自己
對錢財已不再貪心。”

頑童、雅士、文房大玩家 歙硯藏家馮國文

■■馮國文的篆刻作品馮國文的篆刻作品。。

■馮國文（左）與著名畫家陳佩秋的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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