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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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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Tel:713-952-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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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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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由中國國家旅遊局主辦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館及美中專業旅遊公司協辦的 「美
麗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旅遊推介活動，22 日在休士頓
Hilton飯店盛大舉行，來自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省市15
省區旅遊部門負責人、旅遊業代表到場介紹中國大陸豐富
多彩的旅遊資訊，吸引休士頓當地官方代表、政商名流、
僑學界等約300名嘉賓參與出席，促進中美觀光旅遊產業
交流發展。

推介晚宴由中華舞蹈表演 「向天歌」拉開帷幕，主持
人介紹中外主要嘉賓，中國國家旅遊局國際司巡視員、代
表團團長李亞瑩致詞表示，中美兩個旅遊大國，隨著中美
關係不斷互動發展，兩國旅遊交流合作有了豐碩的成果，
2016年又是 「中美旅遊年」，一系列的旅遊交流活動，為兩國關
係增添新的內涵。她也提及，休士頓是富有活力和朝氣城市，因
為火箭隊前球星姚明，讓許多中國朋友更熟知且熱愛這座城市，
希望藉由這場旅遊推介活動，讓更多美國朋友認識中國，了解海
上絲綢之路的旅遊資源。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致詞說，自2014年起，中美雙
方旅遊簽證延長至10年，為中美兩國開展旅遊合作奠定基礎，
今年是中美旅遊年，鼓勵大家藉由該活動，讓更多美國朋友了解
中國，德州與美國南部也同樣擁有美麗的自然景觀，雙方可透過
旅遊增進合作關係。

會場上，休士頓旅遊局主席Mike Waterman也推廣全美第四
大城休士頓的旅遊景點和地方特色，並播放休士頓旅遊宣傳片，
希望增進旅遊產業發展。美中專業旅遊公司Brent Hancox針對中
國旅遊套裝行程做主題推介。

中國大陸地大物博，各省蘊含豐富的自然景觀和人文風俗民
情，值得遊客參觀探索。當天活動共約15省包括山西、遼寧、

吉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江西、河南、湖北、廣東
、廣西、海南、雲南和寧夏等各地旅遊部門代表前來推廣當
地旅遊優勢，並準備當地特色文物中國結、折扇、福袋、剪
紙等小禮品贈送，吸引許多中外賓客把握機會詢問相關訊息
。

福建省旅遊局入境事業部助理總經理蘇添鳳表示，這次
主要來推廣福建文化，福建旅遊資源非常豐富，有廈門鼓浪
嶼、土樓、武夷山、泰寧等都是世界文化遺產，尤其是福建
土樓，美國遊客對土樓印象非常深刻，土樓全土做，是非常
原始的建築，希望有越來越多遊客到福建來旅遊。

來自中國西南邊陲雲南省也派代表團宣傳旅遊資訊，雲
南省旅遊發展委員會副主任文淑瓊表示，這次帶來最有特色
的旅遊產品和最經典的旅遊產品線路，代表團有來自雲南各
地，都是具有代表性地方，推銷珠江源頭、石林景觀、大理
、麗江等地方特色。文淑瓊說， 「雲南有山有水有風情，有
花有海有美食」，希望休士頓人民多多關注雲南，到雲南來旅遊
。

晚宴則在舞蹈表演、中國古典樂器琵琶表演和抽獎活動中熱
鬧落幕，在場與會人士都對中國豐富多彩的自然和人文景觀讚嘆
不已。

中華傳統舞蹈 「向天歌」 揭開晚宴序幕。(記者黃相慈／攝影)

福建省旅遊局入境事業部助理總經理蘇添鳳(中)與休士頓僑界人士
Cindy Chan(右)推建福建省旅遊資訊。(記者黃相慈／攝影)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左一)與中國國家旅遊局國際司巡視
員、代表團團長李亞瑩(右一)接受休士頓官方賀狀。(記者黃相慈
／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隨著美國總統大選即將來臨，
為鼓勵選民積極投票，參與公共事務，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會
(Diversity Political Coalition)將與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在10月11
日下午3時至晚間聯合舉辦 「慶祝多元族裔融合拉力活動- 號召
選民登記、投票信息及就業訓練」 (Celebrate Diversity Rally Fea-
turing Voter Registration, Voting Information and Employment Em-
powerment) 提供多樣化選舉資訊和選務義工職缺給社會大眾，歡
迎社區踴躍參加。

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會和美南國際貿易中心為振興社區族
群合作，將在德州選民登記最後一天，舉辦一場慶祝多元族裔融
合拉力活動，為選民登記做最後衝刺，現場將有志願者協助進行

選民登記、提供有關即將到來的選舉資訊，包括更新選民身分和
保護選民權利的信息。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會提醒未完成選民
登記的民眾，未在10月11日完成選民登記的人，將無法在11月8
日執行公民投票權利，德州不允許網上選民登記。

除此之外，為迎接第51屆超級盃美式足球賽(Superbowl)明年
在休士頓舉行，休士頓超級盃籌備委員會(The Houston Super
Bowl Host Committee)正在招募萬名義工，現場將有超級盃的工作
職會信息，更族裔的商會代表也會公布休士頓多元族裔就業資訊
，歡迎有興趣民眾踴躍參加。

活動將於 10 月 11 日下午 3 時至晚間 7 時在美南新聞大樓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舉行，歡迎民眾和登記參選人
熱烈參加。如需更多資訊，請洽Lore Breitmeyer-Jones ：info@di-
versitypoliticalcoalition.org、Angela Chen： Angela_nwe@yahoo.com
。

美麗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旅遊推介會
中美旅遊年促進交流發展

選民服務拉力活動將於10月11日登場 鼓勵社區參與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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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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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
ell

★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小瀋陽

七天營業：早10點至晚12點

Lucky Pot Restaurant
電話：（713）995－9982

經典菜色 新增菜色
沸騰魚 $10.99 活魚豆腐湯

香辣鱸魚
沸騰魚

鹹蛋黃焗南瓜
拔絲香蕉大棗

麻辣乾鍋

小雞燉磨菇
東北鍋包肉
火爆腰花
溜肥腸
羊雜湯

尖椒乾豆腐

特 價

油炸糕、驢打滾，小籠湯包，
韭菜餡餅，手抓餅，芝麻大餅，
羊肉燒賣，各式手工面條

傳統面點

純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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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健
康

地
道
家
鄉
美
味

正
宗
北
方
小
吃

吃
出
你
心
中
的
回
憶每盤僅需99￠凡每桌消費$35元以上，

加點大蝦（白灼、椒鹽、重慶辣子）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58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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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星戰電影《俠
盜一號：星球大戰外傳》將于
年底上映。最近，兩張《俠盜
一號：星球大戰外傳》國際版
海報正式放出。其中，甄子丹
飾演的盲俠齊魯特顯得非常搶
眼，手持超科技改造十字弩，
與之前“盲武僧”的造型一脈
相承，在衆多好萊塢明星中異
常搶眼，全無違和感。

此前，甄子丹在《俠盜一
號》中的造型更成為了首位以
中國人為藍本的樂高玩偶原型
。甄子丹款樂高玩偶在露出之
時就吸足了目光，樂高版《俠
盜一號》視頻更讓人對甄子丹
的“盲俠”原力充滿了期待。
而細心的網友更是發現，截止
國際版海報曝光，甄子丹星戰

玩偶系列已經出至第四種。
原力附體的甄子丹不僅可

以輕松虐白兵，前幾天，甄子
丹與範.迪塞爾搭檔的《極限特
工3》也正式殺青。與衆多打
醬油的亞洲角色不同，在極限
特工3 中，甄子丹擔綱主角，
與老牌極限特工範.迪塞爾誰比
誰更能打已經成為次要問題。
“誰是最牛極限特工”的爭論
早已在網上展開。

拍攝期間，甄子丹變身
“拼命丹”的肌肉鍛煉秘訣更
被好萊塢影人深深拜服，與範.
迪塞爾的片內片外進行了“親
密交流”，兩人更藉由工作成
為好友，還在片場大聊娃娃經
。

在甄子丹的《葉問》系列

風靡全球，被稱為演活了葉問
之後，甄子丹並沒有在“一代
宗師”的光環下停滯不前。有
衆多大戲加身的甄子丹在好萊
塢早已是常客，但16年卻出乎
意料的密集。星球大戰系列，
極限特工系列，接連不斷的大
制作，大IP，主演角色，讓影
迷對于甄功夫“打遍”全球充
滿信心，更有網友戲稱2016應
該算為“國際丹”的元年。

據悉，甄子丹檔期滿載，
在洛杉為拍完封面後又馬不停
蹄返港工作，並特意赴潮州體
驗生活，學習潮州話，將進一
步挑戰演技，參演《追龍》飾
演傳奇人物“跛豪”，並將與
劉德華飾演的“雷洛”進行
“跨世紀雙雄會”。

《俠盜一號》曝義軍全陣容
甄子丹飾演盲俠搶眼

綜合報道 2012年，湯姆· 克魯斯主演的《俠探

傑克》一炮而紅。而該片的續集《俠探傑克：永不

回頭》也即將上映。日前，該片公布了三支全新的

宣傳片段。在片段中，阿湯哥所扮演的傑克上演了

大暴走的戲碼，爲了找到殺害士兵的元凶，他在城

市的各個角落裏伏擊各種敵人。肉搏、槍戰、爆炸

，無所不用其極。與前一部相比，影片在動作場面

的設計和拍攝上，都要更加具有觀賞性。

本片擴大了傑克的活動範圍，而他所牽扯到的

危機的局面也越來越大。和第一集相比，續集中對

于傑克的打鬥能力進行了更加誇張的渲染。而他所

要應對的，不僅僅只是個恐怖分子或者是腐敗警察

這麽簡單，而是一整個雇傭兵軍團。根據之前的消

息，《俠探傑克：永不回頭》將根據“傑克· 雷徹

”系列原著作者李· 查德 2013年秋季推出的《永不

歸》（Never Go Back）改編。這部小說裏，除了主

人公傑克外，還有一個“聰明、超早熟”的少女。

雖然小說並沒有把她塑造成一個主要角色，但外媒

猜測，基于對當下青少年觀衆市場的考慮，制片方

可能要求編劇把女孩的角色寫大，讓硬漢特工身邊

多個個性少女，這樣更有看點，也更方便發展續集

。續集故事繼續圍繞傑克展開，他重回弗吉尼亞州

的軍事基地和蘇珊· 特納少校會面，要解決一些個

人問題。此時，特納卻意外被捕。傑克同時也陷入

謎團，因爲他被誣告犯有重罪，而且牽涉到一個自

己完全不知道的小孩。這些，傑克都記不起來了。

他要客服重重困難，去尋找特納，最終解決問題。

按照計劃，本片將會在今年的10月21日上映。

《俠探傑克：永不回頭》
阿湯哥大暴走追凶

綜合報道 荷蘭導演邁克爾· 度德威特，是吉蔔

力工作室迎來的第一個“外來者”。近日，由他在

吉蔔力執導的動畫片《紅海龜》曝光了美國版的預

告，從片頭的發行信息中可以看到，該片在北美的

發行已經被交到了索尼經典的手中。整支預告沒有

任何對白，畫風舒雅而且恬靜，非常具有吉蔔力的

一貫風格。影片的整體故事充滿了神話色彩，也與

吉蔔力的一貫風格相符。

《紅海龜》的故事講述一名男子遭遇海難漂流

到孤島，並邂逅了一只紅海龜的奇遇。

從試圖逃離到與自然的鬥爭，從西西弗

斯式搭建木筏，一次次遭遇海龜的破壞

，到超自然的演變。當紅海龜化身爲女

人，這個故事也自然延伸到一段樸素清

新的愛情描摹，在荒島上經曆了鬥轉星

移的男女，孕育了孩子，一家人在原生

的環境裏，享受自然之美，也被自然無

情痛擊，生命的渺小和無常，令人對天

地宇宙保有敬畏。《紅海龜》故事有東

方美學中對自然和生命的體悟，也有歐

洲動畫的畫風，導演邁克爾 · 度德威特曾

于 2001 年憑借《父與女》摘下第 73 屆奧

斯卡最佳動畫短片獎，而《紅海龜》中也延續了

導演擅長的家庭親情關系的營造，度德威特對這

個故事構想了 10 年，高畑勳爲其擔當藝術指導，

在吉蔔力的制作體系下以 8年的時間和心血完成了

這部動畫作品。

影片曾經在今年的戛納電影節的一種關注單元

裏得到了特別獎，算是實力不俗。按照計劃，該片

會在 2017年的 1月 20日上映，在此之前它還將參與

雅典電影節和BFI倫敦電影節。

《紅海龜》美版預告
吉蔔力風格魔幻版荒島余生

綜合報道 據來自國外娛樂媒體的報

道稱，美國著名恐怖小說家斯蒂芬 · 金

的經典小說《勿忘我》，將要被改編成

電影搬上大銀幕。

據來自《綜藝》雜志的報道稱，《亡

界之門》導演約翰內斯· 羅伯茨，將會負責

改編斯蒂芬· 金的《勿忘我》，厄內斯特·

裏埃拉將擔任聯合編劇，此前這兩人已經

合作過《亡界之門》和鲨魚驚悚片《深海

逃生》。

2011年時，曾有一部安東尼· 霍普金斯

主演的《漂流之心》，如果單看英文名，

觀衆可能會對這兩部電影産生混淆，實際

上《漂流之心》雖然也改編自斯蒂芬· 金的

小說，但那部電影卻並非改編自《勿忘我

》，而是根據中篇小說《卑鄙的黃衣人》和短篇

小說《夜色的天堂暗影一路沈落》綜合改編的。

據《綜藝》雜志稱，斯蒂芬· 金已經同意將

自己的這部小說改編成電影，目前還不確定他是

否會參與這部影片的制作。

“還是個年輕人的時候，發掘斯蒂芬· 金小

說中的電影因素，就一直驅動著我想成爲一位導

演。”約翰內斯· 羅伯茨表示：“《勿忘我》是

我最喜歡的斯蒂芬· 金的小說之一，將這部小說

改編成電影，這也是我一生的夢想。

斯蒂芬·金《勿忘我》
有望搬上大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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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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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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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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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9月22日小威出席米蘭時裝周Gucci SS17時裝秀時真空

穿著一件皮夾克，可謂勁爆眼球。
綜合報道 意甲第 5輪，羅馬主場 4-0橫掃克羅托內。薩拉赫和沙

拉維上半場破門，哲科下半場梅開二度，40歲的托蒂首發打滿全場，

並獻上一次銷魂的絕妙助攻。

綜合報道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日本乒乓球名将福原爱与中华台

北选手江宏杰在东京都一家宾馆举行了新婚发布会。爱酱穿和服出

席，江宏杰身穿西装并用日语向大家问好。在发布会上，福原爱表

示：“今年9月1日，我已经与江宏杰先生正式登记申请结婚。非常

感谢大家的关心，以及支持。”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2016年9月20日，西班牙巴塞羅那，梅西攜妻子安東內拉送大兒子蒂亞戈上學，

路上與兒子玩騎大馬。一家四口其樂融融。

綜合報道 在這個地球上，如果只選一個人作爲泰國的代表，那麽絕大部分拳迷無疑會選擇享有千

萬粉絲的“泰拳王子”播求。播求曾 13次對陣中國拳手並全部獲勝，真的沒有中國人能打敗播求嗎？

這樣的問題也一直頻繁出現在各大新聞媒體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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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動燃希望傑出
青少年運動員選舉季選”
中，兩位香港乒球運動員
李嘉宜和麥子詠榜上有
名，乒乓球運動員已成為
青少年傑出運動員季選的

常客，這反映了香港乒總在培訓青少年
運動員方面的成績。里約奧運會已曲終
人散，通過電視直播讓我們喜見香港乒
隊陣中的幾位年輕面孔已可全面接班，
為港隊拚搏爭光。

李皓晴、杜凱琹和黃鎮廷 3位之
中，皓晴應算是師姐了，而杜凱琹當選
去年傑出青少年運動員季選的“星中之
星”，他們年輕充滿活力，技術大有進
步空間，儘管在里約奧運會中16強止
步，但他們面對的都是目前世界上實力
最強的對手，力拚而敗非戰之罪。

為了培養土生土長的球手成才，港
乒總、體院和有關方面付出了超過最少
20年的努力和投入。乒總以前引進內地
球員曾飽受壓力和批評，但經過多年的努
力，在學校和青少年當中積極推廣和培養
人才，才得到如此讓人開心的局面。

記憶中最早到港擔任香港乒隊教練
的是鄭仲賢和張秀英，他們早年移民定
居香港，憑着自己的專長把香港乒球實
力提升至國際層次，在大小的國際賽中
取得佳績。女“乒乓孖寳”齊寳華和陳
丹蕾戰績顯赫，男“孖寳”李靜和高禮
澤為香港奪得奧運銀牌，這批來自內地
的運動員和教練們在當打期間或退役
後，都為帶動和培養香港的乒球人才作
出重要貢獻。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體壇縱橫

港乒新面貌

中國女排獲500萬獎金
里約奧運會雖然早已塵埃落定，但中國女排

在內地席捲的熱潮卻仍在繼續。24日，中國女排
主教練郎平攜手袁心玥、丁霞、顏妮等女排隊員
亮相廈門，與廈門球迷進行交流，並獲贈由香港
實業家邱季端提供的500萬元（人民幣，下同）
獎金。今年74歲的邱季端今年3月曾表示，如果
中國女排在里約奧運奪冠，他將個人出資給予
500萬元的獎勵，並專程前赴福建漳州的訓練基
地提前送去100萬元的備戰基金。 ■新華社

WCBA將實行“錄影回放”
將於下月16日拉開戰幕的戰幕的

2016－2017 賽季中國女子籃球聯賽
（WCBA聯賽）將實行錄影回放制度，
每隊教練員在一場比賽中可以享有一次
使用回放判定的請求資格。同時，球隊
教練員對隊員打架負連帶責任。聯賽辦
公室表示，CBA聯賽（中國男子籃球職
業聯賽）實施這個規定已經幾個賽季，
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新華社

張擇再獲中網男單外卡
中網公開賽23日公佈了首批外卡名

單。奧地利新星蒂姆、本土球星張擇等
獲得了男單外卡。張擇已經是中網常
客，2012年他第二輪擊敗法國選手加斯
凱衝進八強的表現令人印象深刻。去年
中網張擇在中央球場挑戰祖高域，雖然
落敗但收穫不少掌聲。此次中網，張擇
不僅收穫男單正賽外卡，還和公茂鑫搭
檔拿到了男雙正賽外卡。 ■新華社

體短訊

丁俊暉力克賀治 晉大師賽四強
世界桌球上海大師賽23日晚結束8強戰。在一場

焦點之戰中，中國名將丁俊暉以5：3力克賀治挺進四
強，這也是他四年內第三次打進上海大師賽的四強。

丁俊暉8強賽的對手賀治不容小覷。綽號“刺
客”的賀治是著名的“巨人殺手”，他先以5：2輕取
衛冕冠軍威爾遜，第二輪又以5：2淘汰被視為奪冠熱
門的“火箭”奧蘇利雲。

比賽開始後，丁俊暉率先進入狀態，雖然大比分
領先後一度因為失誤拱手交出球權，但賀治沒能把握
機會，丁俊暉完成超分拿下首局。第二局，丁俊暉發
揮穩定再下一城。

第三、四局，賀治逐漸找回手感，而丁俊暉則在
關鍵球上出現失誤，一次防守失誤以及一次打進黑球
後的母球落袋，讓丁俊暉連失兩局。賀治將比分扳成
2：2平，進入場間休息。

第五局比賽，儘管賀治率先上手，但一顆紅球的
失誤被丁俊暉抓住，小丁直接轟出單桿破百，大比分
3：2再度取得領先。第六局，賀治利用一個高品質的
桌球讓丁俊暉連續解球失誤被罰分，之後賀治抓住丁
俊暉解球失誤的漏球，將總比分追成3：3平。

第七和第八局，無論長枱進攻還是高品質的防
守，丁俊暉都打得十分沉穩，完成超分拿下比賽，以
5：3力擒“刺客”，挺進上海大師賽的準決賽。

在另一場8強賽中，狀態火熱的麥佳亞5：1輕鬆
戰勝懷德，與丁俊暉爭奪決賽權。

在當天稍早進行的兩場8強賽中，沙比5：3力挫
瑞戴爾，“鯊魚”冰咸則兇悍異常，5：1橫掃卡特晉
級。沙比和冰咸將展開另一場準決賽。 ■新華社

■丁俊暉以5：3
戰勝賀治晉級四
強。 新華社

■賀治在比賽中。
新華社

■張擇

加納特宣佈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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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白色調的退役視頻中，加納
特徘徊在空曠的球館。“我只

是很感激，無法用語言形容這一
切，我只能說謝謝，謝謝所有人對
我的愛，我從未料到會得到這麼多
的愛，”加納特在視頻中說，並
在視頻最後打出了“再見
了，感謝這段旅程”的字
樣。

現年40歲的加納
特為木狼打拚了12年
後，前往波士頓塞爾
特人，和皮雅斯、雷
阿倫組成了“三巨
頭”，締造了“綠衫

軍”王朝，並在2008年
獲得NBA總冠軍。
“加納特對於塞爾特人的影

響非常巨大，無論是場上還是場
下，很少有球員能做到這樣，”塞

爾特人總裁
安 吉 說 ，
“他是塞爾
特人和NBA
歷史上最偉
大的球員之
一。”在波
士頓効力 6
個賽季後，
加納特和皮
雅斯於2013

年被交易至布魯克林網隊，並於
2015年落葉歸根重回木狼。

NBA史上掙得工資最多
整個職業生涯，加納特共15次

入選全明星，並列排在NBA歷史第
四，12次入選年度防守陣容。他職
業生涯共得到26071分，排在歷史
第十七位，總共出戰50418分鐘，
排在歷史第三，共搶到14662個籃
板，排在歷史第九。在NBA歷史上
只有三個人做到了至少得到25000
分、10000個籃板和5000次助攻，
加納特是其中之一，另兩個是名人
堂成員“天勾”渣巴和卡爾馬龍。
加納特還從 2003－ 2004 賽季至
2006－2007賽季連續四個賽季榮膺
聯盟籃板王。此外，加納特職業生
涯工資總額為 3.3 億美元，也是
NBA歷史上掙得最多的球員。

另外，NBA球星向加納特致
敬，其中曾一起奪得NBA總冠軍的
皮雅斯表示：“很懷念與你一起比
賽。”而騎士球星勒邦占士說：
“恭喜你在球員生涯有如斯的成
就。”

今年 40歲的加納特退休後，
NBA在1990年代的指標球員，包括
高比拜仁、鄧肯都在今年夏天揮別
球場，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

■新華社

火箭明年退役姚明球衣
休斯敦火箭老闆亞歷山大24日宣佈，火箭

將於明年2月3日退役姚明的11號球衣。2002
年，前中國籃球名將姚明以狀元身份被火箭選
中，在那裡奉獻了自己全部9年職業生涯。姚
明曾8次入選全明星、兩次入選NBA第二陣
容，並在今年9月8日與奧尼爾、艾佛遜等巨星
一道，披上了美國籃球名人堂夾克。

保殊未能通過熱火體檢
熱火明星前鋒保殊近兩季深受血栓之擾，

一度傳出面臨退休，但他拒絕罷休，積極投入
復健，宣告下季將重回球場，但24日最新消息
傳出，保殊未通過球隊體檢，無法參加即將舉
行的球隊訓練。 ■記者梁啟剛

NBA快訊

對於廣大NBA球迷來說，尤其是
70、80後的球迷來說，這個夏天無疑
是悲傷的一個夏天，陪伴着我們成長
起來的三大超級巨星：高比拜仁、鄧
肯和加納特先後在這個夏天告別了我
們，那些曾經叱咤風雲的一代傳奇就
此落幕了。

高比拜仁在2015-2016賽季前就
宣佈該賽季是他生涯最後一季，各球
隊為了表達敬意，替他舉行了退役之
旅，讓他在球迷的歡呼聲中享受生涯
結尾，最後一戰在湖人主場，高比拜
仁也燃燒小宇宙，狂砍60分為生涯畫
下完美句點。

當大家還在回憶高比拜仁的經典
生涯，另一名傳奇球星鄧肯也在季後
無預警宣告退休，儘管沒能像高比拜
仁有退役之旅的待遇，但仍無法動搖
他史上最偉大大前鋒的地位。

如今，加納特也決定離開球場，留
下21年NBA生涯以及無數輝煌戰績；3
人相繼宣告退役，聯盟中也正式沒有
1997年以前進入的球員；這3人幾乎代
表着近20年的NBA，3人合計入選48
次明星賽、11枚冠軍戒指以及4座年度
最有價值球員獎項。 ■記者 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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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納特(右)是NBA歷史上掙得最多工資的球員。

美聯社

■高比拜
仁(左)與
鄧肯先後
退役。

美聯社

■加納特在NBA奮戰了21載。美聯社

■加納特(左)為塞爾特人在2008
年獲得NBA總冠軍。 美聯社

載

NBA 今年籠罩離愁別

緒，繼高比拜仁與鄧肯相繼

引退之後，另一曾帶隊勇奪

總冠軍的一代巨星加納特，

在NBA奮戰了21載，於24

日通過社交媒體的一段視頻

宣佈退役；加納特在視頻的

最後打上了“再見了，感謝

這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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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姬」林采緹有宅男女帝之稱，緋
聞男友 「Under Lover」主唱胡睿兒 22 日
在租屋處呼麻被逮，當時她也在場，當晚
即驗尿自清，昨又被爆拍過 「穿丁字褲略
露第四點」的不雅照。她承認確實是她，
當時她 18 歲，以為是拍服裝型錄，又沒
經紀人， 「我自己1個人去，對方態度讓
我覺得若不拍會有危險」，而且酬勞僅數
千元。而胡睿兒對此事僅回應 「自身難保
」。

林采緹在澳門出生，11 歲移居台灣
，高中就讀華岡藝校，5年前在香港動漫
祭cosplay 「蛇姬」受矚目，進而出道。她
早年當過外拍女模，幾年前網路上就曾出
現她拍的清涼寫真，從激凸照到只穿丁字
褲過激辣照都有。經紀人阿哲昨表示：
「從來沒否認過拍那些照片，但當時是被

逼的，已經說過很多次了。最可惡的就是
那些色情的影片，采緹根本沒拍，看起來

應該是日本AV女優，但每次都要扯她，
令她不堪其擾。」至於當年拍攝豔照的酬
勞，阿哲說： 「應該只有幾千元。」

經紀人心疼倒楣
26 歲的林采緹稱照片是 18 歲時拍的

，但她的模樣看來和現在差不多，不像是
18 歲，阿哲肯定表示： 「的確是那時候
拍的。去年我們澄清沒有涉及跨國賣淫，
外界還是傳得沸沸揚揚。這次她也沒沾毒
，沒有就是沒有，還能說什麼？」

有網友質疑她在多數照片中都面帶笑
容，不像被強迫，阿哲又氣又無奈： 「不
笑難道要哭嗎？采緹已經承認過這件事了
，但每次一發生什麼事，這些照片就又被
拿出來。這次吸毒的並不是她，莫名其妙
又被外界罵來罵去，她已經夠倒楣了。
」

曾被扯跨國賣淫
林采緹去年曾被扯進跨國賣淫醜聞，

日前又被緋聞男友胡睿兒連累進警局驗尿
，陳年不雅照跟著再度出土，胡睿兒昨透
過經紀人回應： 「每個人都年輕過，交友
前沒法查對方過去做了些什麼。我都自身
難保，很難有什麼回應跟看法。」

蛇姬被迫扒衣3疑點?
疑點1.被要求拍露點照為何不拒絕或

反抗
林采緹回應：當時沒有經紀人，深怕

出不了門，只好勉強拍完
疑點2.被拍時笑容自然，看來不像被

強迫
林采緹回應：幾年前就已經回應過並

承認這件事，不想再回答了
疑點3.模樣看起來跟現在差不多，不

像18歲拍的
林采緹回應：的確是18、9歲時拍的

，我現在也才26歲，難道有變很老？

林采緹 為數千元露第4點拍不雅照 毒郎滿頭包 「自身難保」

陳怡蓉當人妻倒數1天，明天將在泰國
清邁充滿野薑花的河畔和醫美執行長薛博
仁舉行婚禮，準新娘最近忙著籌備婚事，
睡眠不足，昨僅睡5小時就起床彩排、盯場
，忙到無厘頭地說： 「想揍新郎！」何潤
東新婚夫婦不忌諱沖喜，昨搭包機飛清邁
，問他送什麼禮給好友？他笑說： 「我和
她最缺的就是寶寶吧。」

陳怡蓉婚宴明在清邁度假酒店（Anan-
tara Chiang Mai Resort）舉行，飯店位於湄

濱 河 畔 ，
建 築 保 留

原英國領事館特色，客房時尚且帶有濃厚
亞洲色彩，蟲鳴鳥叫不絕於耳，2人選擇這
裡是想帶大家回味純情的感動，更重要是
脫離喧囂感受大自然，完全符合陳怡蓉的
個性。

伴手禮高達72萬
陳怡蓉決定 「從簡」，1件白紗穿到底

，不再換裝，但伴手禮就不馬虎，花費72
萬元準備YOKU MOKU雪茄蛋捲喜餅、好
萊塢明星商品Glamglow面膜、施華洛世奇

蠟燭、巴西品牌Havaianas特製款人字拖等
好禮送賓客。準新娘因忙碌消瘦連戒指都
變鬆，昨全程監督包裝、彩排，談起當下
心情，陳怡蓉說： 「想揍新郎！這是每個
新娘必經之路。」

婚宴180位賓客以親友和男方公司員工
為 主 ， 何 潤 東 （Peter） 和 老 婆 林 靜 儀
（Peggy）昨晚抵達，他稱除了參加婚禮，
也像半個蜜月旅行。

Peter妙答缺寶寶
Peter 本月 1 日擺喜宴，陳怡蓉不怕

「沖喜」忌諱偕薛博仁參加，Peter對新婚3

個月不能參加婚禮的禁忌自有一番解釋：
「我們是3月登記的，已經半年，就無所謂

了。」
問他送新娘什麼賀禮，他妙回： 「她

什麼都不缺，現在我和她最缺的就是寶寶
吧？但這也不能互送。」並放話，和陳怡
蓉太熟， 「一定會鬧洞房」。

陳怡蓉說薛博仁酒量很糟，Peter已有
對策： 「絕對不讓他喝酒，不然他會藉喝
酒之名裝醉。」賓客之一的陳奕昨午已抵
達清邁，在臉書分享照片，並發文祝福新
人 「幸福美滿」。

陳怡蓉 明清邁婚 何潤東等鬧洞房
彩排累翻 「想揍新郎」

Under Lover主唱胡睿兒大前天沾毒被捕，當
晚以1萬元交保，原本高雄國稅局邀他們下月在高
雄中正高工演出，活動海報昨已更新，剔除Under
Lover。胡睿兒經紀人昨表示，男子漢敢做敢當，
「能夠體諒主辦單位的無奈」。他和團友楊琳本來

有機會接替搖滾天王伍佰拍啤酒廣告，恐怕也會取
消，200萬元代言費成泡影，但昨下午如期在大甲
芋頭節登台演出。

工作被取消無怨
經紀人昨表示，大前天胡睿兒還在地檢署，高

雄主辦單位即表示，因活動地點在高中，Under
Lover出席有些 「不方便」；昨天他們原有3場表
演，有2場被取消。經紀人說，胡睿兒從地下樂
團發跡，沒做好當藝人的準備，搞不清楚藝人要

負社會責任，這件事剛好給他一個教訓，好好反省
，工作被取消沒有怨言。

近百名歌迷力挺
Under Lover昨如期在台中出席大甲芋頭節活

動，現場嗨唱《求婚進行曲》、《你，不是我的》
及招牌歌《癡情玫瑰花》3首歌，2人對涉毒風波
隻字未提，僅對歌迷喊話： 「我們會傳遞正面的能
量給你們，並帶給大家更多更好聽的音樂……」獲
現場近百名歌迷以尖叫聲回應。

胡睿兒沾毒 高雄國稅局秒剔除
大甲芋頭節取暖

謝和弦 「抽大麻非死罪」 挺友
老蕭痛恨吸毒歡迎監督

謝和弦（阿扣）昨為演唱會彩排，談到好友胡睿兒沾
毒，他一派輕鬆說： 「這不是殺人放火。」認為吸大麻非
死罪，還拖美國總統歐巴馬和蘋果電腦已故創辦人賈伯斯

下水， 「他們年
輕的時候都抽過
」，盼未來大麻
「在台灣可合法

用於醫療」。
簡訊鼓勵胡睿兒
阿扣 4 年前在臉

書自爆吸大麻，後來向警方自首，到少年收容所勞動服務
。胡睿兒爆出沾毒，阿扣有傳簡訊鼓勵他， 「我走過來了
，希望他也可以」。並替好友緩頰： 「在美國有些地方大

麻是合法的，也有醫療用的，不需要在台灣抽大麻就像是
死罪。」

曾擔任反毒大使的蕭敬騰（老蕭）昨抱病出席公益活
動，直言 「吸毒就是做錯，身為公眾人物，需要對支持他
的朋友們負責」。老蕭平生最痛恨抽菸、喝酒跟吸毒，經
紀人Summer昨透露，老蕭10年前戒菸成功，仍不時犯癮
，老蕭為讓社會大眾監督他，6年前主動爭取擔任戒菸大
使，證明他 「說到做到」，近來還邀他領軍的獅子合唱團
員力Q、鄒強加入戒菸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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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絲路電影節閉幕式，主辦方特意選
擇距今已有1,300多年歷史的西安大

明宮遺址公園，將絲路歷史文化與現代科
技相結合，向全球觀眾呈獻一場國際化、
科技感十足的“電影之夜”，同時亦向絲
路起點城市致敬。

分享獲奧斯卡感受
作為電影節形象大使，成龍今次是獲

奧斯卡宣佈為本年度終身成就獎的得主
後，首度在公開場合和傳媒見面。成龍對
全世界熱愛他的朋友表示感謝：“中國有
句古話，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堅持，你
的夢想就會實現。作為本屆絲路電影節形
象大使，謝謝在座的各位支持我，支持電
影。中國電影現在愈來愈強大，也看到世

界的電影走進中國，希望中國的電影會愈
來愈好！”而電影《紅高粱》劇組30年後
再聚首，成為當晚最感動的一個環節。
至於青年大使吳亦凡，則擔任電影節

節旗交接儀式的旗手；下屆電影節將在海
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城市福州舉行。而在閉
幕式上，各獎項也各有歸屬，傳媒榮譽最
佳動畫片是《小門神》，最佳紀錄片則頒
給陸川作品《我們誕生在中國》。最佳女
演員是同膺最佳故事片大獎的《金錢的誘
惑》女角傑絲維克斯克，最佳男演員得主
是《我們玩大了》的卡爾韋爾多內，趙雅
芝和陶虹一起為他頒獎。另外兩套拿下最
佳故事片大獎的國產片是《血狼犬》和
《大唐玄奘》。此外，黃建新還為黃曉明
頒發2016絲路文化國際傳播突出貢獻人物

獎，感謝曉明為傳播絲路文化作出的貢
獻。

曉明再迴避談當爸
另外，黃曉明24日早出席《偷天特

務》假唐山舉行的記者會時，連日忙於宣
傳的他錯把自己飾演的“俠盜”說成“神
探”，看來相當疲累，他解釋前一晚只睡
了約三小時，所以很頭暈。在圍訪環節，
記者再次問起其妻Angelababy是否懷孕，
黃曉明微笑不予回應，推說“今天很
暈”。在媒體再三追問下，黃曉明笑說：
“反正我說什麼，你們都會寫的。”加上
日前在另一場合，黃曉明坦言“有些事現
在不能說，沒辦法，大家就等待自然的結
果吧”，看來極可能真的是有喜。

成龍
愈來愈好
冀中國電影

絲路電影節西安閉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為期五天的第三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23日晚已於西安落下帷

幕。在閉幕式上，成龍、范冰冰、陳偉霆、黃曉明、吳亦凡、彭于晏、趙雅芝、姜文、張嘉譯、蘇菲瑪素、顧

長衛、黃建新等中外明星踏歌而來，雲集古城西安。而本屆五項傳媒榮譽獎也同時揭曉，美國和西班牙的合拍

片《金錢的誘惑》成為大贏家，囊括兩大獎項，而國產片《血狼犬》和《大唐玄奘》亦同獲最佳故事片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由林
超賢執導，彭于晏和張涵予主演的警匪動作片《湄
公河行動》，將於本周五在國慶檔期上映。23日
各主創受邀出席絲路電影節閉幕式，在當天上午的
媒體發佈會上，彭于晏表示片中的緝毒情報員角色
要“改頭換面”，一開始自己都很難接受。林超賢
則指拍攝此片就是要還中國一個公道。
據介紹，《湄》片改自震驚世界的“10．5湄

公河跨國大案”，談起拍攝初衷，林超賢表示13
位同胞在境外無辜被害，每個中國人的心裡都充滿
憤怒。拍攝這片不僅關乎給逝去生命應有的尊重，
更是還中國一個公道。沒到場的張涵予亦透過影片
說：“這是為我們冤死的13個同胞報仇雪恨，也

是告訴全世界，殺我同胞者，血債血償。”片方也
披露了另一條花絮，首次揭秘拍攝時的幕後秘辛，
原來這三年為能使影片呈現真實場景，林超賢帶領
各人重回案發現場，跋山涉水輾轉多地勘景，數次
走訪湄公河，甚至進入毒販村，而拍攝時還遭受到
天氣多變、地形複雜、毒蟲攻擊等阻礙。林超賢坦
言：“這電影的很多場面，對我也是第一次嘗試。
這次《湄公河行動》從籌備開始，就預感到將是史
無前例的艱苦修行。”但他亦對本片攝自中國警察
首到境外執法的事件深感榮幸。

磨練成“全能戰士”
已跟林導合作過三次的彭于晏，呈現邪魅造型

的他大改以往陽光帥氣形象，他坦言：“剛開始的
時候我自己都不太適應這個造型，變裝後在片場也
常常被人認不出。其實沒想過靠臉吃飯，演員就應
該配合角色的需求，任何有挑戰的角色我都願意去
嘗試。”此外，為了能更貼近自己所演的角色，彭
于晏還在林超賢“慘無人道”特訓下學會英語、泰
語、緬甸語以及槍械訓練、泰拳等多種技能，令他
在電影拍竣後如同變成“全能戰士”。

林超賢 彭于晏
拍《湄公河行動》還同胞公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胡定欣、袁偉
豪及魔術師甄澤權24日出席“感受澳門無限式”
嘉年華開幕活動，甄澤權施展魔法將定欣變出場，
充滿娛樂性。定欣表示常到澳門欣賞演唱會，更會
與“胡說八道”的姊妹訂酒店房舉行聚會。

提到活動上被變出場，定欣指自己都很喜歡看
魔術，但未想過拜甄澤權為師，因以前試過表演魔
術覺得壓力很大，還是做觀眾較好。定欣透露《城
寨英雄》的效應維持到現在，令劇中幾位拍檔可一
齊出活動搵真銀，像上次是袁偉豪與陳展鵬，希望
下次可以三個人一起表演。三人出動會否加價？定

欣笑言不會，看客戶會否喜歡他們的配搭。但兩位
男士上次叫定欣減價？定欣聞言笑說：“沒所謂
啦，輪流請我吃飯也可！”

否認杏兒麻煩被易角
對於好友胡杏兒盛傳為趕生BB而不繼續參與

舞台劇巡演，定欣稱也感到杏兒有這方面的準
備，因一個女性要計劃生子，工作上亦需要放
輕，故一班姊妹都叫杏兒別那麼忙碌。但亦有傳
杏兒大牌又麻煩，才被舞台劇劇組易角？定欣表
示應該不會的，因杏兒是很易相處的人。

袁偉豪因《城寨》一劇工作沒停，他笑言近期
也有望望自己收入，但沒去計算，坦言每年會有一
個目標給自己，暫時算是穩定，尚未超標。不過多
虧《城寨》熱潮，他更感謝客戶會選自己。

■第三屆絲路電影節23日晚於西安圓滿閉幕。

■(右起)彭于晏、林超賢、馮文娟和劉顯達出席
《湄公河行動》發佈會。 李陽波攝

■絲路電影節形象大使成龍，
冀中國電影愈來愈好。

■范冰冰(左)和
郭敬明亮相絲路
電影節紅毯。

■陳偉霆有
份在閉幕式
獻藝。

■電影節青年大使吳亦凡
擔當交接儀式旗手。

■趙雅芝夫婦向
觀星者揮手。

胡定欣袁偉豪因《城寨》大賺

■胡定欣■袁偉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亞洲
會會長魏秋樺、前亞視執行董事葉家寶
與一眾會員23日晚參與《亞洲會四周年
會慶晚宴》，魏秋樺即場客串唱歌，她
表示會自掏腰包拿出5,000元（港元，下
同），加上大會撥出的35,000千元，合
共4萬元作抽獎用，希望會員皆大歡喜。
魏秋樺透露亞洲會稍後會舉辦旅行

團到台灣，現與製作公司談合作，可能
順道拍旅遊節目。問到亞洲會會否開拍
其他節目甚至開劇？她說：“拍劇要很
多資源，相信暫時未能做到，但旅遊節
目就可以。而且我們也和內地公司商
談，可能會在內地辦選美活動。”

葉家寶仍未收齊欠款
葉家寶稱亞視拖欠他的7位數字欠

款，包括欠薪、律師費、罰款、應酬費
等費用仍未收齊，因計算和內容上未達
共識，他說：“我都希望快些取回，我
有齊單據和文件，覺得自己都很慘，永
遠都是最後一個，知道很多員工都已拿
回薪金。”雖然遲取回欠薪，但家寶對
亞視仍有信心，因對方一直有跟他保持

聯絡，絕對是有誠意解決問題。
家寶又透露亞視仍進行重組工作，將來發展

要等重組成功後才能夠公佈，絕非已經倒閉，只
是停止運作。家寶又譴責有人侵權，擅自以亞洲
小姐的名義去辦選美，他說：“據我所知，亞洲
電視沒有授權別人去做亞洲小姐，相信是侵權行
為，他們更鋪天蓋地去做，已交由亞視臨時清盤
人去處理。據知已出律師信及跟侵權者見面，但
我不知對方公司底蘊。”家寶重申侵權行為在香
港法治社會是不容許的，希望有意選美的女士不
要受騙。

魏
秋
樺
出
錢
出
力
辦
好
亞
洲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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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劉潔媚/採訪報道）9 月
17日晚，芝城李氏公所假萬壽宮酒樓隆
重舉行“慶賀李本安先生榮膺全美李氏
美東總長餐會”，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處長何震寰、前僑務委員會委
員長張富美、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副
主任葉子貞、侯任伊州眾議員馬靜儀、
中華會館主席黃于紋及全體前任主席、
僑務委員區一平、全美安良工商會總理
陳達偉、元老團立主席伍健生、會長梅
國彬、協勝公會主席鐘君銘、馮秀蘭、洪
門致公堂元老黃景雄、全美伍胥山公所
美東副總長伍換光、緬甸華僑聯誼會會
長陳立輝、李氏公所議長李國雄、李洪
藝、主席李源碩、李錫祥及全體李氏公
所職員等近200人歡聚一堂，齊賀李本
安所獲得之殊榮，現場氣氛熱烈,喜氣
洋洋。

餐會由婦女部長李鴻沾夫人馬如織
主持，芝城李氏公所主席李源碩首先
致辭表示，熱烈歡迎各位來賓抽出寶貴
時間蒞臨參加慶典會，希望大家享受晚
餐，有一個愉快溫馨的夜晚。

臺北經文處處長何震寰致辭表示，他
很高興參加今晚的慶典，與大家一起同
樂，芝加哥僑社人才輩出，有協勝公會
的總理、安良工商會的總理等等，在全
美的僑界來說，芝加哥貢獻良多，竭盡
全力促進僑社團結，維持僑社的和諧，
為華人謀福祉,這次再加上李本安先生
榮膺全美李氏美東總長，眾望所歸，更
是芝加哥華埠之光，他特別借今晚的場
合在此祝福李本安先生的當選，造福更

多的僑胞，也希望
僑社在這麼多位
出色的僑領帶領
下，繼續發揚光大
，更和諧團結。

芝城中華會館
主席黃于紋致辭
表示，非常高興能
應邀參加慶典，李
本安先生榮膺美
東總長對於芝加
哥來說，真的是一
件可喜可賀的事，
是中華會館的光
榮，也是芝城李氏
公所的驕傲。雖然
與李本安先生相
處時間比較短，但
是李本安先生多
才多藝，經驗豐富
，為中華會館和社
區貢獻良多，熱心
服務僑社，李本安
先生也是中華學校的校務主任，盡心盡
力，把我們的中華學校搞得有聲有色。
李本安總長真的是眾望所歸！我代表中
華會館祝賀李本安先生，相信在他的帶
領下，李氏公所業務蒸蒸日上，發揚光
大！

全美安良工商會總理陳達偉代表安
良工商會祝賀李本安先生當選美東總
長，眾望所歸，也是芝加哥李氏公所79
年來當選的第一位總長，真是芝加哥光

榮！今天特此在這祝賀李本安總長順順
利利，祝賀李氏公所業務昌盛！後任伊
州議員馬靜儀博士致辭表示祝賀李本
安總長，為本安總長感覺到非常驕傲！

李氏公所議長李國雄隨後致辭表示，
這次於8月20日在紐約參加的全美李
氏第二十二屆懇請大會，共450人出席
了大會，正式代表有 238 人，李本安宗
兄以 178 票的高票當選，可喜可賀，也
為芝城李氏公所爭了光彩，也為他的家
族光宗耀祖，他也祝福本安宗兄及家人

家庭幸福，身體健康！
李本安總長致答謝詞表示，他和他的

家人很感謝大家出席今晚的餐會，同時
感謝各僑社送來的鮮花和祝賀，感謝大
家的愛護。這次獲選全美李氏美東總長
，感到非常高興，也誠惶誠恐，很怕辜負
大家的期望，但是十分有信心，因為有
大家的信任和支持！非常感謝有這麼一
個難得的機會與平台，如孔子曰“三人
行，必有我師”，他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
他的良師益友，會虛心向大家學習，在

未來的日子裡，與大家攜手共進，為僑
社服務，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有一個
愉快的夜晚！

率國慶訪問團前來芝加哥演出的前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富美也特別在僑
教中心主任王偉讚時的陪同下趕來向
李本安祝賀，並肯定他多年來對僑社的
付出與貢獻。

慶祝會上大家還分享了由區一平所
贈送的大蛋糕，並開懷暢飲，觥籌交錯，
賓主盡歡，宴會於十時圓滿結束。

芝城李氏公所及僑學各界友好齊賀

李氏公所議長李國雄致辭 主席李源碩致歡迎詞 李本安總長致答謝詞

前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張富美致辭

李本安總長(右四)及家人向大家祝酒

臺北經文處
處長何震寰致辭 候任伊州議員馬靜儀致辭

中華會館
主席黃于紋致辭

全美安良工商會
總理陳達偉致辭

李鴻沾夫人
馬如織任主持人

芝城李氏公所全體職員祝賀李本安(前排左六)榮膺全美李氏美東總長合影

貴賓合影:張富美委員長(左三),何震寰處長(左二),
馬靜儀(右二),黃于紋主席(右三),李本安總長(左四)僑務委員區一平(左一)

貴賓合影（左起)李洪藝、李著華、區一平、馬靜儀、黃于紋主席、李本安總長、何
震寰處長、陳達偉、伍健生、梅國彬、葉子貞副主任

貴賓合影（左起)黃懷德前主席、何震寰處長、張富美委員長、李
本安總長、黃于紋主席、王偉讚主任、葉子貞副主任

中華會館前主席、職員與李本安總長(右七)
及張富美委員長(右八)合影

協勝公會職員與李本安總長(中)合影
（左2：鐘君銘主席、右2：馮秀蘭主席）

李本安榮膺全美李氏美東總長眾望所歸

李著華與張富美委員長合影

美南報系 芝加哥時報‧芝加哥黃頁 電話：（630）717-4567 傳真：（630）717-7999 Email：ccn100@ChicagoChineseNews.com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

僑 社 新 聞A7 Fri. Sep. 16, 2016 Chicago Chinese News 芝加哥時報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 A7

僑社新聞

(本報記者/劉潔媚/採訪報道)
9月11日上午10時，芝加哥伍胥

山公所在公所內隆重舉行紀念始祖
誕辰及慶祝2016中秋活動。

全美伍胥山總公所美東副總長
伍換光、芝城伍胥山主席伍健波、伍
國平以及公所全體職員及宗親們等
近 20 人歡聚一堂，向太祖像鞠躬行

禮，緬懷先祖功德，氣氛莊嚴隆重。
公所全體職員及宗親在副總長

伍換光、主席伍健波、伍國平及元老
伍健源的帶領下，列隊向太始祖行鞠

躬禮，然後按程式為太始祖上香、敬
酒、獻金豬、三牲、鮮果、糕點和奉寶
帛，祈願伍胥山公所會務昌隆，宗親
們家庭幸福，身體健康，最後鳴炮禮

成。
每年的 9 月 23 日是太始祖伍子

胥誕辰，伍胥山公所都會舉辦紀念始
祖活動，今年適逢中秋將至，公所繼

續延續派發月餅給宗親
們的習俗，提前祝願大
家有一個愉快溫馨的中
秋佳節，人月兩團圓，並
把太始祖的高風亮節精
神繼續傳承下去，發揚
光大。

伍健波和伍國平主
席表示，希望芝城伍氏
宗親在和諧、團結、合作
精神的指引下，繼續為
促進社區繁榮做出貢獻
，會務發展再上一層樓。
宗親們寒暄問候，互道
中秋佳節快樂，現場氣
氛十分熱鬧溫馨。

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伍胥山公所隆重舉行紀念始祖誕辰暨舉辦歡慶中秋佳節

美中華人敬老會舉辦中秋節聯歡
伍胥山公所全體職員合照 祭拜始祖

(本報訊) 美中華人敬老會於九月十一日在
會址舉行中秋節聯歡。顧問、職員、會員等四十
多人參加，十一時半由涂沈惟知顧問於觀世音
菩薩壇前頌經。中午十二時由董事長陸張意顏、

副董事長莫鍾麗雯、會長鍾任財、監事長張世強
、副會長蘇英祥、陳華、名譽顧問鍾葉肖紅等替
大家上菜，葷、素皆備，大家邊吃邊談，閒話家常
，好不熱鬧。

華 人 敬 老
會醒獅團剛購置
一頭白獅，下午
一時，由董事長
陸張意顏與涂沈
惟知顧問向新獅
點睛，隨即在鑼
鼓聲中起舞，獲
得大家熱烈掌聲
，副董事長莫鍾
麗雯向獅子喂紅
包，各人皆興高
采烈，賦歸前每
人獲贈月餅一個
、大橙一隻，皆大
歡喜賦歸。

美中華人敬老會合影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7周年將舉辦升旗典禮

(本報訊)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周年，大芝加哥地區華僑華人
聯合會將聯合華人社區各社團，在芝加哥市中心戴利廣場隆重舉辦中國國
旗升旗儀式。

這是弘揚多彩的中國文化，面向主流社會，提高華人地位，促進中美友
誼的重要活動之一。籌備委員會敬邀各社團僑領和各界人士參加此次盛會，
共慶佳節。

時間：2016年9月30日（星期五）上午10:00
地點：Daley Plaza Civic Center, 118 North Clark Street,

Chicago, IL 60602
聯繫：
汪興無 847-340-9298; 欒文琦 847-609-5983;
趙健航 312-593-2181; 蔡扶時 815-806-1688;
何振宇 708-316-8816; 何達權 312-560-5706;
鄭 征 630-667-3183; 陳嘉釗 312-927-8096.
大芝加哥地區華僑華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周年升旗典禮籌備會

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鳴 謝

超群餅家全體員工 敬謝

超群餅家南華埠總店 超群餅家（Archer & 33rd ）分店超群餅家北華埠分店

位於南華埠永活大街2253號超群餅家總店，於9月6日完成喬遷之喜，感謝當天蒞臨參加之各界
嘉賓、社區僑領、坊眾友好前來祝福，並致贈花藍，共同剪綵，使場面熱烈，圓滿成功，特此登報

鳴謝！

星期日 2016年9月25日 Sunday, September 2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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