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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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713-952-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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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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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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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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多時間專注發展業務
	 商號存款掃描服務讓您安坐辦公室亦可隨時存支票。

2. 充分利用現金流
	 收款箱服務以高效率且低成本的方式加速您的現金流。

3. 增加銷售量
	 商號銀行卡服務讓您的企業可接受多種付款方式，所有款項直接存入商業支票帳戶。

4. 拓展業務
	 準備拓展但需要流動資本？我們提供優質融資方案助您拓展業務。

5. 發展國際業務
	 請咨詢我們的貿易融資專家，探討外貿和國際貿易及融資的機會。

善用國泰銀行5種金融工具，業務更上一層樓

我們全面的產品和服務組合能滿足您各種需求。
服務或透過與國泰銀行有業務往來的第三方供應商提供。
可能收取服務費用。
今天就與我們預約面談	。

休士頓分行: 9440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 278-9599

布蘭諾分行: 4100 Legacy Dr.- Ste #403, Plano, TX 75024  電話: (972) 61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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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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305 S. Main, Houston, Texas 77025 
Tel: (713)663-7550   Fax: (713)663-6896 

網址：http://www.hcchome.org 
電郵：hccoffice@hcchome.org 
教牧同工：曹惠基、潘小玲 
D. Carter、譚聖欣、賴永敬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英語、粵語﹚ 
午堂崇拜：上午十一時正﹙國語﹚ 

梨城分堂崇拜：下午二時﹙國語﹚ 
牧師：鄭忠禎 

主日學：下午三時半至四時半﹙國語﹚ 
12005 County Road 59, Pearland, Tx, 77584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West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638 Hammerly Dr., Houston, Texas 77043 
Tel:(713)935-9422、935-9447 Fax: (713)935-9928 

電郵: whcc@whcchome.org 
主任牧師：許重一 

中文牧師：黃奕明、粵語牧師：施克健 
英語牧師：白安卓、李家德 

北區植堂牧師：祝華達 / 英語傳道：Ted Cox 
家庭事工：林徐玉仙 / 青少年：燕華欣、孫國軒 
兒童主任：陳秀女 / 粵語傳道：吳謝寶芳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卅分﹙國語/粵語﹚ 
 午堂崇拜(英)、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明湖中國教會 
Clear Lake Chinese Church 

503 N. Austin St., Webster, Texas 77598 
Tel: (281)338-1929    Fax:(281)338-0435 
電郵: clearlakecchurch@comcast.net 

網址:http://www.clearlakechinesechurch.org 
中文牧師：張友鴻牧師 
英語／青少年：林文平牧師 

英語崇拜：上午九時三十分 
中文崇拜：上午十時五十分﹙國語/粵語﹚ 

查經禱告會：禮拜三晚上八時 
禮拜五晚：中文查經、AWANA兒童節目 

           青少年團契 

 
  

7707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Tel: (281)499-2131  Fax: (281)499-5503 
網址：http://www.fbcchome.org 
電郵：office@fbcchome.org 

主任牧師：林永健 
行政主任：楊黃琳娜 
國語、粵語崇拜：上午九時卅分 

 英語、青少年、兒童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週四上午: 長輩活動和婦女聚會 

週五/六晚:兒童聚會 AWANA,青少年和成人團契 
主日下午:中文課和英語學習班 

凱地中國教會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24747 Roesner Road, Katy, TX 77494 
Tel. (832) 437-1998 

電郵：katyccc@katyccc.org 
網址: http://www.katyccc.org 

主任牧師：楊浩峰 
華語牧師：滕茂坤 / 英語牧師：林懷祖 
青少年事工：章迦恩/兒童事工：陳明佑 

關懷事工主任：王台妹 
        中文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 
      英文、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 

康福華人教會 
Comfort Community Church 

702 Smith Road.,  
Port Lavaca, Texas 77979 
電話：(361)553-6300 

 
主任牧師：趙德光 

 中文敬拜：主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English Worship：Sunday 9:30AM 
  禱  告  會：禮拜三晚上七時半 
  小      組：禮拜五晚上八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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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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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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全新的金州勇士隊在季前賽中未能取得開門紅。湯普森得到16分，杜蘭特在球隊首秀中9投2中得到9分，但勇士

隊只讓主力們打了前兩節，第四節最後時刻多倫多猛龍隊的斯亞卡姆獨取5分幫助球隊保住優勢，猛龍隊在溫哥華以97-93擊敗

勇士隊。猛龍隊拿到季前賽開門紅。

綜合報道 北京時間10月3日2:45，意甲聯賽第7輪，國際米蘭客場1-2不敵羅馬。開場哲科打破僵局，巴內加下半場扳平比

分，馬諾拉斯攻進制勝球。巴內加和薩拉赫均射中立柱。在意甲積分榜中，羅馬13分排名第4，國米11分排名第9。國際米蘭各

項賽事兩連敗。

綜合報道 F1馬來西亞分站在雪邦賽道結束了正賽的爭奪，杆位發車的漢密

爾頓一直領先，但在比賽的末段因爲賽車引擎爆缸退出痛失好局，紅牛的裏卡多

因此收獲了一個冠軍，隊友維斯塔潘列第二，羅斯伯格第三。

綜合報道 2016年10月02日，短池遊泳世界杯北京站收官，傅園慧隨隊友離

京。在機場候機時，傅園慧吃相外露化身低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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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優良品質
˙適用於烹飪炒飯，白飯，

春捲等任何米製佳餚

聯繫人：Llyn McEuen
電 話：713-525-9570
電 郵：Imceuen@ebrona.com

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靚苗米

星期二 2016年10月4日 Tuesday, October 4, 2016
美南版■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6年10月4日（星期二）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WTA皇冠級中國網球公開賽3日
繼續在北京國家網球中心進行。在女
單首輪的一場比賽中，中國金花彭帥
以7：5、6：1爆冷擊敗維納絲威廉絲（大
威），成為繼張帥和王雅繁後，第三位挺進
第二圈的中國金花。

最近幾個賽季飽受傷病困擾彭帥，世界
排名一再下滑，本屆中網只能通過外卡獲得
參賽資格。3日的首盤比賽由彭帥率先發
球，各自保發後，彭帥在第9局挽救盤點驚
險保發，全場觀眾歡呼陣陣，場邊的馬偉開
也是為弟子大聲鼓勁。士氣大振的彭帥在大
威的發球勝盤局展開反撲，又挽救了兩個盤
點，並依靠大威在破發點上的雙錯誤實現破
發，心態失衡的大威在第12局0：40落後，
並送出雙誤大禮，彭帥破發以7：5拿下首
盤。

第二盤，士氣大振的彭帥開局連保帶

破，3：0領先，此時大威失誤連連，終以
1：6宣告出局。另外，2日進行的比賽，中
國金花張帥、王雅繁皆兩盤輕取對手晉級。
其中中國女單“一姐”張帥在中央球場鑽石
球場的首秀中，贏得乾淨漂亮，對手是自己
的好朋友、澳洲球手斯托瑟，比分是6：1、
6：2，比賽僅用了一個小時。

“中網這樣級別的皇冠賽事首輪比大滿
貫難打，因為絕大部分選手都是大滿貫冠
軍、亞軍、前四前八的水平，可以說每一名
選手都身懷絕技，”張帥賽後評論說。“今
天的較量一邊倒，但其實斯托瑟正常的話不
應該是這樣，她自從美網以來狀態不是很
好，今天的比賽她的失誤太多，而我只是發
揮了正常水平。” ■記者 陳曉莉

亞沙會落幕 港隊奪4銀4銅
亞洲沙灘運動會2日在越南峴港市閉

幕。香港隊共奪4銀4銅，4枚銀牌分別來自
李嘉文/李婉賢的賽艇女子雙人雙槳、羅曉鋒
的賽艇男子單人雙槳、趙顯臻/鄧超萌的賽艇
男子雙人雙槳及胡凱欣的女子拳擊；4枚銅
牌則分別來自高潤濤/蔡利利的木球、陳浩然
的足毽男子個人賽、陳浩然/張駿明/韓思明/
劉浩勤/梁鈞賀/柯鈞鎬的足毽男子隊際賽及
郭偉瀚的泰拳。

至於國家隊方面，則以12金 18銀 19
銅，位列金牌榜第三位。東道主越南隊以52
金44銀43銅位居首位。 ■記者 陳曉莉

LPGA精英賽 馮珊珊第四
2016華彬LPGA中國精英賽2日在北京

華彬莊園尼克勞斯高爾夫球場落幕，韓國球

手金寅敬後來居上以總成績268桿奪冠，里
約奧運會銅牌得主馮珊珊以271桿並列第
四。另兩名韓國球手許美貞及衛冕冠軍李美
林分居第二及第三名。來自北京的21歲小將
馮思敏最終以275桿的總成績排名並列第7。

■新華社

貝迪治成功衛冕深圳網賽
在2日結束的ATP深圳網球公開賽男單

決賽中，頭號種子貝迪治苦戰3盤擊敗3號種
子加斯蓋特，實現衛冕。這是一場歷經2小
時39分的鏖戰。在搶七中以7：5拿下首盤及
在第二盤以5：3領先的貝迪治面對兩個賽
點，但加斯蓋特兩次用ACE球化解，並在背
水一戰的情況下連扳3局，在搶七中以7：2
強勢取勝，將比賽拖入第三盤。決勝盤中，
貝迪治在第六局實現破發，並順利以6：3奠
勝。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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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鯊魚當地時間2日在休斯頓迎戰火箭，
這是中國男籃職業聯賽（CBA）球隊史上首次參加
NBA季前賽。

姚明也親自來到現場觀戰，談到火箭即將退役
自己的11號球衣時，姚明表示這是自己莫大的榮

幸。火箭在賽前宣
佈，他們將在當地
時間明年2月2日正
式為姚明的11號球
衣舉辦退役儀式。

對此，姚明表
示：“其實我以前
就談過這個話題，
之前很多個夜晚我
走進這座球館，抬
頭看見懸掛在空中
的那些球衣，我覺
得它們代表着侯斯

頓火箭的隊魂，這些球衣是榮譽更是激勵我們前進
的動力，明年2月份我的球衣將和前輩們退役的球
衣放在一起，這是我莫大的榮幸。我希望自己在休
斯敦的整個職業生涯，達到了球迷們對我的期
望。”

姚明還期待新一代的中國球員更敢想：
“當時我真的沒有想到（如今的成就），我
希望中國下一代的球員能比我們更
敢想，第一波來NBA打球的有王
治郅和巴特爾，我們當時來的
時候就是希望能夠打得很高
效，一場就希望打個10到
20分鐘。我希望新生代
的中國球員，不管他們
能否聽到或者看到，
我是希望他們可以
比我更敢想。”
■記者 陳曉莉

姚明盼下一代中國球員更敢想

為了讓每支有所調整
的球隊磨合陣容，

增進球員、教練之間的溝
通，NBA在每個賽季開始
之前都會舉辦若干場季前
賽。侯斯頓火箭史無前例地選

擇本賽季季前賽揭幕戰的對手為
中國CBA的上海隊，成就了歷史上
首次NBA和CBA球隊的正式交手。
剛剛入選奈史密斯籃球名人堂的姚
明，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自從2002年NBA選秀大會
上，火箭用狀元籤選擇了來自中
國上海大鯊魚隊的姚明之後，
“小巨人”將自己整個NBA生涯
都獻給了火箭。近十年間，火箭與
上海隊建立了非常牢固和彼此信任
的關係。火箭前鋒比斯利曾代表
上海大鯊魚男籃征戰過CBA聯
賽。而姚明退役之後則接手了他
的母隊，轉身成為大鯊魚隊的老
闆。

有“休斯敦榮譽市民”姚明
的牽線搭橋，加上NBA和火箭對中國市

場的重視，最終促成上海大鯊魚成為第一支
在美國參加NBA季前賽的中國球隊，並且由
姚明親自率隊在休斯敦挑戰火箭隊。

姚明11號球衣2月退役
因此，這場被媒體和球迷稱為“情懷之

戰”的比賽，勝負早已顯得不那麼重要。在
明星後衛廈頓帶領下，火箭從開局便位據主
導，技戰術執行相當堅決，始終領先比分並
不斷擴大優勢。最終，火箭隊以131：94輕
鬆取勝上海大鯊魚隊。現場，火箭通過大屏
幕隆重介紹重返休斯敦的姚明，並宣佈球隊
將在美國時間明年2月2日、中國春節期間退
役姚明的11號球衣。不少華人觀眾打出“大
姚—我的青春”、“姚明—名人堂”等中
英文標語，為姚明和上海隊熱情助陣。

按照計劃，侯斯頓火箭隊結束2日的比賽
後不久，將啟程飛往上海，出戰與新奧爾良
鵜鶘隊在中國進行的兩場NBA中國賽。

美國NBA各支球隊

開始為常規賽進行熱身，與中國

有着深厚淵源的侯斯頓火箭隊當

地時間2日迎來首場季前賽，他們

在主場豐田中心對陣由火箭“功勛舊

將”姚明任老闆的中國CBA上海大鯊

魚隊，並最終以131：94取得

這場“情懷之戰”的勝利。

■■姚明重返火箭主場姚明重返火箭主場，，接接
受球迷的歡呼受球迷的歡呼。。 美聯社美聯社

■■張帥成功晉級
張帥成功晉級。。

美聯社美聯社

■■彭帥打入中網女
彭帥打入中網女

單次圈單次圈。。 路透社路透社

■■上海隊外援弗雷戴特上海隊外援弗雷戴特（（左左））
遭火箭二人夾擊遭火箭二人夾擊。。 美聯社美聯社

■■上海隊的翟逸上海隊的翟逸
（（右右））試圖阻截夏試圖阻截夏
頓的進攻頓的進攻。。 美聯社美聯社

■■劉曉宇劉曉宇（（右右））封阻比華利的投封阻比華利的投
籃籃。。 美聯社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隊4日
早晨六時機場集合，踏上6日作客柬埔寨的國
際足球友誼賽征途，兩年來再度入選的歐陽耀
冲及北漂貴州恒豐智誠隊友法圖斯，3日午雙
雙向港隊報到。

半年前斷膝蓋十字韌帶，“歐冲”承認：
“獲選入港隊有點驚訝，但我一直很期待再次

為港披甲，我有信心爭取到上陣機會。儘管沒
上陣（國際賽）5個月，但我一直在預備組比
賽，目前狀態有七成，而且金帥亦提點我在港
隊的位置和任務，我對上陣很有信心！”。

港足將於6日作客柬埔寨及11日主場再鬥
新加坡。主教練金判坤稱：今次港隊選歐陽耀
冲和黃威等港隊“未來重心”入隊作重點考

察，11月主場的東亞盃外圍賽須
確保球員所屬球會放人，但球會
不一定放人，李志豪落選的原因
就是基於此。

金判坤亦指出：應付港澳埠
際賽的陳俊樂、羅港威等“年輕
一代”香港B隊主力，8日作客澳
門科大運動場參與港澳埠際賽，
亦是為下月東亞盃外圍賽港隊考
察人選。

歐冲復操 隨港足赴柬友賽

■■香港隊香港隊33日開操日開操。。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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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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e,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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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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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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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oldengaterestaurantequipment.com
E-mail:Goldengatem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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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的表演陣容相當鼎盛，包括韓國男團INFI-
NITE、女團Wonder Girls及樂隊DAY6，另一

韓國女團miss A之中國成員王霏霏以及吉克隽逸是內
地代表，至於香港則派出張敬軒和薛凱琪(Fiona)跟一
眾過江龍“過招”。張、薛二人除以紅色裝扮喜氣洋
洋賀國慶外，還準備勁歌熱舞，觀感絕不遜色，不過
全晚就以壓軸出場的INFINITE反應最為熱烈，他們
又以廣東話哄粉絲，受歡迎亦是理所當然。

特地準備新歌及舞台表演
INFINITE已是第二度為國慶晚會演出，今次更

特地準備新歌和更成熟的舞台表演送給香港歌迷。七
子在唱畢《Bad》後，馬上用廣東話說出：“大家
好，我哋係（我們是）INFINITE。”他們各自打招
呼，東雨還用廣東話高呼“我愛你哋（我愛你
們）”。優鉉直言：“大家過得好不好？聽不到呀。
真的很想念你們，能夠在香港見到大家真的很開心。
看得清不清楚？坐在後面的粉絲都看得清楚嗎？”各
成員隨即向粉絲揮手致意。東雨即用英文直言：“你
們令到我們瘋狂，我愛你們。”他還做出愛心手勢。
Hoya也不執輸，跟風用英文說“我愛你”。東雨還表
示：“今日(2日)是個很特別的日子。”隊長聖圭則帶
領隊友用英文說：“Happy Birthday to China！”他
們唱畢《One Day》、《Back》和《The Eye》後，
一直不捨得退場，數度高呼“Happy Birthday”，又
做出愛心手勢及鞠躬致謝後才離去。

已赴港十次對香港應不感陌生的INFINITE，會
否因而去學講廣東話？成員東雨、成烈即以不標準廣
東話說：“我愛你哋（我愛你們）”、“INFINITE
好掛住（想）你哋（你們）”。問到演國慶晚會和一
般私人性質演出可有不同時，七子稱是抱着參與慈善
及公益活動的心態去表演。當完成訪問後，他們即以
普通話說“謝謝”，態度親民。

Wonder Girls喜見仍獲支持
同屬較高知名度的Wonder Girls，則是當晚音樂

會的先頭部隊，唱出包括《Why so lonely》和成名作
《Nobody》等四首歌。組合成員惠林用廣東話直言：
“很開心來到這裡，同大家見面。我們在這里祝大家
國慶快樂，希望大家今(2日)晚過得開心。Happy
Birthday, China！”其他成員也齊用英文祝賀國慶快
樂。對於這次參與國慶活動演出，Wonder Girls表示
感到很緊張，但很開心仍獲不少粉絲支持，表演時見

到他們跟住音樂來唱，相當感動。而且能跟不同地方
的歌手出席活動，可參加這樣好的演出感到高興，希
望日後能有機會多些赴港表演。

糅合了中、韓色彩的韓團miss A的內地成員王霏
霏，今年她正式以單人歌手身份回歸樂壇，當晚獻唱
三首不同風格的歌曲，充分展現音樂才華。王霏霏表
示已有一段較長的時間沒來香港，因此很想念香港；
她亦祝賀祖國67歲生日快樂。及後霏霏表示能赴港參
加這次青年音樂會，而且是這麼重要意義的日子，覺
得很榮幸和開心。至於韓國樂隊DAY6與內地女歌手
吉克隽逸，也對能在這個特別日子表演大感興奮，前
者的各成員都在台上高呼“Happy Birthday Chi-
na！”；唱功甚佳的吉克隽逸則希望觀眾可以享受她
的演出。

Fiona加鐘排舞不容有失
對香港觀眾而言，看得最有投入感莫過於“自己

友”張敬軒和薛凱琪，他倆隆重其事特地以“紅噹噹”
打扮同賀國慶，而Fiona更不容有失，事前花了很多錢
和時間補堂練舞，要老師叫她不用再練才罷休。Fiona
當晚共唱出五首歌，是首度在舞台演繹快歌《Miss
Fiona》，她穿上性感低胸戰衣，兩側開窿再配上魚網
絲襪，不過有肉色衫打底，令人有性感的錯覺。Fiona
否認用這來硬撼韓星：“我來撼張敬軒，其實因上次
站上紅館是約兩年前自己的個唱，所以對這晚的演出
很重視。”又謂事前為造型試過多個版本，也考慮過
不穿魚網絲襪上陣，最後怕太賣弄性感而作罷。Fiona
表示很開心能參與音樂會演出，她指之前一直在越南
拍戲，今次是回港後首次獻唱，她亦有祝賀“China
Happy Birthday！”。

軒仔望向青年傳遞正能量
唱了包括《酷愛》等五首歌的軒仔，希望透過這

次音樂會向年輕人傳遞正能量，要更熱愛社會和生
活；他藉此機會祝祖國生日快樂，亦祝願祖國風調雨
順、國泰民安。他透露是獲慶委會邀請，在公司安排
下參加今次演出，能獲邀應和自己是內地出生有關，
而且在港也是得到大家肯定的藝人。因機會難得，軒
仔嚴陣以待加緊排練，他樂於與韓國藝人同場：“在
後台忍不住偷看他們綵排，從中得益不淺。覺得上天
是公道的，只要付出多少便得到同等掌聲，他們從小
開始訓練，若要我學Wonder Girls跳舞，我應會咳成
哮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朱慧恩、陳敏娜，攝影 彭子文）由香港同胞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67周年籌備委員會主辦、香港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協辦，香港青年

事務委員會全力支持的“國慶青年音樂會”10月2日晚已於紅館隆重舉行。來自香港、內

地及韓國三地的歌手傾力演出，為在場青年觀眾送上連場勁歌熱舞，包括壓軸出場的韓團

INFINITE等歌手更向中國祝賀“Happy Birthday to China!”，令音樂會在一片歡呼聲和喜

慶聲中圓滿落幕。

香港內地韓國歌手歌舞賀國慶香港內地韓國歌手歌舞賀國慶

INFINITEINFINITE壓軸高呼
Happy Birthday to China!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向來愛胡說八道搞笑的張敬軒，為了
博出位竟自誇為“大圍G-Dragon”！
軒仔笑謂：“今(2日)晚見到那些妹妹
仔(歌迷)太可愛，真想帶他們看金魚。
我知很多粉絲從外地專程來捧韓星，
但他們都好慷慨給予香港歌手歡呼
聲，令我過一下韓星癮。我自己的
Hins 發音不夠響，已想好以David
G-Dragon作自我介紹，即大圍(Da-
vid) G-Dragon。”

對這番“豪言”，Fiona即說：
“叫軒仔多跟我聊天，他的笑話絲毫
不好笑，我只能說句，張敬軒！大圍
G-Dragon is not funny，算啦你，返
去唱你的高音，跳舞還可以，但不要
搞笑，聽姐姐話啦！”她也有留意浪
漫的愛情韓劇，有時會看到哭，但沒

想過要跟哪位韓星合作，怕語言溝通
不到。反而最想跟其影視偶像黃渤合
作，更大讚對方有魅力，即使劇集不
好看，單看他已
好好看。有指黃
勃 不 屬 靚 仔 類
型，Fiona笑說：
“真愛不是看長
相！”

另一邊廂，
INFINITE也談到
新 碟 的 製 作 過
程，成員Hoya透
露：“當中有不
少開心事，準備
過程最辛苦是排
舞，體力上有很
大挑戰。”

軒仔搞冷笑話
自嘲“大圍GD”

■■壓軸出場的壓軸出場的INFINITEINFINITE，，全體對全體對
着觀眾祝賀中國着觀眾祝賀中國““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早前在越南拍早前在越南拍
戲的薛凱琪戲的薛凱琪，，很很
開心能參與國慶開心能參與國慶
音樂會音樂會。。

■■打頭陣演出的打頭陣演出的Wonder GirlsWonder Girls，，很高興香港粉絲仍未忘記她們很高興香港粉絲仍未忘記她們。。

■■DAYDAY66各成員高呼各成員高呼““HappyHappy
Birthday ChinaBirthday China！”。！”。

■■FionaFiona先長裙後魚先長裙後魚
網裝網裝，，盡搶眼球盡搶眼球。。■■INFINITEINFINITE已赴港多次已赴港多次，，但表現依舊親民但表現依舊親民。。

■■張敬軒祝祖國風調雨張敬軒祝祖國風調雨
順順，，國泰民安國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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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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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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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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天悔從政月燒30萬安家 挺余祥銓 「不靠爸靠誰」

5566（簡稱56）成員孫協志、王仁甫、王少偉及許孟
哲8日將在金鐘獎合體表演神曲《我難過》，粉絲在臉書
號召 「千人迎星光」，萬眾期待。捧紅他們的前老闆孫德
榮昨怒嗆主辦金鐘獎的三立怠慢天團，提出 「髮妝需一流
團隊」、 「派2輛禮車接送」、 「安排20秒VCR回顧」及
「小刀需歸隊走星光大道」等4大要求。孫協志和王仁甫

表示 「尊重孫總」，典禮製作人湯宗霖則說會努力協調。
孫德榮昨砲轟典禮主辦單位三立電視台，他忿忿地說

： 「我完全沒法接受5566從 『亞洲天團』降格為 『本土天
團』。」要求三立以高規格禮遇56，安排一流髮妝與設計
師團隊待命，並派2輛禮車送5566往返會場，開場不能讓
他們像新人一樣站著等揭幕，必須播放20秒的VCR回顧
56榮光。最後，小刀必須一起走星光大道，且和季芹一起
享有貴賓席座位。

不滿未獲邀請函
孫德榮表示，當初文化部強力要求金鐘獎一定要有56

出席，沒想到56 「只能像小媳婦般縮在後台等出場」，讓

他大為光火。 「我一開始就跟製作單位挑明，若不
答應4大訴求，我有辦法讓56無法合體，最後製作
單位不得不讓步」。孫德榮狠批三立不專業， 「三
立算56娘家，之前發稿照片竟是5566私下的便服
照」。更不滿三立從頭到尾沒知會他。他至今沒收
到邀請函，所以當天不會出席典禮。

孫協志尊重恩師
孫協志、王仁甫和許孟哲昨都分別透過經紀人

表示，知道孫德榮要開記者會，3人都尊重他的想
法。孫協志說： 「團員們只需要把表演顧好，我會
做好隊長一職。」小刀沒接電話，但友人透露，近年退居
幕後的小刀不想讓歌迷失望，已同意和昔日戰友合體走金
鐘星光大道。
4大訴求缺一不可
訴求╱內容
●高規待遇
回歸以往高規格待遇，妝、髮、造型由一流設計師操刀

●專車接送
典禮當天要派2輛禮車接送
●影片回顧
開場前須有20、30秒的VCR回顧5566巔峰榮光
●小刀歸隊
小刀須和隊友一起走星光大道，才是真正合體；5566表演
時，台下貴賓席須設小刀與季芹座位

林依晨被網友譽為 「零負評女神」，前天
她結束公益活動回家換裝，隨即陪公婆出門遛
狗，主動黏婆婆聊天，還秀手機替婆婆解說景
點。孝順不說，愛犬便便，她立刻用手套和塑
膠袋抓起來帶走，很有公德心，鎂光燈之外的
一舉一動也無可挑剔。硬要說有什麼缺憾，就
是她結婚2年還沒讓公婆抱孫，但她婚後連拍5
片，賺錢顧家，經濟貢獻良多。

林依晨2014年底嫁作人妻，老公林于超家
族經營 「優瀚」潛水器材，他負責管理加州分
公司，長住美國。林依晨在台灣工作之餘，不
但照顧親娘，也當孝媳，定期陪公婆。

陪兩老聊天包緊緊
2 日下午，她結束公益活動後，直奔松山

區住處，公公先出門到附近取車，林依晨和婆
婆及助理帶著愛犬 「Coco」在1樓等候，這時
林依晨已換上運動服。雖然她戴帽子加口罩，
包得密不通風，但靈動大眼和剛剪的俏麗短髮
不難認出是她。

座車一路開往塔悠路的 「觀山河濱公園」
，她和公婆到草地上散步，一路悠活慢走。
《蘋果》記者觀察，她主動挽著婆婆聊天，還
掏出手機介紹景點，以婆媳而言，互動算是相
當親密，公公則自顧自走馬看花。走累了，她
帶公婆坐長椅休息，不時比手畫腳陪兩老聊天
，相處模式就像女兒和爸媽。

過沒多久，愛犬Coco在樹下便便，林依晨
馬上從包包裡掏出塑膠袋套在手上，熟稔地將

便便裝袋打包，女神撿大便毫無包袱。但這位
金鐘影后的罩門居然是叫不動愛犬，Coco太好
動，她只好趁機把牠抱住；途中遇到路人帶小
孩經過，她的眼神會不自覺停留在可愛的小孩
身上。下午5點，一行人再搭原車返回住處。

婚後連拍5片搶錢
33歲的林依晨18歲出道拍戲養家，儘管結

了婚，也不像王麻衣、周幼婷等同年結婚的女
星，停工在家當奶媽，今年光電影就拍了《我
的蛋男情人》等共5部，還客串中國實境節目
、擔任代言、參與公益。

她近期受訪被追問 「做人進度」，總是說
「計劃過2年才生」，而她明年還有新片要拍

，看來真的不急著當媽。

林依晨替尪盡孝陪公婆蹓躂 肚皮冷靜 熟練撿狗便便

王傳一以《失去你的那一天》角逐本屆金鐘獎最佳男
主角，他昨試穿帥氣戰袍，透露退休的醫生爸爸比他更亢
奮，前後問他3次： 「我能不能參加頒獎典禮？」連舅舅
也說想去。他笑說，很怕爸爸坐太久在典禮上睡著就糗了
，還說： 「如果得獎，第1個要感謝的就是爸爸。萬一沒
得，怕看到我爸失望的眼神。」

張少懷4度入圍
王傳一形容王爸 「三顧茅廬」表達想參加金鐘頒獎禮

的期望，他抵擋不住，安排王爸在台下觀禮，沒要走星光
大道，開玩笑說： 「希望爸爸不會穿醫生袍來。」他昨試
裝，透露媽媽生前喜歡深藍色、紫色，到時會把媽媽留下
的東西當幸運物帶在身上，請媽媽在天之靈庇佑。

昨八大也舉辦金鐘入圍記者會，張少懷以《奉子不成
婚》入圍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男主角，他第4度入圍，老
婆給他很大信心，還開玩笑說： 「如果你得獎（影帝
），我就是 『影后』了！」嚴藝文去年獲頒最佳迷你

劇集女主角，今年入圍女配角，她回憶拍《傻瓜與睡美人
》時被白歆惠和鍾承翰的身材刺激到，身高162公分的她
激甩7公斤，瘦到48公斤。

69 歲的余天周六將在高雄巨蛋舉辦
「傳奇50華麗轉身」演唱會，老婆李亞萍

說余天轉戰政壇後，多了許多紅白帖，卻
幾乎沒通告，余天表示， 「當立委虧了2千
多萬」，目前每個月房貸15萬元，加上高
齡90多歲的岳母及中風的小舅子需要請看
護，一大家子月開銷至少30萬元，經濟壓
力沉重。他們家3名子女都已成年，被網友
酸 「靠爸族」，余有些動怒反問： 「不靠
爸靠誰？」老婆也搭腔： 「難道從小自己
包尿布、泡奶嗎？」

李亞萍忿忿不平地說，兒女沒有演藝
代表作，根本不算藝人，卻被媒體過度關
注，普通人不敢接觸他們的小孩， 「娶不
了也嫁不出去」。去年網路瘋傳男子醉倒
路邊露鳥照，網友直指是余祥銓，李亞萍

不惜爆兒子隱私澄清： 「我兒子有割包皮
，一出生就割了，根本認錯人，壞事全賴
在我們頭上！」

2女1子爭議多
她和余天結縭38年，育有2女1子，寵

兒女出名，大女兒余筱萍靠打麻將闖出名
號；二女兒余苑綺想當歌手，未料罹直腸
癌。兒子余祥銓曾因吸大麻送勒戒，2005
年錄《快樂星期天》被批 「靠父母進演藝
圈」精神崩潰，後來擔任國會特助被爆停
車糾紛、特權違停，接著又因酒駕被扣車
。去年5月，他在北投家門口與前女友聊天
，一男子駕車拿手機對他拍照挑釁，他趴
車窗理論，不料對方突然加速，他因而遭
拖行1百多公尺。

投資副業也失利

余 祥 銓 甩 不 開
「靠爸」臭名，余

天認為， 「哪個小
孩不靠爸？但兒女
找工作沒靠我。若
要靠我的 『惡勢力
』，喜歡做什麼就
做」。李亞萍則說
，孩子們都自己出
去賺，外頭幾乎22K
， 「還不夠他們加
油」，能自給自足算不錯了。

余天入行 52 年，8 月初動手術清掉腦
部瘀血，完成本月在高雄巨蛋、下月在台
北南港展覽館的個唱後，將不再辦大型演
唱會。李亞萍哽咽說，夫妻倆年齡加起來

超過百歲，還為生活奔波，余天坦言，有
點後悔走進政壇， 「本以為演藝圈現實，
想不到政治更現實」。他投資副業的錢有
去無回，認為還是費玉清投資房地產最聰
明。

王傳一選戰袍爭帝王傳一選戰袍爭帝 帶媽遺物求好運帶媽遺物求好運

孫德榮怒為天團討排場孫德榮怒為天團討排場
小刀合體小刀合體5656走金鐘紅毯走金鐘紅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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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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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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JYS
綜合影視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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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發精靈》引進內地
經典玩具再現大銀幕

由中國電影集團公司進口，中國電影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美國夢工場動畫出品的3D動畫大

作《魔發精靈》確定引進中國，並發布最新劇照

。該片由《怪物史瑞克》、《馬達加斯加》制作

班底傾力打造，配音陣容囊括了“賈老板”賈斯

汀· 汀布萊克、安娜· 肯德裏克兩位大牌巨星，更

有佐伊· 丹斯切爾、格溫· 史蒂芬妮、昆瑙· 內亞

、克裏斯汀· 芭倫斯基、拉塞爾· 布蘭德、克裏斯

托夫· 梅茲-普萊瑟、詹姆斯· 柯登等明星助陣英

文版配音，陣容強大令人期待。

影片講述了可愛的魔發精靈與他們的天敵

“博啃族”進行對抗的冒險旅程，冷漠不合群的

布蘭和熱情開朗的波比公主組成了不搭調的小隊

，壹起營救朋友的奇幻冒險故事。作為夢工廠集

眾多前作之精華而傾力打造的全新合家歡力作，

影片涵蓋了搞笑、冒險、奇幻、音樂等元素，受

到廣大觀眾的熱切關註。

醜萌拍檔相愛相殺 原聲大碟榜單制霸
影片故事發生地是波比公主(安娜· 肯德裏

克 配音)生活的快樂魔發精靈村莊。所有精靈們

都過著充滿愛和歌聲的幸福生活，並且熱愛互相

擁抱。但布蘭(賈斯汀· 汀布萊克 配音)卻是個例

外，他是壹個恪守自我壓抑本性、絕對的生存主

義者，總是擔心精靈的天敵“博啃族”(壹種只

有吃掉魔發精靈才會開心的悲觀反派)某天會再

次回來，威脅他們的生存。不幸的是，布蘭的擔

心成真了。但當波比公主的朋友們被博啃族捉走

後，布蘭卻還是挺身而出與她壹起營救朋友們。

《魔發精靈》的配音陣容集結了“賈老板”

賈斯汀· 汀布萊克、安娜· 肯德裏克等大牌明星，

“賈老板”不僅將為影片主角獻聲，同時也是影

片原聲的制作人，監制了包括4首自創歌曲在內

的15首電影原聲，其中《Can't Stop The Feeling》

壹經發布便占據了各大音樂榜單，翻唱的經典歌

曲《True Colors》更是掀起壹股復古熱潮。

“史瑞克”原班人馬打造 經典玩具首現銀幕
《魔發精靈》由人氣動畫大片《怪物史瑞克

》團隊精心打造，邁克· 米歇爾(《怪物史瑞克4》

導演)執導，沃爾特· 道恩(《怪物史瑞克2》編劇)

聯合執導，吉娜· 夏(《怪物史瑞克4》)制片，繼

“史瑞克”形象大獲成功後，他們再次將醜萌角

色搬上大銀幕。

本片靈感來源於玩具業中最常青長在的巨魔

娃娃玩具“Troll Doll”，誕生於歐洲作為暢銷玩

具迄今為止已有60周年的歷史。它們有著彩色

長發與可愛笑容，是眾多80後寶貴的童年回憶

。值得壹提的是， ”Troll Doll”形象曾經在好

萊塢大片中客串出鏡，而本次則是這幫色彩斑斕

的小家夥們首次作為主角登上大銀幕，並在夢工

廠動畫最具創意的藝術家、最先進的技術團體們

的打造下，呈現給大家壹個全新的魔發精靈世界

。影片整體風格奇幻搞笑，是美國夢工廠動畫集

眾多前作之精華而傾力打造的全新合家歡力作，

不少觀眾大表期待!

《魔發精靈》即將在全國院線上映，屆時觀

眾可以去影院享受壹場傳奇、動聽、搞笑、感動

且滿滿童年回憶的視聽盛宴。

韋恩斯坦影業的《電力之戰》自

立項以來就壹直狀況不斷，先前已經

歷了兩次換導演風波，這次主演又將

面臨更換。據外媒報道，邁克爾· 珊

農有望接替傑克· 吉倫哈爾，出演這

部年代劇情片。

影片故事設置在19世紀，兩位

電力企業家托馬斯· 愛迪生和喬治· 威

斯汀豪斯的對峙。去年已確定由“卷

福”本尼迪克特· 康伯巴奇飾演愛迪

生，吉倫哈爾出演豪斯，但目前看來

吉倫哈爾已經退出該項目，而近幾年

在《午夜逃亡》、《夜行動物》、

《99個家》等片中有過亮眼表現的

邁克爾· 珊農，目前正在商討接演這

位美國傳奇發明家的角色。

歷史上，愛迪生是直流電的發明

者，而威斯汀豪斯創辦的西屋電氣則

率先將高壓交流電引入美國的輸電系

統 ，打破了直流電壹統天下的局面

。電影《電力之戰》將用戲劇性手法

，再現這起發生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

代的獨特對壘。

《電力之戰》已定由《我和厄爾

以及將死的女孩》的導演阿方索· 戈

麥茲-瑞洪執導筒，Michael Mitnick

（《賜予者》）為影片執筆劇本。目

前開拍時間未定，但這部由韋恩斯坦

發行的年代片，很有可能劍指明年頒

獎季。

專訪《薩利機長》主演湯姆漢克斯
表演力求原汁原味的真實

分享與妻子抗癌經歷
在好萊塢大家都知道湯姆· 漢克斯為人

隨和，很好相處，所以采訪也進行得很順

利。在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新片《薩利機

長》中，漢克斯扮演切斯利· 薩倫伯格

（ChesleySullenberger）， 這位飛行 員 在

2009年將壹架撞擊加拿大黑雁後引擎熄滅

的商務飛機成功迫降於紐約哈德遜河上。

近日，記者有機會在洛杉磯對漢克斯進行

了40分鐘的采訪，聊了聊他為這部電影做

的準備、和伊斯特伍德的合作、與妻子壹

起對抗癌癥，以及其他有意思的話題。

記者：“哈德遜河上的奇跡”在當時

肯定是個爆炸性新聞，但之後沒什麽跟進

報道。妳看到劇本時是什麽感受？是什麽

讓妳決定接拍這部電影的呢？

湯姆· 漢克斯：壹拿到劇本我就完全被

吸引了，內容很新，我17分鐘就看完了。

壹起吃飯的人還問我“妳要怎麽拍這部電

影呢？最後展現的是壹個墜機事故還是別

的什麽？”我的回答是“首先，這是水上

迫降，並不是壹起墜機事故，”不過電影

確實是（薩倫伯格）18個月苦苦等待美國

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TSB）判定結果的

濃縮，畢竟在法律程序上他已經被革職無

數次了。所以在看劇本的時候，我和觀眾壹樣看到的是全新的信息，讀完劇本後我見了他本

人。其實他自己寫書的時候NTSB聽證會還沒出結果，書裏也就沒提到這件事。這麽壹對比

，電影肯定會給大家帶來全新的感受，了解到壹個人不知自己所作所為是對是錯的煎熬。

記者：妳提到從技術層面講，這是水上迫降，而不是墜機。這難道不是保險公司為了避

免賠償（飛機損失）想出的理由嗎？

湯姆·漢克斯飾演的機長
湯姆· 漢克斯：其實是編劇托德· 科曼尼奇（Todd Kom-

arnicki）這麽安排，克林特應該也認可，盡管那不是法院，

NTSB也沒起訴薩倫伯格，他們要做的是判斷起因。要是有

人員傷亡，他們還是會這麽做。我覺得他們甚至會說“我們

調查了那麽多起事故中，這是第壹次全員生還的”，薩利也

參與了其中部分調查。NTSB必須要盡可能確定，是什麽導

致飛機失事，只是這個過程中薩利的情感經歷會不壹樣。那

天是本能和多年飛行經驗，讓他成功迫降，保全所有人。壹

旦有什麽閃失，壹旦薩利錯過什麽或者誤讀什麽參數，他們

就會問“妳在飛行前壹晚有和妻子吵架嗎？飛行前8小時內

有飲酒嗎？妳的血糖是多少？有巧克力棒嗎？妳口袋裏的圓

珠筆怎麽了？掉出來了嗎？有在地上滾嗎？當時安全帶系好

了嗎？”像這樣的問題能有八百萬個，任何壹個都可能得出

“妳犯的錯誤可能導致最後的事故”這樣的結論。可以想象

嗎？長達18個月，他都生活在這樣的水深火熱中，時刻都可

能會被要求回答迫降24小時前發生的所有事情。我想這也正

是劇本吸引人的原因，電影也很好的還原了這壹段。

邁克爾珊農有望加盟邁克爾珊農有望加盟《《電力之戰電力之戰》》
飾演威斯汀豪斯飾演威斯汀豪斯 與卷福版愛迪生上演對峙大戲與卷福版愛迪生上演對峙大戲

《《加勒比海盜加勒比海盜55》》首曝先導預告首曝先導預告&&海報海報
萬眾期待的迪士尼冒險大片

《加勒比海盜5》今日終於正式揭
開神秘面紗，首款正式海報和先導
預告片重磅釋出。時隔六年，傑克
船長終於要回歸了！

預告片以陰森海域和大霧繚繞
的山峰開啟，烘托出驚悚氛圍。緊
接著船上的多位船員突然遭遇襲擊
，敵方心狠手辣，輪船很快就遭大
火侵蝕。這時哈維爾·巴登扮演的
大反派布蘭德船長霸氣登場，他手

中的利刃肆意斬殺船員，但最終目
的還是找到威爾和伊麗莎白的兒子
亨利（布蘭頓·思懷茲 飾）。找到
亨利後，面目猙獰的布蘭德船長挑
起地上印有傑克·斯帕羅畫像的通
緝令，要求亨利替他找到傑克船長
，並威脅道：“死神要找上門了。
”我們的傑克船長並未在此次預告
中露面，但他顯然也“逃”不了多
久了。首張正式海報展現金屬質感
骷髏頭，金銀牙齒和花紋鍍面都酷

感十足。
《加勒比海盜5》已定於2017

年5月26日上映，除了約翰尼·德
普飾演的傑克船長外，傑弗裏·拉
什（飾演巴博薩船長）、哈維爾·
巴登（飾演薩拉查船長）、奧蘭
多·布魯姆（飾演威爾），以及將
兩個新角色的布蘭頓·思懷茲和卡
雅·斯考達裏奧都將現身本片。此
外還有搖滾巨星保羅·麥卡特尼驚
喜客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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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休斯敦地區僑學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周年升旗典禮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出席盛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大休斯敦地區僑學界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7 周年升旗典禮於
2016 年 10 月 1 日上午 9 時 30 分在休斯敦中國
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廣場隆重舉行。總領事
李強民大使與夫人曾紅燕女士、趙宇敏副總
領事、劉紅梅副總領事,房振群僑務組長以及
總領館全體外交官、休斯敦華人、華僑、留
學生、中資機構和華夏中文學校的同學等僑
學各界代表300多人熱情參加共襄盛舉。

升旗典禮倪大剛主席致詞,以此升旗典禮
表達對祖國的熱愛,對故鄉親人的思念.倪大剛
主席表示,國慶升旗也是促進社區交流，合作
，團結,展示華人華僑風貌的一項活動.在昂揚
的《義勇軍進行曲》中，五星紅旗在美國南
部德州休斯敦最大的華人聚居地由華夏中文
學校的13名同學組成的升旗儀仗隊將一面中
國國旗冉冉升起.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
大使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致詞，向僑胞們致以
熱烈的節日祝賀，回顧了新中國成立67年來
經濟社會建設取得的成就，介紹了今年以來
中美關系發展情況，對升旗典禮倪大剛主席
、劉妍副主席、陳韻梅秘書長、贊助企業
Michael Zhongshan, David Du,Steven葉等人,大
休斯敦地區僑學界精心籌辦此次升旗典禮表

示感謝。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表示，

繁榮、強大的祖（籍）國永遠是海外僑胞的
堅強後盾。總領館將繼續秉承“以人為本，
外交為民”的宗旨，依法維護僑胞合法權益
，進一步做好各項惠僑服務，為廣大僑胞回
國探親、旅行、創業和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同時，希望廣大僑胞繼續發揚愛國愛鄉、團
結互助的優良傳統，一如既往地關心、支持
祖（籍）國的發展建設，為家鄉多做力所能
及的貢獻。

升旗典禮主辦社團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
長范玉新代表僑學界致辭，表達對中華人民
共和國67歲生日的祝福。休士頓釋行浩少林
功夫學院的舞獅表演、休士頓著名華裔藝術
家王曉芬演唱的歌唱祖國的歌曲，廣受到與
會僑界人士熱烈歡迎。升旗儀式在休士頓華
夏中文學校小朋友歡快的《祖國、祖國，我
愛你》童聲合唱中,並由全體合唱學生及來賓
施放五彩氣球升空,真是一片美麗的景像.

倪大剛主席宣佈升旗典禮到此結束,請大
家進入中國人活動中心大廳,由中國駐休斯敦
總領事李強民大使與嘉賓們合切國慶蛋糕,歡
迎與會僑界人士享用精美點心.

華夏中文學校的華夏中文學校的1313名同學組成的升旗儀仗隊將一面中國國旗冉冉升起後與徐敏老師及指導名同學組成的升旗儀仗隊將一面中國國旗冉冉升起後與徐敏老師及指導
喬鳳祥教授合影喬鳳祥教授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劉紅梅副總領事劉紅梅副總領事、、升旗典禮倪大剛主席升旗典禮倪大剛主席、、劉妍副主席與嘉劉妍副主席與嘉
賓們合切國慶蛋糕賓們合切國慶蛋糕,,歡迎與會僑界人士享用精美點心歡迎與會僑界人士享用精美點心((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劉紅梅副總領事劉紅梅副總領事、、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執行長范執行長范
玉新玉新、、升旗典禮倪大剛主席升旗典禮倪大剛主席、、劉妍副主席劉妍副主席、、陳韻梅秘書長陳韻梅秘書長、、華夏中文學校馬莎理事長等嘉賓華夏中文學校馬莎理事長等嘉賓
與華夏中文學校的小朋友一起合唱與華夏中文學校的小朋友一起合唱《《祖國祖國、、祖國祖國，，我愛你我愛你》》((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斯頓亞商會舉行第26屆年度晚宴暨企業家精神頒獎典禮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導本報記者陳鐵梅報導

99月月3030日晚日晚，，休斯頓亞商會隆重舉行第休斯頓亞商會隆重舉行第2626屆年度晚宴暨企業家精神頒獎典禮屆年度晚宴暨企業家精神頒獎典禮
，，近六百人出席晚宴暨頒獎典禮近六百人出席晚宴暨頒獎典禮。。晚會首先由亞商會主席趙紫鋆致歡迎詞晚會首先由亞商會主席趙紫鋆致歡迎詞！！
歡迎來自休斯頓各亞裔僑界精英歡迎來自休斯頓各亞裔僑界精英、、企業家企業家、、政商名流參加第政商名流參加第2626屆年度晚宴暨屆年度晚宴暨
企業家精神頒獎典禮企業家精神頒獎典禮。。趙紫鋆主席特別感謝市長趙紫鋆主席特別感謝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中國駐休中國駐休
斯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斯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美國國會議員美國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擔任今晚晚宴名譽主席擔任今晚晚宴名譽主席。。

李強民總領事為獲獎的企業家頒獎李強民總領事為獲獎的企業家頒獎。。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的亞裔代表譚秋晴的亞裔代表譚秋晴（（Alice ChenAlice Chen））擔任第擔任第2626屆年度晚宴暨屆年度晚宴暨
企業家精神頒獎典禮的主席企業家精神頒獎典禮的主席。。

華人女企業家及專家出席晚宴華人女企業家及專家出席晚宴，，並與榮獲並與榮獲20162016中中
國城小姐的亞軍合影國城小姐的亞軍合影。。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致詞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致詞。。

休斯頓市長休斯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為獲獎的企業家頒獎為獲獎的企業家頒獎。。

嘉賓與獲獎企業家合影嘉賓與獲獎企業家合影。。

德克薩斯州議員吳元之送來賀函德克薩斯州議員吳元之送來賀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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