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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st Asian Grocery Store in Houston, TX

豐富 便宜 新鮮
HK4: 1120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Phone: 281-575-7886
HK2: 10909 Scarsdale, Houston, TX 77089
Phone: 281-484-6100

HK3: 13400 Veterans Memorial, Houston, TX 77014
Phone: 281-537-5280
HK5: 9820 Gulffreeway, Houston, TX 77034
Phone: 832-804-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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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ale 08/19/2021 - 08/24/2021

青芒果

 $2.99/LB

  荔枝   卷心菜紅蘿蔔番石榴   淡水蝦
$2.99/PACK 

佛手瓜 紫莧菜    木瓜   素魚露

   紅鯛魚

菠蘿蜜

  紅毛丹
$1.99/Lb$1.59/BAG

南瓜素食面

$6.99/PACK

 生姜
$2.99/BAG

豆腐幹

 $3.99/EA

齋春卷 調味料

$5.99/LB$2.99/LB

 羊鯛魚

能量飲料

$3.99/BOT

$19.99/CASE

 $7.99/Lb

$9.99/LB

 $0.69/Lb   $0.99/LB

  $0.69/LB$0.99/Lb

   黄金瓜

小芋頭

 $0.69/Lb

$19.99/CASE $2.99/LB

$6.99/BAG

$8.99/Lb

$0.99/LB

$3.99/Pack

$0.99/Lb

     山竹 新鮮花生 鮭魚

 鹹蘿蔔 

$1.49/BAG

$2.99/LB $4.99/LB

   鱸魚

$4.99/PACK 

四川美食餐館
位於Victoria

誠請炒鍋, 打雜
可提供住宿
有意者請電:

361-573-6600
361-649-7476

新點心海鮮酒樓 (原ChinaBear)
『薪優』 全方位誠聘:

經理, 企枱, 收銀, 帶位, 廚房師傅,
點心師傅, 炒鍋, 抓碼, 油鍋, 打雜等等...

意者請電或親臨面談:
832-310-5232 713-303-8998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糖城美式餐館
請全工和半工
收銀帶位、企枱

和外送員
需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

281-242-7728

SINH SINH
位中國城,中國餐廳
誠請炒鍋、打雜
抓碼, 粉麵 及企檯
請下午3點後電:
713-459-1501

賺錢餐館退休售
位610東, Pasadena

外賣店,生意好
1800呎, 獨立建築
附近工廠林立,
價格面議. 請電:

281-476-5598(W)
469-789-6628(C)

奶茶冰淇淋店
出售 (含設備)

簡單易做,不會可以培訓
Dairy Ashford/Briar Forest

歡迎看店議價
意者請電:

347-580-9341
來電如未接可發短信

黃金茶寮,薪優
●樓面: 請 周末帶位
及傳餐人員

●廚房: 請 抓碼, 炒鍋.
●點心部: 請
有經驗做點心人員
2pm後電或親臨舊店:
281-495-1688
10600 Bellaire#105

KATY日餐
『薪優』 誠請全工

有經驗Sushi Man
全工/半工企檯,帶位

有意者請電:
281-301-1998

珍寶海鮮城 誠聘
點心師傅 、點心熟籠、點心幫手

推車、 企檯、傳餐.
需少許英文, 全工或半工均可

做滿三個月後,公司提供Bonus獎勵金
請電:281-988-8898 或親臨面談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中餐出讓
離中國城20分鐘
中餐外賣老店
生意月均7萬5，

缺人手售。
意者請短信聯系 :
912-381-6945
832-776-5953

中餐館,薪優
誠請炒鍋,油爐,打雜

提供吃住
離中國城1小時
有意者請電:

972-989-8396

日餐鐵板店
『薪優』 招聘
●鐵板師傅
●廚房師傅
●壽司師傅

以上全工/半工均可
832-289-1003

餐館招人
位Corpus Christi

Chinese wok中餐炒鍋
Grill cook燒烤師傅
月淨入$3800及假期
提供食宿.50歲以下.
需英文. 英文電/短訊:
361-876-9634

Pearland餐廳
誠聘 點心師傅.炒鍋和
廚房幫手,要有經驗,

懂說少少英語,高薪聘請
請英語電或短訊:
Mai Thai pho & grill

3145 Silverlake village #112
Pearland, TX 77584
832-232-8892

粵菜餐館,薪優
東禾酒家請人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誠請炒鍋和企枱

抓碼和油爐
意者請電:

713-981-8803

冰淇淋店轉讓
Austin附近,獨立建築,
十多年老店,可改中餐外賣
1300呎+2個Drive Thru
位多間中學高校旁

地點佳,生意穩,易經營
可教會.可轉做其它生意

歡迎看店,價面談.
請電:512-966-1165

餐館出售
3500呎中日餐.
位休士頓西北方.

一周開六天.生意穩定.
房租低(包水),
位置佳,評價好.

近期有超市入住為鄰.
電:832-606-2784

壽司吧 收入好,價格好,容易經營
Kroger超市內壽司吧! 機會難得.

每周收入$3200-$3500
Kroger Sushi Bar for Sale

Spring, TX 77386. Easy To Manage!
Good area, Good Price, Good Income!

Selling at a decent price!
Please call: 936-828-9110

936-521-9698 936-525-8387

KATY中餐館

招全工炒鍋

薪優, 需報稅.

意者請電:

281-665-9299

NOW HIRING - SERVER
Woodlands Japanese Restaurant

is hiring for full time/part time Server,
must speak English , have 1+ year experience,

have own transportation to work,
have TABC & Texas food handler certificate,

if interested please contact Trevor at
281-789-4445 / 281-919-7295

餐館請人
路州Shreveport

中餐堂吃店
誠請炒鍋和企台
無人接聽可短信:
832- 819-8111

中餐館,薪優
收銀兼接電話員一名

外送員一名.
環境好,小費好.

要求熟手,能報稅.
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
聯系電話: 劉先生
832-898-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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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租售

Restaurant
for sale

200

海鮮餐廳轉讓
位Westheimer.
Target門口,

生意穩定,人流量大
設備齊全,有酒牌,

意者請電:
646-341-7189

*路州日餐,高薪
離休士頓2小時,包食宿
高薪 聘炒鍋,壽司幫手
鐵板,企台,洗碗,打雜,
以上無需經驗,可培訓.

午休2小時。
●另請住家褓姆,帶4歲
小女孩. 意者請電:
904-238-9399

*KATY日餐
誠請●洗碗

●Sushi Man
●兼職企檯
意者請電或

短訊(無人接聽時)
713-820-7402
832-232-1001

薪優,餐館請人
外賣店

誠聘 打雜,收銀員
909 Southmore Ave
Pasadena, TX 77502

有意者請電:
713-818-0335

忍痛割愛出售
餐館位於糖城,

每周六天,周二公休
生意五萬,疫情期間影
響甚微,最終因管理不
善,忍痛出讓.意請電:
713-291-5975
713-922-0137

中餐廳招聘
位置Spring區

招 聘
全工前場經理一位,
有經驗，能報稅。

聯繫方式:Laurence
832-493-9598

*日式快餐請人
位於1-10 Memorial
99大華附近,聘請

●壽司師傅
●廚房幫手(可培訓)
薪優,待遇好.男女不限

意者請電:
832-380-0247

外賣中餐館
Conroe,45號公路北
88出口, 請一名熟手
前台接電話或打包

薪優, 不包住
一周工作5-6天都可

電話: 楊
832-291-1499

*超市內壽司吧
位610北,近290

『待優』 誠請
女性人員一名
需有些經驗,
能周六日上班

意者請5 pm後電:
832-660-2521

*中餐館誠請
位西北區

●企檯●外送員
●有經驗炒鍋
●收銀兼接電話
有意者請電:

832-788-1283

奧斯汀日式餐館
聘●企台, part time,
學生，全工都可以，
●油鍋 3500-4000，
●壽司一手師傅
4000-4500加小費,
夫妻工也可,需報稅.
電:832-863-8504

招聘炒鍋
工資面議，
包吃包住，

離休斯頓2小時車程
聯系電話：

210-380-2645

快餐店,薪優
位Humble區
『薪優』 誠請

全工炒鍋、炒麵
可以提供住宿
意者請電:

917-291-5895

西北區餐館

誠 請

全工炒鍋和企枱

意者請聯系:

281-966-5342

中餐館請人
位於中國城,誠請
●點心師傅
●熟手點心幫工

聯系電話:
832-387-1085

R
e s ta u r a n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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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城中餐館
急聘●半工炒鍋

●半工廚房幫手
●前台收銀:周一至五
11am-4pm歡迎學生

意者請電洽:
281-759-0775

中餐冷飲店售
休士頓南邊East

Pearland ,六年老店,生
意穩，競爭少易經營，適
合家庭，房東好租金便宜
2000呎租3200元（含
水，垃圾費）售11萬，
因副業太忙無法兼顧。
346-677-1692 李

*美日餐館,高薪
二家Galleria &1960
誠請經理、企檯 及
Bartender調酒師

需英文流利,懂酒水
全工/半工均可

小費極佳. 聯系電話:
281-636-8808

*金山餐館請人
位Downtown誠請
●企檯, 拋鍋, 抓碼

~以上薪水好~
意者請電: 阿泰

916-529-7337
2001 Jefferson

Houston, TX 77003

*HEB超市內壽司吧請人
HEB, Kroger Sushi Roll Available People Priority

Training Available
Medical Center/ Hwy-288 / Rice Universty
Address: 6055 South Freeway, Houston,TX

Please call: 832-808-0206
誠請全工/半工壽司師傅及廚房幫手,

懂少許英文即可,近醫學中心及Rice大學

Kroger壽司吧
轉讓, 近中國城
易經營,收入穩定,
年收入五萬以上
售價 :$25,000

位 11565 Hwy-6 S.
Sugar Land, TX 77498
電:832-664-1410

*誠徵廚師
服務地點在休士頓

近中國城,
週一至週五.

意者電洽:真小姐
713-518-5377

*餐館請人
糖城中餐,誠請
●企台一名
●接電話一名
聯系電話 :

832-277-2317

*高薪聘請
全職奶茶店店長

需有2年以上奶茶店
經驗，熟悉奶茶店運作
店面於梨城最好商業區

聯系電話:
713-269-3058

*KATY大型Buffet店
即將開業, 『薪優』 誠請

大堂經理, 炒鍋師傅, Sushi師傅,
點心師傅, 糕點師傅, 企台, 看台, 打雜.

位於Fry Road / I-10
意者請電: 979-900-4777

*長樂活動中心
位糖城區,

誠聘 廚房助理
工作環境及時間好

意者請電:
281-208-7709

*賺錢好店出售—Katy 區
賺錢海鮮店Cajun Food 出售，

獨立Building,生意連所有設備只售25萬,
年生意額150萬. 租金一萬全包,

營業中,店主有其它生意,無暇管理,
忍痛割愛, 接手者即賺,

有意請電或短訊 :281-799-6160

*誠請經驗廚師
休斯頓老美中餐館
誠請經驗廚師

負責任,工作態度良好
薪優, 提供住宿
請電或留短訊:

917-886-0292

*餐廳請人,薪優
近中國城

●企枱全工半工多名
保底130+會英文越文
●廚房打雜2400

意者請電:
346-254-8348

日本餐館誠請
有經驗●中餐師傅,
●壽司師傅●有日餐
經驗年輕服務生帶位
●會做各種水果奶茶

的酒吧人員。
意者請聯系:Virginia
713-732-8729

*麵館誠徵

男性麵點助手幫廚

位於中國城

意者請電:

713-988-8802

*外賣店請人
位290/Barker Cypress

誠 請
外送員 : 小費好
半工或全工均可
意者請電或留言:
646-258-9818

日本餐館誠請
有經驗●中餐師傅,
●壽司師傅●有日餐
經驗年輕服務生帶位
●會做各種水果奶茶

的酒吧人員。
以上均需21歲以上
電:713-732-8729

中國城奶茶店
『薪優』 聘男女員工
需有工卡,可報稅.
全工/半工均可.

薪優面談,意者請電:
713-772-7888
312-479-1189

餐館誠請
有經驗收銀帶位,

企枱, 外送員.

意者請電:

832-466-3511

*糖城中餐館
誠請前台和外送員

全工或半工均可，
需英文流利，可報稅

有意者請電:
832-866-2625

*日本餐館請人
位Missouri City近糖城
誠請全職經理及Part
Time Sushi Helper，

收銀員及企檯
要求做事認真負責,
能報稅, 薪資面議.
912-381-5292
346-303-3218

*堂吃外賣店
兼做Buffet，轉讓
設備齊全，接手即可
賺錢，離休斯敦
兩個小時車距，
獨立Building，

房租便宜.意者聯系
210-380-2645

老美中餐館
誠請企檯Server

收銀接電話Cashier
需懂英文

Full time/Part time
意者請電:

917-886-0292

Cypress休斯頓
餐館誠請

企檯及外送員
意者請電:

832-929-5039
832-906-6368

*小餐館轉讓
Galleria附近,950呎

房租 $950
因人手不足店轉讓,
價格面議.請電:
832-270-6187

創業良機
在高銷售額的超市內

Sushi Bar出售
東主退休,13年老店,
月營業額3萬以上

意者請下午3點後電
或簡訊,歡迎看店:
832-858-3378

休士頓中國城
百佳超市附近-味佳香
Tainan Bistro (9306
Bellaire Blvd)誠聘

包子, 水餃, 煎包助手
工作時間9am-3pm
意者請洽: 許先生
832-506-3316

*休斯頓東北地區
日本拉麵餐廳出售。月營最低十萬，

全白人區、利潤高一年半回本！
沒有外送或是DoorDash, 接手即賺！
幾間生意需要照顧實在人手不足，

忍痛割愛。有能力者請電 :
832-247-1330 非誠勿擾

*連鎖素食餐館請人
誠徵 熟手企枱, 壽司助手

長短工,收入好,需要有身份能報稅.
位於休斯頓中國城附近. 意者請短信:
832-812-3229 702-768-6766

年齡, 時間 不限制.
素食者結緣!歡迎有志者加入我們的團隊.
地址: 6128 Wilcrest Dr Houston TX 77072

*誠聘外送員
位I-10/Gessner
Memorial區

全天,周一至周六
( 周日休息 )

9443 Katy Freeway
意者請電:

713-894-9962

誠聘(中國城)
●廚房幫工/打雜
●RN / LVN (護士)
●司機●清潔半工
周一到周五. 請電:
281-781-9389
未接請短信稍後再覆

Japanese Rest.
Hwy6/Sugar Land,
誠請Waitress企檯,

小費高,能報稅.
●另請廚房幫手

意者請電:
281-325-0628
832-868-8813

*糖城中日餐館
誠 請

●全職炒鍋
●送餐司機
聯系電話:

832-350-9107

*外賣快餐店
●有經驗廚房炒鍋
●Part time收銀員
(一周工作2-3天)
2330 Gassner
有意請聯系 :

832-382-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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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館
請
人

新開張中餐館
位西北區

誠招 全職/兼職
炒鍋,送外賣,收銀

意者請電:
832-623-4949
832-773-2913

Katy 100%
賺錢中餐館轉讓，
絕佳位置，租金低，
生意穩定,26年老店,
口碑信譽保證！
東主退休轉讓.
意者請電：

832-794-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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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民宿租Houston Hostel USA
中國城惠康前,百利大道上,獨立屋,旅館式

套房,(房內附-書桌,餐桌,Cable電視及冰箱),
無限快速上網,包水電.拎包入住,免簽長約,
月租最少1個月起.16年來感謝舊客戶推薦

Line/微信: houstontours
電/簡訊: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裝修公司請人
誠請有經驗的裝修工人，

需要木工，牆體，瓷磚等師父及幫工，
有經驗者優先，待優。

聯系人：Richard
聯系電話：832-778-0090

832-212-2051

公寓地產管理公司誠聘
休斯頓地區

公寓經理 ,維修經理,出租前檯,經理助理
全職提供保險,帶薪假期以及401k

需英語流利,認真負責,有經驗者優先.
意者請Email 履歷至：

hr@gpi-management.com

賺 錢 旅 館
蓋文斯頓25房年營$55萬
地1.8畝,售225萬.
休士頓76房年收60餘萬,
地1.67畝, 售290萬.
布希機場,117房,七層
年收120萬, 售550萬.
路州88房,年收70萬,
2.9畝,售229萬. 黃經紀
832-348-7824

旅館請人
1. 維修人員
2.清潔房間人員
男女均可

3.櫃檯: 日班或夜班
意者請電:

832-660-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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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Service

200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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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 牙科診所,高薪誠聘
●牙科助理 ●前檯工作人員 ●經理助理

有經驗者優先, 無經驗者可提供培訓, 需中英文流利,
全職或半職均可, 工作穩定, 福利優,

公司提供帶薪年休假期. 我們期待著您 加入團隊!!
有意者請電 : 618-789-3150
簡 歷 電 郵 : zjin818@gmail.com

恆益門窗,薪優
誠徵男性生產工人
$13起薪,有合法身份
薪優. 意者請電:
832-629-1025
13715 Murphy Rd #D
Stafford, TX 77477

NOW HIRING
Food Distributor Co.

Looking for an
Office Assistant
call: Lily & Helen
713-383-8818
or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石油貿易公司招Accountant
要求有會計工作經驗,

有貿易物流經驗者更佳, 中英文流利,
會熟練使用Quickbook,

在美有工作許可,薪優面談,
工作地點Katy, TX. 簡歷發至郵箱:
alanz@hectomind.com

招聘辦公室文員
要求：中英文流利，

精通Word / Excel等辦公軟件，
2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薪優
聯系方式：請發送英文簡歷至:
yassiritovar2@gmail.com

誠聘保姆
家住糖城，保姆需要
會開車接送孩子，

做飯好吃及收拾家務
一周五天.

工作8月中旬開始
意者請致電:

832-330-3334

包袋制造公司
誠聘縫紉工:男女均可

無需英語. 需有
●工廠縫紉機經驗

半/全工均可,薪資面議
視效率質量而定. 位

Stafford,近中國城/糖城
請電/短信：何女士
281-739-8326

Hiring Sourcing Specialist
A Sugar Land based U.S.company looking for full time sourcing specialist.

3+ year related work experience and work permit required.
Ability in reading mechanical drawing and electrial blueprints a plus.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and fluency in both Chinese & English

are essential. We offer competitive salary & benefits.
Email: itihiring2021-ss1@yahoo.com

No phone call or in-person visit please.

*注塑工廠經理
Houston近市中心區,新開注塑工廠

現需有經驗管理者。
有意者請把履歷和希望薪酬電郵：

New injection molding factory needs a
Factory Manager.

Please send resume & expected salary to:
hr.hou@outlook.com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老牌財務公司出讓
田納西州曼菲斯市,

40多年唯一華人老牌財務公司出讓,
經營退休金,保險,理財,地產,房屋貨款,

利潤豐厚. 東主退休出讓, 歡迎有
保險投資地產牌照專業人士全部或分購均可

請電: KC 901-338-9111

水務工程公司
Plumbing Co.
誠徵有經驗的

師父及助手多名
工讀生( Part time
Office Helpers )
公司靠近中國城.
832-755-9156

聯禾地產集團菁英招募
●行銷儲備幹部:善溝通與表達,具平面設計能力
市場調研與分析熱情,具行銷及企劃經歷佳
●商業&住宅地產業務幹部:相關學歷及經驗,地
具學習精神,敏銳市場洞察力,地產執照佳,
●辦公室行政秘書:表達能力強,具責任心,團隊感
以上全職/半職,具合法工作身份,中英文流利.

簡訊至: hr9889@gmail.com
公司地點:Houston中國城, Katy亞洲城

*海隆石油工業集團
（海隆控股有限公司（01623.HK）美國TIPC公司 人員招聘

海隆石油工業集團是一家為石油天然氣開發提供高端油田裝備及綜合
油田技術服務的大型上市實體企業集團，集科研、生產和服務於一體，
在全球建立了數十個生產基地及業務分支機構。沿著石油天然氣開發
的鑽、采、輸的橫向擴展和產業鏈的縱向延伸，海隆形成了油田裝備、
油田服務、管道技術與服務、海洋工程、新材料五個核心業務板塊，

建立石油管材研究所、石油化工研究所等專業研發機構。
實現了油田裝備產品與綜合技術服務的一體化發展。

招聘人員要求： 生產線崗位工人
基本工資在3000美金/月起薪，獎金根據個人表現可達3000美金/月

左右，提供吃住，支付醫療保險等所有社會保障。
要求高中以上文化水平，能吃苦耐勞，有工卡，有一定的生產制造業經

驗優先。工作地址在休斯頓北部100英裡左右,Madisonville。
聯繫人:阮先生 電話：936-245-9107 Email: bansheng@txipc.com

地址：8463 Hwy 75 S, Madisonville. Texas Internal Pipe coating LLC

家務助理,薪優
糖城附近 59/99
高級住宅區,

健康,誠實,愛乾淨
一周5天,薪水$2000
會開車者優先.請電:
832-630-4683

貿易公司請人
誠請貨車司機,

有經驗開24呎手排檔
一周五天,

送貨到倉庫.
意者請電:

832-863-8876

誠聘住家保姆
Katy西區,一家四口,
兩個孩子上學. 主要:
做三餐和家務,需身體
健康,性格好,會做飯,
注重干淨,有責任心,
打過疫苗,1周6-7天
薪優面談.聯系電話:
832-260-8771

公司誠聘
辦公室助理

英文流利,熟悉電腦
操作. 工作時間:
9:00am-5:30pm

位中國城附近.請電:
832-623-6719
346-970-7928

石油設備公司
誠招倉庫管理,
會叉車優先，
能用英文溝通,
外地薪優包住.

電話: HR
346-241-0822

*鐵工廠招助手
有無經驗均可
有經驗薪優

無經驗者可培訓
有意者請電:

713-598-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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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ervice

網紅連鎖髮廊
達拉斯,唯一 網紅華人

連鎖髮廊新張,
招聘 髮型師數名,
有執照,會英文優先.
底薪120 加提成

$4000-$8000 一個月
電話:917-385-5672

請短信聯系Derek

倉庫出租
290和610交叉口

距中國城20分鐘車程

包括冷藏庫和干貨庫及辦公室

地理位置方便,倉庫寬敞適用.

聯系電話 :

832-282-6487

房屋買賣出租
位於中國城

有空房可隨時入住
長短期,價格合適,

交通便利.
意者請洽 :

832-317-6315

*公司誠聘
●辦公室文員 一人
●銷售人員Sales
需身份英文,有經驗優先
地點Houston TX77055
請電或Email: Jimmy
626-255-8323

gaic@gaicusa.com

*醫療中心
旅館請人

1. 維修人員
2. 房間清理人員
（男女均可）
聯系電話:

413-297-1017

*公司誠聘
●辦公室文員二名

需英文流利
●大卡車司機 :
有A class駕照

意者請電或Email:
713-864-8500

itcadmin@
itcintertrade.com

誠聘維修技工
大型自動化工廠位於
糖城附近，誠聘有工
廠機械或者電器維修
經驗的維修人員或者
學徒. 薪優且有醫療
保險.有意者請電聯：
832-512-5950

*公司請人
誠聘機械維修工一名

需有機械及電器基礎.

~~薪金面議~~

聯系請電 Kent : 713-819-1633

*高薪聘請
全職奶茶店店長

需有2年以上奶茶店
經驗，熟悉奶茶店運作
店面於梨城最好商業區

聯系電話:
713-269-3058

*眼科診所誠聘
前臺工作人員，
需中英文流利，

熟識電腦，態度誠懇，
認真，負責.

意者請寄履歷至:
och760@

hotmail.com

石油設備公司
招聘 倉庫工 1名 ,
會開叉車和做雜務,

吃苦耐勞,
懂簡單維修和英語.

近8號和290
有意者請電: Blake
713-515-9047

誠聘通勤褓姆
家住能源走廊77077
一周五天,每天下午
六小時，做飯，打掃
衛生，接小孩放學。
報稅$18/小時,

不報$16/小時.聯系
812-606-0520

梨城誠聘阿姨
人口簡單.1周5-6天
做飯及打掃衛生,
( 會做南方菜 )
乾淨整潔. 薪優
住家或通勤均可

意者請電:
713-269-3058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rt Company
is looking for Inside Sales Clerk

Seeking Bilingual English and Chinese Inside Sales Clerk
order entry and shipping documents
with experience and proficient in

Microsoft Office applications such as Excel and Word.
Please send resume: jluo@pannext.com

*Daxwell
Office & Business Assistant

*Excellent English writing & speaking
*Good Excel skills. U.S. College degree
*Resume sent to hr@daxwell.com
*Register https://daxwell.quickbase.

com/db/bf48m7baf

美國懷俄明老油田,招聘以下人員
今年開始陸續上一些增產措施,正在尋找下面的
專業技術和管理人員,有興趣者,請聯系詳談.

1. 對已有垂直井做水平徑向鑽井,或者是在淺層
位置鑽水平井的技術施工管理人員。

2. 壓裂施工現場技術管理人員
3. 熱釆如蒸氣驅施工現場技術管理人員。
4. 對低壓,淺層老油田的各種增產技術和工藝

流程熟悉的技術和施工管理人員。
5.油田也需要對修井機,空氣壓縮機,泵車等機器
設備的維護和修理人員。

6.懂管道維護和保養,有焊接施工證書的工作人員
7.油田現場廚師，主要為員工提供中餐服務。

以上工作地點在懷俄明的Casper 油田現場。
提供食宿,醫療及工傷保險,牙醫保險,安全培訓

待遇面談,雇用形式靈活,合同工及full time 均可.
必須要有合法的工作許可。工作是長期性質的。

聯系: mark.mo@kemgroups.com

*Thunder Group TexasWarehouse Worker
Employment Type: Full Time ( 40 + hour)

Warehouse worker job summary
Perform an array of functions that may include receiving & processing
incoming stocking materials, picking and filling orders from stock,
packing and shipping orders, or managing, organizing & retrieving
stock in the warehouse Address:10702 cash road, Stafford, TX 77477

Call: 713-690-0111 or email to
brianc@thundergroup.com for interview appointment

中國城奶茶店
『薪優』 聘男女員工
需有工卡,可報稅.
全工/半工均可.

薪優面談,意者請電:
713-772-7888
312-479-1189

分類廣告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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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租售

Real
Estate

Thunder Group Office Assistant Wanted
Address: 10702 Cash Rd, Stafford, TX 77477 | Call 713-690-0111
or Email brianc@thundergroup.com for interview appointment
Sale Order and Invocie Processing via email and Fax, Order follow up,

Process invoice and payment, Communcation with customers,
Must be fluent in English and multilingual is a plus,

Must know how to use Office Software, Work with office staff to make
sure all job are complete and accurary,

Work with warehouse manager to ensure daily order are being fill on time

*裝修公司請人
誠請 裝修工

有車,有身份

意者請電:

281-967-4182

*電子維修公司
中國城附近, 誠聘
維修人員兩名，

無需經驗可培訓，
前台1名，男女不限，
薪資優厚，短信或電
281-650-6136

西南區餐具公司
誠請 英文流利

收銀、收、發貨員.
有經驗者優先.
有意請電：Lisa

713-539-8179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電腦公司招聘
倉庫打包管理人員,

電腦升級維護.
大學本科畢業,較年輕.

對長期穩定工作
且能力強者.

有意者請寄履歷至:
info@zeeknox.com

NOW HIRING
Food Distributor Co.

A/R, Offices Assistant
& Warehouse Loading
speaking Chinese & English

call: Lily & Helen
713-383-8818
or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招聘通勤阿姨
做飯為主及簡單家務,

會做可口飯菜,
有責任心和愛心.有經
驗者優先.待遇優厚.
雇主家裡人員簡單,

好相處. 電話:
281-667-1678

招聘倉庫發貨員
基礎英文,熟練電腦

UPS發包裹,
可搬動50磅.

意者請發簡歷至:
resume7789
@gmail.com

*國際品牌零售店
誠聘全職店長 (有經驗者優先)

和 副店長 各兩名.

能操流利中英文,

薪酬高, 福利好, 晉升機會大

有意者請致電/短信

832-286-5367
並發簡歷至

surewinjun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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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聘住家阿姨
610內Bellaire

做飯及簡單家務,
可以照顧孩子,

有責任心,
一周五天,薪資面議

有意者聯系:
317-999-8932

**住家女看護**
Gessner/Westheimer
照顧行動不便女長者
日夜陪伴,有耐心,
有經驗,會講普通話
薪水面談.意者請電:
832-606-5619

*Golden Bank, N.A.
is seeking several

P.T.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s
•Previous banking experience preferable
•Bilingual in English & Chinese/Vietnamese
•Computer literacy
E-Mail: GBNAHR@Goldenbank-na.com

or Fax: 713-596-6999 EOE

*美國味全股份有限公司誠徵
A牌大貨車司機, 倉庫作業員 各一名

工作地點 : 休士頓
電 話 : 713-690-6669

傳真簡歷: 713-690-3678
Email: jerryl@weichuanusa.co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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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照顧女長者
愛心照顧起居飲食、
煮飯家務,需有身份,

已打疫苗
8:00am 至7:30pm

星期一至五
8am 至11am 星期六

請電 : 楊太
713-898-8650

*誠聘愛心護工
獨居老人, 需

有愛心人士陪伴和
照顧日常起居生活.
意者請聯系:Sunny
713-298-0430

誠聘(中國城)
●廚房幫工/打雜
●RN / LVN (護士)
●司機●清潔半工
周一到周五. 請電:
281-781-9389
未接請短信稍後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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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33分類廣告3
星期五       2021年8月20日       Friday, August 20, 2021

吳氏專業裝修
執照# LI 0019006

庭園灑水,庭園設計,籬笆
內外油漆翻新,涼棚涼檯
洗衣機,乾衣機,洗碗機,
水龍頭,地板,地磚,廁浴,
更新,水務維修,電路修換.
832-818-3185國粵語

潮江裝修
廚廁改建,地板磁磚
內外油漆,木工水電
廚櫃理石,檯面安裝
香港師傅,專業守信

請電: 陳師傅
832-629-2688
誠聘裝修師傅

順發裝修
地板人工 90￠/呎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二樓樓梯圍欄,
精優價廉.以上工程,
保修2年.(訂做按摩床)
281-323-9938王順

美 滿 裝 修
22年經驗,專精商業住宅

理石廚櫃,地板,磁磚,浴室改建,內外油漆,
門窗,水電,涼棚,圍欄及屋頂翻新.

誠信+優惠+專業 特價 & 保修二年
832-419-5588張 ●另請工人

榮盛裝修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小修小補.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請電: Sam 劉

832-606-7672

正翔屋頂/裝修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商業住家,水電維修
內外油漆,籬笆車道
灑水系統,經驗豐富
832-998-5898

王 (國/台語)

天天裝修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提供商業保險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身份,薪酬優厚.
713-371-2713戴師傅

蘇揚建築裝璜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832-607-7861 張

●誠請裝修工人

兄弟建築公司 832-860-1133
承接各類餐廳, 美容院, 奶茶店, 辦公室, 廠房等設計, 施工建造,
及住宅維修和翻新,免費估價. 最低成本, 最佳質量, 百萬保險 !

選址 : 商業租賃,為您的生意精選最佳地點,最旺鋪位.
設計 : 施工圖, 3D效果圖設計,申請施工PERMIT.
建造 : 裝修裝潢,專業執照工程隊伍施工,品質保障.

6100 Corporate Dr. Ste 315, Houston
www.usbrothersconstruction.com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政府注冊.百萬保險.15年經驗

承接：商業/住宅 的
翻新與改造等工程.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另招裝修師傅
中英 Andy 801-739-5866
中 蘇師傅 832-359-2367

Remodeling

裝
修
設
計

今第建築裝飾+設計+繪圖
各類餐館、甲店、家庭開工圖紙,

專業室內設計, 3D效果圖. 20年以上設計經驗,
多州建築師執照, 政府註冊,1.5千萬保險.

專業施工團隊承接: *餐館 *甲店 *商業 *廠房
832-779-5888劉小姐www.jdnys.com

General Contractor

JuJu's寵物美容
美國專業資格認證

手工剪毛,寵物託管$20
精心照顧,收費合理
近Richmond/休斯頓
281-818-8809
281-496-7878
12624 Briar Forest

德州帶槍執照
中國城軍火庫

可在全美38州携帶
全課程半天完成$100
( 外州駕照可申請 )
各式槍枝買賣/交換
9896 Bellaire #G1

( 黃金廣場內 )
281-236-4723申請帶槍執照

Gun License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本地美國人,資深英語家庭教師,教授日常美式
會話、商業及旅遊用語, 個人或集體均可.
*** 協助通過公民考試及移民局面談 ***

skype:david.b.browning /Wechat: Teresina1only
832-788-3383 281-587-6912 布朗寧
5338 Beechnut St. Houston, TX 77096

http://davidbrowning.trustab.orgRegistration

英
文
班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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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寵物美容
Pet Grooming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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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Driving School

駕
駛
學
校

專收購舊車壞車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入籍班招生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 有4人7人座服務

832-382-5645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床墊世界
腰酸背疼,輾轉難眠? 夢想一覺睡到自然醒?

還好有30多年老字號的床墊世界,專賣各種超硬
實木板床墊和彈簧床墊. 美國生產,質量最優,

價格最平,款式最齊,市內免費送貨.
※另有廠家直銷各式家具及自動清洗抽油烟機.
請電 : 713-777-1188 (近59,離中國城5分鐘)

6121 Hillcroft Ave, Ste M1, Houston, TX 77081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床墊專賣
Mattress for sale

房
產
經
紀
人
Realtor

****** 報 稅 ******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打電話或短信：917-378-5316

W-2

報稅服務

*凱 悅*

實惠的價格

輕鬆的享受

832-359-6141

** 高級SPA **
漂亮氣質東方美女
早9點-晚12點

休斯頓中國城. 歡迎電話預約:
832-988-7118

誠意裝修
●承接 : 舊房翻新,
浴室廚房改建.

●承攬:商業/餐館裝修
木工活,水泥面,籬笆牆
小修小補,保修3年.
~~ 百萬保險 ~~

電:281-787-1283

房地產經紀人
Kate Zhang

●個人房屋買賣
●商業房產買賣

微信：15042558967
電/短信：917-378-5316

佳寶建築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A/C等...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專精大型倉庫,Shopping Center等大型建築
從選址,設計,請照,施工 一條龍服務.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建築 設計 裝修 繪圖

誠實裝修
內外油漆,屋頂補漏
水電木工,籬笆水槽.
安裝更換熱水爐.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質量保證. 請電:
361-460-4530
832-866-2876

隨叫隨到裝修
專業漏雨 瓦片翻新
室內外裝修20年
經驗. 免費估價

大小工程,百萬保險
346-383-1087
713-269-9582

謝老師交通安全班罰單

駕照中文筆試路考二天取駕照

青少年駕照班

832-863-8882

DPS指定王朝駕校路考第三考場
DPS路試考官,全權下放至百利駕校教練考路試,

在本校一天可完成筆試,
取得pemit後可安排路考,不用排隊等30天
●筆試班 : 每星期一至六上課，務必預約.
●路考班 : 務必預約. 考路試，務必預約.
●安全班 : 隨時開課. 開課，務必預約.

電話: 832-633-5555 周師傅
832-983-9509 Tom發哥

美南駕校
疫情期間有中文網絡筆試課,取消罰單課,發證書
美南駕校是官方指定考點，天天有路考。旅游簽
證等各種簽證可以考駕照。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成人筆試班: 周二，六10am-4:30pm
●取消罰單安全班 : 周六，周日有課

7001 Corporate Dr #203
832-277-7226 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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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sive Driving

專業住宅裝修
20多年的裝修經驗
櫥櫃,檯面,油漆,木工
地板,地磚,門窗,圍欄

水電等...
質量保證,免費估價
917-214-8738

混 血 火辣 甜 心

留學生 台灣辣妹

832-434-9370

木易裝修
承接房屋大小工程
舊屋翻新,廚房浴室
地板瓷磚,水電木工
涼棚圍欄,高壓清洗
價格公道,免費估價
歡迎來電咨詢:楊
909-800-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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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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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 Chavez 專業油漆
承接 商業/住家. 免費估價 Free Estimate

Painting, Re-paint, Pressure Washer, Staining,
Drywalls Sheetrock & Texture, Carpenter,

Siding & Remodeling, Ceramic & Laminate Flooring
油漆,高壓清洗,染色,壁板,石膏板,木工,地板磁磚

Call 英文電 : 832-964-3030
5019 Ridgehaven Dr. Houston, TX 77053

700 專
業
油
漆

Painting Service

*正規按摩店出售
45 號北, 五個房, 一個搓澡房.

1500呎, 地點好, 生意穩,
白人客源,小費好. 歡迎看店議價.

Location Tomball, TX 77375
請電: 669-342-9089

按
摩
店

美
容
院

租售

平價裝修
舊屋翻新,浴室廚房
後院改造,內外油漆
高壓清洗外牆,水泥,
木工,冷熱水喉更換,

其它大修小補,
保證質量,價廉.

713-855-3288浩哥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靈媒和塔羅牌算命
Fortune-T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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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er靈媒和塔羅牌算命
擁有35 年上天付予的能力-問事業,問愛情,問未來
婚姻挽回,解惑,事業起色,工作投資,心靈淨化及治癒.

一切都會保密到家。僅限預約。
Psychic and tarot Card reading by Amber.Advice given on

love Business. Marriage. Career. Reuniting love ones cleansing
&Spiritual healing. 35 years of of born gift experience -

all readings are private and confidential .
by appointment only. Call (English) : 281-606-9032

*房屋修理*
浴室，漏水，天花板
屋頂，廚房，內外牆
地磚，地板，高壓洗
油漆，籬笆，蓋涼廳
水電門窗，舊屋翻新
餐館改造.~好價格~
713-515-7652

100% 新新新
全新小姐, 全新手法,
全新服務, 全新享受.

時間 : 早9點 ~ 晚10點
電話 : 832-380-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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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服務

1000
Massage
Service

58歲男士徵婚友
男,美國公民,穩定工作及經濟基礎

想找一個45-55歲的女友，
會說廣東話更好,

美國公民, 工作穩定.
請電 : 832-488-7878 陳生

別猶豫別猶豫別猶豫,,, 別蹉跎別蹉跎別蹉跎歲月歲月歲月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Tiffany SPA會所
快樂無限 激情有約

美女如雲 技術一流 環境舒適
私屬空間 水床服務 星級享受

越南城 TX 77072
聯系電話 : 832-941-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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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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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700
Remodeling

信用貸款

誠信高效
聯系電話：

832-876-8646

832-876-9070

分類廣告專頁

購車專業諮詢
全美最大車行資深銷售
專業提供車輛買賣、

貸款 Title等咨詢服務,
遠離事故和泡水車.

並現金高價收購 寶馬
奔馳 奧迪 保時捷.

電:832-620-0006

Consultant
購車專業諮詢

分類廣告專頁

美南網站

沙龍按摩店售

Salon 1 Body Massage賺錢店出讓
13250 FM 529 E. Houston, TX 77041

Body Massage, Hair, Nail, Eyelash extension, Facial
地點佳, 生意極佳, 小費極好. 白人及墨裔多, 1200呎,租金 $1400
( $50-$60/身體按摩) 2個按摩房, 5張剪髮座, 1張美甲桌,2修甲座

這是極佳的機會,接手開一個賺錢的按摩店
意者請英文電 : 832-748-3484 Tiffany

Piano鋼琴教學

～鋼琴教學～
林老師MTNA&HMTA音樂教師會員

超過三十年教琴經驗.
學生參加各種比賽,檢定等級考試,

成績皆優異.
學費低廉！歡迎比較.

電話 : 832-235-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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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摩
服
務

Massage Service

按摩店出售
45高速南，近Nasa
高端成熟社區，

客源穩定，小費高.
電話:

832-993-5759

萬達裝修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浴室改建,水電工程,
天花漏水,瓷磚地板,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餐館改造,涼棚搭建.

請電: 鐘師傅
281-967-4182

請裝修工:有車,有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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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順冷暖氣公司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精修餐館及超市冷凍,冷藏設備,電機,電路
及生活電器維修,特價代理Goodman產品.
州政府保險及執照, 質量保證,歡迎比較.

832-860-3388 蒲繼忠

車房門專家
商業,住家,鐵門及鐵柵

搖控車門器更換,
彈簧維修線路安裝,
品質保證,免費估價.

通國粵英語
20 年經驗,7天日夜.
713-598-8118(C)
713-777-793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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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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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頂好排污
德州執照TCEQ24431

抽餐館油井,
洗衣店水井,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832-462-3832
832-462-4011

合家歡冷暖氣
專業安裝,維修,保養

冷暖氣系統
維修水電( 開關,電路,

電風扇,熱水爐 )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電:劉先生.●請幫手
832-552-0155

居家空調水電
洗衣烘乾,熱水爐具
冷暖空調,抽風排氣
水喉水槽,滴漏堵塞
開關插座,生活電器
住家餐館,質優價低
832-290-8770

水電服務公司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水電新建和修理,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打碎機,下水道,

281-610-2068

敦煌地板
地板$1.89/呎 &up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廚浴更新
832-353-6900

9889 Bellaire #B-24-C
( 大中華超市旁邊)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26年經驗,價格合理
修補翻新各種屋頂
大小工程,質量保證
免費估價. Min Park
832-202-8432Claims Service

房屋理賠

萬家樂冷暖氣
政府執照TACLB95906E百萬保險

安裝、精修 : 各種品牌冷暖氣
維修保養,配件更換,水務電器,專業誠信
~ 政府認可的TOP空調專業技工 ~

832-727-8888 ( 中文 )
281-818-2990 宛 (Wan)

林記鐵工廠
專業定制各類防盜門窗
精工電焊,鋁,不銹鋼
修理翻新各類鐵件
(鐵欄,扶手,樓梯等),
多年經驗,質量保證.
281-889-1086
●招電焊工及打雜

木水石電全能
執照#LI 0019006
花草自動灑水系統,

軟水器,淨水器,籬笆,涼
亭,魚池,地板,磁磚,電
路,水路,招倒垃圾﹑餘泥
及以上各種維修.國粵
832-818-3185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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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園
美
化

Gardening

700700

誠信專業水電
專精上下水管道,

漏水,堵塞及疑難雜症.
改移,換新上下水管線,
熱水器,水龍頭,浴缸,
淋浴,馬桶.●維修改裝
供電線路,換電箱,加改
供電線路及電器設施
713-480-3646

Flooring Service

地板銷售安裝

700

通水管
排污

下水道專家
$65起。高科技
迅速為你解決
●地下水道堵塞
●漏水、等難題
德州大師級執照

電話832-708-8688
短信832-929-2771

陳氏專業冷氣
冷暖氣系統

保養,維修,安裝,
家電,熱水爐.

政府執照,15年經驗
請電: 陳(英粵國越)
281-236-2846

監控系統安裝
監控系統4MP超清
帶4x鏡頭, 包安裝,
一套$700起,無月費
支持手機監控及回看

請來電話咨詢:
832-310-7499

電腦維修
Computer Service

800 電 腦 專 家
電腦維修，IT技術支持

辦公室電話/網絡佈線,VoIP電話服務
商業高清監控安裝維修,數碼IP 4百萬像素起

POS軟硬件，保證最優惠價
Express Computer Solutions

Tel : 713-823-6863
www.expresscs.net

CLASSY 殺蟲專家
Classy Pest Control提供專業的殺蟲服務

包括住家及商業地區,
讓您擺脫蟑螂/螞蟻/蜘蛛/老鼠/白蟻等的困擾

本公司提供免費的估價.
34年專業經驗. 專業白蟻檢測及殺蟲服務.
電話(英): 281-437-4329, 713-516-1747

(中文): 346-252-9893Pest Control

殺
蟲
專
家

泰平鐵工廠
經營多年,專修

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
餐館設備,爐頭,

工藝鐵門.
金屬構件加工.

www.taipingironworks.com
281-785-9895劉

范 氏 鐵 工 廠
防盜門窗.自動大鐵門(保證大門不會變歪,
歡迎團購,便宜5%-10%)
開門機修理,鐵欄杆修理,換新.陽台扶手.
出售鐵欄杆,大門,柱子等..承接各種焊接,
修理工作. 保證質量.良好的售後服務.
713-598-8889 (中文) ●誠請電焊工

小潔水管公司
832-722 2099

德州Master執照40172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水表,下水道,通堵,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城市申報檢驗.

精藝冷氣水電
冷暖工程,家用電器
廚浴設備,修換水爐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漏水斷電,急修急通

請電: 蕭師傅
832-490-7988

通水管
排污

爽快水管專業
專通下水道, 儀器檢查, 漏水堵水.
修換: 全屋來水管,去水管,水錶漏水.

按裝:熱水器,水龍頭,馬桶,浴缸,打碎機.
7/24 832-600-6300 劉

通粵/ 國 / 英 / 墨西哥

PN Pro Glasses門窗公司
品質保證+安全保證+價格便宜保證

Commercial & Residential商業/住宅
Shower Door, Window Glass
Mirror Wall, Furniture Glass

浴缸,浴室落地玻璃門, 住家辦公樓大門玻璃
一般牆上及臥室大型鏡子,傢具台面玻璃

請英文/越語 : 346-561-2430

滿意水電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各種家電維修,增加排查
線路,更換電箱,軟水淨水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車庫門安裝維修
曹 832-576-6957
●招助手或學徒

Chang Le Service 長樂AC
安裝維修冷暖氣,

換熱水器change water heater
價格合理,保證質量，服務快速.

Please Contact: Jay Yu.
請電：於先生 346-232-8970

832-868-8071

專業籬笆圍牆
專業維修, 重建,新建,
各型籬笆,范士,圍欄,

圍牆.價格優惠,
10年質量保證,
完工後滿意付款,

全市最低價,150元起.
832-969-5083李

籬笆Fence專
業
砍
樹
服
務700

安全監控系統

龍運疏通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按裝. 經驗豐富,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陸先生(中文).請電：
281-818-6524

浩記冷暖氣維修
冷暖氣維修更換,

商用cooler,freezer,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請 電:
832-759-4638

Door/Window Glass

玻
璃
門
窗
專
家

大衛空調公司
修空調●修水電

找大衛,又快又好又便宜
維修費一律80元 (材料費除外）

德州執照,空調技師大衛
832-923-6578 (中文)
281-866-1073 (英文)

專業砍樹
華人經營,專業砍樹,

修理樹枝,挖樹根,栽花,
種樹,鋪草皮.各種場地
清理,修建籬笆圍牆,

清理水槽,清垃圾,排後院
積水.搬家及雜活.

*全市最低價100元起*
832-969-5083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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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報警監控安裝
Alarm專業安裝
$19.95月費

監控安裝每一路$75起
四路特價,工廠直營,
倉庫在Harwin,有

安裝執照. B09382201
電:713-779-8788安全監控系統

聯合搬家公司
公寓住家，公司搬運
碼頭提貨，代客送貨
短長途專業搬運鋼琴
免費估價，價錢便宜
電:713-783-3789通
626-297-9888國臺英
unitedmoving.tx@gmail.com

四季搬家公司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品質保證,價格便宜,32 年專業經驗,免費到府估價.

往Austin,Dallas, San Aotonio特價優惠.
本公司有各大小貨車，專門長/短途搬運，

公寓、住家、辦公室、鋼琴 ( 10% Off w/AD廣告 )
英文電洽 : 281-903-7688 832-867-5467
或上網查詢: http://www.allseasonsmove.com

西 南 搬 家
(O)281-933-1555
(F )281-933-2953

www.swmoving.com
Email: mike.kuo@swmoving.com

●公寓，住家，辦公室，倉庫遷移。
●市區內、紐約、加州、全美長途、回國傢俱

包裝及自用車運送。
●政府合法執照,25年經驗,工作保證,誠信可靠.

I.C.C. M.C.249994
TX.D.O.T. 44648C
U.S.D.O.T 461436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政府註冊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26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封閉貨車,專經營長短途搬運,住家,公寓辦公室,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國語

24小時服務 832-367-6090國,越南,廣東

順豐搬家快運
拉貨.搬家.運東西.

居民.公司.倉庫.鋼琴.
家具拆裝,跨州長途搬運

只要你需要,
我們一定“搬”到.
832-966-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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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Service

搬
家
公
司

《如意》搬家
貨運公司.專業搬家
各種 家庭 / 倉庫 /
辦公室 / 搬家。

專線休斯敦-洛杉磯
電話:

281-797-9898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 有4人7人座服務

832-382-5645

益明清洗地毯
華人主持，益明採用
大型蒸氣機,洗地毯,
沙發,淹水後清潔.

住家.辦公室.旅館.空房.
空房沒電亦可處理

請電:713-557-0074
281-565-4788Minh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分類廣告專頁

We move - House - Apartment - Office -Storage
local and long distance,call now for free quote !

More Than 18 years Experience
best price Guaranteed.保證最好價格

Call: 832-289-6211
長短途搬運832-265-9258
超過23年專業經驗,免費估價,

Tony's Fast Movers 快速搬運
Moving and Delivery Services住家/公寓/公司

誠實專業冷氣
政府執照,20年經驗
專業安裝,修理,維護

冷暖氣系統.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 電:
832-685-8888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鐵
工
廠

700

Iron Works

精修車庫門
開門電機及傳動,

彈簧更換及線路故障.
整門及部分更換.自動
鐵門維修及故障排除.
20年經驗，最低收費。

電：陸先生
281-827-5309
832-734-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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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700

Claims Service
房屋理賠

美國房屋理賠服務
十年豐富經驗面對各種保險公司,房屋遭受暴
風雨,冰雹損害,房屋漏雨,房屋水管爆裂漏水,
火災,我們能幫您從保險公司爭取到您應得的
賠償.拿不到賠付免任何費用,保證施工質量.
免費咨詢電話:713-732-8802中文

832-683-8753英文

專精各種漏水
舊屋水管換新,
屋頂,地下漏水
修換熱水器

832-217-6958修
713-885-4818英

床墊專賣
Mattress for sale

靈媒和塔羅牌算命
Fortune-Teller

Amber靈媒和塔羅牌算命
擁有35 年上天付予的能力-問事業,問愛情,問未來
婚姻挽回,解惑,事業起色,工作投資,心靈淨化及治癒.

一切都會保密到家。僅限預約。
Psychic and tarot Card reading by Amber.Advice given on

love Business. Marriage. Career. Reuniting love ones cleansing
&Spiritual healing. 35 years of of born gift experience -

all readings are private and confidential .
by appointment only. Call (English) : 281-606-9032

商業大樓,免費置換新屋頂
免費太陽能

聯邦稅務 Credit
2021年-26% 2022年- 22%

太陽能設備總額85%
5年內全額稅務折舊共抵扣111% 5年內

電話: 832-888-2299
省 電 節 能

Energy Company

聯合冷暖氣公司
●維修,保養,安裝: 家用,商業,冷暖氣設備.
包括餐館,超市,辦公樓 及冷凍,冷藏設備.

●解決各種電器,電路問題 : 包括熱水爐,
洗衣機,烘乾機等.....

●專業執照,23年電器服務經驗
保證質量,信譽,絕對價優:夏季高峰期任何
維修免收服務費 請電:713-858-8528

中英文網站
設計制作推廣

專業制作商務,貿易,
批發,零售,地產,餐飲,

旅行社,等..
各類專業中英文網站,
並 精通網路運營,
和推廣快捷、高效.

電:832-620-0006

設計制作推廣
Design Service

網站
WWW

床墊世界
腰酸背疼,輾轉難眠? 夢想一覺睡到自然醒?

還好有30多年老字號的床墊世界,專賣各種超硬
實木板床墊和彈簧床墊. 美國生產,質量最優,

價格最平,款式最齊,市內免費送貨.
※另有廠家直銷各式家具及自動清洗抽油烟機.
請電 : 713-777-1188 (近59,離中國城5分鐘)

6121 Hillcroft Ave, Ste M1, Houston, TX 77081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信用貸款

誠信高效
聯系電話：

832-876-8646

832-876-9070

信用貸款

雅聖冷暖氣
專業維修、安裝
冷暖氣系統,

維修更換熱水爐.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電話：陸先生
346-606-6871

Piano鋼琴教學

～鋼琴教學～
林老師MTNA&HMTA

音樂教師會員,
超過三十年教琴經驗.
學生參加各種比賽,

檢定等級考試,
成績皆優異.

學費低廉！歡迎比較.
電話832-235-4374

專收購舊車壞車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購車專業諮詢
全美最大車行資深銷售
專業提供車輛買賣、

貸款 Title等咨詢服務,
遠離事故和泡水車.

並現金高價收購 寶馬
奔馳 奧迪 保時捷.

電:832-620-0006

Consultant
購車專業諮詢

明亮電工公司
德州執照TECL34634

專業電工團隊,
百萬保險

商業民宅,大小工程
質量保證

832-260-8678
貴先生（中/英）

EZY鐵工廠
多年經營,專修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精工電焊，
修理翻新各類鐵件，

鐵欄,大閘,扶手樓梯等
多年經驗，技術保證。
346-228-3738
832-869-0645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鐵
工
廠

700

Iro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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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P 的舅舅开了个包子店，专

做蟹黄包，生意很火爆，舅舅就

让阿 P 帮忙送外卖。阿 P 把摩托车

改装一番，弄了两个保温箱，一

次能装好多份蟹黄包呢！

这天中午，有个叫大龙的人订

了三个蟹黄包。他家住六楼，而

且没电梯，订单特别注明了需要

送上楼。阿 P 送上楼后，一个十三

四岁的男孩开了门。阿 P 刚要把外

卖 袋 递 给 他 ， 就 听 里 面 喊 道 ：

“小龙，谁让你干这个？快去写

作业！”那个叫小龙的男孩沮丧

地走了，大龙笑眯眯地拉开了门

，一边接过外卖，一边热情地拉

着阿 P 进去喝凉茶，还说不喝就要

给阿 P 差评。

进门后，阿 P 接过凉茶一饮而

尽。大龙一边让小龙给阿 P 拿张湿

巾擦脸，一边说：“你看，外卖小

哥多辛苦！不管酷暑严寒刮风下雨

，都得在外奔波。再看爸爸，名牌

大学财会专业毕业，在单位做会计

，风吹不到日晒不着，每月轻轻松

松挣七八千。你不好好学习，能找

到爸爸这样的好工作吗？”

阿 P 这才明白，敢情大龙是让

自己给小龙当反面教材呢！大龙

又 问 阿 P： “ 小 哥 ， 你 风 里 来 雨

里去，一个月能挣多少？”阿 P

故意说：“我没文化，算术不好

，正想请教您这样的会计呢。和

一般外卖骑手不一样，我是蟹黄

包店里的员工，一天大约能送六

十单，每单能提七块钱，这一个

月也不知道能挣多少……”大龙

脱口而出：“一个月按三十天算

，就是一万两千！”这时小龙反

驳说：“不对，是一万两千六百

！爸，他比你挣得多多了！”

听儿子这么说，大龙有些尴尬

，支吾着说有些外卖小哥就爱说

大话。阿 P 看看父子俩，接口道：

“不管是一万两千，还是一万两

千六百，这道题你们俩都算错了

！”说完，他就一溜烟下楼了。

等阿 P 送完其他外卖返回店里

，发现大龙正坐在店里，满脸怒

气 地 在 等 他 。 一 见 阿 P， 大 龙 就

怒不可遏地说：“我要投诉你，

你散布虚假信息诋毁别人形象，

破坏别人家庭关系，诱导青少年

走歪门邪路！”阿 P 听了，一蹦

三尺高：“龙哥，你吓死我了！

破坏别人家庭？我可不认识你家

龙嫂，更没做过啥坏事！你投诉

要有依据啊！”

大龙气愤地说：“你上午给我

家送蟹黄包，跟我儿子小龙吹牛

一个月挣一万两千六，让他鄙视

我，我们父子关系由此产生了裂

痕，这是不是破坏家庭关系？而

且我本来想以你为反面教材让他

好好学习，现在倒好，他看到你

不识数挣得都比我多，把书都扔

了，也要出去送外卖，这是不是

诱导青少年走歪门邪路？还有，

交了几千块钱的补习班，现在他

说啥都不上了。现在的孩子，打

又打不得，说又说不过，这可咋

办呀？”大龙都快急哭了。

阿 P 听后说：“对小孩子还是

要慢慢讲道理，不能单纯以收入

多少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有出息

，特别是不要随便找个人作反面

教材。”

这时，大龙突然想起什么，问

阿 P：“你说我和儿子都把你的收

入算错了，你到底赚多少？”

阿 P 得意地说：“这店是我舅

舅的，我们全家人都入了股。店

里蟹黄包名气大，我一个人每天

六十单不算多，毕竟我的摩托车

跑得快。说你错了是因为你光算

了送餐费，没加上我入股的利润

……”

大龙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吞吞

吐吐地转移话题：“要不你给我

儿子打个电话，就说你之前好面

子吹牛，其实没挣那么多，行吗

？”

“你咋还在想收入问题？都跟

你说了，兴趣和爱好才是学习的

动力。况且，我阿 P 从来不对小孩

说假话！”阿 P 不满意地说，突然

，他话锋一转，“要不这样，小

龙他不是要送外卖吗？你让他跟

我跑一天，亲身体验一下送外卖

的辛苦，这样不就知难而退了？

多简单！”

大龙听了眼睛一亮，拉着阿 P

的手说：“这个办法好！明天就让

他来，你一定要让他多吃点苦！”

阿 P 答应后，大龙开心地走了。

第二天，点餐的人特别多，阿

P 带着小龙从上午十点一直忙到晚

上八点，下午三点多才抽空吃了

点东西，晚上阿 P 把小龙送回家的

时候，小龙都有点上不动楼了。

回到家，小龙一头扎到床上，

对大龙说：“爸，送外卖太辛苦

了，把宝宝累坏了。”

大龙看儿子累成这样，有点心

疼，不过想想小龙由此尝到了劳

动的艰辛，又忍不住笑了。

第二天，小龙早早起床去了补

习班，大龙别提多高兴了。可到

了中午，补习班老师打电话说小

龙上午肚子疼回家了，问他现在

好点了没。大龙回家一看，家里

没人，心说儿子不会又去包子店

送外卖了吧？他赶紧打电话问阿 P

，阿 P 说：“我们正好在你们小区

，小龙正往一栋高层送蟹黄包呢

！他说跟你讲好了，再跟着我干

几天。”

大龙飞奔下楼，找到阿 P，只

见他悠闲地坐在摩托车上，正等

着小龙下来呢。一会儿，小龙蹦

蹦跳跳地回来了，看到大龙也在

，知道自己的谎话被揭穿，一下

子蔫儿了。

大龙把小龙“押”回了家，质

问道：“你昨天不是累得要死吗

？怎么今天又去送了？”

小龙嘟囔道：“爸，跑来跑去

可带劲了，比坐在教室里听老师

讲课有意思多了，反正我不想一

天到晚坐在教室里学习，然后像

你一样在室内坐一辈子。你不知

道，我们昨天送了一百多单，P 哥

分了我三百多块钱，中午还请我

吃了蟹黄包！这一天挣的，是不

是比你还多？”

这可把大龙气坏了，又去找阿

P 理论，质问他为啥给小龙钱，致

使小龙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阿 P 不同意大龙的观点，说昨天

小龙跑了一天，他不能剥削孩子

的劳动成果，得让小龙知道，付

出就有收获。大龙叹气道：“现

在好了，他这么小就尝到了挣钱

的甜头，从此不想学习，以后损

失会更大！而且你不给钱是给他

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给了钱就

是雇用童工，是犯法！”阿 P 不屑

地看了大龙一眼，反驳说这叫勤

工俭学，两码事！

大龙还要争论，阿 P 打断道：

“其实我今晚本来也要去找你。

这两天接触下来，我发现小龙很

有短跑天赋。正好我有个朋友是

短跑教练，我故意让小龙跑到操

场给朋友送了一单蟹黄包。朋友

见到后说，小龙爆发力强、柔韧

性好、身材比例完美，他想收小

龙为徒。你不妨让小龙试试，如

果小龙喜欢，说不定真能成才，

为国争光呢！”

大龙听了十分高兴，答应让小

龙试试。第二天一早，阿 P 就领着

父子俩找到短跑教练，教练把小龙

浑身上下捏了个遍，又让小龙绕着

操场跑了几圈，满意地说：“好苗

子！你愿意练短跑吗？跑进国家队

、跑进奥运会？”小龙很兴奋，连

声说愿意。突然，教练话锋一转：

“我的学生都很优秀，文化课也必

须过关，特别是外语，参加国际比

赛一定要懂外语哦！”

小龙点头道：“我下午就去补

习班上课，不能让文化课——特别

是外语拖我的后腿！我要做刘易斯

、做苏炳添，做世界冠军！”

大龙很欣慰，悄声对阿 P 说：

“没想到教练一句话就让小龙像

上了发条，有了学习的动力。”

阿 P 看了大龙一眼，得意地说

：“让教练强调文化课的事，可

是我专门提的要求哦……”

阿P送外卖

“体育明星不能成为娱乐明星，尤其

是现役的运动员，这是不可能的事。”

吴亦凡被刑拘，“熔断”很多未知

的悬念，但吴亦凡不是个案，它以极端

的方式道出了娱乐圈的病症：偷税、漏

税、吸毒、强奸……事件发生后，粉丝

留言要“劫狱”更扯出了让人瞠目结舌

、三观畸形的饭圈文化。

奥运会收官两天，全红婵广东湛江

老家，就遭遇了网友“报复性”围观，

家门口成了一些网友“表演”的大舞台

，轮番拍照合影、开直播博流量，门口

粉丝送来堆积如山的辣条，甚至还有人

想摘走全红婵家的菠萝蜜……

在涌进来2000多人打卡后，当地政

府不得不出面呼吁理性打卡。

是的，饭圈文化的手，伸向了体育

界，这种熟悉的味道，在本届东京奥运

会上，一直有迹可循。相比较微博一天

涨粉53万、带火小黄鸭发卡的杨倩，公

众从其拼搏精神上汲取正能量，运动员

们更多遭受的是“网暴”。

网友拿着放大镜对杨倩的微博挑错

，质疑她“清华学霸”的含金量；射击

运动员王璐瑶预赛失利后说句“我怂了

”，立刻被“群攻”得只能继续认错；

错失乒乓球混双冠军的刘诗雯，拿到银

牌后，面对镜头战战兢兢地哭着道歉;他

们甚至通过微博互动的证据，引发“口

水战”，分裂队友，划界限站队。

粉丝应援追星的那一套，早已从娱

乐圈“刮”到了体育圈。只不过，在饭

圈文化与体育精神的博弈之下，谁付出

的代价更大？

走向畸形：从追捧、网暴到博流量

在笔者印象中，中国乒乓球队是最

早被饭圈“盯”上的一群人。

2016年里约奥运会后，中国乒乓球

爆火，颜值和实力兼备的乒乓男团俘获

了一众粉丝，特别是马龙和张继科，有

粉丝接机、应援，待遇丝毫不亚于当红

明星。

粉丝也确实把他们当明星在追。追

星的那一套，几乎原封不动地用在了运

动员的身上。在读大二学生希然（化名

）是张继科的“唯爱粉”，从2013年获

得巴黎世乒男单冠军开始，希然就成了

张继科的粉丝，讲起张继科的故事头头

是道。

腰伤、比赛成绩、经典比赛对手、

比分甚至赛后的庆祝动作都记得特别清

楚。课余时间除了关注赛事信息，她还

力争抢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赛事最高票

价。2017年天津全运会，张继科一场16

进8的比赛，官方票价200元，能被黄牛

炒到几千元。

比赛时，他们举起灯牌、海报，高

唱应援歌曲加油，场面堪比大型演唱会

。张继科31岁生日时，粉丝们在张继科

的家乡青岛组织了一场灯光秀，53栋楼

组成了全长5.2公里、总面积48万㎡的

庆生标语和图像，场景十分壮观。2021

年张继科生日当晚，330架无人机在青

岛奥帆中心升起，依次摆出了“张继科

生日快乐”“我爱张继科”等字样。

张继科享受的待遇不是个例，女排

明星选手朱婷，有站姐组织接机送机、

活动直播，连应援的T恤、限量卡贴都

安排得明明白白；游泳世界冠军宁泽涛

24岁生日时，他的迷妹更是包下纽约时

报广场电子屏幕为他庆生。

但随之而来的，诸多疯狂举动也在

体育圈“冒”了出来。

马龙、丁宁、陈梦等国乒选手出席

一公益活动时，活动现场的一块签名板

中间被挖去一块，原因竟是上面有他们

的签名；杨鸣参加活动时，遭到女粉丝

疯狂围堵，连拉带拽，十分狼狈；粉丝

在跟踪和监视下，甚至把赵睿平时出去

吃饭见了谁的照片视频发出来炫耀。

从追捧到网暴，再到博流量，饭圈

文化正在走向另一个畸形的极端。

有网友说，担心爆火的“全红婵”

正在变成下一个“大衣哥”。全红婵的

奶奶被网红拉去直播、拍视频，两天没

睡好，险些摔倒；从早上7点到夜里9点

，门外一直呜呜泱泱、不消停。甚至一

些企业，也眼馋她的热度，号称要送她

20万元现金、商铺和住房。

好在被全红婵的父亲严辞拒绝，网

友称他为“人间清醒”。但细细想来，

踹大衣哥家门的“主播”，跟那些干扰

全红婵家人的“网红”，何尝不是一类

人？目前，仅抖音一家平台，就下架了

借助奥运冠军博流量的相关违规视频

3287条，处理违规直播间106个，永久

封禁账号32个。

体育明星不能成为娱乐明星

按理说，“饭圈”，本意“粉丝”

圈子，无所谓褒贬。粉丝的狂热追捧优

质体育偶像，可以汲取积极向上的能量

，进而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比如，举重

冠军谌利军最近发微博特意感谢为他争

取到代言的广大粉丝，也给了冷门项目

更多发展空间。

笔者认为，借助年轻粉丝群体的关

注，以及更商业化、社会化的泛文娱市

场，运动员偶像的价值正在释放。以篮

球为例，中国核心篮球球迷的数量达到

了1.43亿，泛篮球球迷数量达4.82亿。某

种程度上和明星运动员的吸粉分不开。

只是如何正面利用这个价值，可能

并不容易。而饭圈文化与体育精神，本

质上难以共处。一位省队某助理教练员

坦言，体育靠实力，饭圈靠死忠，目标

本就不一致。体育明星的出圈，最终还

是靠成绩说话，而成绩背后需要他们日

积月累的艰苦训练。

相对应地，如果一味享受明星的身

份和粉丝没有原则的追捧，很容易让运

动员迷失自我，每天还要腾出心思维护

自身形象，哪还能沉下心来训练？

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曾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体育明星不能成为娱乐

明星，尤其是现役的运动员，这是不可

能的事。职业运动员的本质工作和最大

价值还是竞技运动本身，只有在保证竞

技状态、运动成绩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带动以及衍生外围价值。成绩没了，一

切都将归零。

饭圈文化也与体育精神相冲突。体

育精神的本质是公平竞争。真正的球迷

，有钟爱的球队和球星，但并没有失去

对对手的尊重，也不拿心目中的偶像和

其他人进行比较。但饭圈里恰恰相反，

所谓的女友粉、妈妈粉、死忠粉甚至黑

粉，把娱乐追星那套拿出来，盲目护短

，誓要消灭一切不同声音，制造虚假的

“高水平”，早就偏离了竞技体育本真

的意义。

当饭圈之手伸向“全红婵们”，毁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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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出生后，我与妻约定要对彼此更

好，反正相爱又不会使人发胖，尽管那滋

味颇像蛋糕上的糖霜。我坚信，相爱的父

母才能让孩子心里开出玫瑰，才会知道如

何唤醒幸福。

由于我经常出差在外，妻几乎是独理

家事，真正不易。她天性爱笑，女儿也常

常随她笑得手舞足蹈，小小的家里，充满

着风铃般悦耳的笑声，阳光如金线闪闪烁

烁，悄然编织着缤纷的璎珞，幸福似乎就

安然卧在膝头打盹。

但这次回来，我却发现家中笑声变少

了，妻沉默，宝宝也变得安静。毕竟孩子

曾在母亲身体内居住10个月，她们有特殊

的默契，母女二人的喜怒哀乐是“串联电

路”。

我心有不安，再三询问缘由，可妻总

是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平日吃米吃

面，我们都有商有量，多少矛盾和分歧，

在沟通面前灰飞烟灭，今日这种局面，着

实罕见。于是，我这样大大咧咧的人，也

开始留意生活中的蛛丝马迹。我享受家庭

赐予的安乐，也愿意努力打开家人的心结

。

女儿生日那天，我终于发现端倪。小

朋友穿新衣，戴小花冠，宛如一朵皎洁的

玲兰。奶奶笑模笑样地问：“这衣服谁给

买的？”宝宝骄傲地回答是妈妈，奶奶皱

眉摇头：“这衣服穿着显老。”我笑得咳

呛起来，一个4岁的小女孩能老到哪里去

。接着，老人家又唠叨自家孙女太瘦，没

有面子，别人家孙子都肥白胖大，长势喜

人。说得宝宝十分沮丧，没能一口气吹灭

蜡烛，她又找到铁证，怪当初母乳不足，

孩子气虚。此时，妻已笑得勉强，宝宝也

撅起嘴。一餐饭吃下来，我心中渐渐明白

。

老妈新近退休，自告奋勇过来帮忙照

看孙女，但老人家俨然育儿专家，对妻颇

多指摘，弄得她左右为难，连带小人儿也

学会了察言观色，想方设法替妈妈打掩护

。我爱老妈，也希望她开心，但这并不意

味着需要另外一个妈妈去隐忍，也不愿孩

子在这种氛围里成长。

我找了个私下相处的机会，委婉提醒

老妈不要越界。她不以为然：“我这不都

是为孩子好吗，当妈的可不能这么玻璃心

啊！”我郑重回答：“玻璃心有什么不好

，世界上所有的心都应该被小心呵护，轻

拿轻放，而不是被随意抛掷风吹雨淋，更

不可以用‘为你好’的名义弄疼别

人的心。”老妈忽然大笑起来，原

来她根本没听，一直在盯着肥皂剧

看呢。

我了解老妈的性格，知道多

说无益，第二天就开始了行动。从

早到晚，我唠叨不停：妈，不要逗

宝宝讲家乡话，妈，不要带宝宝去

跳广场舞，妈，不要给孩子买这种

太便宜的化纤衣服……老妈终于

忍无可忍，几近崩溃：“你有完没

完？”我笑道：“我这不都是为孩

子好吗？当奶奶的可不能这么玻璃

心啊！”她恍然大悟，指着我笑，

从此收起了对妻的挑剔。

家里恢复了旧模样，嘻嘻哈

哈，咯咯嘿嘿，大家动不动开怀大

笑一场。妻不再困窘，对老妈亲近

了许多，为她的头疼脑热寻医问药

，女儿也放下戒备，给奶奶讲幼儿

园趣事，还像模像样地为她敲背捏

肩。奶奶感慨道：“先前怪人家玻

璃心易碎，根本是自己刀子嘴伤人

，多亏你提醒我。”

我稍加留意，发现身边的刀

子嘴还真不少。我与妻都属于偏瘦

体型，而且怎么吃也不胖，大概女

儿也遗传了这种基因，弄得妻走到

哪里都有人发难。偶遇中年发福的

老同学，还未及叙旧，就开始当街

大呼小叫：“你看孩子瘦得像根香

菜，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后妈呢，好好学

学厨艺吧！”路人侧目，妻尴尬万分，宝

宝笑靥如花地回答：“我将来要当模特的

，不想长成阿姨这样。”老同学瞠目结舌

，好半天才惊诧道：“这小嘴伶俐得不饶

人啊，蚂蚁大点就知道护着你妈了！”说

完急急忙忙告辞了。哼，看看谁才是玻璃

心！

但这个话题并未结束，周末聚会时，

有位同事多喝了几杯，得知女儿早餐大都

是牛奶麦片和水果时，他嗤之以鼻，说自

己的妻子每日给孩子做爱心早餐，3个月

都不重样。他批评我妻子太会偷懒，饿瘦

了孩子与老公，不善争辩的妻子委屈到几

乎落泪，又被说成是玻璃心，要好好修炼

。女儿跳起来，奋力给同事嘴里塞了一只

油爆大虾，但仍未阻住他“诲人不倦”。

我对这位仁兄说：“多谢教诲，但我

女儿的早餐很营养，你看她长得多结实。

另外，我喜欢我妻子这颗玻璃心，它晶莹

剔透，单纯美好。我愿意当一只结实的木

头匣子，好好保护这颗心，所以她不必修

炼。”同事立刻举杯致歉，原来他并未真

醉。

那天，我们去超市购物时，忽然发现

女儿不见了，两个人心急如焚，到处寻找

，几位热心的阿姨也跑前跑后，紧急搜索

。最后在玩具区发现女儿时，妻泫然欲泣

，几乎虚脱。阿姨们也松了口气，但立即

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训诫妻子，说她疏忽

大意，说她不懂照料孩子，妻惊慌失措，

孩子也被这阵势吓到。

我忍不住开言：“感谢大家刚才的帮

忙，也非常感激你们对孩子的关心，但请

不要怪罪孩子的妈妈，我也在场，却没注

意到与女儿走散，要批评就批评爸爸好了

。”有位阿姨嘻笑道：“当妈的，哪能这

样说不起。再说孩子天经地义是要女人操

心的，男人本身就是个需要照顾的小孩，

哪能再照看小孩。”我非常震惊，现在才

深深意识到，在我不曾留意的这些日子里

，妻承受了多少莫名其妙的压力。

我诚恳地告诉大家：“做妈妈是项苦

乐兼得的工作，她们几乎事无巨细，桩桩

件件都要亲力亲为。但这不等于大家可以

随时把手指向妈妈，将所有过错都加给她

，还不许她委屈，神也不能让孩子24小时

不饥渴不跌跤不离开自己的视线……”阿

姨们竟然听得很认真，完全没有了咄咄逼

人的样子。我继续说：“养育孩子不是母

亲一个人的事，爸爸不能缺席也不可以隐

身，如果男人愿意当一辈子的小孩，那他

就没有资格做爸爸。”

忽然，有位阿姨掉下泪来，我吓得立

即住嘴。她急切地问我要电话和住址，我

愈发紧张，拔脚想溜，她紧紧抓住我的袖

子：“小伙子，你还有没有未婚兄弟？堂

兄弟也可以，我女儿学历高，长得美……

”我挣不脱，只能尴尬地笑。接着阿姨们

七嘴八舌地问我，有没有适龄的同事或好

友，介绍给自己亲友的女儿。她们的态度

如此真诚，本觉得荒唐的我，此时颇为感

动。因为我知道，这就是这些母亲认可我

的方式。

回家后，妻不好意思地问：“老被人

说成是玻璃心，我是不是太脆弱？”我回

答：“世上有许多美好的东西，都是娇嫩

脆弱的，你不必变得更强大，也应当被好

好对待。你有你的玻璃心，我有我的木头

匣，有些事不需要独自面对，因为我们是

一家人。”

“还有我也会保护你！”女儿冲过来

，站在妈妈身边，眼睛晶莹明澈，笑意盈

盈。她从妈妈那里，学会了像花儿那样去

笑，从爸爸这里学到了承担的勇气，并且

明白相爱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

老婆被我妈逼得差点儿离家出走

骂 脏 话 的 学 名 叫 “ 骂 詈 行

为”，骂脏话这个行为的产生

跟语言崇拜有关系，语言崇拜

起源起源于语言巫术，也就是

咒语。在老祖宗眼里，语言是

个很神秘的东西，说出来的话

，写下来的字是会成真的，是

可以改变现实的。

很 多 民 族 都 有 语 言 创 世 的

神话，比如《旧约》的第三句

是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 神 说 ，

要有光，就有了光）”。上帝

叭叭嘴皮子就可以改变物理世

界。

中 国 有 仓 颉 造 字 的 传 说 ，

《淮南子》里说：“昔者仓颉

作书而天雨粟 , 鬼夜哭。”古

代中国又有一个传统，写了字

的废纸不能乱扔，要放在标有

“敬惜字纸”的容器里烧掉。

现在还可以看到有的人家墙上

贴了“百无禁忌”的红纸条。

总之，语言文字可以通人神，

是有神力的。

借 着 这 一 点 儿 神 力 ， 语 言

崇拜中演变出了赌咒发誓。狠

一点儿的“若违此誓，天打雷

劈”，随便一点儿的“骗你是

小狗。”再到后来就是脏话了

。

骂 脏 话 的 人 知 道 自 己 骂 的

成 不 了 真 ， 还 是 要 骂 。 比 如

“操你妈”这句经典国骂，在

多数情况下都是实现不了的。

换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实现

不了，才越骂越离奇，越骂越

难听。或曰，过过嘴瘾。

比 如 这 句 过 气 的 “ 有 句

MMP……”

有 人 研 究 脏 话 的 内 容 ， 可

谓包罗万象，主要有 9 种：

跟 禽 兽 及 行 为 有 关 的 。 最

简单的例子是“滚”。

跟鬼神妖精有关的。比如 -

狐狸精、扫把星之类。

什物。比如 -饭桶种族血统

。比如 -丫的！

性 。 这 方 面 的 词 汇 也 是 喜

好骂人者用的最多的。

排泄物。比如 -你放屁！

死亡。比如 -杀千刀的。

职业身份歧视。比如 -臭婊

子！

丑恶。比如 -瞎眼啦！

邝 医 生 ： 嗯 ， 一 个 严 重 左

侧半球（语言中枢侧）脑梗塞

患者，恢复语言的第一句话是

母语脏话。康复后语言功能有

障碍，不能流利交谈，但脏话

依然流利。估计说脏话可能不

需 要 经 过 高 级 中 枢 。 —— 果

壳精选

果壳网友 幸存的渡渡：

先感叹一句：“意义很大！”

然 后 在 这 里 ， 给 讨 论 的 主

题“脏话”做个语境定义：广

义指“所有不得体的话”；狭

义指的是与性相关的不得体的

话 —— 请 千 万 别 问 我 什 么 是

“不得体”，这东西讨论起来

没完没了，老古董和新新人类

对“得体”的看法绝对不一样

。大家意会就行了。

尽 管 针 对 狭 义 的 探 讨 可 能

会更加“众望所归”，还是先

陈述几句脏话广义意义的语言

意义。

语 言 作 为 人 际 间 交 流 的 媒

介和工具，早有众多学者把其

作为研究对象。这里为了应题

， 简 述 一 下 Thomas 和 Wareing

（ *） 总 结 出 的 语 言 的 四 项 功

能：作者认为，我们在一天的

对话过程中会根据具体情境，

来选择相对应的语言功能，包

括 ： 指 示 功 能 (referential) ； 情

感 功 能 (affective) ； 美 学 功 能

(aesthetical) 和社交功能 (phatical)

。最后一种是起到“社会润滑

”作用的语言。例如，我对别

人说“你今天好漂亮！”对方

回答说：“谢谢”。这当中并

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信息交换，

双方只是为了展现出想要说话

的意愿而已。

就 是 客 套 一 下 （ 其 实 多 数

情况下对方都没变瘦）

什 么 时 候 会 冒 出 脏 话 来 呢

？可能有这样几种情况：

1． 事 情 发 展 不 符 合 预 期

—— 无 论 好 坏 。 例 如 ， “TMD

，太好了！”“真 TMD 糟糕！

”“脑残啊！”

2． 男 性 好 友 之 间 的 问 候

——例如“卧槽，好久不见！

最近忙什么呢”——女性之间

这样问候的情况，我见的比较

少。

3． 个 人 极 限 、 权 益 被 挑

战——例如，你来我往的不入

流的吵架……

可 以 看 出 ， 脏 话 的 指 示 功

能 是 有 的 （ 最 常 见 的 “ 滚 ！

”）；情感功能是有的（不平

衡的宣泄）；社会润滑功能是

有 的 ； 美 学 功 能 ， 也 是 有 的

——自古就有大才写诗作对骂

人，我是不成的，所以上面只

有三个例子。

关 于 性 脏 话 ， 可 以 用 以 下

两个社会学理论来解释。

社会学习理论

Sutherland 于 1947 年 提 出 的

差异接触理论（Differential Asso-

ciation Theory *） ， 认 为 偏 差 行

为是经由社会互动过程中，从

重要他人学习而来，像父母、

兄弟姐妹、同伴等；此外，在

偏差学习过程中，个人不单学

习偏差行为的技巧及方式，还

需要学习合理化解释该行为，

培养认同该偏差行为的态度。

社 会 学 习 理 论 假 设 人 类 的

行为是从社会互动过程学习而

来，偏差行为亦是从不良的社

会化过程中习得。青少年透过

具有偏差行为的家庭、同伴团

体、学校及其他种种社会机构

的交互作用中，学习到偏差行

为。

社会紧张理论

（ 紧 张 理 论 （Strain Theory

） ， 又 称 文 化 失 范 理 论 （Ano-

mie Theory） **， ( 这 一 理 论 虽

然给出了人们主观喜欢说脏话

的缘由，但还是无法解释与性

的相关性。 )

社 会 紧 张 理 论 以 “ 迷 乱 ”

和“社会脱序”的概念作为探

讨偏差行为的基础，当人无法

以正当手段获得合法的社会地

位或成就，内心产生紧张压力

，加上社会组织脱序，社会阶

层资源分配不公，使其对社会

规范的行为标准产生怀疑，偏

差行为便容易发生。

当 社 会 阶 层 流 动 低 ， 社 会

资源分配失衡，大众只好逞口

舌之快，用语言来控诉社会的

不公平，这样的观点可以说明

在社会制约下，偏差行为往往

被认为与低层文化有高度关联

。脏话充斥于社会中下阶层或

边缘族群的生活之中，以其理

论来解释，是内在的紧张压力

和外在环境的失序，社会的规

范价值不能使人信服，生活艰

困者，言语可能出现更多脏话

。

青 少 年 团 体 ， 部 分 女 权 主

义者以说脏话做为身份认同等

等，说明了脏话的使用也不能

完全以偏差行为来看待。此种

交谈的一种主要功能是加强团

体身份认同，而这身份认同的

一部份是由反抗权威（成人的

道德观——小孩子不能说脏话

，或男权主义的道德观——女

士不能说脏话）来建立。

骂
脏
话
，
在
语
言
的
发
展
过
程
中
有
什
么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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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蜂膠為何一定要選液體型？
吃蜂膠為何一定要選液體型？
理由1：膠囊原料問題巨大。根據目前中國市場調查暗訪，許多

黑心商家為牟取暴利，回收皮革制造廠的廢舊邊角料作為生產原料
。廢料皮革經過硫化鈉、石灰、火堿等化學藥品的處理，搖身一變
，成為了患者手中的“救命仙丹”。殊不知硫化鈉本身就是有毒物
質，在胃腸道中能分解出硫化氫，引起硫化氫中毒。對皮膚和眼睛
有腐蝕作用。國際食品包裝協會秘書長董金獅教授公開表示：“毒
膠囊中的重金屬鉻的毒性遠高於三聚氰胺。”鉻離子被人體長期吸
收，會引起黏膜發炎、潰瘍、皮膚過敏、皮膚濕疹、鼻中隔潰瘍、
喘息性氣管炎等，嚴重的則可致癌。

理由2：問題膠囊不只局限於中國。根據央視記者2014年對毒
膠囊問題的再次報道，毒膠囊的問題並不只存在於膠囊制造業的
“害群之馬”之中。身為有一百多年明膠生產歷史，全球市場占有
率第一的德資企業嘉利達（蒼南）明膠有限公司， 其膠囊產品問題

同樣嚴重。這無疑給身居海外的消費者敲響了警鐘。
理由3：長期服用膠囊對三高人士不利。由於蜂膠是一種對調節

三高有明顯效果的天然藥物，有不少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的患者
都選擇長期服用蜂膠產品。可是有些患者卻忽略了一個細節：蜂膠
膠囊本身是用明膠制成，明膠在人體內會快速轉化為葡萄糖。

理由4：無法從口感上辨別真偽。天然的巴西綠蜂膠原料產量極
為有限，其中95%的A級原料更是被巴西野花蜂業所控制。為了牟
利，一些大膽的商家便用樹膠代替蜂膠。而幫助這些無良商家瞞天
過海的正是這小小的膠囊外殼。懂行的人能直接從口感上分出蜂膠
和樹膠的差異，而加工成蜂膠膠囊的產品，由於嘗不到味道，騙局
就很難被識破。

健康專家建議，吃蜂膠一定要液體溶劑型蜂膠產品。巴西野花
牌綠蜂膠以“永不打折扣”的品質承諾，將最安全最有效的高品質
蜂膠溶劑產品獻給所有渴望健康的朋友，積極正面地傳播正確的健

康理念。不久前，在野花牌綠蜂膠通過世界權威機構美國FDA獨立
認證實驗室進行的87項安全性檢測之後，又通過了美國宇航局質量
檢測HACCP的雙重認證，成為了北美市場上唯一一個可以被帶入太
空食用的液體蜂膠產品。

專業醫學顧問免費咨詢熱線：1-866-690-4888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
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bpropolis.com@gmail.com 訂購網站
：www.bpropolis.com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國泰銀行基金會公佈國泰銀行基金會公佈20212021年度年度
獎學金獲獎名單獎學金獲獎名單

20212021年度國泰銀行基金會獎學金獲得者年度國泰銀行基金會獎學金獲得者

【2021年8月11日洛杉
磯訊】國泰銀行基金會今日
舉行 「2021年度國泰銀行基
金會獎學金」 網絡頒獎典禮
，表彰獲獎的高中生們。這
些即將於今年秋季全職就讀
大學的學生們，每人將獲得
$1,000的獎學金，用於支付
大學學費。

國泰銀行資深副總裁兼
社區發展總監 Bill Becker表
示： 「國泰銀行非常榮幸能
資助這些傑出的年輕人，見
証他們實現繼續深造的夢想
。今年，我們收到了很多才
華橫溢的年輕人的申請，他
們展現出的卓越領導能力和
對社區服務的熱忱，讓我們
格外期待他們的未來。」

國泰銀行基金會聯合主
席 Deborah Ching 代表基金
會感謝亞太社區基金的協助
。過去三年，亞太社區基金
一直是國泰銀行基金會獎學
金的項目管理員。亞太社區
基金會執行長黃群雁出席了
頒獎典禮，並向獲獎學生致
賀詞。

為了保障獲獎學生和來
賓們的健康和安全，國泰銀
行基金會連續第二年在網絡

平台上舉辦頒獎典禮。獲獎
學生依次發表了獲獎感言，
感謝國泰銀行基金會提供的
獎學金，並分享了各自對大
學生活的計劃和畢業後的目
標。

今年，國泰銀行基金會
共收到438份獎學金申請，
申請人分別來自加州、紐約
州、華盛頓州、伊利諾伊州
、德州、馬里蘭州、麻州、
新澤西州及內華達州。國泰
銀行的87員工參與了審閱
和評分工作。然後，亞太社
區基金會統計分數，選出獎
學金獲獎者。

本屆獎學金獲得者如下：
• 北加州
o Benjamin Leong
o Veronica Liu
o Juliana Zeng
• 南加州
o Reena Dadrah
o Daniella Giron
o Grace Corinne Karanick
o Joanna Lov Ngo
o Saya Seraj
o Amy Tran
• 伊利諾州
o Julian Kristopher Cole

• 馬里蘭州
o Laila Ananda Flore
• 麻州
o Julie Leung
• 內華達州
o Reina De La Paz Cas-

taneda
• 新澤西州
o Travis Anane
• 紐約州
o Jennifer Chen
o Madison Spanodemos
• 德州
o Nao Misan Pongrog
o Ranjita Roka
• 華盛頓州
o Alexis Sorm
o Fiona Wang

關於國泰銀行基金會
國泰銀行基金會成立於

2002 年，將推動廉租房、
社區和經濟發展及教育視為
己任，並支持有益於社區進
步、和文化與藝術、健康與
社會福利、環保與公眾服務
相關的項目。了解更多信息
，請瀏覽 cathaybankfoun-
dation.org。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元老雲偉嘉等元老雲偉嘉等、、
副理事長陳作堅副理事長陳作堅,,監事長監事長賴文海向觀世音菩薩祈福上香賴文海向觀世音菩薩祈福上香

德州天后廟經生班馬小卿堂主德州天后廟經生班馬小卿堂主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元老雲偉元老雲偉
嘉等嘉等、、副理事長陳作堅副理事長陳作堅,,監事長監事長 賴文海賴文海,,馬小卿堂主及馬小卿堂主及

經生班等向觀世音菩薩上香經生班等向觀世音菩薩上香

77月月2525日日20212021年年1212時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時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夫婦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夫婦、、副會長楊贊榮夫婦副會長楊贊榮夫婦、、元老雲偉嘉等元老雲偉嘉等、、副理事長陳作堅副理事長陳作堅,,監事長監事長賴文賴文

海海,,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劉秀美,,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於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合影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於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合影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以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以 菩薩柳枝灑菩薩柳枝灑
甘露甘露、、普渡世上有福人普渡世上有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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