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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第三十四屆年會
在僑教中心大禮堂熱鬧溫馨舉行（下）

首 播 14：00 - 15：00
重 播 04：00 - 05：00
簡介：即將步入 30 歲杜拉拉正式成為公司代理人力資源總監，事業蒸蒸日上，杜拉拉也希望能早日跟王偉結婚。離開公司後的王偉事業發展並不順利，他
對娶杜拉拉始終下不了決心，兩人感情漸亮紅燈……

好消息！

你想看 Local 地方新聞電視
和美南 55.5 電視嗎？
DISH 提供室內數碼天線
詳情請洽通用傳訊
281-983-0088

由黎淑英老師所帶領的休士頓臺大熱舞社表演青春熱舞”
由黎淑英老師所帶領的休士頓臺大熱舞社表演青春熱舞
” 謝金燕的姐姐
謝金燕的姐姐”，
”，

曲， 我的太陽
我的太陽，
，Por una Cabeza(Tango)

活力十足

（本報記者黃麗珊）（上接 A16）暑期，我
們舉辦了韻律健身舞蹈班，感謝謝我們的校友
鄧嘉陵，黃珮瑜，陳稚琴及馬永平在繁忙中抽
空來教校友們排舞，Zumba，元極舞及八段錦，
深獲參與者佳評。
9 月 7 日，我們去 Dutchman 酒莊一遊，慶祝
中秋節，秋高氣爽，景色宜人，我們一路上唱
歌說笑話，猜謎。酒莊風景優雅，我們吃了可
口的午餐，參觀酒莊，飲了美酒又吃了期待已
久的月餅，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時光。
我們的儀隊在過去一年成長了很多。非常
感謝儀隊負責人黃春蘭，很賣力地經營這支美
麗的隊伍。令人驚喜的是有些非校友的人慕儀
隊之名而來，為了一睹儀隊風采，特別買票來
參加我們的年會。
過去一年來，因為有校友們熱心的支持及
鼓勵，我們的活動才能有聲有色圓滿成功。我
非常感謝。
2015 年的活動在籌劃中，包括:除了愛心組
織募款園遊會及中秋節一日遊，我們還會有財
務計劃講座及健康講座。還有元極舞班。詳情

會再通知大家。
接下來我們替各位安排了很豐富的節目，
希望大家能盡興而歸。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應邀致詞， 他讚揚北一女校友會對中外社區的
卓越貢獻， 期望校友會校友們未來繼續深耕僑
社並祝福小綠綠羊年都青春永駐。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 海外北一女校
友人在休士頓， 心永繫臺灣家鄉。 去年臺灣高
雄發生氣爆事件， 北一女校友會義不容辭慷慨
解囊， 捐款賑災。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黃敏境
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中華民國僑務
委員會陳士魁委員長頒發感謝函以表謝意， 劉
美玲會長代表接受。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致贈禮品以感謝理事
會辛勞付出， 接著與會校友們校歌大合唱， 北
一女校友會儀隊開幕表演， 把活動推上最高潮
。 儀隊是於去年初組成， 目地是為傳承北一女
儀隊五十年的光榮傳統， 做文化交流; 當親善大
使; 為僑社服務， 建立僑胞向心力。 儀隊成立
後廣受休士頓僑界的厚愛， 被邀請為大型國際

性慶典表演。今日儀隊成員已增長到 21 位， 除
了每周練習槍法和分列式隊型之外。 每個月還
舉辦慶生會或節日聚餐以增進感情， 歡迎有興
趣的挍友參加。 清泉小集優美歌聲演唱一剪梅
， 如果， 童年， 人生就是戲國語歌曲組曲。
清泉小集由四對愛唱歌的夫妻朋友組成，分屬
于休士頓不同的華人合唱團。表演的歌曲多數
都是選自台灣校園民歌， 以重唱或表演的方式
， 展現歌曲的動聽。 所有的動作、歌曲的重唱
安排，都由團員自己設計、編配、記錄完成。
嚴崇芳校友表演笑話， 她的才華是在北一
女去年中秋酒莊一遊被發掘。
由陳奕伶鋼琴家， 張中威小提琴家， 吳箴
大提琴家組成亞悅三重奏動聽演奏綠島小夜曲
， 我的太陽，Por una Cabeza(Tango)，
亞悅三重奏英文名字 Oriens 代表他們來自東
方，有旭日高升的期許，中文”亞悅”的”亞
”承襲了他們的根，”悅”則呼應了他們熱愛
音樂的心。近年來積極與當代作曲家合作，做
了許多精彩而有特色的音樂。
Waka Waka(This time for Africa) 團 體 舞 蹈 ，

713--568
568--8889
全旅假期 713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266（3 人一房），$398（2 人一房）再買二送一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286 起，$430 再買二送一
美東六天
$175 起，每人$375（再買二送一）
美加東八天
$303 起，每人$606（再買二送一）

DISH 提供室內數碼天線。詳情請洽通用傳訊 281-983-0088

美西七天
$215 起，$318（再買二送一）

歐洲五國八天 $830
歐洲五國十天 $1048
歐洲八國十二天 $1260
東歐五國九天 $780
北歐七天 $730
北歐十一天 $1300

洛磯山七天 $566
含休士頓來回機票$3599
僅 5/30，6/20 兩團
英、法、瑞、德、奧、意、梵蒂網

CAJ Travel 中 美 旅 遊

安穩保險

WWW.CHINATOURUSA.COM

由鄭麗如老師編舞及帶領。鄭麗如熱愛舞蹈，
是紅扇舞蹈社的成員。過去 5 年來在亞洲社團中
義務教授舞蹈。
臺灣的好聲音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齊永強
副處長高歌一曲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齊永強副處長有貓王般歌喉，深受北一
女校友歡迎的。
黃膺超， 王曙芸， 陳遠珮， 王思文， 蔡
淑娟男女合唱， 吉他伴奏外婆的澎湖灣， 他們
都中華合唱團團員。，將榮耀歸屬中華合唱團
。希望大家有興趣來參加中華合唱團 。
由黎淑英老師所帶領的休士頓臺大熱舞社
表演青春熱舞”謝金燕的姐姐”， 活力十足。
台大熱舞社由愛好跳舞的校友及學生所共同成
立，並在各項僑社活動中表演熱舞，深受觀眾
的喜愛。
鄧嘉陵帶領團體舞熱鬧無比， 這些精彩娛
興節目讓與會人士大飽耳福與眼福， 大呼過癮
，Casino 上嶄新體驗， 高嫚璘前會長主持摸彩
抽獎， 多人幸運中獎。

832-643-3518 Annie Jiang

Tel：

簽證 中國探親、旅遊、商務十年多次簽證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信不信由你

（服務費僅$30 元)

www.allwininsurance.com

機票 各大航空公司機票預訂(UA/AA/CA/BR)
（國航直飛北京及其他城市 $730 起）

楊德清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上海,南京,無錫，蘇州,烏鎮
八日遊 僅 $699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Debbie 文媛
文媛/Manager
/Manager Office:713-952-5031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專線：281-799-2833 Fax:713-952-5032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debbie@chinatourusa.com

全旅用心
顧客安心

旅遊 北京、上海江南黃山千島湖、張家界、
九寨溝、雲南昆明、西安、桂林...回國順道遊
（江南遊$49 免費送）

美加東、美西、黃石公園、加拿大洛磯山脈、
歐洲、夏威夷、邁阿密等（買二送一或送二）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7001 Corporat Dr.#212(美南銀行後面) Houston TX 77036
Email: CAJtravel@yahoo.com 十年專業經驗,誠信可靠

呂氏 J. Eric Lu ˙餐館及商業
保險 Insurance Agency ˙房屋及水災
www.farmersagent.com/jlu

迦南

負責人

我們的信念

CLU

＊此保險單(及保險計劃書)
若有提供為僅有之正式
版本﹐且以英文為準﹒

竭盡所能﹐
為您提供誠信﹐

保險師

熱心﹐
省錢﹐
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服務客戶逾 20 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外地（800）350-1078 Fax:713-988-6886

19 年豐富房產經驗
住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業

網上同步收看及手機上網收看
網址：www.itvhouston.com

商

七天二十四小時免費收看

家





蕭翠薇

★西南區平房,近 2000 呎﹐全磚 2003 年﹐全新裝修﹐售$218,000
★I10 & Memory Townhouse 2-2.5-2 車庫,狀況極佳
現有房客租$1300 叫價$138,000
★中國城附近 Townhouse 2-2-2 車棚 叫價$52,000
★中國城 Condo(樓下)1 房 1 衛﹐全新裝修$30,000
★西南區 Townhouse 2 樓 2-2-2 車庫$69,900
★288&H6,17 畝地 $1,200,000
★西南區﹐辦公樓出售﹐設備齊全﹐$275﹐000
★查封屋 Shopping Center 請電 281-798-0868

281-798-0868（手）
281-561-7275

住家專精﹕
西南區﹑
醫學中心﹑
糖城﹑
Katy﹑
Pearland
商業專精﹕
店面﹑
倉庫﹑
購物中心﹑
辦公大樓招租﹑
買賣管理﹑
土地投資

Email:tsuiweihuang@yahoo.com

預購新屋﹑
舊屋﹑
拍賣屋,辦公大樓公寓屋

地產

各種痛症﹑
頸椎病﹑
坐骨神經痛﹑
面神經麻痺﹑
肩周炎﹑
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
戒煙﹑
戒酒﹑
減肥﹑
增加腫瘤病人體質﹐
減少化療副作用﹒

女性專治﹕
●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女性不孕症（原發﹑
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
生育期﹐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更年期）﹑
痛經﹑
子宮內膜異位症﹐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習慣性流產﹑
盆腔炎﹑
輸卵管堵塞等
德州執照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
引起的不孕症

保護：
❶您的車子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❸您的銀行帳戶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Winnie
WinnieHui
HuiCLU
CLUCPCU
CPCU FLMI,
FLMI, Agent
Agent 當您把汽車和房屋一起投
Steve Yang, Agent
9611
9611Hillcroft
HillcroftStreet
Street
＊
Houston,
我們說你的語言
Houston,TX
TX 77096
77096
State
Farm
開始，就可平
Bus:
713-729-2327
$763
Bus:713-729-2323
713-729-2323 Fax:
Fax:
713-729-2327
Winnie
Hui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763 保費！＊ 更可享
均節省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CLU CPA CPCU FLMI
平均節省$825*
Stafford, TX 77477
受 State Farm 代理人的個
Agent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Bus: 832-999-4966
9611 Hillcroft St., Houston,
人化服務，適合的保障，迅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TX 77096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速公平的理賠！
Bus: 713-729-2323
Cell: 281-772-3972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25 號出口
免費高清頻道●免費數位頻道●免費中、英文頻道

送$5 元或$10 餐券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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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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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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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2010
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1205075
State Farm-Bloomlngton, IL

＊

送$10 元或$12 餐券

請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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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2010

713713
-777-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44 號出口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向更好邁進 TM
2010

性功能低﹑
房勞傷﹑
精液不液化﹑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
失眠﹑
盜汗﹑
膿精症畸﹑
前列腺炎﹑
睪丸炎
骨質疏松﹑
關節痛﹑
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馬順梅 LC 00203
佟大山 LC 00143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
（敦
煌
廣
場
內）
代煎中藥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Tel:(713)271-0488(O)

訂座
電話

55.5 覆蓋全大休士頓 44.6 覆蓋全洛杉

楊凱智

許宏婷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
早瀉﹑
陽萎﹑ ˙子宮肌瘤﹑
子宮癌﹑
卵巢腫瘤手術後﹐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❷您的房子

方脈
仁
仁濟
濟中
中醫
醫針
針灸
灸 針灸
中醫
醫男
男女
女專
專科
科
跌打 推拿 中

主
治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713-988-0788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員工保險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地產保險

呂振益 J.Eric Lu



美南國際電視節目表

由陳奕伶鋼琴家，
由陳奕伶鋼琴家
， 張中威小提琴家
張中威小提琴家，
， 吳箴大提琴家組成亞悅三重奏動聽演奏綠島小夜

將開 10:30AM 班車

送$10 元

27 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 11:00AM
班車

4 號出口

星期三、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送$5 元或$10 餐券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 WalMart 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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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Standing • Roof Terrace

Private Back Yard • First Floor Living

HEIGHTS PLACE

GIBSON VERANDAS

DOLORES PLACE

本頭公廟
敬啟

From the $540’s

From the $550’s

From the $590’s

Heights

Rice Military

Galleria

Free-Standing • Large Deck or Terrace

Free-Standing • Roof Terrace

Elevator Ready • Large Decks

WEST U COURT

DRISCOLL MANOR

THE NORFOLK HOUSE

From the $670’s

From the $780’s

$1,499,000

West University Place

Upper Kirby

Upper Kirby

Free-Standing • Roof Terrace

Gameroom • Fourth Floor Terrace

Large Back Yard • Private Driveway

713-868-7226
5023 Washington Avenue
www.UrbanLiv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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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Back Yard • Third Floor Terrace

農曆二月十九日為觀音菩薩寶旦，為提早慶賀，謹訂於

Heights

星
( 期 日 舉) 行 慶 祝 ， 當 日 有 誦 經 求 福 。 是

Montrose

西曆二 一
O 五年四月五日
農曆乙未年二月十七日

Montrose

日上午十一時開始誦經，十二時有舞獅助興和素菜結緣，並設

$595,000

有﹁觀音菩薩會﹂，內有各種福品，每份廿五元，各善信若有

From the $630’s

意登記，可與本廟聯絡，籍表寸心，共植福田，希各界善信踴

$719,000

)

LAWRENCE WEST HEIGHTS

10600 TURTLEWOOD, HOUSTON TX 77072
廟內 ) 281-983-0097(
潮州會
281-983-5668(

LOFTS ON WEST BELL

躍熱烈蒞臨，共沐神恩，共享福德。

地址︰
電話︰

PEDEN CITY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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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Kuo

Winston Nguyen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fficer, V.P.
713-995-3201

Lending Officer, V.P.
713-272-5027

Lending Officer, V.P.
713-995-3226

Lending Officer, V.P.
713-995-3210

B15

台灣影視

星期六

2015 年 4 月 4 日

小歪爆紅卻卡陰
壓不住陰氣急搬家

Saturday, April 4, 2015

」仍然存在，因此她選擇住在行
天宮附近，希望藉由關公坐鎮保
佑，能讓她稍微減輕困擾，然最
近她頻頻夢到一男一女，很肯定
對方不是活人， 「行天宮附近是
第一殯儀館，現在大概神鬼大戰
，目前 『陰』的可能強了點」，
而因為 「那一對」天天上門，加

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書記周永康涉嫌
受賄、濫用職權、故意洩露國家秘密一案，由最高人
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審查起訴。4 月 3 日，天津市人民
檢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
訴。

他今年 33 歲，練習生
平均 26 歲，聽到孟佳喊他
「歐巴（韓文哥哥）」，
他開心不已，兩人還互留
電 話 ； 他 和 韓 團 「2PM」
團員 Nichkhun 曾一起拍戲
，這次 Nichkhun 也擔任導
師，Nichkhun 和孟佳在韓
國同家公司，他覺得真有
緣， 「他們說，我去韓國
的時候要當我的導遊。」

陳珮騏現身女人國派對
女女激吻秀真愛

，幫助更多同志朋友取得家
庭、社會的認同與支持。
感性的陳珮騏被粉絲發現
眼泛淚光，讓她羞的大叫：
「我今天很棒，沒有哭！」
也坦言看到很多家長因為愛
，所以接受孩子的真愛，讓

陳珮騏因演出《世間情》女女 「瑤婷戀 的 「跨界女伶」潘奕如，霸氣 「抓姦」，直 她備受感動，直呼： 「不管你愛上
」的江曉婷而聲名大噪，更表態力挺同志族 接摟腰女神，上演激烈女女喇舌吻，讓陳珮 任何性別，都沒有對錯，因為真愛
群及多元成家，成為同運新女神。21 日出席 騏一度忍不住腿軟，兩人更合跳神曲《小蘋 無敵！」而在台灣，因為風俗民情、因為律
女人國 10 周年開幕派對，瑤婷戀入戲太深， 果》，將現場氣氛嗨炒到最高潮。
法的關係，同志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陳珮
一夜激吻兩女！
力挺同志人權的陳珮騏，肯定女人國創 騏鼓勵大家不要放棄，更力挺同志婚姻及多
派對上粉絲 Cindy 直排輪滑出，火辣 rap 辦人王安頤的用心，驚喜獻吻，並表示自己 元成家， 「希望有一天，能有機會，可以參
告白，驚言要讓陳珮騏 「嗨整晚都不需要跳 從 15 歲開始，身邊就有很多同志朋友，看著 加屬於你們的婚禮！」
蛋」！隨後 「美魔提琴家」蔡佳蓉（Venus） 大家在社會上受到打壓、傷害，卻仍為愛勇
活動後受訪，陳珮騏鼓勵同志朋友：
貼身演繹迷幻琴音，辣秀美腿，讓陳珮騏頻 敢，自己透過演出女女之戀，盼能讓大家接 「真正的愛是要會愛自己、愛你所愛的人，
頻喝水 「滅火」。而曾一起合作演出舞台劇 受同性之愛，更希望透過身為藝人的影響力 愛是包容，愛是無性別的！」嚴肅表示同志
在台灣仍受到許多不了解和不接受，
「但不管還有誰不支持，我陳珮騏就是
支持你們！」祝福每個人都能得到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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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中）2013 年 10 月出席中國石油大學 60 周年校慶活動，
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網上圖片

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階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周永康
享有的訴訟權利，並訊問了被告人周永康，聽取

了其辯護人的意見。
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起訴書指控：被告人
周永康在擔任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副總經理，中共
四川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公安部部長、
國務委員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等
職務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
法收受他人鉅額財物；濫用職權，致使公共財產、國
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社會影響惡劣，情節特
別嚴重；違反保守國家秘密法的規定，故意洩露國家
秘密，情節特別嚴重，依法應當以受賄罪、濫用職權
罪、故意洩露國家秘密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去年中立案 年底移送司法
另據新華社 2014 年 12 月 6 日電，中共中央政治局
會議 12 月 5 日審議並通過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關於周永康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周
永康開除黨籍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
法機關依法處理。

2013 年 12 月 1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
聽取了中央紀委在查辦案件中發現的周永康違紀線索
情況的匯報，決定開展相應核查工作。2014 年 7 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了中央紀委開展核查
工作情況的匯報，決定對周永康立案審查。
經查，周永康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
律、保密紀律；利用職務便利為多人謀取非法利益，
直接或通過家人收受巨額賄賂；濫用職權幫助親屬、
情婦、朋友從事經營活動獲取巨額利益，造成國有資
產重大損失；洩露黨和國家機密；嚴重違反廉潔自律
規定，本人及親屬收受他人大量財物；與多名女性通
姦並進行權色、錢色交易。調查中還發現周永康其他
涉嫌犯罪線索。周永康的所作所為完全背離黨的性質
和宗旨，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極大損害黨的形象，給
黨和人民事業造成重大損失，影響極其惡劣。
2014 年 12 月 5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中
央紀委《關於周永康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根據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的有關規定，決定給予
周永康開除黨籍處分，將周永康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
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3 日
在大門前安裝攝像頭。
在大門前安裝攝像頭
。 中新社

照片中的她俏皮托腮賣萌，但網友卻不買帳地
說 「真的修很大」，還質疑她 「為什麼不連伴
娘也修修」。
相較於 14 年前連婚紗都沒穿就嫁給庾澄慶
，如今她與秦昊的婚禮豪華夢幻，她更獲得秦
家人讚賞，秦爸爸盛讚她聰明賢慧、才貌雙全
，讓她瞬間落淚，她也感性說： 「秦昊自認識
我的第２天開始就在努力，滿足我的願望。」
但網友反應卻兩極，有人替她開心，也有
人認為她矯作，更毒舌地質疑她只顧著把自己
修漂亮，卻忘了伴娘的存在，讓婚禮喜悅蒙上
46 歲的伊能靜與 35 歲的秦昊，21 日高調在
小小陰影。

KITCHEN DEPOT
Tel﹕
713. 224.2822 或 713.223.0332
Fax﹕
713. 223.4666

Full Line Restaurant Supplies
○代理中西各式名廠餐具﹑廚具﹑爐頭
○各類製冰機﹑抓碼檯﹑冷凍房﹑冷庫
○Buffet 檯﹑水喉零件
○訂制各式不銹鋼廚房設備
○各式餐館瓷器﹑餐檯﹑椅子﹐應有盡有

中通社訪專家：

最快月內開庭審理
據香港中通社電 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
一分院 3 日就周永康涉嫌受賄、濫用職權、故
意洩露國家秘密罪一案，向天津市第一中級人
民法院提起公訴。傳言其涉嫌殺害前妻一事未
出現在起訴書中。根據《刑法》，濫用職權罪
與故意洩露國家秘密罪是量刑較輕的兩項罪
名，情節特別嚴重的可被處以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受賄罪的量刑則需根據受賄金額
及情節判定，最高可判處死刑。
起訴書並未透露周涉嫌受賄的金額及情
節。不過，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毛立新律師在接
受中通社記者採訪時表示，從近年司法實踐來
看，經濟犯罪判以死刑的數量呈現出遞減的趨
勢，這意味着“周永康基本不會被判以死
刑”。

若判無期以上終身失政治權利
根據數罪併罰原則，若周受賄罪的量刑為
有期徒刑，其最終刑期將不超過 25 年，若受賄
罪的量刑為無期徒刑及以上，他將被執行這一
最高刑罰。毛立新表示，根據周永康的級別，
其受賄的金額應會十分巨大，“個人認為判處
無期徒刑的可能性比較大”。
而若周被判以無期徒刑，他同時也將被剝
奪政治權利終身，包括不再享有選舉權和被選

自己的幸福。

泰國普吉島拉古娜海灘舉辦婚禮，她幸福地穿
著 Vera Wang 白色拖尾婚紗，二次出嫁。日前
傳出她要求賓客，不要露出未修圖的婚宴照，
嚴格掌控影像，23 日才正式對外曝光婚禮照；

男，漢族
漢族，
，1942 年 12 月生
月生，
，江蘇無錫人
江蘇無錫人，
，北京石油學院勘探系地
球物理勘探專業畢業，
球物理勘探專業畢業
，大學學歷
大學學歷，
，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第十四屆中
共中央候補委員，
共中央候補委員
，十五至十七屆中共中央委員
十五至十七屆中共中央委員，
，十六屆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
治局委員
、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書記處書記，
，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常委
常委。
。
■ 1961
1961-1967 年 ： 北京石油學院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專業學習
（1964
1964年
年 11
11月入黨
月入黨）、
）、留校待分配
留校待分配
■1967
1967-1970
1970年
年：大慶油田六七三廠地質隊實習員
大慶油田六七三廠地質隊實習員、
、技術員
■ 1970
1970-1983 年：遼河石油會戰指揮部地質團區域室技術員
遼河石油會戰指揮部地質團區域室技術員、
、黨
支部書記、
支部書記
、大隊長
大隊長，
，遼河石油勘探局地球物理
勘探處處長、
勘探處處長
、政治部副主任
政治部副主任、
、副局長
■ 1983
1983-1985 年：遼河石油勘探局局長
遼河石油勘探局局長、
、黨委副書記
黨委副書記，
，遼寧省盤
錦市委副書記、
錦市委副書記
、市長
■1985
1985-1988
1988年
年：石油工業部副部長
石油工業部副部長、
、黨組成員
■ 1988
1988-1998 年 ： 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副總經理
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副總經理、
、 黨組副書
記，總經理
總經理、
、黨組書記
■1998
1998-1999
1999年
年：國土資源部部長
國土資源部部長、
、黨組書記
■1999
1999-2002
2002年
年：四川省委書記
■2002
2002-2007 年：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政法委
員會副書記，
員會副書記
，公安部部長
公安部部長、
、黨委書記
黨委書記，
，國務委
員、國務院黨組成員
■ 2007
2007-2013 年 ： 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治局常委、
、 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
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
（至
2012 年 11 月），
），國務委員
國務委員、
、國務院黨組成員
（至 2008 年 3 月），
），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
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
員會主任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
：人民網

公款吃喝不降反升

中紀委：有幹部當禁令“耳邊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紀委監察
部網站公佈數據，今年 2 月全國查處
違 反 中 央 八 項 規 定 精 神 問 題 1,509
宗、處理 2,076 人、給予黨政紀處分
1,228 人 。 其 中 ， 公 款 吃 喝 不 降 反
升，2月較1月上升了29.89%。
在查處的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
的 9 類問題中，有8類問題比率下降。
降幅列前3位的分別是：公款出國境旅

遊下降 75%；樓堂館所違規問題下降
40%；其他問題（包括提供或接受超標
準接待、接受或參與公款 高 消 費 娛
樂）下降30.46%。
但是，中紀委又指，“四風”
問題具有頑固性和反覆性，病原體並
沒有銷聲匿跡，頂風違紀現象仍時有
發生，樹倒根在，重壓之下花樣翻
新，必須堅決防止反彈。

其中公款吃喝現象較為突出。這
一方面雖然與 2 月份剛好過春節不無
關係，但是也說明仍有一些黨員領導
幹部依然把禁令當“耳旁風”，我行
我素，用公款吃喝。
此外，違規配備使用公務用車、
違規發放津補貼或福利、大操大辦婚
喪喜慶仍禁而不絕，在所有 9 類問題
中分別列第1位、第2位和第3位。

Regal 名 門 金 宴
招牌菜

北京片皮鴨二吃
北京
片皮鴨二吃
廚師現場片皮
廚師現場
片皮、
、二吃斬件
二吃斬件！
！

Regal 名門金宴
電話：281-494-8888
地址：12350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77477

洩密罪料不公開審理
毛立新對中通社記者指出，周永康所涉嫌
的三宗罪名中，受賄及濫用職權罪應予以公開
審理，而故意洩露國家秘密罪將仿效王立軍
案，採取不公開審理的方式。在今年“兩會”
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已公開表示，將對
周永康等高官“依法公開進行審判”。
不過，有專家表示，周案公開審判時並不
一定會像薄熙來案一樣披露大量細節，若周對
起訴書的指控沒有異議，則庭審可能會參考劉
志軍一案在短時間內結束。劉案的庭審僅持續
了三個半小時。
中紀委僅用 4 個多月便完成調查，檢察院
的偵查和審查起訴時間甚至不到 4 個月，兩個
時間之短均超乎想像。對此，毛立新分析，
訴訟進程快說明周案的偵查取證工作比較順
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傅龍金 福州報
道）據福建省福州市紀委監察局官網 2 日通
報，因接受高消費娛樂活動問題，福州市晉
安區紀委給予晉安區住房保障和房產管理局
副局長林宗輝開除黨籍處分，晉安區監察局
給予林宗輝行政撤職處分。
2014 年 12 月，有網友爆料“福州市晉
安區住房保障和房產管理局林副局長的夜生
活，令人羨慕”，並付 26 張反映其夜生活
的不雅照片，備受熱議。同日，林宗輝接受
媒體採訪稱，“這件事是我們書記參與策劃

的。”堅稱事件涉及到單位之間的內部矛
盾。
而福州市晉安區紀委對外發佈消息
稱，林宗輝不雅照網帖情況基本屬實，已對
其處以停職處理。
時隔數月，福州市紀委監察局公佈調
查結果稱，2014 年 7 月 12 日晚，林宗輝受
邀到某餐廳就餐後，到某夜總會包廂娛樂，
並多次與女服務員發生不雅行為。晉安區紀
委給予林宗輝開除黨籍處分，晉安區監察局
給予林宗輝行政撤職處分。

港式粵菜 多倫多風味

獨家秘制的養生湯品，品味潤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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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村集團美國總店

舉權，不再擁有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等方面
的自由。
根據刑訴法規定，法院在受理公訴案件
後，除特殊情況外，宣判時間至遲不得超過三
個月。分析人士稱，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最快可能在六七月份作出判決。而根據常規，
法院最快可在一個月內開庭。

福州不雅照官員除黨籍

位於 galeria mall 二樓的 E--Tao 稻香
村的菜品以粵菜小炒和港式點心為
主，招牌菜：小籠湯包、軟殼蟹炒飯、荷
香龍仔大蟹飯等。
E--Tao 稻香村的小籠湯包被美食雜誌
《Houston's Dining Magazine》認 為 是
休斯頓最好吃的中國菜推薦給大家。

喜
！

伊能靜婚照自顧賣萌
網友酸怎不幫伴娘修圖

免 費 咨 詢 ﹐免 費 估 價
提 供 UPS 郵 寄 和 貨 運 服 務

■周永康
被提起公
訴。
中新社

民檢察院偵查終結，經依法指定管轄，移送天津市人

集酬勞百萬台幣。
大陸真人秀節目幕後
分工仔細，他擔任導師
，就像演唱會統籌，身兼
數職，包括演唱會籌備及
音樂、舞蹈編排，他每天
和音樂、燈光、美術組開
會，處女座的他，對大小
事都要求嚴格，還為練習
生們緊張得每天只睡３小
時。

歡迎來電

記者 3 日從最高人民檢察院獲悉，中

周永康簡歷

新華社電

汪東城扮導師忙翻
每天只睡３hr
每天只睡３
hr
日前邀他擔任深圳場導師
，協助韓團 「miss A」團員
孟佳、演員熱依扎等４位
選手完成演唱會，他錄兩

重要新聞

2015 年 4 月 4 日（星期六）

涉受賄濫權洩密 移送天津審理

小歪自爆有靈異體質，最旺 上經紀人也覺得她現在的居所風
盛時，光自己看到還不夠，她甚 水不好，讓她不得不快點搬家…

輪海」團體，又有數十場
演唱會經驗，浙江衛視真
人秀節目《青春練習生》

■責任編輯：周文超

周永康被控三宗罪

而爆紅，日前她為了讓事業發展 個狀況雖然已經消失，但 「靈感

汪 東 城 因 他 出 自 「飛

B3

香港特區政府制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特許可在中國各地發行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 承印：美國美南新聞
電話：1-281-498-4310 傳真：1-281-498-2728

正妹 「小歪」因為一系列近 至具有 「開天眼」能力，被她摸
乎全裸的網路影片 「小歪廚房」 到的人也會 「看得見」，目前這
更順遂，將藝名改作 「孫沐晨」
，說也奇怪，運氣似乎真的變好
，代言陸續找上門，最近還將在
手游廣告中扮演美艷狐仙，小歪
本人相當滿意這個結果，但事業
上有所進展的她，在現實生活中
卻遇到另一個世界的 「人」，讓
她相當心慌。

B14

稻香村集團美國分店
E-Tao 稻香村
電話：713-965-0888
地址：5135 west alabama st, suite 7295,
Houston, TX77056
(Galleria Mall 二樓，Norstrom 和 Macy's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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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花男”遇車禍

湖南長沙男子袁某近日因車
禍昏迷，眾多“女友”去醫院探
望，揭發他用社交聊天軟件同時
與至少 20 名女性聯繫，並藉口騙
財騙色。更叫人驚訝的，是他的
社交軟件通訊錄內，竟有近 200
個“目標”，似有曖昧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青霞 湖南報道

編悲慘身世博同情
日前，當劉娟和小周在醫院
碰面交流後才恍然大悟。小周接
着查看了袁某的微信，讓她瞠目
結舌的一幕出現了，“他竟然背
着我與這麼多女人有曖昧關係，
粗略估計下大概有200多個，我試
着給她們發了消息，一下就有 20
多個女孩子稱是他女朋友。”面
對諸多女友的質疑，在醫院醒來
後的袁某無言以對，一直以需要

休息為由
拒 絕 交
流。
劉娟回憶說：“他很會利用
女人的心理，剛開始聯繫時把自
己的身世說得很慘，博取我們的
同情。”據袁某的多名“女友”
反映，她們基本是在和袁某認識
一到兩個月後，就與他發生了關
係。袁某為打消對方顧慮，還會
將女方帶至家裡見家長。
“他先是說自己是省高速公

路管理局的臨時員
工，還拍了假合同
給我看，還說在長沙有 3
處房產，進行了多方投資，然後
以‘四處包工程，合同款項沒到
位’找我借錢，多則幾千，少則
幾百，我前後共被他騙了 5 萬多
元。”劉娟透露，她與眾女子交
談後得知，袁某對她們的說辭基
本一致。一名懷抱2歲小孩的女子
直言，“自己為他生了孩子仍被
蒙在鼓裡”。

一家十三代守南宋丞相墓 8 世紀
對墓園各進行一次巡視。隨着清明的臨近，不
少人前來祭拜，宋克成就成了臨時的導遊，一
遍又一遍地講述着虞允文的故事。
宋克成 6 歲時父親去世，母親就接替父親
成了守墓人。20歲時，宋克成娶妻生子，重病
在身的母親把他兩夫婦叫到床邊說，“宋家守
了幾百年的丞相墳，你們要把墳看好。”

■宋克成擦拭墓碑
宋克成擦拭墓碑。
。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清明節前夕，四川省仁壽縣虞丞鄉村民宋
克成來到一座古墓前，點上香蠟紙錢，祈求祖
先保佑一家平安。據報道，這座大墓的主人，
是南宋丞相虞允文（公元 1110 年—公元 1174
年）。宋克成說：“自從丞相死後，我們家就
擔起守墓責任，一輩一輩傳下來。”800 年
來，宋家十三代人一直沒有離開過這座大墓。
宋克成已是 85 歲高齡，守墓 65 年。他的
日常工作就是清掃墓園衛生，清除雜草。每逢
3月初、月半、月末舉行祭祀儀式，每天早、晚

文匯財經

中國經濟

火銃嚇跑盜墓賊
宋克成最擔心的是盜墓賊。1999 年 4 月的
合力抬車救人
一天夜裡，六個盜墓賊到虞允文的墓地盜墓。
四川成都日前最高氣溫達 30度，中午 12時
宋克成被狗叫聲驚醒，連忙起床喊醒兒子，拿
許，在金河路發生一宗客貨車與電瓶車相撞的交
上手電扛起火銃就朝墓地跑。跑到墓地旁時，
通意外，乘坐在電瓶車上的婦女被拖行約逾 20
宋克成朝天放了一槍，嚇得盜墓賊落荒而逃，
米，困在車底。路過的七、八名好心市民見狀出
一名盜墓賊慌不擇路被其兒子逮了個正着。
手相助，一起抬車把人救出。隨後，圖片在網絡
宋家的義舉感動了當地政府，特意為宋克
熱傳，市民在烈日炎炎下救人的義舉，大獲網友
成老人頒發了《文物保護管理工作證》。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5
年 4 月 4 日（星期六）
稱讚。
■四川新聞網
■記者 李兵 四川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梁偉聰）港府 2 月
底再度出招收緊樓宇按揭，一個月後影響陸續浮現，私
宅市場接連出現多宗估價不足個案。香港文匯報最新抽
查十大指標屋苑的估價，發現半數估價不足，與成交價
差額接近一成。業內人士指出，目前樓價處於波動期，
前景難測，加上新高價成交仍持續出現，部分業主繼續
抬價。不過銀行知驚，樓按風險監控趨保守，在當局新
指引下審批按揭要求更高，個別單位網上銀行估價已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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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武漢礄口
古田，一對身高差距 36
厘米的情侶近日正式結
婚領證，升級為“最萌身高
差夫妻”。
毛毛身高 1.55 米，龍龍
身高 1.91 米，兩人每次出門
總會引得旁人側目。兩人是
通過某款手機交友軟件認識
■ 身高差距
的。剛認識那會兒，她完全
36 厘米情侶
不想跟龍龍發展為戀人，因
正式結婚。
正式結婚
。
為龍龍比她小近兩歲，而她
網上圖片
一心想找個比自己年長的。
起初，毛毛還一個勁兒地撮合龍龍和她的閨蜜在一
起，約他們吃飯、看電影，但是龍龍就是跟別人不來
電，認準了毛毛。面對龍龍的窮追不捨，毛毛漸漸感
受到龍龍非常懂得照顧人，於是這對有着身高差的情
侶走在一起。
■《武漢晚報》

洋妞收費幫中國人取洋名
很 多
外國人對中
國人的英文
名有過困擾，25 歲的美國
女孩 Lindsay 受身邊一些有
“稀奇古怪”英文名的中
國朋友啟發，創立了一個
在線起名網站，用戶登錄
網站，支付 15 元人民幣，
完成一個測試後便可獲得
推薦的洋名，現在一天有
近 400 人進行付費測試， ■洋妞為華人取洋名收
費。
網上圖片
日訪問量達兩千人次。
該測試由Lindsay的團隊專門設計，在回答10個
關於性格和起名要求的問題後，用戶可獲得5個英文
名推薦。據悉，訪客主要來自杭州、昆明、上海、溫
州和成都等城市，大多數是準備申請出國留學的年輕
女性。
在美國出生的 Lindsay 喜歡體驗不同國家文化，
12歲時去英國倫敦讀初中和高中，之後回到美國在喬
治華盛頓大學學習國際事務專業，主修東亞和中國事
務。三年前，她來到中國上海，便愛上了那裡。她從
事市場品牌推廣，注意到周圍中國人都有英文名，但
一些卻“稀奇古怪”，給外國上司或同事留下很壞的
印象。該網站認為不合適的名字包括Mars（巧克力棒
品牌）、Cinderella（灰姑娘）和 Chevrolet（雪佛蘭
汽車），並建議人們不要使用 Blue（憂鬱）、巴隆
Balloon（氣球）、Power（力量）或者 Volcano（火
美南版
山）等。
■《南方都市報》

銀行憂後市嚴審按揭 物業估低一成

港二手樓升勢料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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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隆隆大律師

劃，再加上貼市開價，令二手買家流向新盤。

新造按揭的息口及成數，對二手置業人士尤關重要，上月初
金管局收緊二按，加上美國加息的陰霾仍在，令部分市民

713-818-0707; 832-818-0707

鄧隆隆律師

的置業計劃亂成一團。日前西半山縉城峰極高層單位，實用面積
554方呎，以1,480萬元（港元，下同）將單位連租約易手，成交
價較銀行估價 1,550 萬元低 4.5%，與同類中層單位叫價相近。另
亦有代理反映，有置業人士本打算選擇天水圍居屋置業，惟銀行
估價不足，首期預算與私樓相若，故轉移目標，斥約 439.8 萬元
購入同區栢慧豪園2房戶。

Simon Tang, J.D., Ph.D.,
Attorney at Law

商業訴訟

車禍
醫生誤診

合 作 的 南 昌 站 項 目 及 元 朗 YOHO
Town 第三期，分別提供逾 3,400 套及
2,500套。長和則至少有8個項目待年
內發售，包括新例後“收票王”將軍
澳 的 緻 藍 天 ， 提 供 超 過 1,600 套 單
位 ， 其 中 740 套 於 今 日 （4 日 ） 開
賣。恒地將有至少10個項目於年內推
出，合供提供超過 2,000 套單位，包
括大角咀利得街的重建項目及馬鞍山
迎海第四期，合共提供逾800套。

復活節假首日 新盤沽 13 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
踏入復活節假期，今年新盤“收票
王”將軍澳日出康城緻藍天 3 日截票
累收 16,029 票，首批連加推合共 740
套正式開賣。發展商之一長實地產投
資董事黃思聰曾表示，市場對項目反
應理想，加推有機會加價，目前仍維
持今年銷售 1,000 套目標，加推單位
至少約 10%，即 165 套。根據入票數
字看，一半來自將軍澳區，一半來自

區外客，代理指不少是換樓客。
市場焦點主要集中在將軍澳的
緻藍天，3 日一手住宅交投未見特
別旺，全日有 13 宗成交。嘉華國際
旗下將軍澳的嘉悅 3 日售出 6 套，其
餘大埔的嵐山、大埔的天賦海灣及
馬鞍山的極御．星灣各沽出 2 套，
中海外西營盤星鑽沽出 1 套。另
外，工廈方面，金朝陽旗下葵涌青
山公路 iPLACE3 日亦售出 2 套。

去向未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
政府早年積極推地，增加住宅供應，
成效今年開始逐步浮現。據香港文匯
報統計，香港五大發展商可望於今年
提供逾 21,000 套，當中新地供應佔近
一半，其次是長和、新世界、恒地及
會德豐。面對現時求過於供的住宅市
場，相信對穩定樓價有一定幫助。
新地今年至少有12個項目有望在
年內推售，其中規模最大要數與港鐵

風險投新盤 二按埋炸彈

發展商狂出貨 2.1萬套應市

中文大學市場學系教授冼日明認為，銀行
對二手樓價估值不足，反映其對樓市的擔憂，
同時是向買家發出警號。“銀行生意一直以利
潤為導向，但現時銀行收緊估值，除了為回應
政府收緊按揭，壓抑泡沫外，更反映出銀行認
為樓市風險增大。”他指出，銀行估值不足令買家
上車更困難，“抬錢上樓”更令不少人轉投一手市
場，冰封二手成交。現時一手開賣時，發展商聯同
財務公司提供二按，實行借足九成，買家上車成本
大減。冼日明對此表示擔心，因為樓市泡沫爆破的
風險正由銀行轉移到買家身上。“政府的政策本身
希望藉收緊按揭以壓抑樓價，以及降低銀行風險，
但當中沒有限制一手市場二按就成為缺陷，風險變
相轉移到買家身上。”

不成功，不收費

刑事法

移民入籍

涉刑事之、疑難移民案件
公司登記註冊
刪除犯罪記錄、封存刑事案底
涉刑事之綠卡吊銷
稅務局審查及上訴
金融詐騙、非法集資、監獄保釋
涉刑事之公民入籍
地產稅減輕及上訴
青少年犯罪、偷竊、販毒、打架、持槍
移民扣押保釋、政治庇護
商業合同、民事糾紛談判和解
酒醉駕車、妓女罪、組織賣淫罪
移民法庭辯護、驅逐出境翻案
生意買賣、商業租約簽訂
無照按摩、無牌開店、足療服務違規
聯邦法院上訴
房地產買賣、過戶
代辦德州各類職業執照
遞解出境後重返美國
商標、專利申請
及營業牌照之申請
投資移民
遺囑、信託
性暴力、家庭暴力
親屬、工作、分公司經理移民
婚前協議、離婚
守行為期提早結束
旅遊、商務簽證及延期

10080 Bellaire Blvd., Ste. 220, Houston, TX 77072 (中國城Home Depot的北邊馬路對面，百利大道上)
傳真：832-201-7733
e-mail: info@tang-law.com
Licensed to Practice Law by Texas Supreme Court; Not Certified by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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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Offices of Sung & Associates,P.C.
地產買賣﹑
地產過戶﹑
各式租約﹑
各類地產相關合約﹑
貸款文件
H-1 及 L-1 等各類工作簽證﹑
傑
移 民
出人才及國家利益獲免等各種
職業移民﹐
各類親屬移民﹐
生活
擔保書及公民入籍等﹒
跨國投資﹑
爭議解決﹑
商 業 成立公司﹑
生意買賣﹑
各式商業合約
授權書﹑
家庭信託﹑
遺囑﹑
信託 各類遺囑﹑
及其它 無爭議離婚
房地產

負資產或隨加息重現

冼日明指出，由於二按的息口較銀行高，買家
供樓負擔增加，日後美國加息時，將進一步令供款
增加，同時樓價有隨之下跌的可能，就有機會重現
負資產的問題。他舉例以四成首期購入二手樓，即
使樓價大跌兩成仍未跌入負資產行列，但以一成首
期購入一手樓的買家，當樓價跌一成半時，即成為
負資產。他勸喻準買家現時入市必須審慎評估自身
供樓能力，以免日後美國一旦加息，物業無奈成了
負資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洪鏘、梁偉聰

雷允士律師
Jim Leavens, J.D.,
Of Counsel

意外受傷

近半個案估價不足

目前市場仍對今年會否加息，以及港府會否再加辣遏市存在
憂慮。劉圓圓建議：“準買家入市前可預先申請批核，讓自己有
價錢可參考，即使簽單時估價不足仍有預算。”
同時，由於不同銀行的估價有差別，已簽約的買家可向多
間銀行估價。倘多間銀行均估價不足，就避免借太盡，“讓自
己有緩衝空間，初次可先申請借五成，估價不足時可再借至六
成”。
至於考慮申造二按的業主，劉圓圓呼籲要留意息口變化，申
請時需通知現有一按的財務機構。二按的息口未如一按的低，倘
成功申造二按，每月供款將增加，業主需考慮負擔能力。

Sam 律師

家 庭 法 離婚,監護權,子女撫養費﹒
刑法,交通罰單 超速,酒後駕駛,及各類刑事辯護﹒
商 業 法 合同起草,成立公司,遺囑,信托及翻譯公證

燒。至於新盤發展商則見招拆招，提供優惠及二按計

入市應避免借太盡

Joe 律師

身份轉換,親屬移民,職業移民,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工卡,回
美證,入籍,更換地址﹒疑難案件查詢﹒我所的移民局常駐律師,親
自帶您與移民官面談﹒我所的移民法庭出庭律師,專辦遣返案件

不上實際成交價，二手買家只好避走，二手樓價有望退

香港文匯報最新從十大指標屋苑中，各抽取一個上月登記的
成交個案，以 3 間銀行（中銀、匯豐、恒生）網上估價，結果顯
示一半個案的估價不及實際成交價。3 間銀行之中，中銀估價不
足佔六成；匯豐剛好相反，估價高於成交價的單位佔六成；恒生
則“五十五十”。
然而，各大銀行網上估價與實際成交價相差幅度十分參差，
當中鰂魚涌太古城恒山閣低層單位，上月以約 918 萬元成交，根
據匯豐估價服務則報831萬元，差額達9.5%。
牛頭角淘大花園上月成交一個實用近400 呎單位，網上估價
最低報387萬元，與成交價420萬元相差達8.5%。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經濟分析師劉圓圓指，目前樓市受不少
外圍因素刺激，物業自估價至成交期間樓價或現一定波幅，再
加上近月仍湧現不少新高成交，造就個別業主心雄抬價，令網
上銀行估價與實際成交價有顯著落差。從近期的整體成交個案
中，當簽署臨時買賣合約時不少銀行均會估足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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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30

歲的受害人劉娟（化名）
說，袁某是通過微信與她認
識的。近日晚上，袁某開着她的車
趕往另一個女友住處時，突發交通
意外，袁某翻車顱內出血，當場昏
迷。交警處理現場後聯繫了她，醫
生卻通過袁某手機聯繫了他最近頻
繁通話的“女友”小周。

廣告天地

B4

“最萌身高差
最萌身高差”
”情侶拉埋天窗

20“女友
女友”
”探望揭騙局

■受害人劉
娟（化名）
在湖南長沙
講述袁某的
行騙手段。
網上圖片

美南版

宋秉穎律師﹐法學博士
Amy P. Y. Sung

德州﹐紐約律師執照

通國、英、台、粵語

Tel:713-988-5995 Fax:713-988-7787
E-mail:amysung@sunglawfirm.com
E-mail:sunglawyer@yahoo.com

新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7, (Inside of Corporate Plaza) Houston, Texas 77036
Licensed by

Supreme Court of Texas. .

Not Certified by Texas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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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稅箭在弦上轉動了誰的利益輪盤？
「什麼是物業稅？這房子我都買下來了，還要繳稅？」家住
北京市朝陽區柳芳北裡的劉大爺拿著報紙這麼問。
5 月 25 日，國務院批轉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 2009 年深化經
濟體制改革工作意見的通知》。這份通知中包含了收入分配調節、電
信體制改革、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等內容。作為其中一項內容，
「研究開徵物業稅」幾個字，卻引起了最多的關注。
當天出版發行的《北京晚報》上， 「國務院今年將研究開徵
物業稅」的大標題出現在頭版顯著位置。劉大爺正是從報紙上看到了
這個新詞。
算上標點符號，《關於 2009 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意見的
通知》對物業稅的表述僅有 42 個字， 「深化房地產稅制改革，研究開
徵物業稅，以上工作由財政部、稅務總局、發改委、建設部負
責。」
這幾年北京房價高漲，朋友街坊鄰居一起聊天的時候，房子
是個最時髦的話題。劉大爺也養成了關注房地產新聞的習慣，買來報
紙總不忘記翻翻地產版，看看自己的房子現在是個什麼價，哪裡的樓
盤又漲價了。但這次，劉大爺有些糊塗，這物業稅到底是什麼呢？
「兒子下班回家我問他，他說就是有房子的人要繳稅。」劉
大爺最關心，自己的房子為什麼要繳稅？要繳多少稅？
這些問題不僅僅劉大爺關心，自從 「研究開徵物業稅」的消
息披露之後，對物業稅的討論已經成為輿論熱點。
已經開徵的燃油稅給物業稅什麼啟示
最近一直到處看房的吳小姐看到國家要研究開徵物業稅的消
息後就有些猶豫，是否該再等等？她 2004 年進入北京一家事業單位工
作，眼瞅著房價火箭一樣上躥，也想早日擁有自己的住房。
今年年初起，北京的很多樓盤都開始打折促銷，吳小姐在朋
友的指點下每週末都去看房，然而讓她驚慌的是，每次看中的樓盤她
都搶不到。而且從 3 月開始，一些樓盤突然漲價。
買還是不買？最近兩個月的時間，吳小姐都在兩種想法間搖
擺不定。而國家要研究開徵物業稅的消息更加重了吳小姐的猶豫。因
為有些專家說，如果開徵物業稅就能使房價大幅下跌。
與吳小姐不同，在一家外企工作的銀小姐覺得物業稅還是遙
遠的事情。 「幾年前就討論過，喊狼來了好多次了。」
物業稅又稱地產稅，主要是針對土地、房屋等不動產，要求
其擁有者每年都要繳納一定的稅款。世界上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在徵
收，是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
在中國，最早關於物業稅的提出是在 2003 年，當年 10 月，
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 「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
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徵統一規範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收費」。
從中國房地產行業來看，在房地產開發建設、交易、保有的
各個環節中，有耕地佔用稅、契稅、印花稅、土地增值稅、營業稅、
個人所得稅、房產稅等 12 個稅種，其名目繁多、重複徵收的問題一直
為人詬病。用物業稅取代這些名目繁多的稅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相關部門解釋徵收物業稅的理由更是讓人興奮：物業稅的徵
收會讓房價大幅下跌。
這個說法有著吸引人的邏輯，徵收物業稅意味著房屋持有成
本增加，當這種稅率達到一定程度，炒房者就會因為持有成本太高而
放棄炒房，擁有多套住房者也會因為持有成本高選擇出售大部分房
屋，從而造市場上房屋供應量增加、房價下跌的效果。
就在此次研究開徵物業稅的消息公開後，北京市的一些房地
產中介機構就已經感受到了市場的細小變化。
「5 月 25 日之後，從我們門店反饋上來的情況看，很多業主
都打電話來咨詢物業稅的事情，房源登記量有了一些增加。」我愛我
家房地產經紀公司控股公司副總經理胡景暉告訴記者，國家放出的這
個信號已經讓一些業主心理上出現了變化。
然而，在北京師範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董藩看來，征物
業稅降房價的期望卻是難以行得通。

董藩認為，物業稅是一個長期性稅種，主要是開闢
稅源，增加政府收入，它的稅率一般是穩定的。如果指望用
它來調控房地產市場，並不合適，因為宏觀調控關注的是短
期市場狀況，適合作為調控工具的稅種，其稅率必須具有靈
活調整性。
「物業稅的徵收能夠增加住房所有者持有成本，能
降低投機者的收入預期，但這僅僅是影響房價的一個因素。
房價的走向還要受到市場供給、需求、大經濟環境等眾多因
素的影響。」一位業內人士這樣說。
這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物業稅是財產稅，其主要
作用是保障地方財政收入，國際上並沒有通過物業稅來調控
房價成功的先例。 「美國一直徵收物業稅，也沒能阻止其
房價上漲最終導致次貸危機的發生。」
胡景暉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假設一套房子市場售
價每平方米 1．2 萬元，那麼相關的稅費大概在 5000
元左右，如果開徵物業稅來取代這些稅費，房
價應該下降 5000 元。但如果考慮到市場供求
關係，房價究竟是上漲還是下跌就不好說了。
在很多普通人眼中， 「物業稅會帶來
房價下跌」是個打了問號的命題。
就在天涯論壇上，一位網友這樣表達
自己對物業稅的看法：我沒有房子，
我租房。但我知道，加稅之後，不管
加什麼稅，最終都要轉嫁到我的頭
上。
「政府推燃油附加稅的時候
說能降油價，現在原油價格衹有當時的一半了，汽油價格下跌了
嗎？」有網友這樣反問。
物業稅開徵繞不過產權這道關
「物業稅徵收的依據是什麼？」家住望京的孫小姐這樣表達對
物業稅的看法。
在一家事業單位已工作 8 年的孫小姐目前擁有兩套住房，這
兩套房子分別是自己所在單位的集資建房和老公單位的央產房。
在孫小姐看來，自己和老公將近 10 年的打拼，才有了一些財
富的積累，正處在努力改善生活狀況的階段。
「我的兩套房子並不是全款付清，其中一套也是銀行貸款買
下來的，每月還貸。」孫小姐說，如果現在要開徵物業稅，勢必要增
加在房子上的支出，生活的壓力必然會增大。
讓孫小姐不理解的是，自己在買房的過程中已經繳納了土地
出讓金、契稅、個稅等名目繁多的稅費，為什麼在保有房產的階段還
要再繳稅呢？如果徵收物業稅，那之前買房繳過的稅費能退回來
嗎？
「我覺得應該先把房價降到合理的價位，再來向老百姓徵收
什麼物業稅。」孫小姐說，物業稅對買不起房子的老百姓和買得起 N
套房子的富人來說，影響不大。那些真正的富人恐怕也不太會在乎什
麼物業稅，真正遏制的可能是中等收入人群，剛剛積累了一些財富就
被政府通過稅收的方式拿走了。
孫小姐並不完全反對徵收物業稅，關鍵是這個稅種能否起到
劫富濟貧的收入調節作用。
在中國目前的房地產市場上，存在商品房、經濟適用房、央
產房、軍產房、兩限房等不同種類的房產。物業稅的徵收是否一視同
仁？物業稅如果要開徵，該怎麼徵收？
如果開徵物業稅，地方政府是否還要收土地出讓金？怎樣保
證徵稅的公平性？
到目前為止，相關部門還沒有拿出一個具體的實施細則。而
在一些專家看來，物業稅的徵收困難重重。
中原地產華北區總經理李文傑一口氣就列出了五個問題，開

元青花的 2 個江湖

者。

對於眾多收藏者而言，元代青花是一個傳奇。700 多年前，
這些產自元代、如水墨畫般明淨素雅的青花瓷奇跡般地驟然出現，拉
開了此後青花瓷成為 「國瓷」的序幕，也留給後人一個個待解的背
影。
撲朔迷離的元青花
從今年 3 月到 6 月，首都博物館舉行為期三個月的元青花展
覽。這一展覽早在 10 年前就開始策劃，卻歷經波折。雖然據中國古陶
瓷鑒定專家、首都博物館副研究員王春城表示，參展的元青花遠未達
到他所期望的數量，但國內 24 家博物館的 67 件鎮館之寶，加上從伊
朗國家博物館遠道而來的 6 件元青花，其規模在北京乃至全國已為罕
有。
目前，大部分體制內的專家都認為流傳下來的元青花非常稀
少，全世界的真品僅有 400 件左右。伊朗、土耳其、英國等國的博物
館大約收藏了 200 餘件，國內現藏於各級博物館的元青花衹有 100 餘
件。
這意味著，在獲官方承認的國內真品中，廳裡展出的這批 73
件元朝青花瓷，幾乎佔了元青花總量的四分之一強，無怪乎媒體將這
個展覽冠以 「元青花狂歡」的字樣。
稀有之下，一件元青花的市場價值究竟多少？舉個例子來
說：2005 年， 「元青花鬼谷下山紋故事罐」在倫敦拍出了 2.3 億元驚
人天價，讓元青花從此一器難求。而此次首都博物館展出的元青花
中，包括雲龍紋梅瓶、蒙恬將軍玉壺春瓶在內的很多件展品，藝術價
值都不比 「鬼谷下山」遜色。
擁有如此高的身價，元青花究竟有什麼樣的魅力？
王春城在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談到元青花在青花瓷中的
地位時，用了 「龍頭老大」概括。
元朝時，橫跨歐亞兩大洲的蒙古汗國幅員廣闊，同阿拉伯國
家的商業交往極為密切。西亞人帶來了比國產鈷土雜質更少的鈷料，
景德鎮的工匠們就使用這種進口青料做呈色劑，加上本地的優質瓷
土，燒造出的元青花既具有晶瑩透亮的瓷胎釉面，又呈現出精美瑰麗
的藍色花紋，達到了極高的藝術水平。此後各朝，青花瓷都是主要瓷
器，產量極高，從而成為國瓷。
不同於其他朝代，元代的優質瓷器主要用於經濟貿易，供應
阿拉伯世界國家，很多元青花的圖案、畫法都是根據對方的需求而定
向生產的。因而，它成為中西文化交融的結晶，也被賦予了更深的文
化意義。
元青花是青花瓷器的肇始階段，流傳區域非常廣泛，而存世
的相關文獻資料極少，這不僅留給後人無限的遐想空間，也留下了一
堆難解的謎題。與此同時，因出土時間遲，人們對元青花的研究歷史
又非常短暫，直至上個世紀 50 年代，美國學者波普才最早認定了元青
花的存在，而當年中國的社會歷史背景使得國內學者對此的研究延至
更晚， 「國內持續地展開研究從 70 年代後期才開始，」王春城告訴記

因此，一直以來，元青花都身處一個非常
特殊的討論場景中，爭議不斷。比如，唐宋年間是
否存在青花瓷？國內什麼階層使用元青花？其發明
權、生產權是否都在景德鎮？是否與蒙古人崇尚藍
白二色有關？是官窯還是民窯所產……對這些問
題，專家們的觀點各有不同，元青花的世界也愈加
紛繁複雜。
民間元青花的身份謎團
在眾多爭執中，有很多問題都直接指向一
個焦點——中國到底有多少元青花？很多民間收藏
者和研究者認為，除江西外，福建等地還存在一些
元青花的窯址；而文博系統的專家給出的官方觀點
則是，產地基本都集中在景德鎮附近，且產量不會太高。
「景德鎮的知名度是 『砸』出來的，」王春城解釋元青花之
所以罕有， 「衹要燒制青花時的溫度不夠，或者有一筆漏畫了，瓷器
都會被砸掉。因而，現在留下來的都是當時人們認為最精美的東
西。」
至於現存的元青花數量，王春城認為， 「應該多於三四百
件，但也不會太多。」在國內，這些 「不會太多的」、被體制內專家
所認可的 「正牌元青花」大都存於各地博物館。
假使來自民間的 「元青花」持有者有意轉讓給博物館收藏，
這些專家們會使用一票否決制對其進行嚴格的論證和價格評估。
在 「正牌元青花」躺在博物館中享受認同感和優質待遇的時
候，民間卻突然有大批 「元青花」高調出現。
1988 年，上海社科院《社會科學報》總編、民間元青花收藏
家許明在北京的潘家園花 1000 多元買到了自己的第一個 「元青花」小
杯。那時，元青花在市場上還少得出奇。正是在那段時間，各地民間
藏家開始對其展開熱烈追捧。
90 年代末期開始，隨著國內各種基礎建設、舊城改造等工程
的大規模修建，新出土的 「元青花」不斷在市場上出現，數量驚人，
大批仿品也隨之而來。隨著國外拍賣會上元青花被高價拍出，國內對
其的挖掘、收藏隊伍也不斷擴大。王春城打了個比方， 「官方考古隊
的力量是有限的，而民間收藏力量像游擊隊一樣。」
2003 年到 2005 年，元青花在國際市場最高漲的幾年間，民
間元青花的收藏熱潮也達到了頂峰。
2001 年，許明作為美學史專家前往土耳其托普卡比宮考察那
裡的館藏元代瓷器，對其有了更為感性的體驗和認知。之後，他開始
大量收藏元青花，至今其 「元青花」藏品已達到 1000 多件。
據他的統計， 「民間收藏家發現和收集的元青花，已經達到
一萬五千件左右。」 一萬五千件 VS 三四百件，之間的懸殊實在太
大。 可是對這些藏品，文博系統的專家基本都不予承認。王春城就
認為， 「雖然近年來出土的元青花瓷片應該非常豐富，但整器不會太
多。」
很多專家認為，700 年後一下子出現這麼多元青花，而且是
近年來出現專著、照片、款式後才出現的，於理不合，贗品無處不
在。而景德鎮之外是否有其他大型窯址存在等問題也使真假元青花的
鑒定更為撲朔迷離。
針對民間元青花身份的真假問題，體制內的 「學院派」專家
和民間 「實戰派」收藏家各執一詞，好幾年前就開始在媒體上 「大打
出手」。
官民標準的分庭抗禮在文物界其實並不罕見，然而元青花的
情況似乎尤為特殊。 「其他的文物沒有這麼敏感、這麼不統一的。元
青花的價位沖得最高，太有名氣了；藏家手裡太多，民間輿論很高

漲，專家又咬死意見，矛盾很突出。」許明對《中國新聞週刊》
說。
許明認定的真品，在文博系統裡僅獲得了少數幾個專家的支
持，其中就包括李輝炳。
作為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李輝炳本來也支持 「民間都是仿製
品」的觀點。2005 年，一個廣東藏家說服他一同去江西南城——即著
名的 「鬼谷下山」瓷器出土的地方——某墓穴群考察。當時三峽移民
工程正在推土挖掘，半夜三點，他打著手電筒到現場，從正在挖掘的
墓裡看到了做工精美的元青花。
有了這次親眼目睹，李輝炳改變了觀念。他發現， 「館藏傳
世品的研究經驗對新出土的器物是遠遠不夠的，對元明清窯址考察又
不重視。專家都不下去，不與時俱進，這怎麼能行？」
他還寫文章談自己觀念的改變，但由於這與大多數體制內專
家的看法不一致，稿子被《文物》和故宮博物院的院刊都退了回來，
這在李輝炳的投稿經歷中也從未有過。因為堅持民間有大批元青花真
品，他還被同行們說是 「中了邪」 「瘋子」。 民間 「元青花」的身
份就在這樣的糾結中，始終沒有獲得它想要的名分。
命運兩重天
民間藏家手裡的 「元青花」不僅不斷遭到來自官方專家的集
體質疑，這還意味著，它將很難轉手，也賣不上價。
近年出土的 「元青花」市場價格都相當低，很多收藏者都可
能輕鬆買到。一些大罐子最低的價格僅 200 到 300 元，基本衹值運輸
費。這個價格甚至比很多仿冒品還便宜。
目前， 「元青花」藏者在民間可能成千上萬，但大部分還
是集中在百餘名大藏家手中。即便得不到大多數專家的認同，一些持
有者仍相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斷。收藏者陳紀平的自信來自於自己在巴
黎拍賣行八年練就的鑒別眼光。上世紀 80 年代末，陳紀平到巴黎淘
金，偶然被朋友帶進了拍賣行，在那裡，他第一次看到一件青花瓷賣
出很高的價錢。此後，他每天起早貪黑地守在拍賣行，看遍不同的文
物，拿著筆記本學習怎麼鑒別。
回國不久，陳紀平聽說景德鎮地下有部分元代瓷器沒有被砸
碎，都流到市場上去了。他立即給故宮博物院寫信、寄照片，但對方
回復說那是仿品。陳紀平於是調動自己所有的資金，還借了點高利
貸，花幾十萬把那批瓷器買了過來。 「他們都不認識，我就偷著
樂。」他對記者說。
事實上，並非民間藏家們都像陳紀平這樣篤定地 「樂」，因
為自己的元青花身份不明，這意味著收藏它們往往要冒更大的風險。
在首都博物館，一位正在參觀的中年收藏愛好者對記者說，自己研究
元青花好多年，也在潘家園市場上買到過 「元青花」，但 「買的時候
忐忑不安，怕買錯了，也怕就算是真的專家也不認」。
一些大藏家也存在搖擺不定的心理。王非忒是江西撫州市的
一個收藏家，也是當地東方古陶瓷研究所所長，他藏有幾十件 「元青
花」，曾經多次辦過展覽。 「他原來意氣風發地要跟我們一起戰
鬥，後來又說自己搞錯了，自我否定。」 上海社科院《社會科學
報》總編、民間元青花收藏家許明說。
在民間收藏艱難求證自己身份的時候，擁有官方 「身份」的
元青花卻在拍賣場上大展拳腳。2002 年，一件蓮池水禽松竹梅紋碗拍
出 900 萬元，另一纏枝牡丹紋獸耳罐在香港也拍出了 600 餘萬元。
此後幾年，元青花的價位一路飆高，2005 年 「鬼谷下山」的
元青花大罐更是在英國倫敦拍出了 2.3 億人民幣，以當天的國際牌
價，這些錢足以買到兩噸黃金。除此之外， 「歲寶三友」圖罐、魚紋
罐等多件元青花的成交價都在百萬以上。
這是一個很尷尬的收藏局面。畢竟，市場價格往往由官方的
判斷主導，民間收藏者還是衹能夠自娛自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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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盟影響力已下滑

猶豫不決

官方正牌VS民間黑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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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稱英脫歐公投尚未確定

數十年來，英國在歐洲享有超出比例的勢力，
但英國在歐盟的影響力正在消退，而現在甚至還沒
確定英國是否舉行脫歐公投。
其他歐盟國家都希望英國留下，但並非不計任
何代價。

徵物業稅後，已經一次性
繳納了 70 年土地出讓金的
業主將如何繳納物業稅？
一個家庭的首套自住房是
否應該免征物業稅？中低
收入家庭、經濟適用房及
限價商品房等的物業稅如
何徵收？過往公開或私下
持有多套住房的公務員是
否認定持有合法？全國所有的
住房信息是否已經互聯互動並
全部登記可查？
在他看來，這些關鍵問題不解決，物業稅的出台將需要相當
長的時間。 「住宅物業稅，十年出不來。」董藩對記者這樣表達觀
點。
在董藩看來，物業稅徵收最大的阻力是很多房子搞不清在
誰手裡。有一部分官員存在腐敗問題，他們不敢曝光的財產主要以房
產或金錢形式存在著。上海出了個 「炒房區長」，名下的房產達 14
處。重慶有個貌似清廉、沒錢買房的 「租房局長」，後來發現也是個
腐敗分子。
「誰來調查？」董藩說，普通百姓並不知道，有些房子根本
找不到業主，有些房子產籍資料丟失甚至被人為毀掉了，有些房子既
沒有產權證也沒有產籍資料。類似問題有很多，不容易解決。要征物
業稅必須以反腐敗鬥爭取得勝利為前提，這需要很長的時間。
對物業稅徵收對象的認定是目前普遍認為的難點。正是由於
這一點的存在，很多專家都對近期開徵物業稅抱悲觀態度。 「物業
稅已經箭在弦上，但距離成熟時機還早。」胡景暉說。
在胡景暉看來，國家之所以選擇這個時機重提物業稅，更多
的原因是 3 月份以來房價又上來了，北京有些區域的房價現在甚至已
經接近去年的最高點，這是不符合規律的。政府更多的考慮是給開發
商一個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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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夥伴肯定英國的開放式經濟、國際觀、軍
事力量、民主文化及高水準公務人員，儘管英國仍
然若即若離，並未加入歐元、申根公約、以及許多
司法合作關係，而且英國還永久享有攤派貢獻歐盟
預算的退款。
但若英國首相卡梅倫贏得 5 月 7 日大選獲得連

任，並尋求重新談判英
國在歐盟的成員國條
件 ， 然後 將 結 果 交 由
2017 年英國公投決定，
卡梅倫的爭取目標為
何 ，仍不明朗，這令歐
盟當局、德國及法國日
益感到不耐。
在上週一場助選的
電視專訪中，他表示歐盟的問題在於“有一些
優 點 ， 但有太多讓人惱火的事”，稱歐盟企圖掌
握太多權力。
“真正的危險在於，英國提出其他夥伴國家無
法達成的要求，”一名熟悉德國總理默克爾想法的
人士指出。
英國首相卡梅倫的核心圈人士認為，德國總理
默克爾將不惜一切讓英國留在歐盟，這種看法有可
能是判斷錯誤。
卡梅倫的反移民論調，導致一些長期盟友與英
國疏遠，像是波蘭等東歐國家。其他國家也不願與
英國站在同一陣線向歐盟討價還價，因為萬一英國
脫離歐盟，這份人情也就討不回來了。

保加利亞希望用特色
旅遊吸引中國遊客
綜合報導 保加利亞旅遊部長安格爾科娃在索非亞表示，保加利亞
將以溫泉、滑雪場、紅酒這些富有保加利亞特色的旅遊項目吸引中國遊
客，希望今後兩三年，到保加利亞的中國遊客每年超過 20 萬人次。
在與到訪的中國國家旅遊局局長李金早舉行的會談中，安格爾科娃
說，保加利亞將積極參與中國-中東歐國家旅遊合作，已經起草了一項行
動計劃，其中包括向中國遊客介紹富有保加利亞特點的文化旅遊項目，
如溫泉旅遊、滑雪旅遊和紅酒旅遊，建立保加利亞-土耳其-希臘、保加
利亞-羅馬尼亞-塞爾維亞聯合旅遊線路，以此來吸引更多中國遊客。
她說，保加利亞旅遊部、外交部等保方政府部門正在積極解決北京
到索非亞的直航問題，希望從包機起步，然後設立北京-伊斯坦布爾-索
非亞航班，最後實現北京-索非亞直航。她還表示，保外交部正在同有關
部門協商，希望把保加利亞的涉華旅遊簽證外包，在中國北京、上海等
主要城市成立保國旅遊簽證代理公司，以方便中國遊客來保。
據安格爾科娃介紹，去年到保加利亞的中國遊客只有 1.6 萬人次，
保方希望在今後兩三年，每年能吸引超過 20 萬人次中國遊客來保旅遊。
李金早說，中方感謝保方為擴大中保旅遊合作所作的努力。中國-中
東歐國家旅遊合作機制的建立為兩國擴大旅遊合作奠定了基礎。他
建議，成立中保旅遊商會，讓更多中國旅遊機構了解保加利亞，有助於
向中國遊客推介保加利亞的旅遊產品。
李金早表示，保加利亞的特色旅遊對中國遊客很有吸引力，希望保方
能夠在完善旅遊設施方面作出努力，如在旅遊景點設立中文標識，配備能
說中文的導遊、增加符合中國人口味的餐館，以方便中國人到保國旅遊。

老監獄改成青年旅館
遊客體驗“牢房”過夜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西澳大利亞州（Western Australia）唯一一座世
界文化遺產建築——19 世紀的弗裏曼特爾（Fremantle）女子監獄，如今
被改造成為青年旅館，遊客可住在佈滿鐵絲網的“牢房”裏。
經過 9 個月的改造，這座老監獄已被翻新完成，儘管其依然很像監
獄，包括保留了鐵絲網、牢房以及活動場地，但住在裏面卻非常舒適。
從本週開始，弗裏曼特爾監獄青年旅館的客房已開始接受預訂。
弗裏曼特爾監獄青年旅館女發言人艾米麗· 艾伯特（Emily Abbott）
說，這個改造計劃已經醞釀了 5 年，但一直沒有真正實施。現在，它已
經變成澳大利亞最獨特的寄宿場所之一。
弗裏曼特爾監獄的西北部分建造于 19 世紀 50 年代，被用於關押女
囚。而隨著西澳大利亞犯罪人數增加，這座監獄也開始進一步擴展，直
到 20 世紀 70 年代 Bandyup 女子監獄建成後，才再次出現空置空間。
1991 年，弗裏曼特爾監獄全部關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正式證明
其歷史地位，並將其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艾伯特說：“在成為世界
遺產後，許多開發計劃被擱置。直到 2014 年 4 月份，這所監獄最終被批
准改建為青年旅館。”

缺乏支援
去年卡梅倫呼籲修改歐盟條約，限制歐盟移民
的自由流動，默克爾與其他領袖很快對卡梅倫表示
不可行。沒有人願意冒然修訂條約，因為此舉可能
引發歐盟內部分裂，並可能在法國、愛爾蘭與丹麥
等國引發公投。
部分歐盟外交人士希望英國選舉結果能消除公投
威脅。反對黨工黨已表示不會舉行公投。但即便由工黨
組成政府，英國脫歐的不確定性也不太可能長久消散。
“英國向來對歐盟政策有巨大的影響力，但正
在失去這種影響，”前丹麥駐歐盟大使、親英派人
士 Poul Skytte Christoffersen 表示。
“沒有人希望跟著英國一起走，因為你不曉得
會被帶向何方。由於這種不明確性，將會更加缺乏影
響力。事實上，這種情況會持續很久。”他表示。
他表示，丹麥、北歐國家與荷蘭這些與英國一
樣迷戀自由經濟與自由貿易的國家，對英國影響力
消退深感憂心。

連鎖反應
但在前工黨政府英國歐洲事務部部長丹尼斯· 麥克

沙恩看來，在主流反親歐媒體的慫恿下，英國的政界可
能會發生連串事件，將這個國家帶上脫離歐盟之路。
麥克沙恩稱，為了將保守黨團結在一起，卡梅
倫將被迫設定無法實現的談判目標。在大多反歐盟
的媒體驅使下，就是否脫離歐盟舉行公投將成為英
國人表達對政治體制憤怒情緒的一個機會。
“如果他們能夠進行公投，他們就可以投票反
對倫敦精英階層的說法，發泄一下他們的反政治情
緒，”麥克沙恩寫道。
支援歐盟的人士中缺乏一位有魅力的領導人，
能夠與英國獨立黨領袖法拉奇和反親歐派保守黨
員、倫敦市長約翰遜相抗衡。
總部位於布魯塞爾的歐洲政策研究中心在本月
發佈了一份名為“英國在歐洲的未來”的評論。評論
總結道：“總體來看，上述證據支援常識性的觀點，
即繼續留在歐盟，同時推進改革進程，但保留重要的
退出歐盟的選擇權，符合英國的最大利益。”
評論還稱，英國沒有太大必要從布魯塞爾收回
權力，或是就退出歐盟進行更多協商。歐盟已在就
簡化程式進行改革，英國的幫助將令歐盟受益。
不過，這一務實的結論能否在公投中戰勝政治
認同情感，現在還很難說。

俄能源部
能源部：
：俄或對烏再次
實施天然氣價格優惠方案
綜合報導 據俄羅斯媒體報道，俄羅
斯能源部長亞歷山大· 諾瓦克表示，俄羅
斯政府近期將儘快研究確定一套有關向烏
克蘭輸送天然氣價格折扣的方案。
報道稱，諾瓦克指出，近日，俄能源
部收到來自歐洲委員會的請求，希望俄方
能夠考慮給予烏克蘭在購買俄羅斯天然氣
時獲得優惠。諾瓦克稱，俄羅斯政府近期
將儘快確定這一優惠額度，很有可能會與
之前的折扣相同。
據悉，俄羅斯此前給予了烏克蘭購
買天然氣時的優惠，該優惠方案為期 5
個月。
目前俄烏之間對天然氣價格的心理差
距較大。烏克蘭方面曾表示希望今年 4 月
起的天然氣價格為 250 美元/千立方米，而
目前俄對烏輸送天然氣價格為 329 美元/千
立方米。

由於烏克蘭長
期大量進口俄羅斯
天然氣並拖欠債務，
俄 方 從 去 年 6 月 16
日起對烏實行預付
款供氣機制。根據
這一機制，俄方根
據烏提前支付的金
額向其供應天然氣，烏方則對俄大幅提
高對烏天然氣售價表示不滿。而烏克蘭
是俄羅斯天然氣出口過境國，雙方的爭
端還牽扯到歐盟國家的能源安全問題，
使得事件更為複雜。
此前，烏克蘭能源部長傑姆齊欣表
示 ，由於俄羅斯對烏天然氣售價高於對
歐盟價格，烏方認為可以直接從歐盟國家
購買，而且目前烏克蘭日均所需天然氣量
減少，庫存充足，因此烏正考慮從 4 月起

暫停從俄進口天然氣。
但報道同時指出，俄烏間對天然氣問
題的分歧仍有轉圜餘地。俄烏間新一輪天
然氣問題談判將於 4 月 13 至 14 日在柏林
舉行，雙方依然可能就價格和付款問題達
成一致。傑姆齊欣表示，如果俄方同意以
歐洲價格向烏出售天然氣，烏方將繼續從
俄方購買，並希望相關協議延長至 2016
年，而且烏方將繼續保障俄天然氣過境運
輸服務。

俄西伯利亞發現新種恐龍
身高 20 米歷來最大

綜合報導 俄羅斯科學家近
日宣佈在西利比亞發現新種恐龍，
據估計身高可能高達 20 米，的是
歷來所發現最大型恐龍之一。
俄科學家 2008 年在西伯利
亞西部發現恐龍化石，起初認
為是屬於一種巨型草食恐龍，
但經多年分析後確認該化石屬
於全新品種恐龍，是歷來最大
型恐龍之一。
據估計，這種恐龍生活于
約一億年前的白堊紀晚期，身
高可達 20 米，與體長達 40 米、
體 重 達 100 噸 的 泰 坦 巨 龍 （ 雷
龍）有關。
該恐龍化石是俄羅斯托姆斯
克州立大學的古生物學家，在基
亞河沿岸的岩石層發現，為了不
破壞周圍的其他古生物化石，研
究人員只抽取碎片。
新品種恐龍被稱為“西伯利
亞龍”（Sibirosaurus），專家認
為，1995 年在同一地點發現的恐
龍腳化石，也是屬於相同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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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靚苗米
經濟，營養，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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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提名作業 國民黨：4月中旬啟動
（中央社）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表態參選
總統，國民黨中央表示，4 月中旬會開始啟動
總統提名作業程序，相關時程將經中常會通過
後公告。
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昨天表示參加國民黨
總統初選， 「破釜沉舟、心意已決」一定堅持
到最後。
立法院長王金平日前到台北科技大學演講
時， 「我還年輕，有能力做事情，保持這樣年

輕狀態，不想累、不覺得累，該做的事，努力
以赴！」一席話，引發外界聯想。
身兼新北市長的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日前宴
請國民黨中常委，席間面對中常委勸進參選
2016 年總統，也尚未鬆口。
國民黨文傳會表示，按往例會在 4 月中旬
啟動黨內提名作業程序，相關選舉辦法將經中
常會通過後公告，包括領表、連署等時程。

大陸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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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馨予《魔卡行動》情迷意大利

曝超豪華陣容

李蒨蓉登阿帕契 軍方：會有第2波懲處
（中央社）藝人李蒨蓉登
上阿帕契直升機，陸軍司令部
公布 5 人懲處名單，軍方被問
到是否有第二波懲處時表示，
在充分檢討後，一定會再有相
關懲處。
李蒨蓉 3 月 29 日到桃園龍
潭 的 陸 航 601 旅 ， 竟 登 上
AH-64E 阿帕契攻擊直升機，
事後還在臉書貼出照片，還出
現具機密性、軍方向來不允許
媒體靠近拍攝的直升機儀表板
，引發輿論譁然。
陸軍司令部下午舉行記者

會，懲處航特部中將指揮官陳
健財被記過 1 次、航特部 601
旅少將旅長簡聰淵記過 2 次、
601 旅上校參謀主任談家成因
是當天基地留守主官，被記大
過 1 次調離現職、601 旅作戰
隊中校隊長曾明雄記過 2 次；
帶李蒨蓉一行進入營區的中校
副隊長勞乃成，被記大過 1 次
調離現職，並移送法辦。
被問到是否還有第二波懲
處名單？軍方表示，絕對會做
充分的檢討，包括進入的門禁
管制，到棚廠管理，等待時間

調查結果後，一定會有相關懲
處。
軍方也表示，會對於手機
資安等規定，有更嚴密的規定
；另外，全案已交由桃園地檢
署偵辦，軍方會全力配合。
軍方表示，由於勞乃成為
高階軍官，所以才能夠帶人進
入棚廠內參觀。
陸軍副司令潘家宇中將也
向社會大眾致歉，對於如此優
秀的高階軍官，卻不遵守規定
，犯下嚴重錯誤表示遺憾。

2015 年 4 月 4 日

Saturday, April 4, 2015

由蘇有朋首次執導，歐豪、
楊洋 、 陳都靈 、 馬思純 、 段博文 、
胡 夏 、關曉彤等人主演 、根據饒雪
漫同名小説改編的電影《左耳》將
于 4 月 30 日 上 映 。 近 日 ， 由 歐 豪 、
楊洋、胡夏三位男主角演唱的電影
推廣曲《放心去飛》備受網友的肯
定與喜愛，歌曲 表 達 了 摯 友 間 分
離 時 的 感 傷 與 祝 福 ，因此它也勾
起了不少書迷和影迷關 于 學 生 時 代
的 難 忘 回 憶 。 臨《左耳》上映前一
個月，電影再度發布畢業宣傳短
片 ，短片將焦點鎖定在了幾位普通
人的畢業情懷上。片中，每個人都
講述了自己和最親密朋友間的畢業
故事，在畢業季前夕再度掀起一股
回憶暖流。
畢業季離情依依 難忘記憶中的你
短片中，既有幾位主角們畢業前
“瘋狂”與“安靜”相焦灼的復雜
情 緒 ， 也有畢業那天淚眼朦朧卻至
今歷歷在目的離別情景。而那些“與
好友臨別前説的最後一句話”的記憶
更像是一部時光機，將大家帶回到了
分離那天，重溫了那一刻的不舍、遺
憾、叮嚀與祝福。
此時，中學生已經進入了備戰中
高考的衝刺階段，大學生們也都為了
“展翅高飛”而奔忙。其實畢業季正

是青春的一處縮影：拼搏過後伴隨著
的是不得不面臨的離別，正如成長的
喜悅中也必定會夾雜著苦澀與酸楚。
就像電影推廣曲《放心去飛》裏所
唱：沒人能取代記憶中的你，和那段
青春歲月。那段日子和陪伴自己走過
的人無論離開多久，都能夠清晰準確
的被我們説起，或笑語盈盈，或泣不
成聲。
《左耳》中兩次畢業 憶鎖在校園
裏的青春秘密
在電影《左耳》中，幾位主角也
經歷了兩次對于他們而言具有人生轉
折意義的畢業。在這兩個重要的岔路
口，有他們年少輕狂犯下的錯誤或是
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然而時過境
遷 ， 當成長和回憶相互交織，回不去
的那幾年反而成為了寶藏，讓他們無
悔鑒定的放心去飛。青春雖然沒有答
案，但張漾、許弋、李珥、吧啦、黑
人、尤他、蔣皎幾個人的那些青春的
秘密，卻可以去電影《左耳》裏一探
究竟。
電影《左耳》將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全國上映，歐豪、楊洋、陳都靈、
馬思純、段博文、胡夏、關曉彤幾位
主演將用他們的青春故事拉開畢業季
的大幕，用誠意演出鼓勵畢業生們放
心去飛。

B11

《左耳》發畢業宣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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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畢業季的回憶

台灣新聞 1

劉志攻訪英格蘭密市 推經貿外交

中華民國駐英國代表劉志攻夫婦偕教育組長歐陽彥恆、經濟組秘書郭妙英
中華民國駐英國代表劉志攻夫婦偕教育組長歐陽彥恆、
經濟組秘書郭妙英、
、業務組秘書尹文新
等人，
等人
，於當地時間 4 月 1 日訪問英格蘭白金漢郡的密爾頓凱因斯市
日訪問英格蘭白金漢郡的密爾頓凱因斯市。
。

F-18迫降 學者：別膨脹台美關係
（中央社）因機械因素降落在台南的美軍
F-18 軍機，昨天下午飛離台灣。學者認為，這
次事件凸顯美軍把台灣機場當作緊急 SOP 的一部
分，但台美關係要務實看待，無需過度膨脹。
美軍 F-18 軍機自 1 日下午迫降台南機場後，
成為台灣大事件，雖然公開訊息都強調是機械故
障，但網路上也出現各種揣測，包括 「對陸釋出
訊息」或有其 「政治意義」等。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及戰略所助理教授黃介正
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美軍機迫降台灣是極為
罕見，所以引發熱議是可以理解，但是不需過度
解讀或揣測。
黃介正指出，美方在這次事件上應該沒有誤

導大家，但是也沒有說出完整故事，更容易引發
揣測，但從美方強調是依標準作業程序（SOP）
迫降台灣機場，顯然美方把台灣視為友好國家，
因此在美軍緊急 SOP 中納入台灣機場。
但他認為，即使如此，也不必過度膨脹台美
關係，不管是美國國務院或美國在台協會的感謝
，都是禮貌上該做的事，基本上還是要務實看待
台美的往來。他舉例，如果你家小孩在外面跌倒
受傷，別人家長帶到家裡擦藥，說聲感謝不代表
兩家成為至交。
相較於民眾關切為何 F-18 選擇迫降台南機
場，黃介正說，其實更應該去了解美軍在空中當
時是執行什麼任務？整件事才不會失焦。

近日，由拍攝過《旺角卡
門》《門徒》等叫座影片的導
演姜國慶執導，張馨予、喬任
梁主演，影帝任達華、“邦女
郎”瑪莉亞· 嘉西亞· 古欣娜塔
等眾多超強卡司加盟的的動作
喜劇愛情電影《魔卡行動》
（暫定名），在意大利北部典
雅浪漫的古典名城帕維亞正式
開機。

張馨予“假面”示人
意大利邂逅愛情

商戰、警匪等元素的跨國愛情
故事。劇中張馨予所飾演的李
菲菲隱藏起自己富二代身份，
以“女屌絲”裝扮邂逅了同樣
擁有雙重身份的神秘“男屌
絲 ” 喬任梁，兩人戴起“假
面 ”在意大利共同經歷了一係
列驚心動魄的事情。
而一直女神范兒示人的張
馨予，一改往日風格，脫掉長
裙高跟鞋，以黑框眼鏡加牛仔
帆布的休閒裝扮出現，新鮮的
角色轉換令人期待值飆升。

《魔卡行動》講述了因中
國富豪之間一場爾虞我詐的跨
國並購案，而上演的一場集合

跨國奉獻視覺盛宴
超強卡司傾情加盟

除了張馨予全新的角色
挑戰，為了能完美呈現影片
中的景象，百人制作團隊跨
國取景拍攝，橫跨米蘭上
海 ，聯合意大利馬可波羅傳
媒有限公司和意大利倫巴第
大區電影協會合作拍攝，努
力打造一場視覺盛宴。據悉，
除已開始拍攝的影帝任達華、
“邦女郎”瑪莉亞等大咖，
更邀請到一位片方尚未 曝 光
的國際級巨星加盟該劇，
攜手白凱南、陳靜、蔡宜達
等影壇新勢力，一齊為觀眾
傾情打造這一部混合眾多元
素的“混血”大片。

《蒸發太平洋》開拍
張雨綺全情投入片場受訓

美 FF-18
18 軍機 飛離台灣

因機械因素降落在台南的美國 FF-18
18 軍機
軍機，
，3 日下午 1 時 13 分，2 架都起飛離開台灣
架都起飛離開台灣。
。

由 “超人”布蘭登· 羅斯、性感女星張雨綺
等聯袂主演，好萊塢制作團隊傾力打造的科幻冒
險電影《蒸發太平洋》在馬來西亞著名的影棚
PINEWOOD 基地正式開機。彩排現場照中，“李

民進黨菁英：應去除逢中必反印象

（中央社）政大教授童振源主編
新書 「面對：民進黨菁英的兩岸未來
」將出版，訪談民進黨內各方菁英，
黨內人士建議，民進黨應該去除 「逢
中必反」的民眾印象，邁向執政的最
後一哩路。
童振源與台商雜誌社社長李曉莊
主編的新書 「面對：民進黨菁英的兩
岸未來」，邀請民進黨派系領袖、直
轄市長、立法委員及重要幕僚，分析
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走向及建言。
前行政院長謝長廷、前海基會董
事長洪奇昌、前陸委會主委陳明通、
台中市長林佳龍等人受訪；前經建會
主委陳博志、前立委林濁水、東吳大
學政治學系副教授羅致政等人撰稿。
童振源昨天指出，書中大部份受
訪者與撰稿者都判斷，國民黨在 2016
年不敢再打兩岸牌與經濟牌；就算國

民黨再打這兩張牌，也不靈，對民進
黨沒有太大殺傷力，甚至可能是民進
黨的優勢。
童振源說，也有部份人士認為兩
岸關係仍是國民黨的強項，只是國民
黨的優勢已經大幅衰退，而民進黨應
該去除 「逢中必反」的民眾印象，邁
向執政的最後一哩路。
陳明通在書中指出，總統馬英九
主政下的兩岸關係，已面臨失衡危機
。民進黨要做的工作，就是要重新導
回平衡狀態。為 2016 年的大選準備，
民進黨必須著手在中美、區域和台灣
內部三方中，建構新的平衡策略。
陳明通說，國內民意和兩岸政策
之間也要尋求平衡。馬總統認為，大
陸政策的數字很亮麗。但九合一地方
選舉時，那些 「中國概念股的人」站
出來後，全變成負面因素，主要就是

因為 「失衡」。
陳明通指出
，政府要求經濟
開放，但中國的
市場台灣廠商吃
不下。但台灣對
中國開放市場，
卻讓對岸慢慢吃
掉台灣，最後兩
頭空。這就是老
百姓的焦慮。
羅致政則認
為，戰略上，民
李蒨蓉搭阿帕契 軍方說明懲處
進黨應該 「以時
藝人李蒨蓉登坐陸軍阿帕契直升機引發爭議，
藝人李蒨蓉登坐陸軍阿帕契直升機引發爭議
，陸軍司令部 3 日下午召開記者會
日下午召開記者會，
，說明調查狀況
間換取空間」；
和懲處。
和懲處
。
戰術上，可以考
慮採取更自信、
羅致政說，面對北京 「入島、入 要能主動出擊；只有主動出擊，才能
更主動、更具創意的做法，來面對與
戶、入心」的政策進逼，民進黨主政 消弭台灣民眾對民進黨逢中必反或者
進行兩岸的各種交流。
之下的台灣不能只有被動接招，一定 畏懼兩岸互動交流的錯誤刻板印象。

連傑師 弟 ” Russell Wong、 廖 碧 兒 、 蔣 夢 婕 、
王 陽 明 、吳天瑜、Tazito Garcia、Kaiwi Lyman 等
實力演員組成“六國”陣容。其中，久未露面銀
幕的張雨綺以工作狀態露面，投入自己的首部英
語對白電影，身著灰色帽衫，綁著俏皮的
丸子頭，全素顏的她氣色頗佳，與國際班
底合作融洽，顯得頗為享受。
全情投入，張雨綺片場受訓
作為國際科幻大片，《蒸發太平洋》
從全球媒體見面會、宣布主創陣容到開
機前巨資置豪華場景，就一直佔據著視
線的焦點。日前，《蒸發太平洋》正式
在 影 棚 PINEWOOD 基 地 開 機 ， 一 組 彩 排
片場照片也同步曝光，只見十數名主創
及演員圍坐在會議室的長桌旁討論劇本。
其中，張雨綺身穿舒適簡潔的灰色帽衫，
長發隨意挽成俏皮的丸子頭，全素顏的
她皮膚依舊白皙，氣色頗佳，儼然一副
鄰家女孩的模樣。她時而緊扣帽子聚精
會神地研讀劇本，時而俏皮托腮，時而
與電影導演周文武貝認真交流，講戲期
間，張雨綺更是與“超人”布蘭登· 羅斯、
導演及其他主創互動頻繁。

www.thaispice.com

CUSTOMER APPRECIATION MONTHS
（中央社）總統馬英九昨天說，警政署長
王卓鈞在 6 年 9 個月任期內讓犯罪件數降低、破
案率提升，也讓酒駕死亡人數大量減少，更提
升警察滿意度，相關數據都比 20 年前好，感謝
他付出。
「中華民國警察之友總會」晚間在警政署
舉辦慰勞警察聯誼餐會，邀請總統出席並頒發
民國 103 年防制酒駕工作成效獎座給得獎的縣市
警局。
總統致詞時表示，肯定敬佩警察辛苦，警
察最重要的業務是治安和交通，但民眾遇到問

題也會找警察，像家庭糾紛或協助 「抓東西」
，員警都會盡力完成。
馬總統說，經統計，去年酒駕肇事死亡人
數 169 人，和民國 102 年相比少 76 人，和 95 年
相比更減少 558 人，相關數據是近 20 年的新低
。
總統肯定警方防制酒後駕車成效，他表示
，政府自 101 年起加強各項防制酒駕作為，透過
跨部會合作，讓酒駕肇事死亡人數逐年下降。
總統提到王卓鈞任內執行的治安事蹟，像
是犯罪件數降低、破案率提升、酒駕死亡人數

4.95

大量減少，提升民眾對警察滿意度。
馬總統說，為感謝王卓鈞對治安付出，特
別頒發勳章，感謝他的貢獻，此外，據美國商
會調查，住在台灣的美國人，都認為台灣治安
很好， 「家人晚上出門也感到安全，不是自我

感覺良好」。
總統最後感性的說，這是王卓鈞最後一次
參加警友會聚餐，對他表示肯定和敬佩，也感
謝全國員警的配合，馬總統致詞完後拿起手上
的紅酒喊 「乾杯」，感謝王卓鈞的付出。

金荷 713-772-2999 中國出國 713-988-5200
永盛 713-271-8186 燕窩城參茸 713-776-2888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5.95

5.95

Spring Special Price, Good from March 1st to April 30th
Dine in or Take out

便宜 好吃 種類繁多甜點
歡迎自帶酒水

從曝光的彩排照可以看出，任由外界紛紛擾
擾，張雨綺一心只在工作中。據悉，作為英語女
主角，為了盡快投入到國際化劇組的氛圍，張雨
綺早便抵達 PINEWOOD 基地，進行劇本圍讀和彩
排，並提前接受片方提供的相關課程訓練，滿滿
當當的工作安排使得她的劇組生活十分充實。雖
然課程的內容暫時不能透露，但片方表示，這些
訓練將助推張雨綺完成對角色的突破升級，絕對
值得期待。
好萊塢首秀，英語對談“超人”
據悉，《蒸發太平洋》講述了一個發生于
2020 年，一架載滿精英人物的越洋航班上，上
演的一場緊張刺激的空中版“泰坦尼克”的科
幻冒險故事。而該片也是張雨綺首部英語對白
的電影。開拍之前，她就下決心準備好好學習
英語，打好進軍好萊塢的第一仗。如今，她的
英語水平進步很快，順暢的溝通完全不在話下。
此前，在洛杉磯的全球媒體見面會上，張雨綺
就用英語與主持人對答如流。在講戲期間，由
于中外演員和好萊塢制作班底齊聚，臺本採用
中英文雙樣式，導演切換雙語與演員溝通，這
對于張雨綺來説已並非難事，她頻頻點頭表示
“清楚，明白”。

首批演員陣容曝光
同時，繼洛杉磯全球媒體見面會之後，《蒸發
太平洋》曝光首批演員名單，來自中國、美國、馬
來西亞、加拿大、墨西哥、西班牙這六個國家的人
氣演員組成“六國聯軍”強大陣容。其中，外籍演
員包括好萊塢著名華裔演員、李連傑師弟、出演過
《木乃伊》、《致命羅密歐》等影視作品的 Russell Wong，馬來西亞”影後”吳天瑜，溫哥華華
裔小姐冠軍廖碧兒以及 Tazito Garcia、Kaiwi Lyman
等實力派。
由于《蒸發太平洋》的英文要求，片方精
挑細選國內演員，鎖定人氣旺、顏值高、英語
好等要素。最終，被封為“中國臺灣第一帥”、
曾出演過熱播電視劇《我可能不會愛你》的王
陽明，借此迎來自己的首部大銀幕作品。90 後
當紅女星蔣夢婕，因頻頻亮相國際時裝周和曾
在美國遊學的經歷也備受青睞，將在《蒸發太
平洋》中出演重要角色。同時，在新馬市場頗
有知名度和號召力的“小鮮肉”戴向宇也有重
要戲份。
據悉，電影《蒸發太平洋》將使用 2D 拍攝、
3D 後期轉制的標準制作流程，預計于 2015 年賀歲
檔與觀眾見面。

時尚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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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裙叉越开越
高袁女星们的臀部也野晚
节不保冶遥巨星章子怡
虽在今年的戛纳开幕式
红毯上略显低调袁但一
身 Dior2013 春 夏 高 定
高开叉透视碎花改良旗

Jessica Hart 身穿单肩亮

袍却让她在闭幕式上占

粉 色 高开 叉 礼 服 裙 清

尽了风头遥黑底裙摆间

辣妈米兰

新亮相戛纳红毯遥金色

的萦绕着绿叶粉花袁在

达虽已正

的 腰 封划 分 出 完 美 的

她身上你仿佛看见一片

身 材 比例 袁 更 突 显 了

式表示今

璀璨星空下的无边花

Jessica Hart 的 长 腿 风

年走完维
秘后不再

韵遥

续约袁但丝

臀袁让她瞬间变的更加性感妩媚遥

毫挡不住
她在时尚
圈的光芒遥米兰达-可儿不仅横扫街拍袁在红毯的表现也都堪称
完美遥金属腰带搭配黑色长裙袁腰部镂空设计让米兰达的大好身
材展现无余遥

所有人尝试红毯高开
叉时袁并不一定都能成
功遥小 S 徐熙娣的尝试
就有点东施效颦的意
在本届戛纳一经亮相就

不 甘 落 后 的 Freida Pinto

味遥穿单肩蕾丝高开叉

大受好评的张雨绮也是

同样选择了高开叉长裙

纱裙袁脚踩拼色环踝高

高开叉的忠实拥护者遥

亮相戛纳袁璀璨的亮片装

跟鞋袁尽管在拍照期间

这件 Elie Saab 礼服 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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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效應 學者籲思考議價籌碼

章子怡领衔高开叉领衔
露臀走光抢镜成风

海袁耀眼的耳环风情万种袁关键是那霸气侧露袁若隐若现的长腿美

台灣新聞 2

饰袁让 Freida Pinto 性感

不断骚首弄姿尽显性

小姐倒也撑得起袁性感

的小麦色肌肤增添了一

感曲线袁去只留给公众

自然不说袁气场也着实

抹神秘色彩遥

一个"做作"的印象遥

（中央社）前民進黨中國
事務部主任賴怡忠昨天說，亞
投行後面出現的效應，以及美
國之後應對的作為，會讓台灣
有不一樣的議價空間與籌碼，
如何利用此機會，值得台灣思
考。
經濟民主連合昨天召開
「台灣如何面對亞投行」座談
會，邀請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賴
怡忠、前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
會主委顏建發等專家學者座談
。
賴怡忠認為，美國在亞投
行吃了悶虧，會採取雙管齊下
作法，一方面是與中談判，看
是否日後要加入，或與亞投行
合作，二方面則會改革與強化
既有的亞銀、亞太經合會、
IMF 及世界銀行等單位的能力
，與亞投行分庭抗禮，甚至其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的
談判速度與願意讓步的幅度也

可能增加。
他說，台灣無法影響前者
，但卻能夠利用後者，這正是
可能的機會所在。
賴怡忠說，有人認為台灣
必須加入，否則會被邊緣化。
但他認為，亞投行與邊緣化無
關，台灣不會因為不入亞投行
就失去區域經濟整合機會，重
點還在 TPP，一個以中國為主
導的多國銀行單位，台灣在主
權地位上可能連亞銀模式都守
不住，投入金錢也無法影響決
策，這樣的投入只是浪費資源
。
他建議，台灣應與美日溝
通，針對其在亞銀、世界銀行
、 IMF、 APEC、 WTO、 TPP
等可能的發展對案，尋求提升
台灣在這些對案的位階與經濟
機會，以此作為加強台灣與美
、日、加拿大等國深化合作的
契機，提出台灣希望要有的東

沒設專戶就收獻金 最少開罰20萬
（中央社）監察院說，立委擬參選人即日
起，可收政治獻金，但一定要先申請許可設立
政治獻金專戶；若未經許可就收政治獻金，可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 20 萬元到
100 萬元罰金。
下屆總統與立委選舉明年 1 月 16 日投票。
監察院說，立法委員擬參選人得自今年 4 月 1 日
起，向監察院申請許可設立政治獻金專戶；總
統、副總統擬參選人得自今年 5 月 20 日起申請
許可設立政治獻金專戶。
監察院指出，立委擬參選人可收受政治獻

强大遥只是那高高撩起
的裙摆让张小姐的美腿略显精壮遥

3527 Highway 6, Suite 190, Sugar Land, TX 77478
Tel: 281-433-0517

E-mail:

西，並支持美日等對既有組織
改革方案。
他說，台灣要做的不是去
期待加入一個屬未知數的亞投
行，而是鞏固已經是會員或是
有發言權的既有多邊組織，這
才是務實且較有效的因應之道
。
賴怡忠說，台灣能否加入
TPP，他個人不覺得有那麼樂
觀，但亞投行後面的效應，特
別是美國之後應對作為，會讓
台灣有不一樣的議價空間與籌
碼，如何利用此機會，值得台
灣思考， 「不一定要到 TPP，
但可能要到其他的東西」。
顏建發則認為，像 APEC
，台灣也是會員，但每次
APEC 在 北 京 、 上 海 開 會 ，
「我們穿盡小鞋子」，若亞投
行是中國主導， 「他會給你大
號鞋子穿嗎？絕對比 APEC 更
小號的」。

rolccgh@gmail.com

敬拜讚美 聖靈更新 小組教會 全地轉化
主任牧師：莫思危 Rev. Simon Mok

金期間，從今年 4 月 1 日起，到 105 年 1 月 15 日 高鐵將增兩班清明大專生返校專車
日開跑，
，台灣高鐵日前加開 4 班次清明連假 「大專生返校專車
大專生返校專車」」 ，因訂位踴躍
因訂位踴躍，
，台灣
止；正副總統擬參選人可收受政治獻金期間， 清明連假 3 日開跑
高鐵
5
日增兩班，
日增兩班
，
4
日
0
時起開放訂票。
時起開放訂票
。
圖為
3
日搭乘高鐵返鄉民眾。
日搭乘高鐵返鄉民眾
。
從今年 5 月 20 日起，到 105 年 1 月 15 日止。
監察院提醒，有意參選者，如果要收受政
治獻金，請先至金融機構開立政治獻金專戶，
報送監察院許可後，才可以收受政治獻金。
依政治獻金法規定，未經許可就收受政治
獻金者，，可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台幣 20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下罰金；所收受
（中央社）2016 總統選舉，立法院副院長洪 釜沉舟、心意已決」。
的政治獻金應予沒收。
秀柱昨天說，國民黨內協調總統人選做法已過時
被詢及挺王（立法院長王金平）派希望總統
須建立初選機制，若有初選機制，她會參選到底 人選決定之前有個協調過程，是否有必要？洪秀
。
柱說，人選出現之前，黨內經過協調，這也是初
洪秀柱下午在立法院副院長官邸接受媒體訪 選的過程，以往都是這樣，大家關起來門協調，
問表示，希望國民黨的總統初選機制趕快出來， 但這種做法已經過時，用這種傳統作法，對國民
如果所有程序要拖到最後，人選才出來，所有的 黨不利。
動員時間恐怕來不及， 「這是我們之所以焦慮的
洪秀柱說，用公平、公正的初選引起社會重
地方」。
視，在短時間內必須這樣走；記者問初選機制若
她說，國民黨的改造讓大家都看見，公平、 出爐就參選到底？洪秀柱說，那當然，君子一言
開放的總統初選是第一步，當大家都有參與的機 ，駟馬難追。
會、發聲，闡述國民黨的治國理念及國家發展策
被詢及國民黨前副主席胡志強說 「洪胡配」
略，並聽聽社會的聲音，這是一場另類社會運動 也不錯，洪秀柱說，胡志強講的話是開玩笑。
。
記者問是否希望立法院長王金平投入選舉？
洪秀柱表示，進行一場初選的君子之爭，不 洪秀柱說，希望有能者、有志者都能投入這場公
會因為競爭而影響團結，樹立國民黨內的民主風 平開放的競爭。
範，這是非常重要， 「成功不必在我」。大家問
洪秀柱說，外界的氛圍都認為民進黨穩坐江
「妳會不會參加？」， 「我肯定地說，會喔，破 山， 「我不以為然」。

催生總統初選 洪秀柱撩落去

主日崇拜：10:00AM 主日學：11:40AM-12:30PM
兒童主日崇拜/主日學：10:00AM-12:30PM
青少年主日學：11:40AM-12:30PM
禱告會：週三 8:00PM
小組聚會：週五/週六晚

www.rolcc-houston.net

休士頓淨宗學會
Amitabha Buddhist Society of Houston

南無阿彌陀佛

敬請常念

念佛共修活動

歡迎參與

Harwin

Bellaire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CHINESE BAPTIST CHURCH
何國明主任牧師、王浩詒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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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 713-461-0963 Fax: 713-461-5186

WEB:www.cbchouston.org

休士頓華嚴蓮社每週開放七天（週一至週
六上午 9：00～下午 5：00）。每週日皆
有法會，由上午 9：00～下午 5：00

牧師：李秋霖 REV. JASON LEE

N
↑

徐卓越神父
281281
-575
575-8855

週末彌撒:
Sat. 5:30p.m. 英文
Sun 9:00a.m. 英文
11:00a.m. 中文

每月第二/四週四 7﹕
30P-9﹕
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 2﹕
00P-4﹕
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玉佛寺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Leader St.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Beechnut

淨空法師每晚七點至九點
講大經解 歡迎點播
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
南無阿彌陀佛

www.amtb-aus.org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ighway 8

主日禮拜 10:00AM 星期四晚上 8 時查經會
耶蘇說﹕
凡勞苦擔重擔的﹐
來就近我﹗我要給你安息

周日:

中文主日學及團契
(Family Center #303): 9:30 Am
英文成人及兒童主日學 : 9:30Am
英文敬拜: 8:20Am; 10:30Am

地 址：900 Echo Lane,
Houston, Texas 77024
連絡人：陳相如
電 話：713-732-6265
（本教會設有聖經學校,其學分可轉至
正式聖經學院,以申請聖經研究學學士
和碩士學位,並可保持學生身份）

大華超市
I-10
Memarial Mall Memarial High School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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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ry Ashford

歡迎移民﹑探親﹑留學﹑觀光的鄉親一起來敬拜

Memarial High School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West Branch.

(O)Tel/Fax:713-776-2771﹑(C):832-922-2497

Gessner Rd.

教友聯絡:
Lawrence Hsu 徐冠中
713-822-8985 (C)
281-564-1832 (H)

歡迎您來聽福音，一同敬拜事奉神

Synott

小會書記 張榮森 長老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禮拜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九時起 每月第二個星期日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三個星期日
禮拜藥師經
九時起 每月第四個星期日
禮拜萬佛/彌勒三經
九時起 每月第五個星期日
地址：9369 Wilcrest Dr.,Houston,TX 77099
電話：（281）495-9700or (281)879-4485
傳真：（281）498-2984

Beltway

電話：(713)468-8241 (281)579-1881

Highway 6

E-mail GTPCHGRACECHURCH@GMAIL.COM

Memorial Church of Christ
中 文 堂

Gessner

Tallowood

I-10
I10
主日崇拜：上午十一時
Katy Freeway
主日學 ：上午九時卅分
■
禱告會及青少年聚會：
West Bell
禮拜五下午七時卅分
Perthshire
英語教學：
禮拜三早上九時卅分
Memorial Drive
地址：555 Tallowood Drive Houston, Texas 77024

電話：Tel:713-339-1864
Fax:713-339-2242

625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X 77036(頂好﹑王朝後面)

每月定期共修法會及活動

TALLOWOOD CHINESE BAPTIST CHURCH

地址：8121 Westglen Dr.
Houston, TX 77063

休城恩惠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Grace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Houston

休士頓華嚴蓮社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仁愛華人浸信會

Hillcroft

West Park

Hartsdale

Fondren

免費結緣品： 佛書、善書、CD、VCD、MP3 、DVD、唸佛機
開 放 時 間： 平時，下午二時至五時
週六下午二時至六時
Westheimer 週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N 淨空法師影音網址：
Richmond
8121 West Glen
↑
www.amtb.org.tw
59

Memarial Church of Christ

華人之聲中文福音廣播
www.chinese-radio.org
（24 小時全天播放）

KHCB 1400
1400AM
AM

禮拜六及禮拜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

KHCB 105
105..7FM

禮拜五晚上十二時至凌晨一時
節目多采多姿

歡迎全家收聽

電郵: info@chinese-radio.org
2424 South Blvd., Houston, TX 77098

禁燒石油焦草案出爐

雲林縣府 3 日表示
日表示，
，禁用生煤及石油焦自治條例草案出爐
禁用生煤及石油焦自治條例草案出爐，
，4 月中旬辦公聽會後
月中旬辦公聽會後，
，下旬送議
會審議，
會審議
，縣府將主動爭取議員支持
縣府將主動爭取議員支持，
，圖為工廠排煙列重點管制
圖為工廠排煙列重點管制。
。

立院修憲公聽 聚焦閣揆同意權
（中央社）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第一場公聽
會 4 月 9 日登場，召委吳育昇今天表示，主題
鎖定 18 歲公民權、閣揆同意權與立委兼任官吏
3 議題。
立法院修憲委員會日前開會決議從 4 月 9
日開始舉行 10 場公聽會，經投票選出中國國民
黨籍立法委員呂學樟、吳育昇、江啟臣、民主
進步黨籍立委李俊俋與鄭麗君任召委。
第一場公聽會召委、中國國民黨籍立委吳
育昇上午受訪表示，公聽會出席的專家學者代
表依政黨比例分配，國民黨 7 位、民進黨 5 位
、台灣團結聯盟、無黨、立院新聯盟各 1 位，

總計 15 位，公聽會預計 9 日 12 時 30 分到下午 2
時 30 分，在立法院群賢樓大禮堂舉行。
他表示，初步確定文化大學政治系教授楊
泰順、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謝政諭等人，前監
委葛永光等人陸續邀請中。
吳育昇說，他負責召集的兩場公聽會設定
3 個主題，目前社會最有興趣、各界最想知道
的議題，降低公民投票權從 20 歲降到 18 歲、
恢復閣揆同意權、立委兼任官吏；至於不在籍
投票一案，依照修憲委員會召委會議的共識，
未經院會交付的提案不作為公聽會的題目。

柯文哲與市民同樂

台北市政府 3 日在市民廣場舉辦 「市民童樂會 HIGH 翻台北城
翻台北城」」 活動
活動，
，台北市長柯文哲
台北市長柯文哲（
（左 2
）到場逛攤位
到場逛攤位，
，向自閉兒社會福利基金會愛肯樂活工場攤位買饅頭捧場
向自閉兒社會福利基金會愛肯樂活工場攤位買饅頭捧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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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吵 加入亞投行好壞列給你看
需在國際經貿格局中爭取更多
發言權，以避免被排斥及邊緣
化。
另亞投行成員國基礎建設
需求殷切，中國大陸可藉亞投
行達到活絡外匯儲備、促進出
口、深化區域合作，增加影響
或控制力的目的。
亞投行主要目的在融資他
國的基礎建設，與亞銀以對抗
貧窮為目的宗旨不同。考量缺
乏基礎建設國家的經濟亦相對
落後或貧窮，未來亞投行能否
超越或取代亞銀功能，仍需觀
察。
5.公共工程委員會認為，若
台灣加入亞投行，建議後續派
駐在亞投行的台灣人員，宜具
備相關工程專業背景，以利即
早掌握各國基礎建設商機。
6.金管會關切是否有適當的
監管程序及透明度，以確保沒
有任何國家能夠掌控亞投行的 央廣兒童嘉年華
資產及決策。以及是否提供可
迎接 4 月 4 日兒童節
日兒童節，
，中央廣播電臺特別在兒童節連假第一天
中央廣播電臺特別在兒童節連假第一天，
，於台北兒童新樂園舉行兒
信賴的貸款機制，並確認貸款 童嘉年華活動，
童嘉年華活動，除了跟著舞獅陣頭繞行新樂園
除了跟著舞獅陣頭繞行新樂園，
，小朋友也搶著參加 「一分鐘說 13 語」 大挑戰
大挑戰。
。
的決策兼顧對環境與社會的影
響。

跟人妻要全身裸照不成
男子惡言恐嚇
假釋犯搶畫廊 抓狂持鐵棍打警察
（中央社）因販毒案坐牢，去年假釋出獄的
男子黃聖錚，每天在家無所事事，常跑到路邊罵
人，昨天他前往和平東路某畫廊，強搶 1 幅近
6000 元的畫作拔腿就跑，警方獲報圍捕時，他還
拿鐵條攻擊員警，在警局也不斷大罵三字經，失
控的狀況，居民對這顆不定時炸彈憂心不已。
警方指出，61 歲黃男因販毒案坐牢近 10 年，
去年才因 「表現良好」假釋出獄，平時沒有工作
，與家人關係也很差，經常在家喝悶酒，然後跑
到路邊吼叫，嚇壞不少往來民眾。
昨天下午 2 時許，黃前往和平東路 1 家畫廊，
開始四處亂摸，包括畫板、骨董和花瓶，他都粗

（中央社）網路世界要
小心！竹縣胡姓男子在網路
上認識郭姓人妻，郭女曾一
時興起把自己未露臉的裸胸
照片給傳胡男，想不到胡男
食髓知味，要求郭女傳露臉
的全身裸照給他，否則就
「大家一起看」，以此恐嚇
郭女，並冒用郭女名義申請
臉書，張貼露胸裸照供公開
觀看。新竹地院依恐嚇及偽
造文書等罪，判胡男有期徒

魯地拿起來隨意翻看，吳姓老闆娘被他的舉動嚇
到，考慮要不要制止時，黃突然就拿了 1 張市價
5800 元，名為 「花籃」的畫作，接著衝出店外。
被害人立刻大聲呼救，附近的攤商以及趕來
的警方，在附近小巷圍捕黃，黃男隨手拗斷路旁
腐蝕鐵架上的鐵條，然後攻擊處理員警，打傷對
方的左膝及右手，但最後仍被制服。
黃在警局持續暴走，不斷咒罵三字經，甚至
還朝警察吐口水，對於為何犯案，不是拒答就是
反嗆： 「關你屁事啦！」警方詢後依強盜、妨害
公務等罪，這名抓狂的假釋犯移送法辦。

偷186張彩券只中小獎 男主動到案

（中央社）24 歲陳姓臨時水電工在外欠下數十萬元債務，去
年 12 月底佯裝顧客與彩券行店員聊天，再趁機偷走刮刮樂，日

前他主動到案，警方發現有
4 家彩券行被偷走 186 張彩
券，陳嫌說本打算只要刮中
大獎還債就不再偷，沒想到
都只中 200 元小獎。
今年 2 月 17 日，高雄市新興區 1 家彩券行，被偷走 51 張彩券
，警方根據車牌號碼循線找到陳家，陳母紅著眼眶表示，兒子在

刑 4 月，得易科罰金，緩刑 2
年。
「我下班回家還沒收到
妳傳的裸照，你自己負責」
、 「看是給我一個人看好，
還是大家一起看好」、 「別
說我沒通知你」…。44 歲胡
姓男子 2011 年在網路上認識
郭姓人妻，因郭女曾傳給他
露胸裸照，他去年 1 月要求
郭女全身裸照不得，便傳上
述簡訊恐嚇郭女。

除了恐嚇簡訊，胡男冒
用郭女名義申請臉書，以此
臉書傳送露胸照片給郭女的
朋友，並張貼在相簿 「公開
」給所有人觀看，郭女發現
怒不可遏，報警處理。
新竹地院依恐嚇和偽造
文書等罪，判胡男有期徒刑
4 月，雖胡男犯行不可取，
不過念其犯後態度良好，並
與郭女以 5 萬元和解，予以
緩刑 2 年。

外欠下數十萬元，債主多次找上門，已經花光家中 7、80 萬元積
蓄，現在陳男很少回家、電話也不接，希望國家能幫忙管教。
陳男事後得知警察找上門，上月底主動向新興警分局中正三
所報到，他供稱除了本案，還曾到三民區金山路、仁武區仁雄路
及八德南路的彩券行偷刮刮樂，但運氣不好，都只刮中 200 元小
獎。

ASAP Travelwize

www.asaptravelwize.com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專辦本地特色團﹑
遊輪﹑
各地旅遊團﹐
代辦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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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38 年就開始服務華人社區
Stanley Cheung

張

華

832-766-9888 （通國語、粵話）

10595 West Sam Houston Parkway S.
Houston, TX 77099
GillmanHondaHouston.com
(US 59 South @ Beltway 8)

頓港出發
＊ 機場接送服務﹐待客以誠﹐服務至上 ＊

2015 Honda Accord EX-L

Bellaire Auto Services & Collision

萬

利

車

行

地址：76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Bellaire & SW Freeway）

誠信可靠……高能技師……技術一流……工作保證……價格合理……服務親切……嶄新設備

一 條 龍 維 修 服 務 中 心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AM-6:00PM
電話：713-484-7777

．完整檢測汽車中心
．引擎調整
．原廠配件
．剎車、防凍液、傳動系統
．方向盤及僻震器

．皮帶、水喉
．電池、開動器及整流器
．防止損壞定期檢驗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價位保證滿意

鈑金部
免費估價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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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4 日是香港基本
法頒布 25 周年紀念日，4 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發
表評論員文章，指出要堅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權威
地位，不能割裂兩者關係，不能把基本法條文對立
起來，選擇性地執行。文章強調，落實特首普選是
香港基本法實施的一項重大任務，只要全體香港居
民嚴格遵循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在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基礎上理性討論，求同存
異，就一定能夠實現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性進步。
“機遇稍縱即逝，未來任重道遠。”此時此刻，更
加深刻認識到依法治港對香港前途命運的極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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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憲依基本法治港
求同存異落實普選

《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
》評論員文章 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 25 周年

性，希望香港同胞珍惜來之不易的局面，進一步增
強實施基本法的自覺性。

以下為《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紀念香
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的評論員文章全文：

1990年4月4日通過並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已經走過了25年輝煌歷
程。25年後的今天，我們回顧香港“一國兩制”實踐
的歷程，總結香港基本法實施的成功經驗，對於保持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書寫“一國兩制”偉大實踐新篇
章，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要倍加珍惜 堅定貫徹執行
香港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規定
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國
兩制”方針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在香港後過渡
時期，香港基本法作為處理香港後過渡時期事務、
籌備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指南，確保了香港
政權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
基本法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確保了
國家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為香港繁榮穩定
提供了根本保障。 實踐證明，香港基本法是一部經
得起實踐檢驗的好法律，要倍加珍惜，堅定不移地
加以貫徹執行。
歷史的經驗昭示我們：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
基本法，要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一國兩制”方針政
策，始終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
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宗旨，把堅持“一國”
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
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
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
不能偏廢。

憲法框架內理解 不能割裂
歷史的經驗昭示我們：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基
本法，要堅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地位，全面
地理解和把握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制度，把基本法的所有條文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並
且放在憲法規定的框架內加以理解和執行。香港基
本法是根據我國憲法制定的，憲法和基本法一起構
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任何時候都不能割
裂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不能把基本法的條文對立
起來，選擇性地執行。
歷史的經驗昭示我們：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
基本法，要尊重歷史，維護法治，以基本法的規定
為共同基礎，討論、解決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中
遇到的各種新情況、新問題。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
歷時 4 年零 8 個月，過程高度開放、民主，廣大香
港居民廣泛參與，體現了包括香港居民在內的全體
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凝聚了中華兒女的集體智
慧。深入了解基本法的制定過程，重溫基本法起草
過程中香港社會達成的共識，把握基本法的精神實
質和立法原意，不僅是當前的現實需要，也是香港
全面落實“一國兩制”的長遠需要。

把握歷史機遇 推進港民主
當前，香港基本法實施的一項重大任務就是
落實行政長官普選。香港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的
產生辦法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
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2014 年 8 月
31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就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作
出決定，為 2017 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目標奠定了
堅實基礎。依法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是香港主流民
意的殷切期盼；依照基本法的規定發展符合香港實
際的民主制度，推進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目標的
實現，是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一貫立場。只要全體香
港居民嚴格遵循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在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基礎上理性討論，求同
存異，就一定能夠實現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性進
步。
機遇稍縱即逝，未來任重道遠。此時此刻，
我們更加深刻認識到依法治港對香港前途命運的極
端重要性，更加深切感受到在香港社會形成遵守基
本法、維護基本法良好風尚的現實緊迫性。希望香
港同胞珍惜來之不易的良好局面，進一步增強實施
基本法的自覺性，不斷豐富基本法實踐，在“一國
兩制”的宏篇巨製上，寫下不朽的香江名句！

■“香港花卉展覽
2015”
2015
”近日舉辦，
展出“基本法頒布
25周年
25
周年”
”園圃
園圃。
。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鄭治祖）香港
基本法頒布 25
年，為香港的
繁榮穩定奠定
了堅實的基
礎。香港基本
法草委、民建
聯主席譚耀宗
近日撰文憶
述，在政制問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
題上，香港基
本法寫下了最終達至兩個普選的目標，比中英
聯合聲明走前了一大步，而若非有內地委員支
持，有關條文根本不可能寫入香港基本法內。
香港基本法的起草歷史，提供了準確理解基本
法的鑰匙，也提供了解決政治分歧的經驗和智
慧。

內地委員支持 寫入兩個普選目標
譚耀宗在香港基本法頒布 25 周年前夕撰

文，記下自己任基本法草委時的回憶與感受。
他憶述，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工作過程中
十分重視香港社會的意見，首次會議就決定了
委託在香港的委員發起籌組社會代表性廣的基
本法諮詢委員會，讓港人意見更有效地反映到
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中。
同時，委員會也十分重視信息公開透
明，每次會議之後都舉行記者發布會，由內地
與香港兩地的代表共同向傳媒介紹會議情況、
討論的內容等，“這在當時內地的立法工作中
是罕見的。”
譚耀宗介紹說，起草委員會在通過香港
基本法的草案稿時，條文是逐項表決的，包括
相關修訂，而表決是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
獲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多數支持才通過。只要多
於三分之一委員反對，任何條文都不可能通
過。“由此我們就能明白，在政制問題上，若
非有內地委員支持，有關兩個普選的條文根本
不可能寫入基本法內。”
他特別指出，中英聯合聲明只規定了特
首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
府任命，而立法機關也只是由選舉產生，並沒

紀念活動連場 特首今演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4 日是香港基本法頒布 25
周年紀念日，特區政府將展開
多項紀念活動。香港基本法推
廣督導委員會將舉行大型研討
會及展覽。特首梁振英在研討
會上會發表主題演講，同日舉
行的展覽則會展出包括鄧小平 ■基本法頒布 25 周年展覽，展出鄧小
與戴卓爾夫人在 1982 年會面時 平及戴卓爾夫人蠟像。
的蠟像、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於 1988 年公布的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
等珍貴展品及圖片等。

鄧公戴卓爾夫人蠟像 重現談判

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 4 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基本
法》頒布二十五周年研討會”，曾任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特
首梁振英亦會發表主題演講，講述香港基本法的起草、憲制地位與落實
情況。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會以基本法下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
為題作演講，機場管理局行政總裁林天福則會談及“一國”之下“兩
制”合作的機遇。
4 日下午，由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特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聯合主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布
25 周年展覽”正式開幕。展覽將透過展出與香港基本法有關的珍貴展品
及圖片，回顧基本法的歷史背景、起草和頒布過程，及成功落實的情
況。重點展品包括模仿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於 1982 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會面時的蠟像、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於 1988 年公
布的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等。
市民可於４月 4日開幕典禮後至 5月25日期間，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的
開放時間內免費參觀展覽。

基本法宣傳片 述 年光輝歷程

快捷旅遊

今日香港
香港新聞

譚耀宗憶起草：智慧化解分歧

、採購及永續債信等議題的透
明度，以及是否符合多邊開發
組織的良善治理原則等存疑，
請台灣審慎考慮加入事宜。
國內民眾是否支持政府挹
注資金加入由陸方主導的亞投
行。
2.陸委會：針對可能產生的
政治負面效益同步評估，並在
爭取參與中國大陸主導的 「一
帶一路」、亞投行、RCEP 與美
國主導的 TPP 間，審慎衡酌。
若從中國大陸主導的亞投
行借入相關建設基金，是否可
能引發國內相關效應。
中國大陸對亞投行的出資
比例可達 50%，是否有助國內業
者取得海外基礎建設工程商機
等問題，亦須納入整體評估考
量。
3.經濟部：美、日等國均未
表態加入，台灣若表態加入，
是否可能成為台灣加入 TPP 的
障礙，仍須觀察。
4.國發會提醒，亞投行是中
國大陸因應美國主導的 TPP 將
中國大陸排除在外，中國大陸

（中央社）財政部主導申
請加入亞投行(亞洲基礎設施投
資銀行)，立委諸公為了財政部
這麼晚才遞件，為何只列參加
的優點，不說參加的缺點，如
何確保對等尊嚴等問題，輪番
砲轟。
不過各部會對參與亞投行
的優點及應注意事項已有評估
，根據財政部歸納整理，其中
優點有 4 項：
1.就國際角度言，增加參與
國際事務機會，提升國際能見
度。
2.就區域經濟角度言，有助
台灣融入區域經濟整合，增加
未來參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RCEP) 及 洽 簽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FTA)的可能性。
3.就兩岸角度言，提供兩岸
經貿合作新方向。
4.就台灣商機角度言，可增
加廠商的跨國商機。
各部會所提應注意事項則
有 6 項：
1.外交部：美方曾數度向台
灣表達對亞投行於治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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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達至兩個普選的規定，因此，香港基本法寫
下了最終達至兩個普選的目標，比中英聯合聲
明走前了一大步。

體現力爭共識 願妥協精神堪借鑑
譚耀宗坦言，基本法起草工作面對不同
方面的關注和訴求，涉及問題的重要性絕對不
低於今日香港所面對的，但基本法的起草過程
體現了力爭共識、願意妥協的精神，如第二十
三條規定由特區自行立法保障國家安全，第一
五八條容許香港法院香港基本法條文解釋，都
是為照顧不同方面關注——包括一些港人的憂
慮而得出的妥協方案。
譚耀宗認為，香港基本法的起草歷史，
提供了準確理解基本法的鑰匙，也提供了解
決政治分歧的經驗和智慧，“基本法是包括
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智慧結晶，
我們就是依靠這種智慧克服困難和分歧，找
到共識，開創了‘一國兩制’的偉大歷史工
程。對今天處於政制發展關鍵階段的香港社
會來講，這種智慧可謂歷久常新、足堪借
鑒。”

香港基本法頒布至
今已踏入第 25 年，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日前製作
了一條時長約半分鐘的
宣傳短片，講述香港基
本法在這 25 年來，陪伴
了港人一起成長、回歸
祖國，並深信在香港基
本法的保障下，香港將
會繼續繁榮安定，邁進 ■政府新推出的基
更光輝的里程。
本法宣傳片。
為慶祝香港基本法
頒布25周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製作了一條約半
分鐘長的宣傳短片，並於日前發布。宣傳短片以
“穩基本 定繁榮 攜手邁進新里程”為主題。

1990出生青年擔主角
短片以在 1990 年出生的年輕人為主角，講
述他從嬰兒長大成人的過程中，認識了香港基本
法對香港的重要性，寓意香港基本法在這 25
年，陪伴了不少港人一起成長。
男主角在片中說，香港基本法令他認識了
“一國兩制”，明白香港特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
部分，也加深了他對內地與香港關係的了解。自
己見證了香港回歸祖國，也見證着香港基本法的
成功落實，帶給香港獨特的優勢。他深信，在香
港基本法的保障下，香港將會繼續
繁榮安定，邁進更光輝的里程，香
港人也會有更美好的將來。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請攜帶保險卡）

○誠徵有經驗的修車技師

最大優惠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Sterling McCall

TOYOTA
2015年新車提前清倉
前所未有 2015 年
4 月份特惠方案
2015 年份所有車型提供
零利息貸款或高至
2500 元現金折扣
（Tacoma,Sequoia 除外）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 Houston 所有的 TOYOTA 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 TOYOTA 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 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Steven Ye 葉
(713)518-3169

☆精通保險理賠法，AAA, 州農場保險指定修護廠
☆USAA, FARMERS, ALLSTATE, TEXAS
高價收買
FARMERS BUREAU,G.M.A.C. 等等
三年內
OPEN SHOP PROGRAM

David Luo 羅
(713)732-8388

(銷售部經理)
由 Steven Ye 和 David Luo 提供超低售價，衆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 Ray Lee 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 David Wang 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9400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

☆鈑金修護，爭取減或免自付款，保證復原如新
☆最新電腦控制，下吸式，氣熱，無塵烤漆房
（原廠標準，且有終身保證計劃）
☆修護期間，備有免費（收費）租車
☆全車開入式拉大樑機（三臺）

車禍車

˙噴射式引擎，電腦控制系統專家
˙精修電系，噴射式供油系統
˙四輪（電腦鐳射）定位
˙原廠標準保養，冷暖氣
˙引擎修護，剎車，底盤，變速箱等等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49.99

8
$127.94

14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