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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豐銀行
恆豐銀行」」 昨介紹 2015 年第一季財務及營運狀況
該行將於下週起舉行高爾夫球賽及慶祝餐會
（休士頓/秦鴻鈞）恆豐銀行於
昨天（四月廿九日）上午十一時在該
行十二樓會議廳舉行今年度首次記者
會，由董事長吳文龍主持介紹該行
2015 年第一季財務及營運狀況， 「恆
豐銀行」從十七年前從零開始至今天
的成就，以及這六、七年來並遍經濟
下滑及大銀行不斷以併購方式進入休
巿， 「恆豐銀行」在嚴峻挑戰中的因
應之道。昨天陪同出席記者會的還有
「恆豐銀行」副董事長高成淵，張瑞
生，執行董事孫定藩，總經理張永男
，資深副總裁楊國貞，及 「巿場部」
副總裁徐朗。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報告
「
2015 年第一季的財務及營運情況如
下：總資產額已達 11 億 2 百萬元，總
存款額 9 億 4 仟 9 百萬元，總貨款額九
億四仟二百萬元，資本總額為一億四
千三百萬元，稅前盈餘為 595 萬一千
元，資產報酬率（ROA）1.43%，投
資報酬率（ROE）11.1%。以上營運
業績皆比去年同期增長。而在今年二
月廿七日舉行之本年度股東大會，會

中分發每股股利一元，使所有投資的
股東非常滿意與高興。」吳文龍表示
： 「恆豐銀行」經營獲利的堅強，是
「恆豐銀行」增加資產的同時，也保
持著資產品質優良的表現。
談到這六、七年來經濟下滑，
「恆豐銀行」因應挑戰是十分嚴峻的
，除了兩家韓國銀行與恆豐的巿場有
重叠外，華資的國泰銀行，華美銀行
挾雄厚的資本而來（各大恆豐 12 倍及
27 倍），也使他們面對與十年前不同
的巿場競爭情況： 「利息」的競爭，
「週轉」方面，以及內部的整頓，每
個部門重新整頓，如何增進銀行營運
的效益，以及未來三至五年路要如何
走，都有規劃。
至於 「油價」的下跌，造成石油
公司裁員 20%，這些都影響經濟，畢
竟，德州是石油大州，但油價跌，也
造成出口大，及相關行業的發展（如
旅遊業），吳董事長表示：油價的下
跌，還有 「政治」因素的存在，如蘇
俄，委內瑞拉受衝擊，現在看來，前
景不太樂觀，但從 Long Turn（長期
）來說，則很難預測，則需再看
三至六月的時間。
恆豐銀行為慶祝成立十七週
年的到來，董事長吳文龍廣邀對

打高爾夫球有興趣的
人士參加第十七屆慶
高爾夫球賽。比賽時
間為下週六（五月九
日）上午十一時半報
到 ， 地 點 在 ： Quail
Valley Golf Course
（2880 La Quinta Dr.,
Missouri City TX 77459
）。今年的獎品，獎
金，贈品比往年豐富
，參加的球友都可滿
載 而 歸 。 另 有 「一 桿
進洞」獎可獲得全新
2015 年 Toyota Highlander 一部。歡迎各界
球友報名。聯絡人：
Tim Chuang， 電 話 ：
713-596-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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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董事長高成淵
，
董事長吳文龍，
董事長吳文龍
，
副董事長張瑞生，
副董事長張瑞生
，
總經理張永男及
「
巿
週年慶祝餐會，有豐
場部」
場部
」
副總裁徐朗。（
副總裁徐朗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盛美食招待辛勞員工
，並將提供豐富的獎
38 人起家，至今員工有 208 人，總分 繁榮。 「恆豐銀行」以 「人性化」的
金抽獎，地點在糖城的 Azuma 日本餐 行有 15 家，在休士頓地區，達拉斯地 至心服務態度，提供專業優質完善的
館舉行。
區，以及內華達州皆有分行。 「恆豐 服務。 「恆豐銀行」是各社區人士金
「恆豐銀行」成立於 1998 年 5 月 銀行」總行的 「恆豐大樓」，是休士 融 往 來 的 首 選 ， 聯 絡 查 詢 電 話 ：
18 日，從組合屋，二個總分行，員工 頓華埠的地標，同時也帶動新華埠的 （713）596-2888

愛從紅人歸（
愛從紅人歸
（SANGEL
SANGEL）
）開始
“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
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尤其
海外游子對這首詩感觸頗深，這首詩也表達了母
愛的偉大和兒女對母親的真情。母親節將至，
作為為兒女，我們也有責任和義務去報答父母
對我們的養育之恩。選一份能給母親帶來健康
的禮物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由 VIKER 公司推出的紅人歸膠囊（SANGEL）
是采用現代科學手段，從多種天然植物中提取
的不含任何激素的精華素的復合物。紅人歸膠
囊（SANGEL）能夠滋潤活化卵巢，強化卵泡活
力，旺盛雌激素水平，從更根本上改善更年期
的症狀，科學的推遲更年期，再現女性魅力。
紅人歸膠囊（SANGEL），是一個陰陽雙補
、全方面溫和調理的百年漢方，安全無任何副
作用，主要通過活化卵巢微循環網、增強微循
環攜氧和代謝能力，保證充足的營養供給，滋潤

人的嘴唇所能發出的最甜美的字眼。
紅人歸膠囊（SANGEL）是加拿大衛生部
唯一批准的用於女性更年期的產品，加拿大衛
生研究院十四年質量療效追蹤確認紅人歸膠囊
（SANGEL）是目前世界範圍內最安全、最有效、
最科學的產品。
紅人歸膠囊（SANGEL）針對以下症狀最有效
閉經、痛經、月經不調等經期綜合症；頭暈目
眩、注意力不集中、失眠健忘、情緒緊張等症狀；
潮熱、出汗、胸悶、心悸、氣短等症狀；皮膚干燥
、彈性減退、光澤消失、皺紋增多等症狀；脫發、
色斑、老年斑等症狀；性欲衰退，陰道分泌物減少
，性交時出現疼痛感等症狀擁有紅人歸膠囊
（SANGEL），不僅讓您做個人人羨慕的魅力女人
，更是對您一生的精心呵護！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冊”花開花落話更年” 免
費資料索取網址 www.vikerm.com
VIKER 公司 北美免費咨詢電話 1—888—518—
7778
全球女性更年期保健免費咨詢電話 1—604—
518—7778

和營養開始萎縮的卵巢，恢復女性體內自身雌激素
的分泌，從而避免由內分泌紊亂引起的多種症狀和
疾病。紅人歸膠囊（SANGEL）采用天然草本，科
學組方，經現代科學工藝提取精華，可直接被人體
快速吸收，從根本上滋養卵巢，促進自身雌激素的
分泌，堅持服用可以消除更年期易怒、潮熱、盜汗
等症狀，還可以使皮膚細膩白皙，胸部堅挺，恢復
月經，讓媽媽們年輕 5 歲、10 歲都不再是夢想。
衰老雖是客觀規律不可違背，但為媽媽們選擇
紅人歸膠囊（SANGEL）這種科學的養巢平衡雌激
素的方法即可防止老化過早出現的現像，延緩衰老
，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對媽媽的關愛不僅留在心裡
，更要做出實際行動。母親節到了，快快行動起來
，為媽媽選擇一份健康的保證，讓紅人歸膠囊
（SANGEl）陪伴著媽媽，猶如小時候她們對我無
微不至的呵護，讓她身體好，不衰老！還要大聲的
對她們說一聲：“媽媽我愛您！”因為“媽媽”是

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安穩保險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楊德清

暑假上海特價團（機票+7 日江南團) $1350. 含稅
青島﹐成都﹐廈門﹐廣州......特價中
現招聘有經驗或者熱愛旅遊服務業的全職旅遊代理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德州地產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二十年豐富經驗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

Call： 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9611
Hillcroft Street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TX 77096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Houston,
誠信市場分析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王朝旅遊

許 文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wendyc21sw@gmail.com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黃石/羚羊彩穴 7 天團
買二送一 $286 起

專辦中國簽證 豪華游輪
★中國特價團$49 起，江南，北京，雲南，

四川，山東，廣州，桂林，張家界，三峽等
▲美東$175 起、美加東 $303 起（買二送二）
▲黃石公園、美西 $215 起 (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脈$566 起、歐洲、中國

如果客戶找到本地零售價格

價格保證 相同的團，我們承諾價格匹配。
Tel:713-981-8868 網站﹕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Ste.A-14, Houston,TX 77036

（本報訊）每年五月第二
星 期 是 「臺 灣 傳 統 週 」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Week)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等部會
今年組派 「文化大學華岡舞團
」，5 月 12 日晚間 6 時 30 分將
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開演，以具臺灣特色之
舞蹈表演，讓世界看見臺
灣文化的活力與朝氣。休
士頓僑教中心亦將於演出
等候大廳，邀請僑委會文
化種子老師聯合展出 「臺
灣布袋戲」、 「傳統紙藝
以及書法」，搭配僑教中
心 的 Splendor of Taiwan 文
化展示區、臺灣工藝精品
展示櫥窗等，完整呈現精
采臺灣文化及藝術。
本次訪演團體－文化大學
華岡舞團創立於 1967 年，
每年定期舉辦多元豐富公
演，1968 年參加在墨西哥
舉辦之奧運會國際文化展

（本報訊）松年學院已進入
第十三年、從 2003 年開學到目前
學生註冊的計超過 500 名。學員
95%來自台灣、5%來自東南亞、
香港、中國。副院長戴莉藞維兒
教 授 Prof. LaVerl Daily 為 美 日 協
會會長暨休士頓插花學校校長、
並獲得日本天皇朝日勳章;戴莉教
授傳授池坊、草月流及其他花道
。行政副院長黃逢春先生負責規
劃學院事務及發展。
松年學院除了每學年兩學期
的課程外(選課制及自由學習不受
學期限制)、學院每年還舉辦對外
活動、每月舉辦一次的 「
教學旅
遊」、組團遊覽、使學生們的生
活多彩多姿。這一切要感謝各位
支持、樂意為我們社區 「
高齡教
育」貢獻心力的人士、以及各位
老師的熱心教學和堅持不懈的努
力、才有今日的小小成就來嘉惠
社區長輩讓他們的生活更充實。
松年學院第十一屆高爾夫球
松年杯募款活動、日期訂於於五
月六日﹙星期三﹚上午八時在
Coushatta golf course, 777 Coush-

覽會演出， 1970 年在日本大阪
萬國博覽會表演，並經常受邀
參加國際各項舞蹈活動，足跡
遍及歐美、加拿大、紐澳、亞
洲、埃及等二十餘國，演出精
彩，備受讚賞。
本次訪演將以 「印象臺灣
情牽寶島」為訪演主題，演
出包括民族舞蹈、武術舞蹈、
豐年祭歌舞、傳統藝陣等多種
風格迥異的舞碼，並集結了許
多動聽的閩南、客家歌曲及音
樂，透過動與靜、柔美與雄壯
兼具的演出風格，呈現臺灣多
元族群、兼容並蓄的豐富文化
內涵。
本次休士頓訪演將由休士
頓臺灣商會負責安排相關演出
及接待工作，誠摯邀請各界人
士 5 月 12 日晚間 6 時 30 分到休
士頓僑教中心觀賞文化大學華

atta Dr, Kinder, LA 70648 (800)
584-7263 舉行 「
松年杯高爾夫球
賽」募款活動只是一種運動、連
絡社區球友及贊助者的感情交流
、它主要的目的是使學院與社區
共同來推動高齡的教育。今
（2015）年以 「
分享學習的喜樂
Sharing the Learning enjoyment
experience」為主題、募款將作為
學院的經常費用。我們以 「
最微
小」呼籲是以愛心行動、請您響
應支持這有意義的長輩教育、使
長輩們的生命充滿燦爛光輝。台
灣愛心菜販陳樹菊說 「
做點善事
、積點德。把錢用在需要的人或
事上。」。您的捐獻也是一種對
高齡教育的投資和參與是共同支
持響應讓許多長輩學習的行動。
您的熱忱支持社區長輩教育
的愛心和無私的奉獻、這種善行
堪與天地常存、用您的愛心化為
行動請來實踐 Mother Theresa 說
： 「
伸出你的手、做你的手所能
做的每一件善事。」它會帶給您
無限的喜樂。支票抬頭請寫
HTISC(可獲得減稅優惠)、謝謝

全旅假期

Bus: 832-999-4966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美東六天 $175 起 美加東八天 $303 起

驚人特價: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 含三峽遊輪)
美國出發特價日期 : 9/6 & 9/10 2015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

張家界長沙鳳凰長江三峽十一天

$299/人 (原$499)

民族音樂會
5 月 2 日(SAT) 下午
6 時 30 分
CHRISTIAN
HIGH SCHOOL
2700 WEST SAM
HOUSTON PKWY
N.HOUSTON, TX. 77043
休士頓淨宗學會共
修
5 月 3 日 (SUN) 上
午 10 時 至 中 午 12
時

8121 WESTGLEN
DR.HOUSTON,
TX.77063
羊羊敬老獻愛心活
動
5 月 3 日 (SUN) 下
午1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
華 美 中 醫 學 院
Wellness Workshop
5 月 2 日 （SAT）
上 午 9:30- 下 午 1:
00
華美中醫學院 (
9100
Park West
Dr. Houston Tx
77063 )
師大附中校友會健

康講座
5 月 2 日 （SAT）
上午 10:00-12:00
恒豐大樓 12 樓
光鹽社健康講座
【膝關節保健】
5 月 2 日 （SAT）
下午 2:00-4:00
華人聖經教會
王維力藝術工作室
作品展覽
5 月 2 日 （SAT）
下午 6:00-8:00
400 College Blvd
Clute Tx 77531

5 月 3 日 （SUN）
上午 11:00-下午 3:
00
Bayland
Park
(6400
Bissonnet
St. Houston Tx
77074)
中國神學研究院
「
生命之道」佈道
培靈會
5 月 5 日 （TUE）
晚上 8-9:30pm
西南華人浸信會
地 址: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X 77477

中國旅美專協郊遊
. 烤肉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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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反應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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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警局交通罰單（包括 CDL 罰單）
* 市政府各類罰單（衛生局，工商局及其他市府部門罰單）
* 刑事案件（搶劫，酒駕，毒品，暴力）
•五位資深專業律師
•二十多年職業經驗
•二十余萬客戶諮詢

-3066

中文 281-895-3066
www.renegonzalezlaw.com 電話：英文 713-229-8229
中文

警民聯歡會
5 月 1 日(FRI) 下午
6時
珍寶海鮮酒樓

699

290

Genard R
d.
ni
r
ff a ne
s
e
St es
G Clay
Rd.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專業施工

倉庫展示間

花崗石廚房檯面 部分花崗石樣板

實木櫥櫃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 6 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GRANITE MASTER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Jack Kuo

Winston Nguyen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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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辦： 交通罰單

本人親自出庭
本人親自
出庭
為您爭取最大權益

一週活動快報

北歐七天 $730 起

地址：1705 Lubbock,Houston, TX 77007

（工商碩士，德州註冊律師
德州註冊律師）
）

休士頓臺灣商會會長陳志宏,, 副會長周政賢
休士頓臺灣商會會長陳志宏
副會長周政賢,, 呂明
雪秘書負責安排相關文化大學華岡舞團演出及接待工
作, 張世勳負責僑教中心的 Splendor of Taiwan 文化展
示區,,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示區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李美姿副主任
李美姿副主任,,介紹 5 月 12
日晚間 6 時 30 分將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開演
分將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開演，
，
以具臺灣特色之舞蹈表演，
以具臺灣特色之舞蹈表演
，讓世界看見臺灣文化的活
力與朝氣((記者黃麗珊攝
力與朝氣
記者黃麗珊攝))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瑞尼律師事務所
瑞尼律師事務所

無需翻譯，不用助理
高鴿律師
高鴿律
師（Eva)

贊助者名單:
僑務委員 :
葉宏志、
王秀姿、黎淑英、劉秀美
會長
:
陳志宏
前會長/榮譽副會長: 王敦正、
張世勳、方台生、李雄
榮譽副會長
: 陳舜哲、
伯尼麗香

誠徵懂粵、英文
全職工作人員一名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平均節省$825*

RENE GONZALEZ & ASSOC. P.L.L.C.

Eva 律師

岡舞團 「印象臺灣 情牽寶島
」表演及臺灣民俗文物展示，
訪演活動憑票入場，詳情請洽
Ming
Chou(TCC)
at
832-483-5162
or
tcchouston@gmail.com
訪團精彩介紹影片，歡迎
點 閱: https://docs.google.com/
uc?id=0B5JFHk3BpITlY05tMWtTZDF4WFE&export=download&invite=CKbFs4YJ

debbie@chinatourusa.com

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 起

我們說你的語言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Thursday, April 30, 2015

Debbie 文媛/Manager

全球豪華郵輪

Steve Yang, Agent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2015 年 4 月 30 日

專線：281-799-2833

WWW.CHINATOURUS.COM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266
286 起

❸您的銀行帳戶

楊凱智

Office for Rent

您的熱心支持！郵寄 9720 Town
Park Dr. #104, Houston, Texas
77036。 願 上 主 賜 福 您 的 家 庭 和
事業。
謝謝您的支持高爾夫球募款
活動、請求您出一支桿(鑽石桿
$5000.00 金 桿 $3000.00、 銀 桿
$2000.00、 銅 桿 $1000.00 或 鐵 桿
$500.00 (Thank you for those who
are support this fund raising program Symbol of Diamond rod is
$5,000.00; Golden rod $ 3,000.00,
Silver rod $ 2,000.00, Copper rod
$ 1,000.00 or Iron rod $ 500, 00)
使這次的活動能達成。再次謝謝
您的熱心支持贊助。我們也歡迎
您暨親朋好友們小額捐款不勝感
激。
請幫學院持續為社區長輩提
供一處 「
活到老、學到老、學有
樂、活得好」的場所、再次謝謝
你的支持。另外裕報名參加球賽
者或捐款者，謝謝!學院董事長陳
美芬, 院長 許勝弘再次、誠摯地
祝福您的愛心和支持。

713713-568568-8889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
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

❷您的房子

$763

高雅+乾淨+安全

國際貿易中心小辦公室出租

松年學院第十一屆高爾夫球松年杯募款活動

❶您的車子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住宅，投資及管理

請電: Angela
請電:
281281
-983
983-8160

北美臺灣傳統週 「印象臺灣 情牽寶島」
文化大學華岡舞團 5/12 僑教中心開演

保護：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Wendy Xu

星期四

（買二送二）

Tel:713-952-9898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C1

（買二送一）

www.allwininsurance.com

休城社區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00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Office:713-952-5031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Fax:713-952-5032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若您想在********
網路 / 手機 / iPhone / iPad
閱覽美南報紙分類廣告
請先進入 www.scdaily.com 網站,
直接點擊
右邊中間的大圖示(如右) →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特價 (包工包料)

2.49 /呎
$2.99 /呎

8mm $
12mm

電話：281-499-4488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 防水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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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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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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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讀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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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在
希爾頓
西南旅
館的招
聘會現
場

秦鴻鈞攝
本報記者

2015青島巿引進海外高層人才推薦招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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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區商務聚餐
各社區領導人共商國際區未來發展之路
( 休 斯 頓/孫 雯 訊) 國 際 區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istrict 簡稱 IMD)管理委員會于 4 月 29 日就國際區未來動向
及發展,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進行了商務聚餐. 來自多個商會
, 社團, 社區的負責人和代表出席了該聚餐.

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 ( 左二
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
左二)) 與各界精英人士合影
與各界精英人士合影,,
在國際區未來發展的多項提議上達成共識..
在國際區未來發展的多項提議上達成共識
洽談會現場 （ 中 ） 為 「 山東
洽談會現場（
同鄉會」
同鄉會
」 前會長李守棟
圖為青島巿人力資源和社區保障局局長紀敏（
圖為青島巿人力資源和社區保障局局長紀敏
（左一
左一、
、立者
立者）
）在休巿海外高層人才招聘會上致詞

國際貿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國際貿易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主席李蔚華先生就國際區五月最重要的
ter)
主席李蔚華先生就國際區五月最重要的
活動國際夜市進行動員,, 表示要團結每一個
活動國際夜市進行動員
族裔,, 通過合作共榮的形式為國際區的繁榮
族裔
盡自己的力量..
盡自己的力量

圖為 「青島華世潔環保
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有限公司
」 董事長
郅立鵬（
郅立鵬
（左）與休巿梅
路村博士（
路村博士
（右）相談甚
歡

招聘洽談會上（
招聘洽談會上
（左二
左二）
）為 「美南山東同鄉會
美南山東同鄉會」
」 會長馬欣
會長馬欣（
（左四
左四）
）為副會長徐鴻賓

市議會議員 Richard Nguyen(左一
Nguyen( 左一),
), 地產大亨 Stephen Le
Sr.(中
Sr.(
中), 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就國際區五月大型項目
Yes! 國際夜市進行意見交換
國際夜市進行意見交換,, 在停車
在停車,, 安全與交通等多方面達
成共識..
成共識

本地著名眼科醫生陳卓
（ 左 ） 與青島海泰新光科
技有公司財務總監汪方華
（右）相談甚歡

洽談會現場

休城讀圖

市議會議員 Richard Nguyen(右
Nguyen( 右
一) 發表講話
發表講話,, 他表示會一如既往幫
助國際區,, 中國城等他管轄的區域爭
助國際區
取優等政策和人民權益.. 百利大道這
取優等政策和人民權益
些年翻天覆地的變化有目共睹,, 離不
些年翻天覆地的變化有目共睹
開各社區,, 各族裔的社會活動家和帶
開各社區
頭人們的幫助和推動..
頭人們的幫助和推動

國際商務發展委員會主席 Val ThompThompson 在聚會上為大家介紹 5 月 7 日與 8 日在
Hilton American 舉辦的 G7 博覽會
博覽會..

本報記者
孫雯報道

市 議 員 Richard Nguyen( 左 一),
一), 國 際 商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主 席 Val
Thompson(左
Thompson(
左 二),
二), 加 勒 比 商 會 主 席 Sijollie Braham( 右 三),
三), 房 地 產 商
Stephen Le Jr(右二
Jr(右二))及其未婚妻
及其未婚妻..

火箭隊季後賽
御盞皇白燕盞 1OZ

Happy Mother Day
本報記者翁大嘴攝

火箭隊主教練麥克
海爾在訓練時親自
指導隊員。
指導隊員
。

禮盒花旗參
散裝花旗參
霍華德在第一輪對小
牛隊比賽中的精彩表
現可圈可點。
現可圈可點
。

本月 28 日晚
日晚，
， 火箭隊主場與
小牛隊進行了季後賽第一輪的
第 5 場比賽。最終火箭隊以
103：
103
：94 戰勝對手
戰勝對手，
，成功挺進
第二輪。
第二輪
。

買一送一

美國深海魚油
買三送一
卵磷脂

極品澳洲維多利亞鮑魚
原價$75
原價$
75..99
特價$
特價
$65
65..99

日本一等江瑤柱

2015 年度 NBA 季後賽於上周末緊鑼密鼓的展開
季後賽於上周末緊鑼密鼓的展開。
。火箭隊以西部第二的好戰績打進季後賽
火箭隊以西部第二的好戰績打進季後賽，
，並以主場
優勢迎戰對手達拉斯小牛隊。
優勢迎戰對手達拉斯小牛隊
。

哈登作為火箭隊的領軍人物，
哈登作為火箭隊的領軍人物
，有望帶領火箭隊走的更遠
有望帶領火箭隊走的更遠。
。

火箭隊於 4 月 18 日主場以 118
118：
：108 戰勝達拉斯小牛隊
戰勝達拉斯小牛隊。
。並將於 4 月 21 日再次主場迎戰小牛隊
日再次主場迎戰小牛隊。
。

美國芝加哥燕窩城總公司
芝加哥華埠廣場 2112 號 A 舖
2112A S. Archer Ave.
Chicago, IL 60616
Tel:312-225-2888
Fax:312-225-8899

美國芝加哥燕窩城分公司
芝加哥永活街 2347 號 A 舖
2347A S. Wentworth Ave.
Chicago, IL 60616
Tel:312-225-288
Fax:312-225-8899

印尼白燕 8OZ

日本元其 $59.99/磅
日本小元其 $100.00/3 磅
南美刺參 $75.00/磅起
光面厚菇 $24.99 買一送一
天白花菇 $39.99 買一送一
墨西哥黃油鮑魚 $588.00/磅 買二送一
寶馬三頭玉鮑 $21.99 3 罐
日本小元貝 $100/3 磅
美國蝦乾 $29.99/磅
泰國蝦米 $19.99/磅
響螺片 $15.99/磅
(酒﹐米﹐批發﹑特價貨品除外)

原價$79
原價$
79..99
特價$
特價
$59
59..99

$249
249..99

Big Sale

專營﹕
專營
﹕鮑參翅肚
鮑參翅肚﹑
﹑野山花旗參
野山花旗參﹑
﹑
精選燕窩盞﹑
精選燕窩盞
﹑紅酒茗茶
紅酒茗茶﹑
﹑南北乾
貨﹑純正藥材
純正藥材﹑
﹑健康食品
健康食品﹒
﹒

回國探親
饋贈親友
送禮佳品
NBA 季後賽正在緊張進行
季後賽正在緊張進行。
。 火箭隊首輪迎戰達拉斯小牛隊
火箭隊首輪迎戰達拉斯小牛隊，
， 並以 4
比 1 戰勝對手順利進入第二輪並將與馬刺和快艇的勝者進行新一輪
角逐。
角逐
。

買一送二

$79
7999.00

買一送一

越南白燕
越南
白燕 8OZ 買一送二

$138
13888.00

泰國春燕
泰國
春燕 11OZ

$21
2188
88..00

買一送二

印尼白燕
印尼
白燕 1OZ 買一送二

$249
249..00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美國休士頓燕窩城分公司
休士頓百利大道 9888 號 136 舖
9888 Bellaire Blvd. #13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776-2888
Fax:713-772-2890

美國布蘭諾燕窩城分公司
美國達拉斯燕窩城分公司
達拉斯核桃街 9870 號 200 舖 布蘭諾雷格思路 240 號,300 舖
240 Legacy Drive #300
9780 Walnut Street #200
Plano, TX 75023
Dallas, TX 75243
Tel: 972-527-9888
Tel:972-235-3888
Fax: 972-517-6348
Fax:972-235-3886

美國休士頓香港海味城總公司
休士頓百利大道 9968 號 100-120 舖
9968 Bellaire Blvd. #100-120
Houston, TX 77036
Tel:713-772-2889
Fax:713-772-2890

美國芝加哥香港海味城分公司
芝加哥南埠廣場 2120 號 A 舖
2120A S. Archer Ave.
Chicago, IL 60616
Tel:312-881-9288
Fax:312-225-8899

美國休士頓燕補堂總公司
休士頓百利大道 9968 號 190 舖
9968 Bellaire Blvd. #190
Houston, TX 77036
Tel:713-772-7888
Fax:713-772-2890

美國芝加哥燕補堂分公司
芝加哥華埠廣場 2116 號 A 舖
2116A S. Archer Ave.
Chicago, IL 60616
Tel:312-225-6688
Fax:312-225-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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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曉明佟大為紅毯秀恩愛 Angelababy“
“ 落單
落單”
”
即將于4月30日上映的電影《何以笙簫默》，
在北京舉行全國最大首映禮。與以往電影首映禮不
同，此次何以家族眾明星分散在各個城市，在同一
時間，與觀眾一起觀看《何以笙簫默》的超前點映
場。在北京主會場上，除導演楊文軍、黃斌，主演
黃曉明、佟大為、angelababy、劉天佐、張帥，總
策劃王旭東、藝術指導黃薇外，樂視影業 CEO 張
昭，著名導演李少紅、黃建新也都出席了此次紅毯
。而楊冪、馬蘇、沈泰、孔連順等幾位主演，則分
赴重慶、長沙、哈爾濱、青島等地，與全國影迷共
同迎接《何以笙簫默》的首映禮。
黃曉明佟大為紅毯“秀恩愛”
樂視影業張昭：何以要破國產愛情片記錄
在北京首映禮上，黃曉明意外“撇下”angelababy，選擇和好搭檔佟大為牽手步入紅毯，兩人更
是大秀“恩愛”，在臺上熱情相擁，引發粉絲尖叫
不斷。黃曉明表示與佟大為多年感情非比尋常，佟
大為更是爆料，在片中兩人有場特別的“基情戲”，
將作為彩蛋奉獻給大家。獨自走上紅毯的 angelababy，則是一襲純白連身裙亮相，女神范兒十足。在
現場，樂視影業 CEO 張昭表示對本片票房信心十
足，更豪言要破國産愛情片票房紀錄！
出席北京首映儀式的全部嘉賓有：導演楊文軍、
黃斌，主演黃曉明、佟大為、angelababy、劉天佐、
張帥，樂視影業 CEO 張昭，著名導演李少紅、黃
建新，《何以笙簫默》總策劃王旭東和藝術指導黃
薇。而楊冪、馬蘇、沈泰、孔連順等主演則分赴重
慶、長沙、哈爾濱、青島，在同一時間，與各地影
迷一起迎接《何以笙簫默》的首映。
暖心結局 笑著流淚
楊冪產後復出依然純情似少女
在電影《何以笙簫默》裏，楊冪飾演的趙默笙
和黃曉明飾演的何以琛這對戀人，從校園相遇到再次
重逢，歷經長達十年的情感糾葛。其間雖然一度相隔
千裏、了無音訊，卻始終為對方守候，不願將就。
本片是楊冪産後復出的首部大銀幕作品，沒想
到做了媽媽的楊冪不僅外表依舊美妙似少女，演起
為愛執著的趙默笙依舊是“純純噠”。二人之間唯
美動人的感情讓觀眾心生感慨：“十年的矢志不渝，
讓人更加堅信愛情的力量。”
電影中，楊冪和黃曉明在雨中飆淚相擁、黃曉
明別出心裁的求婚等片段讓不少觀眾感動不已，而
“父親”姚安濂在機場送別楊冪、“繼母”陳衝為
女兒求情等親情段落也直戳淚點。散場燈亮，不少
觀眾依舊紅著眼眶。有觀眾表示：“雖然看哭了，

喬杉仗義閃婚

由東傳影業出品，謝升皓執
導 ， 青年演員張智堯、倪景陽、
喬杉領銜主演的都市浪漫愛情喜
劇《 約 定 倒 計 時 》 今 日 首 發 人 物
海報 。 暖色格調的海報極具個
人 特 色 ，都市型男張智堯西裝考
究；粉色廚臺上端坐的倪景陽在
愛情面前甘願“低入塵埃開出
花 ”，而舊電視和老單車則訴説
喬杉在劇中“胡同遊擊戰”的故
事，此次喬杉將化善良和忠厚為
利器，馳騁情場，“勾”女有術，
戰無不勝。

倪景陽追愛笑料百出
張智堯喬杉新舊都是愛
此次電影《約定倒計時》曝
光的 3 款人物海報按照角色出場順
序悉數亮相，在《失孤》中有出
色表演的倪景陽向影迷再度展現
實力，在電影《約定倒計時》中
挑起大梁，成功俘獲高人氣。海
報中紅色連衣裙襯托出倪景陽優
雅身段，堅定的眼神透露堅強個
性。當十年戀情“無疾而終”，
倪景陽化美麗為怨氣，整蠱搞怪，
上演了一出出令人捧 腹 的 爆 笑 橋
段 。 憑 借 《 古 劍 奇 譚 》、《活色
生香》等高人氣電視劇，張智堯
已然“炙手可熱”。華麗側顏加
上上揚的嘴角無端透著“痞子氣”，
他將在劇中將一改往日 “ 正 義 凜

然 ” 形 象 塑 造 “ 渣 男 神 ”。值得
一提的是，在《屌絲男士》、
《愛笑會議室》中負責搞笑擔當
的喬杉首度華麗加盟，海報中極
具標志性的爽朗笑容獲網友青睞，
粉絲們紛紛投來橄欖枝，期待喬
杉盡情挑逗爆笑神經。

《約定倒計時》爆點十足
眾星捧月勿忘六月之約
電影《約定倒計時》講述了三
人之間的情感糾葛。命運的轉折
從池俊傑和江小月不歡而散開始。
史上第一好女友遇上史上第一好
賣手，化學反應強烈的倪景陽和
喬杉迅速感情升溫大玩閃婚？此
次喬杉在劇中戲份十分吸睛，作
為躋身都市一隅的“三無”青年，
人挫沒錢嘴不甜，反而魅力四射
“勾”女有術，引發粉絲大跌眼
鏡直呼此電影不看不行。“貴人
沒有，Bra 來湊”，生活不易的喬
杉因 Bra 致富，因 Bra 結緣，因 Bra
懂愛，電影充分向影迷們證明 Bra
對人生的重要性。
劇中三人都在尋愛之路上付出
代價，不同的是他們的尋愛之路搞
怪不斷，笑料百出。“深巷惡戰”
更提醒影迷們追愛路上危險重重。
人物海報為粉絲又添舔屏素材，三
位主演的勾魂微笑訴説與影迷的不
散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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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韜、孫藝洲組成的“鮮肉團”，都讓網友們直呼
“男神女神根本數不過來”“顏值刷新新上限”。
除了在上海取景，劇組還遠赴重洋，趕到美國
舊金山進行實地拍攝。壯美的金門大橋，神秘的絕
命島……唯美的異國風光盡數收入鏡頭當中。連楊
冪也直言：“在美國拍攝留下很美好的回憶……天
氣特別晴朗，自然而然呈現出讓人暖心的感覺。”
看過片後，觀眾也紛紛表示：“畫面好美！光是看
過這精致的畫面就能讓人産生想談戀愛的衝動。”
七年等待 愛不將就
電影折射不同人群的愛情選擇
在《何以笙簫默》中，何以琛和趙默笙這對戀
人，一度相隔千裏、音訊全無，卻甘願為彼此等待
七年，因為愛，所以絕不將就。“打個電話就可以
澄清的誤會，卻讓兩人苦苦等待七年。”這樣的愛
情觀讓一些觀眾産生了思考，“也許是現在的我們
生活太快、太浮躁，缺失了耐心，反而白白錯過不
少真愛。”有觀眾表示：“看完電影，我才發現很
多時候自己太將就了。現在寧肯願意多花點時間去
思考，究竟什麼才是值得去守護的愛。”
何以琛和趙默笙的苦苦等待，也讓不少觀眾表
示“心疼”。導演黃斌坦言，不同人群在面對愛情
時會有不同的選擇，都需要去理解。“有人選擇等
待，有人選擇離開，都是一種選擇。”

由劉亦菲、吳亦凡、李夢主演的電影《致青春 2》在上海
悄然開機。這部高顏值的青春係電影也深得大眾關注。然而格
外有趣的是，在《致青春 2》劇組裏，劉亦菲與李夢這對極為
神似的“閨蜜”有多次竟然讓攝影老師“誤認”。
李夢飾演莫鬱華，與劉亦菲飾演的蘇韻錦是一對無話不談
的閨蜜。蘇韻錦，清高內秀，對愛情極度自卑，而莫鬱華則是
一個為愛堅守的女孩。飾演者李夢坦言，被莫鬱華這個角色吸
引是因為她的身上有著自己沒有的個性，比如為愛癡狂，可以
不顧一切無怨無悔的去愛一個人。
看過小說的朋友們一定知道，莫鬱華這個角色比較飽滿立
體，對演員來說發揮的空間較大。在熱映中的電影《萬物生
長》中，李夢飾演的初戀小滿，是純凈美好的女孩，但是對愛
情稍顯唯唯諾諾，最終只能帶著遺憾離開，而莫鬱華這個角色
則更有生命活力，她勇于去追逐所愛，無怨無悔。相比起來，
筆者更加期待《致青春 2》中的莫鬱華。在 90 後一代的年輕女
星中，李夢的演技雖然說不上純熟，但是自然真誠的演技很符
合大眾的需求。

China’s surveillance ship “Haijian 27″ arrives at waters around
the islands that China claims as Diaoyu and Japan as Senkaku
[Xinhua].
China and Russia have agreed to
jointly safeguard peac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 officials
said after a high-level meeting in
Shanghai last Thursday.
Assistant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Liu Jianchao and Russian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Igor
Morgulov
co-chaired the first Sino-Russian consultation meeting on northeast Asia
security in Shanghai in a spirit of mutual cooperatio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are
key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re
has been renewed urgency by the ad-

ministration of Japan’ s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to reset frosty relations by coordinating bilateral summits with his Chinese and Korean
counterparts, Xi Jinping and Park
Geun-hye. China and South Korea
had earlier jointly condemned Japanese Prime Minster Shinzo Abe’ s visit to a controversial shrine honoring
war criminals alongwith those who
died in World War II.
Meanwhile, Russian and Chinese defense officials, along with foreign ministry representatives, were present at
last Thursday’ s meet in Shanghai.

“ The two sides discussed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nd
agreed to enhance dialogues and coordination to promot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said a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tatemen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met
in Indonesia on Wednesday, although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remain.
Defiant lawmakers from Abe’ s ruling
party and the opposition on Wednesday visited a Japanese war shrine in
Tokyo that is seen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as a symbol of Tokyo’ s
past militarism.
Meanwhile, Chinese Defense Minister
Chang Wanquan had met with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Sergei Shoigu in
Moscow last week where the two leaders pledged to push ahead with bilateral “ pragmatic, comprehensive military cooperation” .
China’ s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made a strong military a key plank of
his plan for a revitalized China.
In Moscow last week, the Chinese Defense Minister said China needs a defense force matching its development
needs and that a fair and just international order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 The Chinese People’ s Liberation Army is an active contributor to world
peac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China is a constructive member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th its growing
economy, China needs a national de-

fense and military force that is commensurate with its development
needs, not only to safeguard national
interests, but to improve its fulfilment
of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the
Chinese Defense Minister said.
China will raise its defense budget by
around 10 per cent this year, an an-

nouncement made during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country’ s top legislature in March said.
Earlier this month, China became the
first foreign customer of Russia’ s
most advanced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he S-400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systems.

Follows Vermont's GMO Labeling Victory

Texas Introduces GMO Labeling Bill H3499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e threat of lawsuits from Monsanto and
other “ biotech bullies,” Texas could more
easily pass its own labeling law with support from grassroots initiatives. (Courtesy
naturalsociety.com/texas)

Related

Vermont First State To Pass
Mandatory GMO Labeling

《致青春 》
2 悄然開機
劉亦菲李夢搭檔 閨蜜

《約定倒計時》首發人物海報

但更多的是開心和感動。喜歡這樣的結局，讓人覺 期待與猜想。看片過後，黃子韜飾演的角色終于曝光，
得很溫暖。”
不同于早前傳言的“少年版何以琛”，此次的角色可
謂為黃子韜量身打造。雖是新角色，但扎實的表演以
驚喜笑點 出其不意
及和黃曉明默契的互動，讓觀眾忍不住調侃：“都姓
楊冪玩“制服誘惑”狂說洗腦金句
黃，又是青島人，‘雙黃CP’簡直萌萌噠！”
除了讓人感動的愛情部分，影片中諸多笑點來
得出其不意，貢獻不少驚喜。楊冪數度想要攻陷黃
兩帝一後 戲骨壓陣
曉明這個“霸道總裁”，穿上水手服大玩“制服誘
陳衝姚安濂淋漓盡致展露動人親情
惑”，結果鬧笑話嬌呼“丟死人了”，這個片段讓
電影中一線花旦小生互飆演技、養眼小鮮肉怒
不少人捂臉爆笑，男性觀眾反應尤其熱烈。有人在 刷顏值，更有“兩帝一後”老戲骨霸氣壓陣。“金
看片後甚至模倣起片中楊冪的洗腦口頭禪：“丟死 像獎影帝”曾志偉、“金馬影後”陳衝、“蒙特利
人了，丟死人了！”
爾國際電影節影帝”姚安濂齊齊為《何以笙簫默》
HOLD住姐則變身“相親狂”，馬蘇毒舌頻曝金 保駕護航，讓整部影片增色不少。
句，“維秘天使”何穗首次觸電就大玩顛覆……一眾
曾志偉陰差陽錯挑起了黃曉明和佟大為的“情
女神紛紛變成“女神經”，笑點頻出。甚至有觀眾調 敵之戰”，喜感十足的表演，不動聲色地引出另一條
侃道：“明明拼臉就足夠了，偏偏還能拼演技！”
關鍵情節線；姚安濂在電影裏飾演楊冪的父親，陳衝
“國民岳父”韓寒、“國民爸爸”馬雲、“國 則是飾演繼母，二人將對女兒那份含蓄深沉的親情展
民老公”王思聰更是通過照片意外“神客串”，腦 現的淋漓盡致。黃曉明和陳衝“辦公室談判”這場戲，
洞大開根本停不下來。
讓觀眾如同在海面上下沉浮，緊張沉重與溫暖感動交
替行進，兩位演員的對手戲將不少人深深打動。
情侶變兄妹 老友成情敵
Angelababy 佟大為“演技大考驗”
四首好歌 格外養耳
在電影中，Angelababy 對黃曉明癡戀不已，卻
那英張靚穎李榮浩黃曉明打造音樂盛宴
不斷地被他拒絕，讓現場媒體忍不住大呼：“戲外
影片的音樂也是片中一大亮點，那英、張靚穎、
情侶到了戲裏，頂多只算得上兄妹的名分，這也太 李榮浩、黃曉明均貢獻最高水準，合力打造了一場
考驗演技了吧！”許多觀眾表示“心疼”Angelaba- 盛大的音樂盛宴，為影片加分不少。黃曉明和楊冪
by：“苦戀何以琛無果，還要在戲中看黃曉明楊冪 在醫院病床的吻戲段落，那英演唱的《默》極好地
秀恩愛，太虐了！”
帶動了觀影情緒，歌詞旋律與劇情恰到好處的嵌合，
黃曉明與“老搭檔”佟大為則延續了《中國合 讓人動容不已。這首歌也是那英暌違五年的新歌，
夥人》中的對峙狀態，為爭奪楊冪芳心變成劍拔弩 看過影片的人大都對這首歌曲印象深刻，“頗為洗
張的情敵。二人“拼酒”的段落不僅讓觀眾看得過 腦”。片中還有一首尚未曝光的好歌，來自因《我
癮，連佟大為自己都爆料，演戲中找到了“針尖對 是歌手》爆紅的李榮浩，李榮浩以細膩性感的聲線，
麥芒”的快感。為了飚戲，片場全換上了真酒，幾 吟唱這個美麗的愛情童話，非常養耳。
張靚穎演唱的《you are my sunshine》則貫穿
口下肚，情緒被展露地淋漓極致。緊張過後佟大為
一句“小二，來碟花生米”則又來了個三百六十度 影片始終，輕快悠揚的旋律與電影溫暖的基調相得
益彰，每次聽到後都讓人覺得“暖暖噠”。這首歌
大轉彎，直戳觀眾笑點。
的中文版主題曲《何以笙簫默》則由黃曉明親自演
唱，作為影片的片尾曲，黃曉明用真摯醇厚的聲音，
黃子韜首次觸電大銀幕
為何以琛和趙默笙的故事畫下了最完美的句點。
體貼關懷黃曉明意外促成“雙黃 CP”
如果説黃曉明與楊冪的動人愛情讓人艷羨不已，
劇情養心 畫面養眼
那麼黃子韜對黃曉明的忠實守護則“基情”滿滿，
鏡頭美到“讓人有戀愛的衝動”
引人遐想。電影中，黃子韜對黃曉明“關懷備至”，
電影《何以笙簫默》此次總共邀請到16位明星加
時時叮囑他“按時吃藥”。“真心話大冒險”段落，
盟，演技和人氣一網打盡，早前陣容曝光時就讓不少
鏡頭若有若無的暗示更讓人心旌搖曳。
同樣是在韓國出道的中國藝人，鹿晗、吳亦凡 網友表示“太逆天”。除了黃曉明、楊冪、佟大為、
的首次銀幕觸電都相繼獲得了好評。此次黃子韜接拍 Angelababy 四位一線花旦小生，國際超模何穗、
《何以笙簫默》的消息一出，即刻引起媒體和粉絲的 HOLD住姐謝依霖和馬蘇組成的“女神和女神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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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Representative Carol Alvarado from Houston has filed HB 3499, a GMO labeling bill that
would require all food sold in Texas to be clearly
marked to inform the consumer that they contain
genetically modified ingredients.
Texas is a big state, and if this bill were to successfully pass, it could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in food manufacturers and biotech interests – putting a much needed damper in their efforts to monopolize our food with toxic crops that
have been linked to gut disorders, compromised
immunity, organ failure, cancer, and reproductive issues.
At the very least, consumers deserve
to know what is in their food – and
then by all means if you want to eat a
GMO Arctic apple or some genetically modified corn that is full of Bt toxins, it is your individual choice.
This bill would also seriously impact
Monsanto’ s business because they
sell seed to farmers that can’ t be replanted each season, and must be repurchased,
along with the toxic chemicals they sell to go
hand-in-hand with their appropriately named
products like Round Up Ready corn, soy, etc.
Farmers could save money and be able to plant
in ways that are more sustainable for Texas and
more nutritious for Texans with the bill's passage.
With states like Vermont recently successfully
passing mandatory GMO labeling bills, despite

﹁
﹂

After months of consumer and activist comments, picketing at the Attorney General’ s
Office, and winning a lawsuit against Monsanto who tried to overturn the original
law, Vermont has just become the first state to
have mandatory GMO labeling.
Vermont became the first state to become
GMO-labeled (a step toward becoming
GMO-Free) in 2014, but Monsanto, Dow, Bayer
and other biotech interests decided that consumers had no rights at the state level to determine
what they wanted to eat. Vermont was brave
enough to uphold the voted-upon law anyhow,
and even put money aside for the legal fight
they knew would ensue when the new legislation passed.

On Friday, the Legislative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Rules formally filed with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 Office to uphold the new GMO labeling rule, which will become effective July 1,
2016.
Attorney General Bill Sorrell said that the formal
adoption of the GMO labeling law gives ample
time to food manufacturers to change their products or lose an entire state’ s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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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此時並沒注意到自己未能被包括進 " 一定不能有事 "

冲殺袁往來無敵袁這個我知道遥
可是噎噎到底也沒有完全的把
握可以衝出去吧钥 調援兵是我們最

的人中間袁因爲他剛剛發現靖王地腰刀握在自個兒手里袁表情有
些尷尬遥

後的解決之道袁 萬一殿下被擋了回
來袁大家豈不是要坐以待斃了钥 "

靖王順着蒙摯的視線看了一下袁發覺有失袁忙補充道院" 蘇
先生雖有隨從護衛袁你也還是要當心他的安全遥 "

眼尾卻悄悄掃着靖王遥

心如刀絞袁痛得無法呼吸遥

用不着在意這些虛禮遥 " 靖王淡淡地説了一句袁將腰刀接過

蒙摯地提問院" 大統領不必擔心袁我
可以從北坡下去遥 "

的路那么艱辛袁卻只能靠他一個人走下去了噎噎我再也陪不了他噎噎

" 沒關係袁大家在商量要緊事情遥

幸好袁 靖王很快就主動回答了

" 悠然浴 悠然浴 悠然浴 " 他發狂般撲過來袁抱住我袁" 一生一世袁不離不棄浴 你若死

來揷回鞘中遥 蒙摯記挂着防務袁立即起身吿辭遥

我絶不獨活浴 " 我猛然一驚袁慢慢闔起的雙眼倏地睜開袁從床上一躍而起遥

" 北坡是懸崖啊袁沒有路的浴 "

梅長蘇不想跟靖王單獨留在帳中袁怕他又想辦法盤問自己遥

" 有袁有一條很險很陡袁完全被

所以便跟着一起吿退遥

下一秒袁我完全獃住遥

佛牙剛好在帳外袁一見面就朝他身上撲袁想要舔兩口袁蒙摯

我懸浮在半空中袁 腳下皇太極正抱住另一個 " 我 " 嚎啕痛哭院"噎噎爲什么要待

雜草蓋住的小路袁 當年我和小殊在
九安山上亂跑時發現地袁 除了我們
兩個袁沒有其他人知道遥 "

噎噎你太自私 --" 哭聲忽然嘎然停止袁只聽 " 咕咚 " 一聲袁皇太極仰天倒地遥

好在後面帳門關得嚴實袁靖王未能看見遥

" 眞的钥 " 蒙摯大喜袁" 這簡直就
是上天之助浴 "

" 那就這么定了袁" 靖王也笑了笑袁 做出最後地決斷袁" 先不
要稟吿陛下袁蒙卿重新整飭九安山地防衛袁務必做到臨危不亂遥
無論將來局勢如何艱險袁陛下和貴妃袁一定不能有事遥 "

愕然噎噎

佛牙雖然聽不懂人言袁卻立即嗷叫了一聲以示抗議袁梅長蘇

他牙關緊閉袁暈厥的倒在地上袁即使如此袁雙手卻還是死死的抱着 " 我 "-- 那張熟

擔心靖王聽到它的叫聲被引出來袁也顧不得再理蒙摯袁趕緊拖着

悉的臉面色慘白袁雙唇微微發紫袁摔倒在他懷里毫無半分生氣遥

灰狼躱進自己的帳中遥

林育羣（小胖）日前在微博 Po 早餐吃漢 他原諒。

我開始有些省悟噎噎

堡的照片，被網友 「阿亮學長」問： 「你是
豬嗎？」他原本憤怒，對方後來說是開玩笑
的，他反而跟網友致歉，展現高 EQ，是藝
人和網友良性互動的示範。
小胖原本說： 「這跟豬有甚麼關係？早
餐是一天活力的來源，不吃才不健康吧。我
很喜歡現在的樣子，不是一定要瘦才叫好看
。我覺得現在的我很自然有魅力，多謝指教

解脫了浴 我終于從那個桎梏了三十五年的軀殻中解脫出來了浴
可是噎噎爲什么我一點都不開心钥 爲什么我心里會是那么的痛钥浴
淚珠終于止不住的滾落遥
" 皇太極浴 皇太極 --" 我拼命哭喊袁歇斯底里袁" 我在這里浴 求求你看看我袁求求你
噎噎醒過來噎噎看看我噎噎我在這里呀噎噎"" 悠噎噎然噎噎" 他閉着眼袁 低聲呼喊
着我的名字袁淚水從他眼角默默滑落袁我心劇痛遥 " 一生噎噎一世噎噎不離噎噎不棄

" 是遥 "

噎噎" 我懼怕的顫抖遥 一生一世浴 不離不棄浴

" 這是你最後的答案钥 "

他不會是噎噎不會是想噎噎

"噎噎是遥 "

" 不可以浴 " 我尖叫袁再次撲向他袁這一次居然奇迹般觸到了他的臉遥 眼睫微微一

賀遲出院的時候袁圈子里的人都聚在一起袁擺了一桌酒席祝賀賀遲的

" 悠然 --" 他大叫一聲袁但隨即驚獃袁" 你是誰钥 " 我淚流滿面袁泣不成聲袁才要説

鍾遠和孫豫都哇哇叫着説院" 終于等到這一天了浴 終于活着等到了浴 "

話袁卻聽寂靜的房間里 " 啪 " 地一聲脆響袁象是有什么東西碎裂了遥

賀遲懶洋洋地翻着喜帖袁 看着上面如同天作之合的照片袁 淡淡地微

一陣強烈的眩暈向我襲來袁我眼睜睜的瞧着自己的身體一點點的變淡尧變虛尧變

笑袁內心卻蒼茫遥

透遥 無數星點般的光斑從我體內緩慢泄出袁向四周散開遥

一切都在他的計劃袁唯一在計劃之外的是喬落的心遥

皇太極的表情由驚訝變成震駭袁我目光凄楚哀憐的凝望着他袁感到萬分痛苦而

散場的時候衆人有默契地先走一步袁顧意冬與賀遲站立在屋內袁意味

又無可奈何噎噎

深長的對視袁交換着只有彼此才懂得的難言心境遥

隨
侯
珠

長久的默然袁誰都沒有説話遥
最後袁顧意冬抬手袁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袁背影蕭索地轉身離開遥
賀遲覺得自己的肩膀上重逾千金遥
他深吸口氣袁仰頭遥
終于袁如此漫長的歲月過後袁顧意冬被判出局袁他呢钥
他又想起那個夜晩袁兩人等在喬落樓下袁他彼時胸有成竹袁卻仍是自
問院如果到最後袁她要的連我也給不了呢钥

衛生間的窗戶是打開的袁秦予喬終于安靜下來了袁她抬頭袁角度視

秦予喬捂着自己的臉袁站起來去衛生間洗手袁結果看到一張沾着

一語成讖遥

盯着鏡子的臉袁然後秦予喬感覺視線慢慢變模糊袁原本上面只有

賀遲的話讓喬落震動遥 她閉上眼睛就能看見他那時的表情袁他説院你

璨袁正美得不可思議遥
作者有話要説院前文有提到喬喬有神經有點不正常袁這次算是攤

幾道血痕像是擴散出來袁她覺得鏡子里面臉袁全臉鮮血淋淋的袁猙獰又

不喜歡的袁我都不要了遥 行不行钥
她很難受遥 她知道賀遲一直待她好袁很好袁可他從未説過這樣的話袁她
人了袁他説得出就一定會做得到遥 這樣的感情不能不讓喬落感動震撼遥

出來寫了遥遥

可怕遥
然後秦予喬大叫出聲袁整個人跌坐在地上袁趴在地上嚶嚶地哭了

也不知道他竟能至此遥 他們不再是十七八歲不分輕重隨口起誓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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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噎噎她怎么又犯病了钥 她怎么能犯病呢钥 她要控制住自己啊遥

秦予喬就這樣抬頭看着外面的夜空,身體僵硬着半躺在角落遥

秦予喬害怕地看了看四周袁幸好整個房子只有她一個人袁太好了袁

可是袁她又如何能再次回身躍進那萬丈深淵钥

沒有被人看見袁眞好啊遥

對顧意冬她都不忍心逼其爲自己捨棄基業袁何况賀遲钥
她發現年長的情愛與年少時不同遥 年少時愛一個人猶如火袁熱烈而霸

墨色的蒼穹雄渾尧蒼茫袁正靜寂地俯瞰着下方城市的狹窄和擁擠袁
頭頂上方是一輪彎月袁月光如霧落灑下來,落在道路上袁湖面上袁窗臺

秦予喬渾身顫抖着身子袁她一定不能袁不能讓睿睿知道袁不能讓睿

喬落只得嘗試着忽略自己的心情遥

上噎噎

睿知道她媽媽其實是個神經病袁是一個深度人格分裂患者遥

秦予喬眞的很討厭現在的自己袁她想把這樣的自己藏起來不讓人

道袁席捲所有的理智袁疼痛處尖鋭鋒利袁動輒錐心刺骨遥 可隨着年齡漸

噎噎

看到袁可惜已經來不及了遥 外面穿啦鎖打開的聲音袁腳步聲越來越近

長袁喜歡了一個人卻如同水一般緩慢流淌袁卻默默地滋養每一個細胞袁

就在這時袁外面響起了門鈴聲袁先是叮咚叮咚的門鈴聲袁然後是啪

噎噎她的大腦一下子全清醒袁一下子渾噩,但是唯一不變的不管清醒

啪啪的拍門聲袁最後是開鎖的聲音袁好可怕的聲音袁秦予喬想要把自己

還是不清醒袁她都不想讓人看到這樣的自己,所以她伏在地上開始找

藏起來袁但是她怎么也找不到地方袁她失措地在衛生間里面爬動袁最後

地方袁她要把自己藏匿起來遥

偶爾想起那人便有了一種朦朧的歡喜和憂傷遥
她也會想袁會不會因爲只是喜歡袁還不到深愛钥 節後上班袁經理暗示她

昆凌近來宣布懷孕，但她身材依舊纖細，這兩
天人飛到加州科切拉（Coachella）音樂節工作的她
，日前早開心在臉書放上工作照，但穿著短褲的她
大秀美腿，甚至完全看不出孕肚，讓不少粉絲驚呼
「好美！」
昆凌近日為了工作遠赴美國加州，她一早還開
心在臉書 PO 上工作照，不過她一身夏日裝扮完全
看不出孕肚，兩條修長美腿更讓人看得目不轉睛！
由於昆凌工作地是知名的科切拉音樂節，她不忘在
微博 PO 出一段影片工作花絮，不僅俏皮寫下 「曬
得好黑，但好青春」，一句 「今天只能在離場地比
較遠的地方聽音樂，怕吵到北鼻」更讓粉絲大讚
「真是個好媽媽！」
除此之外，昆凌也在音樂節上巧遇好萊塢巨星
威爾史密斯的兒子傑登史密斯，不過本來昆凌有放
上兩人合照，但幾分鐘後她將其移除，僅留下個人
美美獨照。

半躺在抽水馬桶邊上的角落遥

可能即將陞職袁喬落很應景地開心微笑袁工作越發賣力遥

只要簽了這張文書袁寧有方今後就得全心全意爲太白樓做事袁再也不
能有其他念頭了遥

從今天開始袁他不再只是一個身份低微的廚子袁還成了太白樓的幕後
東家之一遥憑着超卓的手藝袁他終于邁出了出人頭地的第一步遥或許袁將來

寧有方毫不猶豫的點頭應了院" 承蒙東家老爺看重袁我一定會盡力的遥"

有一天袁他還可以站的更高看的更遠噎噎

説着袁利索的沾了印泥袁在文書上按下一個紅紅的指印遥

想到這些袁寧有方的眼里閃爍出歡喜和興奮的光芒遥

事情圓滿解決袁皆大歡喜遥

寧汐在一旁看着袁心里別提多歡喜了遥 從今以後袁寧有方今生的命運

孫掌櫃松了口氣袁陸老爺也松了口氣遥 奇怪的是袁陸子言竟然也悄悄
松了口氣袁含笑的眼眸有意無意的落在了寧汐的俏臉上遥

軌迹和前世徹底不一樣了遥 她終于可以眞正的鬆口氣了孫掌櫃打趣道院"

路跑衰遇雨神 Selina 服了莫非定律

寧老弟袁你這幾天沒在袁大概還不知道吧不知有多少客人上門袁點名要吃

容瑾從頭至尾一直沒有説話袁就這么慵懶的坐在那兒袁漫不經心的看

你做的干燒魚翅和蟹粉魚翅呢 "

着寧有方袁眼里難得的流露出了一絲欣賞遥

寧有方咧嘴一笑院" 我的身體也恢復的差不多了袁明兒個一大早就過

雖然手藝還有待進步袁 不過袁 寧有方的坦承直爽的性子倒還算可取

去遥 "

噎噎

陸老爺笑了笑袁起身吿辭遥
然後袁他的目光也很自然的落到了寧汐的臉上遥

寧有方熱情的挽留了幾句袁 見陸老爺堅持要走袁 只得送了一行人出

寧汐的嘴角微微翹起袁眼里滿是歡喜雀躍袁小臉似閃出晶瑩的光芒袁
讓人捨不得移開目光遥

去遥
容瑾今天一直沒發揮毒舌的功力袁一直安安靜靜的袁倒讓寧汐有點不

她的眼中一片清澈透明袁只仰頭看着寧有方袁壓根沒多看任何一眼遥
其中袁自然也包括了他噎噎

習慣了袁忍不住瞄了他一眼遥
容瑾的嘴角微微翹了起來袁 薄薄的嘴唇吐出的話語卻還是氣死人不

容瑾的嘴角扯出一絲笑容袁眼眸卻是一片深沉遥

償命院" 四皇子殿下的舌頭確實與衆不同遥 連鹹淡也分不清楚袁竟然夸那

第六十四章山高水遠不必再見

道蟹粉魚翅做的好遥 這么一來袁反倒成全你爹了 "

文書共有兩分袁孫掌櫃小心的收起了其中一份袁恭恭敬敬的交給了陸
寧有方捏着那張薄薄的紙袁心里的激動就別提了遥

時代牙醫中心
主治

薛志剛牙醫博士 Steven Xue, D.D.S.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彭莉

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電話﹕281-988-5930

美國 Saint Louis 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 Medicaid under 21

www.drmeizhang.com
★北京醫科大學醫學系畢業
★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研究生院畢業
★貝勒醫學院住院醫師畢業
★原貝勒醫學院家庭醫學系助理教授
★二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門診時間

電話﹕
281-242-6889
傳真﹕
281-884-6071

地址：4645 Highway 6, Suite H,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內）

醫療美容項目：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張玫 醫生 新增唯一 FDA 認證，最新最尖端抗衰老、聲波電波
Mei Zhang,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拉皮除皺技術-U1thera 和 Thermage：

▲不用開刀，給真皮層導入熱能，收緊肌膚，解決皮膚下垂問題；
▲通過高強度超聲波，去除皺紋，不會對皮膚表面造成任何傷害；
▲提昇肌肉筋膜，刺激膠原蛋白大量重生，恢複彈性；
▲一次治療，可持續 2-3 年。治療後立刻恢複日常生活；
▲貴族的享受，平民的價格。

1）肉毒杆菌 Botox 除皺瘦面,$8/單位
2）玻尿酸，微晶瓷袪皺，隆鼻，豐頰豐唇
3）鐳射激光永久脫毛
4）電波拉皮緊膚除皺
5）脈衝光嫩膚美白
6）鐳射激光袪色斑、黑痣、靜脈曲張、紋身
7）微晶磨皮換膚改善肌膚質地
8）美素溶脂去眼袋、雙下巴、腹部及身體多餘脂肪
9）高頻電刀治療皮膚腫瘤、黑痣、疣

責任編輯：
王荣欣

專精 Copiers, Printers, Scanner
華人經營,原廠培訓技師,服務品質保證
經銷: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掃描機等
新舊影印機從小型到大型任選
精修: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等
提供長期保養合同及售后服務
各種影印機,碳粉(Toner)印表機
廉售:
耗材等,歡迎比價。

特別介紹
大中小型
打印，復印，掃描
三合一(雷射)

電話:713-826-6889
9720 Town Park Dr., Suite #2
Houston, TX 77036

得，直呼： 「『莫非定律』艾服
了油！」
Selina 在臉書提到，下午 2 點
天空多雲，她得知降雨機率高達
80%，想外出跑步的她，為了閃避
雨神，索性先賴在家裡陪愛犬

！」、 「有夠歪邀的莫非定律」
；越覺得出門不會下雨，就越會
被淋得滿身濕，Selina 也不禁直呼
： 「『莫非定律』艾服了油！」
不過淋成落湯雞，粉絲們也紛紛
要她注意保暖，別著涼感冒了。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黃銘河 醫學博士

Ming-He Huang MD, PhD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
•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
•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
•兼任 UTMB 心臟科副教授
•St.Luke 醫院主治醫師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呂 明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中國吉林長春中醫學院畢業
具 有 35 余 年 臨 床 經 驗
美國德州執照中醫針炙醫生

諮詢
免費

地址：9415 Bellaire Blvd #68,Houston,TX 77036 (金城銀行西側)

713-981-1888

雅斤辦公機器公司

Pinky 玩耍至 4 點，看到過了 2 小
時，外頭都沒下雨，便決定按照
計畫出門跑步。結果才跑經第一
個紅綠燈，就遇到下雨，把她淋
成了一個落湯雞。
外出跑步遇上大雨，讓 Selina
無奈地自嘲 「有沒有這麼幸運啊

心臟專科（美國內科醫生執照）

傳人
御醫

www.tcmskindisease.com

通英﹑
國﹑
粵語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楊曉娜 中醫師

˙師從中國著名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皮膚疾病：痤瘡 酒糟鼻 黃褐斑 兒童異位性皮炎 濕疹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及
天津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從事
蕁麻疹 各類瘙癢癥 皮膚變應性血管炎帶狀皰疹及後
臨床工作 13 年。
˙全美 NCCAOM 中醫師執照
˙德州中醫醫師執照
（AC01513）
遺神經痛 扁平疣 手足癬 銀屑病 白癜風 脫發
˙湖北中醫藥大學臨床皮膚科碩士
1999-2002
˙自身免疫性疾病(紅斑狼瘡 皮肌炎 硬皮病 幹燥綜合癥 ),
˙河北中醫學院五年本科 1994-1999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天皰瘡及各種疑難皮膚病
門診時間:
Monday - Saturday 9:00 a.m. -5:00 p.m.
˙慢性支氣管炎、哮喘、風濕與類風濕性關節炎 老年畏寒癥 痛經
Sunday 10:00 a.m. - 1:00 p.m.
及月經不調 過敏性鼻炎、變異性咳嗽、脾胃虛寒、平素易感冒等）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成人﹕
各類牙齒不齊﹐
牙間隙﹐
牙齒美容
小孩﹕
不同年齡﹐
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
如﹕
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
牙間隙過大﹐
小下頜﹐
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
如﹕
吐舌頭﹐
吮手指﹐
夜磨牙﹐
緊咬牙﹐
張口呼吸等等...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主治

百利中醫皮膚科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Jasmine Peng, D.D.S., M.S.D.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精心﹑盡心﹐願帶
給您美麗的微笑﹗
心﹑耐心
愛
矯正牙科博士

最近迷上路跑，正為月底的
半馬挑戰賽積極練跑的任家萱
（Selina），昨天下午她在臉書分
享，自己下午出門跑步，明知降
雨機率高，但在家等了 2 小時都沒
下雨，一出門才跑了一個紅綠燈
距離，就遇上大雨，讓她哭笑不

(中英文應診) DR. DAVID S.C. HO, M.D.
腎移植﹐
攝護腺疾病
﹐
腎﹐
輸尿管﹐
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
不育﹒
專 治

營業時間(七天)﹕Mon-Fri 9:30AM-6:30PM Sat. & Sun 10:00AM-6:00PM

陸老爺一聽到這等大逆不道嘲弄四皇子的話語袁也只得當做沒聽見袁
若無其事的和寧有方繼續説話遥

這對他來説袁是永遠値得銘記的一刻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寧汐恨的牙癢袁偏偏容瑾説的句句都是實話袁讓她想反駁也無從反駁
起遥 只得瞪了容瑾一眼袁輕哼了一聲遥 以此表示不滿遥

子言遥 另一份則到了寧有方的手中遥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怕吵到北鼻」
昆凌藏肚曬美腿

線正好可以看見外面的星光袁外面夜空浩瀚廣闊袁深邃幽遠袁星光璀

血的臉袁剛剛手碰了臉沾上的遥

當眞有了這一天袁他該怎么辦钥

小胖隨後大方道歉，說自己未關注該節
目，並謝謝網友回覆。他透過經紀公司說，
藝人可以有自己的態度，但發現誤解對方後
應第一時間澄清，這是公眾人物發揮影響力
的方法。他日前還 Po 敷黑色面膜照片，說自
己 「就是愛面子」。同事說他很愛乾淨，因
媽媽說 「胖子不要給人髒髒的感覺」，所以
他很重視卸妝，隨身攜帶３條毛巾擦汗。

。 」 「阿 亮 學 長
」 迅 速 解 釋 「你
是豬嗎」是大陸
《奔跑吧兄弟》
中陳赫的口頭語
，因節目火紅成
為流行語，玩笑
造成誤會，希望

顫袁他緩緩睜開眼來遥

康復遥 酒至半酣的時候袁顧意冬終于甩出了 " 紅色炸彈 "遥

法，畢竟內容已是８、９年前的 「舊作」
。
她５月２日在上海體育場開唱， 「烏
托邦」大陸巡城展開。21 日在北京開完
記者會後，給她 10 天好好休息，30 日出
發。她演唱會穿的紅色大衣看來厚重，開
場的 「黑蜘蛛」裝看來也很繁複，怕熱的
她如何面對夏天戶外場次？陳鎮川說其實

小胖被問 「是豬嗎」 憤怒後原諒

身體袁毫不着力遥

在躱佛牙遥 " 蒙摯湊過來道袁" 不如乾脆把佛牙殺了滅口吧钥 "

；2010 年阿密特演唱會則刻意避開華納時
期歌曲，唯獨 「STAR」至今未發行。當
年鬧得沸沸揚揚，歌迷在小巨蛋外綁黃絲
帶，吶喊 「我要我們的 DVD」。
當時她所屬 「金牌大風」和華納總裁
陳澤杉打官司，華納拒絕授權，如今 「金
牌 」 已 被 華 納 收 購 ， 加 上 2013 年 有
「AMeiZING」 15 周 年 DVD， 豐 華 、 華

級娛樂」巡演都出過 DVD 相關唱片公司洽談，但也要考慮阿妹的想 相隨？陳鎮川說： 「不會。」

我惶然失色袁驚呼院" 皇太極浴 " 冲下去伸手扶他袁可誰知雙手竟然直接穿過他的

" 聽戰英説你深居簡出袁我還以爲你又不舒服了呢袁原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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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豐華的 「妹力四射」、 納、金牌跨公司合作先例， 「STAR」要 布料很薄，日後也會更換造型。她男友
「妹力 99」以及華納的 「Ａ 重新出土，並非不可能。陳鎮川昨說會跟 Sam 在台北場連續打卡 10 天，大陸巡演愛

我這般殘忍钥 爲什么最後還是抛下我一個人钥 你太自私噎噎你太自私袁悠然浴 悠然

吃吃笑了起來袁梅長蘇也有些無奈遥

2015 年 4 月 30 日

張惠妹（阿妹）2007 年 「STAR」入
行 10 周年巡演，原要推出 DVD，因前東
家華納拒授歌曲版權流產；明年她入行滿
20 年，歌迷在臉書發起連署，希望催生
DVD 發行，經紀人陳鎮川回覆： 「收到
了，我會努力幫大家搞定。」計畫和今年
「烏托邦」的版權一起談，
完成歌迷收藏心願。

皇太極噎噎怎么捨得丢棄他袁讓他孤伶伶的獨自在這個世上苦苦支撑浴 他今後

腰刀雙手遞上袁躬身致謙遥

星期四

阿妹8年前STAR巡演DVD復活有望

捨不得呀浴

" 是浴"" 請殿下見諒袁剛纔一時沒注意噎噎" 梅長蘇訕訕地將

梅長蘇低下頭袁似乎在思考袁但

台灣影視

獨步天下

" 是浴 " 蒙摯沉聲應諾袁但隨即又忍不住看了梅長蘇一眼遥

蒙摯趕緊道院" 靖王殿下沙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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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中醫全科，頭痛，偏頭痛，頸背腰痛，各種過
敏症，氣喘咳嗽，各種胃病，男女不孕症，性功能障
礙，月經不調，更年期綜合症，各種腸胃病，運動損
傷，戒煙，神經性疾病，高血壓，中風偏癱，口眼歪
斜，風濕關節炎，內分泌失調，肝病等。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地點：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 A119 Houston, TX 77036

我們接受 Medicare 及 Medicaid
★SCURLOCK TOWER
6560 Fannin, Suite 1554
Houston, TX 77030

Trinity
Funding,
Inc..
Inc

713 - 796 - 1500
德州大學醫學博士
田納西州大學醫學院專科
德州專科醫師執照
任教德州大學醫學院及
貝勒醫學院

恆信貸款

NMLS #301604 www.trinfund.com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請電：馬先生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