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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頂級宮廷護膚品 「WHOO
WHOO后
后」 母親節佳禮

「大華超市
大華超市」」 內 Ceci Cosmetics 推出母親節特價禮盒
新代言人：韓國影視天後李英愛小姐的完美詮釋，必將引領宮廷
韓妝的新潮流。
自 2003 年品牌誕生至今，“WHOO 後”始終倡導以現代科
學為依據，融合神 whoo 化妝品秘的宮廷秘方與東方醫學為一體
，應用韓國 LG 化妝品研究所的尖端科學技術，以及大韓韓醫皮
膚科學會古老傳承，再現專為肌膚開發的宮廷美容秘訣的神秘處
方，為亞洲女性帶來最適合東方人肌膚的美容盛宴。
“WHOO 後”的明星產品還幼膏系列，就是以匠人的精神為
底，將最好的韓方成分以最佳的方法調配精制而成的名品，令肌
膚回到 10 年前活力的高濃縮再生營養尚品。選取自天然山參、
天山雪蓮、鹿茸、冬蟲夏草等名貴藥材和 55 種五行成分，促進
氣血精循環，保濕美白同時增強血液循環，改善皺紋和彈性，讓
肌膚煥然一新，如若初生。
母親節前到十號公路的 「大華超市」購物，不妨到進口處的
「
Ceci Cosmetics」逛逛，負責人 Gina 將不厭其煩的為您介紹各
種保養品的用法及精緻粉妝效果，各式名牌化妝品。當您走出該
店時，您的 「美容，護膚」的素養將更狂增，不論是厚待自己，
還是子女孝敬母親，丈夫對愛妻表寸心， 「
Ceci Cosmetics」化粧
品 店 將 是 您 及 家 人 未 來 的 最 愛 ， 該 店 地 址 ： 1005 Blalock Rd
Houston TX 77055 電話：（713）468-4500 官方網站:
http:
//www.whoo.co.kr/

圖為栗懷廣博士上週六在 「師大附中校友會」 所辦的健康講
座中主講：腰背疼痛的成因、診斷及治療。（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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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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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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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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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保證

我們承諾價格匹配

Tel:713-981-8868

aaplusvacation.com
網站﹕

6918 Corporate Dr Ste.A-14, Houston,TX 77036

美東六天 $175 起 美加東八天 $303 起

Bus: 832-999-4966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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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9/人 (原$499)

美加僑界支持台灣加入區域
經濟組織委員會
舉行記者招待會

天后聖母寶旦
5 月 10 日(SUN) 上午 11 時
本 頭 公 廟 10600 TURTLEWOOD,HOUSTON,TX.
川渝同鄉會 2015 春季聚餐會
暨元臣杯第二屆川菜比賽
5 月 10 日(SUN) 上午 11 時至
下午 3 時
Bayland park 6400 Bissonnet
St. Houston Tx
天后聖母寶旦
5 月 10 日(SUN) 中午 12 時
德州天后廟
1507 DELANO,HOUSTON,
TX.77003

恒豐銀行第 17 屆高爾夫球賽
5 月 9 日（SAT）下午 1:00
Quail Valley Golf Course
(2880 La Quinta Dr. Missouri City Tx 77459)
僑 灣 社 主 辦 與 Texas Comptroller Glenn Hegar 座談午餐
會
5 月 9 日 （SAT） 上 午 11:
00-下午 1:00
Safari Tx Ranch ( 11627
FM1464,
Richmond
Tx
77407)
中美寺佛誕節暨母親節園遊
會
5 月 10 日 （SUN） 上 午 10:
30-下午 3:00
中美寺
長青中文學校新舊校長交接
5 月 10 日 （SUN） 下午 3:00
Strake Jesuit 高中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萬事達石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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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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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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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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大軫詩詞攝影音樂發表會
5 月 9 日(SAT)下午 2 時至下午
3 時 30 分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11110
BELLAIRE
BLVD
BLVD,
#200,HOUSTON,
TX.77072

慈濟德州分會浴佛節
5 月 10 日(SUN) 上午 10 時 30
分
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TX.77036

免費專題講座——如何有效
的與青少年兒女溝通
5/08 星期五晚上 7:45-9:30
西南華人浸信會
地 址: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X 77477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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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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大學休士頓校友會舉行
校友年會
5 月 9 日(SAT) 上午 10 時 30 分
至下午 3 時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3599 WESTCENTER DR.
HOUSTON,TX.77042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
5 月會員臨時大會及母親節慶
祝會
5 月 9 日(SAT) 下午 3 時 30 分
至下午 5 時
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 POINT WEST ,HOUSTON,TX.

印像臺灣情牽寶島
文化大學華岡舞團開演
5 月 12 日(TUE) 下午 6:30
僑教中心大禮堂

699

地址：1705 Lubbock,Houston, TX 77007

（工商碩士，德州註冊律師
德州註冊律師）
）

中國旗袍會休斯敦分會舉行
旗袍盛會韻艷休城
5 月 9 日 (SAT) 上 午 9 時 至 中
午 SWEETWATER COUNTRY CLUB
4400 PALM ROYALE BLVD,
SUGAR LAND,TX.77479

5 月 9 日(SAT)下午 3 時
僑教中心 2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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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活動快報

美南國建協進會 2015 年多元
化高峰會議
5 月 8 日上午 7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
糖 城 SUGAR LAND MARRIOTT 16090 CITY WALK,
SUGAR LAND,TX.77479

北歐七天 $730 起

張家界長沙鳳凰長江三峽十一天

平均節省$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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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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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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你的語言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2015 年 5 月 7 日

debbie@chinatourusa.com

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 起

Steve Yang, Agent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Office for Rent

Debbie 文媛/Manager

全球豪華郵輪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❸您的銀行帳戶
$763

國際貿易中心小辦公室出租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❷您的房子

楊凱智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含三峽遊輪）9 月 6-17 日

266
286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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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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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雅+乾淨+安全

專線：281-799-2833

WWW.CHINATOURUS.COM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保護：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王朝旅遊親自帶隊：
張家界，三峽 11 天特別團$499

全旅假期

713713-568568-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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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 文

駐休士頓辦事處齊副處長(排 3
左 7)、 僑教中心莊主任
僑教中心莊主任(( 排 2 左 8)、
休士頓臺灣商會長陳志宏(( 排 2 左 6)
休士頓臺灣商會長陳志宏
、 副會長周政賢
副會長周政賢(( 排 1 左 3) 暨全體理
事及大夏普斯堂區主任委員李雄(( 排
事及大夏普斯堂區主任委員李雄
3 左 8)共同支持臺灣加入 TPP.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哥倫比亞大學等七所
美國頂級院校的錄取通知書及獎學金。
康乃爾大學畢業以後,在 2004 年成為
東部十九所大學中,唯一一名被麥肯錫高薪
聘用的本科生。工作兩年半後, 繼續深造,
在法國被譽為 「
歐洲哈佛」的 INSEAD 大學
, 完成工商管理(MBA)的碩士學位;並回美國
開始在矽谷高科技產業創業。
就在事業順遂發展之際,一場驚天動
地無法預測的大改變和打擊悄然而來,2013
年 7 月,因為一塊長在足部的不規則的黑痣,
改變了俞雲瀚平靜的生活。在接受一系列檢
查後確診為是黑色素瘤它是罕見而且很嚴重
的癌症。
「
正確的知識和學位、文憑的高低無
關」；最終在母親一再的建議下,........俞雲
瀚決定前往墨西哥葛森中心接受葛森療法,
為自己的人生和生命再沉重的去搏一次」。
8 天的學習；憑藉著 「
相信、毅力和
行動」；得以全愈 。
至此；俞雲瀚懷著真誠感恩的心；儘
其所能的幫助每一位熱愛健康的人士；用
「
知識」和 「
行動」來保護自己的生命免於
被疾病的威嚇；每一個生命都可以愉悅的享
受健康和生活。
由於 場地座位有限；為方便維序最
好 能 先 電 話 安 排 ； 聯 絡 電 話 ：
832-287-7759 （陶 先生）如果媒體有須要
我作進一步的面談； 我的聯繫方式：
eMail: isausahq@gmail.com 或 電 話 #
281-596-0795 均可。

「
當人們還沒有搞清楚 「
癌」是怎麼回
事的時候；卻有很多人已經飽受癌症的陰影
和痛苦。」
在科技文明的生活中要怎麼養生和保
護自己；我認為只有 Jesse Burke Yu（俞雲
瀚 先生）；這一位曾經與癌纏鬥過而獲得
全愈的華人患者。
我希望借由各位媒體後揮大愛的力量
；提前大勢的報導。讓更多須要幫助關懷的
有緣人；能有這次的安排；能分享和得到(
美國 YouTube 點擊率超過 3 萬人次）--分享俞雲瀚先生是如何面對和如何走過的心
歷路程。
5 月 9 日星期六的下午二點（2:00pm)
特邀請 俞雲瀚先生
在中國城王朝商場 2 樓（華美銀行二
樓會議廳）作健康講座 「
葛森療法、貴族養
生」
我希望藉由您的力量；讓這類的健康
知識與更多有緣人在一起分享。
Jesse Burke Yu（俞雲瀚 先生) 他的個
人 資 料 ： http://www.chinesedaily.com/info_People.asp?idno=193
南加華裔青年俞雲瀚(Jesse Burke Yu)
的簡歷可謂完美又傳奇,名校畢業,曾就職于
全球最頂級的諮詢公司,在新能源產業上大
展手腳,命運在他最黃金的時期,跟他開了一
個 玩笑,讓他先患上罕見癌症黑色素瘤,又讓
他奇跡痊癒。
來自台灣的第二代移民子弟,2000 年畢
業於洛杉磯阿罕布拉學區馬凱博高中;一舉
拿下 西點軍校、康乃爾大學、西北大學、

（買二送一）

www.allwininsur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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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dy Xu

休士頓臺灣商會於 5 月 4 日假珍寶樓舉辦月會
活動，駐休士頓辦事處齊副處長伉儷、僑教中心
莊主任、李副主任、僑務委員黎淑瑛及劉秀美等
人均應邀出席，陳志宏會長首先歡迎參與月會所
有貴賓，齊副處長亦代表黃敏境處長感謝台商會
對政府的支持。莊主任致詞感謝台灣商會承接今
年僑委會 2015 年臺灣傳統週 「
文化大學華岡舞團
」表演及接待，今年訪團以 「
印象臺灣，情牽寶
島」為主題，休士頓將於 5 月 12 日下午 6 時 30 分
在僑教中心演出，歡迎僑胞邀請美國友人踴躍前
往觀賞，另莊主任亦針對政府積極推動台灣加入
TPP(泛太平洋夥伴協定)以及東協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RCEP）等區域經濟組織政策提出說明，莊主
任表示台灣目前是美國第十大貿易夥伴，倘 TPP
缺少了台灣，將難以進行區域經濟整合，也有損
美國利益，台灣已表達出參與 TPP 的意願，北美
各僑區僑團亦發起支持台灣加入 TPP 的活動，希
望讓台灣 TPP 議題進入美國國會討論，邀請美南
僑團共同支持，其立即獲得休士頓台灣商會的熱
烈響應，陳會長表示將透過致函選區國會議員表
達支持台灣加入 TPP 的意見，發揮僑胞集體力量
，讓台灣的 TPP 議題有機會進入國會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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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請電: Angela
請電:
281281
-983
983-8160

休士頓台灣商會 推動台灣加入 TPP

葛森療法、貴族養生

（休士頓/秦鴻鈞）現為美國西南紀念醫院的主治 （三）炎症性腰痛：如椎骨的急性感染，脊椎骨骨髓炎
醫師及主持 「黃金醫療中心」的栗懷廣醫師，上週六應 （四）腫瘤所致的腰痛
「師大附中校友會」之邀，前往演說： 「腰背疼痛的成 （五）畸形所致的腰痛，如脊椎的畸形
因，診斷及治療」。粟醫師說：腰背疼痛是一種常見疾 （六）代謝性疾病所致的腰痛等等。
病，多見於中老年人，在美國，急性腰背疼痛是第五大
粟醫師說：當腰背部疼痛出現時要儘早到醫院就診
問診的疾病，平均每十個成年人中有九人一生中都至少 ，以明確診斷。
會有一次腰背疼痛的經歷。
腰背部疼痛患者的康復訓練，首是加強腰、背、腹肌肌力訓
粟醫師說：大部份的腰背疼痛是由
練是預防腰、背部疼痛，椎間盤突出的有效方法：
於肌肉攣縮，外傷或脊柱變形所造成，
（一） 保持好體重，超重對身體有影響
我們背部最主要的結構是脊柱，其中無
（二） 鍛鍊腹部和腰背部肌肉。
論我們是站著，還是坐著，腰椎都一直
（三） 舉重時要保持正確的動作。
承受著很大的重力，生活中的像轉身，
（四） 加強腿部分力量鍛鍊。
彎腰，伸腰等的動作，加重了腰部負擔
（五） 保持身體的柔韌性。
。最容易出現腰痛的是腰椎最下部的第
（六） 注意保持正確的姿勢。
五腰椎和骶骨部份。
（七） 選擇適當的床位。
腰痛可分為：
（八） 在採取坐姿時應該用小枕頭墊在腰部。
（一）外傷性腰痛
栗懷廣的黃金醫療中心地址：9750 Bellaire Blvd Ste 180。電話
：832-834-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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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附中校友會辦健康講座
栗懷廣醫師主講 「腰背疼痛的成因
腰背疼痛的成因，
，診斷及治療
診斷及治療」
」

（二）椎間盤突出症，腰椎管狹窄症，
腰椎小關節紊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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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隨著 「韓劇」風行於世界各地，那些肌
膚似雪，有若絕世佳人的韓國美女所用的化粧品，也隨之在世界
各地造成風潮。位於十號公路與 Blalock 交口 「大華超市」（99
Ranch Market）一進門口的（Ceci Cosmetics）為了慶祝一年一度
母親節的來臨，已推出一系列化粧品禮盒，豐儉隨意，如
「
WHOO 后 」 與 「
OHUI」 等 著 名 品 牌 的 化 粧 品 ， 尤 其
「
WHOO 后」，更是仕女們趨之若鶩的美麗 「秘密武器」，根
據該店的負責人告訴記者：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夫人就是使用
「
WHOO 后」的品牌，難怪習夫人一出現，總是各攝影， 媒體
及大眾矚目的焦點，
WHOO 後是來自韓國的韓國頂級宮廷護膚名品，是屬於 LG
的生活健康著名化妝品牌。 2003 年“WHOO 後”品牌於韓國上
市，源自宮廷的獨秘配方，讓廣大的韓國女性為之瘋狂與傾心。
“WHOO 後”的品牌價值與理念，就是對高品位、高格調
之美的追求。當歲 whoo 品牌 LOGO 月追溯到時間隧道遙遠的彼
方，對於身為絕世佳人的皇後們來說，宮廷美容秘方——拱辰丹
，可謂是供奉給她們最為珍貴的寶物，它造就了不施脂粉亦可生
輝的皇後們那高雅清麗的面容。經過數百年、數千年的傳承，拱
辰丹的效果經歷了歲月的驗證，並經現代科學的輔佐，而成為今
世“WHOO 後”品牌的核心成分。2006 年 9 月，“WHOO 後”
品牌在中國華麗登場。目前，其在中國的形像專櫃已達數十個，
遍及中國最為出眾的時尚都市。而此次傾情登陸休市，加之品牌

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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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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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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原石油裝備公司」
接待山東省東營巿長代表團前來訪問
訪問團一行在 「中國高原公司
中國高原公司」
」 的座談會上
的座談會上（
（左
三）為東營巿巿長趙豪志
為東營巿巿長趙豪志（
（對面排右二
對面排右二）
）為 「中
國高原石油裝備公司」
國高原石油裝備公司
」 董事長楊獻平
（右起
右起）
） 「勝利油田中心醫院
勝利油田中心醫院」
」 院長劉冠國 「高原公司
高原公司」
」 董事長
楊獻平，
楊獻平
，國會議員 Al Green 的代表林富桂律師
的代表林富桂律師，
， 「美國商務部
美國商務部」
」
代表 Pam Plagens 女士
女士，
，東營巿巿長趙豪志
東營巿巿長趙豪志」
」 ， 「美國商務部
美國商務部」
」
代表 Duaine Priestly，
Priestly， 「中領館
中領館」
」 商務參贊曹德榮合影於歡迎餐
會上。
會上
。

訪問團東營巿巿長趙豪志（右二
訪問團東營巿巿長趙豪志（
右二）
） 「勝利油田
勝利油田」
」 中心醫院院長劉冠
國（左一
左一）
）與接待他們的 「中國高原石油裝備公司
中國高原石油裝備公司」
」 董事長楊獻平
（右一
右一）
） 「中領館
中領館」
」 商務部參贊曹德榮
商務部參贊曹德榮（
（左二
左二），
）， 「美國商務部
美國商務部」
」
代表 Duaine Priestly（
Priestly（中）合影於 「中國高原公司
中國高原公司」
」

美國國會議員 Al Green 的代表林富桂律師
（ 左 ） 頒發 Green 議員的歡迎函給山東東營
巿巿長趙豪志先生（
巿巿長趙豪志先生
（右）

出席餐會的兩位前後任 「美南山東同鄉會
美南山東同鄉會」
」 會長與東營巿長趙豪
志（中）合影
合影（
（左）為老會長豐建偉醫師
為老會長豐建偉醫師（
（右）為現任會長馬欣
博士。
博士
。

（右起
右起）
） 「勝利油田中心醫院
勝利油田中心醫院」
」 院長劉冠國
院長劉冠國，
， 「高原公司
高原公司」
」 江張雪
寧，美國國會議員 Al Green 代表林富桂律師
代表林富桂律師，
， 「美國商務部
美國商務部」
」 代表
Pam Plagens 女士
女士，
，Duaine Priestly 先生及 「高原公司
高原公司」
」 總經理肖
少松等人合影於餐會上。
少松等人合影於餐會上
。

休城讀圖

東營巿巿長趙豪志 （右）與 「中國高原石油裝
東營巿巿長趙豪志（
備公司董事長楊獻平（
備公司董事長楊獻平
（左）合影於餐會上
合影於餐會上。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大嘴吃遍休斯頓之---金山日本料理

金山日本料理有三間正宗日式 Tatami 包房
包房。
。

金山日本料理的海鮮非常新鮮，宛如從大海直接送入口
金山日本料理的海鮮非常新鮮，
中。

金山日本料理的 Sushi Bar 獨具特色
獨具特色。
。

記者翁大嘴報道
這裡還有上班族的經濟午餐。
這裡還有上班族的經濟午餐
。

金 山 日 本 料 理 承 接 各 種 大 小 宴 會 及 Catering
Catering。
。預約電話：
713713
-784
784-5168

金山日本料理的 Daily Special 物超所值
物超所值。
。

金山日本料理有各式適合所有族裔食客口味的日式佳肴。
金山日本料理有各式適合所有族裔食客口味的日式佳肴
。

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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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家族》曝人物海報

陳曉開啟神秘宗卷
關係。一天，苗苗在放學路上遭遇了“那件事”，
使得家族關係更加緊張、錯綜復雜。然而，傷害苗
苗的“兇手”一直隱秘在這個家族之中…一場慘絕
人寰的滅門慘案將這個曾經幸福的家庭盡數摧毀，
真相也被掩埋在了塵埃中……
在曝光的“家族卷宗開啟”的概念預告中，
林依晨、姜武、陳曉、惠英紅、藍正龍倣佛隨
時會消失在黑暗的迷霧中。一個個即將消逝的
身影背後隱藏著什麼樣驚天的殺機？導演口中
所描述的“世界上最悲傷的女孩”將如何痛苦
的失去，陷入暗無天日的輪回復仇？讓觀眾好
奇不已。
由韓國導演樸裕煥執導，匯集林依晨、姜
武 、 陳曉、惠英紅、藍正龍等實力派演員，由
創 造 了 中 國 恐 怖 類 型 片 票 房 奇 跡 的 《 京 城 81
號 》制作方恒業操刀制作，邀請韓國、臺灣，香
港的制作團隊合力打造的懸疑巨制《神秘家族》
于今日曝光了“幻滅”係列人物海報與家族卷宗
開啟概念預告。人物海報與概念預告，展現出這
部中國電影史上絕無僅有的懸疑題材電影中暗無
天日的輪回復仇，勾勒出血色迷霧中人物撲朔迷
離的未知命運。

“幻滅”版人物海報開啟神秘家族宗卷
神秘家族族員曝光

手就會消失的幻影。更有一雙腥紅的眼睛在背後注
視著每一個人，倣佛將要流出血淚，也倣佛在尋找
下一個殺戮目標。
在這場毫無人性的家族屠殺的背後，到底隱藏
著什麼樣的驚天秘密？這場慘案是否與之前苗苗經
歷的“那件事”有關？兇手到底是誰？《神秘家
族》以前所未見的奇特構架讓結局走向成為難猜
的迷題，比“絕望更絕望的故事”背後，到底隱藏
著什麼樣的難言苦衷？

《神秘家族》：一起慘絕人寰的滅門命案
一段暗無天日的輪回復仇

愛情版海報曝光 唯美純愛

《聽說愛情回來過》

神秘家族》講述了林依晨飾演的苗苗，與姜武
在曝光了的“幻滅版”人物海報中，《神秘家 飾演的父親、惠英紅飾演的母親、陳曉飾演的弟弟
族》成員就此曝光。林依晨、姜武、陳曉、惠英 原本是一個與蕓蕓眾生一樣幸福的普通家庭。這一
紅、藍正龍的在血腥與迷霧中若隱若現，如同觸 家看似及其普通的家庭，背後卻隱藏著撲朔迷離的

林依晨陳曉姐弟搭檔
首次挑戰大銀幕懸疑驚悚類型
《神秘家族》對于林依晨與陳曉來説，都是首
次挑戰的懸疑驚悚類型影片，林依晨表示：“之所
以在婚後選擇了這樣一個題材，之所以被這個故事
吸引，是因為在這個故事中感到，越大的傷痛，就
需要越大的愛去治愈。”林依晨還被《神秘家族》
劇組賜名“奔跑吧，林依晨”，甚至曾經連續三天
都在奔跑的狀態中，為角色付出了大量的體力與情
感。
飾演弟弟的陳曉則坦言：“一直以來都想挑戰
懸疑驚悚片，而這部電影的劇本，不知道讀了多少
遍才真正讀懂，讀懂之後，被深深的感動到了，我
所飾演的雖然是弟弟，但其實他內心是把自己當做
這個家庭裏的哥哥。”《神秘家族》導演樸裕煥談

《神秘家族》由創造了中國恐怖類型片票房
奇跡的《京城 81 號》制作方恒業操刀制作，邀
請韓國、臺灣，香港的制作團隊合力打造的懸疑
巨制。值得一提的是，《神秘家族》的韓國團隊
曾創作了《 群 盜 ： 民 亂 的 時 代 》 《 走 向 炮 火
中 》 《 影 子 殺 人 》 等這些觀眾們耳熟能詳的韓
國超高票房電影，強大團隊令影片質量得到了保
證。《神秘家族》的故事與題材，在國內影史上
可以説是目前為止大銀幕上從未出現的類型。影
片集合了懸疑、犯罪、追殺、反擊四大元素。在
敘事空間、時間、結構上更出人意料，情感上更
結合了家庭倫理等元素，讓觀眾陷入到前所未有
的奇妙故事中。
在去年懸疑驚悚電影《京城 81 號》以 4 億票房
帶電影市場驚天巨浪之後，驚悚片的“後京城”時
代已經來臨。《神秘家族》將接棒《京城 81 號》
將驚悚片拉入主流電影行列的強大後勁，為觀眾展
現另一部精彩的懸疑驚悚大片。
由中韓聯袂打造的 2015 暑期最強驚悚懸疑巨
制。一起慘絕人寰的滅門慘案，一段暗無天日的輪
回復仇，暑期唯一懸疑驚悚大片，《神秘家族》將
于 7 月暑期重磅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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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NY - FEBRUARY 22: Revelers shoot confetti in the
Chinese New Year parade in Manhattan's Chinatown on February 22,
2015 in New York City. The parade, now in it's 16th year, brought out
hundreds of participants and viewers to celebrate the Year of the
Sheep. (Photo/Getty Images)
China has overtaken Mexico as the
No. 1 one source of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In 2013, 147,000 peopl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hina, compared
with 125,000 from Mexico. India had
129,000 people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statistical margins of error
actually put India at about the same
slot as Mexic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d.
Researchers arrived at the migration
statistics by reviewing annual immigration data from the U.S. Census between 2000 and 2013. The study was
discussed last week at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nference
in California.
"Whether these recent trends signal a
new and distinct wave of immigration
is yet to be seen," Census Bureau researchers said, according to China
Daily.
The Census does not inquire about legal immigration status; thus, it is not
known how many of the immigrants
factored into the migration study were
here legally. Since most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are believed to choose
not to participate in the Census, their
population is likely deeply undercounted.
In 2012, China and Mexico were at a

virtual tie for the top countries of origin of people migra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reported.
Other Asian countries also rank high
in sending peopl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ose include South Korea,
the Philippines and Japan.
Some factors believed to account for
the rise in foreign born from Asian nations sett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international study programs, work visas (which then can lead to legal permanent residence) and family reunification.
Meanwhile, Mexicans have had their
own factors compelling them to remain in their country – an improved
economy in their homeland, lower
birthrates, U.S. recession and stricter
border enforcement, the Journal said.
All told, Mexicans still account for the
bulk of the U.S. immigrant population,
which stands at about 1.2 million.
China Daily quoted Wang Ting, an immigrant from China, as saying that

Starts
Tomorrow!!

豎起耳朵聽惡獸出世
臨其境的幽閉恐怖。

重口味新類型驚悚電影《異種》將于
6 月 5 日暑期公映。片方今天曝光了首款
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黑暗版預告片。不到
一分鐘的預告片，幾乎全程黑暗的畫面，
只有女人斷斷續續的驚慌喘息聲和絕望的
求救聲，緊張虐心的對白，讓觀眾體驗身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Bellaire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

★

Honeywell

Bissonnet

9330 Summer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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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dream destination for many of her fellow Chinese.
"Choosing the U.S. as the destination
is to find a better education for my
children," said Wang.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is too
intensely competitive, with the Chi-

異惡獸，張著血盆大口、迅猛猙獰地撲向
畫面，不僅讓人誤以為預告片全程黑屏的
只聞其聲
觀者受到意外的驚嚇，更暗示出這只異種
女孩活埋地下“聽”出變種惡獸
惡獸正是這片毒地的變異產物。本已受困
這款個性十足的預告片可能是內地第 險境的女人還將面臨更為兇險莫測的死亡
一部用耳朵“聽”而不是用眼“看”的預 威脅，恐懼指數飆升。
告片，開篇黑漆漆的畫面讓人以為自己的
驚魂一瞥
手機或播放器出了故障。黑暗中一直持續
內地首只實體特效怪獸撲面襲來
的緊張急促的對白在噪聲中更讓人焦躁不
安，
電影《異種》是由新銳導演過華
通過碎片式的對白我們可以勉強拼湊 執 導 ， 劉 青 、 周 浩 東 、 吳 妍 妍 等 實 力
出事件的大致經過，女孩乘電梯時發生大 演 員 主 演 ， 影 片 將 變 異 怪 獸 與 幽 閉 空
廈坍塌，被困數十米的廢墟最底層，周邊 間 兩 種 截 然 不 同 的 類 型 元 素 融 合 ， 通
是一片“能致新生兒畸形”的重度污染毒 過實體特效技術和 CG 特效技術相結合
地，她撥出電話四處求救卻無人理會。在 的 方 式 打 造 了 中 國 首 只 銀 幕 特 效 怪 獸
預告片最後，意外出現的打火機微弱光亮 的 形 象 ， 力 圖 創 造 出 令 人 耳 目 一 新 的
的畫面，讓人看見這個被囚禁在地下深處 中國驚悚電影的全新類型。6 月 5 日，
狹小空間的女孩，但隨後突然衝出一只變 “異種”惡獸嗜血出世。

nese schools oriented towards one
make-or-break college admission exam offered upon high school graduation. It's too much and not that
healthy for the kids. (Courtesy latino.
foxnews.com/latino)

Uber May Have Big Problems In Chin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ccording to a report in the Financial
Times, Beijing has started off 2015
by cracking down on “ illegal” taxis.
Beijing’ s director of traffic enforcement, Liang Jiangwei, told the FT
that online taxi-hailing apps for unlicensed cabs violated the city’ s ban
on illegal taxis and that their drivers
could be fined up to $3,221. The FT
also reports that Beijing’ s crackdown seems spurred by lobbying efforts from established local taxi companies, whose prices are capped below the market by the government.
By now, Uber is no stranger to local
bans. As I tallied up last week, the
brash startup has recently gotten itself kicked out of Spain, Thailand,
and New Delhi; on Christmas Eve,
its CEO was charged in South Korea
for violating local licensing laws. But
familiarity with controversy doesn’ t
mean each new one isn’ t a blow.
When Uber raised its latest round of
funding, the $1.2 billion that brought
its valuation to a stunning $40 billion, it said much of that financing
would be directed toward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The subtext of that
statement was that growth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s really important to Uber’ s success. Or, put another way, failure to grow could be
really harmful to its future.

《異種》曝黑暗版預告

There are a lot of reasons why people think
Uber might actually be
worth $40 billion—
"ride-sharing" could be
a winner-take-all market and strong network
effects have positioned
Uber as the biggest
player; self-driving cars
could eliminate most laUber has run into a number of
bor costs; Uber could
obstacles in its global expansion.
become not just a car
Photo: AP
service but also a
merce and transport bureaus had
huge delivery business.
been in Uber’ s office for some
But another reason is that Uber
hours.
could achieve tremendous scale by
She declined to transfer the phone
establishing itself in China and the
to Uber staff.
Asia Pacific region.
"You know, the officials are still there,
Back in December, Uber secured a
" she said, adding that there are
strategic investment from search githree Uber employees working there
ant Baidu. At the time, Bloomberg
daily.
theorized that the partnership could
Uber was not immediately available
help Uber avoid some of the regulafor comment, and the Chengdu Mutory pitfalls that it’ s stumbled over in
nicipal Transport Commission was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Uber CEO
also unavailable.
Travis Kalanick said the company
Last week authorities in the southern
didn’ t have any pressing regulatory
city of Guangzhou raided Uber’ s ofissues in China. Beijing’ s new crackfice, taking away phones and comdown could change all of that.
puters, following a nationwide ban
Related
on private cars offering taxi services.

Second China Office Of
Car-Hailing Service Uber
Raided By Authorities

Authorities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ese city of Chengdu raided the local office of car-hailing service
Uber on Wednesday, the second
such action against the US-based
company in the country in a week.
Pictures on Weibo microblogging
sites in Chengdu showed uniformed
officials apparently inside Uber’ s office.
A receptionist at the business centre
that houses the office confirmed that
officials from the Chengdu com-

The Guangzhou Municipal Transport
Commission released a statement
on April 30 saying authorities suspected that Uber, which has its headquarters in San Francisco, did not
have the necessary business registration.
But Uber had said last Friday its services in Guangzhou and other cities
in the mainland remained operational, and it would work with authorities.
Uber has faced a string of legal obstacles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dia, Spain, Thailand and in its home state of California.
In December, Chongqing police raided a training session organised by
Uber which had been attended by
more than 20 drivers. (Courtesy
www.scmp.com/tech)

An Uber Driver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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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Beltway 8

China Now Top Sender Of Immigrants To United States--Mexico #2

韓國一線制作班底加盟助力“後京城時代”
接棒《京城 81 號》備受期待

電影《暗劍》在阜陽市潁州西湖景區拍攝時，男一號紀寧遭遇意
外不幸墜馬受傷，目前傷勢不明。
“可能是因為天氣的原因，加上是在景區中拍攝，圍觀的群眾也
比較多，馬匹受到了驚嚇。”據知情人士透露，紀寧在《暗劍》中飾
演男一號謝天翔，但對于紀寧的傷勢目前並不清楚，如果紀寧傷勢嚴
重的話，該劇在阜陽的拍攝進程可能會受到影響。
在眾多電影、電視劇拍攝中，各種復雜的環境也導致騎馬成為劇
組容易發生事故的原因之一。劉德華、郭富城、胡軍、張涵予、林志
玲、陳慧琳等演員都曾有過墜馬受傷的經歷。
據了解，電影《暗劍》在阜陽的拍攝時間為一周，因此次事件的
影響，原定于本月 8 日殺青的計劃或將延遲。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Summer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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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為何要創作這樣一部影片，他表示：“想要給大
家講述一個世界上最悲傷的女孩，從希望到絕望，
再從絕望中吸取力量的過程。”

演員紀寧不慎墜馬受傷
《暗劍》或延遲殺青

此前，香港著名導演林子皓的虐心之作《聽説愛情回來過》宣布定
檔 5 月 8 日全網上線，影片全程于風光秀美的浙江麗水取景拍攝，引發
網友期待爆棚。近日，繼民國版海報公布之後，片方首次曝光愛情版海
報，男女主角以純凈白襯衣亮相，夕陽下羅彬深情凝視胡悅，胡悅表情
沉醉，二人欲吻卻未吻，盡顯唯美純愛的基調。
此版人物海報整體構圖簡約，卻充滿文藝氣質的清純與時尚美感，
主打暖色的色調純粹而明凈，傳遞出濃鬱的愛戀氛圍，與電影故事的愛
情主題相契合。海報主體是一張男女主角的親密合影，邊緣泛著暖黃色
的照片散發出令人心安的懷舊氣息。胡悅（飾唐小曼）黑發披肩，微微
揚起臉龐，雙眼緊閉，嘴角微笑的弧度透露出角色內心深處對愛情的渴
望；羅彬（飾黃少卿）雙目脈脈含情地凝視著胡悅，讓人深深感受其情
真意切。二人緊緊相扣的十指放在心口處，甜蜜的情侶檔“含糖量”十
足。
片中，一紙留存百年的書信，將成為男女主角愛情記憶的最重要佐
證，海報的背景正是一封未拆封的信件，暗示了電影的主要線索。
此外，畫面上的“愛，不破不立、唯愛癡狂”的虐心文字，也為觀眾留
下懸念：這份愛情，給他們帶來了怎樣蕩氣回腸的人生？激發網友無限
遐想。5 月 8 日，《聽説愛情回來過》將為觀眾揭開一場穿越古今的百年
之戀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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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價午餐
11AM-3PM

$5.25
星期一公休

時菜牛肉
滑蛋蝦
五柳魚片
椒鹽茄餅
宮保雞
咕嚕肉
豉汁青口
酸菜肉絲
四季豆
椒鹽鴨下巴
等等......

明爐燒鴨
蜜汁叉燒
東江鹽水雞
新鮮游水魚
生猛龍蝦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5.95
四人和菜 $43.95
五人和菜 $52.95
六人和菜$62.95
例湯水果

電話: (713) 988-5745
歡迎光臨
八人和菜 $138.00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蜜桃蝦
姜蔥雙龍蝦
黑鹽牛肉
清蒸游水魚 (大)
炒青菜
炒三鮮
隨餐附送
例湯、水果

七天營業

十人和菜$158.00
雪花海鮮羹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黑椒牛肉
姜蔥雙龍蝦
香橙骨
炒三鮮
蜜桃蝦
清蒸游水魚
蒜蓉炒菜

菜色價格如有變更 以本樓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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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讓我知道袁 那爲什么你

2015 年 5 月 7 日

Thursday, May 7, 2015

靜妃將一只手放在兒子頭上遥

梅長蘇無奈地垮下雙肩遥

輕輕揉了揉遥

" 看來殿下實在是忍不住袁那

長嘆一聲院" 景琰袁你能不問嗎钥 "
" 可我很久沒有見過母親如此哀傷了遥

去問娘娘吧遥
我先回去了遥 " 説完拱拱手遥

也許把話説明白袁我可以做點什么噎噎"

靖王一時氣結袁 可事關母親他
又沒有辦法袁躊躇了一陣子袁到底不

情發生在你出生之前袁 其實跟你沒有多大關係袁 何必一定要問

" 悠然浴 " 皇太極一個箭步冲了上來遥

放心袁還是重新掀簾進帳遥

呢钥 "" 我出尧出生前钥 " 靖王怔了怔遥

" 沒事浴我沒噎噎事遥" 我皺着臉袁咻咻吸氣袁尾椎骨上火辣辣的疼袁我狼狽的揉着

極哭笑不得的將我從地上攙了起來袁扶我上炕頭上坐好袁" 我看看噎噎疼不疼钥 我給

" 我如此哀傷是因爲太久遠袁久遠到已經忘了袁沒有防備袁

有了其他雜亂地痕迹遥

你揉揉浴 "" 不要浴 " 我低叫袁臉漲得通紅遥 眞是丢臉丢到姥姥家了浴

見到兒子進來袁她放下手巾袁淺

所以突然之間想起時袁才會覺得那么難以自控袁" 靜妃喃喃地説

淺笑道院" 你回來了袁蘇先生沒有等

着袁語意卻很虛緲袁" 其實跟蘇先生沒有直接關係的袁只是那些

" 悠然浴" 他的低聲呢喃近在耳畔袁我隱隱感到有一種不太妙的壓力在向我逼近遥

你袁已經吿辭離去了遥 "

記憶噎噎是被他勾起來的而已噎噎他是一個很周全很體貼的

果然袁他下一句話直切主題袁" 皇太極這三個字袁當初你是怎么想出來的钥 我想袁對我

" 孩兒知道遥

人袁雖然我沒有要求他什么都不説袁但他卻一定不會説地袁所以

名字藴含的意義袁最能發表見解的人應該是你吧遥 "" 呃噎噎" 我眼珠子亂轉袁眼神飄

我們噎噎在外面遇到噎噎" 蕭

你不要逼問他袁等母親覺得想跟你講明的時候袁自然會講的遥 "

向門外袁" 那個噎噎我讓薩爾瑪炖了燕窩粥袁你要不要噎噎"" 滿漢一家噎噎滿清噎噎

景琰走過來袁扶母親在椅上落座袁自己拽了個墊子過來袁也靠坐
在她膝前遥

晚抱著兒子曝光 Ian 的萌樣， 開心，圓滾滾的臉蛋相當可愛 寶寶可愛啊！」、 「女神的兒
Ian 頭好壯壯、看起來十分好 。 侯 佩 岑 有 感 而 發 感 性 說 ： 子好可愛」，Ian 的萌樣已融
動，侯佩岑面露母愛，雙手環 「謝謝你讓媽媽想做一個更強 化人心。
抱兒子。
壯的人 謝謝你讓我們的家充滿
繼侯佩岑日前曝光 Ian 正 了喜悅、感謝和歡笑 謝謝你是

" 我身子微微一顫遥

沒有商量過的靜妃和梅長蘇很默契地採用了同樣的方法袁

他將我的下巴捏住袁帶着我轉過頭來遥 他烏黑的瞳仁明利深邃袁猶如波瀾不驚的

剛剛那一幕現在已被轉爲是靜妃的秘密而非梅長蘇的秘密袁可

仰起頭袁慢慢地問道袁" 母親遥

兒子模樣低調，這回侯佩岑則 手長腳長，被侯佩岑摟在胸前 到 Ian 的可愛模樣，紛紛留言
是為了公益活動，終於在 4 日 ，臉上露出微笑，看起來特別 說： 「漂亮媽媽基因太棒了！

" 怎么這么多年了袁你還是經常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袁老喜歡出神發呆啊浴" 皇太

生前她也有過往遥

Junior裝嫩 對媽撒嬌最難演

海面袁底下卻藴含了強勁的漩渦院" 滿袁就是金袁就是女眞的意思吧浴 你所謂的滿漢一

是靖王並沒有發現這一點遥

家袁就是要指女眞和漢人同爲一體袁不可排斥袁必須融合噎噎" 我口干舌燥袁心如亂
麻遥
" 悠然啊浴 你到底是誰钥 你噎噎到底是什么人钥 " 他困惑的望着我袁" 這些天來朝

台視八點檔 「春梅」舉辦首映，談到印象 偉）、王思平、李沛旭等人主演，7 日起在台視

上爭執不斷袁貝勒親貴們主張強勢鎮壓袁漢臣們主張抬高漢人地位浴 悠然浴 這樣的局

最深刻的戲，34 歲的演員 Junior 說，戲裡從 18 播出，今天舉行首映會造勢暖身。
歲演起，還要和媽媽撒嬌，真的很難。
林予晞表示，台語不好，但下足苦功，希

面袁你一開始就已經預見了吧钥從小敎我寫漢字袁吿訴我 " 滿漢一家 " 的你袁早在二十
八年前便已經預見到了今天我所要面臨的困境噎噎滿漢一家啊浴 這簡簡單單的四個
字袁我到今兒個才算是眞正弄明白了浴 " 我咬唇不語遥

喬落找不到賀遲袁她有一些話想説又不敢説袁有一些話不想説但是卻

「春梅」劇情背景為日據時代，由 Junior 望觀眾多包涵，她和王思平坦言拍戲講台語壓

他放開我的下巴袁在我唇上用力吻下袁過得良久才放開我遥

必須説遥

釋遥 " 説下去浴 " 他的表情異常冷峻嚴厲袁令我有些心寒遥

焦距遥

" 我噎噎的意思是説噎噎" 我頽然喪氣的垮下肩膀袁發覺自己根本無從解釋遥

來到一個她以前經常光臨的爵士吧遥 這里環境幽雅舒適袁讓人平靜尧

" 我的表姐不可能會寫漢字浴 " 皇太極突然接下我的話袁" 更不可能會敎我寫 " 滿

放鬆遥剛回來的那兩年她常常在此處出入袁那時是想逃避熱鬧中的倉皇

漢一家 "浴" 冰雪覆蓋下的冷峻表情慢慢被柔情融化袁他凝望着我袁眸光熠熠袁" 是不是

與空屋里的寂寥遥

我的表姐袁是不是東哥袁是不是布喜婭瑪拉袁是不是女眞第一美女噎噎這些都不重

今日難得的冬日陽光袁她坐在臨窗的位子袁微合雙眼袁昏昏欲睡遥

要浴你從哪里來袁你到底是誰袁這也不重要浴重要的是袁你在我身邊袁你愛着我噎噎" 我

方歌的到來驚醒了她袁他把她要的書放到桌上院" 給袁你要的書遥 可眞

感動得滿心顫慄袁倏然伸手緊緊摟住皇太極的脖子遥 他反手抱住我院" 今兒個在朝上

難找啊浴上面厚厚一層灰浴我還眞就不知道 B 大圖書館里還有這么冷僻

我下了道旨袁你可知是什么钥 " 我吸氣搖頭袁心里隱約猜到了一些遥

的書浴 "

兩個人各點了咖啡和茶袁間或説説話遥
" 你還好吧钥 " 方歌疑惑地看着她懶洋洋的樣子遥
" 好得很遥 "
" 你爸是不是又逼你相親了钥 " 方歌壞笑遥
喬落一聽這個就有氣袁過年的時候大家在一起聚袁喬父一看他們三個
齊刷刷的大齡單身靑年難免八婆一回袁就將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袁搞

陸景曜將手輕輕放在秦予喬的腰上院" 媽袁我給你送了早點來了遥 "

" 那睿睿以後也當科學家好不好钥 "

得喬落尷尬無比遥

秦予喬

" 好啊袁睿睿也想當科學家嗎钥 "

" 少説我袁你可比我大不少浴 我就不信你家里不急浴 "

笑望了眼陸景曜袁耳朶還眞靈遥

" 急啊浴可我這兒天高皇帝遠袁清靜浴" 方歌咧着大嘴笑袁露出一排大白

--

" 是啊袁我的理想是造坦克遥" 陸希睿跟白天瑜分享起自己理想袁然
後望向外婆袁" 外婆袁有坦克科學家嗎钥 "
白天瑜摸摸希睿的頭院" 當然有啊袁睿睿以後不就是嗎钥 "

晩飯因爲有了秦予喬的提醒袁陸景曜取消了原來在玉府樓訂的包

牙遥

噎噎

廂袁換成了 S 市一家素菜很出名的私房菜館遥

喬落眯眼袁不知怎么覺得他這個笑容令人無端地心里發緊遥 方歌渾然

私房菜館位于 S 市江東區袁快要過年了袁江邊的槐樹已經開始上

不覺喬落的不自然袁他眨巴着眼問院" 説眞的袁你怎么打算的钥 眞就這么

陸景曜安分地在前面開着車袁對比陸希睿袁他的待遇是這樣子的遥
吃飯出來的時候秦予喬帶希睿去了洗手間袁所以當時他和白天瑜

起了燈籠袁一路過去袁整個江面紅光波動袁美得不可思議遥

單身下去钥 "

一個紅包外加一頓飯下來袁回來的時候陸希睿已經對白天瑜親昵

喬落收回目光院" 我從來不是單身主義袁 這不是沒遇到合適的嗎浴 你

就站在外面等袁然後他碰到一個跟他有生意來往的熟人袁華駒遥
" 陸總袁眞巧啊遥 " 華駒上來打招呼袁望向白天瑜袁" 這是女朋友钥 很

很多袁在車上白天瑜問他 " 學習成績怎么樣 " 之類的話袁希睿就能把這

呢钥 打算這么瀟灑一輩子钥 "

漂亮啊遥 "

" 哪能啊浴 講眞的袁人能揮霍的年月實在有限遥 " 方歌陽光的臉上難得

個學期所有的考試成績都跟白天瑜彙報一遍袁然後還給自己分析了下

暗沉袁他嘆袁" 不顧一切的輕狂已經過去了噎噎我這不也是沒找到合適

不足袁" 我覺得我英語還不是很好袁 所以我想明年暑假去外婆那里玩袁

陸景曜默着臉提醒院" 是我未婚妻的媽媽袁未來岳母遥 "

的嗎浴 主要是我太優秀浴 " 説完又恢復嬉皮笑臉的樣子遥

跟那些英國小朋友學習英文好不好钥 "

華駒立馬改口院" 阿姨眞年輕遥 "

喬落無奈地嗤笑遥

" 當然好啊遥 "

華駒離去後袁白天瑜突然開口説院" 你發現問題了沒钥 "

此時的賀遲正開車回會館遥 這一片都是高檔休閑區袁他在路過一家爵

" 外婆袁你眞的是科學家嗎钥 "

陸景曜愣了愣袁笑院" 問題就是媽媽顯年輕啊遥 "

" 外婆的確是做科硏工作的遥 "

" 不是遥 " 白天瑜轉過頭袁" 正相反遥 "

士吧的時候習慣性地向里瞟了一眼袁正看見喬落遥

第六十一章命運就此不同

哪里是這么好伺候的遥 再説了袁我們一家子在洛陽待的好好的袁離鄉背井

寧有方領着寧汐去孫掌櫃那兒吿假袁 孫掌櫃答應的異常痛快院" 好好

打算讓這件事徹底成爲父女之間的秘密了遥

寧有方笑着點了點頭袁領着寧汐回家了遥
阮氏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袁見兩人回來袁立刻高興的迎了上來袁一連聲
的問道院" 昨天晩上你們怎么都沒回來钥 我一直等到半夜袁都急死了遥 "
寧汐嘻嘻一笑院" 娘袁以後你就別等門了遥 爹給我找了個間屋子袁以後
阮氏想了想袁笑道院" 也好袁每天這么來來回回的跑袁也確實夠累的遥 以
寧汐笑着接過了話茬院" 好了袁娘袁我都這么大了袁這些事情自己會做
阮氏啞然失笑袁連連附和道院" 好好好袁我們的汐兒是大姑娘了袁什么
事都會做遥 " 説着袁又看向寧有方袁擔憂的問道院" 你身子好些了嗎钥 昨天的

快就是太白樓的幕後東家之一了遥 "
就算佔的比例很小很小袁可身份卻是不一樣了遥對一直希望出人頭地
眼眶忽的一熱袁聲音都哽咽了院" 有方袁你終于熬出頭了噎噎"

寧有方瞄了寧汐一眼袁然後笑道院" 説來話長袁坐下慢慢説遥 "
寧汐略有些心虛的笑了笑遥 是啊袁 這可確實是個很長很曲折的故事
噎噎

寧有方心里也有些酸酸的袁柔聲説道院" 説的好好的袁你怎么哭起來
了遥 等着吧袁等我將來混出個人樣了袁一定讓你們都過上好日子遥 "

阮氏在聽完這一波三折的原委之後袁張大了嘴巴良久説不出話來遥 愣

寧汐輕手輕腳的溜了出去袁順便將門輕輕的帶好遥心情就像頭頂上的

這樣一步登天的好機會袁以寧有方的性子怎么可能捨得拒絶钥
寧有方笑了笑袁眼里流露過一絲淡淡的遺憾袁口中卻説的豁達院" 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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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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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英﹑
國﹑
粵語

713-981-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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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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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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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美容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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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包括歸亞蕾、鄭伯昱、韓密爾
頓 （Michael Adam Hamilton） 、
莫愛芳等人，8 日全台上映。
在台北欣欣秀泰影城舉辦首
映會，自編、自導、自演的鄭伯
昱表示，故事靈魂是母親，母親
的愛很偉大，很高興母親節前夕
上映，獻給所有母親；他坦言目
前單身，如有緣遇到另一半，也

希望能組家庭。
歸亞蕾飾演鄭伯昱母親，20
多年前曾演 「囍宴」，都是同性
戀議題，被稱為同志教母，她笑
說，多好啊，有這麼多兒女很開
心。
「囍宴」中演歸亞蕾兒子的
趙文瑄驚喜現身，兩人開心擁抱
，歸亞蕾表示，趙文瑄拍戲很忙

雅斤辦公機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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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演技無人能敵；趙文瑄說
，歸亞蕾演的電影一定要回來挺
。在美國拍片的李安透過影片表
示，得知電影關注主題是不論是
誰都可追求幸福，讓他特別感動
。
金馬影后楊貴媚到場力挺，
曾與歸亞蕾合作李安執導的 「飲
食男女」，楊貴媚表示，歸亞蕾

心臟專科（美國內科醫生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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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rmeizhang.com

電話﹕
281-242-6889
傳真﹕
281-884-6071

金馬影后歸亞蕾主演電影
「滿月酒」首映，曾在導演李安
執導 「囍宴」演兒子的趙文瑄特
地回台力挺，李安則錄製影片祝
福。
「滿月酒」改編導演鄭伯昱
親身故事，由徐立功監製，描述
同志與母親討論成家生子，母親
從不認同到支持的過程，演員陣

傳人
御醫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楊曉娜 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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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te 238,Houston,TX 77036 (國泰銀行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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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美中醫師執照 NCCAOM
˙德州中醫師執照 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 皮膚科碩士
˙師從中國著名中醫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尤其擅長中藥外治，針對患者個體差異配
制中藥洗劑，使用冷敷 熱敷 噴霧 熏洗等
方式，結合中藥內服 穴療 針灸等治療
手段，達到見效快 副作用小的效果。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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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心﹑盡心﹐願帶
給您美麗的微笑﹗
心﹑耐心
愛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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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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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一般晴朗湛藍遥

歸亞蕾演滿月酒 趙文瑄挺首映

和趙文瑄在中國大陸火紅，並向
兩人喊話有空回台貢獻。
片中演同志的韓密爾頓帶妻
子出席，韓密爾頓感謝導演給他
機會演出；韓密爾頓妻子說，老
公是專業演員，笑稱比起老公親
女生，寧願老公親男生。
此外，歸亞蕾在媒體聯訪時
，被問到女兒投書對她真情告白
，還沒看過內容的歸亞蕾，聽到
媒體轉述仍感動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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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阮氏連連點頭袁眼淚卻在眼眶里直打轉遥
寧有方伸出手摟住了阮氏的肩膀袁低聲哄了幾句遥

愣的看着寧有方院" 你尧你眞的拒絶了四皇子殿下的邀請嗎钥 "



兒好了遥 "

的寧有方來説袁這同樣是個極好極難得的好機會啊阮氏先是笑着點點頭袁

宴席後來怎么樣钥 "



阮氏 " 啊 " 的一聲站了起來袁激動的問道院" 是眞的嗎钥 你沒騙我吧 "

寧汐笑眯眯的點頭附和院" 等過幾天就會簽正式的文書了遥 娘袁爹很

的遥 你就別操心了遥 "

A 痤瘡 酒糟鼻 脂溢性皮炎 口周皮炎 黃
門診時間:
褐斑 異位性皮炎 濕疹 蕁麻疹 接觸性皮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炎 玫瑰糠疹 癢疹 瘙癢癥 過敏性紫癜 白塞氏病 皮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膚變應性血管炎 雷諾氏病 帶狀皰疹及後遺神經
Tel:713-541-0616
痛 傳染性軟疣 扁平疣 毛囊炎癤 手足癬 體癬 銀屑
Cell:832-340-8205
病 紅皮病 白癜風 脫發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 皮肌炎 硬皮病 幹燥綜合癥 重疊綜合症）
C 大皰性疾病（天皰瘡 類天皰瘡 皰疹樣皮炎 家族性良性慢性天皰瘡）
D 冬病夏治 根據中醫
“春夏養陽，秋冬養陰”
的理論，利用夏季人體陽氣旺盛，
治療一些慢性疾病，達到標本兼治、預防保健的作用（慢性支氣管炎、過敏性鼻
炎 風濕性疾病、痛經、脾胃虛寒 平素易感冒等）

寧有方打起精神來笑道院" 對了袁還有個好消息沒吿訴你遥 " 故意停頓
了一下袁見阮氏興緻勃勃滿眼期待袁才快速的把陸老爺要分半成干股給他

寧有方得意的笑開了院" 這樣的大事袁我怎么敢騙你遥 不信袁你問問汐

後若是太晩了袁就別回來了遥 待會兒我就替你收拾些衣服去噎噎"

主治

阮氏想了想袁嘆口氣附和道院" 説的也有道理袁不去就不去吧 "

的事情説了遥

我也可以隨時在那邊留宿了遥 "

百利中醫皮膚科

的去京城又得從頭開始袁還是不去爲好遥 "
即使在阮氏面前袁寧有方也沒提及當時寧汐的 " 精彩表現 "遥 看來是

好袁寧老弟袁你回去休息幾天再來也沒關係遥 "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小禎因信仰問題
卸下風水節目主持

隨
侯
珠

喬落笑笑袁道着謝拿過書遥 是一本很艱澀的講 " 惑 " 與 " 尋 " 的書袁早
些年她曾在圖書館看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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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宜邦）、林予晞、楊子儀、Darren（邱凱 力大，為苦練台語，兩人還相約到 KTV 唱台語
歌。Junior 當場虧王思平講台語像是
分享小禎傳出將卸
說法語，楊子儀表示，常聽完台詞，
下緯來 「風水有關
戲裡情緒都在，但通通聽不懂。
係」主持棒，昨小
Darren 和李沛旭特地用苦練的日
禎坦言，因信仰問
語打招呼，Darren 說，戲裡要講台語
題，忍痛退出節目
和日語，演起來很過癮；李沛旭表示
： 「我主持 『風水
，花很多時間準備，從沒演過這樣魔
』快 5 年，跟工作人員感情都很
性、黑化的角色，期待能讓觀眾恨得
深厚，要離開真的很捨不得，我
牙癢癢。
也掙扎了很久，希望未來還有機
談到印象最深刻的戲，Junior 說，
會再合作。」她預計錄到 5 月底
戲裡從 18 歲演起，有場戲還要和飾演
，把合約走完，緯來則表示，和
媽媽的席曼寧撒嬌，真的很難，坦言
小禎合作愉快，盼能留下她繼續
從小就不是會撒嬌的孩子；Darren 表
主持。
示，大熱天穿軍服拍戲，讓他穿到怕
小禎說，自己是虔誠基督徒
，後來在片場看到軍服，都會怕是自
，主持風水節目和她的信仰有所
己要穿。
衝突，她也常覺得矛盾： 「之前
林予晞說，有場被學姊霸凌的戲
就有網友質疑，我不是信主嗎？
，拍很久且試過很多鏡位，很累也是
怎麼還主持風水？」她每次出完
最喜歡的一場戲，張力非常足夠；王
外景，都直奔教會禱告，長期下
思平表示，戲裡大擁抱林予晞時，不
來的心理壓力，讓她不堪負荷，
小心親到她，讓拍攝現場工作人員笑
「牧師也提醒我，因為錄節目，
翻。
有卡了些東西在身上，考慮到心
理、生理，必須要取捨。」
信主 7 年，為何現在才請辭
？小禎說： 「過去有一大段時間
，我沒有很愛我的主，後來受到
其他朋友影響，我才改變。」聽
聞小禎要離開，詹惟中稱 「淚崩
」， 「她像我的光明燈，會拋哏
給我接，就像小 S 與陳漢典的關
係。」會扶正成為主持人嗎？詹
說： 「不可能，我只是跑龍套、
非主持的料」。

" 皇太極噎噎我尧我不是你表姐噎噎" 我艱難的吐氣袁意識混沌袁不知該如何解

這些日子她過得有些恍惚袁像有些什么隔在她的眼前袁看事物也失了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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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美人妻」侯佩岑去年 臉照後，昨晚首度公開兒子全 你 Thank you for being you」。
9 月生下兒子 「Ian」後，對於 身照，Ian 遺傳媽媽的好基因
粉絲等了 8 個月，終於看

屁股遥

對於每一個孺慕母親的兒子來説袁 確實很難會想到自己出

臉上除了眼皮略紅腫外袁 已沒

2015 年 5 月 7 日

侯佩岑抱 8 月兒亮相
為人母變強壯

我腳邊袁碎片散了一地遥

依然那么溫柔慈和袁" 可是景琰袁母親也有母親地過去袁很多事

靜妃正在用濕巾凈面遥

星期四

咣啷啷 -- 連續驚天動地的聲響過後袁我驚魂未定的坐在腳踏上袁一盞宮燈摔在

" 你地孝心我明白袁" 靜妃向他露出一絲凄楚的笑容袁 聲音

竟眞的施施然走了遥

台灣影視

獨步天下

你眞的沒有什么話袁要跟孩兒説的嗎钥 "

可以知道钥 "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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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