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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人食品業的典範-云吞食品公司
董事長黃青新蒞臨休市並赴總領館拜會

（本報記者秦鴻鈞）美國華人食品業的典
範-云吞食品公司創始人，董事長黃青新夫婦
。於日前自紐約飛抵休士頓並於昨天（十一日
）上午赴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館拜會，由副總
領事趙宇敏，僑務領事房振群親自出面接待。
黃董事長在談話中談及云吞食品公司四十多年
來的發展情況。趙副總領事也提到休士頓近年
來的飛躍發展及市場潛力。
1969 年黃青新董事長從香港來到紐約這個
全世界最重要的商業大都市。他敏銳的捕捉到

未來影響他一生的獨特商機-麵製食品，憑借
著中國人刻苦耐勞和不甘人後的精神，他從零
開始，一點一滴的在這陌生的國度撐起食品業
的一片天。如今已成為全美幾萬家中餐館最大
的生產原料供貨商。他鐘愛粵劇，為弘揚中華
文化盡心竭力，他還是大慈善家，捐款濟人，
不遺餘力。被稱為【慈善老人】。黃青新曾於
2011 年榮獲美國聯邦商務部頒發的【年度少數
族裔製造業獎】，為華人企業家樹立新的標桿
。他也當選 2013-2014 年全球華人經濟年度成
就與貢獻的百人【全球華
商名人堂】。
雲吞食品公司的前身是
「西湖麵廠」。由創辦人
黃青新先生與友人合夥組
成。1973 成立於紐約，專
門製做麵條，春捲皮，雲
吞皮等麵類產品。由於品
質好兼價廉物美，很快便
受到各大餐館的歡迎，逐
漸成為遠近馳名的麵食供
應商。
圖為云吞食品公司董事長黃青新先生暨夫人（
圖為云吞食品公司董事長黃青新先生暨夫人
（左三
1976 年，黃先生又組織
，左二
左二）
）拜訪總領館
拜訪總領館。
。由副總領事趙宇敏
由副總領事趙宇敏（
（右三
右三）。
）。僑
僑
其也股東，在 Houston 成立
務領事房振群（
務領事房振群
（右一
右一）
）親自接待
親自接待，（
，（左一
左一）
）為云吞食品
西湖麵廠，由於經營得當
，金碗產品深受客戶愛戴
公司休士頓公司總經理黃榮幫及營業部門副總裁黃本立
。2002 年，為了配合巿場
（右二
右二）
）陪同前往
陪同前往。
。

發展策略上的需要
， 將 Houston 西 湖
麵廠分為兩部份。
一是生產製造，二
是貿易，雲吞食品
公司購買了生產製
造，而西湖亦購了
貿易部份。雲吞食
品公司和西湖貿易
公司由此一變成二
。各自獨立經營自
己的生意。目前雲
吞公司和西湖貿易
雖然只是商業往來
圖為中國駐休士頓副總領事趙宇敏（
圖為中國駐休士頓副總領事趙宇敏
（右）昨在領館接待
，各展所長，卻是
來自紐約的美國云吞食品公司的創始人。
來自紐約的美國云吞食品公司的創始人
。董事長黃青新先生
相得益彰。
（左）
Houston 雲吞食
雲吞公司銷售渠道是通過各大餐館批發公
品 公 司 ， 位 於 Houston Downtown 2902 Caro司，如欲採用雲吞公司產品，請向各大餐館批
line Street (832-366-1280)，佔地六萬多尺。為
了提升產品的品質及效率，從而生產更好的產 發購買。
雲吞公司除了重視 「管理效率」（Man品，滿足巿場，客戶的需求。公司投資大量資
agement），更堅持自己的道德標準，使用高品
金，淘汰所有舊設備，轉為自動化生產。
Houston 雲吞食品公司生產的，包括簽語餅， 質原材料。配以高效率製造安全又美味的產品
蛋麵、廣東乾麵，春卷皮，雲吞皮，水餃皮等 。
雲吞食品公司四十年來，在美國弘揚中國
麵類產品。由於設備改良，管理提升，品質和
傳統美食文化，不遺餘力。更以高品質和服務
服務得到保證，更因為價廉物美，深受用戶歡
，增進中餐館在美國餐飲界的競爭實力及巿場
迎。產品銷售覆蓋全美。
地位，雲吞食品、實功不可沒。

有人曾比喻女性擁有兩座花園：
表像花園——臉，秘密花園——卵巢
。
女性渴望花園的花季，期待花季
不敗，更加追求永遠的保鮮。然而，
有的女性卻不斷出現這樣的問題：皮
膚問題不斷；月經失調，婦科問題多
多；身體曲線變形，局部脂肪堆積；
情緒易於波動，精神狀態欠佳、睡眠
質量低下、潮熱盜汗乏力憂慮；性冷
淡或性無趣味或性無高潮等等。
那麼你就得注意了，你的秘密花
園已經處於警報狀態。醫學研究證實
，花季保鮮源自於卵巢的功能，它位
於子宮兩側，雖然給我們帶來月經這
樣的煩惱，但卻行使著許多重要功能
，最重要的便是制造雌激素，讓女人
更女人、更青春、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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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上改善卵巢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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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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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人歸膠囊卵巢保養適用人群
第一種：青春期少女

、排卵率低，潮熱、易怒、抑郁、失
眠，體態臃腫，皮膚、毛發干燥、粗
糙，明顯面部皺紋、色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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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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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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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中文學校週日舉行畢業典禮
並舉行新舊任校長交接儀式
（休士頓/秦鴻鈞）休士頓長青中文學
校 於 周 日 （ 五 月 十 日 ） 下 午 三 時 ， 在 Strake
Jesuit 高中禮堂舉行畢業典禮暨校長交接。出席
畢業典禮的貴賓包括：休士頓市議員 Richard
Nguyen. 【台北經文處】齊永強副處長夫婦，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副主任李美姿，
【教育組】組長周慧宜，以及僑務顧問甘幼蘋
等人前往觀禮，齊副處長並主持該校校長胡昌
敏與新任校長王曉明教授的交接儀式。

胡昌敏校長首先在典禮上向勞苦功高的老
師致謝。並介紹長青一年中曾有的活動如重陽
節，文化導覽，中國新年畫圖比賽。中國新年
派對….等等。胡校長說：感謝所有家長把兒女
放在長青，接受中華文化的重陶。她也感謝當
天的司儀劉明強的夫人 Vivien Liu 對該校的大
力支持，捐款上萬元。胡校長在長青已任教 15
年以上，她對該校有特殊的感情。
該校董事長張銀麗也在儀式上感謝所有老
師及家長們全力支持及
配合。會說兩句中文的
市 議 員 Richard Nguyen
也親臨現場，他表示：
他喜歡中文。中，越文
化有很多相通之處（如
過農曆新年），他鼓勵
學子們利用年輕時，多
學習中文。
僑教中心莊主任也表示
：長青中文學校有三十
多年歷史，與華裔子弟
。海外孩子們接觸。她
圖為【
圖為
【長青中文學校
長青中文學校】
】畢業典禮現場出席貴賓
畢業典禮現場出席貴賓（
（右起
右起）
）
代表僑委會，僑教中心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教育組
教育組】
】組長周慧宜
組長周慧宜，
，新任校長王曉明教授
新任校長王曉明教授，
，
勉勵所有孩子們：畢業
胡昌敏校長，
胡昌敏校長
， 市議員 Richard Nguyen.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Nguyen.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不是學習的結束，而是
，僑務顧問甘幼蘋
僑務顧問甘幼蘋，
，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
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
。（後排右二
後排右二，
，
學習的開始。
右一）
右一
）為副處長齊永強夫婦
為副處長齊永強夫婦，
，及該校董事長張銀麗
及該校董事長張銀麗（
（後排右
當天有兩位畢業生畢業
三）（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一為在該校學習十四

年的周楓年小妹妹。當年
她來上課時才四歲半，周
楓年說：學中文不難，每
個星期天下午來上課。美
國學校的活動，功課越來
越多，她也沒有停止學習
中文，她感謝老師們花了
很多心血，讓他們學習中
國歷史，中國文化，以及
太極拳….等等。她永遠記
得在【長青】的日子。
另一位畢業生是學習
十二年的朱匡然，他說：
這十二年來，幾乎每個星
圖為新舊會長交接。
圖為新舊會長交接
。胡昌敏會長
胡昌敏會長（
（左）將會長重任交給
期天都來長青學習。他表
新任會長王曉明教授（
新任會長王曉明教授
（
右
）
而由台北經文處齊永強副處長
示：學中文很重要，未來
監交。（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很有用處，今天雖已畢業 （中）監交
，但還會繼續學中文，他
中文學校師資優良、教學專業，課程繁簡併用
感謝所有教過他的老師，沒有你們的熱誠，沒
、生動活潑，學生在中文演講比賽履獲佳績，
有今天的我。
深獲各界好評，他將在過去良好的基礎上，帶
齊副處長也致詞表示：他對王校長有很高的期
領該校老師一起推廣中文教育，讓學生能開開
望，通過學習正體字，對中華文化，台灣文化
心地學習中文。目前該校正接受秋季班報名，
有所認識。
詳情請見長青網頁 http://houstonevergreenchi王曉明校長說：從胡校長手中接過鮮花，
neseschool.com 或洽校長王曉明 832－571－0127
這算是一種很特殊意義的傳承和期許。王校長
。
對在座的全校學生表示：你們做了對的選擇，
當天還由各班的學生逐一登台表演，展示
現在學中文是世界潮流，不僅中國的小孩要學
這一年來的學習成果。
中文，外國的大人也紛紛開始學中文了。長青

美國國際科技競賽 臺灣國中生獲佳績
第八屆 「美國國際永續發展 3E 科技競賽」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World Energy Engineering Environment Project Olympiad
，簡稱 I-SWEEEP )，5 月 7 日至 10 日在休士頓喬治布朗會議中心盛大舉行，今年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科教館實驗組邱庭煒
先生陪同下，來自高雄陽明國中的許躍薾同學在本次競賽中榮獲大會銅牌獎，表現相當優異。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教育組周慧宜組長第一時間代表教育部部長吳思華致賀電，表達教育部祝賀之意。
美國國際永續發展 3E 科技競賽自 2008 年起在休士頓舉行，比
賽分為能源、工程、及環境科學三個類別，集合來自世界各地
優秀學生的研究作品，共同發表及競賽。今年參展國家 71 個，
總參展件數 410 件，其中國際的作品 190 件，參展學生 846 人，
參展老師 320 人，評審 325 人及參與志工 300 人，為一相當具有
代表性之國際科學競賽。
臺灣科教館今年選拔許躍薾同學代表參賽，是本次國立臺灣
科學教育館選拔代表出國參加國際科學競賽的選手團中最年輕
的一位。其以 「飛波傳電 – 6V 電池直流電源之無線電力傳輸與
充電物理」為題，以簡單的自動開關為基礎，先將發射端的直
流電化為可用於無線傳輸交流電，再以電磁耦合手法來提高傳
輸的距離，並使用新種複合線圈模組來提高安全性，奪得大會
銅牌獎。教育組周慧宜組長讚許許躍薾同學的傑出表現，在國
際舞台上替臺灣爭光。

2015 休斯敦OTC 圓滿落幕！

國泰銀行
助您精打細算
每一步

記者
翁大嘴攝影

找對企業成功的方向！

來自中東地區國家的展區也特
別引人注目。
別引人注目。

一年一度的 “OTC
一年一度的“
OTC”
”於 5 月
4 日 -7 日在 NRG 公園內舉辦
公園內舉辦。
。
並取得圓滿成功。
並取得圓滿成功
。
此次參展的除了能源相關的企業外還
有許多相關的服務公司也積極參展。
有許多相關的服務公司也積極參展
。 圖為
參展的直升機公司。
參展的直升機公司
。

9440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4100 Legacy Dr., Ste. 403, Plano, TX 75024

休士頓分行:
布蘭諾分行:

電話: (713) 278-9599
電話: (972) 618-2000

1. 此優惠僅適用於新存款。帳戶須在優惠期內開設。精簡商業支票帳戶︰最低開戶金額為$3,000。收取每月$15維持月費及每月收費項目。商業分析支票帳戶︰最
低開戶金額為$200。收取每月$15維持月費及每月收費項目（可用收益回贈以抵消費用）。 2. 須經批准。須開通國泰商業電子銀行並簽2年合約。請查詢詳情。
3. 國泰商號銀行卡服務由 First DataTM Card Processing Services 提供。須使用國泰銀行商業支票帳戶作為過帳帳戶。在批核及啟動商號銀行卡並於帳戶開立二個月

7

限時優惠 ︰
2015年5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任何一種國泰銀行商業支票帳戶並在支票帳戶上根據任何一項貸款中的每月最低還款設立自動還款。國泰銀行商業支票帳戶有其他條件及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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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922-8429

費項目，請查詢詳情。 6. 信用卡由 First Bankcard®, First National Bank of Omaha 的分部，所發行。 7. 國泰銀行保留隨時終止優惠的權利。

www.cathaybank.com

後，$200 帳戶回贈將會存入至商業支票帳戶。 4. 須在優惠期間內提交申請表。須經信用批准並受聯邦中小型企業管理局 (SBA) 的其他條件限制。豁免處理費僅
適用於在2015年9月30日前已放款之SBA貸款。5. 須在優惠期間內提交申請表。豁免商業貸款文件處理費僅適用於在2015年8月17日前已放款之合資格貸款。須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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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四十也新鮮

由於青春期卵巢功能及排卵機制
尚未完善，由於學習壓力大、精神緊
張或劇烈運動、營養不良等，導致卵
巢功能失調、性激素分泌失常而出現
月經不規律。
第二種：25-35 歲以上，青年女
性
女性 25 歲以後，身體及器官不
再發育，並且隨年齡的增長卵巢開始
逐漸萎縮，再加上，工作壓力大，生
活節奏快造成內分泌失調，卵巢功能
紊亂，引發一系列症狀，如：皮膚粗
糙、暗黃、開始出現皺紋、斑斑點點
，月經周期紊亂，陰道干澀、分泌物
少、欲望減退等。
第三種：45 歲以上受更年期折磨
的女人
45-55 歲的女性，由於卵巢的嚴
重萎縮，卵巢功能急劇下降，導致卵
巢功能嚴重不足甚至停止，直接導致
的後果就是：陰道萎縮、干澀、松弛
等，性生活障礙和性冷淡，月經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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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in Warns Fascism On The Rise Again

Moscow Holds Grand WW2 Victory Day Parad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zations, including UN Chief Ban
Ki-Moon to attend the commemorative
event. Although most western leaders
stayed away from the celebrations,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will travel to Moscow on Sunday to attend a wreath-laying ceremony.
On Saturday morning, eight guards of
honor marched into Moscow’ s Red
Square carrying Russia’ s national
flag.

In a display of military force, Russian servicemen march during the
Victory Day parade
guards of honor, consisting of 102
members, that joined the parade and
marched through the Red Square.
Putin also praised the bravery of Chinese and Indian soldiers in the war.
“ These also include servicemen from
China, which, just like the Soviet
Union, lost many millions of people in
this war. China was also the main
front in the fight against militarism in

Asia. Indian soldiers fought courageously against the Nazis as well,”
said Putin.
Putin and Xi, along with other leaders,
walked to the 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 to lay red flowers in salute to
the soldiers who sacrificed their lives
in the WWII. (Courtesy thebricspost.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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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ion and financing models for
the Moscow-Kazan high-speed rail
link, the Moscow-Beijing Eurasian
high-speed transport corridor priority
project, and projects to build a railway

2015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二）

and ruble currencies for a total
amount equivalent to $200 million.
Xi arrived in Moscow on Friday and is
attending a series of events to mark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 Our countries suffered the greatest
losses in this war, and this is why we
so consistently oppose any attempt to
rehabilitate Nazism and militarism or
falsify history,” said Putin at a press
conference following talks with Xi.
(Courtesy thebricspost.com)

agreement.
Russia’ s VTB Bank signed a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Chinese export
cred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Sinosure,
an agreement with China Development Bank on opening a credit line to
finance trade oper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nd an agreement
with China Export-Import Bank on
opening a credit line worth 3 billion yuan.
Russia’ s MTS and China Development Bank also signed an agreement
on opening a credit line in the yuan

香港文匯報訊 福布斯中文版 11 日推出了“2015 年中國名人
榜”，近期火熱的“武則天”范冰冰連續三年摘桂冠，準爸爸周杰
■范冰冰位居
榜首，這更是她連
續三年摘冠。
資料圖片

冰
甲
冰
三
范
晉

鋒
霆

香港文匯報訊 即將當爸爸的周杰
倫，可能人逢喜事精神爽，近期不時公
開與昆凌甜蜜生活照“放閃”。10 日是
母親節， 周董一盡孝道，與老婆昆凌和
岳母一同食飯慶祝，之後他透過官方微
博上載合照分享，並留言：“今天周媽
媽（周杰倫母親）十二點才到台灣，先
跟兩位媽媽過母親節。哈哈，祝大家母
親節快樂，送一首聽媽媽的話給大
家。”出名孝順的周董成功氹得岳母相
當開心。
而一向多搞作的周董，再涉足電
影，為電影《一萬公里的約定》當監
製。昨日電影舉行開鏡記者會，主持人
黃子佼笑指周董現在做事做人都很成
功，周董避開話題，強調要拍跑步的片
一定要找好友林義傑。林義傑表示，和
周董都會去健身房，或是一起打籃球，

﹂

盛君主動咀師弟

概NG了十多次，當中都有一次
真的主動吻了下去，她笑指這
個 親 熱 鏡 頭 在 MV 中 很 重 要
的，加上她是師姐要做好榜樣
帶對方入戲，畢竟自己曾經都
經歷過，且她的熒幕初吻早已
在拍戲時奉獻了出去。
盛君知道在香港當歌手並不
容易，而早在五年前已錄過歌
只可惜無緣推出，故這次新歌
能夠面世着實很高興。至於唱
片則在錄製當中，將收錄國語
及廣東歌，像她唱卡拉 OK 都
是唱容祖兒和Beyond的歌。

Pegah Pourasef, J.D.

Val Tho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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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當晚共籌得約 3,500 萬港元
的善款。隨後，成龍與李宗盛、
周華健的首次合體演唱，更是博
得滿堂彩，《凡人歌》、《讓我
歡喜讓我憂》、《朋友》、《真
心英雄》等歌曲更是多次引得全
場大合唱。酷愛唱歌的成龍更笑
言：“這是我的‘個人’演唱
會，李宗盛、周華健是來給我和

千里行旅遊
www.tmttravel.com
www.tmttravel.
com

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 月至 9 月出發
* 加勒比海 4/5/7 天
* 阿拉斯加 7 天
* 地中海 7 天
直銷店
* 夏威夷 7 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楊愛瑾（Miki）11 日穿上
和服出席《日本清酒文化祭》
活動，又即場與日本藝術表演
團體 BATI-HOLIC 表演太鼓，
以及跟調酒師合力調酒。
Miki 表示今次並非首次穿
和服，她亦很喜歡日本文化，
不過她已四年沒去日本。問到
是否怕輻射影響生 BB？她否認
道：“無特別諗過呢個原因，
之前最想去北海道，但都已經
去過，自己特別喜歡京都，又
想睇櫻花，不過今年花期已經
過咗，要等明年。”早前 Miki
透露已答應男友郭永淳的求
婚，問到會否着和服影結婚

劉畊宏透露周董病況
另外，據台灣媒體指，近日周董的
另一好友劉畊宏在錄製節目時，首度提
到周董患有的僵直性脊椎炎，他形容周
董的病情說：“他常常不能像平常人一
樣躺下，因而要坐着睡覺。有時候我敲
門，他從床到門口要走將近十分鐘，不
是因為他的家有多大，而是因為他走得
非常慢。當他疾病發作的時候，疼痛讓
他沒辦法正常表演，甚至需要止痛藥來
撐完全場。”

相？她表示不會了，會依照中
國人傳統做法，而結婚相應該
會在今年內拍，明年才舉行婚
禮。她又謂很想愛犬有份參
與，據知日本及歐洲比較容易
安排寵物入境，不過她還未開
始籌備婚禮，一切都只得個講
字。
即將嫁入豪門的 Miki 又透
露近日開始在金融投資公司工
作，過朝九晚六的生活，如果
要出席活動及幕前演出就要事
先請假。問到她是否想幫男友
手做生意？她笑說：“想學多
樣嘢啫，都無咩直接幫到，但
多咗個話題，以前會聽唔明佢
講咩。”

■Miki自言喜歡日本文化
■Miki
自言喜歡日本文化。
。
對於前隊友傅穎（Theresa）之前傳出與內地富二代閃
婚，私下跟 Theresa 有短訊聯絡
的 Miki 就表示沒有聽聞，而她
們對上一次聯絡已是去年十一
月。她謂不會追問對方，如果
她想公佈就會通知她們，如果
她想低調就不應該逼她。問到
她的婚禮會否請 Theresa 出席？
她直言還未知，因還未決定婚
禮大宴親朋還是只宴請至親。

葉麗儀珍藏孫女心意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葉麗儀 11 日到
電台接受訪問，並宣傳剛推出《45 年香港情演唱
會》CD，她表示感激自己能在香港出生和長大，
才能於演藝的發展，也藉着香港是個繁榮國際都
會，自己也才可以衝出國際擁有 45 年的事業，因
此演唱會所挑選的歌也希望能與觀眾有共鳴。
問她何時再開 part 2？葉麗儀表示應該沒這麼
快，因這個 45 年演唱會已令她好享受，尤其她在
演唱會結尾選唱了周筆暢的《時間都去哪兒了》，

音、打拍子的，足以可見，鐵三
角幾十年的情誼，甘心為對方成
為綠葉。”
前來捧場的觀眾也不乏一
些新加坡當地的政界商界名
流，新加坡總統陳慶炎意外現
身慈善演唱會，給予慈善大使
成龍“愛心無國界”的慈善行
為高度肯定。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愉快旅遊

覺得這首講成熟的人回顧一生的歌好適合她唱，故
特別重新找鄭國江譜上廣東歌詞，倫永亮重新編
曲，連同國語版收錄在演唱會CD之中。
10 日是母親節，葉麗儀有跟身在澳洲的 7 歲孫
女及 5 歲孫仔視像見面，她笑指孫女每年都製作一
張卡送給她，在她讀幼兒班時印了一張手掌畫寫上
“嫲嫲我愛你”，她一直保存至今。而葉麗儀仍要
演出《顧嘉煇榮休盛典演唱會》，她是其中 12 位
一連12晚都有份演出的嘉賓之一。

D & L TRAVEL & T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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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五國 10 天
瑞捷奧匈 10 天
義大利蔚蘭海岸 12 天
歐洲十國 17 天
西歐及義大利 17 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只是打籃球都是他在跑，不過最近有感
受到周董洋溢父愛的感覺，“以前不太
會貼和小孩有關的照片，最近都會”。
被問及是否要訓練周董小孩跑步，林義
傑笑說：“學音樂還是有前途，運動快
樂就好。”

楊愛瑾否認怕輻射唔去日本

■盛君與新人陳子華合
作便有親熱鏡頭。

歐洲團
*
*
*
*
*

近來內地影視界“小鮮肉”受人矚目。今年首次上榜的 15 位名人中，“小鮮
肉”也佔有絕對優勢，共有9人上榜，包括李易峰、陳偉霆、林更新、鹿晗、吳亦
凡、TFBOY、陳赫、鄭愷及華晨宇。影視作品是提升知名度的一個重要渠道。因
拍劇集《古劍奇譚》而人氣急升的有李易峰，更高踞第9位；近年在內地爆紅的陳
偉霆亦成功打入百強榜，居第 70 名；而林更新自《步步驚心》後穩扎穩打，去年
其主演的電影總票房已超過13億人民幣，居第77名。
與南韓娛樂界解約後回內地發展的內地藝人鹿日含與吳亦凡人氣更是直線上
升，更受到廣告主和電影電視劇投資方的青睞，分別進佔第 37 名和第 42 名。綜藝
節目《奔跑吧兄弟 2》帶動了陳赫與鄭愷的人氣，位居第 69 名及第 86 名，《快樂
男聲》亦捧紅“火星人”華晨宇，奪第 91 名。2000 年後出生的正太組合 TFBOYS
佔92名。

周杰倫 被爆常關注小孩話題

﹁

香港文匯報訊 成龍 10 日晚
在新加坡發起的第一場“真心英
雄獻愛心”慈善演唱會，圓滿落
幕。此次演唱會，除了慈善拍賣
活動時，現場的善心人十分熱
情，當成龍、李宗盛、周華健分
別上台演唱自己的代表作時，全
場再次沸騰，而好友曾志偉更是
拿着捐款箱一桌一桌的去籌款，

“小鮮肉”佔優上榜

美國精華團

*美東 5/6 天豪華團
(買二送一)
*美加東 6/8 天豪華
*美西精華 4-10 天 團(買二送一）
*黃石公園 7 天團 團（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 7 (買二送一）
*夏威夷 4-7 天團天團(買二送一）
*佛州迪斯尼 4-8
天團



Hon. Gezahgen Kebede

榜。

首次躋身第三名的“PO 朝霆”CEO 謝霆鋒。一部以他為主角、每集邀請不
同一線嘉賓參與的美食真人騷節目“十二道鋒味”大獲成功，也使霆鋒在歌手、
演員、老闆等身份外貼上了“廚神”的標籤。 另外，謝霆鋒與王菲復合的消息，
也引起了全民熱議，話題性十足。
而其他上榜的有成龍居第 4 位、黃曉明居第 5 位、孫儷居第 6 位、趙薇居第 7
位、劉德華居第8位及陳奕迅居第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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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次上榜的 15 位名人中，“小鮮肉”佔有絕對優勢，共有 9 人上

成龍贏黃曉明劉德華

成龍獅城開演唱會籌善款逾 3 千萬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00, Houston, Texas 77072

圈，“小鮮肉”（形容年輕帥氣新演員的稱呼）成為熱話，故在今

《萬物生長》的上映，另綜藝節目《出彩中國人》和《奔跑吧兄弟 2》等綜藝也帶
來極高曝光率。
至於將為人父的台灣天王周杰倫（周董）排第二位，比去年上升一位，周董
今年初兌現了“35 歲一定結婚”的承諾，迎娶昆凌並很快榮升為準爸爸，攻佔各
大媒體頭條，再加上巡演的《魔天倫》演唱會及穩定的代言也令其豬籠入水。

霸
三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盛君 11 日穿上露腰露背裝
出席其全新國語歌曲《誰懂
我》MV發布會，老闆黃百鳴親
往撐場，MV男主角陳子華及歌
曲監製舒文同來支持，盛君獲
老闆送上水晶馬鞭，希望將她
鞭策得大紅大紫。不過盛君一
時動作稍大而走光，露出胸側
的膠紙。
盛君所拍的新歌 MV 斥資過
百萬，更到過越南取景，首次
與新人陳子華合作便有親熱鏡
頭，盛君透露是借位拍攝，大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HOUSTON

倫居第二位，香港方面則有謝霆鋒首次晉升第三位。去年的娛樂

今年榜單上，“范爺”范冰冰位居榜首，這更是她霸氣連續三年摘冠。范冰冰
再奪首位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其主演的電視劇《武媚娘傳奇》的熱播、電影

做好榜樣帶入戲

GLONASS-K satellite. (Photo/Roscosmos and Information Satellite
Systems Reshetnev ).

美南版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
雲南﹑
桂林﹐
$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
美加東團﹐
美東團﹐
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
歐洲﹑
其他國家均有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物超所值，
物超所值
，不由你不信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泰國$$99.
泰國
99.00 七天
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
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 $399
399..00



China and Russia have agreed in
Moscow to integrate the Beijing’ 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itiative with
Moscow-le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Vladimir Putin
held talks in Moscow.
“ The talks concluded with the adoption of a joint declaration on deepening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and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promoting
mutually advantageous ties, and also
a joint declaration on cooperation in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said a Kremlin
statement.
Russia has been ramping up its economic ties to China over the past
year, more so after sanctions cut off
trade and financing opportunities with
the West.
On Friday, the two sides signed “ co-

■責任編輯：郭禕禕

《
■十 二 道 鋒 味 》 大
獲成功，使霆鋒貼上
了 廚神 的標籤。

China-Russia Sign Long List Of Agreements After Xi-Putin Talk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L)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eld talks in Moscow, May 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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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倫(左四)再涉足電影，擔任《一
萬公里的約定》監製。
中央社

Will Integrate Beijing'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itiative With Moscow-Le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

linking Elegest, Kyzyl and Kuragino to
the Far East port” , said the Kremlin
statement.
Bilateral statements signed on Friday
include “ reciprocal operation of the
Chinese
BeiDou
and
Russian
GLONASS navigation systems, cooperation on exchange of data from remote Earth probes, a project on a cutting-edge heavy helicopter” .
Russia and China are also looking at
expanding Chinese banks’ possibilities for extending credit lines to Russian companies and on avoiding double taxation.
The China Development Bank and
Russia's
Sberbank
and
Vnesheconombank and the Chinese
Export-Import Bank signed agreements on providing credit lines.
Russia’ s Gazprom and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signed an
agreement on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gas supplies from Russia to China
via the western route, and Polyus Zoloto and China National Gold Group
Corporation signed a cooperation

娛樂頭條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is
BRICS counterparts from India and
South Africa, Pranab Mukherjee and
Jacob Zuma on Saturday attended a
grand military parade held in Moscow
to mark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Russian victory in World War II.
The BRICS leaders, hosted by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were
among more than 20 leaders of countr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

文匯娛樂

人
■氣急升的內地男星李易
峰峰 左左( 與)成龍打入十大。。

Military parade in Moscow marked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Victory i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1941–1945 [PPIO]

In his Victory Day speech, Putin said
“ in the 1930s, the enlightened Europe
failed to see the deadly threat in the
Nazi ideology” .
“ The Soviet Union bore the brunt of
the enemy’ s attacks. it is no surprise
that it was the Red Army that, by taking Berlin in a crushing attack, hit the
final blow to Hitler’ s Germany finishing the war. They liberated European
nations from the Nazis,” Putin told the
gathering at Red Square.
Putin also criticized what he called,
“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unipolar
world” in recent decades.
“ In the last decad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ave
come to be increasingly ignored. We
saw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unipolar
world. We see the strong-arm block
thinking gaining momentum,” he added.
Over 16,000 servicemen, marched
proudly through Moscow's Red
Square in many formations.
Chinese and Indian guards of honor
also marched through the Red Square
as part of Russia's military parade on
Saturday.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ndian and Chinese soldiers participated in a Russian Victory Day parade.
President Xi Jinping waved to China's

福布斯中國名人榜出爐

NEWS & REVIEW
“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休士頓診所

電話:713.272.6688
傳真:713.271.6689

新增西醫家庭全科（通國、粵語）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康樂活動中心
★凡有 Medicaid 者即可申請。
★專車接送，包括送醫及購物。
★特設營養餐廳，供應早、午餐、點心、水果及飲料。
★免費中醫、針灸、診治。
★麻將、Bingo、中英文電視、英語學習。
電話:713.777.5123
★專業教授歌唱、舞蹈、繪畫、標準乒乓球、台球等健身器材。

★各類成人疾病﹐
傷風感冒﹐
過敏花粉症﹐
高血壓﹐
糖尿病﹐
肺炎﹐
支氣管炎﹐
腎病﹐
肝炎﹐
心臟病﹐
皮膚病﹐
貧血﹐
出血﹐
尿道發炎﹐
風濕關節痛及全身檢查﹒
接受各種保險
★超聲波﹐
神經測試﹐
心電圖﹐
肺功能﹐
骨質疏鬆檢查﹐
政府醫療卡
★物理治療﹐
中醫針炙推拿﹒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9630

電話:713.777.5123

Clarewood Suite A1, Houston, TX 77036（王朝中心後面）

廣告天地

星期二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門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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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

全新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牙週
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Jennifer Chen

中國城診所

D.D.S.M.S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9889 Bellaire Blvd., #322
3524 Hwy 6 South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特聘修复專家

Tel: 713-995-0086

Tel: 281-565-0255

JianWei Feng,

治

黃金心臟中心
黃金心臟中心
黃金心臟中心
主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歡迎電話預約及查詢˙

周藝

YI ZHOU, M.D.

醫師
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六˙

通中﹑
英﹑
粵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6
Houston, TX 77036(王朝超級市場后)

專科

腳
★顯微手術
★平板足
趾 趾囊腫
★拇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D.D.S.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歡迎洽詢預約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713-272-8883

25 年 牙科臨床經驗

★SCURLOCK TOWER
6560 Fannin, Suite 1554
Houston, TX 77030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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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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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治: 各種牙患﹑
牙週病﹑
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
磁牙﹑
根管治療

最勇老媽說溜嘴！
徐若瑄爆寶寶性別

2015 年 5 月 12 日

但她昨開心在臉書 PO 文表示自己 「
終於
出門了！」但其實去的地點也是醫院，

產婦年紀，懷孕狀況欠佳，為了安胎她

只是昨檢查的她有朋友陪伴，讓徐若瑄

多半時間臥床、打針，讓粉絲看了都相
當不捨。不過徐若瑄昨與好友到醫院檢

已經相當滿足。
隨後徐若瑄又 PO 文，分享自己收到

查，意外得知寶寶性別，她在臉書分享
讀書心情時，還意外洩了口風自爆寶寶
性別。

收到來自台北的 5 本電影書，但一句 「
和
女兒一起讀電影啦！」意外露口風說出
寶寶性別，也讓許多粉絲欣喜若狂，在

徐若瑄因為懷孕，多
半時間都躺在床上安胎，

底下紛紛留言直呼 「
又有女神要來報到
了！」

Ella談裸戲 自嘲正面背面沒差別
分 享 已 是 人 妻 的 Ella， 近 來

在電影 「
缺角一族」有場裸身戲
水橋段，雖然矜持有尺度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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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例如 「
床戰」動作不能太明顯、
舌吻可喇舌但不能太久，不過遇
到國際級帥哥型，Ella 的標準也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大通銀

行

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跟著轉彎，被問到若跟梁朝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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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斌演床戲時，Ella 態度大轉變
，在三立 「
爆米花電影院」笑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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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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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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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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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JianWei Feng,

MD, PhD

心臟專科

糖尿病﹑高血壓﹑腸胃﹑主治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通英﹑
國﹑
粵語

713-981-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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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娜療痛中心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 動 傷 專 科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李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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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12, 2015

現年 40 歲的徐若瑄懷孕 4 個多月以
來，堪稱是 「
最勇老媽」，她因屬高齡

中醫針炙師(ACOO196)

呂 明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713 - 796 - 1500

我們接受 Medicare 及 Medicaid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現任Memorial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Hermann Southwest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Hospital 主治醫師

震驚大眾，謝典霖的母親也就是李燕的前
婆婆鄭汝芬今低調證實此事，也透露說兒

前面立馬變豐滿。」
結婚 3 年，Ella 將啟動做人計
畫，考慮明年升格當媽，日前結
婚紀念日，Ella 向老公吐愛意：
「
最近的我很忙，沒能好好陪你
、為你做頓飯，但我知道我們有
一輩子的時間能在一起。」

： 「
當然要演啊，但應該不會有
人想看我裸體，因為看到正面就

而林柏宏於 「
缺角一族」中
飾演回答問題要想 5 秒的男主角

跟看到背面一樣。」

林稻風，首次和 Ella 合作就要談

自 嘲 「正 面 跟 背 面 無 差 別 」 的
Ella，飾演檳榔西施 「
莎莎」，時

戀愛，讓他有點緊張，兩人拍吻
戲，只見 Ella 主動嘟嘴討親，林

有不同超辣裝扮，甚至難得請

柏宏卻一路向後閃，Ella 還強壓

「
長輩」出來見客，大秀低胸爆
乳，如何 「加料」上陣？Ella 分

他的頭往前，逗得林柏宏 NG 連
連。

子、媳婦確定要離婚前並未先跟

，無奈說 「
他們要離婚並沒有跟我討論」

她討論，雖然語氣平靜，但她其
實對這件事頗生氣，而媒體私訪
謝典霖家附近居民，鄰居加碼爆
說兩人婚後常常大吵，吵架聲大
到住在附近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鄭汝芬證實李燕與謝典霖已協議離婚

，對於李燕這 「
無緣媳婦」，鄭汝芬稱讚
李燕很疼愛孫子，言談中透露遺憾，至於
對常常大吵的爆料，鄭汝芬則說沒看過兩
人在她面前爭執，小倆口很恩愛，謝典霖
對失婚的結果感到非常受傷。

李燕無緣婆婆怒離婚
「
最後才知道」 鄰居爆吵架聲超大

三立當家女演員李燕日前爆出與彰化
縣議長謝典霖閃離，婚姻不到兩年就喊切

享撇步， 「
只要穿上底超厚又緊
的 『
詐騙內衣』，旁邊的肉撥到

李楠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832-863-8003
Tel:
713-492-0686 (英文） Fax： 713-534-11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Tel:
Tel: 832-818-2630
） TX (請預約)
Tel:
832-863-8003
Fax: 713-534-11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中文
Houston,
77036 (黃金廣場）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

新 推 出 雷射治療 『
灰指甲』

治療項目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星期二

現代
代牙
牙齒
齒矯
矯正
正中
中心
心牙
牙齒
齒矯
矯正
正專
專科
科
現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臟起搏器
心律監護器
運動走步機等

李岳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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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

713--981
713
981--8898

何繼強

設 備 齊全

中 國 城

MD, PHD

健強牙科

臺灣影視

諮詢
免費

陳志堅

最新 E4D 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傳人
御醫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Tuesday, May 12, 2015

專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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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281-242-6889
傳真﹕
281-884-6071

2015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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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榮獲 2005 H-Texas 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設有 X-RAY 復健設備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www.advancedfootdocs.com

電話： 713-772-3338(FEET)通曉普通話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

Vision Source - TruVision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Center
營業時間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ALLCARE
MEDICAL CENTER

Tel: (713) 978-7504

服務項目

醫學博士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BOARD Certified，ABIM)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713-779-3355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頂好廣場內)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周一到周五 8:30AM-5PM

高峰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牙醫博士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矯正牙科 ●美容牙科
●牙周病治療 ●人工植牙

713-773-9621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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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志剛牙醫博士 Steven Xue, D.D.S.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 9AM~
4PM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外科專科醫師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通國、英語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 Medicaid under 21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骨刺
平板腳
風濕關節炎

灰指甲

腳趾縮變形

雞眼骨
甲溝炎

下肢麻痺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82

6

還要經常讓她知道，被愛的人也
要經常被告知才好。」表現柔情
感性，也俏皮重現爸爸當年經典

秀類節目非常辛苦，不是外人能
想像。」他勉勵女兒 「不錯的比
賽成績只是一個開始」，女兒也

的相機軟片廣告繞口令，自然樸
實地呈現動人親情。
李立群４日在北京說，女兒

說自己彷彿上了４堂觀眾很多的
表演課，未來還有很多地方要努
力。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白蟻
水電

地基
結構

屋頂
空調

泳池
霉菌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 SPCL#12608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
甲溝炎根除手術
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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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本人通國﹑
粵﹑
英語

小學五年級時和他一起登台表演
，之後赴溫哥華念美術，畢業後
說想透過演戲豐富繪畫，於是他
帶女兒去片場觀摩拍戲 10 幾天，
女兒就憑初生之犢的勇氣登台了
。得知女兒奪冠，他替她開心，
也替她感到終於 「解脫」： 「選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專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即時Ｘ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光
檢
治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驗

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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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疑因 「星二代」身分獲獎，但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電話﹕281-988-5930

事，清新表演方式讓評審成龍急
著當場 「下訂」，承諾讓她當下
部電影的女主角。雖陸媒報導她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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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裡子演員李立群的女兒李
元元，２日在浙江衛視《我看你
有戲》決賽奪冠，她以獨角戲
《家》向觀眾細述父母的愛情故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中國城

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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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該視頻仍在網路上暴紅
瘋傳。
她在戲中藉由整理
老東西，娓娓道來爸媽
初識過程，透露爸媽常
常曬恩愛，牽手走路，
「爸爸曾說，愛一個人還不夠，

《有戲》第一名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侯 大 任 臉部整形
Tang Ho

★最新 CEREC 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
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
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頂好廣場內)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

診所地址：
診所地址
：9600 Bellaire 211 室(王朝商場二樓
王朝商場二樓))

牙科診所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師

李立群女兒

糖城診所﹕

713-988-8889

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台北長庚﹑
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主治

姚聖坤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華人專線:(713)978-5959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曾任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主治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Richard Liu
誠實信用
碩士土木工程師
收費合理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832.434.4999 (手機)
備Supra Key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 6 號公路

281-988-0088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姜楠醫學博士 (Nan Jiang, MD) Jennifer Farrell, DO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270-0909(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198, Houston, TX 77077 電話: 281-759-0200(Dairy Ashford)
2505 Park Ave #B, Pearland, TX 77581
電話: 281-485-0334(Pearland)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週一至週六
電話:
8:30am-5:00pm
內設針灸診所

雖然你有很多選擇, 可是我們相信可以給你更滿意, 更可靠的治療。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六 8:30am-5:00pm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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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 09:00am-11:30am 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 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 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 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 10:30am 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四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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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way 8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 腿 疼, 關 節 炎,
手 腳 麻 木, 各 種 外 傷,
工傷, 車禍……

Dairy Ashford

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
˙診所環境優良, 設備先進齊全, 治療方法可靠, 準確, 多樣化。開業十年無差錯，
獲得眾多好評。有更全面的檢查項目, 並有不同的專科醫生住診。
˙高血壓, 心臟病，甲狀腺疾病，糖尿病，肝/腎/胃腸疾病，皮膚病，過敏，哮喘，
婦科，小兒科，外科小手術，創傷, 腰腿疼, 關節炎, 我們都能給你最好最安全治療。
˙查體中心提供 VIP 全面檢查，血尿化驗，心電圖，超聲波，肌電圖，中風檢查，尿流
動力學，肺功能檢測，學生，工作查體。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West Branch.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Synott

Local Magazine 2013 年度休斯頓最佳醫生
華人陣容最強大的醫療團隊
接收各種保險

Highway 6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小說連載

海宴

2015 年 5 月 12 日

記住遥

親自扶印蓋好袁封卷起來袁遞給蒙摯道院" 旨意未盡之處袁朕許你

帝都局勢袁一定要穩遥

便宜行事遥 "
" 好袁你退下吧遥 " 梁帝吁一口氣袁招手將靖王叫至身邊袁道袁

立即回報給朕遥
朕要等到你的消息再回京遥 "

" 景琰袁這次你救駕立了大功袁想要什么封賞钥 "

" 臣領旨遥 " 蒙摯叩首後袁起身
正要朝外走遥

蕭景琰微微一哂袁道院" 波亂未平袁聖駕尙未回鑾袁此時縱然
不妨先拿出來恩賞一下將士們才好遥 "

么钥 這一次袁你奉的不是口諭袁也不
是密旨袁朕袁要發明詔給你浴 "

梁帝仰天大笑袁道院" 你呀袁這一點和你母親眞象袁她也是這

手袁胡軍尧左小靑尧趙立新等領銜主演袁歷時五年打造的新視角國安反諜大戲叶于無聲處曳袁于央視一套黃

些心虛的低下頭遥 這是我的私心在作怪袁我其實就想引他多講些皇太極的事情遥

湖南衛視叶眞正的男子漢曳叶花兒與少年曳播出時袁這場大戰將進入到白熱化遥

金強檔神秘來襲遥 該劇首曝 7 分鐘片花袁以中國的核潜艇尧航母硏發爲背景袁用三十年的時間跨度袁將兩

" 天聰二年二月袁大汗親征蒙古察哈爾袁命我和多鐸噎噎哦袁多鐸是我弟弟袁率精

好袁你派人去分等造冊袁先賞一批袁回帝都後袁再另行重賞遥 "

兵爲先鋒攻打多羅特部噎噎那年九月我和多鐸再次隨大汗出征察哈爾噎噎喂袁你怎

" 兒臣遵旨遥 " 靖王剛行完禮袁靜妃便帶着幾個手捧餐盤的

么了钥 " 我茫然心惻遥

侍女自側殿進來袁笑着請父子兩個過來用膳遥這一餐飯吃得甚是

皇太極噎噎親征察哈爾林丹汗浴

和樂袁梁帝頻頻給靖王挾菜袁對他似乎是説不出的歡喜和疼愛遥

同一年里居然打了兩次浴

晩膳後樑帝在靜妃的服侍下去休息袁靖王自然吿退出來遥

眞順了某人地意袁 就這樣晏駕在九

他是皇子袁 又是七珠親王袁 在獵宮中分到了一所獨立地院

安山袁那才是再無餘地浴掌令官已經

了把脈遥

多遥
" 你這女人眞的好奇怪啊袁年紀也不小了袁一會兒尋死覓活的袁一會兒又拿了把
大刀奮勇抗敵袁悍如男子噎噎才好些了袁這會子倒又哭上了遥 我眞給你弄糊塗了浴 ""

勇兵袁所以儘管五日惡戰袁損傷也不大袁只有兩人陣亡袁三人重

啊噎噎不是遥 " 我抽抽噎噎袁隨意的扯了裹在身上的麾袍袖口塗抹眼淚袁心里旣是傷

蒙摯立即大聲道院" 臣領旨浴 "

傷袁其餘諸人情况還好袁戚猛尤其生龍活虎袁只歇了一會兒袁就帶

心又是感動遥

這時掌令官捧着擬好的新旨躬身進來袁梁帝略略看了一遍袁

着人一道上山去參加搜捕叛軍遥

作爲編劇界的標杆袁高滿堂以表達生活氣息袁細緻拿捏人物見長遥 此次操刀叶于無聲處曳袁首度挑戰國

而且多家衛視都打出了野雙季播冶的模式袁也就是在同一個季度里袁周五尧周六或周日晩上都有大型的季播

安反諜題材袁讓不少人深感意外遥 對此袁高滿堂表示院野除了國安題材充滿了懸念尧智慧袁最打動和吸引我

節目亮相袁此次江蘇衛視更是將 4 檔大型季播節目覆蓋周四至周日的晩間檔袁對其本身製作能力是一次挑

的卻是總製片人隆曉輝給我講了一個故事袁它的故事核有無限裂變的可能性袁這種吸引力超過了我對陌

戰遥

生類型的擔憂遥 而且對我而言袁越是陌生的題材領域袁我越是有挑戰的冲動袁把自己的想法與新的領域融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况袁一位業內人士吿訴記者袁一劇兩星尧一劇兩集的新政發佈後袁綜藝節目在投

會貫通袁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遥 冶爲此袁資深編劇進行了長達幾個月的瘋狂補課袁接棒新題材袁更進行了

這種心情自然無法和多爾袞明説袁 於是只得胡亂找話題岔開袁" 你就是那時候

入尧製作和呈現上全面進入野大片冶時代袁許多電視台會把重心向綜藝節目傾斜遥 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綜

自己的深加工遥 野人物立得住袁劇才有靈魂曰一般來説諜戰劇中的人物容易被淹沒在大量的情節中冶袁高滿

創下軍功袁得大汗賞識的么钥 "" 嗯袁大汗待我兄弟二人極好袁在族內那么多人棄我兄

藝節目蜂擁的局面遥 而周五檔競爭的白熱化袁也迫使一線衛視將季播節目佈局在周六尧周日袁錯開時段袁差

堂決定做一次全新的嘗試院野先立人物袁側重生活尧情感袁講述改革開放的大時代中袁一個在特殊戰線上尧

弟不顧時袁只有他願意給我們機會噎噎" 他撇着唇袁帶着一種孤傲似的笑容袁昂起頭

異競爭遥 而有實力的衛視袁爲了吸引更多的觀衆袁也逐漸把季播節目的戰線拉長袁甚至出現了周四就推出季

有着特殊身份的小人物袁他的缺點尧情感袁而我們與他共成長尧共命運遥 冶

顱袁" 大汗甚至命我做了鑲白旗固山額眞袁賜我墨爾根代靑封號袁又賜多鐸爲額爾克

播節目的情况遥

讓他很猶豫袁野與高老師的合作肯定是吸引力袁多年以來一直希望一起合作遥 但我也沒想到會是這樣的契

難免有參差不齊的情况出現袁但是

機袁沒想到我和他都接了這樣的新東西袁但我們同時願意接了袁這也能説明問題遥 冶他表示單純題材的創

所屬的鑲黃旗十五牛録劃分給了多鐸袁作爲八和碩貝勒之一的多鐸由此接掌下鑲黃

對於電視觀衆來説袁這也是一件好

新並不足以讓自己下決心挑戰院野我從來不知道袁原來國安是這樣的袁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樣袁當代的諜

旗一個整旗兵力遥

事袁 可以看到更爲豐富的電視節

戰離我們的生活很近袁我覺得這里面有戲袁因爲這是很不一樣的內容袁激起了我的好奇心遥 所以吸引我的

目遥

不是這個題材袁完全是因爲這個故事遥 而面對新的題材袁自然會希望有不一樣的表達遥 冶

他只講了一半袁卻將另一半藏了起來 -- 皇太極登上汗位後袁便將原先努爾哈赤

之後沒多久袁皇太極又將自己所掌的正白旗改成正黃旗袁將豪格掌管的鑲白旗

她的這么多尧這么好遥 她問自己院你是否應該高興竟然有這么多美好的

改成鑲黃旗袁同時卻將原先的正黃旗改旗號爲鑲白旗袁將鑲黃旗改爲正白旗遥

回憶钥

四旗之間只是互調旗號袁旗下牛録人口卻並未做絲毫變動遥 鑲白旗仍由阿濟格

她開始想念他的臭脾氣尧壞心眼袁想念他初時的惡形惡狀袁想念他越

和多爾袞分掌十五牛録袁阿濟格爲旗主遥 然而阿濟格因記恨生母殉葬之事袁心里又極

來越溫厚的態度袁想念他大笑時飛颺的眉眼尧得意時翹起的嘴角遥
手腳都不知道該往哪里擺遥 想到這里她就微笑袁笑得幾近幸福遥
杜可問院" 喬姐你在笑什么钥 你是不是談戀愛了钥 那賀董怎么辦钥 賀董
怎么不來了钥 " 這時喬落的微笑就會摻進一些苦澀遥

感表達自然是一部品質過硬的正劇袁不過袁總製片人隆曉輝表示並不擔心年輕人不愛看院野其實耶正劇爷變

這些枝枝節節的原由我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袁可是多爾袞卻只字未提遥 現在仔細

目題材尧形式都有所不同袁但是它

成了一個符號袁很多時候被認爲會是耶唱高調爷遥 但這部劇會非常好玩袁參與創作的工作人員中很多都是

思度皇太極的本意袁他廢了阿濟格袁把旗主之位轉送多爾袞袁其實也不過就是做了個

們都有一個共性袁那就是依然圍繞

80 末尧90 後袁最後都覺得是從頭笑到尾遥 冶他表示一直在考慮國安題材怎樣才能讓更多的觀衆願意接受袁

順水人情遥 多爾袞立功在先袁在鑲白旗中亦掌有十五牛録的兵力袁廢阿濟格而選多爾

明星大腕做文章遥

野以往的諜戰劇離我們都很遠袁我希望用這部劇把這個距離拉近遥 所以我們將諜戰的背景放在熟悉的生

袞袁原在必然的情理之中遥

她曾説袁賀遲就像是一株植物遥 如今始知袁原來這一株生機勃勃的植

隨
侯
珠

物早就在她的心尖上深深紮根袁並憑藉他頑強的生命力袁在她如此貧瘠
的心間茁壯成長袁最終枝繁葉茂袁直至佔據了每一個角落遥

第二十五章窑你愛的人才能給的幸福

渊這哪里是年少與年長的愛情區別袁哪里是愛得深愛得淺的區別遥 這

樣呵護的愛袁經時間沉澱後袁越發覺得可貴遥 冤
鄭老師又挂電話來袁 喬落明明知道這是自己選擇過平淡生活的一次
機會袁卻仍舊正式而徹底地回絶了他遥她這樣的狀態根本無法對別人負

" 爸爸遥 " 陸景曜帶着秦予喬過來袁立在陸和爍對面袁簡單介紹了

陸和爍想起妻子臨終前最放不下的一件事老六的婚姻大事袁直到

責遥 鄭老師顯得有些意外袁但依舊禮貌地説了幾句客氣話之後袁便不再

下袁" 爸爸袁這是喬喬袁我之前跟你提起過的遥 "

最後幾天還對他千叮嚀萬囑咐這事院" 以後老六娶妻這事你一定要看

聯繫了遥
周末的時候袁喬父待在家里對着盤象棋僵局反復推演袁喬落端着一杯
花茶在旁邊看棋局演變遥她一向不喜歡這些莫測深奧的東西袁反而顧意

好啊袁家世差點都沒關係袁但是姑娘人一定要好袁一定要找個疼希睿

秦予喬對陸和爍略彎了彎身子袁然後伸出自己的手袁" 陸伯伯好遥 "

的袁不能讓希睿受委屈啊遥 "

" 哦袁秦小姐啊遥 " 陸和爍噙着笑袁" 聽説你一直跟你媽媽在英國钥 "
秦予喬笑院" 是的遥 "

所以在過來之前袁 陸和爍就問了自己的小孫子院" 秦予喬還疼你

冬和賀遲都很喜歡袁並且很善於謀劃佈局遥

嗎钥 "

以前在美國的時候袁有一年母親身體轉好袁醫生批準可以接回家中與

活環境中袁工厰車間甚至是家庭中袁看我們身邊的一個普通人如何保衛國家安全袁眞正做到落地尧接地

弟曳中袁不光有 Angelababy尧鄧超尧

氣遥 冶其實袁叶于無聲處曳更是一部可以動員全家一起看的野零代溝冶劇袁看爸媽年輕時的故事袁跟小夥伴致

李晨等常駐明星袁首期節目還邀請

靑春袁與理想和信仰共同激蕩遥 隆曉輝表示院野劇中橫跨三十年袁是現在年輕人父輩當年的記憶袁而靑葱的

作者有話要説院小番外 -- 試管小孩的由來

賀遲一點兒也不讓着她袁每次都將她殺得片甲不留袁她總爲這個生氣遥

陸和爍笑了兩聲袁如果希睿回答 " 好 "袁或者 " 一般 " 他都不奇怪

而母親卻是越看越高興袁她也就只好忍氣呑聲地繼續讓賀遲屠殺遥他下

了袁結果看希睿的開心勁兒好像秦予喬就像他親生母親一樣袁然後陸

起棋來神情專注袁低垂着濃黑的眼睫一副沉思模樣袁那個神態竟能讓喬

和爍覺得秦予喬這人心機挺深的袁連小孩都騙袁哪有不介意男方有拖

落在此時清晰地回憶起來遥

油瓶的女人袁而且是以結婚爲條件交往的遥

陸希睿和顔舒冬因爲都沒有媽媽這個共同點成爲好朋友袁不過兩
個小孩的區別還是很大的遥
不過兩人私底下也會談談心袁小孩子的談心無非是分享自己的秘

的節目中黃曉明等大腕也都會陸續加盟遥

然後等陸景曜帶着秦予喬過來見他袁陸和爍感覺又變了變袁他沒

" 一邊笑自己沒有出息袁思慮太過袁竟然在父親的問話中都聽到賀遲的

看出老六跟這位秦予喬有什么夫妻相袁但是他卻看出希睿跟秦予喬挺

名字遥

有母子相遥

同樣袁江蘇衛視熱播的叶爲她而戰曳則邀請到了蔡少芬夫婦尧陸毅夫婦尧李湘夫婦等等娛樂圈的大腕夫
妻檔遥 叶我們相愛吧曳則有林心如尧崔始源等大牌充當門面遥

厰袁必須低調不露聲色袁伺機而動曰趙立新飾演的助理工程師陳其乾則是一心想爬到高處的上海小男人袁

除了這些大腕袁野小鮮肉冶也是當下綜藝節目的搶手貨遥 江蘇衛視旅途探秘眞人秀叶前往世界的盡頭曳就
邀請到了有大批粉絲的張杰加盟遥 而叶花兒與少年曳則把井伯然尧楊洋兩位當紅的野小鮮肉冶招致麾下遥

前的這一種袁顯然不在他的預料中院" 寧大廚袁你不相信我嗎钥 我眞的沒説

對此袁業內人士表示袁在當下綜藝大戰的大環境下袁邀請明星大腕和人氣偶像袁對節目來説是最爲保險

明遥 你心里在打什么主意袁我很清楚遥 "

會看到很不一樣的胡軍遥 冶而同時袁導演也大贊趙立新袁並稱野陳其乾冶一角將是趙立新演技的再次大爆

和穩妥的做法袁所以各大節目都在爭搶這些資源遥

發院野陳其乾這個人物非常飽滿有戲袁多面尧複雜尧掙扎袁經歷質的轉變袁是眞正的兩世人生袁趙立新這次的
內袁韓國模式的綜藝節目在中國熒屛佔比更是高達 43.27%袁在業已開啓的二季度袁不少網友打趣道院綜藝散
發的野泡菜味兒冶十分濃鬱遥 確實袁在第二季度的綜藝節目中袁 叶我們相愛吧曳叶世界靑年説曳叶眞正的男人曳
叶花兒與少年曳叶奔跑吧兄弟曳都與韓國節目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噎噎

喜了幾句遥 顯然袁寧有方是下定了決心袁不會再讓他進小廚房了兩年的心

不過該業內人士表示袁雖然目前多是引進模式袁但是其合作方式與之前的單純引進已經有了差別袁現

工程精英在慾望與情感間的撕裂曰一個女人在兩個男人間的選擇周旋袁正如主題曲叶轉眼一生袁轉身一

在越來越多的衛視選擇以野中韓聯合開發和製作冶的方式合作袁儘管也是脫胎于韓國模式袁但中方有了一定

世曳所表達的感嘆和惆悵遥 一部劇承載三十年袁除了跨越時代的質感袁還有滿滿的對人生尧對情感的體悟袁

的原創空間遥 而將來袁中方製作團隊進行本土化的比重肯定會更大遥 野這就像孩童學走路一樣袁從攙扶到牽

以馬東尧馮書雅尧陳其乾三個人物爲主的飽滿情感線袁讓案件的推進更有生活尧有情懷尧有血有肉遥 據製片

手袁再到只用在大人目光的注視下蹣跚行走袁中國電視人也在逐步成長袁在不斷學習中積累了更大的自信

方介紹袁叶于無聲處曳正是在緊張的案件鏈條下講述坎坷糾結的情感袁情緒搭配和調節旣勾起觀衆對反諜

和能量遥 冶該業內人士表示遥

案件的興趣袁同時塑造人物去講故事袁去表達情感袁讓大家看到眞正的國安遥

《何以》票房走高
楊冪“黑”黃曉明獲贊

道了遥 還有什么要問的嗎钥 " 旋即自嘲的笑了院" 估計我在太白樓也不會待
多久了袁你要是想駡我袁可得抓緊機會遥 "

張展瑜臉色發白袁結結巴巴的爲自己辯解院" 我尧我不是這個意思遥 寧

寧汐用力的咬着嘴唇袁半晌袁終于顫抖着問道院" 張大哥袁你眞的這么
討厭我嗎钥 " 討厭到要用這樣卑劣的手段來傷害她嗎钥

大廚袁你聽我解釋噎噎"
" 沒什么可解釋的遥 汐兒是我的女兒袁她什么樣我比誰都清楚遥 你在我
面前搬弄是非袁我沒揍你袁是看在你這兩年做事還算盡心遥 不然袁我早對你

張展瑜不敢再看那雙盈盈的泛着霧氣的眸子袁 狠狠心扭過了頭去院"
現在問這個還有必要嗎钥 "

不客氣了 "

事情已經到了這份上袁他已經沒有資格再吐露心底那一絲喜歡了遥就

寧有方頓了頓袁繼續説道院" 從明天開始袁你就別在我身邊做事了遥 去

讓她徹底厭惡他吧因爲現在袁就連他都在厭惡自己了噎噎

大廚房吧還有袁在汐兒面前袁你不準提及一個字遥 不然袁這太白樓你也別想
待了 "

寧汐眨巴眨巴眼睛袁 將到了眼角邊的淚水咽了回去袁 輕輕的説道院"
張大哥袁我知道你一直很努力想做個好廚子遥其實袁我爹一直很看重你袁不

半年袁我爹就會正式收你爲徒了遥 "

蘇冶式帥酷經典語録袁如野我勸你不要跟

只想帶着誠意做一部年輕人喜歡的愛情片遥 冶

中的人物尧情節尧台詞也掀起了網友們的討論熱潮遥 尤其是戲外就以

一個律師討論物品所有權的問題冶袁野銀

對黃曉明來説袁叶何以笙簫默曳跟以往他所主演的叶中國合夥人曳

古靈精怪著稱的當紅小花旦楊冪袁在影片里偷穿男式襯衫袁站在鏡

行密碼是你的生日冶 時袁 不少觀衆表示

叶暴瘋語曳一樣袁都是他用盡心思揣摩的作品遥 野誰都不想做爛片袁但

野太可愛袁已笑暈在影院遥 冶

出來的結果肯定是有人喜歡有人吐槽袁接受指責是我的工作之一遥 冶

子前模仿黃曉明自言自語的一幕袁被不少媒體和觀衆贊爲該片最佳

對於楊冪這段野黑冶黃曉明版何以琛

黃曉明説袁電影中很多細節都是經過思考揣摩的袁比如他常會低頭袁

野黑冶的萌萌噠的表演袁媒體和觀衆都給

就是希望把自己的性格跟何以琛結合到一起遥 野我不會改變原著袁只

作爲五一檔當之無愧的票房贏家袁在四部新片同時上映的情况

予了很高的評價袁 有觀衆表示袁野楊冪這

想着如何把它做得更自然一些遥 冶影片中袁黃曉明所扮演的何以琛多

下袁排片第一的叶何以笙簫默曳站穩霸主姿態袁上映 5 天收穫 2.6 億票

段表演靈動可愛袁而且少女感爆棚袁自己學完還羞澀的捂臉笑袁簡直

次飆淚袁曾被網友質疑演技過于夸張遥 黃曉明對此回應説袁每個觀衆

萌醉遥 冶某媒體則贊這段表演不僅是野全片最佳表演之一冶袁也展現了

都有自己的想法袁就如一千個讀者心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遥 野

房袁成爲目前最被熱議的電影之一遥 而隨着影片的熱映袁演員們的表

Bellaire Auto Services & Collision

行

脊椎神經骨科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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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有經驗的修車技師

鈑金部
免費估價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責任編輯：王荣欣
（請攜帶保險卡）

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車 禍 ﹑工 作 ﹑及 運 動 受 傷
 頭 ﹑頸 ﹑肩 ﹑背 ﹑腰 痛 與 麻 痹
 坐 骨 神 經 痛 ﹑手 腳 麻 痹

電話﹕713-484-7400 傳真﹕713-484-7405(通國﹑臺﹑粵﹑英語﹑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地址﹕9630 Clarewood @Corporate, #A3,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後面)

百利中醫皮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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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

•
•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

•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楊曉娜 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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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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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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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方向盤及僻震器

微笑牙科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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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條 龍 維 修 服 務 中 心

化人心的一個浴 冶

國院線以來袁累計票房已經接近 3 億元遥 除了不斷走高的票房袁電影

肖尧生動傳神遥

然後袁一夜未眠遥

好評的段落袁當她穿着男式白襯衫袁站在

的聲音袁黃曉明回應稱院野票房好袁就説我們圈錢袁這太冤枉了遥 我們

然袁那一天他做干燒魚翅的時候袁絶不會讓你站在鍋邊打下手的遥 "

么落荒而逃遥

叶出租車司機曳致敬的野照鏡子冶中袁最靈動尧最可愛尧最高顔値尧最萌

總裁范兒的言行舉止袁 並重複其 野杰克

張展瑜臉色慘白袁身子微微顫抖着袁頭腦一片空白遥

寧汐長嘆一聲袁靜靜的凝視着張展瑜院" 如果你能按捺住性子袁不出

份奉獻的一場野黃曉明版何以琛模仿秀表演冶袁成爲備受媒體和觀衆

由楊冪尧黃曉明主演的電影叶何以笙簫默曳自 4 月 30 日登陸全

表演之一袁楊冪對於黃曉明影片中霸道總裁式的言行舉止袁惟妙惟

一刻袁他的心像被針戳了一般的疼痛遥 竟然不敢看那張甜美的笑顔袁就這

野國産影片自黑新境界冶浴 影評人滿囤兒則認爲袁野這絶對是所有向

雖然票房很高袁但是對該電影也還是有指責聲一片袁對於指責

然也不會讓你在他身邊待了這么久遥 而且他已經把你當徒弟來看了遥 不
張展瑜心里一緊袁霍然抬起頭來院" 你尧你説的是眞的嗎钥 "

演也成爲了影迷們津津樂道的話題遥 其中袁楊冪在片中以趙默笙身

鏡子前聲情並茂的模仿黃曉明種種霸道

那一番話袁在他的耳邊不斷的迴響遥
再然後袁寧汐笑眯眯端着盤子進了飯廳袁甜甜的喊了聲 " 張大哥 "遥 那

與個人相關遥 編劇高滿堂表示叶于無聲處曳的特色就在于反諜情節與人物命運尧生活袁情感尧情緒相關聯袁

其中袁懸念燒腦遥 而同時袁人物在大背景下在成長尧選擇尧轉變袁一個國安有口難言尧孤獨潜藏的苦悶曰一個

張展瑜僵直的站着袁定定的看着寧汐院" 你要知道的事袁現在全都知

會氣的將汐兒攆回家去袁然後就會收你爲徒嗎钥 眞是可笑 "

野國安反諜冶的神秘氣質+糾葛兩代的最虐情感袁一起案件讓幾個年輕人的情感尧事業尧家庭不再僅僅

搶的對象遥

血兩年的期盼袁就這么成了泡影噎噎

寧有方嘲弄的笑了笑袁眼里卻全無笑意院" 你以爲誣陷汐兒幾句袁我就

演繹也讓我很驚喜遥 冶

心機密袁隱藏不見的敵人袁身邊潜藏着的敵對力量和一步步顯露的驚天陰謀袁暗潮洶涌的案件線索貫穿

倖之心遥 暗暗期盼着寧有方能手下留情袁別眞的趕他走遥

張展瑜啞然袁愣愣的看着寧有方遥

樣遥 導演透露院野胡軍在生活中非常有親和力袁愛開玩笑袁很萌遥 馬東這個角色就是這樣袁很貧很可愛袁觀衆

藝遥 相較于歐美綜藝節目袁韓國綜藝節目似乎更受到亞洲人的靑睞遥 所以袁這些節目模式也成爲各大衛視爭

可今天早上剛到廚房袁各人就知道了他要到大廚房做事的事袁紛紛恭

寧有方冷冷的看着他袁一字一頓的説道院" 張展瑜袁別在我面前耍小聰

車

也將增加該劇的看點指數袁胡軍此次塑造的國安偵查員與他以往慣常的硬漢形象相比袁有着極大的不一

陸希睿搖搖頭院" 其實我也不知道袁可能離婚了吧袁我沒有見過我

寧有方説一不二的耿直脾氣袁張展瑜比誰都清楚遥可還是抱了一絲僥

謊噎噎"

喜歡福爾摩斯袁愛炫愛比袁兩個人互相扶植卻又爲同一個女人明爭暗斗遥 據瞭解袁演員形象和演技的突破

顔舒冬院" 你媽媽跟你爸爸是離婚了么钥 "

顔舒冬院" 沒有聽其他的大人提起過遥 "

張展瑜事前猜想過寧有方的種種反應袁傷心失望難過憤怒等等遥 可眼

一袁互愛互掐讓劇情笑點頻頻遥 胡軍飾演的國安偵察員馬東袁因任務需要以保衛科干事的身份潜伏在 202

野不是只強調劇情袁更不會故弄玄虛袁這會是一種陰謀尧較量中自然産生的內在張力和心理懸念遥 冶國家核

的媽媽遥 "

這事有意思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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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中兩個男人互相飆戲院獃萌北方大漢和精明上海小男人袁兩人的不對付正是其中最精彩的看點之

對此袁業內人士表示袁不僅在中國袁目前在日本等亞洲地區袁韓國綜藝的流行程度也遠遠勝于歐美綜

密遥

想得太入神袁父親問話都沒有聽清袁喬落回過神來問院" 爸袁你説什么钥

利

歲月痕迹又是我們每一代都能切實感受的袁一輩子袁轉眼一生袁我們也在致靑春遥 冶

Angelababy

鄧超

到了范冰冰和韓庚助陣遥 而在隨後

説到當下綜藝節目的原創問題袁日前有消息稱袁目前韓國熒屛熱播綜藝節目的 72.45%都被引進到了國

英國念的書呢遥 "

還要好遥 "

看他們下象棋袁喬落那時只好央賀遲陪着下幾盤棋袁權作給母親表演遥

例如在剛剛播出的叶奔跑吧兄

陸和爍看看希睿袁又看看秦予喬院" 有緣有緣啊袁老六以前也是在

陸希睿不假思索得回答院" 當然疼咯袁我跟予喬姐姐的關係比爸爸

他們一起住遥那段日子是喬落在美國最舒心最快樂的日子遥母親很喜歡

野正劇冶雖好卻有可能被標籤化而嚇退部分年輕觀衆袁叶于無聲處曳選取國安反諜大題材袁論出身與情
雖然第二季度涌現的綜藝節

不服皇太極爲汗袁所以時常挑一些事端出來袁與皇太極尋隙作對遥

她想起一年前她發燒的時候袁他大清早給她送粥時扭捏不安的樣子袁

萬

同樣作爲業內排頭兵的導演閻建鋼表示袁叶于無聲處曳放到整個行業來講都是陌生的新類型袁最初也

雖然如此多的綜藝節目扎堆袁

心里咯噔一下袁多爾袞講的這些未盡詳實遥

擠袁賀遲的聲音總是不經意地跳了出來遥 她從來不知道袁原來賀遲留給

選擇和迥異人生袁懸念尧對抗與情感尧人性袁以新題材尧新類型尧新人物的野絶對原創冶袁致力于彌補國內國

叶中國好聲音曳等一批節目都是周五播出遥 但是今年袁各大衛視在第二季度推出的季播節目數量明顯增多遥

楚虎爾遥你想想袁這是何等風光之事袁如今滿朝文武哪個還敢小覷我兄弟二人呢钥" 我

當那些被忽視的過往瑣事一齊冒出來的時候袁 喬落的生活變得很擁

個國家的較量放在一個家庭尧兩代人的故事中袁在多個案件的偵破過程中袁展現人物的愛恨糾葛袁命運尧

細心的觀衆會發現袁以往各大衛視大多圍繞周五檔進行亂斗袁像叶最強大腦曳叶我是歌手曳叶奔跑吧兄弟曳

此次跟着蕭景琰來九安山的都是在沙場上出生入死的悍將

手腳袁那些亂臣賊子袁還要朕再維護他們么钥 "

新的戰場袁也帶來了新的變化遥 昨天記者採訪了相關業內人士袁他們爲第二季度的衛視綜藝大戰進行

安反諜劇的空白袁開創新河遥

" 好好的怎么哭了钥 "" 沒噎噎" 我慌亂拭淚袁可是眼淚卻不停的涌出來袁越擦越

落袁供他和靖王府的人居住遥

在擬旨了袁等朕用了印袁你儘管放開

《于無聲處》登央視
高滿堂閻建鋼胡軍解密國安

媽咪呀曳等節目的亮相袁各大衛視第二季度綜藝大戰算是正式拉開了序幕遥 預計等到北京時間 4 月 26 日後

么説的遥

拍龍案袁兩眼射出怒火袁" 這次要是

C5

他自然待我極好遥"" 怎么個好法钥 " 他轉過頭來院" 你還眞啰唆呢噎噎" 我面上一紅袁有

" 明詔钥 " 蒙摯微微有些意外袁"

" 朕還改什么钥浴 " 梁帝猛地一

Tuesday, May 12, 2015

由中天龍文化傳媒尧江蘇廣電幸福藍海聯合出品袁編劇高滿堂尧導演閻建鋼尧總製片人隆曉輝強強聯

可是明詔一發袁 再無更改餘地了
噎噎"

2015 年 5 月 12 日

隨着浙江衛視叶奔跑吧兄弟曳袁江蘇衛視叶前往世界的盡頭曳叶我們相愛吧曳叶世界靑年説曳袁東方衛視叶媽

" 喂袁別拿那種看貓貓狗狗的眼神盯着我遥 " 他撇嘴袁別過頭去袁" 大汗是我八哥袁

父皇有心恩賞袁兒臣也不敢受遥 獵宮中如有庫存地金帛之物袁倒

梁帝卻又叫住了他院" 你急什

星期二

二季度綜藝大戰鬥得兇
顔値高鮮肉熱韓模式盛行

獨步天下

" 臣定不負陛下所托浴 "

大局平定後遥

Tuesday, May 1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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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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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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We Smile Dental

拔牙，補牙，鑲牙，植牙，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N2O 笑氣鎮靜結合 STA 電腦麻醉機，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99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