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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中心: 281-983-8151 Nicole

姻緣一線牽
“廣告廣告”專線

Office for RentOffice for Rent

請電請電: Angela: Angela
281281--983983--81608160

國際貿易中心小辦公室出租國際貿易中心小辦公室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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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上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832--353353--69006900
832832--877877--37773777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櫥浴更新。

8mm $$11..9999 /呎＆up

12.3mm $$22..3535 /呎＆up

12.3mm $$22..9999 /呎＆up

(高仿真複合地板)

$$44..99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二十年安裝經驗

地址：1705 Lubbock,Houston, TX 7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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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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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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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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enegonzalezlaw.com

無需翻譯無需翻譯，，不用助理不用助理

高鴿律高鴿律師師（（Eva)Eva)
（（工商碩士工商碩士，，德州註冊律師德州註冊律師））

本人親自本人親自出庭出庭
為您爭取最大權益為您爭取最大權益

1411 Gessner Rd. STE. A Houston, TX 77080 (前南江)

營業時間：
週日至週四：11am - 10:30pm
週五、週六：11am - 11pm
午餐特價時間：11am - 2pm（週一至週五）

Kot Dae Ji Korean BBQ

本家燒烤

˙豬肉套餐

˙牛肉套餐

713 - 467 - 8801

海鮮蔥餅海鮮蔥餅

$$1212..9999

BBQBBQ套餐套餐
$$1313..9999-$-$1616..9999

海鮮豆腐鍋海鮮豆腐鍋

$$88..9999
砂鍋拌飯砂鍋拌飯

$$1010..9999

特價午餐特價午餐

˙豬、牛、雞綜合套餐

星期三 2015年6月24日 Wednesday, June 24, 2015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招聘：銷售員、倉庫管理員（懂
開叉車者優先），待遇面談。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wendyc21sw@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832) 758-5886 (713)538-0048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Ann:832-367-1124(蔡)Tam:832-713-5111(談)

協助低收入人士申請政府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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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號出口

星期二星期二、、三三、、四四
9：00AM
星期五星期五、、六六
9：00P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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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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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11：00AM,6:00PM,

8：00PM, 10:30PM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暑假上海特價團（機票+7日江南團) $1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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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二十年豐富經驗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有Medicaid & Medi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請注意：

今年德州的七個郡，包括Harris County，為減少保險的濫用，減

低費用，交由第三方管理公司管理，將您列入MMP的保險計劃，

您今年4月至8月底，會陸續收到這家公司的來信，您的計劃則

會自動轉入MMP計劃中去，MMP計劃較新，有很多醫生和藥店

還不在此網絡裏邊，如果您還去看原來的醫生，您會突然發現自

己的保險不能報銷了，MMP計劃有很多限制，有許多藥要自費，

現在有很多被保人都不願意被轉入，若您是Medicaid & Medi-

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歡迎您與我聯絡，我們可免費幫您查看

是否被轉，免費諮詢，并免費幫您保留原來的計劃。

兩個女人的選戰
美南藍綠名嘴葉宏志、蔣

為志大辯論
本集播出時間

首播:6月25日(週三) 晚間7:30~
8:00 (德州時間)
重播:6 月 26 日(週四) 下午 12:
30~1:00
美南國際電視台 55.5 頻道
網路直播: www.itvhouston.com

主持人：常中政
專訪來賓：葉宏志 (中國國

民黨美南支部常委)
蔣為志 (美南小

英後援會執行祕書)
今年農曆大年初一，台南

南鯤鯓代天府抽出 「武則天坐
天」國運籤，民眾議論紛紛，
認為台灣將出現女總統，這讓
有意參選總統的民進黨主席蔡

英文與支持者為之振奮，但全
台民眾決沒料到，就在4個月後
，國民黨洪秀柱在黨內大老怯
戰時挺身而出，並以超高民調
支持率獲得黨內提名。兩個女
人的選戰孰勝孰敗難以預料，
但能確定的是，南鯤鯓代天府
的籤詩神準。

『常談天下事』話題鎖定
最新發生的新聞時事及大家關
心的社區事務。主持人常中政
為常安保險負責人，他熱心社
區事務，曾榮獲聯邦國會議員
社區服務獎及糖城義工獎等多
項表揚。觀眾們如希望發表意
見 ， 可 利 用 電 郵 benefit-
max@aol.com 或 傳 真
832-550-2881 分享您的看法。
網友們也可以在網上同步收看
，網址是 www.itvhouston.com

常談天下事 僑胞看台灣大選系列
關懷弱勢, 關心社區, 關注時事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及文人交流高層磋商主題
加強戰略性對話 提升中美經濟合作水平

雙十國慶首次籌備會週日舉行
今年已有十二項活動，還繼續接受報名

（休士頓/秦鴻鈞）中華民國104
年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於週日（二
十一日）下午在僑教中心召開首次籌
備會，各社團出席踴躍。有的社團已
提出具體方案，更多的社團代表與主
辦單位一樣，是來聽取各方意見，再
作進一步的規劃。國慶籌備會主委黎
淑瑛表示：雖然已有多項活動報名，
籌備會還是繼續接受報名。

主委黎淑瑛致詞表示：今天有這
麼多人前來，令我深感惶恐，也感謝
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讓
雙十國慶更光輝更燦爛，尤其希望能
擴展到主流社會，讓台灣的能見度更
高。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表示：看到
這麼多僑界領袖，代表前來，很令人

感動。希望休士頓全僑動員，匯集大
家的力量。她提到今年駐休士頓辦事
處的雙十國慶酒會將於十月九日在
Omni 大旅館舉行，希望僑界共襄盛
舉。

今年的國慶活動，已規劃的有十
二項活動，包括：

（一） 國慶兒童歌唱比賽：華
僑協會主辦。九月五日上午十時至十
二時，舉行。

（二） 北一女校友會【健康講
座】林婉真主講。九月五日下午二時
至四時半在僑教中心203室舉行。

（三） 王秀姿帶團的【返國致
敬團】，九月二十日，在僑教中心
203室授旗，本次旅遊的重點是【綠
島】。

（四） 大專校聯會洪良冰會長
主辦的【健康講座】邀請台北榮總胃
腸科主任邵一平主講。

（五） 國慶升旗典禮：十月十
日（週六）上午。由籌備會主辦，榮
光會等社團協辦。

（六） 國慶茶會：升旗典禮後
舉行。

（七） 國慶餐會：需協辦單位
參加，今年將在西式大旅館舉行。

（八） 國慶國際標準舞觀摩會
：十月十一日。

（九） 工商婦女會郊遊烤肉：
九月二十六日。

（十） 雙十攝影展。
（十一） 雙十國慶健走：10

月3日上午七時半起集合，陳煥澤表

示：凡參加的人，
人人有獎。

（十二）
雙十國慶小花博玫
瑰講座：邀請玫瑰
大師林彬主講。

以 上 活 動 有 些
因場地問題仍待解
決，時間未定。但
已確定九月起輪番
上陣。

當 天 除 了 國 慶
籌備會主委黎淑瑛
，副主委陸忠出席
外，還有僑教中心
主任莊雅淑，副主
任李美姿，及僑務委員葉宏志，劉秀

美等人及各社團代表與會討論。

圖為出席首次國慶籌備會的各社團代表合圖為出席首次國慶籌備會的各社團代表合
影影。（。（前排中前排中））為主委黎淑瑛副主委陸忠為主委黎淑瑛副主委陸忠（（前前
排左四排左四））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前排右四前排右四）。）。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23日在美國華盛頓開幕的第七輪中
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以及第六輪中美人文
交流高層磋商會上美國副總統拜登致辭
說，如果所有的問題不能全解，希望雙
方能彌合分歧。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
東，副總理汪洋，國務委員楊潔篪表
示 : 尊重核心利益，分歧可管控；劉延
東副總理進一步說，盼與美方加強婦女
事業發展。美國財政部部長雅各布．盧
稱，關注中國金融和網路間諜的問
題。

在經濟對話中，雙方圍繞 「加強戰
略性對話，提升中美經濟合作水平」的
主題，就宏觀經濟政策和結構改革、促
進貿易與投資、金融市場穩定與改革三
大議題展開對話。對話能夠幫助其減少
進入美國市場的准入障礙，進一步拓寬
合作廣度和深度，以實現互利共贏。中
美目前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2014年雙

邊貿易總額超過 5,500億美元。同時，
雙向投資呈現喜人增速，2014年中資企
業在美投資額再次突破百億美元大關。
萬向美國公司總經理倪頻表示，中美經
貿合作的總體形勢是好的，尤其是美國
地方政府非常重視中國投資，中方應抓
住契機打牢經貿關係基礎。

中遠美洲公司總裁助理張曉嵐稱，
不少在美投資的中資企業希望美開放市
場，如果協定能夠解決雙方在太陽能、
鋼材等行業的貿易摩擦，對像中遠這樣
的航運企業來說是極大利好。此外，如
果美國放開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將會
增加美國對華出口，解決航運企業東西
向貨流的不平衡，降低企業成本。近年
來，儘管中資在美國投資增速快，在不
少領域仍面臨准入障礙。美國監管部門
把不少有意進入美國能源、交通運輸等
行業的中資企業拒之門外，中資金融機

構要想打入美國市場也面臨重重門檻。
中國銀行美國地區行長徐辰表示，

雖然中資金融機構近年來在美國發展較
快，但從覆蓋面、資產總量、利潤率和
業務種類等來看，發展速度遠比不上美
資銀行在華的發展速度。其中主要原因
在於，美國監管機構、政策決策機構對
中國金融行業的了解不多、不夠深入，
認為中國銀行業還處於十幾年前的
水平。

美國國務院一名負責亞太事務的官
員 22 日在向中外記者表示，美中雙方
都非常重視本輪對話與磋商。據透露，
美國總統奧巴馬將於 24 日會見中方代
表團主要成員。今次高層交流是為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訪美作準備，預料
中美元首會晤後，會有更多實質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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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服務德州已超過25年了﹗
SAM SHUMSAM SHUM岑偉文岑偉文

CPA﹐MBA﹐CPCU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精通﹕國﹑粵﹑英﹑越﹑潮﹑臺語

營業﹕星期一至五 9AM-6PM
星期六 9AM-2PM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777-9111713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免費詢問免費詢問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健康保險

●初學者﹐年青駕駛者﹐有罰單
和車禍者﹐價比別家更優惠

●屋主﹑兩車以上﹑續保﹑良好記錄
者﹐保價特優

●最好的保費 ●完善的保障
●多家A級公司 ●比一下就知

●新房子(_15%)﹐防火保安系統
(_20%)沒不良記錄或車子同
一家公司保價特優

● 餐館﹑旅館﹑購物中心﹑辦公樓﹑勞工
保險等等, CGL,BONDS,商業車﹐
公寓等等﹐各類商業保險價錢特優

商業保險

汽車保險

房屋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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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昆淩與周傑倫結婚後不久，便

宣布懷孕消息，但盡管如此，她的工作安排

依然緊湊。昨日，她在微博曬出爲雜志拍攝

時尚大片的美照，或身穿花色長裙，與外國

帥哥坐在房車中，或穿著白色上衣、頭戴花

朵，沐浴在陽光下。

對此，網友留言稱，“嫂子，照顧好自

己”、“爲什麽你懷孕期間都能這麽美”、

“故意不露出肚子的嗎”。

綜合報導 昨日，全球最權威的紀

錄認證機構吉尼斯世界紀錄TM正式宣

布，中國人氣少年偶像組合TFBOYS成

員、隊長王俊凱2014年 9月 21日發布

的一條博文，截止2015年 6月 19日中

午12點共産生42,776,438條轉發，獲得

吉尼斯世界紀錄TM“轉發最多的一條

微博TM信息”(Most reposts of a Wei-

boTM post)的稱號。

王俊凱的這條微博寫于他15歲生

日這天。他在微博上寫到：“今天我

15歲了，有那麽多的你們陪伴我，謝

謝這幾年來你們的一直陪伴，《給十五

歲的自己》不僅是給自己的生日歌，也

是送給所有支持我的你們。”這條微博

受到他粉絲的熱烈追捧，在創下微博轉

發紀錄的同時，還得到200多萬次的評

論和52萬多次點贊。

TFBOYS 組合出道以來，在微博

上聚攏起數量龐大的粉絲群。目前

TFBOYS 組合的粉絲接近 500 萬，三

位成員王俊凱、王源和易烊千玺的

微博粉絲也分別達到 923 萬、877 萬

和 748萬。作爲在微博上成長起來的

新一代明星，TFBOYS組合的成長過

程始終伴隨著粉絲的追捧。去年他

們成爲最早在微博開通粉絲俱樂部

的內地明星組合，在最近推出的亞

洲新歌榜上，他們的新歌《YOUNG

》也高居前列。

綜合報導 昨日，美國女歌手泰

勒· 斯威夫特透過公開信喊話蘋果，

稱3個月的免費試用期“令人震驚，

令人失望”。而後蘋果方面宣布將支

付版稅給對音樂串流服務Apple Music

提供作品的音樂人。

據報道，在泰勒· 斯威夫特(Tay-

lor Swift)公開信發出數小時之後，蘋

果(Apple)昨日深夜宣布，提供Apple-

Music訂戶免費3個月試聽期間，也將

支付版稅給音樂人與唱片公司。

泰勒· 斯威夫特在網上曬出公開

信，發文稱：“我們不要求 iPhone

免費，請別要求我們無償提供你們

音樂。”

昨日，蘋果資深副總Eddy Cue接

受訪問時表示：“我今天早上起來，

看到泰勒· 斯威夫特寫的發言，真的

確定了我們必須改變的決心。”

Eddy Cue還在網上留言稱，蘋果

“會付錢給提供串流的音樂人，即使

是在(消費者)免費試聽期間”。

Eddy Cue還透露，取得蘋果執行

長Tim Cook同意後，他打了通電話給

正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巡演的泰勒· 斯

威夫特。

蘋果先前同意，會從向 Apple

Music付費訂戶收取的10美元月費中

，撥出部分作爲版稅。但泰勒· 斯威

夫特表示，由于蘋果不打算在提供訂

戶免費試聽期間付費給音樂人與唱片

公司，她決定將最新專輯“1989”撤

下Apple Music。

綜合報導 日前，男星約翰尼· 德普

(Johnny Depp)被曝打算以2300萬歐元，

出售其位于法國蔚藍海岸的地産。據了

解，他多年前買下這座擁有200年曆史

的法國莊園作爲度假別墅，並且花費許

多心血整修與布置。

據報道，德普計劃以2300萬歐元出

售這塊位于法國南部、占地37英畝的地

産，爲自己與舊愛、法國女星Vanessa

Paradis在生命中的篇章畫下句點。買方還

能獲得德普附贈的家具、書籍、藝術品和

其他私人物品。據悉，主屋內的其中1個

房間以“加勒比海盜”爲主題，牆上和家

具用骷髅頭和鮮豔頭巾做裝飾。

另外，這座莊園大多由德普親手布

置，花費數百萬歐元整修建築物，讓他

在電影拍攝以外的時間與女友和他們的

兩個孩子輕松度假。

這座莊園裏原有1座小教堂，德普

將它改建成客房，特色是將告解室打造

成衣櫥，此外還有咖啡廳、兩座遊泳池

、健身房及溜冰場。

負責處理相關事宜的Sotheby's國際

地産法國公司主管Alexander Kraft在地

産描述中寫道：“德普決定出售位于

Le Plan de la Tour的地産，結束這段生

命中的篇章，繼續往前走。”

TFBOYS王俊凱
微博轉發量高

獲吉尼斯世界紀錄

德普出售法國莊園
計劃賣2300萬歐元

斯威夫特炮轟蘋果
“3個月免費試聽”對方調整方案

昆淩挺孕肚拍時尚大片
穿花裙與帥哥坐房車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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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 帆 賽 落 幕沃 帆 賽 落 幕 東風隊斬獲季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東莞報道）近日有外

媒爆料稱，易建聯與廣東隊已經基本達成續約意向，
並將簽下5年一億元（人民幣，下同）的新合同。如
果消息屬實的話，易建聯將再度刷新CBA（中國男
籃職業聯賽）本土球員工資的最高紀錄。

易建聯與廣東隊的合同於今夏到期，作為當仁不
讓的“本土第一人”，他的去向牽動很多人的神經。
由於聯賽結束已經接近3個月，阿聯與球隊始終未能
敲定新合同，與此同時傳出北京、新疆曾開出高價合約的消息。面對流言蜚語，廣
東隊一直在釋放積極信號，表示易建聯肯定會留在母隊繼續効力。易建聯也曾接受
採訪時表示：“我從來沒有想過會離開，很希望能夠留隊。不過合同的細節條款還
沒有談好。”近日網絡媒體爆料，阿聯的續約問題“幾乎沒有問題”。其中新合
同年限說法紛紜，但年薪都直指2000萬元。上賽季阿聯全勤出戰46場，且場場
首發，場均可以貢獻27.6分，是近四個賽季最高。

易建聯
傳五年億元續約廣東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宇）北
京時間6月22日18時57分55秒，東風隊
衝過沃爾沃環球帆船賽最後一站哥德堡的
終點線，以第四名結束了最終賽段。在這
場長達9個月的極限角逐中，中國船隊歷
經考驗，終於摘得了總成績季軍，代表中
國首次登上全球頂尖離岸帆船賽的領獎
台。

沃爾沃環球帆船賽最後一個賽段，從
法國洛里昂到瑞典哥德堡，比賽全長960
海里。儘管該賽段在長度和艱難程度上遠
不及其他跨洋賽段，但作為決戰賽段，除
早已鎖定冠軍的阿布扎比隊，東風隊、曼
福隊、布魯內爾隊在最後賽段的排名將直

接影響總積分成績，為了登上終極領獎
台，三支隊伍不得不奮力一搏。

北京時間6月16日從法國洛里昂出發
後，阿布扎比隊表現出色，一路領先。東
風隊也一直保持着第二名的位置。

然而，哥德堡門前風力減弱讓東風
隊、曼福隊和布魯內爾隊不斷交替名
次，最後一海里內上演終極決戰。最終
阿布扎比隊率先衝線，當之無愧的贏得
了冠軍，布魯內爾隊、曼福隊、東風隊
相繼衝線。

“整個比賽流過血、流過淚、流過
汗，酸甜苦辣都嘗過一遍。突然到今天
發現這一切結束了，心裡多少有一些傷

感。”中國船員楊濟儒在賽後坦言複雜
的心情。

東風隊是沃爾沃環球帆船賽歷史
上第一次擁有多名中國船員的船隊，
由6名中國新手和6名西方水手共同組
成。跨越四大洋、經停11個國家的沃
爾沃帆船賽至此落下 2014－2015 賽季
的帷幕。

年輕的東風隊共摘得兩個賽段冠
軍、兩個賽段亞軍、三次賽段第三名
和一個港內賽冠軍，經歷過桅杆折斷
和第八賽段慘遭“滑鐵盧”的挫折，
“東風號”終於在全球頂尖離岸帆船
賽上，創歷史佳績站上領獎台。

據新華社分析，每一個關心中國女足的人都知道“中美大戰”的淵源，
無論是1996年奧運會，還是1999年世界盃，當時處於黃金期的“鏗鏘

玫瑰”兩次在決賽中輸給美國人，無緣冠軍。隨後的16年來，隨着中國女足
走向低谷，美國隊依然是擋在她們面前的一座大山。至今，國際足協統計的
中美女足A級賽事交鋒紀錄，中國隊以8勝11和31負處於絕對下風。

交鋒紀錄處絕對下風
從必須考慮到的困難看，中國隊將遭遇開賽以來最為強悍的逼搶和最為

犀利的進攻。依舊堅持傳統442陣形的美國隊，以6名前場球員，組成一條
集體前壓緊逼的“高壓線”，形成令人窒息的壓迫之勢。此外，身體具有優
勢的美國隊員，防守、搶斷的攔截面非常廣，只要對手的傳球力量不足、線
路不到位，都會高頻率地將球斷掉。這對於身高、對抗都不佔優的中國姑娘
們來說，她們必須要在傳球的力量和精度上，有更準確的判斷。

在進攻上，美國隊一直堅持的快速推進、“高空打擊”，套路成
熟，這對防高空球處於劣勢的中國隊來說，也是極大挑
戰。在2：2打和新西蘭的小組賽中，身高處於劣
勢的中國防線，已經暴露出對“高舉高打”
進攻的不適應，多次出現險情。而
且，要格外注意的是，在高空球第
二點爭搶上，美國隊“王牌射手”
瓦姆巴赫有極強的門前“嗅覺”能
力，前插和搶點能力十分突出。

美主力黃牌累積停賽
面對如此強悍的對手，中國隊按照

隊員們的話說，必須要發揮好整體的傳
控特點，才有取勝的機會。在“郝家
軍”擅打的4231體系中，雙後腰任桂辛
和譚茹殷，將是中國隊能否突出“逼搶重
圍”的關鍵。兩人身體對抗都處於劣勢，美
國隊屆時一定會對中國“雙核”強硬“絞
殺”，壓縮她們的傳球空間。

當然，中國女足也有利好消息。美國隊
主力後腰霍利迪、右前衛拉皮諾因黃
牌累積停賽，下場都無法出戰，
這對全隊攻防體系肯定有影
響。而且，從心態對比看，
已經沒有包袱的中國“玫
瑰”，與志在奪冠的
美國隊相比，肩上的
壓力要輕。

■記者梁啟剛

以以22：：00撐撐

過了哥倫比亞過了哥倫比亞

全力阻擊的美國女全力阻擊的美國女

足足，，雖雖““如約如約””與中國女足在世與中國女足在世

界盃八強相遇界盃八強相遇，，但兩名中場大將但兩名中場大將

的意外停賽的意外停賽，，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全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全

隊的戰術部署隊的戰術部署，，這對志在衝進四強的中國這對志在衝進四強的中國

女足少帥郝偉以及毫無壓力的女足姑女足少帥郝偉以及毫無壓力的女足姑

娘們來說娘們來說，，不失為一個創造不失為一個創造

冷門的歷史機遇冷門的歷史機遇。。

中美女足近中美女足近99年交手無一勝績年交手無一勝績
時間 比賽地點 比賽 賽果
2014.12.10 巴西 四國賽 中國1：1美國
2014.04.10 美國 友誼賽 中國0：3美國
2014.04.06 美國 友誼賽 中國0：2美國
2013.03.08 葡萄牙 阿爾加夫盃 中國0：5美國
2012.12.16 美國 友誼賽 中國1：4美國
2012.12.13 美國 友誼賽 中國0：4美國
2012.12.09 美國 友誼賽 中國0：2美國
2012.05.27 美國 友誼賽 中國1：4美國
2011.01.25 中國 四國賽 中國0：2美國
2010.10.06 美國 友誼賽 中國1：1美國
2010.10.02 美國 友誼賽 中國1：2美國
2008.12.07 美國 友誼賽 中國0：1美國
2008.12.03 美國 友誼賽 中國0：1美國
2008.03.05 葡萄牙 阿爾加夫盃 中國0：4美國
2008.01.20 中國 四國賽 中國0：1美國
2007.06.17 美國 友誼賽 中國0：2美國
2007.03.08 葡萄牙 阿爾加夫盃 中國1：2美國
2007.01.30 中國 四國賽 中國0：2美國
2006.03.9 葡萄牙 阿爾加夫盃 中國0：0美國
2006.01.22 中國 四國賽 中國0：2美國
2006.01.14 中國 友誼賽 中國1：0美國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女足8強對手是美國隊，無論是教練還是隊員們的態度
都是毫不畏懼。“喜歡和美國交手！再接再厲！好運常伴！一起奮鬥！一起戰
鬥！”23日看完美國隊戰勝哥倫比亞的16強電視轉播後，中國隊主帥郝偉在社交
平台上留言。

中國隊在渥太華訓練從當地時間22日下午4時30分開始，
上一場首發的隊員以調整恢復為主，而替補隊員則進行了
強度較大的訓練。雖然訓練時美國與哥倫比亞隊的16
強比賽尚未開打，球員們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不會懼
怕美國。“如果是碰到美國，我們也不怕，”前鋒古
雅沙在訓練前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中國女足不是弱
隊，我們擊敗她們也不是冷門。”

隊長吳海燕表示，中國隊與美國隊交手沒有壓
力。“八進四如果打美國，我們沒有太多壓力。”她
說。這位中國隊的後防中堅表示，之前不管是因為運氣還
是實力贏球，中國隊都將繼續前行。“如果說所有比賽都有
運氣成分的話，我想好運會一直陪伴着我們；如果說有實力的

話，我們一定有實力再往前走。”
中國隊與美國隊最近一次交手是去
年12月巴西四國賽。當時，中國女
足1：1戰平對手，止住了對美國隊
的八連敗。 ■記者梁啟剛

遭遇遭遇美國美國 女足女足無懼無懼

女足世界盃淘汰賽
中國

喀麥隆

美國
27日 07:30

哥倫比亞

德國

瑞典

法國

韓國

巴西

澳洲

日本

24日 10:00

荷蘭

挪威

英格蘭

加拿大

瑞士

冠軍

中國
1:0

德國
4:1

法國
3:0

澳洲
1:0

加拿大
1:0

美國
2:0

27日 04:00

28日 04:00

英格蘭
2:1

28日 07:30

註:以上為北京時間

■■易建聯易建聯（（中中））將繼續為將繼續為
廣東効力廣東効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譚茹殷譚茹殷（（左左））將是中國隊將是中國隊
陣中另一個核心陣中另一個核心。。 法新社法新社

■■隊長吳海燕隊長吳海燕（（左起左起）、）、任桂辛任桂辛、、主教練郝主教練郝
偉偉、、球員王麗思和馬君在訓練中球員王麗思和馬君在訓練中。。 新華社新華社

■■美國隊美國隊（（白衫白衫））2323日以日以22：：00擊敗哥倫擊敗哥倫
比亞晉級八強比亞晉級八強。。 路透社路透社



CC66 CC33體育圖片

廉售:

精修:
特別介紹

大中小型
打印，復印，掃描

三合一(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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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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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材等,歡迎比價。

雅斤辦公機器公司

華人經營,原廠培訓技師,服務品質保證

專精Copiers, Printers, Sc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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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X 77036

大陸影視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20080﹐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297,900 ﹒

☆Townehome出租﹐西南區﹐Richmond附近/Eldridge﹐2房2浴﹐＋遊戲間﹐租＄925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56,000﹒

☆華麗房出售, 西北區249/cypresswood,4房3.5浴,3,500呎豪華裝修,售$220,0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200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

太平洋抽油煙機

10800 Bellaire Blvd Suite C
Houston,TX.77036

Bellaire and Wilcrest

AC3100 3300, IT30, 自動清洗系列抽油煙機

˙自動清洗 ﹐掃除拆洗煩惱:
最先進的技術﹐只需一按AUTO CLEAN就會自動清洗扇
葉油污﹐操作簡單方便﹐清除油污,掃除您清洗油污的煩惱﹒

˙最超強的吸力﹐最低的噪音 :
專利設計Ｓ型排風系統﹐形成強勁離心吸力﹐全新流線
內部結構﹐使其吸力稱霸﹐噪音最低﹒

˙最先進的外型設計﹐覆蓋美式四個爐頭:
全新流線外型﹐採用西歐無接口收邊技術﹐完美造型﹐
雙吸風口﹐覆蓋四個爐頭﹐使您的廚房充滿高貴現代氣息﹒

訂購電話﹕281-530-1511

最新最新最新

把看見的油煙看不見的細菌統統一網打盡﹒
優質售後服務﹐專業的安裝師傅﹐
馬達永久保證﹐零件十年保證

殺菌抽油煙機

PR 9630A
STAINLESS STEEL

大酬賓特價特價特價
299.00

((台灣製造精品台灣製造精品))

首創蒸氣除油 | 融解油汙 免拆洗
太平洋首創「全自動蒸氣洗」抽油煙機，獨家「130 C超高溫蒸氣洗」，以超高
溫蒸氣環繞去汙，再輔以熱水沖刷潔淨，全方位迅速除油，徹底殺菌，除臭，
自動清洗毫無死角，更配備全新「吸力霸靜音馬達」，給您超強吸力與極靜
音。挑選油煙機，就該選擇解決您所有煩惱的太平洋「蒸好洗」抽油煙機!

有名牌禮品贈送!!

。

20132013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Tel: 281281--933933--00020002 Fax:Fax: 281281--933933--9898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 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FHAFHA

Jumbo LoanJumbo Loan

Tel:713-364-7788 Cell:832-498-7566 Fax:713-484-6306
7001 Corporate Drive Suite 100A, Houston, Texas 77036

畢 鑑 明
Michelle Young

License No. 27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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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ONE MORTGAGE SOLUTIONS
唯一華人榮獲《德州月刊》

2011年度優秀貸款專家評比前10名
˙房屋貸款 ˙購買﹐舊款重貸
˙手續費低或NO手續費
˙Always Best Rate利息最低
˙Reliable On Time Closing誠信可靠﹑準時
˙Free Pre-Approaval Letter

通國﹑ 粵﹑ 韓國語

michelle@toponemortgage.net

www.toponemortgage.com

星期三 2015年6月17日 Wednesday, June 17, 2015 星期三 2015年6月17日 Wednesday, June 17, 2015

《聽說》上影節點映
愛情小清新受熱捧

由人氣偶像彭于晏、陳意涵和陳妍希聯袂出演的純愛青春電影

《聽説》在上海電影節舉辦了點映活動。上海連日瓢潑大雨沒能阻擋

觀眾提前觀影的熱情。現場座無虛席，甚至還有影迷從長沙專門前

往，只為第一時間在大銀幕觀看這部有笑有淚的誠意之作。

作為一年一度的電影盛事，上海國際電影節每年都是電影愛好者

們不願錯過的饕餮大餐，各類佳片匯聚一堂。即將于6月26日在國內

上映的電影《聽説》憑借彭于晏、陳意涵和陳妍希組成的超人氣當紅

陣容和清新的愛情題材，自影片公布檔期開始就受到了觀眾的熱烈關

注。此次的點映活動也是片方應粉絲和媒體的要求特意安排，只為影

迷先睹為快。

影片《聽説》講述了秧秧（陳意涵飾）和便當店男孩黃天闊（彭

于晏飾）因為誤會而引出的一段奇妙美好的愛情故事。片中，二女一

男的養眼組合絕對配得上“陳魚落晏”，是影片的看點之一。

此次點映活動是影片首次與內地觀眾在大銀幕見面。雖然主創因

為工作原因未能到場參加活動，粉絲卻依然熱情不減。陳意涵的粉絲

看完後難掩激動之情，表示：“電影本身就是非常正能量的，加上大

發（陳意涵）自己本身就是青春的傳奇，會帶給我們很多無形的向上

的力量，她的作品我們都會支持。”

觀眾對于男主角彭于晏的表現也是讚賞有加：“小彭就是像我們

的鄰家大哥，陽光、健康有力量，他塑造的角色很有魅力，能體會到

付出的努力和真誠。”

陳妍希的粉絲“希飯”對于影片的喜愛更是溢于言表：“看完影

片，會發現陳妍希的進步和飛躍，告別沈佳宜，不要小龍女，只愛林

小朋。”

電影《聽説》全片敘事娓娓道來，節奏自然、明快，沒有拖沓，

一氣呵成。“臺式幽默”很輕快的引領了影片的開頭，引得現場觀眾

笑聲不止。隨著情節中誤會的展開，愛情和親情糾結碰撞，其中既有

感動又有溫馨，把觀眾的心帶入了電影情境，和主角一起經歷了一次

感同身受的愛情浪漫之旅。整個影片給了觀眾一個情感的出口，笑聲

和眼淚貫穿整部電影。影片放映完，現場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

有觀眾評價影片潤物細無聲的力量：“電影很特別，沒有很多的

臺詞，但是這種無聲安靜地打動了我的心。”被影片感動落淚的觀眾

小惠説這次觀影是一次亦哭亦笑的奇妙體驗：“當秧秧對天闊説出了

‘我願意’，我的眼淚就跟著掉下來了，看到他們在一起的時候，自己也

感覺很幸福，也會跟著笑，這種笑著哭的感覺很久都沒有過了。”

影片以“沒有‘墮胎’的青春，沒有‘情話’的愛情，跟著彭于

晏、陳意涵和陳妍希一起經歷的《聽説》”為口號，將于6月26日正

式登陸全國院線，與觀眾不見不散。

《
拳
霸
風
雲
》
金
腰
帶
冠
軍
實
戰

生
死
擂
臺
震
撼
還
原

臧溪川執導的熱血功夫動

作電影《拳霸風雲》由職業搏

擊冠軍谷尚蔚、韓國女神崔允

素、香港老戲骨梁家仁等聯袂

出演， 將于6月 26日上映。

影片是繼《激戰》後又一部聚

焦擂臺搏擊主題的力作，並獲

邀參加正式開幕的上海國際電

影節 “成龍動作電影周”，

與《殺破狼2》、《繡春刀》

等優秀影片共同展映。

在早前曝光的《拳霸風

雲》預告片中，谷尚蔚為觀眾

展現了激烈的打鬥場面，露出

武術絕學大展身手，將最精彩

的格鬥畫 面展現的淋漓精

致。導演表示，為將生死擂臺

的震撼真實還原，達到近在眼

前的逼人氣場，除了選用全球

功夫之星冠軍谷 尚蔚作為主

演，還選用了中國式摔交國際

冠軍馮剛、臺灣泰拳冠軍洪宏

星、WBC職業泰拳金腰帶候

旭、美國職業拳擊手 KEVIN

五大職業高手出演，動作強度

及力量感可見一斑。含金量十

足的“真格練家子”主創團隊

表示，他們不僅把《拳霸風雲》

當做是拍電影，更多是在認真

玩命。谷尚蔚也透露，由于導

演對藝術效果要求較高，所有

主創在拍攝《拳霸風雲》動作

戲時都是真刀實拳的打鬥，為

將生死擂臺震撼還原，在拍攝

時自己好幾次險些折斷肋骨。

《拳霸風雲》由中視尚影

（北京）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出品，愛奇藝影業宣發，將

于今年6月26日與內地觀眾們

正式見面 。

《愛情魔發師》717上映
演繹不同愛情故事

看慣了高富帥+白富美的愛情組合？

這個夏天，你是不是和很多人一樣，期待

經歷一次不同以往的愛情，感受一段別開

生面的故事？在北京，這裏有金字塔頂的

人中龍鳳，也有在夾縫中茍延殘喘的奔波

蟻族；在北京，這裏有最頂尖的科技

人才，也有在基層默默扎根的小市民

——當外來鳳凰男遭遇本地白富美，當霸

氣禦姐遇到靠譜洗剪吹，當每秒愛情遭遇

現實冰霜雪雨，他們，將何去何從？ 7

月17日，《愛情魔發師》，講述一個尋

常中穿插波瀾、爆笑中穿插溫情的有關地

位、有關出生、有關愛情的故事。

“10個男人7個傻 ，8個呆 ，9個

壞 ，還有一個人人愛” ……早些年的這

首歌，可謂唱出了很多人的心聲。在《愛

情魔發師》中，遊遊有一個與自己的身

份十分吻合的名字——“雪嬌”。説到

雪嬌，人如其名，膚白貌美，嬌艷如

花，出生富足家庭，從小豐衣足食，嬌

生慣養。然而，雪嬌卻同樣遭遇了和大

多數都市女性同樣的問題：婚戀危機。

一面是身邊靠譜的男性資源鳳毛麟角，

多數早已是別人家的老公，一方面是專

橫勢力的老媽橫加幹涉，熱衷于在感情上

面指點江山，雪嬌的戀情，將會有怎樣山

重水復疑無路的境地？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別猜，你猜來猜

去也猜不明白”……這首膾炙人口的歌，

同樣唱出了戀愛中男生的苦惱。潘慶，一

個不折不扣的鳳凰男，外地來京，就職于

北京的一家美發店。在繁忙的城市中立

足，步履匆匆中，相對于其他外來人員，

作為一名美發師的他每天的世界，就是身

邊的鏡子裏面形形色色的顧客。發型

長短、顏色搭配、燙染手法，按照常理

來説，愛情故事本來不應該發生在這樣

一個最普通的小市民身上。然而，正如

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葉子一樣，

每一個人也有他自己的閃光點——愛情的

到來並不拘泥于形式，命運的安排也自有

它的道理——潘慶，看似與雪嬌的生活風

牛馬不相及，卻在冥冥的安排之中，與之

産生了交集。

所有引人入勝的愛情故事，最終的結

尾就是男女主人公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當然，作為一部爆笑的愛情喜劇，《愛情

魔發師》似乎並不想這麼早就將他們的感

情生活圓滿起來。白富美和鳳凰男的結

合，有一個最核心關鍵的人物，那就是未

來丈母娘。作為一個頗有自己想法的、時

尚新潮與迂腐頑固集一身的廣東老媽，老

戲骨朱咪咪的加入，為整部戲加分不少。

她同絕大部分的媽媽一樣，希望自己的女

兒找一個好歸宿，而好歸宿的標準就一個

詞：有錢有勢。

母親的頑強反對，裝神弄鬼的費盡

心機，一面是自己認定的愛人，一面母

親——又會讓雪嬌和潘慶這一對性格迥

異的情侶面臨怎樣的考驗？他們在母親

盡心安排的布局中，在反對、捉弄和巨

大的挫折中又能否順利的經受住考驗，

給我們帶來不落窠臼的北京愛情故事

呢？我們拭目以待。

喜劇電影《愛情魔發師》由北京仁和

博納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立升風

雲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湍瀧天吼文化

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北京名雅飛天影

業有限公司聯合發行，北京中外世紀影視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宣發，將于2015年7月

17日全國公映。

《聽說》造訪上影節 主創人氣爆棚獲“寵愛”

笑聲+淚水 一次感情漫遊之旅

白富美之愁：
大齡未婚，靠譜男鳳毛麟角

鳳凰男之憂：
工作繁忙，愛情光臨太突然

未來丈母娘：愛情路上的程咬金

林書豪空降北京林書豪空降北京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 林書豪點亮比賽獎杯林書豪點亮比賽獎杯。。當日當日，，
NBANBA球星林書豪空降北京球星林書豪空降北京，，開啓開啓20152015阿迪達斯阿迪達斯
林書豪中國行林書豪中國行（（北京站北京站））活動序幕活動序幕。。

方藝有望成為鋼管舞方藝有望成為鋼管舞
國家隊下任隊長國家隊下任隊長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 作為國家隊主力隊員的方作為國家隊主力隊員的方
藝藝，，是國內炙手可熱的教練員是國內炙手可熱的教練員，，她的成績她的成績
和品德受到中國鋼管舞界的肯定和品德受到中國鋼管舞界的肯定，，是鋼管是鋼管
舞國家隊隊長後備人選之一舞國家隊隊長後備人選之一，，有望成為下有望成為下
一任鋼管舞國家隊隊長一任鋼管舞國家隊隊長。。據了解據了解，，方藝是方藝是
目前中國女單在國際最好成績的保持者目前中國女單在國際最好成績的保持者。。
20152015年世錦賽期間年世錦賽期間，，方藝被世錦賽主席方藝被世錦賽主席
授予國際鋼管舞教練認證員授予國際鋼管舞教練認證員，，目前國內僅目前國內僅
有依繁和方藝擁有此資格有依繁和方藝擁有此資格，，擁有世界鋼管擁有世界鋼管
舞聯合會在中國的認證資格舞聯合會在中國的認證資格。。



CC55臺灣影視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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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玻璃橋﹑黃石公園﹑
總統巨石公園﹑拱門
7天遊(New新)
＄368元起（買二送一）
4月30日之前付錢減$20元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713713))774774--11171117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
TRAVELNETTRAVELNET FAX: (713)774-1460

江南八日$49
$99北京九日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 代理豪華遊輪專賣店

星﹑馬﹑泰十一日$1399元起
泰國風情六﹑七日$799元起
日本風情系列遊$1099元起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全新中國特價團
●東北冰雪世界七天 399元
●桂林﹐龍勝﹐陽朔六天 199元
●七彩雲南超值七/八天 99/199元
●張家界鳳凰超值七天 99元
●海南/三亞/海口 五天 99元(不包括機票)

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新推出
●●韓國韓國﹐﹐首爾首爾﹐﹐雪岳山雪岳山77天天 299299元元
●●日本日本﹐﹐東京東京﹐﹐大阪浪漫大阪浪漫77天團天團 199199元元
●●台灣台灣﹐﹐明譚明譚﹐﹐環島環島88//99天天 249249//299299元元
●●泰國泰國﹐﹐曼谷曼谷﹐﹐芭提雅芭提雅77天天 9999元元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
全 新

致諾電腦

諾致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IT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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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妹難搞
MV交接人頭

天后張惠妹的 「AMIT2」前幾波MV都有
強烈的視覺特效，但前天上架的新MV 「難搞
」，呼應曲意，阿密特直視鏡頭傳達內心戲，
直到曲終才有交接人頭的驚悚句點。

唱片公司表示， 「難搞」是 「AMIT2」專
輯裡比較內心的歌曲，姚若龍的詞，像AMIT
跟自己的對話。當初阿妹拿到這首歌時，就被
林欣彥的旋律所吸引，配上詞後，有種 「唱入
骨髓」般的深刻感動。因此導演比爾賈不走前
幾波強烈的視覺效果，而是回歸到音樂的純粹
性，這也是AMIT的另一面相。

整支MV沈靜、乾淨，像一場平靜但暗暗

洶湧的告解。在前幾波被歌迷抱怨鏡頭不夠多
的阿妹，這次正對鏡頭唱著，長髮任風吹散飛
揚，她自顧自地唱著。整個畫面只有她與彈鋼
琴的人，而後者，頸部以上空著。

眼尖的歌迷發現，彈鋼琴的無頭假人，身
上的服裝正是阿妹在 「都什麼時候了」MV裡
所穿的黑白花紋披風，這首歌是 2011 年專輯
「你在看我嗎」的首波主打。據解釋，這使得

全曲有了阿密特vs阿妹對話的意象，而最後，
無頭人伸手接過人頭，意思是兩個軀殼、來自
同一個頭腦，交接了。

陳柏霖忙到累趴
將找 「房東」 合拍戲

陳柏霖日前補拍三段式電影 「再見
再也不見」，3 天只睡 7 小時，讓他體
力透支，昨與郭雪芙一起出席手機代言
活動前，還先到醫院打點滴，提及近期
藝人親密影片屢遭外流，陳柏霖譴責
「自拍沒問題，散播影片不應該」，對

好友房祖名及柯震東，他坦言近期有見
面吃飯，房與柯兩人都很好，未來3人
可能會一起拍電影。

陳柏霖演藝事業夯，今年已拍完兩
部電影，今又將飛泰國加入 「杜拉拉2
之杜拉拉追婚記」劇組，與老友林依晨
再度攜手演出，他未多說角色細節，僅
強調兩人會有對手戲，11月時，與孫藝
珍合拍的 「壞蛋必須死」也將上映。

他連日操勞，與房祖名、柯震東吃
飯，體力欠佳的陳柏霖少了以往的機伶
，完全忘記今夕是何夕，連現在是幾月

都不記得，直呼 「我現在頭很昏」，對
成龍指房祖名在台都不敢出門，柯震東
也暫無片約上門，陳柏霖說： 「他們都
很好，不過他們的事情還是問他們本人
，不要問我。」

陳柏霖身為 「重返20歲」監製及主
角，該片在中、韓大賣，陳柏霖一躍為
「電影大亨」，是否會找房祖名、柯震

東一起拍戲？他說： 「一定會大家一起
拍電影，有一天你們會看到，會很屌。
」是否拍自己寫的劇本？他謙虛稱自己
的劇本不好。

代言手機難免再被問到自拍影片，
陳柏霖要求大家別再提，這些是非對當
事人都是二度傷害，他坦言自己也會自
拍，但僅留紀念，絕不外流。郭雪芙則
稱會自拍可愛照，以及無傷大雅的影片
。

徐佳瑩金曲獨秀
挑戰附身5天后

今年金曲獎一口氣入圍 「最佳國語女歌手
」等6項大獎的徐佳瑩，今年真的好忙，昨她
出席 「金曲國際音樂節」記者會，又宣布將獨
自扛起金曲其中一段表演重任，翻唱張惠妹、
戴佩妮及林憶蓮等5大天后歌曲，讓她壓力好
大、失眠，體重還掉1公斤，笑說： 「只能夾
縫中求生存了，附身之後，再把她們的靈魂趕
走。」
前年(24屆)徐佳瑩在金曲紅毯尷尬與舊愛李伯
恩狹路相逢，心情不佳的臭臉與 「蟑螂頭」造

型，被網友揶揄 「星光第一慘
」。她似乎很受傷，自揭傷疤
說： 「當時因決定要搞怪，但
目前還沒討論，我今年應該會
以舒服為主，也是抱著雪恥的
心情來的，搞不好會來個螳螂
之類的造型。」也表示今年會

自己走紅毯，不會刻意找伴同行。
她已挑選阿密特、蔡健雅、戴佩妮、林憶

蓮及陳珊妮等人作品，拉拉說： 「她們的歌都
有自己的靈魂，也有專屬的個人口氣，我光想
如何附身，然後再把她們的靈魂趕走就覺得很
難。」會不會擔心表演有差池，又淪為毒舌攻
擊目標，她點頭： 「有想過，但這機會太難得
了，所以沒想太多就答應了。」主持過6次紅
毯的楊千霈與Dennis，也將再攜手迎接彼此的
金曲第4戰，並求順利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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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曾志偉連續二
十年為奇華餅家擔任代言人。

23日他出席新一輯廣告的首播禮，志偉化身
做餅師傅，聯同十位來自聯合國的小朋友進行餅
藝大比拼，齊齊炮製老婆餅，愛搞笑的志偉更笑
言其中一位小朋友是他在外面生的孩子，惹來哄
堂大笑。志偉有感多年來建立的廣告形象，就如
獎門人一樣，可以代表到這品牌，兩者是分不
開。問到會否入股？他說：“唔使啦，他們應該
就快給我，(酬勞是否每年遞增？)不想提這些，每
次廣告都很花心思，由屋企到媽媽和狗都有。(將
來兒子曾國祥結婚，會
叫廣告商包起禮餅？）
這個不用說，其實娛樂
圈任何人結婚都來找我
找餅店贊助，這是一個
很傳統的餅店。(可會催
國祥快些結婚生仔？)無
得催，不是個個像我這
好的性能力，想當年我
像國祥36歲時，他已經
10歲大，所以他起碼慢
我十年。”

香港文匯報訊 迪士尼．彼思最
新暑期動畫鉅製《玩轉腦朋友》下月
23日于香港上映，電影將會再度發揮
非凡創意，帶領觀眾去到一個你有我
有、非常熟悉，卻是前所未見、超越
想像的繽紛世界——人類的腦海，展
開一場刺激好玩大歷險！故事中，
11 歲女孩韋莉的腦海總部有 5 位
“腦朋友”——阿樂、阿愁、阿燥、
阿憎和阿驚，主宰着韋莉的喜怒哀樂

各種情緒、思想、行動和人生。
廣東話配音版就特別邀來同樣具

備創意兼以靚聲出名的兩位才女唱作
人林二汶和王菀之，分別聲演“腦朋
友”阿樂和阿愁，令角色更加生動有
趣和倍加親切感！

林二汶聲演的阿樂是腦海總部的
總指揮，她幾時都是心情愉快、樂觀
積極和充滿正能量，二汶笑說這個角
色與她的開心性格十分相似！

這次配音，
二汶最難忘是嗌
到喉嚨痛，“故
事講到阿樂和阿
愁 意 外 跌 出 總
部，去到偏遠腦
海世界，展開了
一 場 驚 險 大 歷
險，我經常要出
盡 力 ‘ 嘩 ！
呀！’大叫，真
係從未試過配音
配到喉嚨痛！但
配完都覺得好開
心、好好玩！”

孫楠當晚唱了自己多首經典歌曲，掀起現場陣
陣高潮。演出時澳門天氣高達攝氏36度，

孫楠到達澳門後，氣溫持續高升達到40度，但是
絲毫不影響歌迷的熱情，當天下午3點，粉絲就
在出入口集結等待，晚上8點演唱會正式開始，
在全場粉絲的高喊中，孫楠以一首《迫不及待》
帥氣登場，一身全黑的搖滾裝惹得全場歌迷一陣
尖叫，全程2小時表演十分賣力，其間落台與觀
眾握手，引來尖叫連連。值得一提的是，孫楠更
是用心的為香港和澳門的歌迷準備了多首經典粵
語歌曲，引發全場大合唱，演唱會結束後歌迷還
一再安歌，令孫楠大為感動。

基仔以繞口令考孫楠
此次澳門站演唱會取名為“楠得精彩音樂朋

友圈演唱會”，意義非凡。孫楠認為一場精彩的
演出，不是舞台燈光有多麼炫酷，而是歌曲動
情、能夠讓大家感受到這是一場朋友之間的音樂
交流，故取名為“音樂朋友圈”。當天，在眾多
熱情粉絲的吶喊聲中，演唱會拉開了帷幕，孫楠
率先演唱了多首經典歌曲，隨後好朋友基仔從升
降台神秘出現與孫楠合唱了《海闊天空》，全場

哄動，後來的《夠朋友》，《愛情陷阱》，加上
兩人在台上的“港普”、“普港”更妙語連珠，
基仔在舞台上以繞口令考孫楠，孫楠回敬兩人可
組“楠基組合”都令觀眾樂翻天。在後台接受媒
體採訪時，孫楠表示：“我和基仔認識了十幾
年，不用說話，一個眼神就能知道對方在想什
麼，跟自己家人一樣的情感。”孫楠特別感謝基
仔在拍攝廣告中，特意抽出時間為自己助陣打
氣；演出後基仔連夜趕船回香港繼續拍攝。

陳潔儀邀孫楠做嘉賓
至於孫楠另外一位好友則是在舞台上結緣的

陳潔儀，兩人一起合唱《選擇》。演唱會後，在
接受媒體採訪時，孫楠表示陳潔儀是自己非常欣
賞的歌手，她的歌聲溫婉柔情，十分打動人心。

而陳潔儀則表示很欣賞孫楠的為人以及對音
樂的態度，相識時間雖短，但她卻十分珍惜這段
友情。而陳潔儀最近也開始舉辦自己的巡迴演唱
會，當被問道是否會回禮邀請孫楠作為演唱會嘉
賓時，陳潔儀表示：“當然，但是要看孫楠的時
間啦。”孫楠則很講義氣地說：“義不容辭，推
掉一切工作，也要幫潔儀打氣。”

為《玩轉腦朋友》配音
二汶靚聲演繹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梁文玲）藝人胡杏兒憑真人秀
《奇妙的朋友》在內地大受歡迎，23日她以代言人身份到內地
主題公園拍攝廣告，除了吸引大批遊客圍觀拍照之外，更成功
吸金，獲七位數字的酬勞。杏兒在鯨鯊館內盡顯童心，顯得極
之雀躍，不停拍照留念。她表示拍攝《奇妙》時曾在公園的水
族館內潛水：“之前為了節目考潛水牌，潛過最深就是這裡，
雖然身邊有大魚很驚，但非常難忘。”提到有傳七月滿約無
綫，杏兒指自己目前還是公司的人，又大賣口乖指公司對自己
好好，一直幫手接Job，但
對會否續約無綫就沒有直
接回應。她又透露曾與男
友Phil談及結婚問題，又
謂大家年紀不小，清楚對
方的目標及想法，希望婚
禮以簡約為主，但怕溶
妝，故此不會選擇水底婚
禮，並否認於今年內結
婚。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樂壇一哥孫楠上周在澳門

舉行“楠得精彩音樂朋友圈演唱會”，當天晚上孫楠更是

邀請了古巨基、陳潔儀兩位好友同台助陣，共同詮釋什麼叫音樂朋友圈。

兩個小時唱出多首膾炙人口的經典歌曲，全場高潮不斷，觀眾在熱情澎湃的

氣氛下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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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杏兒認與男友談結婚問題

■■孫楠唱了多首經典歌曲孫楠唱了多首經典歌曲，，
掀起陣陣高潮掀起陣陣高潮。。

■胡杏兒到達鯨鯊館拍攝。

■曾志偉和小朋友進
行餅藝大比拼。

■林二汶聲演的阿樂是腦海總部的總指揮

■孫楠走下台
和觀眾握手。基仔基仔陳潔儀熱情助陣陳潔儀熱情助陣

■■孫楠拖着陳潔儀共舞孫楠拖着陳潔儀共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李思捷主持的《今晚睇李》
22日晚進行錄影，邀得嘉賓馬
浚偉(馬仔)、盧巧音及連詩雅出
席。馬仔表示是思捷親自致電邀
請他，但之前一直沒收看該節
目，故要上網重溫一下，感覺節
目也頗有趣。

馬仔指他跟思捷向來無所不

談，彼此私下很熟，連家人都是
朋友，還經常試思捷媽咪的廚
藝。會否擔心被爆壞事？馬仔笑
說：“我無壞事給他爆，但他卻
有好多壞事被我爆出來！”
他即爆思捷試過飲醉酒回家

脫光衣服睡在大廳，李媽媽翌日
起來看到亦給嚇壞。

而他跟思捷曾鬧得不快，有

段時間不想跟思捷再合作，
直到《誘情轉駁》一劇又令
他倆變回好兄弟。
另問到有否想再為無綫做主

持？
他表示過去《大廚出馬》的

類型可以接受，像內地亦有邀他
做綜藝及真人騷節目，娘家無綫
當然會優先考慮。盧巧音接近有
一年時間沒上無綫節目，今次跟
思捷談的話題也是任意發揮。

馬浚偉爆李思捷大廳裸睡

■馬浚偉(右)大爆思捷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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