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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活動快報一週活動快報
貝勒醫學院台灣文化日
6 月 25 日(THUR)上午 11
時至下午2時
Razor Lounge, Baylor Col-
lege Of Medicine
One Baylor Plaza,Houston,
TX.77030
Dr. Eugene Lai 醫學博士
主講[老人痴呆症須知] 講
座
6月27日(SAT) 上午10時
休士頓第一基督教會
6875 Synott Rd.,Houston,
TX. 77083
2015華人石油協會舉辦午
餐與學習活動
6 月 27 日(SAT) 上午 10 時
至中午12時
恆豐銀行大樓12樓會議室

9999 Bellaire Blvd.Houston,
TX.77036
王芬藥劑師講解與回答[有
關藥物使用常識]
6月27日(SAT) 上午10時
慈濟德州分會活動中心
6200 Corporate Dr.Hous-
ton,TX.77036
中華保健中心舉辦四, 五,
六月慶生會
6月27日(SAT) 上午10時
華美銀行二樓社區中心
榮光會 2015 年年會抗戰
勝利70週年紀念大會
6 月 27 日(SAT) 上午 10 時
30分
僑教中心203室
美南大專校聯會獎學金之
夜暨2015年會

6月27日(SAT) 下午6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
海外公民行動委員會舉辦
休士頓 2016 中華民國總
統選舉海外座談會
6 月 28 日(SUN) 下午 2 時
至下午4時
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
11110 Bellaire Blvd.#200,
Houston,TX.77072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創會第
二十四屆年會暨新舊會長
交接典禮
6月28日(SUN) 下午6時
珍寶海鮮城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72
[花花草草]園藝群月會
6 月 27 日(SAT)上午 10 時
至中午12時

僑教中心103室
俞希彥,黃以法老師,Kevin
邱主講:土壤酸堿調整,蘭
花養護要領,基礎園藝提問
與解答

詩韻書香系列座談張滌生
講述[文藝創作的歷程與靈
感]
6月27日(SAT)下午3時至
下午5時
僑教中心展覽室
附中校友會會員大會及聚
餐
6月27日(SAT)中午12時
3599 Westcenter Dr.
Houston Tx 77042

貝勒醫學院臺灣文化日活動 ''花花草草"園藝群月會

評審蔡惟琛評審蔡惟琛,,李美姿副主任應邀參加觀禮李美姿副主任應邀參加觀禮,,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休士頓台灣休士頓台灣
同鄉聯誼會董元正會長同鄉聯誼會董元正會長,,主辦人劉午初理事頒獎給得獎者主辦人劉午初理事頒獎給得獎者,,少年組第一名為熊文少年組第一名為熊文
卉卉,,佳作獎胡夢娜佳作獎胡夢娜,,徐灝涓徐灝涓、、兒童組第一名為陳沛安和朱涵安兒童組第一名為陳沛安和朱涵安，，佳作獎劉育瑞佳作獎劉育瑞,,呂呂
曼祺曼祺,,幼兒組第一名陳宥叡幼兒組第一名陳宥叡,,佳作獎章德玲佳作獎章德玲,,章德瓏章德瓏,,黃媄恩黃媄恩,,蔡宜蓉蔡宜蓉((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青少年繪畫比賽頒獎典禮暨慶生會
溫馨在僑教中心舉行華裔青少年畫出來台灣家園的美麗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台
灣同鄉聯誼會於6月20日上午11
時 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TX.77042 的僑教中
心舉辦青少年繪畫比賽頒獎典禮
暨慶生會，場面熱絡,氣氛溫馨.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偕李美姿副
主任應邀參加，得獎者青少年,
家長們、該聯誼會董元正會長,
陳煥澤副會長,徐曉榕等理事,繪
畫比賽主辦人劉午初理事,評審
蔡惟琛及會員約60多人都出席觀
禮並一起來慶祝每一位青少年參
加這次比賽的成就。2015年的繪
畫主題是以臺灣人文景觀為重點
，主題是 「台灣，美麗的家園」
，讓小朋友們從他們對台灣的認
識中記錄下台灣家園的美麗。經

過評審後,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董元正會
長,主辦人劉午初理事頒獎給得
獎者,少年組第一名為熊文卉,佳
作獎胡夢娜,徐灝涓、兒童組第
一名為陳沛安和朱涵安，佳作獎
劉育瑞,呂曼祺,幼兒組第一名陳
宥叡,佳作獎章德玲,章德瓏,黃媄
恩,蔡宜蓉。得獎的小朋友一一
上臺介紹自己的畫作，並分享自
己的作畫的心路歷程。作品多元
豐富，各有各的精彩與特色，也
有小朋友將自己遊歷臺灣的經驗
畫進作品中，充分展現對於臺灣
風土民情的熱愛。僑教中心莊雅
淑主任致詞時引用了台灣同鄉聯
誼會的宗旨 「時時關心臺灣，處
處服務鄉親」，推崇為凝聚臺灣

鄉親情誼所做的努力。台灣同鄉
聯誼會董元正會長表示，台灣同
鄉聯誼會本著時時關心台灣處處
服務僑胞的精神,每年都舉辦青
少年繪畫比賽去鼓勵年青一代小
朋友發揮他們的藝術才能在這個
一年一度的繪畫平台上去得到肯
定.我們著重的在予參與和青少
年的興趣.舉辦以臺灣為題的繪
畫比賽，能夠激發小朋友對於繪
畫的熱情，讓他們能有一展美術
天份的機會，同時加深他們對於
臺灣的印象與台灣的連結。當天
也同時舉辦慶生會，邀請第二季
壽星陳沛安等一同上臺同樂，並
與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董元正
會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合切
生日蛋糕,歡樂融融.

(本報訊)為宣揚臺灣文化
，促進文化交流，貝勒醫學
院臺灣同學會今年在駐休士
頓教育組大力支持下，6 月
25 日(星期四)首次於休士頓
貝勒醫學院辦理臺灣文化日
活動，活動將有文化展示區
，精心挑選的台灣美食區，
夜市遊戲體驗區以及販售來
自台灣的精美紀念品，電音
三太子亦會到場助陣。活動
預計將會吸引醫學中心地區
上千名人潮，教育組周慧宜
組長也應邀於上午11時到場
支持這項有意義的活動。

活動：貝勒醫學院臺灣
文化日

時間：2015 年 6 月 25 日
星期四上午11時-下午2時

地 點 ： Razor Lounge,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地址： One Baylor plaza,
Houston Texas 77030







































熱鬧登場

日期: 6月 27日(星期六) 上午10:00～12:00
地點: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華僑文教中心103教室 電話：281-685-5566
主講人: 俞希彥、黃以法老師、Kevin邱 聯系人: Jennifer 周
內容: 土壤酸堿調整、蘭花養護要領、種植果樹基礎園藝…等

瑞麟蘭園將提供乙盆蘭花摸彩助興，現場並致贈日本紫皮黃心地瓜苗、假人參苖、各類草本花卉苖…等給有需要的
花友們～不用報名，無需門票，請大家告訴大家，共同研習園藝！

T-MOBILET-MOBILE 休斯頓官方營業廳盛大開幕休斯頓官方營業廳盛大開幕

美南華文作協美南華文作協 「「讀書會讀書會」」
昨介紹龍隨雲的昨介紹龍隨雲的 「「英雄無悔—一個偵察機飛行員的故事英雄無悔—一個偵察機飛行員的故事」」

（ 本 報 訊 ） 好 消 息 ！ 休 斯 頓 地 區 唯 一
T-MOBILE中文官方營業廳盛大開幕，打造中
國城最正規手機旗艦店！全新手機升級和分期
付款項目隆重登場！

休斯頓地區乃至德州唯一的中文 T-MO-
BILE官方營業廳於2015年6月19 日在惠康頂好
廣場盛大開幕，今後您在老外店看到的所有
T-MOBILE業務，這裏均能辦理，華人朋友再
也不會因為語言問題而困擾了！

被視為精英階層的後付費（Postpaid）家庭
計劃用戶一直是T-MOBILE重點關注的對象，
因此公司也針對這一市場推出了十分優惠的家
庭計劃。以每個家庭4綫為例， 每條綫都獨立
享有無限制HD VIOCE高清通話，無限制美國
國內和國際短信，無限制上網，其中包含1GB
4G LTE全速上網，最高下載速度達24Mb/秒，
WIFI通話（解決您的信號問題），在超120個
國家漫遊免受短信和上網費，回國或出國旅行
無需更換當地手機卡啦……不僅如此，後付費
（Postpaid）家庭計劃最多可開10綫，換算起來
，每條綫的費用僅需$22每月，無合約，稅後無
任何隱藏費用，而對於位於收訊不佳地區的後
付費客戶，公司還提供免費的信號增強器以及
WIFI 通話路由器（需$25 押金）。而同樣功能

的T-MOBILE預付費4綫計劃，則需要$200元
每月加稅！我們承諾為您省錢到底！相比其他
小公司模糊的通話品質，下載限速 8MB/秒的
4G上網和弱弱的信號覆蓋，T-MOBILE的優勢
不言而喻！而對於目前使用ATT, VERIZON和
SPRINT 合約計劃的客人，T-MOBILE 誓言解
決您的合約困擾，如您在合約期內解約加入 T
家族，公司承諾將會全額賠付您被收取的違
約金，讓您從此自由享用優質的T-Mobile手機
網絡。

眾所周知，手機和汽車一樣都是家用消費
品，全額付款購買就意味著您面臨著折舊的損
失。因此，針對預付費計劃客戶的手機分期付
款項目也已推出。所有T-MOBILE家庭計劃客
人，無需改變任何手機計劃即可以0首付和0利
率辦理手機分期付款分期付款購買T-MOBILE
旗下超過30款智能手機，讓您始終走在科技行
業最前端。而如果您是T-MOBILE預付費(Pre-
paid)計劃的用戶且按時繳納話費超過12個月，
即可憑您的社會安全號至中國城營業廳，免
查信用，輕輕鬆鬆分期買手機，告別全額付款
的時代。所有手機均享受1年保修，且可免費解
鎖，讓您安心消費，無後顧之憂。在此，
T-MOBILE 要提醒已經是預付費(Prepaid)計劃

且有更換手機需求的華人朋
友，千萬不要輕信小公司的
所謂低價優惠而將您的號碼
轉出T-MOBILE，否則您不
僅無法享受到分期付款的便
利，更可能面臨不小的隱形
損失。

如果您的企業或者您工
作的企業擁有 T-Mobile 公
司計劃（Business Plan），您
名下的家庭計劃將享受到最
高 50%的獨有的“僱員折扣
”，詳情請到店諮詢。

在此要特別提醒休斯頓
的 T-Mobile 用戶， 為有效
利用頻段資源建設更多 4G
LTE 塔 臺 ， T-Mobile 將 從
2015年7月15日開始關閉休
斯頓地區部分 4G 和 HSPA+
頻段，屆時幾乎所有使用國
際版手機及2011年前舊款T-Mobile手機的用戶
將不能使用4G上網服務。建議大家立即到本店
購買升級新的T-MOBILE版本4G LTE手機。

辦理T-MOBILE業務和購買正品手機及配

件，請認準位於9188 Bellaire Blvd（百利大道惠
康頂好廣場）， STE. H， Houston， TX, 77036
的T-MOBILE休斯頓中國城營業廳，以享受最
高品質的售前售後服務保障。服務電話：
713-271-2737，期待您的光臨。

圖為圖為T-MobileT-Mobile的德州地區唯一的中文的德州地區唯一的中文T-MobileT-Mobile官方營業廳於官方營業廳於
66月月1919日在惠康項好廣場盛大開幕日在惠康項好廣場盛大開幕。（。（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秦鴻鈞） 「美南華文寫作
協會」每兩個月一次的 「讀書會」昨介紹
龍隨雲所著的 「英雄無悔——一個偵察機
飛行員的故事。」由 「作協」副會長程美
華主持。

程美華從最早邀葉常棣上電台上她的
節目談起，後來全台灣的人都知道他的故
事。他令人感動的是當年開U2偵察機掉
在大陸，回不來了，他曾自殺但沒死成
， 離開了結婚不到一年的太太，我們讀
這本書，不要忘了 「來時路」，當時的台
灣，多虧這這英勇的空軍，面對對岸三倍
的軍力，保住我們的安全六十餘年。

程美華也介紹 「英雄無悔」的作者，
龍隨雲與他的姊姊龍從雲一樣，都是很有
才氣，很有本事，很低調。龍隨雲是個從
來沒有寫過書的人，卻一書成名，成為
「金石堂」四月份暢銷書排榜第一名。

龍隨雲祖籍湖北，民國三十年夏生於
戰時陪都重慶，身為空軍子弟，少時便夢

想成為空軍飛行員，畢業於中原
理工學院化工系，五十歲生日後
在僑居地休士頓學飛行，瞞著母
親飛了五年，才圓了少年夢。六
十二歲後作黑手義工、七十歲後
追求成為一個作家。

「英雄無悔——一個偵察機飛
行員的故事」的作者龍隨雲在會上介紹他
寫作的經過，他說他是在看過一本暢銷英
文傳記 「Unbroken」後，說服了飛過幾種先
進偵察機，在一九六三年駕U2在大陸上
空被擊落的葉常棣先生，寫他
的故事。從二零一三年初訪問
葉先生廿多次，並經葉先生的
介紹電話訪問了偵察隊前輩鄒
寶書先生及負責修護的蔣祖華
先生，把照相偵察中隊從創立
一路寫下。也寫出了從未在媒
體中報導的空軍修護大隊。

故事從葉常棣自幼夢想飛
行，進空軍官校的初級，高級
飛行的細節，再述及進入隊先
飛噴射戰鬥機，再轉到照相偵
察中隊飛 RF-84、RF-101 及
U2。在飛 U-2 的第三次任務
中被飛彈擊落。因此在大陸居
留十九年，經過農村下放，汽

車修護、後來在華中工學院外文系當講師
，再升副教授，在流體力學專家錢偉長手
下翻譯中國專家的論文。一九八二年底離
開大陸後，不能回到台灣而來到休士頓的
經歷。書中加插了127張相關飛機及人物
的照片，加大了故事背景的報告。

此書由 「國家出版社」於二月底在台
灣及香港發行。曾得過 「金石堂網路書店
」四月廿一那周暢銷排行榜第一名。六月
廿二日仍在 「國家出版社」的銷售排行榜
名列第五。

圖為昨天讀書會的講員圖為昨天讀書會的講員（（右起右起））龍隨雲龍隨雲、、程美華程美華、、葉常棣葉常棣、、主主
持人程美華持人程美華（（中中））正在講開場白正在講開場白。（。（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現場為出席讀書會的聽眾十分踴躍現場為出席讀書會的聽眾十分踴躍，，座無虛席座無虛席。。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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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昨日，“歡樂谷杯”中國鋼管舞協會第九屆鋼管舞錦標賽總

決賽在北京歡樂谷開戰。大賽共分業余組、職業組、競技組、老年組、少兒

組、吊環組、綢緞組等29個組別，來自中國、韓國、美國、俄羅斯、香港等

國家的選手同台競賽，各國舞者性感炫技，一展身姿。圖爲參賽選手進行比

賽。

各國舞者各國舞者
性感炫技性感炫技

Ella年底備孕

向男搭檔請教如何受孕

綜合報導 黃曉明今天在北京宣傳新片

時，吐槽稱與趙薇的激情戲NG次數太多，

並大呼尴尬。趙薇則打趣稱自己相當暗爽，

“曉明把結婚前最後一次激吻留給了我”。

23日下午，電影《橫衝直撞好萊塢》

在北京舉行首映禮，導演蒂姆· 肯德爾攜主

演黃曉明、佟大爲、趙薇、成康、黎妍等

出席捧場，分享這部喜劇電影背後的拍攝

花絮。

趙薇：和黃曉明拍吻戲暗爽
電影《橫衝直撞好萊塢》講述了拼命

賺錢等女友回國結婚的何宇明(黃曉明 飾)

意外被通知分手，爲追回女友，報了一個

名爲“好萊塢冒險之旅”的旅行團，與資

深影迷方大偉(佟大爲 飾)、“騙子導遊”

趙薇薇(趙薇 飾)展開一場驚險又搞笑的好

萊塢之旅。

談到拍攝過程中的趣事，黃曉明吐槽

稱和趙薇激情戲頻頻NG，十分尴尬。被佟

大爲調侃說：“你不是尴尬，是暗爽吧！

”趙薇則在一旁補充道：“其實暗爽的人

是我，曉明把結婚前最後一次激吻留給了

我。”問到有沒有考慮黃曉明妻子Angela-

baby的感受，趙薇笑言：“baby是我們大

家的 baby，黃曉明和趙薇有個 baby 就是

Angelababy。”引發全場爆笑。

佟大為自稱“男版小燕子”
在片方公布的預告片中，佟大爲女扮

男裝的戲份十分搞笑，對于自己的角色，

他笑稱就是“男版小燕子”。

此次佟大爲不僅與黃曉明有大段“基

情”的戲份，還與美劇《破産姐妹》女主

角“Max”的扮演者凱特· 戴琳斯有對手戲

。問到和誰合作更爲難忘，佟大爲毫不猶

豫地說：“曉明可以經常見到，凱特不能

，所以更難忘。”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凱特· 戴琳斯外，

電影《橫衝直撞好萊塢》還邀請了大批好

萊塢明星加盟，包括《速度與激情》中飾

演Han的成康、《生活大爆炸》中霍華德

的飾演者西蒙· 赫爾貝格、《終結者2》裏

飾演T1000的霍華德· 沃洛維茲、出演過

《末路狂花》的斯蒂芬· 托布羅斯基、《混

沌秩序》中的瑞思· 考羅、《消失的愛人》

中的米西· 派勒以及NBA前湖人隊球星裏

克· 福克斯等。

“這和中國的拍攝模式不同。”趙薇透

露，“在國內一般導演會遷就大牌客串明星

的時間，但在好萊塢，導演讓他們等著我們

先拍”。另外，她還稱贊有對手戲的成康演

技精湛，“他能帶來威脅和壓力”。

據悉，電影《橫衝直撞好萊塢》將于

6月26日上映。

黃曉明把婚前最後一次激吻留給了我

趙薇拍吻戲暗爽

綜合報導 林志穎擁有凍齡

童顔，還有萌兒Kimi及前模特

美妻陳若儀陪伴，被封爲“人

生勝利組”。昨日，他與妻子

出遊踏青，兩人手牽手曬恩愛

。穿著短褲的嬌妻雖沒露臉，

但卻露出纖細長腿，格外引人

注目。

林志穎平時喜歡在微博曬與

兒子Kimi的互動照，但卻鮮少

讓嬌妻曝光，昨天他難得曬出與

妻子踏青的照片。照片中，兩人

手牽手曬恩愛，他還賣萌裝可愛

，看起來心情相當愉悅，而妻子

雖沒露出正臉，但纖細長腿還是

引起網友熱議。

綜合報導 昨日，Ella出席表演工作坊30年大戲《愛朦胧‧人朦胧》記者會，獻出舞台劇“初體驗”。戲中和她搭檔的男主角屈

中恒已有4千金，年底演完要准備懷孕的Ella，還向男方請教如何受孕。

據悉，該戲預計在台灣和內地演出30多場，她保證期間不會懷孕。

林志穎曬與嬌妻踏青照

女方美腿搶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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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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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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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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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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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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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歐洲團歐洲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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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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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夏威夷7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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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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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捷旅遊快捷旅遊快捷旅遊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ASAP Travelwize
www.asaptravelwize.com

˙$49 8天江南遊（全年放行）
˙$99 8天北京承德天律皇家御景團（新）（特價）
˙5/4 11天九寨溝﹑峨嵋山﹑張家界之旅
˙5/28 7天黃石公園（有買二送一）
˙6/8 6天美東豪華遊（有買二送一/二）專人帶團
˙不同天數美東﹑美西﹑夏威夷團(有買二送一)
˙各大城市機票＋酒店套餐
˙代理各大遊輪公司及4.5.7天歡樂遊輪由蓋文斯
頓港出發
＊ ＊機場接送服務﹐待客以誠﹐服務至上

專辦本地特色團﹑遊輪﹑各地旅遊團﹐代辦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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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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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去評價長春女足俱樂部和某企業
的動機為何，在目前這個時機作出上

述舉動是否恰當值得商榷。兩則消息引發強
烈關注的原因在於女足隊員工資待遇較差，
多為每月幾千元，少的甚至千元以下，這與
男足職業聯賽球員的收入相比有天壤之別。
女足在中國的發展落後於男足，但這不僅在
中國是如此，在世界範圍內都是這樣，這是
由女足的市場決定的。
2011年，日本女足奪得世界盃冠軍，

但是大部分隊員的年薪只有150萬日圓(約
7.5萬元人民幣)。即便是五屆世界足球小姐
馬達在此前効力的瑞典托雷索俱樂部的年薪
才是31.5萬美元，這個薪資水平相比男足可
謂差距巨大。
隨着該俱樂部2014年破產，馬達在新

東家的收入下降，目前她的主要收入來自於
贊助。其實，國外女足也在為提高女足待遇
作出各種努力。英足總的做法是，從2009
年開始，英格蘭女足隊員以集體方式跟英足
總簽訂合同，每年能夠最多從足總得到2.6
萬英鎊，女超俱樂部給她們的年薪上限在
3.5萬英鎊左右。不過，絕大多數簽訂集體

合同的球員只能從俱樂部得到兩萬英鎊年
薪，英格蘭女超聯賽球員最低的周薪甚至只
有50英鎊。某些球隊只是為年輕球員支付
上大學所需的費用，而某些年長的球員則需
要做兼職來養活自己。

應從長遠考慮提高薪金水平
中國也應從長遠考慮，提高女足薪金水

平。一是借鑒國外做法，比如中國足協與國
家隊隊員簽集體合同，而俱樂部再給隊員提
供一份合同。二是根據聯賽贊助的情況在
聯賽結束後對參賽俱樂部進行補貼，甚
至直接補貼球員；三是塑造明星球員，
其個人贊助可以
成為收入的重要
來源；四是加大
女足運動員培
養，只有更多高
水平運動員湧
現，聯賽水平才
能越高，吸引商
家 介 入 。

■新華社

就在中國女足闖

入加拿大女足世界盃

八強之後，兩則與

獎勵有關的新聞撲面而來。一則是為了表彰

任桂辛在世界盃賽的出色表現，長春女足

決定獎勵任桂辛一台中檔轎車；另一則是

某企業可能會向中國女足送上100萬元(人民

幣,下同）獎金。女足是否需要獎勵、贊助？當然需要。但

切莫將對女足的支持與關注變成一陣風，隨着世界盃的結

束而戛然而止、煙消雲散，而應細水長流、雪中送炭。

豔陽高照的下午，中國女足姑娘24日繼續
在渥太華備戰世界盃8強賽。對於美國隊強悍的
前壓逼搶特點，中國隊員表示，要用果斷快速
的傳球予以應對。主力左前衛韓鵬分析，8強
戰的對手美國隊依然會延續中國隊熟悉的戰
術，“她們身體比較強壯，會利用身體、速
度、高度去衝擊我們。比如，直接就是後場長
傳，頭槌蹭到防線身後去衝擊球門。”

出腳簡練利用空當
在2:0淘汰哥倫比亞的較量中，美國隊在

開場後以6名前場球員，形成一條集體前壓緊逼
的“高壓線”，令南美球隊難以出球，這也可
能是對付中國隊的辦法。韓鵬對此表示，全隊
必須要以自信大膽的控球去應對，“逼搶肯定
也會有漏洞，（她們）局部逼搶之後，如果我
們一兩腳、簡練一些把球倒出來，其他地方還
是有很大空當。”

主力防中譚茹殷也對美國隊強悍的逼搶有
了思想準備。她說：“肯定自己要提前觀察，
接應的位置會很重要。我要選擇利於出球、快
速轉接的一個位置。” ■新華社

快 速 傳 球 應 對快 速 傳 球 應 對 美 國美 國 逼 搶逼 搶

國際排球聯合會於24日正式公
佈了 2015 年女排世界盃的抽籤

結果和賽程，
郎平率領的
中國女排
將 在 第
一階段
比 賽 中
迎來和世
錦賽冠軍

美國隊之間的“復仇之戰”。隨着
前不久兩支非洲代表球隊的產生，
今年12支女排世界盃參賽球隊的
“拼圖”全部完成。2014年世錦賽
冠、亞軍美國隊和中國隊以及俄羅
斯、塞爾維亞、日本、韓國、多米
尼加、古巴、阿根廷、秘魯、肯尼
亞、阿爾及利亞隊將進行一個大循
環，決出最後的排名。
本屆世界盃賽的冠、亞軍得主

將獲得里約奧運會
的參賽席位。在
2011 年世界盃賽
中，意大利、美國
和中國隊獲得前三
名。
根據新出爐的

賽程，中國隊將在
8月22日至24日以
及26日、27日的第
一階段比賽中迎戰

塞爾維亞、阿爾及利亞、美國、韓
國和秘魯，這一階段賽事將在日本
松本進行。其中，8月24日的中美
之戰有可能成為提前進行的冠軍之
爭。在2003年女排世界盃賽中，中
國隊首戰擊敗強大的巴西隊，而這
兩支隊伍最終獲得了那屆比賽的冠
亞軍。

去年在意大利進行的女排世錦
賽上，郎平率領的年輕的中國女排
表現出色，一路闖入決賽，最終以
1:3負於基拉里率領的美國隊。前不
久，中國女排赴美與美國隊進行了
4場友誼賽，結果雙方2:2握手言
和。本屆世界盃賽上，中國隊在第
二階段的對手實力相對較弱，屆時
她們將分別迎戰古巴、肯尼亞、阿
根廷隊。隨後，在9月4日至6日的
第三階段中，中國隊將面對去年首
次殺入世錦賽前六名的多米尼加、
老冤家俄羅斯和日本。 ■新華社

女排世盃
由於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

感染人數不斷上升，國乒將退出
下周在韓國仁川進行的國際乒聯
韓國公開賽。
2015 年國際乒聯韓國公開

賽，原定於7月1日至5日在韓國
仁川進行，不過由於MERS感染
人數不斷上升，這項即將在韓國
進行的乒聯賽事，也受到了很大
的影響。
為了隊員的安全，國乒決定

退出本次韓國公開賽。
實際上不僅是中國隊，包括

德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華
台北等主要對手，也都退出了本
次公開賽。
主要對手都沒有報名，國乒

即便出戰也沒有太大的鍛煉價
值，再加上MERS疫情的肆虐，
出於保護隊員的考慮，國乒退出
韓國賽，也在情理之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MERS疫情肆虐 國乒棄赴韓參賽 中國中國迎迎““復仇之戰復仇之戰””

■24日女足世界
盃16強最後一場較量，衛冕

冠軍日本靠吉佐織候及阪口夢穗建功，以2:1淘
汰荷蘭，8強將遇上澳洲。 法新社

■■中國女排主教練郎中國女排主教練郎
平平((右右))。。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排中國女排((左左))早前與美國女排交手早前與美國女排交手。。 中新社中新社

■■女足姑娘們努力備戰中女足姑娘們努力備戰中。。 法新社法新社

日 本 晉 級

■■中國女足中國女足((右右))淘淘
汰喀麥隆後汰喀麥隆後，，獎勵獎勵
撲面而來撲面而來。。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足球員中國女足球員
任桂辛任桂辛((前右前右))。。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足球中國女足球
員譚茹殷員譚茹殷((左左))
與支持者擊掌與支持者擊掌
相慶相慶。。新華社新華社

■■國乒放棄赴韓國乒放棄赴韓。。 新華社新華社

網際網路進入電影行業
院線好日子或僅剩5年

綜合報導 每年的上海電影節都會有

關於業態的奇異觀點流出，比如當年王小

帥炮轟導演們只賺錢不講藝術，比如馮小

剛呼籲投資商應該給年輕導演成長空間，

而不應指望新導演賺錢。今年的論壇也是

火藥味兒十足，差點打了起來。先是愛奇

藝創始人龔宇聲稱院線的好日子可能在中

國只有5年了，而網際網路渠道還有50年

，這自然引起了在場的萬達院線董事葉寧

的反駁，他認為院線的各种先進技術所提

供的觀影體驗，是平面的網際網路媒體所

不具備的。

院線的好日子只有5年？

愛奇藝的龔宇的意思是說，隨著網際

網路的發展和普及，院線的好日子只有5

年。將來到影院裏看電影的人會逐漸減少

。但萬達的葉寧說的也對：這網上看電影

能跟影院裏比嗎？體驗不同嘛！本來以為

論壇上吵吵也就完了，誰知昨天愛奇藝方

面又舉行發佈會，公佈其月度付費VIP會

員數已達501.7萬，這一數據仍保持快速增

長態勢。

無腦喜劇和青春片，叫座未必叫好

但不管在什麼地方看電影，恐怕有好

的影片可看才是關鍵。就連龔宇也承認：

“內容是鐵打的營盤，渠道反倒是流水的

兵。”

據透露，年輕的網際網路力量已經不

溫和地進入了電影這個行業，同時帶來的

價值也是多元的，第一是品牌，第二是用

戶交互，第三是衍生品。在美國這三塊與

票房之間的收入構成比已達3:1。這似乎是

在呼應愛奇藝的觀點嘛！而中國的電影產

業模式單一，近80%的電影公司仍“以票

房為生”。所以遊族影業今後將利用網際

網路玩法與全球協作，探索全新的商業模

式，膠東上海電影及中國電影工業。高群

書表示，中國電影小成本製作氾濫，特別

是無腦喜劇和青春片，叫座未必叫好，因

此，要想真正在體量上抗衡好萊塢電影，

唯有多拍一些像《三體》這樣的大電影。

導演的價值在於堅持藝術追求

6月17日，在上海電影節上鳳凰娛樂

與電影節組委會聯合主辦了兩場“鳳凰大

影響”論壇活動，聚焦中國電影產業的未

來與希望。在上午的“新導演· 新力量”

主題中，剛剛拍攝出《煎餅俠》的導演大

鵬表示，導演堅持自己的追求很重要，面

對鄧超等大腕，他不會硬性改變大腕的觀

點和表演方式，但他暗藏了個小心眼兒，

那就是“不管大腕怎麼演，只要他完成我

想要的效果就行了，他自由發揮的那些都

給刪掉了”，令大家笑了起來。而《滾蛋

吧！腫瘤君》導演韓延的發言比較堅決，

引起現場觀眾鼓掌回應。他表示自己雖然

是新導演，但“我在拍電影的過程中最怕

聽到妥協二字……如果有可以妥協的東西

就直接刪掉了，根本不用拍。”

金爵獎下“三黃蛋”
8年前曾有“四黃蛋”綜合報導 第1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前

日落下帷幕，雖然是國內最頂級的電影節，

大會也想盡辦法想在業內有所建樹，但它

的影響力始終有限，像法國電影《守夜》

拿下金爵獎，芬蘭電影《助產士》女主角

克裏斯塔· 科索恩拿下金爵影后，不但與

觀眾有距離，即使撲到上海的數百記者也

不會有太多關心。

不過今年上海電影節發了個大招，影

帝頒給了《烈日灼心》的三位主演鄧超、

段奕宏、郭濤，“雙黃蛋”在國內電影節

上並不少見，而“三黃蛋”乃至“多黃蛋

”在國際電影節上也不鮮見，因此包括段

奕宏及組委會成員等都拿“國際慣例”來

作回應。不過這種頒獎方式仍然引起了相

當多的議論，不過對於上海電影節來說，

下“多黃蛋”並非第一次，2007年第10屆

就下過影后“四黃蛋”。

網友：對影帝“三黃蛋”印象最深
作為來自中國的國際A類電影節，上

海電影節當然少不了要有中國電影作為門

面擔當，今年的《烈日灼心》拿下最佳導

演和最佳男主角，成為中國電影的代表電

影。曹保平的這部電影是一部男性群戲的

主題，鄧超、段亦宏、郭濤三人在片中的

角色各有側重，對劇情的推進缺一不可，

上海電影節也慷慨地把最佳男主角頒給三

人！“三黃蛋”的現身，讓苦等結果的媒

體一片譁然，鄧超、段亦宏、郭濤同舉金

爵，成為為期8天的上影節最亮眼的奇觀。

“雙黃蛋”在中國電影節上比較常見

，以至於某年的金雞百花電影節沒照常理

出牌，“終於不見雙黃蛋”還成為不少媒

體的標題。但對於不少網友來說，“三黃

蛋”的結果似乎有些不能接受。針對上海

電影節的“三黃蛋”，新浪網也開設了網

上調查，對於本屆金爵獎印象最深的事件

，57.4%的網民認為是鄧超、段奕宏、郭

濤的罕見影帝“三黃蛋”，排第二的是近

三成人對這個獎毫不關心。

《烈日灼心》拍攝于3年前，原定去

年上映，現在預定今年上映，但至今未

確定何時能與觀眾見面。影片在上海電

影節上展映獲得的評價不低，與段奕宏

、鄧超、郭濤三人的精彩表演當然有直

接關係。雖然“多黃蛋”在國際電影節

上並不少，但每次也都在觀眾當中引起

很多爭論，畢竟一般人心中是評獎爭優

當第一的概念。

中國電影節的“雙黃蛋”在觀眾心中

的印象尤其不好，這次上海電影選出影帝

“三黃蛋”，評委當然有自己的理由，拋

開爭議來說，這部偏藝術風格的類型電影

的確贏得非常好的行銷機會，除了主演鄧

超的人氣高企，影帝“三黃蛋”的加持也

會極大提升影片的曝光度。

業內：“三黃蛋”是奇觀？尊重電影！
對於“三黃蛋”的結果，電影人大

都抱寬容的態度。在國際電影節上，這

樣的例子的確不算少，像柏林、威尼斯

或戛納電影節上下“多黃蛋”並非罕見

，像《八美千嬌》、《時時刻刻》、

《光榮歲月》、《回歸》等片都曾產生

了大於或等於三的多個影帝和影后，這

樣的結果更多是出於對電影的尊重。甚

至上海國際電影節在2007年也給《完美

計劃》頒出過影后“四黃蛋”，當時影

片 4位女主演卡裏娜· 哈夫、戴格瑪· 曼

佐、克斯汀· 布洛克、克裏斯汀· 肖恩同

時拿下最佳女演員獎，評審團認為“無

法分辨她們的優劣，她們真實的表演告

訴我們什麼是愛、什麼是生活”。

《烈日灼心》導演曹保平及三位影帝

對評委和電影節的觀眾表達敬謝，對於結

果十分興奮，均表示這是屬於電影人的狂

歡節。段奕宏同時也表示不會受困于影帝

“三黃蛋”，“我不願受累一個結果，因

為我無法預判這個結果。這個結果不是我

做事的初衷。作為一個演員，我的收穫遠

遠大於這個結果，我將繼續堅持走我認為

的演員之路”。

侯孝賢痛批電影圈：忙抓流行不會永遠成功
綜合報導 在上海電影節做完宣傳後，6月20日，台灣導演侯孝賢

帶著新作《聶隱娘》做客北京師範大學。在和現場學子交流的過程中，

侯孝賢批評了當下時興的“產品經理”型導演——“每天忙著抓各種流

行元素，這次想10億下次想20億。你每天盯著觀眾幹嘛？電影是關於

人的，你對人徹底理解，拍出來就能打動觀眾。你可以成功一兩次，不

會永遠成功。因為你不是在創作，你是在幫觀眾找東西湊合看。 ”

《聶隱娘》改編自唐傳奇小說，講述了由舒淇飾演的聶隱娘在奉師

命下山行刺張震飾演的表兄田季安後發生的故事。在五月份的戛納電影

節上，侯孝賢獲得了最佳導演的獎項。談起戛納電影節獲獎的事，侯孝

賢說，自己當過多次評委，非常清楚評審的結構。之所以得戛納導演獎

，是因為有科恩兄弟、《血迷宮》導演在，導演最懂導演，正是由於戛

納導演評審的堅持，自己才獲得最佳導演獎。

和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交流的過程中，第一次面對內地主流觀眾的

侯孝賢說：“主流電影消費者，他們願意來我歡迎，他們假使還不懂得

欣賞沒關係，我遲早會讓他們懂得，反正我會一直拍。 ”他笑道，

“下一部戲拍你們看得懂的，喜歡的。 ”

《後海不是海》否認侵權
望各方勿發表不實言論

綜合報導 近日，由張嘉譯主

演的電視劇《後海不是海》正在熱

播，但日前該劇被指侵權，劇集播

出前因版權問題引發的糾紛也浮出

水面。隨後，該劇片方海寧視點傳

媒有限公司發表聲明，否認本劇存

在侵犯著作權問題，並稱對於侵犯

公司名譽權，及其他權利的行為，

將保留採取訴訟方式，追究相關責

任人法律責任的權利。

以下為聲明全文：

聲明書

段威女士在北京市西城區人民

法院起訴海寧視點傳媒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我公司)及公安部金盾影

視文化中心(以下簡稱金盾中心)侵

犯其《後海不是海》著作權糾紛，

在一審庭審中，我公司及金盾中心

出示大量事實證據，來證明我公司

及金盾中心並無侵權行為。庭審結

束後，段威向西城法院申請撤回了

起訴，法院裁定准予其撤訴，並由

其自行承擔案件受理費。我公司尊

重段威女士採用的訴訟方式，同時

，為感謝媒體朋友和廣大觀眾長期

以來的支援和幫助，為澄清事實，

我公司現聲明如下：

1、我公司一向尊重著作權人

之合法權利，並嚴格遵守我國著作

權相關法律法規。

2、電視連續劇《後海不是海

》不存在侵犯段威女士著作權的

問題。

3、本公司希望各方恪守法律

規定，尊重客觀事實，不要發表不

實及過激言論，以免造成不良社會

影響。對於侵犯本公司名譽權及其

他權利的行為，本公司保留採取訴

訟方式追究相關責任人法律責任的

權利。

趙麗穎呼籲觀眾包容“五毛特效”：

真的用心在做
綜合報導 《花千骨》于近日

登陸湖南衛視後迅速引發熱議，趙

麗穎、霍建華等俊男靚女博人眼球

，“相愛卻又不能在一起”的師生

戀劇情讓觀眾哭得肝腸寸斷，圍繞

原著小說情節改編、特效低劣而氾

濫等話題也是爭議聲不斷。日前，

主演趙麗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就

上述爭議性話題進行了回應。

對於改編，“原著粉”惋惜但理解
作為熱門電視劇，《花千骨》

擁有一批忠實小說迷。在改編成電

視劇的過程中，如何妥善處理原著

小說情節使之符合影視製作、傳播

規律，成了考驗編劇的一大難題。

問：劇中小骨一角的年齡設定

只有16歲，您是如何成功“扮嫩

”的？

答：首先把一切都放空，不要

讓複雜的事情對我產生影響。其次

儘量把我堅強、執著的一面表現出

來，以符合角色性格。其實，我的

心態也與小骨很像，我在讀小說的

時候就很喜歡花千骨一角。

問：如何看待電視劇部分改編

情節被“原著粉”批評一事？

答：其實，我也是一個“原著

粉”。看到小說情節被改動，我也

會感到惋惜，甚至會在劇組爭論。

但電視劇畢竟和小說還是有區別的

。比如為了讓故事情節更緊湊，花

千骨上山等戲份順序進行了調整，

我覺得這是可以理解的。

呼籲觀眾包容“五毛特效”
作為仙俠劇，《花千骨》自然

少不了各種特效場景、鏡頭。然而

，部分觀眾對此並不買賬，直斥特

效水準只值五毛錢，即“五毛特效

”。劇中，趙麗穎飾演的花千骨吃

包子的鏡頭，連包子都是用特效合

成的。網友調侃：“一個特效包子

只要五毛錢，買一個真的道具包子

要一塊錢呢！”

問：當初拍特效包子這一場戲

時，你是什麼感受？

答：我真的不知道連包子也會

用特效。(電視劇)播出後，好友紛

紛問我，要吃包子嗎？我才知道有

這件事。我趕緊回想，當初我在拍

攝現場吃的是什麼呢？一下子還想

不起來。其實，我當時吃的是雞蛋

，還吃得很香。據說為了後續劇情

的需要，被替換成了包子。

問：怎麼看待“五毛特效”？

答：其實對於特效問題，劇組

真的是用心在做。不過大家還是有

一個接受過程。希望人們能少一些

偏見，多一些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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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製 造 精 品

霧霾殺手-美國
制造奧斯丁牌空氣
凈化器 4層過濾
全鋼機身 5年質保

22年專註美國制造好產品 用心服務華人社區

引領綠色 環保 健康新概念生活

空氣質量測試儀 30秒內
讓您周邊的空氣質量看得
見 摸得著 隨時掌握家
辦公室等室內空氣質量

軟黃金-羊駝毛毯被子
Organic 生態有機被子
沒有經過任何化學處理

美利奴羊毛被子
Organic 生態有機被子
枕頭 兒童專用被子等
沒有經過任何化學處理

金絲帶國際商貿有限公司金絲帶國際商貿有限公司 30013001 Fondren Road, Suite DFondren Road, Suite D
Houston, TXHouston, TX7706377063

電話電話:: 832832--301301--50885088
pacacollection@gmail.compacacollectio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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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辦房屋貸款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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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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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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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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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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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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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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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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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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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肥張家是近代史上的名門貴族袁四姐妹分別嫁給了
著名昆曲演員顧傳玠尧語言學家周有光尧文學家沈從文和德
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遥

野合肥四姐妹冶中的小妹尧
美國耶魯大學敎授張充和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在美國逝
世袁享年 102歲遥
張充和 1914年生於上海袁

祖籍合肥遥她是民國時代著名
的野張家四姐妹冶之一袁系蘇州
敎育家張武齡的四女遥張充和
在 1949 年隨夫君尧美國漢學
家傅漢思赴美袁50多年來在哈
佛尧耶魯等 20多所大學執敎袁
傳授書法和昆曲袁爲弘揚中華
傳統文化耕耘一生遥她被譽爲
野民國最後一位才女冶遥

本文節選自金安平所著

的叶合肥四姐妹曳一書渊生活窑讀書窑新知三聯書店袁2007年 12月版冤袁介
紹了年輕時代的張充和遥
晩年的張充和在書桌前遥
合肥張家是近代史上的名門貴族袁四姐妹分別嫁給了著名昆曲演

員顧傳玠尧語言學家周有光尧文學家沈從文和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遥
四夫婿渊顧傳玠尧周有光尧沈從文和傅漢思冤比四閨秀渊元和尧允和尧兆
和尧充和冤還有名袁元和大齡下嫁昆曲戲子轟動一時袁沈從文的愛情驚
動了胡適袁這個野鄉下人冶終于野喝了杯甜酒冶袁二姐著名的一字電報
野允冶袁充和與德裔美籍漢學家的異國戀情噎噎四姐妹的傳奇故事和集
體記憶旣展示了二十世紀中國私人生活的眞實面目和傳統仕宦家庭

的起落沉浮袁也見證了古老中國在過去百年間的歷史和命運遥
野合肥四姐妹冶最後一位張充和去世
抗戰勝利後袁張家孩子齊聚上海大團圓袁前排從左依次爲張充和尧張允
和尧張元和尧張兆和遥後排從左依次爲張寧和尧張宇和尧張寅和尧張宗和尧
張定和尧張寰和遥
當充和還是七八歲的孩子時袁她的姐姐們就知道這個妹妹和她們

不同遥她們承認小妹妹的學問根基更紮實袁也更有自信袁就連充和寫的
詩歌也更新穎且富于原創性遥
充和童年時遠離自己的兄弟姐妹袁幾乎總是獨處袁只有在特殊時

期才有幾個同伴袁這些情形必然會影響到她的工作方式尧思維方式和
她寧靜的氣質遥
三歲前袁她就學會了背唐詩袁然後又讀了幾種啓蒙書袁爲繼續攻讀

野四書冶打下基礎遥七八歲時袁充和開始學作對子袁然後就學習寫詩遥充
和每天要學習相當長時間袁她也很少有分心的事遥所有這些讓她養成
了學者的習氣袁也讓她有時間自在幻想遥
考北大前一年的九月袁充和就到了北平袁參加姐姐兆和的婚禮袁之

後她決定留在北平袁家人和朋友都勸她參加第二年夏天的大學入學考
試袁她自己也覺得不妨一試遥
充和並沒有花太多時間來準備入學考試遥考試內容包括四個領

域要要要國文袁歷史袁數學和英語袁其中的前兩門袁從她六歲開始袁合肥的
家庭老師們就已經爲她打好了基礎遥她在父親的學校中學了一年英
語袁然後在上海中學里又學了一年袁她覺得這門語言並不難掌握遥她就
是搞不掂數學遥十六歲以前袁她從來沒接觸過數學袁突然之間袁她就要
面對證明題和代數方程式遥她看不出學數學意義何在袁也不明白該從
何入手遥
那一年袁有數千名學生從全國各地來到北平袁爭奪全國最好的五

所學校那幾百個録取名額遥考試的當天袁家人爲充和準備了圓規和曲
尺遥野我沒用袁冶她説袁野因爲我簡直連題目都看不懂遥冶她的數學考了個
無可爭議的零分袁但她的國文卻得了個滿分袁結果考試委員會破格録
取了她遥除了充和之外袁北大中文系當年只録取了一個女生遥
清華大學就在北大旁邊袁有位專業昆曲老師每周一次在那里開設

非正式的昆曲課袁充和與在清華讀書的弟弟宗和定期去上課遥
抗戰期間袁充和與兆和一家住在西南的小鎮呈貢袁小鎮上住着好

幾位文藝界的杰出人物袁但是來訪客人更喜歡在充和尧兆和的住處逗
留遥充和會吹笛子袁所以彈琵琶尧彈古箏的人都喜歡上她那兒去遥詩人
和書法家們也喜歡聚在充和的房間里袁他們喜歡這里的氛圍袁也喜歡
充和的筆尧墨和硯台遥充和説袁即使手頭再緊袁有些東西她還是很講究院
野我不愛金銀珠寶袁可是筆尧硯都得是最好的遥冶
充和在敎科書編選委員會的工作時間不太長袁一年後袁敎育部就

取消了這個項目遥充和並沒有太失望袁當然袁她需要工作袁因爲和姐姐
們不同袁她是單身袁必須自食其力袁但她決不願意倉皇求職或是匆匆嫁
人遥
很多人在這時拜倒在充和的石榴裙下遥其中一個是卞之琳袁他一

生都愛戀着充和袁這件事盡人皆知遥他寫了很多信給充和袁即使他已經
知道充和不會選擇他袁甚至在充和嫁了人之後袁他仍然堅持寫那些信遥
他還收集充和的詩歌尧小説袁並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袁拿到香港出版遥
充和的追求者中袁還有一個不修邊幅的方先生袁是硏究甲骨文和

金文的專家遥方先生也給充和寫信袁不過用的全是甲骨文袁學問大如充
和者也沒法明白院野他一寫就是好幾張信紙袁我相信一定寫得很有文
采袁可是我看不懂遥冶

1940年間袁重慶政府又給了她一份工作袁這次是爲敎育部新建立
的禮樂館服務袁幫助政府重新訂正禮樂遥充和的職責是從五世紀的叶樂
志曳中挑選出適合公共大典使用的樂章來袁請作曲家配曲遥這份工作很
對充和的胃口袁她過去就很難忍受各種典禮袁現在可以對它們加以改
良了遥
充和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袁編選出二十四篇適合的樂章袁用最好的

書法精心謄寫了兩份遥敎育部批準了充和編選的篇目後袁充和與同事
們立即舉辦活動袁徵求當代作曲家來爲這篇章譜曲遥這一部分的工作
又花了兩年時間才完成遥

在沈尹默與充和相識相交的過程中袁他寫了很多詩給充和袁充和

也將自己的許多詩給他看袁聽取他對這些詩作該如何修訂的建議遥
一開始袁沈尹默客氣地稱呼充和野充和女史冶袁後來又改口稱她野充

和女弟冶遥在他的影響下袁充和將小時候養成的習慣擴而大之院早上早
起袁臨帖練字至少三個小時袁如果有時間還要練更長時間遥直到八十八
歲袁她依然保持這一習慣遥她運筆寫字的手臂和少女的一樣強壯遥

合肥四姐妹之一的張充和袁晩年將自己的詩詞印成裝幀精美的書
冊袁名爲叶桃花魚曳遥
充和在重慶期間袁寫出了她最好的詩詞作品遥其中有兩首是以桃

花魚爲題材的遥在充和心目中袁桃花魚有多重意義院它是野凌空冶的隱
喩袁由於它出現在桃花盛開的時候袁所以它也隱喩着春天曰此外袁桃花
魚也暗喩着戰爭期間袁許多犧牲在重慶沙洲上的跳傘者遥
充和喜歡的其他藝術形式也和野懸冶有關遥書法家寫字時手腕要輕

懸在書桌上方袁掌虛指實袁運筆自如院可以快而不急袁也可以慢而不滯遥
掌握了運筆的緩急輕重袁捕捉到野鸞舞冶之姿和野龍騰冶之態以後袁書法
家方可以到達野懸冶的境界要要要野心忘于筆袁手忘于書冶遥

但是戰爭讓她憂心忡忡院她目睹了外甥女的死亡袁看到了朋友尧手
足的苦難遥美學要轉換成現實並非易事袁有時袁一點小事也會讓她心情
不寧遥有一次袁章士釗贈她一首詩袁將她比作東漢末年的才女蔡文姬遥
詩中有兩句讓她很不開心院野文姬流落于誰事袁十八胡笳只自憐遥冶前輩
學者的詩中有惋惜她流落他鄉的意思袁卻冒犯了充和的感情遥她説袁文
姬是被擄掠到北方袁不得不在異鄉過着異族的生活袁她自己卻是因爲
戰爭才離開家鄉袁而且即使在最壞的情况下袁她也能自食其力袁儘自己
的所能生活遥她的憂傷源于認識到自己離開了過去那個熟悉的世界袁
而且再也回不去了遥

1947年袁充和在北京大學敎授書法和昆曲袁當時她借住在姐姐兆
和樸素的家中遥那年九月袁通過姐夫她與傅漢思相識袁次年結婚遥
傅漢思出身于德國的猶太人知識分子家庭袁戰時成爲流亡者遥一

九三五年他的家庭離開德國袁當時他十八歲遥到中國來袁是爲着尋求一
番奇遇袁來挑戰一種更難的語言遥到中國後幾個月袁他就認識了沈從
文袁那時他的中文應該已經説得比較流利了袁因爲沈從文不會説英語
或任何歐洲語言袁充和的英語水平也有限遥

1949年 1月袁充和在上海登上戈頓將軍號客輪前往美國袁隨身攜
帶的只有幾件換洗衣物袁一方朋友贈送的古硯和幾枝她最喜歡的毛
筆袁一盒歷史悠久的古墨要要要大約有五百年歷史了遥其他的東西袁書
籍尧宣紙尧她收藏的明清卷軸都用郵寄寄到美國遥除了明清卷軸袁其他
東西都安然抵達遥
充和就靠着這點東西袁開始了新的生活遥
從中國回到美國後袁漢思就攻讀中國文學袁後來應聘耶魯大學袁敎

授中國詩詞遥充和在耶魯大學美術學院敎授中國書法多年遥她從來沒
有放棄爲自己營造一個世界的想法遥在規劃中袁這個世界的規模比她
以前所想象的合肥莊園要小很多袁就是她在北港住宅後面的一片小園
地遥
充和很少離開她的小園子袁但是仍舊以她最擅長的方式過着野遊

歷冶的生活院用她手中的毛筆袁出入于虛無縹緲之境遥

“合肥四姐妹”最後一位張充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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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院士袍的學友連同其他獲頒授人
士齊齊進場，台上先由電影電視學

院院長舒琪先誦讀對學友的讚辭，其中提
及學友在1993年的國語唱片《吻別》打
破多個亞洲地區唱片最高銷量，逾400萬
的銷量紀錄至今無人能破，又表揚學友對
演藝界的貢獻與成就。同時獲得“榮譽院
士”的尚有年前曾執導紀錄片《爭氣》，
並由劉德華公司發行的楊紫燁，其他還有
韓生、蔣維國及王媛媛；而曹誠淵和梁智
仁則獲頒“榮譽博士”。

盼有朝一日成博士
原本神情拘謹的學友，當日率先接受

頒贈榮譽院士，在戴過帽子後，他難掩喜
悅之情，即時展露出燦爛笑容。其後接受
訪問時，問到他在台上是否很緊張，學友
解釋：“因是第一個出場，程序上要好準
確，我要記住所行的位，其實程序也不
難。”說到太太和女兒沒到來，學友笑
說：“等我攞博士先，講笑而已，也不知
是否有機會，如果有到時再力邀她們，今
次只是通知了她們，並沒邀請，也想低調
一些，（如何慶祝？）會在家吃飯，沒有
特別慶祝 ，（家人有何恭賀說話？）女
兒都不太知道是甚麼，太太已恭賀我。”

日後在電影上會否增產？學友笑着反
問：“不知有否幫助？其實有部戲在拍攝
中，稍後開另一部新戲，希望明年開演唱

會，但日期未定 。”問到今次得獎跟以
前得歌曲獎有何不同？學友謂：“今次純
粹(獲)頒獎不用表演，也不是太緊張，只
是坐着，但都是好好的經驗，（穿上院士
袍的感覺？）都叫着過，沒想過會着到，
自己讀書又『渣』，讀書叻的人好快便着
到，以我年紀應該攞博士，當然現在都很
開心。”

預《金曲獎》無望
現刻的學友，是否最期待見到女兒穿

畢業袍？學友坦言：“當然啦，她着時我
一定在場，雖然我着時她不在場，（到時
感動落淚？）感動是發自內心，太早講感
覺很怪，視乎到時的情況，我都好期待，
相信會很快，只是幾年後的事。”

學友有份角逐本周六在台灣舉行的
《金曲獎》男歌手獎，但之前有評審指他
是候選人中最低分，問到學友會否出席？
他說：“視乎劇組通告，檔期許可便出
席。”雖然他被陳奕迅（Eason）睇好得
獎，但他卻打定輸數：“去
得到都預了去坐，因評審團
都是同一班人，不會突然轉
變看法，（預無獎？）應該
無，但都想過去看看，因為
可以見到一班熟朋友，像庾
澄 慶 、 張 惠 妹 及 Eason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李慶全）鮑起靜與梁天
24日出席港台電視節目
《銀齡帥靚正》啟播禮與
長者分享健康資訊，而杜
德智並即場教長者做運
動，其中梁天分享心得時
笑言一向忘記了個“老”
字，永遠記着自己很後
生，鮑姐笑問他有否70
歲，他即掀起帽子露出一
頭白髮笑說：“我1932年
出世，大家計一下啦！”鮑姐指自己現年六十多歲，也有
保持健康體魄及儲備了足夠養老金計劃好退休的生活。提
到早前有護老院疏忽照顧老人的問題，她贊成愈曝光愈
好，讓社會關注到這厭惡性工作確實是經驗、培訓及人手
均不足，未來可以有更好的服務投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黃心穎與傅嘉莉(Kelly) 24日
到將軍澳電視城錄影無綫節目
《甜心先生》，二人齊齊學整甜
品，心穎更第一次學整蘋果撻。
問到可有親手整甜品送男友？她
笑謂讀書時反而收過男生親手整
的甜品，是對方上家政堂時整
的，因為只得一個製成品，但都
送給她，感覺好sweet。問到最後
可有接受對方？她甜笑說：“之後有同對方拍拖。”

Kelly當日學整朱古力，她自言平日喜歡下廚，之前在
父親節就親自下廚煮中餐給爸爸品嚐。問到可有收過男生
親手做的甜品？她即時尷尬臉紅說：“小學五、六年班，
整過朱古力送畀人，(送畀初戀男友？) 係籃球隊隊員，當
時係仰慕多過拍拖，係puppy love。”問她現時可有整甜
品送給男友？她笑說：“唔會，想有人送畀我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張學友24日到香港演藝學院出席

“榮譽博士暨榮譽院士頒授典

禮”，並首度獲頒發榮譽院士，但

未見太太羅美薇和兩個囡囡到場支

持。學友揚言他日拿到“博士”榮

譽時才力邀家人現身，不然便貫徹

低調作風。他又坦言期待見證女兒

穿畢業袍的一刻。

獲頒榮譽院士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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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16位入圍《2015香港小姐競選》
的佳麗24日到電視城首次舉行聚會，熱門佳麗包括“十優狀元”麥
明詩（Louisa）、東驥基金管理董事總經理龐寶林女兒龐卓欣
（Ada）、眼科醫生朱嘉莉（Sunshine）等順利入圍。大會統籌經理
余詠珊透露16位入圍佳麗只是初步入圍名單，到7月2日正式見傳媒
前有可能再作篩選，現在約10天期間一班佳麗要作瘋狂式訓練，視
表現決定最後入圍人數。

當日16位入圍佳麗以自選裝扮示人，同屬大熱的“十優狀元”
Louisa與Ada不約而同穿露肩喱士裙示人，今年入圍佳麗學歷不俗，
計有郭嘉文（Karmen）於城大就讀工商管理、眼科醫生朱嘉莉、新
聞系碩士學生羅丹虹（Ann）及在美國畢業、現正從事幹細胞研究工
作的劉聖雪（Dana）等。

兩位大熱人選Louisa與Ada曾是中學同學，Ada坦言事前不知對
方來選美，二人也沒相約一起參選。Louisa就表示與Ada是朋友，有
指她未能在網上論壇登記戶口與網友交流，24日Louisa直認稱開不到
賬戶。至於有傳她獲吳若希的富貴密友“十哥”在後台支持，Louisa
就坦言不認識對方。

羅嘉宜否認整容
被傳整容的羅嘉宜（Tianna）令人

意外地入圍，她解釋鼻子筆直是因為化
妝打了鼻影所致。當日大部分佳麗打扮
端莊到來，反而鄭敬思（Britney）打扮
隨意穿牛仔褲，笑問她是否收工後趕來
聚會，她只笑而不答。

大會統籌經理余詠珊表
示7月2日候選佳麗正式見傳
媒前，16位佳麗要進行瘋狂
式訓練，其間會視佳麗表現
作淘汰，她說：“可以全部
入圍，或者 10位、8位不
等。（不擔心佳麗抵受不到
壓力退選？）雖然訓練
是瘋狂，但我們不是虐
待，會着重佳麗，要
減肥的去減、護膚
的要護膚，希望做
到每位都有機會
贏，不會有陪跑分
子。”外景集訓方面，
最後入圍佳麗會於7月7
日至13日到日本東京受
訓，屆時也看情況才決
定會否再作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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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獲頒院士名銜的曾獲頒院士名銜的
劉兆銘到場觀禮劉兆銘到場觀禮。。

■鮑起靜與梁天跟長者分享健
康資訊。

■■張學友在香港演藝學張學友在香港演藝學
院獲頒發榮譽院士院獲頒發榮譽院士。。

■■學友在台上起初神情拘謹學友在台上起初神情拘謹。。

■■學友第一個出場接受榮譽學友第一個出場接受榮譽。。

■■黃心穎黃心穎((左左))與傅嘉莉與傅嘉莉
2424日學整甜品日學整甜品。。

■■龐卓欣穿上紅色龐卓欣穿上紅色
露肩喱士裙示人露肩喱士裙示人。。

■■麥明詩稱不認識吳若希麥明詩稱不認識吳若希
的富貴密友的富貴密友““十哥十哥”。”。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梁靜
儀）鍾鎮濤(B哥
哥) 、 鄭 俊 弘
(Fred ) 及組合
C AllStar 24 日
晚為《勁歌金
曲》錄影，擔任
主持的阿Fred對
於有份唱今屆港
姐主題曲，他表
示會與許廷鏗
(Alfred ) 及胡鴻
鈞合唱，詳情仍

未知道，只知道稍後會與一班佳麗去日本。屆
時會在當地錄音三日，而歌曲會由韓國天團少
女時代的監製負責，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問到
到時會否與Alfred同房？阿Fred笑言不介意。
對於Alfred近日被指與關心妍有易服僻的男助
手於大圍同居，阿Fred表示不知道，相信他們
是朋友才會一齊出入。

至於可有留意今屆候選港姐？他坦言無留
意，因之前兩個星期都不在港。說到以往有不
少男藝人也是在港姐中揀老婆，不過阿Fred就
斬釘截鐵指對港姐無興趣，表示現時專注工
作。有傳阿Fred自加盟星夢娛樂後，因得寵而
令到Alfred受冷落致欲離巢？阿Fred指Alfred
一直都是一哥，是大師兄，而胡鴻鈞是二師
兄，自己是三師兄。

B哥哥與合唱的C AllStar齊以白色衫亮
相，問到B哥哥可會考慮再出碟？他帶笑表示
現時出碟無人買，而他一向都有錄歌，之前結
婚就錄了幾首歌，但沒有變成商品，因不想有
壓力，之前與女兒鍾懿合唱，也是想記錄女兒
的聲音。問到鍾懿是否想入行？B哥哥卻指女
兒搞搞震，目前應以學業為重，而且今年八月
才十二歲，入行太早了。問到將來可會反對女
兒入行？他說：“她的志願成日變，以前想做
太空人，現在轉兩個圈都暈，現在佢想做歌星
同演員，但佢只係睇到好的一面，睇唔到人哋
辛苦，至於將來就等佢自己揀。”

鄭俊弘對港姐佳麗
無興趣

■■鄭俊弘有份唱今屆港鄭俊弘有份唱今屆港
姐主題曲姐主題曲。。 梁靜儀梁靜儀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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