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5日試營業 7月31日正式營業

歡迎前來品嘗 品鑒

地址：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TX 77036
(原江南人家)

電話：713-270-1666

LULU餐廳（原江南人家）

77月下旬盛大開業月下旬盛大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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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價格專業服務至尊享受

高薪聘請企臺﹐經驗炒鍋﹐抓碼﹒

CC88

CCC111

休城社區
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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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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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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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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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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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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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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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高雅+++++++++++++++++++++++++++++++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乾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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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5年7月15日 Wednesday, July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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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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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

3528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99大華同一廣場）

832-999-4921

夏令營招生 (可選擇半天或全天課)

˙暑期 II : 7月6曰至7月31曰
˙暑期III : 8月3日至8月21日

˙(高 , 中, 小學) 數學, 英文閱讀, 自然科學 -輔導並做考前準備
˙赴國家級數學競賽MATHCOUNTS, AMC8/10, AIME的參賽準備

(詳情請至www.starlearning.com)

推薦獎金: 凡推薦您的朋友來
報名, 雙方皆可獲得$50 明星學院明星學院,,幫助您的孩子贏在起跑點上幫助您的孩子贏在起跑點上..

夏令營地址: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

宮紀宏宮紀宏
Jennifer GongJennifer Gong
832832--270270--24002400

www.Chineseloanofficer.com
Chineseloanofficer@gmail.com

群
智
貸
款

最低利率最低利率
準時高效準時高效

專精各種購房貸款，大額貸款，不查收入貸款等。

貸款經紀貸款經紀 NMLS#NMLS# 12330721233072

2015年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夏季教師研習會

中山學術研究會2015系列活動登場
（本報訊）為紀念中華民國抗日勝利七十

周年，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舉辦了一系列
的活動。

首先七月七日第一場的 「華美空軍歷史文
回顧展」，己在休士頓大學順利完成。目前尚
有幾項活動在此向大家預告，請大家擁躍參加
。
• 成立洪秀柱後援會: 支持洪秀柱為2016總統
1. 她有勇氣，在本黨氣氛最低靡的時候挺身
出來，維護本黨尊嚴。
2. 她有理想，提出清新明暢的政見。
3. 她有立場，堅定地面對在野黨及社會的種
種挑戰。
4. 她要人格，不隨波逐流。

5. 她要找回台灣理性的力量。
6. 她要國家，而沒有個人。
7. 她不接受外界對國民黨的抹黑。

時間: 七月十九日， 下午一點三十分
地 點 ： Hilton Garden Conversation center

Banquet room 2FL garland ball room 6855 W
Sam Houston Parkway South Houston, Texas
77072 (Hilton Garden Inn 前方二層樓建築)
• 「華美空軍歷史文物回顧展」:飛虎隊的故
事，
• 杜立德轟炸東京灣的故事，
• 遠征軍的故事。
• 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文物展,帶你入歷史.

時間: 七月廿五日， 下午二點

地點: 僑教中心大禮堂
• 「抗日勝利七十周年歷史回顧座談會」:宋
仲虎：蔣宋美齡之姪子

題目：宋子文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貢獻
傅 中 ：大鵬基金會董事長，傅克軍將軍之子

題目：飛虎隊與美軍第14航空軍
李元平：華報發行人

題目：我親身接觸飛虎隊的兩位空戰英雄
——王克復和 Tex Hill

時間: 七月廿六日，下午一點三十分
地點：僑教中心大禮堂

• 「紀念抗日勝利七十周年音樂會」:
演唱廿首抗日的紀念歌——

音樂會是緊奏而精彩，動聽而又有視覺享受，

既做到史實闡述又不會讓觀眾感到枯燥，是包
含有多元化的表演，其中包括：
獨唱（馬筱華、黃奕明）、舞台劇（駱健明、
王箴等九人）、
樂噐演奏（亞悅三重奏）、合唱團（40人）、
音響視訊、演員串場。合唱團團員自三月廿八
開始，每週六上午在僑教中心排練。

時間: 九月五日，下午二點
地點：僑教中心大禮堂

台大校友會健康講座
（本報訊）休士頓台大校友會、休士頓

北一女校友會、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休士
頓建中校友會將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在休士頓華僑文
教中心閱覽室聯合舉辦 「健康講座」。第一
位主講人胡鄰的演講題目為 「如何藉由呼吸
運動來增進生活品質」；探討經由加強五臟
六腑﹝心、肝、脾、肺、腎﹞功能的呼吸運
動，以增加身體的能量，並減少心理的焦慮
，從而提升身心的健康。第二位主講人凌徵
暘的演講題目是 「長期照護規劃」；針對一
般人對長期照護的迷思、為什麼要有長期照
護計畫、以及如何針對個人規劃長期照護財
務計畫三個面向來探討。本活動完全免費，
希望對於以上兩個主題有興趣的休士頓僑界
朋友能夠踴躍參加。

（本報訊）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 2015
年的夏季教師研習會將在8月7日到9日在休
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行。 此次研習會的
主講人是由兩位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派出的
巡迴講師--江惜美和胡龍華兩位教授擔任。
江教授和胡教授都是華語文教學界的領袖人
物.

江惜美教授是銘傳大學華語教學系教授
兼系主任。 專長項目有華語文教學, 漢字教學
, 作文教學。
江教授計畫分享的主題有: 課堂管理, 如何進
行漢字教學, 如何進行繪本教學, 華語教材的
編寫, 從閱讀到寫作, 教案習寫與教具製作。

胡龍華教授是美國布朗大學東亞系中文
部負責人, 美國新英格蘭中文教師協會副會長

暨執行長。 所教授的課程曾被美國大學理事
會(College Board) 評選為全美最佳十門中文課
程之一。
胡教授預備分享的題目有: 如何避免學生洋腔
洋調, 語法教學, 怎麼讓學生學會使用新詞彙,
真實語料在教學上的使用, 樂在溝通: 如何提
高學生用中文進行討論的興趣, 如何進行口語
教學。

請老師們及對中文教學有興趣的人士儘
早報名參加。 此次研習會的費用為 會員學校
每位$35, 非會員學校每位$45。 報名請聯絡
張台生 中華文化中心 chineseschool@ccchous-
ton.org
電話 713-271-6100 分機號碼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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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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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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 Wednesday, July 15, 2015 星期三 2015年7月15日 Wednesday, July 15, 2015

綜合報導 韓國歌手哈哈(河

東勳)出道多年，同時身兼綜藝

節目《Running Man》、《無限

挑戰》主持人。近期，卻被曝

有不法人士在網絡上冒充他，

給網友寄送猥亵照片甚至騙財

，引發熱議。13日，他在社交

網站發出聲明，稱那些帳號絕

對不是他本人，並寫下替壞人

道歉的字句。

據報道，近期有人在網絡上

冒充哈哈，以他的名義，通過通

訊軟件向網友索取錢財，甚至發

送要求發生“性關系”的信息，

已有多名網友向哈哈的經紀公司

表明受害。

對此，哈哈13日在社交網

站發出聲明，表明那些帳號絕

對不是他本人，“善良地活著

吧，我代替那些壞人向受害者

道歉”。此外，哈哈方面也表

示將對此事采取法律手段，如

果再發生類似事情，絕對會用

更強硬的態度面對，希望不要

再有人受害。

韓星哈哈遭人冒名行騙
回應：替壞人向受害者道歉

《碟中諜5》驚險特輯曝光

阿湯哥徒手扒飛機

愛妻曬與劉謙甜蜜婚紗照

手戴鑽戒十分搶眼

綜合報導 今日，由克裏斯托夫· 邁

考利執導，湯姆· 克魯斯、傑瑞米· 雷納

等主演的動作電影《碟中諜5：神秘國

度》曝光了一組拍攝花絮。視頻中，已

年過50的湯姆· 克魯斯堅持不用替身，

親自上陣連拍八遍影片中最驚險的徒手

扒飛機場面，並自曝差點被“嚇尿”。

在此前發布的多款預告片中，“摩

托車追擊戲”和“無氧潛水戲”都極爲

搶眼，但最驚險、最讓人期待的一幕，

無疑是阿湯哥“高空徒手扒飛機”，刺

激程度可謂心驚肉跳。如果你以爲這些

逼真、挑戰人類極限的動作效果是來自

特效和替身演員，那麽你可能需要給阿

湯哥手動點個贊了，因爲這些驚險場面

全部由剛剛過完53歲生日的阿湯哥親自

上陣實拍完成。據了解，爲了這場扒飛

機的重頭戲，當時劇組准備了包括綠幕

拍攝和替身演員等拍攝方案，但都被阿

湯哥本人拒絕，他覺得只有自己親自上

陣，進行實景拍攝才能讓整個動作場面

更加真實和震撼。

劇情中，阿湯哥扒在空中巴士

A400M軍用運輸機的機艙外執行任務。

而拍攝時，運輸機以時速400公裏飛行

，阿湯哥必須整個人貼在艙門前，只有

艙門邊的支架可抓。他不靠替身親自上

陣，就這樣在高空飛了約20分鍾。從視

頻花絮中，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湯哥身

上唯一的安全措施就是一根安全帶。

阿湯哥的這一“玩兒命演出”讓

整個劇組都跟著捏了把汗。該片特技

指導韋德· 伊斯特伍德表示，就算發生

意外，阿湯哥也沒法進入飛機，只能

等飛機降落。萬一出現事故，後果不

堪設想。韋德說：“在正常情況下，

我們絕不會把一位身價上億的明星挂

在飛機外面飛的，但是湯姆卻堅持要

親自上陣。”這一搏命表演，阿湯哥

一拍就拍了八次，期間經曆了各種危

險。回憶起這場令人心跳加速的戲份

，連拍慣動作戲的阿湯哥也表示，拍

攝前一晚自己完全失眠了。到真正拍

攝時，一直感到有非常強的風力拉扯

自己，“那感覺簡直要嚇尿了！”

綜合報導 今年5月，39歲魔術師

劉謙與交往2年多的女友王希怡結婚

。12 日，女方在社交網站曬出二人

婚紗照，手戴鑽戒與男方牽手，盡

顯甜蜜。

照片中，一張是王希怡摟著劉謙的

脖子，一起看著鏡頭的黑白照；另外一

張是男方在馬路上背對她，面帶微笑的

甜蜜合照，此外，王希怡手上的鑽戒也

十分搶眼。

據悉，28歲的王希怡是中國宮廷

料理“厲家菜”第三代傳人。畢業于澳

洲墨爾本大學的她，先前擔任平面模特

，拍過多部廣告，後在朋友的聚會上與

劉謙相識，發展成爲戀人。現在，王希

怡已懷孕5個多月。

湖人勝湖人勝7676人探花封蓋榜眼人探花封蓋榜眼
亞裔新星搶眼亞裔新星搶眼

拉斯維加斯夏季聯賽繼續進行拉斯維加斯夏季聯賽繼續進行，，湖人戰勝湖人戰勝7676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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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
漢 德甲勁旅沃爾夫斯堡與格但斯克萊吉亞進行了壹場友誼賽德甲勁旅沃爾夫斯堡與格但斯克萊吉亞進行了壹場友誼賽。。狼堡與對手狼堡與對手11--11戰成平局戰成平局。。

值得壹提的是值得壹提的是，，中國球員張稀哲在比賽的下半場替補出戰中國球員張稀哲在比賽的下半場替補出戰，，雖然在比賽中非常賣力雖然在比賽中非常賣力，，但是與但是與
隊友的配合略顯生疏隊友的配合略顯生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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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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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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5年7月15日 Wednesday, July 15, 2015

雅斤辦公機器公司

電話電話::713713--826826--68896889
9720 Town Park Dr., Suite #2
Houston, TX 77036

華人經營,原廠培訓技師,服務品質保證

特別介紹
大中小型

打印，復印，掃描
三合一(雷射)

專精Copiers, Printers, Sc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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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修:

廉售:

特價
清蒸游水鱒魚
$10.95

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

地址地址：：98889888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158158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中國城黃金廣場內））七天營業：早10點至晚12點

西塔冷面
手抓餅
粘豆包

韭菜餡餅
手擀麵

純手工製作麵食純手工製作麵食本店招牌菜本店招牌菜

鍋包肉

溜肉段

尖椒幹豆腐

飄香東坡肉

Lucky Pot Restaurant
電話電話：（：（713713））995995－－99829982

啤酒活魚
東北酸菜燉骨頭

尖椒炒羊肚
風味羊雜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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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18日周六 上午 8:00 至中午 12:00
Scarborough High School 4141 Costa Rica Houston, TX 77092

HISD將面試如下職位：
˙校車司機 $15.70/小時 ˙校車機修工
˙機修工助手 ˙特需生服務員

新司機可獲得達$900出勤獎勵和$250錄用獎金!
免費CDL培訓、保證出車小時、靈活班次、高科技校車、有望獲得福利和退休金

請隨身攜帶兩份ID
如需更多信息，請查閱我們的網站：

www.DriveHISD.org or電話：(713)226-4531

校車工作招聘會
招聘單位: 休斯敦獨立教育局

所有申請人都要接受工作經驗、認證、推薦信、毒品測試和無犯罪記錄的核查。休斯頓獨立教育局規定，
在教育或雇用安排及活動中，不得有任何基於年齡、膚色、殘障或殘疾、祖籍、原住國、婚姻狀況、種族、
宗教、性別、性趣向、退伍軍人狀況或政治派別的歧視行為。

我們是提供平等機遇的雇主

周潤發視陳奕迅為“偶像” 湯唯戴眼鏡變白領
由杜琪峰導演，杜琪峰、張艾嘉

監制，周潤發、張艾嘉、陳奕迅、湯

唯、王紫逸、郎月婷等聯袂演出的

《華麗上班族》，將於今年9月 18日

3D獻映。

日前，片方發表首款“神級陣容”

特輯，除展現影片誕生的來龍去脈，更

首次曝光片中華麗場景，在看點和期待

值上，無疑印證發哥壹席話：“等了20

多年，才等到這個機會。”

張艾嘉表示，當初杜琪峰看過

《華麗上班族》舞臺劇，就提議要

搬上銀幕，“但我幾乎當他沒說，因

為他經常講想拍這樣那樣的題材，而

且我雖然也想把它拍成電影，但從沒

想過給杜琪峰拍。”豈料剛寫完壹稿

劇本，就立刻被杜琪峰“纏上”，

對方除多次追問進展，當她完成終

稿，更發現杜sir已耐心地等了三年！

對於如此“執著”的誠意，張艾嘉

雖未問原因，但憑對杜 sir 的了解，

仍認為故事能吸引他，在於“既講上

班還講人性，除職場勾心鬥角，還有

現代環境下人們價值觀的轉變，我認

為他很懂這些。而且我覺得杜琪峰

什麽類型都能拍，所以很放心把故事

交給他。”

此外，張艾嘉更回憶第壹次與周

潤發談故事，竟被他“預言成真”。

“當時發哥說：‘這部戲（開拍）至

少是壹年後的事吧。’我還講‘開玩

笑，我們都已經開始準備了。’結果

真是壹年後。”但轉念壹想，實質並

不意外，“發哥也知道杜導連最小的

創意都要做到最好，何況這部戲題材

規模都很大，所以他花了很多時間找

場地、看布景、盯服裝和想道具，甚

至物品擺放的位置都先考慮好，加上

對角色要求非常高，找的演員都要最

符合人物形象氣質，等都確定下來，

就真用了壹年。但為了讓觀眾感受真

正的華麗與震撼，都是值得的。”

事實上，能讓發哥、張艾嘉、陳奕

迅和湯唯直呼“眼前壹亮”、“每天都

在期待”、“像做夢壹樣”、“很有吸

引力”等，更因影片將“神級陣容”與

“視聽震撼”融為壹體。特輯中，壹

層寫字樓面積竟堪比足球場，加上大

氣的辦公環境與壯觀的上班群體，已

充滿華麗氣場，而諸如地鐵、酒吧、

商場、咖啡室、健身房、宴會廳等，

更是色彩紛呈、如夢如幻。對此，發

哥就形容為“不可思議”：“場景風

格既‘現實’又‘不現實’，卻很好

地結合服裝燈光和故事內容，我覺得

只有杜琪峰和張叔平才能想到這樣的

創意。”張艾嘉也稱，片中場景讓

杜琪峰也變成“小孩子”，現場拍戲

總親掌攝影機，“就跟小孩子玩耍壹

樣，享受整個過程。”

同時，羅大佑、陳輝陽與林夕的

音樂組合，也為“神級陣容”錦上添

花，與三人都曾合作的陳奕迅就稱，

影片音樂“能夠觸動到我的心裏”。

此外，eason還透露壹個關於音樂的秘

密：初與發哥見面，對方第壹句話就

是“我很喜歡聽妳唱歌，妳是我的偶

像。”讓他當場“啊”了壹聲，可見

受寵若驚；而發哥聽過eason為影片唱

的歌曲，更大贊“音樂也棒，唱得也

棒，詞也寫得非常好”。湯

唯則表示，能與三人合作很

幸運，“沒有幾個演員能跟

這樣壹班‘音樂高手’壹起

學習的。”值得壹提的是，

身為“音樂導演”的羅大佑，

此番除現身特輯，更稱影片

是“很革命性的壹部電影”，

讓觀眾更加期待。

據悉，由海潤影業及安樂

電影出品，宇佑傳媒、樂視影

業、太陽娛樂、寰亞電影、銀

河映像、電影頻道節目中心、

愛奇藝影業及華夏電影聯合出

品的《華麗上班族》，將於今

年9月18日3D獻映。

《捉妖記》曝最萌預告
胡巴認井柏然當奶媽

由“怪物史瑞克之父”許誠毅導演，

白百何、井柏然領銜主演，將於7月16日

公映的 3D IMAX 奇幻爆笑巨制《捉妖

記》驚喜曝光壹支寰宇最萌預告。預告片

中“天朝第壹萌物”胡巴的眾多片段集中

呈現，小妖王不僅嬉笑跳鬧令白百何與井

柏然頭疼，更是為難湯唯、“慘整”姚

晨，不死小金剛萌態盡出樂翻人間。與此

同時，由天天與森碟特別客串的兩只小妖

片段也首次曝光。

自從北京電影節紅毯上因為行動緩慢

獲評“史上最慢紅毯藝人”，又因腿短無

法勝任幾十級臺階以來，胡巴已經萌翻全

場中成為了眾人關註的焦點。在此次曝光

的預告中，這個引起世間大亂的小妖王，

在原本就奇幻而緊張的捉妖旅程中，增添

了不少淘氣且萌翻世間的橋段。它不僅煎

炸煮蒸都不變形，惹得豪氣大廚姚晨伐開

心，更在被沈迷麻將的“妖販”湯唯囚禁

時，被迫不斷拍打麻將以討歡心，壹副萌

像令人忍俊不禁。

作為脫胎於《山海經》的六足小妖，

導演許誠毅帶著十二年打造怪物的經驗再

次出發，悉心創造了胡巴。故事中，它是

人妖兩界爭相追逐的對象，是井柏然親自

生出的兒子，也是令身為捉妖天師的白百

何不斷糾結的情感來源，而霸道的“捉妖

總裁”鐘漢良為他而奮起直追，曾誌偉、

吳君如更是為了保護它不顧安危，眾明星

心甘情願為此萌物陪襯，此番情感可見壹

斑。胡巴之外，另外兩只萌妖天天與森碟

的片段也首次曝光，兩只小妖穿著人皮與

胡巴的對話堪稱今夏最萌片段。

《捉妖記》講述的是菜鳥捉妖天師白

百何偶遇良家婦男井柏然並且共度壹夜

後，生下了胡巴，並且面對人妖兩界的圍

攻，走上壹段艱難的捉妖之路的故事。伴

隨著這支寰宇最萌預告，白百何與井柏然

兩人在影片中撲朔迷離的感情線也逐漸清

晰。白百何主動邀睡的“第壹夜”，此後

捉妖路上井柏然懷孕、白百何接生的眾多

笑料，以及此次預告片中，壹片打鬥裏白

百何首次承認井柏然“是我的相公”，都

讓穿插捉妖路上的糾結情感跌宕起伏，而

這個奇特的奇特的人妖家庭也因為胡巴的

降 生 充 滿 無 數 溫 馨 。 這 個 只 會 說

“WubaWuba”的胡巴，也將這個簡單的

音節重復詞變成了壹段最強開心物語。

繼上海電影節開啟的超前點映後，

《捉妖記》壹路獲贊無數。從“幹凈純

粹，技術壹流，老少鹹宜”的普遍定義，

到“故事有淚有笑，人物有萌有逗，歌曲

有痛有熱”的細節推敲，再至“極具中國

奇幻色彩的商業大片”的產業定論，無不

滿溢著驚喜與感動。而這部由亞洲第壹制

片人江誌強押上全部身家力主影片，不僅

是“商業性、藝術性、娛樂性三者完美結

合”的誠意之作，更開啟了東方奇幻的全

新格局。而本周日即將開啟全國千場點

映，是壹次全民捉妖的狂歡印證。

電影《捉妖記》由藍色星空影業有限

公司、北京數字印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深圳市騰訊視頻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合壹

影業有限公司、北京聯瑞影業有限公司、

浙江星河文化經紀有限公司、浙江三樂影

業有限公司、浙江影視（集團）有限公

司、安樂影片有限公司、安樂（北京）電

影發行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白百何、井柏

然領銜主演，姜武、金燕玲主演，集合了

人氣巨星鐘漢良、曾誌偉、吳君如、湯

唯、姚晨、閆妮、保劍鋒、王櫟鑫、郭曉

冬、李菁菁、田雨橙（森蝶）、張悅軒

（天天）特別出演，影片是安樂影業首次

以IMAX格式呈現的奇幻巨制，並將於7

月16日暑期檔全國公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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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韓延執導，白百何、吳彥祖主演，根據漫畫家熊頓

同名暢銷漫畫書及其真實經歷改編的電影《滾蛋吧！腫瘤

君》，即將於8月13日全國公映。繼日前曝光首款制作特

輯後，今日片方再發“熊頓探班”制作特輯第二彈，繼續

以漫畫形象的熊頓為第壹視角，為大家揭開發生在影片拍

攝現場的壹些趣事。

這款特輯壹開始，熊頓便幻想自己“工筆瓊瑤風美少

女”的造型，應該出現在女主角白百何的身上。但來到片

場後，拍攝的卻是宮廷古裝戲，瞬間被穿越的熊頓又恰好

目睹了“嬤嬤”被斬殺的鏡頭。驚魂未定的熊頓而後隨劇

組轉場，卻再次看到開掛後的白百何在醫院虐殺僵屍的戲

份，就在熊頓快要絕望的時候，終於遇到吳彥祖飾演的

“長腿歐巴”與白百何拍攝壹場“吻戲”，目睹男神帥氣

的歐巴造型後，熊頓受驚嚇的心靈總算是得到些許安慰。

結合這款特輯和之前發布的物料來看，電影《滾蛋吧！

腫瘤君》裏面似乎涵蓋了從宮鬥戲、僵屍戲到狗血韓劇等

各種類型片的橋段。再結合影片劇情就不難猜出，這些看

似與影片主題不符的橋段，其實是由白百何飾演的女主角

熊頓所幻想出來的異想世界，而這些真實與虛幻的橋段，

不過在熊頓眨眼的壹瞬之間。由此可以推斷，電影《滾蛋

吧！腫瘤君》並不是壹部惡搞某些經典電影的無厘頭喜劇，而

應該是壹部會為大家帶來歡笑與感動的溫情喜劇。

據悉，電影《滾蛋吧！腫瘤君》即將於8月13日在全

國公映。影片由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果實電影、萬誘

引力電影有限公司、電廣傳媒影業（北京）有限公司、安

樂（北京）電影發行有限公司、壹心娛樂、再旦影視、祥

禾盛世、北京好家夥國際影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新線索

電影共同出品，由五洲電影發行有限公司發行。

湯唯頭疼 姚晨發瘋 鐘漢良兩眼放光
女神男神皆為胡巴狂！

制作媲美好萊塢口碑空前爆棚
白百何井柏然領銜開啟溫馨人妖家庭

張艾嘉自曝被杜琪峰“纏上”
周潤發新片“預言成真”

周潤發視陳奕迅為偶像
杜琪峰現場變“小孩子”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5年7月15日（星期三）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港將締五項香港紀錄

田徑（男子跳遠）： 陳銘泰
游泳（男子200米自由泳）： 張健達
游泳（男子200米蛙泳）： 郭家輝
游泳（女子50米及200米背泳）：歐鎧淳

第28屆世

界大學生運動會

（大運會）所有

賽事已圓滿結束，

並於14日晚在韓國

光州市閉幕。民政事

務局局長曾德成讚揚

香港運動員於大運會

中成功參賽，與世界各

地的大學生運動員交流

切磋，表現出色。他並感

謝代表團團長、教練、工

作人員及運動員家人的參

與及支持。

曾德成說：“香港運動員追求

卓越，展示拚搏精神，為青年人樹

立良好的榜樣，值得我們引以為

傲。”香港代表隊在大運會由歐鎧淳

在女子50米背泳取得一面銀牌，她還

與另外三名運動員突破了五項香港大專

體育協會的紀錄。

“對本屆大運會中國大學生代表團的整體表現，
我們感到非常滿意，”楊立國說。在特意提

到萬米光腳摘銅，半馬帶傷奪金的女子田徑隊隊員張
瑩瑩時，他還表示：“這種精神就是我們提倡的拚搏
精神”。

對於那些沒拿獎牌的運動隊，楊立國同樣感
謝他們勇於拚搏，敢於面對強手。
他說：“這些隊伍拚到底，不退
縮，不害怕。他們在精神、交
流方面可能收穫更多，這也
是我們參賽的目的。”

此外，楊立國
也盛讚中國

大學生運動員們在場外的表現：“學生運動員在
賽場上和其他國家運動員交流無障礙，參訪光州
湖南大學時，我們的運動員侃侃而談，敢於表現自
己，語言能力、交流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本屆大運會中國依然派出北理工、北航等高校為
班底的隊伍征戰三大球，雖然並未奪牌，但楊立國表
示，下一屆一定還會堅持百分百大學生參賽的組團
原則。

期待校園體育輸血國家隊
楊立國繼續總結道：“強項依然很強，比如乒

乓球，羽毛球。同時在一些沒想到的項目也拿到了
很好的成績，比如柔道、田徑等，這反映出我們堅
持十幾年全國大學生單項錦標賽制度建設的成
果。現在在國內基本形成了四級聯賽制度，小
學、初中、高中、大學，這個制度起到非常重
要的作用，”從2000年武漢科技大學本科畢業
的苗立傑，到如今北師大出品的鋒線核心邵
婷，女籃的發展代表着楊立國心中的理想軌跡。
“像女籃、女足和射擊、排球，學生運動員進入
國家隊的人已經很多了。這是發達國家體育發展
的趨勢，也是我們正常發展的必經之路。”
本屆大運會，中國的名次雖然比上屆喀山大運

會下降一位，但是金牌總數比上屆多出8枚，以34
金22銀16銅佔據獎牌榜第三位，韓國以47金32銀
29銅高居榜首，俄羅斯以34金39銀49銅位居次
席。排在第四和第五位的是日本和美國。

2017大運會將在台北舉行，在
14日晚的閉幕禮上，台北市長柯文
哲自光州市長尹壯鉉手中接過世大
運會旗。 ■新華社

大運會獎牌榜大運會獎牌榜
排名排名 代表團代表團 金金 銀銀 銅銅 總數總數
11 韓國韓國 4747 3232 2929 108108
22 俄羅斯俄羅斯 3434 3939 4949 122122
33 中國中國 3434 2222 1616 7272
44 日本日本 2525 2525 3535 8585
55 美國美國 2020 1515 1919 5454

第 28 屆世

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大

運會）14日在韓國光州閉幕。以學生

軍為主要成員的中國代表團以34金、22銀和16

銅在獎牌榜上位列東道主韓國和俄羅斯之後，排名第三。代

表團執行團長楊立國直言“非常滿意”，他期待中國的校園體育能夠更

進一步，在未來為國家隊輸送血液。

■■歐鎧淳奪歐鎧淳奪5050米背泳米背泳
銀牌銀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楊浩然奪男子楊浩然奪男子5050米步槍米步槍
三姿比賽個人冠軍三姿比賽個人冠軍。。新華社新華社

■■張瑩瑩在萬米張瑩瑩在萬米
比賽被人踩掉跑比賽被人踩掉跑
鞋鞋，，赤腳跑完餘赤腳跑完餘
下賽程下賽程。。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男乒順利

中國男乒順利

打敗日本稱王
打敗日本稱王。。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中國女排14日與往年一樣獲
贊助商安排到旗下商舖進行賽前購
物“血拚”，令隊員難得地輕鬆一
番！她們“血拚”近兩小時，購買
了化妝品、藥品，以及 iPhone、
iPad等電子產品。全隊共花費逾10
萬港元。

世界女排大獎賽香港站明起一
連三晚在紅館舉行。 國家隊內不
少球員愛說廣東話，購物、訓練都
不時聽到。隊中最“帥氣”的張曉
雅，在接受記者訪問時特意用廣東
話回答問題，原來她喜歡TVB港
產劇《使徒行者》。
而教練郎平則透露，今次訪港

的隊員並不是明年征奧的主力，她

還事先張揚會招經驗豐富的球員入
隊。她強調，經驗和技巧將是國家
隊選拔征奧人選的必要條件，目前
只能為現役這批隊員打70分，她
們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14日上午，國家女排到又一城

“血拚”。朱婷狂掃平價面膜、護
手液及化妝品。到了電器店，
iPhone、iPad等新潮電子產品是她
們的最愛。不過，“可愛教主”惠
若琪和曾春蕾則各自購了一台攪拌
機送給家人和媽媽；“郎導”郎平
就細心挑選，不時用手機拍下產品
和遠方的家人溝通；另外，店內贈
品“海綿寶寶”、“醜比頭”也是
她們心頭好。女排一行人總共花費
十多萬港元，和去年相若！

中國女排“血拚”兩小時
花十萬元花十萬元

■■郎平郎平（（紅衣紅衣））率軍南征北戰率軍南征北戰，，
但對數碼新玩意兒應是一名新但對數碼新玩意兒應是一名新
軍軍。。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什麼東西吸引了什麼東西吸引了““雙張雙張””張常寧張常寧
（（左一左一）、）、張曉雅張曉雅（（左二左二））的目的目
光光？？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NBA溜馬球星保羅佐治14
日現身北京主持體育品牌
NIKE舉行的活動，作為導師
的他，與眾小將們分享了自己
對於籃球的執着。
原本球迷們正期盼上個賽

季保羅佐治會帶來精彩表現，
他卻在去年夏天的美國國家隊
練習賽中，一個飛身防守令右
腿遭受嚴重骨折；當時預計將
至少休息9到12個月，但他在
7個月後就提前復出，在主場
滿座 的 18,
165 名觀眾
起立鼓掌之
下，這位溜
馬球星回到
球場，體現
他對籃球的
執着與跨越
困 境 的 勇
氣。

“當我
復出後踏出
的每一步都

猶如往事重現，就像是記得那
件事怎麼發生，但也隨着跨出
每一步，都在克服它。”保羅
佐治說。

渡過之前艱困的時刻，現
在當保羅佐治彎下腰繫緊鞋帶
時，都會看到右腳上的那塊傷
疤，提醒自己不能被這些挫折
打倒；而他今夏正努力訓練，
希望完成教練的要求，由小前
鋒和得分後衛改造成大前鋒。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保
羅
佐
治

保
羅
佐
治
京
城
言
傳
身
教

京
城
言
傳
身
教

無
畏
困
境

無
畏
困
境 ■■保羅佐治與球迷擊掌保羅佐治與球迷擊掌，，互相鼓勵互相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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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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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翔放生小女友 隨時不合則去
怕碰釘子不主動聯絡 女友早熟相處沒代溝
58 歲的金鐘男配角喜翔，和 22

歲小女友Jessy日前公開戀情，已交往
5個月，疑因女方家長反對及輿論壓
力，差 36 歲 「爺孫戀」似轉淡。當
初Jessy在社群網站Instagram貼親密照
，日前關閉並清除照片，喜翔不知情
，坦言忙拍連續劇《700歲旅程》，
和Jessy半個月沒見，偶爾用LINE問
候， 「我做好隨時分手準備，合則來
，不合則去。」

喜翔沒結過婚，不過有個 24 歲
的兒子在美國念醫校，去年他拍Jessy
當導演的畢業作《神的孩子》，兩人
因此認識，她多次在Instagram曬恩愛
照喊他 「老公」，他也叫她 「寶貝」
，他昨說因當初擔心惹來是非，要她
不要 Po 照，念了她一頓，她有些不
開心，他也順她的意， 「爺孫戀」受
關注，他說： 「社會觀感是我該想的

，不是她。」
他向來不強求感情， 「新聞出來

後她一定有壓力，感情可能就沒有了
吧，我不願意碰釘子，所以從不聯絡
她，感情有就有，沒有
就沒有。」Jessy上月從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系畢
業，家人在屏東，最近
正適應台北生活，跟著
學姊擔任幕後工作，喜
翔認為大環境不佳，勸
會小提琴、鋼琴的Jessy
轉行， 「我怕她賺的錢
不夠付房租，但她很拚
很上進。」

他說兩人相處沒代
溝，約會常看電影喝咖
啡，誇她聰明體貼，獨
立早熟，知道他忙，不

會打擾，也很照顧他，幫他買牙膏放
在樓下管理員處，也教他用洗衣機，
兩人沒同居，也沒討論 「未來」。

萬茜熱戀張孝全 「天天開心」
張孝全因拍攝國片《青田街一號》和大

陸女星萬茜熱戀，張11日在法國拍新片《婚
前合約》無法出席活動。萬茜一聽到 「張孝
全」三個字笑意藏不住， 「謝謝大家關心」
，監製李烈一旁護航： 「官方說法，大家都
是好朋友。」萬茜今回上海拍戲，表示兩人

分隔兩地靠電話聯絡，坦言感情生活 「天天
都很開心」，婚期 「順心而為」。

張孝全和萬茜在片中都有打戲，張被導
演李中操得很慘，手一度抬不起來。萬茜說
，一開始覺得他很悶， 「且拍攝時，他狂冒
汗，像水龍頭一樣。」認識久了發現他會自

嗨。２人有場跨坐戲，她讚
美他 「身材很好」，該場戲

拍了一整晚，被旁人笑說 「看都看飽了
」。她還讚美男友是認真的演員，將真
誠的一面表現出來。
萬茜首次在片中挑戰武打，表示 「莫名

得爽」，不過因拍該片導致膝蓋破皮，大腿
多處瘀青。她憑《軍中樂園》演出入圍今年
台北電影獎，有信心角逐女主角？她說當然
希望主演的兩部片都得獎。演出《青田街》
的高盟傑吃味地說，他也演了２部戲，為何
大家不提？現場一陣爆笑。該片８月20日上
映。

大 S 假日帶女兒、老公汪小
菲逛華山藝文特區，公園草地上
猶如女超人般單手抱小玥兒毫不
費力，她說： 「已經很習慣了，
左右手都沒問題。」本想陪小玥
兒在草皮上嬉戲，沒想到颱風過
後氣溫回升，走兩圈因悶熱回車
上往百貨公司方向奔去，汪小菲
則跟她穿一樣的黑上衣、藍牛仔
褲情侶裝愛相隨。

大 S 說平時就會跟老公看電
影，最近一部是 「侏羅紀世界」

，只要有空，夫妻就會帶小玥兒
出來走走。產後復出時曾被媒體
嫌胖，鼓起她全力瘦身的鬥志，
昨天被拍到，她關心的仍是身材
問題： 「照片上看起來一點也不
胖吧，我已經完全瘦回原來的樣
子了，沒有一個朋友認為我胖，
如果看起來豐腴，一定是風把衣
服吹得鼓鼓的。」她1天只吃1餐
，華山結束後直奔百貨公司，就
是全家相聚去吃她這天唯一一餐
，吃完後不再碰任何食物。

大 S 近來才出了一本專講汪
小菲、小玥兒的書 「老娘駕到」
，預購時知道和小茉莉的寫真集
同時出版，一度擔心會賣輸展露
身材的養眼書，她昨天笑說：
「結果賣得超好，目前已要 3 刷

了，我請工作人員去書局架上看
，還缺貨。」據悉，她新書1、2
刷賣破1萬4千本，近日內將3刷
，維持住她暢銷書女王的地位。
她笑說，最近另兩個姐妹范范、
奶茶也都剛好出書， 「希望她們

能賣得一樣好。」
大 S 目前重心全在女兒身上

，為了照顧小玥兒，她不接戲，
只拍廣告，最近才剛剛完成大陸
母嬰用品的清潔液廣告拍攝，幾
天後赴大陸出席活動，日前她接
受本報專訪時，身材已恢復過去
模樣，但手臂上明顯有肌肉線條
，原因是長期抱小玥兒，抱出的
「媽媽手」，身上充滿了慈愛光

芒。

老公愛相隨 大S單手扛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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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中學文
憑試於15日放榜，楊千嬅以“超級榮譽太
陽使者”身份出席14日晚舉行“太陽計劃
2015中學文憑試放榜打氣大會”，立法會
主席曾鈺成、陳柏宇、陳凱彤都有現身，
千嬅在台上分享當年放榜心情和經驗，勉
勵一班放榜學生。

千嬅憶述當年也是剛好夠分數讀護士
學校，現時她把會考證書擺放在媽咪家，
搞笑的千嬅反問將來囝囝讀書，校方需否
看父母的會考證書，大家便笑說除非囝囝
讀她的學校，千嬅即說：“啋！我是讀女
校的，一定不會。”

求學時期的千嬅，最差勁是數學科，
所以當年她先向爹哋備案，這一科不會有
好成績，千嬅笑言：“世事難測，沒料偏
偏入了最需要計數的娛樂圈，幸而以前有
媽咪幫手，現在就有老公幫忙。”

揚言不是怪獸家長的千嬅，會讓囝囝選取喜歡的科目，
千嬅也深切體會現在小朋友讀書真的很煩，父母也得面試，
又要爭學位，慨嘆父母不易做，她認為仔女要孝順父母，最
重要是先保護好自己的身體。

千嬅和老公丁子高下周又再投入拍攝內地節目《極速前
進2》，千嬅不諱言受到老公影響，也擁有一份求勝心，同時
拍攝時大家都忍不住會辯論吵架，從中可令感情加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梁
烈唯（唯唯）及林盛斌（Bob）14日為
網上消費平台活動擔任司儀，唯唯表
示最貴一次在網上消費高達萬多港
元，所以老婆不喜歡他在網上購物，
而有了這個網上消費平台便可以偷偷
購物。問到財政是否交由太太保管？
唯唯說：“婚前已將收入全交太太保
管，以前賺多少便花多少，有了太太
管數後便好好多了。”他又自爆太太
每月只會給他五千元作零用錢，但可
以簽卡，限額亦只是數千元。他笑
說：“最近想買棍波車畀自己，雖然
知道老婆會反對，但答應了她不買衫
和鞋，儲錢換新車。”
阿Bob指女兒經常拿他的手提電

話亂撳，所以要小心做好密碼保護，
他笑說：“如果買了幾隻勞力士回來
怎算？”做司儀經驗豐富的他又大讚
拍檔唯唯表現不錯，可以考慮二人合
作開棟篤笑。

身形纖瘦的千語很注重健康生活，如在香港的
話，她每周會抽兩天去健身，務求擁有健康身

體，她表示：“自覺身體潺弱，很多時出外工作都
容易水土不服，腸胃不適，所以必須用飲食和做運
動調節，現在也有找營養師幫忙，（男友林峯陪你
一起運動？）沒有，但他更有需要，因為男仔要有
更好身形，（他fit嗎？）唔知，不願置評，最重要
是自己感覺良好，（喜歡肌肉型男生？）喜歡健康
的大隻，不喜歡像選美大賽爆肌般誇張。”
千語15日前赴韓國出席電影節，至於跟韓國男

神李敏鎬合作的電影《賞金獵人》將於下月底開
拍，問到是否在港、韓兩地取景？千語表示：“仲
睇緊，因韓國疫情問題，不過我明（15）日都去韓
國，問過當地朋友，他們說情況沒之前嚴重，其實
劇本原定有寫韓國，我都希望去到拍，因之前來來
去去都是在上海和香港拍攝，（男友林峯擔心
嗎？）他有叫我帶口罩。”千語有看過李敏鎬的演
出，她表示好多朋友都喜歡他，很多人都想李探
班，二人在片中有合作關係，大家會有對手戲，最

大問題是語言溝通，所以她已下載了韓文翻譯
app，可以即時翻譯，因當地工作人員英文不是很
好，她的韓文更加不好，必須要靠通訊系統！

“星二代”Hilary無壓力
Hilary和萬儀早前為護膚品牌分別以小紅帽和

《風中奇緣》的寶嘉康蒂公主造型拍攝宣傳照，拍
攝時他們的母親都不在場，萬儀說：“媽咪覺得造
型好靚。”Hilary謂：“媽咪覺得OK，她更給我
看參考資料，乃是王菲臉上同樣劃上紅色的相，之
後看回自己的相都不錯。”

作為“星二代”的Hilary不覺得有壓力，何況
這是自己選擇，不過她即將到美國波士頓升讀大
學，會選讀室內設計，問到是否跟外籍男友同一間
學校？她直言：“同一間學校，但不同學院，相隔
有點遠，（特登選讀和男友同校？）不是，兩年前
已經有留意這間學校，三月有去看過。”Hilary強
調在美國不會跟男友同居，“因年紀尚細，（怕媽
咪不喜歡？）自己想同朋友一齊住，不然跟男友嗌

交和分手時會很麻煩和分手時會很麻煩，，我現時的室友是在美國住我現時的室友是在美國住，，
也是我在社交網站搜尋回來也是我在社交網站搜尋回來，（，（跟陌生人住不會擔跟陌生人住不會擔
心嗎心嗎？）？）自己揀同學校揀無分別自己揀同學校揀無分別。”。”HilaryHilary透露同透露同
男友拍拖一年多男友拍拖一年多，，問到感情是否穩定問到感情是否穩定？？她笑笑說她笑笑說：：
““不知道不知道，，媽咪已見過男友媽咪已見過男友，（，（經常三個人去旅經常三個人去旅
行行？）？）不是不是。”。”

黃愷傑揸飛機說服父母黃愷傑揸飛機說服父母
黃愷傑透露近日忙於拍攝以駕駛飛機為題材的黃愷傑透露近日忙於拍攝以駕駛飛機為題材的

內地真人騷內地真人騷《《壯志凌雲壯志凌雲》，》，其他選手尚有夏雨其他選手尚有夏雨、、張張
雨綺等雨綺等，，他們會一起接受飛航訓練他們會一起接受飛航訓練，，最後奪冠便獲最後奪冠便獲
機師執照機師執照。。問其母可有擔心問其母可有擔心？？他說他說：“：“問過七個選問過七個選
手都說屋企人會擔心手都說屋企人會擔心，，但揸飛機是我兒時夢想但揸飛機是我兒時夢想，，所所
以我已說服父母以我已說服父母，，他們叫我放膽去做他們叫我放膽去做，，拍攝時會做拍攝時會做
足安全措施足安全措施。”。”
說到張雨綺剛宣佈離婚一事說到張雨綺剛宣佈離婚一事，，黃愷傑表示黃愷傑表示：：

““她未宣佈離婚時她未宣佈離婚時，，我們有見過我們有見過，，其後得知離婚消其後得知離婚消
息息，，也有傳短訊問候她也有傳短訊問候她，，叫她堅強過來叫她堅強過來，，對方叫我對方叫我
不用擔心不用擔心，，下次拍攝時再見下次拍攝時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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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童
星楊鎧凝（Celine）14日到西九龍中心
出席相集《童萌時光》發佈會，在台
上又不停擺甫士，賣弄可愛。只得六歲
多的Celine，相集主打賣萌，但卻有露底

相，其母被問到此事時，即黑面表示也是剛
剛才看到，又指覺得相片健康：“個女都拍
過內衣褲廣告。”至於Celine則表示不會與

同學分享相集。
早前與胡杏兒男友Phil傳出過緋聞的組合HunterZ成員

Crz首度推出寫真，獲其他兩位隊員陳蕊蕊及鄧詠雪撐場。
問到Crz可有送寫真給Phil？她卻稱二人並非很熟絡，而報
道出街後已沒有聯絡，故沒有送予對方。被問到自己與杏兒
的身材哪個較好？Crz指杏兒很高，可以的話也想用身材換
對方的高度。

“雞扒妹”送禮遇冷場
台灣“雞扒妹”鄭家純今年首度加入書展寫真戰，14日

她谷胸上陣出席《Bubble & friends 寫真祭》，吸引不少龍
友拍攝。雞扒妹在台上印有其泳裝照的海報上獻吻及印唇
印，又謂答中問題就可以得到禮物，可是最終沒有人舉手，
她只好尷尬地打圓場說：“現場的朋友比較喜歡拍照，雙手
都沒空。”事後她受訪時指在台灣已有預購，24小時內已賣
出1000本，也有香港粉絲在網上訂購。”問到可知年屆50
歲的羅霖亦同樣推出寫真？她說：“不同年齡都有不同的
美，（有甚麼招
數贏？）人不是
每天都爭着贏，
最緊要對得起自
己、出版商和喜
歡我的人。”將
會到書展宣傳的
她，透露會以寫
真內的造型到
場，更稱不怕遭
人“鹹豬手”。

怕跟李敏鎬雞同鴨講

怕跟李敏鎬雞同鴨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吳千語和幾位星二代上山詩鈉囡囡Hilary、翁靜晶囡囡劉萬儀（Jeanne），趙雅芝囝囝黃

愷傑、張建聲14日出席護膚品牌活動，千語、Hilary和萬儀即場炮製健康美食，而兩位男士就進行單車競賽籌款。下月將與韓

國男星李敏鎬合作新片的千語，擔心合作時語言不通，於是她已下載了韓文翻譯app，可以即時翻譯。

唯唯每月獲發五千零用錢

香港文匯報訊 周國賢、洪卓立、王梓
軒、Super Girls等14日出席《香港流行音
樂頒獎禮2015》記者會，近日風塵僕僕的
周國賢待活動結束後，便會坐凌晨機飛往
大阪為新歌《我們都不是無辜的》拍攝
MV，還會到當地的鳥取沙丘取景。
周國賢會為這次MV親自執導，由於

歌曲內容是講夫妻關係，他早前親自選了
兩對夫婦和小朋友拍攝，他有感而發說：
“過去兩年學懂不少，覺得以前的自己太
自私，現在懂得從別人角度出發。”早前
一度有傳周國賢和太太感情亮紅燈，他表
示跟太太和三個囡囡關係很好，問他這首
歌是送給太太嗎？他說：“曲線的話都算是，（為何不找太太拍攝MV？）
不是太好，她太靚了，我不想找太靚的人拍攝，哈哈。”

Crz@HunterZ
沒送寫真贈杏兒男友

周國賢否認婚姻亮紅燈

■■楊千嬅以楊千嬅以
過來人身份過來人身份
為一班放榜為一班放榜
學生打氣學生打氣。。

■周國賢和丁悅合照。

■Bob大讚拍檔唯唯(右)做司儀的表現
不錯。

■■““雞扒妹雞扒妹””
在其海報上印在其海報上印
上唇印上唇印。。

■Crz(右)獲其他兩位隊員陳蕊蕊(中)及鄧
詠雪撐場。

■■身形纖瘦的千語身形纖瘦的千語
現每周會抽兩天去現每周會抽兩天去
健身健身。。

■李敏鎬下月將
出演電影《賞金
獵人》。

資料圖片

■■Hilary(Hilary(左左))和萬儀和萬儀
((中中))等即場炮製健康等即場炮製健康
美食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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