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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年學院2015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
8月13日(THUR)上午10時
9720 TOWN PARK DR. #104,HOUS-
TON,TX.77036

[Daniel Ho與泰武兒童古謠傳唱]
8月14日(FRI)下午8時30分
米勒戶外劇院

成大校友會財務計劃及長期護理重要性講
座
8月15日(SAT)下午2：00時
僑教中心203室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台灣美食展示範教學
8月15日(SAT)下午2時30分至下午3時
記者招待會
8月15日(SAT)下午3時至下午5時30分

CAMPBELL LEARNING CENTER
1440 CAMPBELL RD. HOUSTON,
TX.77055

美南新聞國際華裔女企業家及專家協會主
辦
七夕節化妝晚會
8月15日(SAT)下午6時
國際貿易中心
11110 BELLAIRE BLVD,HOUSTON,
TX77072

花許梨美舞蹈學院2015舞展
8月15日(SAT)下午7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
[中美杯]全球青少年藝術大賽頒獎晚會
8月15日(SAT)下午7時
休大卡倫堂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美食示範教學
8月16日(SUN)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
時
糖城家樂超市(原糖城匯康)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記者會
8月16日(SUN)下午2時
文化中心光鹽社辦公室

中華公所50週年晚宴
8月16日(SUN)下午6時
雅苑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美食晚宴
8月16日(SUN)下午7時至下午9時30分
UH HILTON
4800 CALHOUN RD,HOUSTON,

TX.77004
美食晚宴
8月17日(MON)下午6時30分至下午9時
30分
UH HILTON
4800 CALHOUN RD, HOUSTON,
TX.77004

飛碟學會演講會
8月15日（SAT）上午10:00-12:00
王朝二樓（華美銀行社區活動中心）

空軍大鵬慶八一四聚餐
8月16日（SUN）上午11:30
中 美酒樓（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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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veston Shriners Hospitals燒傷兒童醫院簡介
暨訪問燒燙傷整形重建外科資深專家醫師黃宗哲

(本報記者黃麗珊) 美南新聞及美南國際電
視製作小組黃麗珊, 朱幼楨, 謝慕舜, 劉孟誠, 顧
問潘劉慰慈, 蔡淑娟於 8 月 4 日專訪 Galveston
Shriners Hospitals燒傷兒童醫院並製作專輯供該
醫院團隊攜帶訪台供給八仙塵爆病患參考.
Galveston 島上燒傷兒童醫院 Shriners Hospitals
for Children公關Dustin T. Johnson帶領參觀該醫
院並詳細說明, 該院有來自中美洲, 南美洲, 墨西
哥, 中國, 蘇俄等燒傷兒童. Shriners Hospitals慈善
醫院全美共有二十多間, Shriners Hospitals燒傷兒
童醫院有四間,Galveston島上燒傷兒童醫院是全
美成立的第一間.

美國燒燙傷整形重建外科資深專家醫師黃
宗哲並帶領包括Shriners Hospitals院長Dr. David
Herndon, 護理行政部主任 Mary Jaco, 復健部主
任 Michael Serghiou, 心 理 醫 師 Christopher
Thomas一行五人,於8月12日至8月18日應邀返
台.

Galveston Shriners Hospitals燒傷兒童醫院病
房由專家設計,Chief ICU 註冊護士 Gene Mc-
Gowen 介紹該病房保溫設備. Galveston Shriners
Hospitals燒傷兒童醫院為了避免感染, 由兩位專
職註冊護士Wanda Beck和Mary Bemardy為病患
每 天 洗 澡. Stephen Williamson,CTBS Galveston
Shriners Hospitals燒傷兒童醫院皮膚銀行總督說
明該庫皮膚取得都是由善心人士捐贈. Galveston
Shriners Hospitals燒傷兒童醫院有保存屍皮及胎
盤的設備. Galveston Shriners Hospitals 燒傷兒童
醫院以3D打印製作合身面具.

Galveston Shriners Hospitals燒傷兒童醫院燒
燙傷整形重建外科資深專家醫師黃宗哲在手術
前接受訪問, 他強調該院的治療都是免費, 一般
接受傷者從5歲到18歲以下, 但對八仙塵爆的病
患可以到23歲,燒燙傷的兒童、青年面對燒燙後

護理救治與皮膚傷疤重建和身體、心理復健等
問題是該院專長. 黃宗哲醫師談到, 很多小孩受
傷的時候, 疤的問題, 百分之70到80燒傷的小孩
, 以後疤的問題, 他們需要做重建的手術. 我在這
醫院每天差不多開5台到6台刀, 百分之百全部
是燒傷的問題. 我們有 3 個開刀房, 我每天差不
多開5台刀, 每個星期我會開15台到18台刀. 我
是做重建的, 皮膚移植是手術重建基礎的一部份
. 我用的方法大部份皮瓣, 植皮是很少, 作法跟別
的整形醫生不一樣. 因為我們最大問題, 還是疤
的問題, 所以需要用一個方法, 把那個疤的問題
減少. 病人自己的皮. 而屍皮是人工皮不是那麼
好用. 重建的觀點說起來, 最好用病人自己的皮
膚跟他們自己的組織, 我每台開刀差不多2個鐘
頭.

醫師黃宗哲提到, 台灣八仙塵爆炸的時候,
他們在一個游泳池的下面, 呼吸都是熱的空氣,
他們呼吸系統燒傷了, 我們知道問題在那, 可是
沒有很好的治療方法, 可能有, 還在研究中, 可以
用幹細胞或者是器官的移植, 很多可能性, 真正
在臨床可不可以用, 這個另外問題, 我們還不知
道. 我想10年,20年

以後對燒傷治療方法會變了很多, 還要靠很
多研究, 還有靠很多看顧別人你可以用這種方法
治療的問題, 現在沒有辦法克服, 所以, 除了癌症
以外, 燒傷還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醫療, 一定要
解決.1960時百分之40燙傷可治百分之80, 我想
很多醫院可幫忙. 因為 Shriners Hospitals 與很多
燒傷醫院不同, 我們有很多病人從墨西哥來的,
他們社會問題, 還有心理上的, 在一般美國醫院
看不到, 他們病人不夠, 燒傷病人不是很大問題.
可是如果百分之60,70病人從墨西哥或國外來的
時候, 不管你從那裏來, 他們的問題一定要替他
們解決. 他們心理上的問題在什麼, 還有他們的

家族跟自己個人, 還有社會上問題在什
麼,還有復健. 當然你看病人在台灣,1960
你也知道他們很大問題. 近30年台灣沒
有燒傷病人, 同樣在日本也看不到那麼
多燒傷病人, 香港也看不到, 在星加坡看
不到, 除了地方像大陸 , 墨西哥, 你會看
到很多這種病人. 所以我的想法是我們
需要對那種心理上、社會上的問題 , 需
要一個準備才好. 這次我們去台灣, 不是
要教醫療人員怎麼治療燒傷, 重建, 他們
都知道, 因為差不多每年我跟 Herndon
到台灣參加他們年會. 所以我們說他們
不知道只有一個沒有聽過, 復健心理他
們沒有聽過. 我想在台灣他們一定要有
開始很好的一個討論準備看顧這群250
或更多 500 個小孩, 對醫療人員很好機
會, 組織一個組織, 討論治療方法, 很好方法看顧
這群年輕人, 因為時間可能要花20年,30年, 所以
現在我們要開始準備. 所以你可以說台灣醫療機
構對燒傷這個疾病有很好的準備, 可是有點不夠
, 我想是準備一個方法看顧這群病人不是很大的
問題, 需要一個組織, 那就可以.8月12日我們有
組織一個團會參加台灣燒傷協會的年會, 還有參
加檢討會, 看他們有什麼意見或者是看法, 想法.
對問題, 我剛剛才提出來的, 我想這種討論, 這種
機會對雙方都有一個很好的幫忙, 一個很好的學
習機會. 我個人對這行程或舉動很歡迎的. 第二.
有沒準備把病人帶到美國來, 如果需要的話, 可
能性答案是Yes,

Shriners Hospitals是兒童燒傷專門的一個醫
院, 本來是病人超過18歲他們不接受, 可是這次
他們設一個例外,23 歲他們會接受, 如果需要送
我們Galveston或其他, 可能不需要, 台灣的治療
對我說是一模一樣. Shriners Hospitals 對接受你,

醫療費用全部免費, 不管你受幾次. 如果受傷年
紀5歲,15年不管你開幾次刀, 多住幾次住院, 費
用全部是免費. Shriners Hospitals他們的原則, 作
法, 全世界沒有第二個組織會做這種事情. 問題
是病人的選擇, 病人可以到美國來, 這個全部靠
醫生對醫生的討論, 然後從他們的意見決定說.
這個小孩或病人受到最好治療在美國. 因為問題
是不止距離, 我們有語言, 還有習慣.吃住跟他們
有點不習慣, 強迫病人帶到美國, 給他們另外一
種壓力, 所以這個需要靠醫生間很多的討論才可
以決定. 跟佛羅裡達大大老闆聯絡這次例外到23
歲. 台灣最年青只有一個13歲,18歲以下差不多
10個人, 大部病人21歲到23歲, 需要的話, 我們
可以帶到美國來. 把他們帶到美國來問題是很少
, 回到台灣以後, 他們是不是追蹤, 有人幫助他們
, 我想很多年輕人都有問題, 因為受傷以後, 他們
的問題剛剛開始, 這不是一年、二年的問題, 可
能十年, 二十年, 為了這群病人, 我想我們需要作
一個準備.

Galveston Shriners HospitalsGalveston Shriners Hospitals 燒傷兒童醫院燒燙傷燒傷兒童醫院燒燙傷
整形重建外科資深專家醫師黃宗哲在手術前接受整形重建外科資深專家醫師黃宗哲在手術前接受
訪問訪問((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中國籃球明星巴特爾正式退役！

本報記者
翁大嘴攝

美國美國NBANBA著名球星阿拉朱旺也不遠著名球星阿拉朱旺也不遠
萬裡前來為萬裡前來為““大巴大巴””助興助興。。

北京時間北京時間88月月1111日日，，中國著名籃球明星巴特爾的退役儀式在北京五棵中國著名籃球明星巴特爾的退役儀式在北京五棵
松籃球館隆重舉辦松籃球館隆重舉辦。。

巴特爾場上英姿依存巴特爾場上英姿依存。。

中國籃球傳奇人物之一的蒙古族球星巴特爾於北京中國籃球傳奇人物之一的蒙古族球星巴特爾於北京
時間時間88月月1111日正式宣布結束奮戰了日正式宣布結束奮戰了3030年的職業籃球年的職業籃球
生涯生涯。。

在當天的退役儀式上還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籃球比賽在當天的退役儀式上還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籃球比賽。。

巴特爾為隊友拭去眼淚巴特爾為隊友拭去眼淚。。

與曾在與曾在CBACBA和美國和美國NBANBA一起好隊友好伙伴王治郅熱情擁抱一起好隊友好伙伴王治郅熱情擁抱。。

巴特爾在退役儀式現場與家人溫馨相擁巴特爾在退役儀式現場與家人溫馨相擁。。

生意人家庭未雨綢繆風險保障研討餐會生意人家庭未雨綢繆風險保障研討餐會
資深經紀江麗君主講資深經紀江麗君主講，，88月月1919日晚舉行日晚舉行

（休士頓/秦鴻鈞）一項由資深保險經紀江麗君
主持的 「生意人家庭未雨綢繆風險保障研討餐會」將
於8月19日（下週三）晚間六時半，在 「珍寶海鮮樓
」（11215 Bellaire Blvd #D Houston TX 77072）舉行
。由專家講解生意人風險保障和迴避常識，為生意人
，企業老闆，自己開公司的業主前來預訂，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不接受臨時來客（No Walk In），訂座
電話：請電 832-372-7330 找 Maria Kong，餐會免費
。

在美國發生車禍是很平常的事情。有一位特殊技
術的工程師，四十歲出頭，每年賺三十萬美金，一家
四口生活幸福。兩個孩子，一個十三歲，另外一個十
五歲，都在私立學校讀書。有一天不幸的事情發生了
。爸爸因為嚴重的車禍，當天就走了。從此家庭失去
了生活支柱，全家人好像從天上掉到地下，經濟人發
生了很大的問題。平時因為房子是貸款買的，孩子們
讀私立學校，開的車是名牌，生活開銷很大，所以沒

有什麼儲蓄。這位工程師是自顧的顧問，工作很忙，
疏忽了保障家庭的措施，也不相信人壽保險的概念，
他說他身體很健康，才四十歲，到五六十才去考慮買
人壽保險的事情吧。

可是他萬萬沒想到有些意外是我們人類無法控制
的，等到事情發生了，要補救也來不及了。只有提早
預設應對措施，遇到突發情況，家人的生活和孩子們
的教育費用才可以得到保障，即使發生意外，人也不
會遺留後患。

買人壽保險就是未雨綢繆，是用來應急防止意外
的。以前我們以為買人壽保險有不同的作用，包括應
急，儲蓄，退休基金，長期護理規劃等等集一身，再
高一點層次，人壽保險也可以用作遺產稅規劃的工具
。

主題：生意人家庭未雨綢繆風險保障研討參會
時間：2015年8月19日（週三）晚6:30PM
地點：珍寶樓海鮮Ocean Palace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 #D Houston TX 77072
內容：專家講解生意人風險保障和迴避常識，為

生意人提供結識和經驗交流平台。
出席：歡迎生意人、企業老闆、自己開公司的業

主。座位須致電在8月16日之前預訂，名額有限，先
到先得，不接受臨時來客（No Walk In）。

電話：832-372-7330
聯繫：Maria Kong
費用：餐會免費
江麗君（Maria Kong）現在是保德信（PRU-

DENTIAL）的資深經紀，精通人壽保險、投資、年
金、退休計劃、長期護理保險及汽車保險的購買技巧
，她的專長在於幫助客人家庭財產、公司財產不受損
失，不管是大投資還是小幫忙，她都很樂意以她的專
業知識為您提供意見和建議，她的咨詢服務電話是
832-372-7330。

（休士頓/秦鴻鈞）將於本週五（八月十四
）日晚間，應亞洲協會之邀前來休士頓米勒戶
外劇場演出的 「泰武兒童古謠傳唱」代表團，
甫於昨天（十二日）凌晨才飛抵休市，昨天
（十二日）上午十一時，抵達休市首站——
「恆豐銀行」訪問並現場演唱。

「泰武兒童古謠傳唱」一行八人，由團長
查馬克領隊，他們除了在 「恆豐銀行」觀看
「恆豐銀行」的發展簡報影片，看了該行由當

初的一千五百萬資金，到今天的近十二億總資
產，及十五家分行的發展過程。排灣族人的查
馬克也介紹該團的背景，他們來自屏東的泰武
國小，他自91年在該校任教以來一直訓練小孩
唱歌，他還讓小朋友畢業後一直回來練唱，在
歌謠文化上用力甚深，讓孩子深深體會 「唱歌
」成為生活的一部分的感受。

陪同他們前來的還有 「風潮唱片」的製作
人吳金黛，她也擔任該團的音樂總監，她讚美

這八位小孩的歌聲 「直接且具有穿透
力！」另一位陪同來的加州 「Wind
Music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的執
行經理莊鳳伶（Patricia C.Greene）,在
美二十年，她的音樂曾六次入圍 「葛
萊美獎」，本次音樂會另一位主唱人
Daniel Ho會於十二日晚間抵達休市，
他創下連續六年得到六次葛萊美獎的
紀錄，莊鳳伶形容他們所唱的是 「真
正感人的聲音，不需語言，即可直接
穿透人心！」

團長查馬克說：他們原住在屏東
泰武山上， 「八八風災」，讓他們居
住的村落全毀，他們離開自己祖先的

地方（從山上搬到山下）
，只好透過歌聲表達他們
對原來文化的懷念。

「泰武兒童古謠傳唱
」代表團，昨天上午除了
受到 「恆豐銀行」董事長
吳文龍夫婦，總裁張永男
，董事錢武安等多人的熱
烈歡迎外，還在座談後參
觀 了 「中 國 城 」 的 地 標
——恆豐大樓，並在 「恆
豐銀行」樓下大廳演唱了
兩 首 泰 武 的 古 謠 ：
「QUNIYU」 「YUQAI

ODE TO MOTHERS」 ，
受到恆豐銀行樓上樓下員
工的重重包圍，聆聽著難
得聽見的泰武古謠。

這場由文化部 「臺灣文化光點計畫」與美
國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合作辦理的 「Daniel Ho與
泰武兒童古謠傳唱」將於8月14日晚間八時半
於米勒戶外劇場演出，歡迎大家前往欣賞一場
不同的夏日音樂饗宴!免費入場，頂棚區之指定

座位席(assigned seating of the covered seating area)
請上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官方網頁預訂，或於表
演當天上午10時至下午1時親至米勒戶外劇場
票房(Box Office)索取(16歲以上之觀眾，每人限
索4張)。表演開始前5分鐘，尚未領取之入場券
將開放給大眾。

「泰武兒童古謠傳唱」 代表團
昨首場訪恆豐銀行開唱

圖為圖為 「「泰武兒童古謠傳唱泰武兒童古謠傳唱」」 八位成員在八位成員在 「「匯豐銀行匯豐銀行」」 演唱演唱
後與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後與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左六左六），），總裁張永男總裁張永男（（左一左一
））等人合影等人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泰武兒童古謠傳唱泰武兒童古謠傳唱」」 代表團八位團員及團長查馬克代表團八位團員及團長查馬克（（後排右一後排右一
））昨在昨在 「「匯豐銀行匯豐銀行」」 受到董事長吳文龍夫婦受到董事長吳文龍夫婦（（後排右二後排右二，，右三右三））及董及董
事等人的歡迎事等人的歡迎。（。（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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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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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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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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袁在一次关于八零后话题的讨论中袁著名
作家阎连科语出惊人袁他表示袁野80后是相当懦弱的
一代人袁懦弱到今天面对现实的时候袁找不到 80后
的声音了冶遥

阎连科的评价迅速引发了网络中的争论袁也引
起了许多 80后的反对袁 有网友评价说袁野如果说 80
后懦弱袁原因也恰恰是因为上一代所造成的冶袁类似
的评价很多袁虽然对阎连科的评价不满袁但实际上
依旧变相认可了懦弱的评语遥 而另外一面袁也有众
多网友和批评者并不认同懦弱的评价袁野不同的时
代袁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袁社会在进步袁要求牺牲的悲
情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袁 当代人有当代人表达自
我尧实现自我的方式冶遥

文学中的 80后
80后这个词汇的诞生袁本身源于文学袁或者说袁

最初只是文学创作领域中的一种简单的划分遥 随后
逐渐蔓延到各个领域遥 因此袁讨论 80后袁可能依旧
需要从文学开始袁事实上袁阎连科的评价袁也是基于
文学而言遥

十多年前袁80后文学创作曾经成为社会最热的
话题遥 如今袁十多年过去袁当年各领风骚的 80后作
家们袁虽然并未完全退出人们的视野袁但他们的影
响力袁确实已经渐渐变淡了袁甚至许多 80后作家本
身袁也渐渐地远离文学遥 著名学者尧北京大学教授张
颐武说袁野从写作来看袁80后作者袁 在原有的文学结
构中袁确实已经少了袁影响力也不足够遥 像张悦然这
样的作家袁目前影响力也不那么大了袁这是实际存
在的现象冶遥

倒退十年袁正是 80后作家们崛起的时代袁张颐
武说袁野十多年前袁 本世纪最初的几年袁80后作家已
经开始有了影响袁 而且袁80后作家的写作和之前的
作家并不相同遥 他们是青春文学真正面向自己市场
的第一代写作者袁或者说是今天的青春文学类型的
起源遥 在他们之前袁虽然也有青春文学袁但并不是一
个单独的类型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在本世纪初袁青

春文学已经有了自己的气象袁80后的写作者们袁也
有了自己新的空间冶遥

而这些写作袁和阎连科他们袁以及比阎连科更
早的作家们袁都是不同的遥 张颐武说袁野阎连科是 80
年代开始成名的作家袁他们那一代作家袁早年接受
写实主义袁后来又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袁他们的写
作大多是两者结合的袁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遥 而 80后
则写作不一样袁他们有新的路袁和阎连科他们写作
在有些方面是格格不入的冶遥

当然袁80后本身的经历生活也和前一辈的作家
们袁完全不同袁张颐武说袁野80后作为改革开放后的
第一代袁又多是独生子女袁他们生活在物质产品丰
富的年代袁 没有经历过那种物质匮乏下的极限体
验袁所承受的苦难也和前辈无法相比遥 坏处是他们
抗压性尧与人相处的能力等都相对不足袁好处是他
们具有前人所不具备的教育水平尧国际视野尧阅读
经历等遥 冶

张颐武院文学不再唯一的时代
以文学的视角去评价 80后袁而对于 80后本身

来说袁文学却不再是评价他们唯一的标准袁甚至也
不是主要的标准遥

多元的时代里袁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袁而文学袁
也日渐地边缘袁 张颐武说袁野文学的地位在下降袁这
是不争的事实遥 在过去袁人们的人生轨迹几乎是固
定的袁想要跳出固有的生活轨迹袁去获得更多的名
声尧利益等袁除了一些有特殊技能的人袁写作几乎就
是唯一的渠道遥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袁随着改革
开放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袁文学的地位也开
始变化袁不过在那个转型时代袁文学还享受着双重
的好处袁一方面是市场上获得名声和财富袁另一方
面又受着传统体制的供养遥 到了 80后开始写作的
时候袁这样的情景已经没有了袁80后没有专业作家袁
但是有职业作家袁他们以写作为职业袁谋求个人的
生存和发展遥 冶

文学在变化袁写作者也在变化袁张颐武说袁野原
来的文学就一大块袁不分纯文学尧通俗文学袁而且文
学站在整个社会的中央袁万众瞩目袁或者说袁对于试
图改变命运的人来说袁写作可能就最好的也是唯一
的道路遥 而到了现代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袁社会
多元了袁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袁不一定非要选择
文学遥而且袁即便是文学袁本身也变了遥在 80后刚刚
出道时袁文学原来那种影响力袁已经到了最后袁然后
逐渐变得更弱遥 80后的作家中袁许多人起初靠写作袁
后来转战影视袁 而更多 80年代后期的作者则进入
了网络袁 原来的文学结构变了袁 类型文学出现袁青

春尧职场尧盗墓尧悬疑等冶遥
年轻人或者干脆选择了别的道路袁或者进入了

文学的新领域袁张颐武把这些新领域称为文学的增
量袁他说袁野新增的写作方式袁与传统的写作逐渐并
行袁在年轻人中广受欢迎遥 十多年前成名的 80后作
家们袁如韩寒尧郭敬明等袁他们依旧保持着自己的影
响力袁甚至影响着 90后的读者袁但影响力本身在慢
慢地下降遥 随着社会的发展袁这种态势或许还将发
展下去遥 就好像十年前的 80后已经有了自身的影
响力袁但是十年后的今天袁90后的写作者们袁显然还
没有自己的影响力袁这是社会发展使然冶遥

文学将是什么

印刷品的时代袁文化单一的社会里袁文学曾经
是万众瞩目的对象遥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袁传播即时
的革新袁文学渐渐变得边缘袁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袁那
么袁此时的文学袁又是什么钥

张颐武说袁野其实文学依旧重要袁虽然它的现实
影响力慢慢让位于影视袁让位于网络袁但是它在社
会生活中依然有它的作用冶遥

不论社会如何变化袁阅读依旧是人们生活中重
要的事情袁而文学袁也永远都不会失去读者遥 但是文
学作为唯一精神的产品尧文学占据社会文化中心的
时代袁已经过去了袁当年的人们袁把文学当做神圣的
殿堂袁把文学作品袁当做价值的传播者和人生的标
杆遥 但是在今天的多元时代袁更多的意义尧更多的价
值尧更多的成功之路袁可供人们选择遥 张颐武说袁野文
学的影响力削弱袁即便是表达方式袁也有了更多的
渠道袁文学不再是唯一的标准冶遥

与此同时袁文学本身的结构也在变化袁张颐武
说袁野比如说在网上袁文学被类型化地划分袁盗墓尧职
场尧探险尧惊悚尧青春等袁这些类型文学袁不但有数量
庞大的读者群体袁同时还有庞大的作者群遥 同时袁这
些文学作品袁往往又会转化为影视尧游戏等产品的
资源袁形成一套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产消费链条冶遥

文学依旧是精神的家园袁但却不再是唯一的家
园袁张颐武说袁野不像过去那种文学主导社会文化的
状态袁在今天袁文学只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袁多
元中的一元袁多种选择中的一个选择遥 冶

人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表达自我袁实
现梦想袁从传统的神圣社会袁到现代化的世俗社会袁
文学的影响力在消退袁以文学为方式的表达变得日
渐小众袁本身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遥

不需要胆量的时代是好时代

多元的社会袁背后是多元的价值袁对于年轻人
来说袁懦弱与否袁其实也有多元的标准遥 张颐武说袁

野中国社会正在变得常态化袁中产化袁那种激进的尧
社会行动主义的思想在今天只是一种价值袁并不是
唯一的价值冶遥

某种意义上来说袁不懦弱尧需要胆量才能够表
达的社会袁并非正常社会的状态袁张颐武说袁野经过
这么多年的发展袁过去那种急剧贫穷尧急剧衰弱的
社会状态已经消失了袁事实上袁也正是在那样动荡
而贫弱的社会中袁带有传奇色彩的尧悲壮的尧牺牲式
的行为才会频繁出现遥 我们国家这些年的发展袁使
得我们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遥 张爱玲当年可望而不
可即的生活袁那种岁月静好的社会袁巴金的叶寒夜曳
里袁汪文宣那样的小人物所渴望获得的平静安稳的
生活袁我们已经得到了遥 百年前袁鲁迅说袁野肩住了黑
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
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遥 冶百年后袁我们告别贫弱
的时代袁告别那种悲情的尧悲壮的尧需要有人肩着黑
暗闸门的时代袁我们已经处在宽阔光明的地方了遥 冶

对于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的人来说袁实现自我
有了更加正常的渠道袁张颐武说袁野不是懦弱不懦弱
的问题袁而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遥 社会中没有大奸
大恶和大善大勇的尖锐对立袁 没有了戏剧化的冲
突遥 年轻人喜欢的是创业的偶像袁我们现在说大众
创新尧万众创业袁其实就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创造财
富尧回报社会袁也就是说袁为社会做贡献的方式袁和
以前那种拯救式的英雄模式不一样了遥 冶

从激烈的尧极端的二元对立袁到多元的尧平和的
发展模式袁社会在进步袁张颐武说袁野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袁社会本身的发展袁让年轻人前程远大袁而且有
了自己的道路袁 与前一代的人们完全不同的道路袁
以及完全不同的感受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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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磚地磚﹑﹑混凝土混凝土﹑﹑走道走道﹑﹑PatioPatio﹑﹑車道車道﹑﹑
Parking LotParking Lot﹑﹑地基地基﹑﹑天井天井﹑﹑TileTile﹑﹑花道維花道維修修﹒﹒

美聯美聯混凝土混凝土

WE SELL CONCRETEWE SELL CONCRETE
FROMFROM 11~~1010,,000000 YARDSYARDS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專修
地基

專修
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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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620--0006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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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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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萬呎展示中心萬呎展示中心

週一﹑二﹑四﹑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六天營業

真能省真能省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傢俱公司傢俱公司

二件式 全套單人床
七件式 客廳組＊
五件式 木面鐵腳餐桌組
五件式 實木餐桌組
三件式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三件式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29
$289
$259
$19
$159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床墊廉售高達71%off

＊含沙發﹑雙人座﹑咖啡桌﹑茶几（2）﹑檯燈（2）

地址﹕12677 Hiram Clarke, Houston距休士頓中國教會約 1 哩

貨真價省貨真價省﹐﹐華人自營華人自營
((華華﹑﹑台台﹑﹑英語英語))美國第一名牌ASHLEY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電話﹕713-723-9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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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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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瑋琪晒抱倆儿子照片
黑人：他們長大會跟爸爸搶媽媽

综合报导 昨日，由成龙父母真实经

历改编的电影《三城记》，在北京举行

“爱的喜悦”发布会，导演张婉婷、监

制罗启锐、施南生携主演刘青云、秦海

璐、井柏然、黄觉出席助阵。活动上，

井柏然自嘲片中造型“丑出高度”，秦

海璐则称赞他作为“20亿帝”但却依旧

暖男。

改编自成龙父母真实故事

刘青云被曝私下浪漫

据导演张婉婷介绍，电影《三城记

》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上世纪3、40年代

的故事，取材自成龙父母的真实经历，

由刘青云和汤唯主演，秦海璐则与井柏

然上演一段“姐弟恋”。张婉婷表示，

电影里所有角色都有原型。

发布会上，片方发布了一段先导

预告片，饰演成龙父亲的刘青云看完

后大呼震撼，“我不知道原来我拍了

这样一部电影，真的很感动”。对于

影片中与汤唯跳舞的桥段，他笑言很

难，“尤其是在女生面前说自己浪漫

蛮尴尬”。一旁的施南生则爆料称，

刘青云私下很浪漫，常与太太郭蔼明

跳舞。

值得一提的是，井柏然今天透露，

自己完全因为刘青云加盟，“在没有看

剧本、没聊片酬的情况下，一听说有青

云哥，立马就接了，因为青云哥是我的

偶像”。

井柏然扮丑自嘲“丑出高度”

秦海璐赞其“20亿帝”

此次井柏然在片中饰演收破旧的乞

丐“收买华”，谈到此次造型，他坦言

是演员生涯上的一次突破，“拍完后觉

得丑出了高度，好多朋友都没认出来是

我演的。但是这个人物帅在灵魂，可以

跟海璐姐谈恋爱特别好，这才是人生赢

家”。问到是否已经没有偶像包袱，井

柏然回应说：“做演员之后偶像包袱就

已经碎得稀里哗啦。”

近日，由井柏然主演的《捉妖记

》票房突破20亿，在新片《三城记》

中和他有一段“姐弟恋”的秦海璐，

今天笑言压力不小，并夸井柏然是

“20亿帝”，“上映前他特别忐忑，

我跟他打赌票房肯定过10亿，他还不

相信”。谈到对井柏然的印象，秦海

璐大赞说：“我觉得他成熟了，而且

一直都是暖男，希望他能走出不寻常

的电影之路。”

据悉，电影《三城记》提档至8月

27日在全国上映。

成龍父母故事搬上銀幕
井柏然自嘲要丑出高度

综合报导 今早，黑人(陈建州)通过

微博晒出一组妻子范玮琪怀抱双胞胎

儿子的合照，并留言称，“每天抱著

妈妈不肯放，(他们)长大一定跟爸爸抢

妈妈”。

照片中，范玮琪怀抱儿子“飞飞”、

“翔翔”坐著，两兄弟则抱著妈妈的手臂

，表情十分呆萌。网友看到照片后纷纷留

言，“飞飞翔翔你们的爸爸吃醋啦”、

“范范素颜美爆了”、“宝宝都好可爱”

、“飞翔说：妈妈最疼我们，爸爸你歇会

儿吧”。

综合报导 昨日，柯震东在微

博晒出侧面照，留言称，“耳朵尖

尖的”。照片中，他戴著黑色鸭舌

帽，微微皱眉，尖尖的耳朵十分抢

镜。

对此，有网友留言称，“所以你

是个可爱的精灵啊”、“帅到我了。

等你哟”、“期待你的作品”。

柯震東帥照
尖耳朵搶鏡

網友：可愛的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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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四個小生去旅行》積怨爆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導
演林嶺東久休復出執導的電影《迷
城》選用古天樂、余文樂及張孝全三
大型男演出，戲中動作連場，而導演
向來拍戲認真被稱為“火雲邪神”，
故所拍的“劈友”場面都用上真刀，
張孝全由於首次拍港片，因此感覺有
趣願意再拍林嶺東，樂仔則笑言自己
平常心，要看劇本和檔期才作決定。

張孝全在戲中演黑幫角色，由於
遷就檔期，首日開工便拍斬人戲，被
砍的是余文樂，孝全笑說：“第一天
就殺人，埋位前導演要我拿真刀，本
以為讓我感受重量，但這不是開玩
笑，我開始有點抖，拍攝第一天就出
事，要拉到警察局！”導演是否很瘋
狂？他帶點害羞說：“是有點瘋狂，
覺得殺人也不容易，好有壓力！”被
砍的樂仔，他苦笑記得綵排開頭大
家很輕鬆，當假刀被拿走換上真刀
時，全場沒人再講話，而雖然腰間
有腰封保護，但心裡只想着不好記
錯位。

樂仔笑說：“有場戲我拿着一
個鋁箱去擋孝全的刀，但砍下來連
箱子也砍穿，還要繼續再砍過來！
所以開始是好驚，拍至中段已麻木
了！”

樂仔難忘海中尋錢箱
樂仔笑言最搞笑是佟麗婭一起

拍攝時，看到武師噴血以為真受
傷，嚇到腳軟抓着欄杆走不動，但
導演一直沒叫cut，他只好與古仔合
力抬她走出鏡頭以外。拍攝過程中

有否受傷？樂仔笑說：“受傷總會
有，我被砍的好彩閃得快，沒進醫
院！”有否加碼買保險？他說：“買
也不受理啦！”樂仔又指其實導演也
不是傳說中的火雲邪神，也一樣可以
欺負的，他只是用另一種方式去催眠
你達到目的，其實從來沒有發過脾氣
罵人。

除了“劈友”被砍，樂仔覺得最
有危機意識反而是要他潛入海中去尋
回錢箱的一場戲，當日在西貢拍攝，
但水不清澈甚麼都看不到，一口氣潛
下去只看到一團黑影，也不知有幾
深，亦聽不到導演有否叫cut，即使旁
邊有潛水員會遞上氧氣罩仍覺得很危
險，結果仍拍了一個下午，手也開始
甩皮。

孝全慶幸今次是砍人，故別人比
他危險得多，反之另一場飛車戲他做
乘客，剛開車時很害怕，之後又覺得
很好玩。他又指一場要他中槍的戲，
他身上裝滿反應彈，由於他沒經驗爆
了幾口他就往後倒地，但藏在背後的
反應彈還未爆開，結果背部貼着地面
時還在爆，反彈力令他身體還在動
彈，最後要拍了三次才成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周
秀娜12日出席腕錶旗艦店開幕剪綵，
同場尚有首次走秀的星二代湯鎮業雙胞
胎兒子湯君慈（Bruce）、湯君耀
（Chris），現場吸引百人圍觀。娜姐
之前拍戲受傷12日左腳仍包紥着，不
過她穿上5英吋高跟鞋，她表示醫生叫
她最好開刀做手術，但需要半年才康
復，礙於手頭上堆滿工作，或要到明年
才考慮動手術，現左腳做運動時會感到

乏力，所以會小心一點。但仍穿高跟
鞋？娜姐說：“其實不是太好，不過也
是穿上一會，要是半年不能工作，影響
也頗大。也明白人最緊要有健康才做到
其它事情。”她又苦笑沒有男友在旁，
否則可以隨時變身，見她跌倒便立刻把
她扶住。
湯鎮業雙胞胎兒子接受訪問時依

然緊張，大兒子Bruce自言第一次着實
緊張，未試過這樣多相機對住他們。

Bruce指爸爸12日有來
捧場，只是害羞沒出來
見人，他仍叮囑他倆要
有自信。雙胞胎兒子表
示有看過爸爸的演出，
以演奸角為多，Bruce雖
有興趣演戲，但會先完
成兩年美國大學課程，
今次只當暑期工。
至於弟弟Chris被大

哥踢爆見到娜姐好緊
張，而他鍾情的女孩子
也沒特定類型，兩兄弟
也沒試過喜歡同一個女
仔。

四位小生12日在記者會上起初也樂融融談笑
風生，曾江感激三位拍檔不時照顧他和推

輪椅，當無綫安排四位小生與兩位俄羅斯舞蹈員
跳舞時，四哥就突然下台未有參與，之後無綫送
上生日蛋糕為四哥慶祝生日，三位小生都開金口
唱生日歌，修哥與曾江更祝願四哥有心有力！四
哥接受訪問時仍一臉怒氣，直言道：“我今日會
講不好聽的話，但有高層在我不方便。”四哥點
頭默認拍攝期間遇到很多不滿，另外三位小生對
四哥所言都覺愕然，只好各自打圓場談拍攝感
受。

爆粗勁數曾江不是
一臉不快的四哥更不願與拍檔接受電子傳媒

訪問，獨個兒留在台下，幾經追問四哥發生什麼
事，他才說：“要等高層離開，再等齊三個小生
再講。”無綫總經理鄭善強見狀立即向四哥了解
事情，但四哥稱事情已成事實，再跟身旁的修哥
細語，指日前為節目錄音時已很生氣。待三位小
生完成訪問返到四哥身旁吃生日蛋糕時，四哥終
按捺不住爆粗，矛頭直指曾江，他說：“本來四
個小生去旅行好開心，但其中一個小生跛了，大
家都知是誰，但不重要，跛了都可以照顧你，但
想不到開工兩、三日就要坐輪椅，由開頭一路坐
到尾，我們應該怎樣去照顧他呢？我覺得他在玩
弄我們。”最令四哥憤怒的是看報道曾江拍攝期

間曾流鼻血流了四個小時，四哥又爆粗道：“×
佢老味，流四個鐘血你死×咗啦？”曾江雖然被
辱罵也表現輕鬆，表示打針後才止血。四哥再斥
曾江表現活躍但就要全部人輪流幫他推輪椅，曾
江解釋現在行路都要一拐一拐，絕無做戲。

直指曾江見人就恰
四哥繼續發火用手指住曾江不要在他面前撒

野，更突然站起來走到曾江面前掌摑他，坐在中
間的修哥見狀即挺身擋架，結果四哥錯手撞跌修
哥的眼鏡。四哥直指曾江在錄音室工作態度不
佳，影響他們錄音，他說：“我錄音時，他說想
早些錄完回家，讓你個×××拖住。”四哥表示
自己多年沒配音當然會不順暢，怎料曾江還在他
身後行來行去發出聲音，並說：“我昨日（11
日）本來已想打你，但在無綫地方不打你。”

曾江不甘指罵反問四哥：“你想在這裡打我
呀？”四哥直言在哪都可以打他。曾江與修哥力
勸四哥不要衝動，四哥表示拍攝時因要工作沒有
表現出來，並稱以後不要見到對方，隨即起身離
場，離場前四哥再向曾江爆一句：“我要你知，
不是個個都會讓你欺負。”

曾江認跟四哥有多誤會
怒氣未消的四哥向記者表示從未這樣發脾

氣，直指曾江見人就欺，但他就接受不到，之後

坐車離去。
曾江承認以往跟四哥有很多誤會，而且

大家都是衝動的人，但其實都沒甚麼大問
題。問他知否四哥有不滿時，曾
江說：“一個人幾時不開心真是
不知道，我不會介意，對大家的
關係都不會有影響。”對於四
哥出手打他，曾江說：“他
都是一時衝動，拍攝時大家
都有經常互窒，互窒才過
癮，這個節目最重要是夠
真，不會怕得罪人。”曾
江表示事件不會影響到友
誼，至少他對四哥是沒有
問題，但不知對方怎樣。他說：“都幾
十年，我們不時有拗撬，今次是四哥首
次動手。”對於被指詐病，曾江笑道：
“你估病好過癮嗎？”他指拍攝時四哥
從沒表現過不想幫他推輪椅，對他照顧
有加。至於流鼻血四個小時，曾江表示
是有醫生紙證明。
修哥就表示拍攝期間四人相處開

心，不知四哥有不滿，提到四哥懷疑曾
江詐病，修哥稱拍攝時有這樣講笑說
過。笑問他們是否想計謀在做宣傳，修
哥笑道：“是哦，但找我來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前年無綫旅遊節目《三個小生去旅

行》叫好又叫座，今年添食以原班人馬謝賢、胡楓與Joe Junior外，

再加入新成員曾江拍攝《四個小生去旅行》，想不到節目尚未出

街已爆出火花，四哥於節目記者會上對曾江發洩於拍攝期間的

不滿，更出手掌摑對方，夾在二人中間的胡楓挺身而出擋拳

致眼鏡飛脫，盛怒的四哥更拂袖離場。

Chris爆大哥見娜姐緊張張孝全演黑幫殺余文樂

■余文樂及張孝全私下好朋友。

■胡楓、曾江和JOE JUNIOR原本開開心心於台上為謝賢
唱生日歌。

■■等無綫高層及贊助商離開後等無綫高層及贊助商離開後，，謝賢謝賢（（左一左一））開始發開始發
火狂數曾江火狂數曾江（（右右），），仲要手指指仲要手指指。。

■■謝賢忽然郁手謝賢忽然郁手，，搞到搞到
胡楓眼鏡都飛甩埋胡楓眼鏡都飛甩埋。。

■■胡楓再次勸阻謝賢胡楓再次勸阻謝賢。。
攝影攝影：：吳文釗吳文釗

■ 未 出 事
前，無綫總
經理鄭善強
（右）向四
哥 了 解 事
情。

■周秀娜出席腕錶旗艦店開幕剪綵，同場尚有首次走秀
的星二代林鈺洧、湯鎮業雙胞胎兒子湯君慈、湯君耀。

■謝賢表示自己不會
給曾江欺負，跟着便
拂抽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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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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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忙著拍
三 立 8 點 檔
《甘味人生》
，前晚特別從
拍戲現場趕來
參加蘋果娛樂
新 聞 粉 絲 團
「明星聊很開

」互動單元，面對網友五花八門提問，她來者不拒，
還難得開口唱了鄧紫棋的《後會無期》；她明白表示
不想再走入婚姻，也絕不會再想起前夫謝典霖， 「不
是別人的錯，是我不適合婚姻」。

李燕過去宅、冷又有距離感， 「我個性古怪，不
是開朗的人，生活除工作，就是回家」；她閨密不多
，只有岳虹和游詩璟， 「因為她們是很豪氣的人，相
處起來可不拘小節」，不過這次拍《甘味人生》，大
夥明顯感到她脾氣變好，她解釋原因： 「就離婚啊！
」她希望自己做個讓人家覺得溫暖的人。現在遇到不
如意，不是在車上尖叫，就是去打拳發洩。
窮怕了塞滿冰箱

李燕高中時父母離婚，她高中畢業就扛家計，曾
窮到差點籌不出弟弟小學的營養午餐費， 「當時的
620元是用零錢湊出來的」。她也永遠記得媽媽在颱
風天時只能吃白飯配醬瓜，現在只要颱風要來，她一

定會把冰箱塞滿，小時候不愉
快的回憶讓過去的她很灰色、
負面，直到2009年接觸了《秘
密》一系列的書，逼自己正面
思考，並將臉書粉絲團取名為
「李小燕正面思考團」。
李燕個性直接，自認只會說實

話和不說，不適合上綜藝通告；網友問會不會想到前
夫彰化縣議長謝典霖？她回： 「不會。」受洗（當基
督徒）是不是想徹底和有前夫的人生告別？她回 「是
」，不想再婚的她不排斥戀愛，希望未來另一半善良
、脾氣好，給她溫暖，讓她學很多。
全身內外都是病

看似健康的李燕，其實身上毛病不少，鼻竇炎、
地中海型貧血、二尖瓣膜脫垂、胃幽門桿菌都困擾著
她， 「因為地中海型貧血，我的體重不能過輕，只要
低於47公斤就會暈眩」，身高164公分的她靠著運動
改善體質，增加體力。

李燕雲端開講過招網軍
剖心房再婚NO

江蕙（二姊、Jody）每場跳舞後都喘吁
吁說 「當唱跳歌手不容易」，昨晚硬和蔡
依林（Jolin）尬舞， 「雙J」天后首度同台
演唱《舞女》大方跳舞，兩人在台上騷尬

M字腿，結果二姊不時被她戲弄，
妖嬌不過 「舞孃」！

二姊封麥演唱會第11場，請來剛
結束希臘自助行的 Jolin，Jolin 穿著
爆乳褲裝直接從二姊背後浮出舞台
，開口先撂台語 「大家好嗎」？並
將長褲拉鍊開成高衩，跟二姊性感
較勁。二姊說： 「只要我的歌迷都
知道妳是我的偶像。」Jolin 用不輪
轉的台語說 「真歹勢」！
蔡依林台語噴笑

接著她化身蔡老師指正： 「妳剛
才跳舞，Ending Pose 應該要更性感
一點，妳那樣好像人家欠妳 300 萬
！」被噹的二姊說： 「謝謝蔡老師
教了一課，但我都要退出了妳才教
我。」蔡老師則說： 「哎呦不要退

出啊！麥走嘛！」一來一往相當逗趣，不
過Jolin的台語多說多錯，她把性感 「舞姿
」不小心說成 「母豬」。

二姊也不是省油的燈，不忘虧她與周

董（Jay） 「雙 J」緋聞，
「今天是真正的雙 J 合體

，妳是 Jolin 另外那 J 來過
了。」兩人一起唱《舞女
》，Jolin 故意用屁股磨蹭
二姊，還大呼 「Shaking」
要二姊跟著搖擺，二姊招
架不住直呼 「她身材太好
，她一來，我好像變阿桑」！Jolin 反誇二
姊 「腰束奶膨」。

蔡老師的 Ending Pose果然驚人，不僅
帶動二姊一起開M字腿，最後還把辣腿抬
起跨在二姊身上。唱完再引誘二姊重覆開
M字腿，二姊尷尬地配合腿開開，笑翻全
場！下台前還回頭嗆二姊 「下次唱《我呸
》喔！」二姊換裝後還對開腿一事直嚷
「後悔」，碎碎唸說 「真的會被她害死」

！還當眾向媒體喊話 「麻煩記者照片姿勢
挑好一點！」
釋出颱風日退票

雖然兩大天后私下無交集，但能被二

姊公開封為 「偶像」，除了歌神張學友，
就是 Jolin。她的認真被同為處女座的二姊
形容是 「同類」，佩服她從 「少男殺手」
拼到今年橫掃金曲3大獎。Jolin則對二姊封
麥感到不捨： 「二姊是無可取代的藝術家
，祝福也支持她做的選擇。」

二姊的8月8日場因颱風延期至14日，
目前退票不到百張，即日起每天早上11點
及下午4點都會在寬宏網站開放釋出。昨晚
到場觀賞藝人有戴佩妮夫婦、情侶檔黃子
佼和孟耿如坐一起，還有Hebe、林逸欣、
林俊逸等。

江蕙《舞女》搖落去 Jolin騷尬Ｍ字腿

王世均2.4億愛巢 首度法拍卻...
藝人洪曉蕾的夫婿王世均因經營

久大國際文具公司不善，積欠高達
3.06億元債務，導致他與洪曉蕾的愛
巢、位於北市仁愛路三段的 「禾康世
家」樓中樓豪宅，今天上午10時遭台
北地院拍賣，拍賣底價近2.47億元，
結果無人投標。

洪曉蕾昨天在臉書 PO 出機艙自
拍照，並留言： 「美好的留在心底，
遺憾的隨風散去，活在當下！珍惜眼
前！」對於愛巢即將遭法拍，她則以
簡訊回覆記者 「問王董，（他是）一
家之主，…準備起飛」，表達孤身出
國的心境。王世均則表示不會馬上搬
，但已鎖定幾個地方，確認後才會搬

家。
台北地院日前公告法拍仁愛路 3

段 122 號 6 樓、7 樓，坪數總計約 147
坪含 2 個車位，拍賣底價近 2.47 億元
，登記所有權人為久大國際文具，目
前由王世均與家人居住，久大國際文
具登記負責人陳月紅為王世均母親。

北院裁定指出，前年 6 月間，王
世均開出票面金額各為 103 餘元及
1.89 億元 2 張本票，向中華資融借款
，久大國際也開出與王同額的2張本
票給中華資融，王與久大連帶借款1.9
億餘元，久大國際並將王的豪宅抵押
給中華資融。

另據建物謄本顯示，設定抵押權

第一順位是中華資融，但此案聲請查
封人為台中商銀，拍賣原因則是 「給
付票款」。據了解，久大國際以建物
抵押借款共 3 次、總金額 3.06 億元，
光是中華資融借款就高達2.16億元，
另還積欠高雄國稅局稅款。

巧的是，台北地院今天法拍王世
均豪宅，明天預定法拍新光金控董娘
許嫺嫺名下的 「瑞安新光傑仕堡」12
樓房產，底價1.63億元，原因是 「清
償債務強制執行」，外界研判可能因
許女曾擔任娘家太子汽車集團部分貸
款保證人，受其拖累，豪宅才會遭法
拍，但法院8月7日臨時公告停拍。








 

“青春還在，笑著盛開”。日前，

定檔 8月 28日暑期壓軸公映的青春勵

誌愛情喜劇《我是奮青》發布“銘記

青春”終極海報。青春熱血與疼痛交

織，奮青F4鬼馬般戀愛羨煞世人，但

痛徹心扉的銘記也讓影片蝕髓揪心。

該片是國內首部“互聯網+青春”的影

片，同時也是 8月檔唯壹壹部青春喜

劇類型片。據了解，8月將有 45部電

影混戰，最後壹周更是11部電影同時

公映，不乏《終結者》這樣的好萊塢

大片，但導演鴻水不懼與大片 pk，

“船小好調頭，電影未映已經保本

了，票房壓力並不大。”同時，內部

觀影也是有口皆碑，沒有票房壓力和

野心的“奮青”備不住會成為 8月檔

的票房黑馬，“萬壹踩了狗屎運呢！”

由資深電影人、著名情感作家鴻水

自編自導的青春勵誌愛情喜劇《我是奮

青》，日前發布了“銘記青春”終極海

報。看似暖心爆棚的海報，實則卻有著

不為人知的傷痛。四位青春鮮肉互搶沙

發，爭做奮青代言人。兩對情侶都親昵

十足，毛曉彤壹臉“嫌棄”推開孫堅本

要依偎的頭，顯示女孩嬌羞與矜持，而

孫堅看似滿不在乎，另外壹只手卻早已

牢牢將美人壹擁入懷，這對“歡喜冤

家”的俏皮範也著實令人忍俊不禁。毛

曉彤胸前璀璨奪目的“櫻桃吊墜”也預

示著兩人珍愛壹生的不離不棄。“簡直

虐死單身狗了！”有網友唏噓。

相較於孫堅毛曉彤“鬼馬精靈”般

的愛戀，範逸臣與楊洋的愛情則顯的十

分穩重，深情擁抱，滿面桃花的微笑，

“四葉草吊墜”花語幸福的預告，令溫

馨感爆棚。四位鮮肉青春靚麗的白色裝

扮，也給炎熱的夏天註入了壹股清涼之

風，沁人心脾。值得壹提的是，喜劇皇

後“石榴姐”苑瓊丹、勵誌男神魏大

勛、高顏值小鮮肉張陽陽、付夢妮也驚

喜加盟，此番4人對非傳統反派的挑戰

也是笑點十足，“智鬥蹭住男”、“女

上司揩油成癖”、“激情滾床單”“風

騷暗戀錄”等，可謂與孫堅等奮青F4形

成鮮明對比，是名副其實的“Trouble

maker”。

正當暖風沁骨之時，壹句“有的人

註定會成為回憶，有些事註定要刻骨銘

心”的深情箴言也讓話風頓時扭轉，青

春的疼痛躍然而出，雖沒有狗血式的撕

逼，但註定8位奮青也要面臨壹場痛徹

心扉的分離。遭遇土豪老爹反對的“堅

彤戀”，經濟蝕髓壓力下“臣洋戀”能

否逃離青春的迷茫，吹響幸福的號角也

成為影片最大懸疑。

繼徐崢、趙薇、郭敬明、吳京、大

鵬、何炅等新人導演首試水收獲頗豐

後，壹批又壹批的新人導演也加入到了

快車道發展的電影行業。《我是奮青》

就是資深電影人、著名情感作家鴻水的

處女作，“它應該也是國內首部‘互聯

網+青春’的影片。”不僅在臺詞上非

常接地氣，契合現代年輕人的熱議話

題，影片中更有以“互聯網+青春”的

創業實錄和情感實錄，兩大男神孫堅、

範逸臣，兩大花旦毛曉彤、楊洋都經歷

了絕大多數年輕人所經歷的青春，真實

地展現了當下年輕人的青春實景。作為

互聯網時代下的最主流人群，90後無疑

有著至高無上的尊享權，這也使得業內

“得90後者得天下”的言論不絕於耳。

“其實，‘奮青’就是我極力給90後打

造的專屬標簽。”鴻水說。

以年齡層次相近，相似生活經歷的

優勢，電影“十億俱樂部”的陣營已全

部被新人導演把持。此次同為新人導演

的鴻水，攜處女大作《我是奮青》強勢

來襲，絲毫不懼pk，奮青精神下將“青

春能”燃燒爆棚。

據報道：8月將有45部電影混戰，

最後壹周更是11部電影同時公映，不乏

《終結者》這樣的好萊塢大片，但導演

鴻水不懼與大片pk，“船小好調頭，電

影未映已經保本了，票房壓力並不大，

輕裝上陣，沒有負擔，但也希望票房大

捷，萬壹踩了狗屎運呢！”

《我是奮青》內部觀影也是有口

皆碑，“電影非常獨特，非常有意

思，笑點淚點都有，經典臺詞很多，”

看過電影的院線經理透露。青春喜劇

也可以有好口碑。而之前在上海電影

節展映時，片方並沒有組織觀影，全

是觀眾自發購票觀看，有90後觀眾也

有70、80後，影院裏也是笑聲不斷。

在如此有口皆碑的前提下，又是 8月

檔的唯壹壹部青春喜劇，沒有票房壓

力和野心的“奮青”備不住會成為 8

月檔的票房黑馬。

該片講述了情感作家許天天和90後

小奮青蘇昰以及忠犬男方向和傲嬌女白

果、蹭住男何西等壹批“奮青”在愛

情、夢想上的不同遭遇，淋漓盡致得表

現了他們的倔強與堅持，疑惑與迷茫；

是70、80、90後的生存藍皮書，也是當

代年輕人的戀愛寶典和情感教科書。大

量經典臺詞和網絡化表達成為該片壹大

亮點,用時下最流行的說法就是接地氣，

是壹部用互聯網思維打造的大電影。

影片由浙江麥浪影業、鴻水文化傳

媒聯合出品，鴻水影業、中影數字、拾

月國際聯合發行。8月28日，壹起看國

產首部“互聯網+青春”電影。

即將於8月19日全國公映的兒童探險片

《鷹笛· 雪蓮》官方海報首次曝光，“萌娃

齊努力，雪山尋鷹笛”的主題歡樂多多，五

位萌娃表情各異，展翅騰飛，向雪山挺進。

作為暑期檔唯壹壹部適合全家老少共同觀看

的兒童探險片，影片不僅有壹支顏值萌值養

眼的勇敢善良萌娃隊伍，還向大家展示了奇

幻優美的帕米爾高原異域風情，嬉戲熱鬧的

背後更藏著壹段感人肺腑的溫情故事。

七月暑期檔再次刷新了票房奇跡，八月

暑期檔也不甘示弱，已公布公映消息的影片

多達40多部，想要分割這壹塊香噴噴的票房

蛋糕，各家推陳出新，都使出了九牛二虎之

力來推廣各家作品。作為唯壹壹部真人版兒

童探險片，《鷹笛· 雪蓮》因迎合了時下最

火爆的萌娃真人秀節目而脫穎而出，將壹場

驚險奇幻的萌娃探險經歷搬上了大銀幕。

來自大都市的兩位萌娃主人公，離開了

寵溺的父母，脫離了優越的城市生活，在他

們認為“十分無趣且貧瘠”的帕米爾高原，

開始了他們的暑期夏令營。讓他們意想不到

的是，在這塊“無聊”的土地上，竟然經歷

了壹段前所未有的炫酷高原奇幻之旅：美輪

美奐的原生態高原風光、異域特色美食、絢

麗多姿的新疆歌舞、驚險刺激的高原賽馬等

等，在這裏，大自然毫不吝嗇對他們展開懷

抱，激發出他們最天然的童真、童趣。

為了給爺爺生日驚喜，來自大都市的小主

人公，帶著他在高原結識的小夥伴們，勇敢地

踏上了尋找雪蓮和鷹笛的雪山探險之路。壹路

上他們經歷了各種危險，但也因此感受到了最

真摯的友情。於大銀幕下的觀眾而言，這壹場

觀影，不僅是最本真的童年回憶，更有機會領

略壹番帕米爾高原4100米海拔的極地風光。

片中來自大都市的兩位主人公和土生土

長的新疆萌娃，組成的“萌娃探險隊”，漢

族小朋友清俊秀氣、新疆小朋友活潑靈動，

塔吉克族寶寶帶著“賣萌標配”奶嘴各種搶

鏡，都散發出純真魅力，僅靠雙高的顏值和

萌值就足以俘獲觀眾的心。而與電視屏幕上

的明星萌娃相比，影片《鷹笛· 雪蓮》中的

萌娃更接地氣，該片總導演李亞威介紹，片

中所有小演員都是非專業演員，所以在拍攝

時，她鼓勵小演員們以最真實最本色的表演

方式來展現自己。

寄宿在塔吉克族老爺爺家的都市小主人公

“阿泉”，發現了爺爺家的秘密：壹支懸掛在

房梁上的鷹笛，小夥伴們告訴“阿泉”，鷹笛

是由鷹的翅膀做成的，只有兩支才能吹，而現

在爺爺家裏只剩下壹支鷹笛，爺爺也從來不

吹，大家誰也不敢碰那支鷹笛。好奇心的驅

使，“阿泉”最終還是忍不住向爺爺追問另外

壹支鷹笛的下落，沒想到，揭開的是壹段塵封

的感人往事。

作為兩個孩子的父

親，總制片人王明生透

露，在選擇投資制作《鷹

笛· 雪蓮》這部影片時，

希望打造壹部寓教於樂

適合全家老少壹同觀看

的影片，“除了想讓孩

子們感受兒童探險的趣

味與勇氣，通過電影為

孩子們樹立正確的價值

觀才是初衷，與此同時

更希望讓家長們在親子

教育上有所收獲。”因

此，在嬉戲熱鬧的畫面

背後，是主創團隊的壹

番良苦用心。

《我是奮青》曝終極海報
8月唯壹青春喜劇來襲

夏望主演驚悚懸疑電影《冥童》 挑戰腹黑男

由溫兆倫、鐘萱、夏望主演的驚悚懸疑

電影《冥童》已於近日在寧波殺青，該影片

講述了女主角在夢幻與現實的交錯中與現任

丈夫和前任男友發生的壹系列驚悚、靈異、

又虐心的情感故事。劇中夏望顛覆鄰家男孩

兒的形象，飾演壹位陰險狠毒的腹黑男，為

達目的不擇手段，步步設計，夏望也笑稱這

次的表演把邪惡的壹面發揮到了極致。

《冥童》是壹部“唯美的、奇幻的”反

映人間真情的懸疑驚悚片。劇中主演溫兆倫

和夏望分別飾演女主角的丈夫和前男友，溫

兆倫飾演的丈夫為了維護和妻子的愛選擇隱

忍，隱藏很多事情的真相，而夏望飾演的李

小天則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壹次次利用前女

友，在女主角漸漸混沌的世界中，兩位男主

角展開了生死較量，從謀略到手段，從情場到

商場，展開了壹場腦力與勢力的巔峰較量。

從電影《冥童》曝光的劇照中，夏望身

著黑色西裝或白色襯衫宛如紳士，但眼神邪

惡透露出復雜的內心世界，盡顯腹黑霸氣之

勢。和之前寫真照對比，反差之大，鄰家陽

光男孩兒瞬間變成高冷硬漢，讓人不敢靠

近。但夏望自己則表示很喜歡挑戰這種形象

反差，“在前面拍攝的電影《盜墓追擊》中

飾演的是壹個非常正義的刑警，當看到《冥

童》中的人物時就很想去挑戰壹下，亦正到

亦邪的跳躍可以更能幫助我去體驗角色，表

演的經驗也需要去解讀不同的人，還要去體

會人的不同的面。所以這次的拍攝經歷還是

收獲很多，自己演的也很投入。”

《我是奮青》發“銘記青春”終極海報
鬼馬精靈般戀愛羨煞世人

導演鴻水：為90後樹碑立傳
打造國內首部“互聯網+青春”影片

溫兆倫夏望正邪較量

鄰家鮮肉秒變腹黑男

《
鷹
笛
·
雪
蓮
》
萌
娃
玩
轉
暑
期

轉
暑
期

征
戰
雪
山
尋
鷹
笛

高原奇幻之旅 看萌娃去哪兒

征戰雪山探險 顏值萌值雙高

萌娃齊心努力 戲碼溫情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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