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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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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賣房,置房,投資,貸款,全套服務,
買全新屋高手,賣半舊屋拿手, 誠實可靠,值得信賴

1490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1.福遍近糖城惠康超市，大湖區Brghtwater區，兩層樓房，3210呎，全木地板，僅售31萬5仟
2.糖城近惠康，二層樓房，約2500呎，高挑屋頂，三房加遊戲間，新屋頂，新廚房，新電器用品，
花崗石臺面，新燈，新地板，僅售$299,950

3.糖城，Lake Pointe高級區，2013年新房，屋主精心設計，獨一無二的高質量，高享受的湖邊
豪華屋，僅售八十九萬九仟

4.糖城，Telfair社區，單層洋房，高挑屋頂，2010年，約2500呎，3卧室加書房，僅售四十萬八仟
5.新房買賣最佳服務，廣及休市，Memorial區，Bellaire市，Mo、city，Katy，Sugar land等市。

281.207.5088, 281.772.0888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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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15年10月30日 Friday, Oct. 30, 2015

1) 湖景豪裝共渡屋 1600尺 2房
2廁 近中国城，投資自住首選
僅售7萬9

2) 英式建築獨立屋，好區交通
方便。1620 尺,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11萬9

3) 獨立屋1300 尺 ,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9萬9

買賣促銷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專業管理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713-981-6888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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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敦煌商場，雙連體旺舖出售，每單位1600呎，地處Corner位置，價格
超好，機會難得，可以聯繫Gina或Shannon.

2. 福遍糖城二層獨立屋，4/2.5/2，近2800呎。地理位置極佳，近59，
DairyAshford，超低稅率，Corner位置後院方正寬大，配有游泳池及
花園平台，僅售$235,000。

3. 合作路/百利大道近敦煌超市，全新裝修獨立屋，3/2/2，近2300
呎。高屋頂，采光極好，新油漆，新地板，花崗岩台面。僅售$131,000

4. Richmond/Galleria區，兩單位出租：1 bedroom，包水電，$750/月；2
bedroom,包水電，僅$1000/月

專精各類商業地產之買賣投資
承租及管理…積20年之從業
經驗為您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Shannon Gao

高紅
Sales Associate

xiannen_g@yahoo.com

713-550-6373(專線)

城中區大型著名自助餐館生意出售。

餐館裝修高雅、寬敞明亮、地理位置極佳，

已有20多年的經驗，積累了很多客人，

生意興隆、穩定，客人川流不息。

sunny.hsu@aarealtytx.com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Sales Associate andy.hsu@aarealtytx.com

1)Cypress , 3 房 3衛1.5 story.高屋頂,正
式餐廳,客廳,遊戲間.游泳池.社區環境優美,
有八個湖,網球場,籃球場.售價 314,900
2)5,000呎空地，近中國城8号公路，售價
$25,000.00
3)近中國城，玉佛寺，一層樓Town Lome，
3房3衛,近1680呎,光敞明亮,高Ceiling.
104,900

房屋買賣，投資，管理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Houston 以南 1 小時車程 Hartz
Fried Chicken炸雞店出售。業主
退休。連房地產僅售46萬。機會難
得，請電713-899-1968查詢

有意者請電713.550.6373，高小姐

有緣為您服務
我必全力以付

國語、粵語、寧夏話、英語

電話/微信 832-803-8629 Donna朱碧君
Donnabkw@gmail.com

Keller Willams Realty
休斯頓房產經紀人wk

買賣房屋 豪宅 商業 生意買賣 投資 租賃 管理 協助貸款

˙幫您賣房精心打造幫您買房精挑細選
˙中國城好地點，兩千四百尺餐館出售八萬元
˙日本餐館出讓七萬，多家Buffet店出讓六萬元起
˙有多處房產出售十八萬起
˙中國城附近，冰店出讓，生意穩定，地點好，發展潛力大
因老板移居外州，機會難得

˙小型商場出售，有穩定收入六十八萬

我們有專業的裝修公司,信譽好,手藝精湛. 電話：832-803-8628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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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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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服務休斯頓大都會，糖城，密蘇裡市，Katy, Memorial Area,醫療中心，能源
走廊，West-U, Downtown 城中區，City of Bellaire, Heights等區。

Paul Liao
832-788-6699

Annie Zhao
832-618-9561

David Nguyen
832-287-8558

Weston Gong
832-646-4169

Jerry Lee 李
832-633-5072

Gene Feigelson
713-398-7058

Ping Chen 陳
281-236-8747

Lei Jin 金
713-628-8998

Christina Shyu 徐
281-796-6027

Tri Nguyen
832-782-4690

Ling Gao 高
832-878-1787

Hanni Chen 陳
832-490-6848

Don Foronda
713-594-2171

Lulu Sun 孫
832-692-6665

Neal Hsu 許
713-538-3366

Christi Yao 何
832-866-3333

僅售99萬
多功能倉庫待售，現有租客，可做生
產，倉儲，配送中心。帶前電動鐵門，
安保系統、監控設施完備。位置佳，
交通便利，距布什國際機場僅10分
鐘，距休斯頓港口僅20分鐘。

●僅售$52.5萬
糖城River stone新區豪宅,裝修豪華,兩
層高挑屋頂,開放式樓梯,2011 年,約
4300尺.五臥房加電影房和遊戲房,並配
置四個半浴室含一個按摩浴室.
●僅售$32.8萬
近糖城兩層洋房,位於安靜單邊地段,全
新升級,豪華廚房,五臥室加五浴室.近高
速,低稅率.
●僅售31.68萬
福遍單層洋房，全新裝修，獨特夢幻廚
房，四至五間臥房，配套特大置衣室，外
加室外太陽房，是會友居家理想之處。
●著名的Clements高中學區，臨湖而
居。混合使用意大利瓷磚、黑橡木復合地
板及實木地板，全新升級的廚房和衛浴，
體面後院，新鮮彩繪縱觀整個住宅，全新
開放概念和舊式美的完美結合。

商業投資
地產管理

更多房源供您選擇更多房源供您選擇

安馨
成家 選屋，議價，出租，管理一條龍

免費免費 9889 Bellaire Blvd #11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630-8000
市場分析，歡迎預約資訊 中國城敦煌二樓

United888.com

Josie Lin
林承靜

資深經紀，負責人

敦煌僅售31.5萬
旺鋪出售，位於中國城最
繁華廣場，敦煌廣場內，
人流量極大，車位多，敦煌

店鋪一鋪難求。

僅售110萬
4.9英畝湖景土地待售，
環繞Lake Conroe，面積
廣闊，環境優美，安靜，是
休閑娛樂、垂釣度假聖地。

僅售380萬
中國城中心位置廣場旺鋪待
售，靠近敦煌廣場，毗鄰百利
大道，交通便利，位置佳，面
積大，可作多種經營，是您投

資、經商的極佳選擇。

River stoneRiver stone

糖城低稅糖城低稅

福遍福遍

ClementsClements高中高中

商業部門 陳先生手機陳先生手機281281--561561--62886288

18001800--856856--00020002××111616
281281--630630--22122212

Mei Tan
陳 太 太

(國、臺、英語)

1.糖城，4,211尺，後院湖景美麗，二層樓漂亮洋房，五房，四浴，樓上，樓下各一主臥室，高級水晶燈，挑高天花板，遊戲間。僅售 $375,000.
2.糖城，有湖社區，二層樓漂亮洋房，2807尺，四房，二套半浴室，二車庫，，廚房花崗石臺面，不銹鋼櫥具，，一樓全瓷磚地面。交通方便。

僅售 $289,900.
3.西北區, 兩層樓高級大洋房,。寬敞明亮，4361尺，五房，四套半浴室。三車庫，主臥室在一樓，主浴室有按摩浴缸，後院有遊泳池，美麗

湖景。僅售 $589,000
4.西北區, 離中國城20分鐘，兩層樓漂亮洋房。2368尺，四房，二套半浴室。主臥室在一樓，二樓大遊戲間。一樓瓷磚與硬木地板，二樓

全地毯，近小學。有房客，月入$1670,僅限投資者購買，售 $215,000
5.西南區, 近中國城，兩層樓公寓，三房，三套浴室，全新裝修，內部新油漆，新瓷磚地面，房間新地毯，新花崗石臺面，有蓋車棚。

僅售 $88,000。
6.西南區, 近中國城，兩層樓公寓，二房，一套半浴室，全新裝修，內部新油漆，新瓷磚地面，新花崗石臺面，有蓋車棚鄰接後院。

僅售 $81,900。
7.百利學區，預建新屋，可按照客戶要求興建。4300尺，僅售 $895,000.
8.Montgomery區，一英畝多土地，湖邊，有鐵門，高級洋房社區，湖景優美，近高爾夫球場。售 $ 165,000.
9.辦公室及倉庫出售，於59號，8號，交叉口，13,716 平方尺，鋼筋水泥建築，內部14尺高，交通方便。二尺高的上卸貨區。售 $780,000.
10.6 號與288 號公路，Sienna Plantation 南邊，二畝土地，高級住宅區，售$60,000.
11.百利大道路上，近香港城，商業土地，5.74 英畝, 僅售 $11.00/尺
12.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租$0.54，可立即搬入。
13.糖城雅房分租：$500/月，包水電，環境請潔優雅，好學區，近大華99，購物中心，交通方便。限女性。

宮宮暨宏暨宏
Jennifer GJennifer Gongong
832832--270270--24002400

www.LoanMaker.net
ChineseLoanOfficer@gmail.com

無
費
用
重
貸

最低利率最低利率
準時高效準時高效

隨時上網查利率，隨時跟蹤利率變化

貸款經紀貸款經紀 NMLS#NMLS# 12330721233072

方圓貸款

Free Prequalify!

（本報訊）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是美國聯合公益基
金會 (United Way)的成員機構之一，也是美國西南部最大
的亞裔社會服務機構。為慶祝文化中心成立三十六週年
，今年的募款餐會將於2015年 10月 30日(週五)晚上六點
半到十點在休士頓 Royal Sonesta Hotel (2222 W Loop SF-
wy, Houston, TX 77027) 舉行。

今年的募款餐會將慶祝文化中心年長者日間活動中
心籌款的顯著成就。將於 2017 年成立的年長者日間活動
中心，將為老年人提供社交、娛樂和健康養生的服務，
並提供空間給個人及社區組織團體舉辦活動，新增加的
空間及設施預計可以為五千多個新的家庭提供服務。

在文化中心理事會會長 Peter Chang, M.D., Ph.D., 理

事會副會長 Kenneth Li, 理事會成員 JarvisCheung, Sc. D.,
和中心執行長華啟梅女士的傑出領導下，中心自四月份
開始籌款以來，已為新的年長者活動中心募款超過 4 百
萬美金，達到將近募款目標總額的 70%。

今年的募款餐會將慶祝並且感謝年長者中心的捐款
單位、捐款人、支持者、理事會成員以及工作人員。沒
有這些人的熱情捐助，此募捐項目將無法達到今日的進
展和成就。為答謝各位的鼎力支持，募款參會主席 Linda
Wu 準備了一場及美食和娛樂為一體的豐盛晚宴，旨在答
謝並鼓舞募款餐會的各位來賓。餐會中將有休士頓交響
樂團的音樂表演以及Victoria Ma 及中華文化中心年長者
和小朋友們的合唱。

所有 1000 美元及以上的捐款人姓名，將會鐫刻在新
的年長者中心的捐款墻上，捐款在5000 美元或以上者可
邀請餐會一桌 10 人的客人，贊助者捐助 5 萬美元或以上
者將可獲得一個單位的新的年長者中心新建築設施的命
名權。年長者中心預計在 2016年早期動工並且在一年以
內完工。

從 1979 年以來，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在歡迎新移民到
美國為他們提供了貢獻社會的機會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於 1991 年成為德州休士頓聯合公益
基金會(United Way) 的成員機構之一，目前中華文化服務
中心每年為超過 10,000 家庭提供教育、文化及社會服務
。

欲知更多詳情， 請致電 (713) 271-6100 分機 202, 或
送電子郵件給: rsvp@ccchouston.org, 或上網至了解更多信
息：http://ccchouston.org/newhorizons/。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的 36 週年募款餐會
將於 2015年 10月 30日(週五)舉行

「「從恆春小鎮到音樂廳從恆春小鎮到音樂廳」」 1111月月66日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演出日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演出

光鹽社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講座光鹽社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講座
免費醫療保險申請協助及諮詢免費醫療保險申請協助及諮詢

主講人: 林莉婷
講座時間: 2015/10/31 2:00~4:00 pm
講座地點: 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255, Houston, TX 77036 (中華

文化中心2樓)
奧巴馬總統簽署的“病人保護和合理

醫療照護法案”針對美國健康醫療體系提
出幾項重大改革，其中一項是2014年1月

開 始 實 施 的 「健 康 保 險 交 易 市 場 」
(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 or Exchange)
。此保險市場機制將使醫療保險更實惠 (
免費預防醫療服務) 並提供財務補助(Tax
Credits), 降低您的保費。

2014 年起，除了低收入、原住民、
非法移民和監獄服刑者，所有人都需購買
健康保險。不購買者將繳付罰款，金額：

2016年成人$695，小孩 $347.5或2.5%家庭
收入 (較高者) 。

光鹽社提供免費協助透過醫療保險交
易市場 (Marketplace)替民眾申辦最符合個
人需求的醫療保險。假如您對醫保新制有
任何問題，歡迎參加本次講座或致電
713-988-4724，我們將非常樂意協助您
！

（本報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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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恆春小鎮到音樂廳」 Jen Shyu
（徐秋雁）音樂會將於11月6日晚間7時
30分至9時30分於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演
出，歡迎大家踴躍購票前往欣賞。徐秋
雁為臺灣及東帝汶裔美籍藝術家，集聲
樂家、作曲家、即興演員、器樂家和舞
者於一身，擅長即興演出，為美國當地
原創聲樂與創意音樂的先鋒，並曾於
2009 年獲頒 「恆春民謠親善大使」頭銜

。徐秋雁的表演融合各地文化、散發濃
厚的異國民俗風情，此次將帶來其最新
專輯中的作品，包含結合臺灣詩人鄭德
昌詩作的表演。

美國亞洲協會德州中心 2014 年 7 月
底與文化部簽署 「臺灣文化光點計畫」
合作備忘錄，辦理一系列臺灣文化活動
，第一場 「品味臺灣」美食活動已於去
年 11 月上旬舉行完畢，第二場 「Daniel
Ho與泰武兒童古謠傳唱」亦於8月14日
在米勒戶外劇場圓滿閉幕，此次音樂會

為第三波活動，透過不同的文化活動，
縮短當地民眾對異國文化之距離，共同
體驗臺灣文化之美。

文化部為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培養
海外社群對臺灣文化之認識與欣賞，自
2013 年起積極推動辦理 「臺灣文化光點
計畫」，尋求與全球重點大學及藝術、
文化、學術等領域之專業機構建立長期
而實質的夥伴關係，透過共同資源的挹
注，辦理多元而深入之臺灣文化及臺灣
研究活動。

Jen ShyuJen Shyu徐秋雁徐秋雁 ((圖片圖片:Tom Shea/TBS:Tom Shea/TBS 提供提供))

美南山東同鄉會秋季燒烤會
將於本週日在 Bear Creek 公園舉行

（本報訊）休士頓中華合唱團一年一度的演唱會，定於今年
11月7日 晚上6:30，在浸信會大學柏林堂(Houston Baptist Uni-

versity, Berlin Hall) 舉 行 。
定名為＂愛的祈願＂的演唱會，以愛為主

題。隨著年底感恩及聖誕節曰的來臨，中華合唱團
希望藉著優美的歌聲，配合著佳節的鈴聲，散播人
間有愛的心聲。演唱會的歌曲，在指揮王家雯，詹
硯文老師的指導下，特別挑選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詳
，但節拍頗具挑戰性的中英文歌曲。中文歌曲包括
綠島小夜曲，踏雪尋梅梅，英文歌曲有"Oh! Holy
night". "The Bells of Christmas Melody", "Noel Peace
Canon" 等。除了混聲合唱，男女聲三重唱，還有名
小提琴家張中威及指揮王家雯的小提琴獨奏二
重奏。

成立於1972年的中華合唱團，目前約有團員50名，四
十多年來，先後舉辦過53次音樂會。除了一年一度的演唱會，
也積極參加及支持僑界慈善性質的演出。過去都在五，六月舉行
的音樂會，為了配合年末感恩及聖誕的快樂氣氛，今年第一次在

十一月份演出。
愛樂的朋友們，別忘了11月7日晚上6點30分在浸信會大學

柏林堂，和中華合唱團共享一個充滿愛的旋律的夜晚。
如需購票者，請和團長齊同賢聯絡 (281-687-2236, chI.

chris@gmail.com)

（本報訊）美南山東同鄉會原
定於上週日的燒烤會因為颶風的緣
故沒有能夠如期舉行，經過這幾天
對本週日天氣的查詢以及對公園場
地的反复考察，我們決定燒烤會於
本週日（11 月 1 日）上午十時至下
午二時舉行。本次燒烤會的全部內
容維持不變，但是活動的場地我們
改到了 Bear Creek 公園（3535 War
Memorial St, Houston, TX 77084）
舉行（距離各地區的山東老鄉都比

較近）。主要的考慮是我們山東會
參加的人員眾多，市內的場地停車
位比較少。

請大家互相通知，如果有人因
為日程變化不能參加的，請及時聯
繫我，我會把費用退回。本次活動
因為參與人數眾多，所以我們鼓勵
大家帶沙灘椅等到活動現場，避免
座位不足。最後再次感謝大家對本
次活動的熱情和支持，我們本週日
不見不散！

休士頓中華合唱團年度演唱會
11月7日 晚上六時半舉行

圖為呂振益圖為呂振益（（右四右四））周樂儀周樂儀（（左四左四））夫婦夫婦
與該事務所服務人員熱誠為您服務與該事務所服務人員熱誠為您服務（（記者秦鴻鈞記者秦鴻鈞
攝攝））

（休士頓 / 秦鴻鈞）鑒於2016的健保計劃
會有重大改變，有些公司不會再有提供您今年
的選擇計劃， 「呂氏保險」及 「周樂儀健保」
公佈，他們將自本週六（十月三十一日）下午
一時半至二時半及11月7日，14日，21日（下
午一時半至二時半）在 「呂氏保險」的會議室
舉行2016年 「健保」申請說明會， 歡迎社區人
士利用這四週的週六下午前往聽講，俾便對
2016 健保新法有所了解。

呂氏保險負責人呂振益先生及周樂儀保險
經紀，提醒大家這週會收到保險公司的通知！

這份通知是非常重要的文件，請大家要詳
細閱讀或請保險專業人員代為說明。
這封信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明年的健保計劃
的選擇會有重大的改變。有些公司不會再提
供您今年選擇的計劃，但會主動為您選一個
最接近您原有的計劃。

因為保險公司代選的計劃不見得是適
合您所需要的計劃（例如保單內容及醫療服
務單位是否符合您的要求，所以呂氏保險公
司請大家要保留您收到的信件並把信件帶給
他們公司的服務人員，為您說明新的保單內
容並可以按個人情況提供其他的選擇，並協
助大家減輕保費的負擔。
呂氏健保及周樂儀保險經紀同時表示歐氏

健保即將在11月1曰，再次開放申請健保補助
及保險。雖然有許多民眾都已有健保，但一年
多來，大家還是有許多問題及誤解或迷思。因
此，有些僑胞錯過了補助，而多付保費，有些
因不確定而可能被罰，所以我們希望把正確的
資訊提供給大家並幫大家省錢。

我們將與大家分享下列的重要心得：
1）介紹歐氏健保（新制健保ACA) 的基本

內容
2）說明2016年申請時用的收入標準及收入

高低對民眾的保費有什麼影響

3）介紹2016年報稅時，會用到的新的稅表
及如何減輕估計補助及實得補助的差額

4）澄清有關移民身份獲得補助的資格及新
移民申請的方法

5）說明2015年已有保險的民眾要如何處理
續保：應被動續保還是主動做補助調整？

6）說明新制健保2016年罰款及免罰的特別
情況

7）說明新制健保對各種民眾的影響
8）理賠及使用歐氏健保的基本資訊
呂氏健保及周樂儀保險經紀由呂振益會計

師及周樂儀會計師分別負責，並在2013，14，
15年協助許多僑社的朋友得到理想的健保及補
助。

大家互相轉告找他們免費服務是因為他們
是保險專業並曾是執業會計師，所以對複雜的
歐氏健保有関稅務，補助，資格及保險的選擇
，有獨特的見解及經驗，再加上他們事務所的
服務人員，蘇小姐，馬小姐（有兩位）等服務
團隊個個都經驗豐富並且服務熱誠，所以，大
家介紹許多朋友讓他們服務。這兩年來，他們
的服務團隊更為所有的客戶提供優秀的售後服
務，例如轉換PCP, 調整身份以及補助等等。

呂氏健保及周樂儀保險經紀歡迎準備申請
16年度健保的朋友或續保有疑問的朋友來參加

說明會並提早登記申請，以便在明年1月1日就
可以有理想的健保。

重要日期：
開 始 申 請 ： 11 月 1 日 2015 (Marketplace

Opens)
1 月 1 日 2016 年生效的保險截止日期：12/

15/2015
2016 開放申請補助及保險截止日期：01/

31/2016
免費申請！專業服務！補助後可能得到免

費健保！
免費年度體檢！新移民無綠卡也可申請補

助！ 65歲以上無政府醫保也可能得補助！
單身收入（MAGI) $11,770以上，第二低價

銀計劃每月約$24上下銅級計劃可能免費! 沒健
保會被罰交收入的2.5%（2016年稅）或$695一
人

要參加說明會的朋友請電（713）988-0788
登記或屆時到 5855 Sovereign Dr, Suite F 參加
（與世界日報及李東亮會計師同一廣場，在中
國人活動中心隔壁）

呂氏健保及周樂儀保險經紀歡迎公司行號
，專業及社區團體與他們連絡，他們樂意為大
家舉行說明會。

呂氏保險及周樂儀健保昨舉行記者會呂氏保險及周樂儀健保昨舉行記者會
介紹明年保健計劃的選擇會有重大改變介紹明年保健計劃的選擇會有重大改變

（本報記者施雪妮） 「陽花如意」（SUN-
BLOSSOM LOUISVILLE）是石山地產公司在中
國城的又一所公寓。它位於中國城中心地帶，

背靠頂好商場，走路去超市、餐館、銀行
、醫生診所，步行至中、小學，門口有公
車站，可以直達醫學中心等地，可謂中國
城區集購物、娛樂、交通的黃金地段。

「陽花如意」有一房、兩房多種面積
戶型。一房一廳獨立屋，兩房一廳有大、
中、小不同房型，適合不同客戶的需要。
「陽花如意」雖為老式房子，但所用的建

築材料質好且經久耐用，房子的格局大氣
，房子內部廚房與客廳，面積大，光線好
，非常適合老人和有孩子的家庭居住。公
寓房子內的設施多已全面更新，新地磚、
木地板。公寓內部環境優雅，樓與樓之間
空地大，花草樹木成片，一片綠色環繞。

「陽花如意」現已有很多中國住戶。因地點優
勢，特別適合老人、剛來美的新移民家庭、留

學生和經商的生意人居住，尤其生意
在 Harwin和中國城的。因為居住在中
國城附近，所以治安問題往往是人們
關注的問題。 「陽花如意」有自動封
閉式電動出入門，公寓內及周圍有警
察安全巡邏，主要道路及停車場均設
有攝像監控裝置，以確保住戶的安全
。公寓24小時全方位專業公司管理和
維修服務，並有懂中、粵、越、英、
日語的工作人員全心為大家服務。

「陽花如意」毗鄰中國城商業中
心，各種服務設施完善，歡迎來電詢
問 特 惠 房 價 信 息 。 欲 進 一 步 了 解
「 「陽 花 如 意 」 公 寓 ， 請 電

713-981-0137 或親臨 9201 Clarewood
Dr. Houston TX 77036

（本報記者施雪妮）如果
把身體比做一台機器，“腿”
和“腳”就是提供動力的馬達
。馬達不靈了，機器便會老化
、運轉不良。人老後，不怕頭
髮變白、皮膚鬆弛，怕的就是
腿腳不靈便。生活中也不難發
現，長壽老人幾乎都步履穩健
、行走如風。因此，只要養好
腿腳，活過百歲的可能性便大

大提高。
從經絡學的觀點看，人的

五臟六腑的功能在腳上都有相
應的穴位。腳不僅是足三陰經
的起始點，還是足三陽經的終
止處，這６條經脈之根都分別
在腳上的６個穴位中。僅足踝
以下就有３３個穴位，雙腳穴
位達６６個，佔全身穴位的
１／１０。現代醫學也已證實

，“人老腳先老”、“寒從腳
下起”、“小看腳一雙，頭上
增層霜”，它們說明了腳的健
康不僅關係到人的健康，而且
和壽命有很大關係。因為腳掌
有無數神經末梢，與大腦緊緊
相連，同時又密布眾多的血管
， 故有人的“第二心臟”之稱
。另外，腳掌遠離心臟，血液
供應少，表面脂肪薄，保溫力
差，且與上呼吸道尤其是鼻腔
粘膜有密切的神經聯繫，所以
腳掌一旦受寒，就可引起上呼
吸道局部體溫下降和抵抗力減
弱，導致感冒等多種疾病。

雖然人到中年後，腿會慢
慢衰老，但“養腿”是一輩子
的事，一定要趁早。從20多歲
開始，就要注意保護。特別是
現在的開車一族，以車代步慣
了，腿部力量通常比常人差，
只有養好腿，才能阻止衰老提
前到來。平時除了飲食、運動
等外，經常足浴按摩是一個不
錯的選擇。

足浴保健療法是足療諸法

中的一種，它是通過水的溫熱
作用、機械作用、化學作用及
借助藥物蒸汽和藥液薰洗的治
療作用，起到疏通奉理，散風
降溫，透達筋骨，理氣和血，
從而達到增強心腦血管機能、
改善睡眠、消除疲勞、消除亞
健康狀態、增強人體抵抗力等
一系列保健功效。足浴保健療
法又分為普通熱水足浴療法和
足藥浴療法。普通熱水足浴療
法是指通過水的溫熱和機械作
用，刺激足部各穴位，促進氣
血運行、暢通經絡、改善新陳
代謝，進而起到防病及自我保
健的效果。足藥浴療法是指選
擇適當的藥物、水煎後兌入溫
水，然後進行足藥浴，讓藥液
離子在水的溫熱作用和機械作
用下通過粘膜吸收和皮膚滲透
進入到人體血液循環進而輸佈
到人體的全身臟腑達到防病、
治病的目的。

實踐表明，經常進行足浴
，使足部的湧泉、太衝、隱白
、崑崙等諸多穴位受到熱力刺

激，就會促進人體血
脈流通，調理臟腑，
平衡陰陽，舒通經脈
，強身健體，推遲衰
老，祛病延年。足浴
不失為一種可靠的局
部浸潤療法。它不僅
可防治足部疾患如腳
氣、腳凍、腳乾裂，
以及下肢麻木、酸痛
、發涼、腫脹等病症
，而且因為經絡的作
用，對於感冒、關節
炎、高血壓、神經衰
弱、眩暈、失眠、便
秘等病症，也都有確
實療效。

禦足軒是一家環
境舒適價錢平實的腳
底、全身按摩專門店。雖身處
繁華的中國城鬧市，郤悠然鬧
中取靜，獨具匠心裝修與服務
堪稱業中之最，為在緊張工作
節奏之外獨闢一調適身心的靜
謐佳所。內部全部採用單間服
務，滿足夫妻和一家人在一起

免受干擾的需要。禦足軒自開
業以來，堅持嚴格管理、高質
量服務的宗旨，贏得了客戶的
好評。熱誠歡迎大家光臨。地
址：9889 Bellaire Blvd, C-316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
，詳情請電713-271-0168。

腿腳有勁才能長壽：“養腿”要趁早

「陽花如意」 公寓：
交通便利、環境優雅、管理完善

獨家祖傳秘方配製的足浴藥液獨家祖傳秘方配製的足浴藥液，，
純天然無任何副作用純天然無任何副作用。。中藥足浴有獨中藥足浴有獨
特的治療作用特的治療作用：：排毒排毒、、行氣行氣、、活血活血、、
消腫消腫、、散瘀散瘀、、健體強身兼防病的功效健體強身兼防病的功效
，，一舉多得一舉多得

「「陽花如意陽花如意」」公寓毗鄰中國城商業中心公寓毗鄰中國城商業中心
。。交通便利交通便利、、環境優雅環境優雅、、管理完善管理完善。。

位 於位 於 92019201 Clarewood Dr. HoustonClarewood Dr. Houston
TXTX 7703677036 的的 「「陽花如意陽花如意」」公寓公寓。。

位於中國城敦煌廣場內禦足軒位於中國城敦煌廣場內禦足軒，，98899889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
C-C-316316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 敦 煌 廣 場敦 煌 廣 場))，， 詳 情 請 電詳 情 請 電
713713--271271--0168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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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汽車全新現代汽車全新20162016 TucsonTucson與與SonataSonata同獲同獲IIHSIIHS 「「最佳安全首選最佳安全首選++」」 殊榮殊榮

本
報
記
者

本
報
記
者

黃
梅
子
報
導

黃
梅
子
報
導

近日，現代汽車的 2016 Tucson 和 2016
Sonata 同時獲得美國道路安全保險機構 IIHS
頒發的 「2015最佳安全首選+」獎項，而評選
該獎項的車輛安全測試堪稱業界最嚴格的測
試之一。這是現代汽車2016款Tucson經過全
新設計和精心打造後，首次獲頒IIHS車輛安
全係數最高級別獎項。

IIHS通常基於五項安全性能的測試為車
輛對乘駕人員的保護進行評級：正面 25%偏
位撞擊(moderate overlap front)、小面積偏位撞
擊(small overlap front)、側撞(Side)、翻覆車頂
強 度 (roof strength) 和 頭 頸 部 防 護 (head re-
straints)。要獲得 「2015最佳安全首選+」的評
級，車輛必須在正面 25%偏位撞擊、側撞、
翻覆車頂強度和頭頸部防護測試中獲得 「優

秀」，以及 「優秀」或 「可接
受」的小面積偏位撞擊評級。
更為嚴苛的是，車輛還需要配
備可選擇的前方碰撞預防系統
（通常為自動緊急剎車），並
獲得 「優秀」的評級。

“現代汽車 2016 款全新設
計改版後的Tucson贏得獲得了
小面積偏位撞擊的最高評級，
2016 Sonata 也延續了之前的優
良評級，”IIHS的首席研究員
David Zuby 說，“這兩款車都
配備了可選則的前方碰撞預防
系統（自動緊急剎車），在II-
HS的自動剎車測試中獲得最高
評級。這也是兩款車型同時獲
得 「2015 最佳安全首選+」評

級的關鍵要素。”
“現代汽車一直都承諾將乘客安全防護

的考量作為車輛生產的重中之重，”北美現
代汽車公司企業與產品企劃部副總裁Mike O
’Brien如是說，“我們努力開發新技術，幫
助避免車輛碰撞的發生，像我們研發的前方
碰撞預警系統、車道偏離警示系統和自動緊
急剎車輔助系統，都在全新的Tucson和So-
nata上進行了配備，並幫助兩款車型獲得II-
HS獎項認可。因為在碰撞真正發生時，測試
結果表明這些配備對乘駕人員的保護是卓有
成效的。”

2016全新Tucson擁有多項技術最先進的
安全功能配備，包括自動緊急剎車附行人探
測系統、道路偏離警示系統、盲點偵測、後

方橫向交通警示、變道輔助、倒車警示傳感
器和標準配備的後視攝像頭。此外，全新
Tucson 50%以上的建造材料使用高強度鋼，
進一步提高了碰撞安全性。胎壓監控系統
（TPMS）還成為 Tucson 的標準配備，在胎
壓不足的情況下發出信號提醒司機，並明確
輪胎的位置。

2016 Sonata 的標準安全功能配備包括車
輛穩定管理系統（VSM）附電子穩定控制
（ESC）和循跡控制系統、七個安全氣囊
（包括駕駛員膝部安全氣囊），四輪盤式制
動和防鎖死剎車附電子制動力度分佈（ EBD
）及剎車輔助系統、胎壓監控系統（TPMS）
附各輪壓力指示。可選安全配備包括道路偏
離警示（LDW）、智能巡航控制附制動/啟
動功能、車後停車傳感器、盲點檢測（BSD
）附後方橫向交通警示、變道輔助系統和前
方碰撞預警系統（FCW）。

現代汽車北美有限公司 (Hyundai Motor
America)

位於南加州的北美現代汽車總部，是韓
國現代汽車集團的分公司。現代轎車及運動
型多用途車由現代汽車美國公司 Hyundai
Motor America 在美國分銷。此外，在全國超
過八百個現代售車行均 有銷售，這些車行還
可提供相關服務。所有在美國銷售的現代汽
車都享有 「全美最佳保固計劃」，包括新車
有限保固5年60,000哩，動
力系統有限保固 10 年 100,
000哩和24小時路邊緊急救
援5年不限哩數。

20162016tusontuson33

20162016tusontuson22

20152015sonatasonata

20162016_Sonata_Sonata20162016_Tucson_Tucson

20162016tusontuson11

接檔接檔《《夏洛特煩惱夏洛特煩惱》》 懸疑片懸疑片《《我是證人我是證人》》1010月月3030日休斯頓上映日休斯頓上映
接檔《夏洛特煩惱》 懸疑片《我是證

人》10月30日休斯頓上映2015年好的犯罪
題材影片很多，如《烈日灼心》和《解救吾
先生》，現在又有一部也要來了。由韓國導
演安相勛執導，楊冪、鹿晗領銜主演的青春
懸疑影片《我是證人》將在10月30日在休
斯頓同步上映，陪你共度萬聖節。

劇情：
雨夜，一樁撲朔迷離的案件，兩個恰好

在那的人。堅信自己雙眼的叛逆少年林沖，
和堅信自己耳朵的失明女警路小星，給出了
兩份不同的口供。在警察還費力尋找破解點
時，看到關鍵的真兇已經開始布局滅口……
本片和大受好評的《重返二十歲》一樣改編
自韓國經典作品，而且原版《盲證》的導演安相勛
此次也擔任了此片的導演。質量絕對有保證。

影院信息
AMC Studio 30
2949 Dunvale Road, Houston, TX 77063

如果還用“青春懸疑”的老一套去先入為主的
評價這部片子，那么你一定錯了。除了楊冪鹿晗的
顏值+朱亞文的荷爾蒙，本片有的可還多著。首先

影片的“大尺度+重口味”令人咋舌。對於許
多來看鹿晗楊冪顏值的影迷來說，最讓感到意
外的就是純正的驚悚氣質。據統計，觀眾在點
映過程中驚呼次數多達36次，“幾場戲看得心
跳加速血壓升高”，有些情節甚至要“捂眼觀
看”，其中大部分都都源自對“神秘人”朱亞
文的恐懼。
一貫以硬漢形象示人的朱亞文，這次出演了一

個“教科書式的變態”
。而楊冪和鹿晗均顛覆
形象的貢獻了大量高能
血戰，近身肉搏，爆裂
打鬥，都是家常便飯。
雖然有些重口味，但和
某些讓人笑場的國產恐怖片
不同，說嚇死你就真要嚇死
你，特別適合萬聖節組團觀
看。
這部電影是楊冪的轉型之作
，她首次挑戰盲女，許多人
對楊冪的演技突破有期待。
成果檢驗呢，看過點映的觀
眾這么說：楊冪這回真的會
演了。
從前看她的哭戲，始終差一
點火候，沒辦法讓我感同身
受。這次片中有幾場哭戲，
卻讓我體會到了路小星內心

洶湧的情感。那些受虐的場面真是慘無人道，我真
想沖著朱亞文大喊：放開她！沖！沖！沖你自己去
吧！（我還是無法違背良心說沖我來……）

再看荷爾蒙擔當朱亞文。迷妹們本色的反應：
朱亞文自身的那個音色啊，為他這個人設大大加分
了，然後他臺詞功底又那么好，演反派都非常到位
，每個眼神都讓我顫抖！每次他突然出現電影院就
【啊！】有點慶幸電影院都是女孩子了。。大家都
在受驚我也就不覺得自己一驚一乍丟臉了。。[微
笑]

萬聖節就要來了，看膩了好萊塢大片的話，這
部點映口碑不錯，劇情高能有驚喜的片子值得和朋
友一起去看，支持真正的優質國產驚悚片，不笑場
還嚇死你的那種。

亞美舞蹈團為團員們舉辦了中國國家一級演員的大師課亞美舞蹈團為團員們舉辦了中國國家一級演員的大師課，，學生們都受益匪淺學生們都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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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舞蹈團成功舉辦第十屆亞美舞蹈團成功舉辦第十屆““ 錦繡中華錦繡中華””舞蹈晚會舞蹈晚會（（二二））

大師周麗君教學生們唯美的舞蹈組合大師周麗君教學生們唯美的舞蹈組合
，，學生們學習如何像周老師那樣將最美的學生們學習如何像周老師那樣將最美的
一面展現在舞台上一面展現在舞台上。。

亞美舞蹈團主要演員蘇燕妮與鄭怡帆表演舞蹈亞美舞蹈團主要演員蘇燕妮與鄭怡帆表演舞蹈““紅月紅月”，”，
長長的袖子長長的袖子，，飄逸的長裙飄逸的長裙，，優美舞姿優美舞姿、、精湛技巧精湛技巧，，得到了觀眾得到了觀眾
的一致好評與喜愛的一致好評與喜愛。。

中國國家一級演員武魏峰老師仔細的講述動作中國國家一級演員武魏峰老師仔細的講述動作，，
學生們都很珍惜這次來之不易的大師課學生們都很珍惜這次來之不易的大師課。。

““雨中花雨中花””動作與音樂的唯美結合動作與音樂的唯美結合，，交織有錯的隊形變化交織有錯的隊形變化，，將整將整
個舞蹈提升到了高潮個舞蹈提升到了高潮。。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大使李強民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大使李強民（（右三右三））祝賀亞美祝賀亞美
舞蹈團團長葉繼瑩舞蹈團團長葉繼瑩（（右一右一））文化參贊楊松文化參贊楊松（（右四右四），），美美
國國會議員國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聯絡人譚秋琴聯絡人譚秋琴（（右二右二）。）。

中國國家一級演員武魏峰演譯唐代詩人中國國家一級演員武魏峰演譯唐代詩人
““李白李白”，”，作品通過演員肢體時而飛舞作品通過演員肢體時而飛舞、、時時
而停頓思考而停頓思考、、時而癲狂的交織時而癲狂的交織，，勾勒出詩人勾勒出詩人
創作時思緒飛揚的狀態創作時思緒飛揚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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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磚﹑混凝土﹑走道﹑Patio﹑車道﹑
Parking Lot﹑地基﹑天井﹑Tile﹑花道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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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S. Main
HolmesHiram

Clarke

本店

中國教會●
8

6

610

S. Main

Fon 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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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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鄉會等鄉親舉行蕭泰然老師紀念音樂會台鄉會等鄉親舉行蕭泰然老師紀念音樂會
將鄉土精神以西方音樂語彙傳遞到國際舞台將鄉土精神以西方音樂語彙傳遞到國際舞台

僑社新聞僑社新聞

(本報記者 / 張耀淑 / 採訪報導)
由全美台灣同鄉會芝加哥分會、台

灣人公共事務會伊利諾州分會、芝加
哥台灣學校、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芝加哥分會、北美洲台灣人工程師協
會芝加哥分會、中西部客家同鄉會、芝
加哥台灣長老教會、芝加哥台灣福音
教會、芝加哥台灣社區教會、以及
Global Education Fund 所聯合舉辦的
「芝加哥蕭泰然老師紀念音樂會」，於
10 月 17 日晚在芝加哥台灣社區教會
盛大舉行，到場的貴賓有，駐芝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組長孫良輔、華
僑文教服務中心副主任葉子貞、芝加
哥臺美商會會長陳聰能伉儷、前會長
李嘉展以及鄉親朋友們近 200 人，以
崇敬與緬懷的心情，參加了當晚的音
樂會。

被譽為「台灣拉赫曼尼諾夫－最後
的浪漫主義鋼琴詩人」，是鋼琴家也是
指揮家更是作曲家的蕭泰然大師，是
臺灣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由於
其作曲風格，多以臺灣音樂元素、背景
為主題，深扣臺灣愛樂者的喜愛，同時
也呈現蕭泰然老師對這片土地摯愛的
情感，畢生對臺灣音樂的貢獻功不可
沒。今年2月蕭泰然老師病逝於美國，
為紀念與世長辭、貢獻卓越的臺灣傑
出音樂家蕭泰然，

音樂會首先由沈耀初致詞，感謝所
有的主辦單位、鄉親朋友們的共襄盛
舉，為了紀念蕭泰然老師，特別舉辨
「蕭泰然老師紀念音樂會」，由八位年
輕的音樂家共同參與演出，所演奏的
曲目包含「家園的回憶」、「只為了你」、

「望春風」、「祢居起的所在」、「出外人」
、「永遠的故鄉」、「福爾摩沙鋼琴三重
奏」、「原住民族組曲鋼琴五重奏」等多
首經典曲目，藉由音樂會的每一首作
品，讓我們再次緬懷蕭泰然老師畢生
所譜下的精采樂章。

在臺福教會牧師何榮文帶領大家
的禱告之後，由鋼琴家洪育穗所彈奏
的組曲「家園的回憶」，揭開了音樂會
的序幕；整場音樂會在大提琴尤韋璇、

小提琴蔡宛霖、小提琴張宇志、鋼琴家
陳珊喃、管風琴蔡淑慧、中提琴陳平等
的演奏，不論是個人的彈奏、鋼琴三重
奏或是五重奏，或是賴鴻毅牧師的聲
樂，曲曲都充滿了對蕭泰然老師的景
仰和思念。

在芝加哥台灣社區教會的榮譽牧
師賴子良帶領大家做結束禱告之後，
「芝加哥蕭泰然老師紀念音樂會」溫馨
圓滿落幕。油畫家 - 雕塑家、也是醫

學博士的施哲三，贈送鋼琴版畫和水
蓮花給八位音樂家，感謝他們的參與
演出。

前芝加哥同鄉會會長黃慶鍾在接
受訪問時表示，因為今年初蕭泰然老
師的過逝，大家都有很深的感慨，一致
的要舉辦音樂會來紀念他對臺灣的貢
獻，我們邀請年輕的音樂家來共同完
成這個紀念音樂會。雖然一代音樂大
師已離我們遠去，但蕭泰然老師所留

下的美好音樂寶藏以及人格典範，將
永存於我們心中，成為台灣後代子孫
最值得驕傲的文化遺產。

素有「台灣拉赫瑪尼諾夫」之稱的
音樂大師蕭泰然，曾創作包含交響曲、
聖樂、鋼琴曲、小提琴曲等多元曲目，
充滿鄉土的關懷，對台灣古典音樂有
傑出的貢獻。他為台灣四百年苦難史，
寫出了一首台灣人的民族史詩：「1947
序曲」，此曲在 1995 年奧克蘭世界首
演時，盛況空前，贏得台外觀眾的熱淚
。蕭泰然旅美期間，音樂創作達於高峰
，作品豐富又多元，他整理台灣歌謠，
重新改編成演奏曲。作品中流露出他
對臺灣的濃濃深情與浪漫的感性；樂
音中細緻且深刻地傳達他對故鄉真摯
且熱情的關懷與愛；將鄉土精神以西
方音樂語彙傳遞到國際舞台，讓世界
聽見台灣。他的作品總能跨越國籍，不
分族群地深入人心，引起演奏者與聆
賞者的共鳴，將音樂圓滿地詮釋，撫慰
著大家的心靈，得到聽者的認同，令人
感動。可以說，蕭泰然一生都是在用
音符，在書寫他對台灣的深情，他的音
樂，在於宣敘台灣的歷史、台灣人歷經
滄桑而奮發鼓舞的精神，國際樂壇經
由他的音樂，認識台灣並聆賞台灣民
謠，海內外台灣人更在他的音樂中，得
到慰藉與驕傲。

讓世界聽見台灣讓世界聽見台灣

芝加哥華人黃頁電話薄芝加哥華人黃頁電話薄20162016年新版年新版 開始接受廣告開始接受廣告

前芝加哥台灣同鄉會前芝加哥台灣同鄉會
會長黃慶鍾致詞會長黃慶鍾致詞

八位音樂家和貴賓們合影八位音樂家和貴賓們合影

芝加哥台灣社區教會榮譽牧師芝加哥台灣社區教會榮譽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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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亞細亞影

視制作發行公司發

行，環球數碼媒體科

技研究（深圳）有限

公司、深圳電影制片

廠出品的三維科幻動

畫巨制《魔比斯環

3D》，將於10月30日

全國公映。作為中國

三維電影史上投資最

大、最重量級的史詩

級大片，《魔比斯環

3D》堪比好萊塢制作

水平。日前，該片舉行超前點映，

現場口碑爆棚，贏得在場觀眾及業

內人士壹致的高度贊譽。

作為首部國產三維科幻動畫巨

制，《魔比斯環》耗資1.3億元、凝

結了來自中、英、法、美、加拿大、

馬來西亞400多位三維動畫師整整5

年的心血。早在2005年，《魔比斯

環》就曾參與第58屆戛納電影節展

映，在國際影壇引起不小的轟動。

從懸浮空中的巨大島嶼，到華麗炫

目的魔法能量源，再到形態奇異的

外星巨獸，創新超前的場景人設、

國際壹流的制作水準，甚至連壹手

打造《魔戒》系列的導演彼得· 傑克

森都表示該片為個人“最期待的影

片之壹”。

值得壹提的是，《魔比斯環

3D》影片關鍵的主創人員、法國藝

術家讓· 紀勞，曾是《第五元素》、

《星球大戰》等影片的原創藝術

家，2008年上映的《阿凡達》的人

物設計和場景設計都由他親自繪

成，被譽為當之無愧的“阿凡達之

父”。除此之外，影片的創作班底

由《花木蘭2》的導演、《黑衣人》、

《木乃伊》的模型監制，《玩具總

動員》、《精靈鼠小弟》的動畫

師，以及《後天》的特效總監等業

內精英組成，如此史無前例的強強

聯合，為電影品質提供了強有力的

保障。

在看過重新渲染的《魔比斯環

3D》後，其宏偉壯闊的特效場景給觀

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D效果震

撼，場景美輪美奐，打鬥毫不生硬，

實在不敢相信這是國產作品！”

《魔比斯環3D》講述了科學家西

蒙神秘失蹤後，其子尋父的動人故

事。西蒙的兒子傑克抱持著永不放

棄的信念，七年後終於尋覓到父親

可能尚在人世的蛛絲馬跡。為救父

親，傑克通過“魔比斯環”穿越百

萬光年，只身前往未知外星世界，

卻意外卷入到巨人王國的陰謀較量

之中，壹場力量懸殊的曠世大戰即

將展開……西蒙傑克深厚的父子之

情、巨人星球拉菲卡的命運，無壹

不牽動著在場所有人的心。

在首度曝光的“親情版”主創

特輯中，動畫師周迅表示：“父與

子之間的距離即使相隔數百萬光年，

無法擁抱，卻仍然心有靈犀。”

《魔比斯環3D》正是借這樣壹個引

人入勝的科幻故事，探討了“父與

子”這個永恒不衰的話題，帶給現

場觀眾驚喜與感動，並無形中拉近

了親子之間的距離。從視覺、配樂

再到故事，《魔比斯環3D》都脫離

了低幼動畫的行列，其“合家歡”

的特性更是體現在影片受眾上。是

壹部適合成人、兒童的國漫，故事

燒腦，情感溫存。

據悉，《魔比斯環3D》由北京

亞細亞影視制作發行公司發行,環球

數碼媒體科技研究（深圳）有限公

司、深圳電影制片廠出品，將於10

月30日全國公映。

將於12月4日“舉我上映”的合家歡喜劇電影

《從天兒降》繼曝重磅先導預告引發網友熱“舉”

後，於今日再發布壹組風格鮮明的“逃離熊孩子”

囚服主題照。主題照中，四位“鮮爸潮媽”陳學

冬、張藝興、姜雯、李小璐身著囚服壹臉衰表

情，手拿姓名板“鋃鐺入獄”，逗趣呼應先行預

告片結尾入獄畫面。帥霸天歐陽俊文此番雖未露面

卻更似看不見的幕後黑手，讓人自行腦補電影搞笑

整蠱劇情。而導演魏楠發微博稱“輸出成片！”

則正式向觀眾透露《從天兒降》指日可待，1204

“好事將近”。

作為壹部開啟賀歲檔的合家歡喜劇，電影《從

天兒降》在這個冬天可謂卯足了勁兒準備好好歡樂

壹把，10月22日曝光的重磅先行預告更是以諸多

信息量讓觀眾眼花繚亂大呼過癮。而26日晚，影

片官微發布了“逃離熊孩子”囚服照，用帥霸天的

口吻訴說四爹媽被抓，喜感十足。該套主題照從字

體到色調，居然走起“暗黑驚悚”的鮮明風格，詮

釋此前備受熱議的預告片結尾入獄畫面。“逃離熊

孩子”五個字極具怨念，仿佛暗示是四主演“血的

教訓”。陳學冬表情麻木似乎對現狀死心，張藝興

壹臉狀況外的呆萌仿佛還不敢相信；兩位潮媽姜

雯、李小璐壹個委屈壹個傷心，正面側面，全方

位“悲催”，讓人好奇究竟因為什麽讓四主角變成

這麽慘。而這種另類詮釋也意外的喜感爆棚，相當

契合電影歡脫合家歡氣質，令人心疼又好笑。萌娃

歐陽俊文此番雖未露面卻更似幕後“黑手”，令觀

眾自行腦補搞笑整蠱劇情。據導演魏楠透露，這組

囚服照是電影裏的壹場重要戲碼，並且成片中四位

主演會被“坑爹”“坑媽”坑得很慘，“愛的代

價”非常大。

前幾日曝光的電影先行版預告見網即受熱

“舉”，所透露的合家歡喜劇逗比氣質讓更多網

友紛紛路人轉粉，表示“看預告就想看”、“很有

趣的樣子”。而導演魏楠於10月 25日發微博稱

“輸出成片！每天都熬到淩晨”則正式向觀眾宣布

電影成片指日可待“好事將近”，令觀眾安心坐等

1204到來。自10月22日《從天兒降》片方發布先

行版預告片後，微博#從天兒降定檔1204#話題閱讀

量持續加溫，達到1.7億次、討論量也相應達到

50.2萬次，並登上熱門話題總榜第3名、熱門話題

國產電影榜第1名，及熱門話題右側。甚至連三傻

小綿羊張藝興任性發布，讓無數人宣布“要買時光

機回去看電影”的烏龍話題#從天兒降定檔2014#，

截止10月26日也都達到了1544.2萬閱讀量、8.2萬

討論，足見電影的超高人氣。

據了解，《從天兒降》的故事講述了都市

中生活在壹起的兩對年輕戀人，突然迎來了壹

個“從天而降”的“意外之子”，啼笑皆非的

故事與天翻地覆的改變也隨之而來。影片由北

京星光燦爛影視文化有限公司、中國電影股份

有限公司、樂視影業（北京）有限公司、青年

電影制片廠、北京麥特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出品。

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發行分公司、五洲

電影發行有限公司、北京星光燦爛影視文化有

限公司發行。

《鋼鐵，是這樣煉成的》終極海報

顯英雄本色
由天津北方電影集團有限公司、

北京玖玖盛放影視文化有限公司、上

海斐盛耐影業有限公司出品、江蘇沙

鋼集團有限公司榮譽出品的傳奇勵誌

人物傳記電影《鋼鐵，是這樣煉成的》

今日發布終極海報及預告片。在劇中

飾演師徒二人的董勇，馬浴柯，與何

強壹起，三人共同塑造為夢想拼搏的

“鋼鐵硬漢”。

壹向以硬漢形象示人的實力演員董

勇，這次依舊本色不改，飾演工業“鋼

鐵沙皇”。以從容不迫，永不言敗的精

神將壹個民營小廠歷經幾十年滄桑，打

造成名列世界500強企業前矛的行業龍

頭。將人物的智慧，謀略，

以及個人性格中的堅忍，果

斷，勇敢表現到淋漓盡致。

在終極海報中，深色背

景氤氳出風雨迷霧中的鋼

廠，董勇飾演的宋光榮，表

情從容，目光堅毅。 所蘊

含的深意也引人思考：堅持

和勇氣能化作擺渡的船，帶

領著有夢想的人去實現他最

終的理想。

而壹向在商業大片中表

現不俗的青年演員馬浴柯此

次則壹改銀幕形象，飾演董

勇的徒弟趙忠誠，將壹生全

部投註在企業裏，包括生

命。何強扮演的“軍師”更

是為“鋼鐵三人組”增加了

壹股硬氣！

作為壹部勵誌人物傳記

題材的電影，《鋼鐵，是這

樣煉成的》並沒有按照人物

自身命運的發展階段走，而是以中國經

濟幾十年變遷中標誌性的歷史節點為主

線，將人物的命運，企業的故事附著在

宏觀的歷史背景下，使整個故事豐滿而

有內涵。同時每壹個對中國經濟有標誌

性意義時期的出現，都會牽帶出那個時

期特定的情懷。終極預告中，情節矛盾

升級，人物作為不同社會角色，面對企

業與家庭的矛盾，企業生存與時代變遷

之間的矛盾，種種不能兩全的無奈，讓

人對整個故事更加好奇。同時曾多次登

上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到壹代工業大亨不

為人知的創業故事也將引爆壹代人的熱

血情懷。

電影《鋼鐵，是這樣煉成的》將於

10月30日上映。

《從天兒降》囚服照
陳學冬張藝興悲催“入獄”

《從天兒降》“逃離熊孩子”劇照曝光
盡顯逗比合家歡喜劇風

先行預告片受熱“舉”
《從天兒降》引發觀影期待持續圈粉

最震撼人心的特效場面精良制作
不輸好萊塢頂尖水準

最不容錯過的父子電影“親情版”
主創特輯首度曝光

霸氣“鋼鐵三人組”共顯英雄本色

故事獨辟蹊徑
引爆熱血情懷



CC44 CC55香港娛樂小說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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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598

惠康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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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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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警方介紹本公寓是華人居住區治安紀錄最好的公寓

請洽市場經理：陳大任（Daniel Chan）通國語、廣東話、英語
總公司：5850 PARKFRONT DR. HOUSOTN,TX 77036

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
本地共有十六個不同地區的公寓
就在華人中心半哩內有三個公寓

華人服務合心意華人服務合心意
安全居住兩相宜安全居住兩相宜

電子監控與巡邏電子監控與巡邏
交通辦事很容易交通辦事很容易

電 話：
713-772-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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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上海往返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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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九天 99元
●上海八天 49元

機票
震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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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度全方位循環進風系統

˙4層高精度過濾系統

˙全鋼機身 軍工品質

˙5年超長保修

Austin Air/奧斯丁空氣凈化器

歡迎致電: 832-620-0006 電子郵箱: pacacollection@gmail.com
金絲帶國際商貿有限公司 地址：3001 Fondren Road Suite D Houston, TX77063

霧霾殺手

HM405
過敏哮喘專用型

HM450
甲醛專用增強型

HM402
臥室專用型

星期五 2015年10月30日 Friday, Oct. 30, 2015 星期五 2015年10月30日 Friday, Oct. 3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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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荣欣

一時黛玉進了榮府袁 下了車．
衆嬤嬤引着袁便往東轉彎袁穿過一個
東西的穿堂袁向南大廳之後袁儀門內
大院落袁上面五間大正房袁兩邊廂房
鹿頂耳房鑽山袁 四通八達袁 軒昂壯
麗袁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
是正經正內室袁一條大甬路袁直接出
大門的．進入堂屋中袁抬頭迎面先
看見一個赤金九龍靑地大匾袁 匾上
寫着斗大的三個大字袁 是 "榮禧堂

"袁後有一行小字院"某年月日袁書賜
榮國公賈源 "袁又有 "萬幾宸翰之寶

"．大紫檀雕螭案上袁設着三尺來高
靑緑古銅鼎袁 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
畫袁一邊是金 ы 彝袁一邊是玻璃炙遥
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交椅袁 又有一
副對聯袁乃烏木聯牌袁鑲着鏨銀的字

迹袁道是院 座上珠璣昭日月袁堂前黼黻煥煙霞．下面一行小字袁
道是院"同鄉世敎弟勛襲東安郡王穆蒔拜手書 "．原來王夫人時

常居坐宴息袁亦不在這正室袁只在這正室東邊的三間耳房內．於
是老嬤嬤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鋪着猩紅洋珍袁正面

設着大紅金錢蟒靠背袁石靑金錢蟒引枕袁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
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幾．左邊幾上文王鼎匙箸香盒袁右邊
幾上汝窰美人觚 ____觚內揷着時鮮花卉袁 並茗碗痰盒等物．地
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袁都搭着銀紅撒花椅搭袁底下四副腳踏．椅
之兩邊袁也有一對高幾袁幾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袁自不必
細説．老嬤嬤們讓黛玉炕上坐袁炕沿上卻有兩個錦褥對設袁黛玉
度其位次袁便不上炕袁只向東邊椅子上坐了．本房內的丫鬟忙捧
上茶來．黛玉一面吃茶袁一面打諒這些丫鬟們袁妝飾衣裙袁舉止
行動袁果亦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袁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靑緞掐牙
背心的丫鬟走來笑説道院"太太説袁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遥 "老嬤

嬤聽了袁於是又引黛玉出來袁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房炕上
橫設一張炕桌袁桌上磊着書籍茶具袁靠東壁面西設着半舊的靑緞
靠背引枕． 王夫人卻坐在西邊下首袁 亦是半舊的靑緞靠背坐
褥．見黛玉來了袁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
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袁也搭着半舊的彈墨椅袱袁黛玉便向椅上
坐了．王夫人再四攜他上炕袁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説院
"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袁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院你三個
姊妹倒都極好袁以後一處唸書認字學針線袁或是偶一頑笑袁都有
儘讓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院我有一個孽根禍胎袁是家里的
`混世魔王 '袁今日因廟里還願去了袁尙未回來袁晩間你看見便知
了．你只以後不要睬他袁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遥 "

我不由粲然一笑袁心中芥蒂一掃而光袁再無挂懷袁只安心養胎遥
崇德二年閏四月十二袁索倫部烏魯蘇穆丹屯長博穆博果爾率八人來朝袁貢馬匹

貂皮遥
索倫部乃是居住于黑龍江上游袁貝加爾湖以東袁精奇里江兩岸的一支民族群落袁

博穆博果爾精通武藝袁才幹出衆袁勢力強壯袁因此在他的努力下袁逐漸壯大成一個集
杜拉爾尧敖拉尧墨爾迪勒尧布喇穆尧塗克冬尧納哈他等部落聯盟的首領袁雄據一方遥

皇太極對他的來朝拜會甚爲重視袁日夜盛情款待袁盡顯地主之誼遥
這年的夏天對我來説特別難熬袁隨着身材逐漸臃腫袁我的行動也越來越遲緩袁然

而即便如此袁每日里卻仍是揮汗如雨袁熱得不行遥
六月初袁我的小腿開始浮腫袁拿大拇指隨便一掐袁那上頭的肌膚上便凹下去一

塊袁久久不會彈起復原遥我的一雙腳更是腫得像兩只大粽子袁平時穿的鞋子此刻根本
不可能再套得進去遥
無可奈何之下袁我晩上睡覺袁已習慣性的要在頭下加兩只枕頭袁又在腳後跟另外

墊只涼枕袁饒是如此作爲袁肚子上的巨大壓力卻絲毫沒有減輕袁反而一天天的加重遥
隨着産期一天天的臨近袁我原就敏感的情緒變得越來越忐忑難安袁夜里睡下竟

是接連夢見當年孟古姐姐分娩難産時的可怕情景遥
"哦 --哦 --"睡夢中袁我突然慘叫起來袁痛苦的彈起上身遥
"怎么了钥浴 "皇太極警醒的從旁一躍而起袁昏暗中見我這副悽慘的模樣袁不禁嚇

了一跳袁慌神道院"是肚子痛钥要生了钥 "他扭頭欲喊人袁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袁死死的
掐住他袁語無倫次的低呼院"不是噎噎抽噎噎抽筋啊浴 我的小腿抽筋噎噎""哪一邊钥 "

他急忙慌慌張張的伸手抓住我的左腳遥
我搖頭袁痛得眼淚逬出院"右噎噎右噎噎"皇太極毫不猶豫的換手袁一把抓住我的

右腳腳底袁將腳背往上壓遥
過了會兒袁我不再抖個不停袁長長的吁了口氣袁大汗淋灕的重新躺下袁無力的哼

哼遥
"好些了沒钥 "他關切的問我遥
我疲憊的點頭袁右腿稍稍動一下仍是會有痛覺袁但已不像剛纔那么要人命了遥
他伸手捋開遮擋在我面頰上的髮絲袁我頸下胸口全是汗珠兒遥
"我正做夢呢袁突然聽你叫得那么凄厲袁嚇得三魂丢了五魄浴 "他憐惜且緊張的

説袁"生産的日子算來也就這幾天了吧钥 ""嗯遥御醫説就月底前噎噎你做什么夢了钥夢
見什么了钥 "他小心翼翼的替我拿捏小腿肚上緊綳的肌肉袁我痛得呲牙遥

"怎么钥看來你是不想出去咯遥 "小靜冷笑地湊近她袁諷刺着説院"不

出去也行袁那就在里面慢慢耗着吧袁哈哈哈遥 "

"姐姐袁咳咳咳袁你千萬不要這么做噎咳咳咳噎"曹素素艱難地勸

阻袁由於激動不已導致咳嗽一直無法停止遥 曹蓉蓉拍了拍妹妹的後背袁
然後向前邁出一步袁對着小靜説道院"我爬袁但是我求求你們饒了我妹
妹遥 "

"好袁曹素素可以不爬遥 "小靜堅定地説道袁然後將一只腿打開袁指
着胯下説道院"爬吧遥 "

"爬袁爬袁爬噎"其他宮女跟着起哄遥
"不要袁姐姐噎"曹素素緊緊抓着姐姐袁無奈曹蓉蓉卻硬生生地掰

開妹妹的手袁繼而跪在地上袁匍匐着從小靜的胯下爬了過去遥 曹蓉蓉低
首着一步一步挪動袁堅硬的指甲劃在石板上袁隱忍的怨氣糾結成怒氣慢
慢呑了下去遥 她知道自己不能反抗袁她知道袁她想活得更久只能委曲求
全遥

小靜得勢以後袁又走到曹蓉蓉兩人跟前袁嗤笑地説道院"你們要想不
再進這個小黑屋袁那就乖乖地聽話遥現在袁你們給我打掃整個靜宜苑袁在
天黑之前要是完不成任務休怪我不給你們休息了遥 哼浴 "

曹素素看着宮婢們走遠袁這才敢跑向曹蓉蓉袁一邊拍打姐姐身上的
灰塵袁一邊説道院"姐姐袁余下的活兒就讓我做吧遥 "

"就怕我們兩個人都做不完遥 "曹蓉蓉擔憂地嘆道袁然後拿起身邊
的工具走向靜宜苑遥

傍晩時分袁陸令萱在幾個宮女們的簇擁下返回了靜宜苑袁走在迴廊
中突然感到腳底濕漉漉地袁於是低頭問道院"這是怎么回事钥 "

"陸郡君息怒袁一定是新來的宮女不會做事遥 "小靜趕忙解釋袁然後
吩咐其他宮女將正在做事的曹蓉蓉與曹素素帶了過來遥

兩人戰戰兢兢地跪在地上請安袁卻惹得陸令萱更加惱火遥
"哼袁你們誠心讓我摔倒不是钥 "陸令萱怒斥遥
"陸郡君息怒袁奴婢沒有看到那塊地方的水漬袁奴婢現在就爲您擦

乾凈遥 "曹蓉蓉撲過去慌慌張張地擦拭陸令萱站立的地方遥
"哼浴 "陸令萱一腳就將曹蓉蓉踢開袁駡道院"你什么時候變得這么

好心了钥 "曹蓉蓉訝然地抬頭袁瞪着一臉怒氣的陸令萱遥
"你這是什么眼神钥 "陸令萱指着怒駡院"跟你娘眞是一個模子出來

的袁不過袁再怎么嫵媚都沒用遥 我要讓你在我這兒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
靈遥 "

王寶兒眨了下眼袁然後點下頭遥
秦予喬拿出手機看大盤袁 陸氏的幾個上市公司股價還是很穩定袁

然後搜索了下新聞袁並沒有陸和爍病重的消息袁果然陸和爍病重的事
還是瞞着媒體的遥

陸景曜以前跟她半開玩笑半認眞地講起過陸家的

情况院"基本上老爺子每病一次袁 陸家的那些金融股就波蕩一次袁
陸家兒子女兒多袁外人如何都不會相信陸家人個個在家業面前都能安
分守己噎噎其實陸家自己人也不相信袁 只是維持了那么多年的和睦袁
一下子不好扯破而已遥 "

陸和爍是下午脫離危險期的袁 是陸和爍的主治醫生過來説的消
息袁但是因爲陸和爍還沒有從重症監護室出來袁現在唯一進去探看的
人是陸家的老管家遥

老管家從監護室出來後立馬來到隔壁休息間院"老爺讓各位先回
去休息袁沒必要在這里繼續守着遥 "

"我們不走袁爸爸這樣子了袁我們可不放心回去遥 "張琪説袁然後轉
過頭看向秦予喬袁"我看六妹累得厲害袁要不六妹先回去休息钥 "

秦予喬沒説話袁只是看着管家袁聽管家繼續説下去遥
"老爺説了袁他還死不了袁讓你們別操心惦記遥 "老管家對張琪説袁"

這是老爺的原話袁讓我轉達一下遥 "

陸家幾個女人面面相覷袁過了會陸家瑛開口問院"爸爸還説了什么
嗎钥 "

管家猶豫了下袁有點難以啓齒院"老爺説噎噎讓你們留着心思等他
眞正去了後再操心噎噎"

因爲陸和爍住院的事還瞞着媒體袁所以陸家人進門醫院都是從後
門進出遥 秦予喬跟楊茵茵一塊兒坐上陸家的黑色商務車袁上車後楊茵
茵對司機説院"先去中央花園吧遥 "

秦予喬看着楊茵茵院"我有點不放心睿睿袁我想先去二小看看他遥 "

楊茵茵想了下袁點點頭後對司機説院"先去實驗二小遥 "

秦予喬對楊茵茵扯了個笑袁楊茵茵拉住秦予喬的手袁有點挑明瞭
地説院"喬喬袁我們是自己人遥 "

秦予喬明白楊茵茵的話袁眞誠地看了眼楊茵茵袁開口院"景曜跟我
説過袁陸家他最敬重的是大嫂你遥 "

寧汐暗暗嘆口氣袁隨意的扯開了話題遥
聊了片刻袁孫冬雪便不肯再待了袁笑着説道院"我們回去吧少爺還在酒

樓那邊呢他身邊沒人伺候袁我實在放心不下遥 "

出來的確實也夠久了遥
寧汐笑着應了袁結賬之後袁和孫冬雪一起回了鼎香樓遥
剛一踏入鼎香樓的門袁一個熟悉的絳色背影便引入眼帘遥 寧汐莫名的

覺得臉一熱遥 心里暗暗嘀咕不已遥 大熱的天袁穿這么鮮亮的衣服也不覺得
熱噎噎

容瑾正和孫掌櫃在説話袁 聽到身後的腳步聲袁 很自然的回頭瞄了一
眼遥 和寧汐的目光正好遇個正着遥
待見到寧汐迅速的移開視線袁容瑾的唇角微微翹起遥 口中雖然還在和

孫掌櫃説着話袁卻漫不經心的連連看了過去遥
相比之下袁陸子言就直接多了遥 笑着迎了上去袁親昵的問道院"寧汐妹

妹袁你剛纔去哪兒了袁到處也沒找到你遥 "

孫冬雪的笑容一頓袁到了嘴邊的話又咽了回去遥
寧汐隨意的應了句院"剛纔和冬雪姐姐出去轉悠了一會兒遥 "

難得陸老爺不在袁陸子言不肯放過這樣説話的好機會袁笑着追問道院"
你們去哪兒轉悠了钥 買東西了嗎钥 "

孫冬雪咬咬嘴唇袁 忽的揷嘴説道院"奴婢剛纔和寧汐妹妹一起到隔壁

的脂粉鋪子去了遥 説來也湊巧袁今天寧汐妹妹還遇到熟人了呢 "

熟人钥 陸子言疑惑的看了寧汐一眼遥 到京城根本沒多久袁寧汐哪來的
熟人钥

寧汐輕描淡寫的應了句院"也沒什么袁只見過兩次而已袁不算很熟悉遥 "

口上説的輕快袁可心里卻有些不舒坦遥
孫冬雪本是個活潑爽朗的性子袁若是無心説出這樣的話來倒也罷了遥

可偏偏在這樣的時刻來了這么一句袁讓她想不多心都難噎噎
陸子言敏感的察覺到了什么袁試探着問道院"那個人是誰啊钥 我也認

識嗎钥 "

不遠處的容瑾袁不知什么時候也轉過了身來袁看似漫不經心的瞄了過
來遥

寧汐知道瞞不過去袁索性説了實話院"説起來袁這個人容少爺也是認
識的遥去年四皇子殿下去洛陽的時候袁身邊有個親隨邵晏遥今天就是遇到
他了遥 "

陸子言從未見過邵晏袁自然沒什么感覺遥 可容瑾對邵晏卻是熟悉的袁
眼眸微微眯起袁閑閑的説道院"哦钥 你今天是遇到邵晏了嗎钥 "

寧汐硬着頭皮點點頭遥
陸子言好奇的問道院"表弟袁邵晏到底是何許人也钥 "

容瑾笑了笑院"表哥袁你在京城時日尙短袁還不知道也是正常遥 他是四
皇子殿下的心腹親信袁文才還算不錯遥待人溫和客氣袁長的又俊袁愛慕他的
姑娘足夠從街頭排到街尾遥 "頓了頓袁又嘲弄着補上了一句院"四妹也是其
中一個 "在場的人袁 大概只有寧汐能察覺到容瑾提到容瑤的時候語氣是
多么的淡漠了遥

陸子言在聽到邵晏是個俊俏倜儻的少年之後袁已經有些不安了遥待聽
到最後一句袁心里更是一慌袁忍不住瞄了寧汐一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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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台灣女星
張鈞甯29日穿上大露背黑色長裙，以形象大
使身份出席跑馬地馬場舉行的“莎莎婦女銀袋
日”，另名模Jessica C.、姚書軼、趙嘉懿、
陳嘉莉、徐靜雯及林鈺洧齊齊行騷。

張鈞甯演《武則天》的“賢妃娘娘”紅
起來，之前為東方衛視到貴州拍《跟着貝爾去
冒險》真人騷，於首日拍攝便要她生吞蚯蚓，
她苦笑指為拍節目瘦了2公斤，不但要花很多
體能，心理障礙也要摒除，像要吃些可怕活生
生的蚯蚓和蟲，她說：“吃的時間我都哭了，
覺得生吃很殘忍，心裏亦很難受！”張鈞甯指
她還要向體能上作出挑戰，需要在在山與山之
間徒手爬繩索，拍完都被稱為“女漢子”和
“女超人”，不少男生都佩服她在真人騷的表
現，給她“乾媽”的稱號，讚她能帶領着其他
成員向前走。但男朋友會否很擔心？她表示男
友素知她的性格喜歡冒險，這方面家人是更擔
心，常提她要注意安全。

大肚JC腳踏6吋高跟鞋
對於好友范冰冰及陳妍希均傳出婚訊，

張鈞甯笑言自己還沒結婚打算，還反問冰冰是
否真要結婚？但她亦會送上祝福，只是未去問
過冰冰，都是媒體上說她結婚，相信她結婚一
定會告訴自己。張鈞甯自覺很小孩子性格，故
想看世界多一點，且還有很多事想做，應沒有
那麼快定下來，她笑說：“從前計劃過的都沒
有發生，計劃總是跟不上變化的，還是參加別
人的婚禮好了！”張鈞甯清減了，但相信很快
會胖回來，今天她先趕回台灣拍戲，下周再來
港出席馬場活動，她一定要抽時間品嚐美食並
去逛逛街。

Jessica C.懷有5個月身孕仍穿6吋高跟
鞋，她坦言出活動前沒告知未婚夫安志杰，她
表示其實已習慣身體的變化，且懷孕到6個月
後便不會穿太高的鞋了。由於接下的工作到
12月才完成，她將休息養胎準備去享受人
生，近來未婚夫常煮肉給她吃，體重已升了
10磅。問到BB性別，Jessica C.笑言想保持神
秘，至於BB中文名會由未來奶奶去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著名日本漫畫大師
松本零士、台灣組合SpeXial與松岡李那等人29日出
席“松本零士聖誕幻想時空揭幕禮”，松本老師特別
手繪《銀河鉄道999》兩位主角美露達和星野鉄郎親
筆畫送給大會留念。

露雲娜現場獻唱《千年女皇》片尾曲《傳說》，
她走到台下用日語向松本老師打招呼，而松岡李那則
以《千年女皇》造型性感現身。松本老師自我介紹透
露因喜歡在零時工作，所以選用松本零士做筆名，在
眾多作品中最喜愛是《千年女皇》及《銀河鐵道
999》的女主角。

性感亮相的松岡李那表示早前因身在日本，未能
參與男友林德信父親林子祥的生日。對於男友有份主
演的電影《死開啲啦！》反應不錯，松岡說：“我已
看了電影版，希望可以再看兩小時的完全版。”松岡
更笑言如林德信包場請她看，她一定不會失場。

前亞視藝人張啟樂（Ben）成為 Kawaii的旗下藝
人，昨日他客串做司儀，表示稍後會與姜浩文（黑
仔）合唱新歌，內容是講述他們都在同一個地方（亞
視）出來，更大讚黑仔一直很照顧他，難得有機會二
人可以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李嘉欣將於下月4
日為海港城聖誕燈飾亮燈擔任特別嘉
賓。李嘉欣表示聖誕是她最喜歡的節
日，“除了可以到處看燈飾之外，亦
可以與至愛家人和朋友聚聚，一齊吃
火雞、互相交換禮物，大人有大人傾
偈，小朋友就自成一圈玩玩具，非常
熱鬧！”

問兒子Jayden是否像她一樣喜歡
聖誕節，嘉欣笑說：“Jayden當然喜
歡！因為他知道這是一個有禮物收的
節日，前兩日他收到海港城預早送來
的聖誕禮物，開心到在家中跑了一
圈！他沒有等到boxing day就急不及待
把禮物拆了”

嘉欣續說：“每年聖誕節我都會
跟Jayden一起佈置聖誕樹，他從小到
大都很喜歡聖誕樹，因此我們經常去
不同的地方跟不同的聖誕樹合照。今
次在‘Happily Ever After’聖誕大街
入口，會有一棵逾40呎高的巨型聖誕
樹拱門，樹

頂更掛上立體米奇老
鼠造型掛飾，我準備
在 聖 誕 假 期 裡 帶
Jayden一齊去欣賞，
他會很喜歡。此外，
我帶Jayden與迪士尼
朋友拍照，並捐款予
‘香港血癌基金’幫
助有需要的人，與他
一起度過開心又有意
義的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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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李 榮 浩 即 臉 紅提 李 榮 浩 即 臉 紅

楊丞琳楊丞琳強調

不閃婚不閃婚

提 李 榮 浩 即 臉 紅

楊丞琳和李榮浩早前傳出婚
訊，但已遭當事人否認其

事，29日Rainie被問到感情進
展時，她即緊張得臉紅紅以廣東
話回應：“哎唷，塊臉有些紅，
就快要流汗，（是否不習慣被問
起李榮浩？）不是啦，我很少回
應這類問題，我真的臉紅，（你
們有共識要低調？）我跟他都希
望外間注意力在我們的工作
上。”說到粉絲催她嫁人，
Rainie笑說：“他們只是湊熱
鬧，沒有粉絲希望藝人結婚。”
最近Rainie經常在社交網上放上
BB照，對此，她謂：“我愛玩

別人的小孩，就是玩玩而已，現
時沒有生孩子的衝動，一步步
來，那個是我化妝師的小孩，而
且喜歡玩和養是兩回事，等有天
想當媽媽，心態便會不一樣。
（會否閃婚？）絕對不會，大家
不用擔心。”

讚妍希男友求婚有心思
當被問到有否定下婚期？

Rainie自言婚期一定不近，覺得
這些事無須定下時限，假若遇到
對的人便自然發生，“我沒定什
麼時候做什麼，規定便不是愛
情。”說到其老友陳妍希獲男友

陳曉求婚，是否婚期將近？
Rainie謂：“我不方便代她回
答，做朋友的不便透露，只要她
開心幸福，我便開心，永遠支持
她所有決定。”陳曉出動3D小
龍女求婚，Rainie 沒有目擊求
婚過程，但從報道上看過3D小
龍女像，覺得很有心思，她說：
“現時每個人求婚都有很多
idea，希望以後有美好回憶，
（你期待收到3D雕像嗎？）這
個對他們來說很有意義，對我便
沒理由要，夢幻求婚都不是我風
格，當然不是說結婚便去結，也
得有過程。”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女歌手傅又宣（Maggie，前
名：傅珮嘉）近日接受茜利妹主持的電台節目訪問。
談到她最近再闖台灣樂壇，跟老公及囝囝分開了足足
四個月，期間老公只到過台灣一次探望她，Maggie憶
述：“同佢Whatsapp又愛理不理，好懶回我，諗諗下
都嬲嬲哋，咁啱同溫昇豪拍緊我新歌的MV，有親熱
鏡頭，咁咪把心一橫send啲相激下佢囉！點知佢隔咗
好耐先淡淡然回一句‘不錯喔’……哼！”陪着太太
Maggie到電台的周思甫隔着直播室玻璃格格大笑，令
她怒火燒得更盛，續爆料說：“有一件事我仲嬲！我

從來未對外講過！當
年我哋結婚，雖然有
共識，但佢（老公）
連基本求婚動作都冇
做，仲要果50蚊（台幣）婚姻註冊費係我畀！一路都
冇畀返我呀！”

雖然Maggie嘴上說嬲老公，但其實她對對方心存
感激，Maggie話：“‘日系美白牙齒Spa’呢盤生
意，都係佢（老公）觀察咗一段日子覺得做得過，本
錢上精神上支持我去做，做生意始終佢先係專家。”

松岡李那晒半球化身“千年女皇”

傅又宣自爆貼錢嫁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台灣歌手楊丞

琳（Rainie）以白色裙打扮到本港一個主題公

園出席活動。當提到緋聞男友李

榮浩時，Rainie 如像少

女般滿臉通紅，說到

結婚大事，她認為無

須刻意計劃，只要

找到對的人便會有共

識，但就強調一定

不 會

閃婚，看來粉絲

們 大 可 放

心。

■■李嘉欣下月為海港城李嘉欣下月為海港城
聖誕燈飾亮燈擔任特別聖誕燈飾亮燈擔任特別
嘉賓嘉賓。。

■■性感示人的松岡李那偕松本零士性感示人的松岡李那偕松本零士、、SpeXialSpeXial露雲娜露雲娜
等出席揭幕禮等出席揭幕禮。。

■■張鈞甯在真人騷的表張鈞甯在真人騷的表
現令不少男生都佩服現令不少男生都佩服。。

■懷孕中的Jessica C.仍穿高跟鞋行騷。

■■楊丞琳被問楊丞琳被問
到緋聞即時臉到緋聞即時臉
紅兼流晒汗紅兼流晒汗。。

■■楊丞琳楊丞琳
認為結婚認為結婚
無須刻意無須刻意
計劃計劃。。

■■傅又宣傅又宣((左左))最近再闖台灣樂最近再闖台灣樂
壇壇，，成績不俗成績不俗。。

■■李榮浩與楊丞琳希李榮浩與楊丞琳希
望外間注意力在他們望外間注意力在他們
的工作上的工作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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