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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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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中國城槍店中國城槍店 SUPER ARMORY

地址： 9896 Bellaire Blvd.,#G1,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
（281）236-4723
(832)347-2888

★ 供應各種槍支、彈藥的買賣。
★ 申請德州帶槍執照課程-可在全美36個州攜帶。

歡迎機關，團體報名，可赴該公司授課，另有優惠。
★ 兼賣各種防身用品：辣椒噴液，電擊槍...等等。

營業時間：
Mon-Sat 11AM-6PM

新
開
張

慶祝新張慶祝新張 化妝品禮盒化妝品禮盒
大贈送大贈送 送完為止送完為止

（中國城第一家位敦煌廣場內）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120up送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250up送
凡購買$300up送

COSMETICS
BLOOMINGBLOOMING

本店誠徵經理及銷售人員，請電洽或上門應徵

8300 W.Sam Houston Beltway TX 77072 (832)834-0610
遷移新址至遷移新址至““越華超市越華超市””內內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
人長期腰痛背痛頸痛，這個病
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椎間盤
突出。椎間盤突出分為腰椎間
盤突出和頸椎間盤突出。腰椎
間盤突出癥為腰腿痛常見原因
之一，其主要癥狀為腰痛及下
肢痛。腰椎間盤突出又名腰椎
間盤纖維環破裂癥或腰椎間盤
髓核突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
“腰脫”或“腰突”。它是指
人體隨著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
傷和積累性外傷等原因，使腰
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
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出壓迫
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的坐骨
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的
骨科常見病、多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
骨底部疼痛，下肢放射性疼痛
（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
覺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
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
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
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
，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
痛加重等。多數患者有不同程
度的外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
維環破裂，髓核向後或後外側

突出，壓迫脊神經根
引起腰腿痛，坐骨神
經痛是腰間盤突出癥
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
見於青壯年，有明顯
的頸部外傷史或有長
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
業史。神經根受壓者，出現頸
部、肩部、上背部劇烈疼痛，
伴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
動和睡眠時，疼痛加重。肌力
下降，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臂
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部分患
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
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
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
生治療椎間盤突出有 20 多年
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
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
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治療，
運用推拿、器材和營養相搭配
的方法，治療腰椎、頸椎間盤
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
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
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
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 診斷治療，病人躺在治
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
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
有無炎癥、缺水程度等，李醫
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
損的那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
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
痛馬上減輕80%。李醫生還專
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
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 址 ： http:txspinalcare.

com
主診所地址：9610 wes-

theimer road, Houston, Tex-
as77063
診 療 時 間 ： 週 一 至 週 五
（8am -6pm）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最新技術治療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34，轉向時沉重費力。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原因有轉向系各部位

的滾動軸承及滑動軸承過緊，軸

承潤滑不良；轉向縱拉桿、橫拉

桿的球頭銷調得過緊或者缺油；

轉向軸及套管彎曲，造成卡滯；

前輪前束調整不當；前橋車或車

架彎曲、變形。另外轉向輪輪胎

虧氣、四輪定位數據不准也會造

成轉向沉重。

35，行駛時車輛的轉向盤難於操

縱。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可能是兩側的前輪

規格或氣壓不一致；兩側的前

輪主銷後傾角或車輪外傾角不

相等；兩側的前輪轂軸承間隙

不一致；兩側的鋼板彈簧拱度

或彈力不一致；左右兩側軸距

相差過大；車輪制動器間隙過

小或製動鼓失圓，造成一側制

動器發卡，使製動器拖滯；車

輛裝載不均勻等。

36，行駛時車輛轉向“發飄”

。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往往是由行駛中前輪

“擺頭”引起的，原因有：墊補

輪胎或車輛修補造成前輪總成功

平衡被破壞；傳動軸總成有零件

鬆動；傳動軸總成動平衡被破壞

；減振器失效；鋼板彈簧剛度不

一致；轉向系機件磨損鬆馳；前

輪校準不當。

37、平常能正常行駛，但有時在

緩慢停車時，有緊急制動的感覺

，起步時有拖滯感；高速時油耗

較大，車速受限。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故障可能出在製動總

泵上。實際案例：有一輛車再現

上述現象，將汽車支起，拆檢各

制動器、制動分泵、卡鉗導軌以

及手製動拉線等，未發現異常。

進行路試也未發現異常。過了一

段時間，上述故障再次出現，並

在無制動情況下推不動。用手觸

摸兩輪輪轂，明顯過熱。將總泵

與真空助力器的連接螺栓鬆開後

，制動解除，車能被推動。將總

泵拆下，用工具測量助力器頂桿

長度及總泵活塞深度，發現兩者

間沒有間隙。這使得總泵回油不

徹底，產生製動拖滯。在總泵與

助力器之間加墊並調整好間隙之

後，裝複試車，故障排除。 （未

完待續）

完 整 修 車 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

ton, TX77072

汽車維脩大全（十一）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際電視
55.5今晚2015年10月31日8點的《生活
》節目為您介紹今年的德州文藝復興節
，並采訪了德州文藝復興節的國王。

德州文藝復興節，英文叫 『Texas
Renaissance Festival 』。是美國最大規模
的文藝復興節，於每年的十月份開始，
連續八週在每個週末來舉辦。德州文藝
復興節有八個主題公園、十七個舞臺，
佔地55英畝，活動預計每年會吸引五十
萬的遊客參與。

德州文藝復興節，最早開始於1974
年。今年是第40屆德州文藝復興節，舉
辦地點在文藝復興主題公園內，位於休
斯頓的西北方向，開車大約需要一小時
。進入文藝復興主題公園，使人感受時
光倒流，仿佛置身於歐洲文藝復興時代
。多臺歐洲不同民族的音樂歌舞表演精
彩紛呈，讓您目不暇接，留連忘返。請

記得帶好相機，留下從時間隧道穿越到
古老歐洲旅行的難忘記憶。

德州文藝復興節的每個周末根據不
同的歷史傳說和民族風情設有不同的主
題，你去幾次就會有幾次新的驚喜。
2015年的德克薩斯州文藝復興時期的藝
術節為主題的周末，包括：
•10 月 10 日、11 日式開幕周末：慶祝
百威淡啤啤酒節，欣賞傳統的德國音樂
，巴伐利亞舞蹈和黑森林之旅！參加很
多競賽，包括：* 波爾卡舞蹈大賽和 香
腸競吃大賽等比賽等有趣的比賽。
•10 月 17 日及 18 日，這個周末的主題
是 1001 個夢：讓夢想開始飛翔！新的
集市和村落，在花園間飛來飛去的仙女
，魔宮的法術讓你大吃一驚！
•10 月 24 和 25 日的主題是：萬聖節之
夜：“幻影”，妖怪和魔鬼從陰影中出
現。吃玉米比賽和南瓜雕刻大賽！

10月31日及11月1日這個周末的主題是
： 海盜冒險，模仿海盜說話比賽, 海盜
尋寶！
•11月7日和8日這個周末的主題是：
羅馬酒神！所有被邀請的人都穿上長袍
，暢飲葫蘆壺中的紅酒，以此來彰顯他
們的榮譽！
• 11月14日和15日這個周末的主題是
： 蘇格蘭高地舞！在管道音樂中旋轉，
參加高地舞大賽，在健美膝蓋下炫耀你
的褶裙，或加入狩獵大羊比賽！
• 11月21日和22日這個周末的主題是
：蠻族入侵！成群的蠻族侵入新集市村
搶劫，掠奪各地來的野蠻人！
•11 月 28 和 29 日閉幕式周末主題是聖
誕節：閉幕周末將歡迎聖誕老人光臨新
集市，空氣中彌漫著王室的奢華氣息，
以皇家的禮節和時尚慰問您，祝您過上
一個精彩的聖誕節！

文藝復興主題公園開放期間，您開
車在接近德州文藝復興主題公園地方，
就會看到入園指示牌，隨著管理人員的
指揮，就可到達共園外的免費停車場。
德州文藝復興節網站有詳細資訊，網址
是 texrenfest.com。 地 址 ： 21778 FM
1774, Todd Mission, TX 77363。 電 話
800-458-3435。
如果您想購買文藝復興節的門票，可以
上網購買，也可以到HEB和Woodforest
國家銀行購買。提前購票會有一定的折
扣，詳情可以到官方網站查詢：www.
texrenfest.com。
來文藝復興節遊玩的人，都打扮得很艷
麗。如果你也想過把癮，進門以後有個
小鋪子可以租一些道具服裝，讓你瞬間
變身成為一個古代貴婦或貴族，或者乞
丐、馬販子什麽的，一天的租金在30元
至70元不等，當然，如果你覺得租來的

衣服不幹凈，或者年年都要來穿來玩，
可以在裏面買一套，價錢大約在一百美
元以上。
德克薩斯狂野的牛仔，意大利風雅的文
藝復興，兩個壓根就風馬牛不相及的東
西，就這麽完美地被結合在了一起。德
州文藝復興節年年都辦，今年已經是第
40屆了，德州文藝復興節是美國最大的
文藝復興節，也是最有名的，毫無疑問
，德州文藝復興節已經成了休斯頓的一
個文化標誌，這讓我們每一個休斯頓人
都倍感自豪。

想詳細了解德州文藝復興節嗎？想
親自去那兒玩一趟嗎？敬請關美南國際
電視 55.5《生活》節目。 《生活》每
週六晚8點至8點30分首播，週日下午5
點至5點30分重播，週三上午9點30分
至10點重播，歡迎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55.5《生活》采訪德州文藝復興節

金殿海鮮酒樓新聘香港點心大師傅金殿海鮮酒樓新聘香港點心大師傅,,推出多種獨家新式點心推出多種獨家新式點心
周一至周五推出特價點心周一至周五推出特價點心,, 只要只要$$11..9999起起!!!!!!

雙龍蝦特價大酬賓雙龍蝦特價大酬賓,,只要只要$$1818..8888!! 超優惠特價午餐超優惠特價午餐，，只要只要$$33..9999起起！！
（本報訊）休斯敦首家港式點

心+粵菜+湘菜的特色酒樓-點心大
師傅,主持港式點心部. 推出的新式
點心有彩豆肉繡球, 排骨煎腸粉, 牛
什煎腸粉,流沙包，榴蓮酥等等.金殿
的點心有超過30年的歷史，在休斯
敦享有盛譽！七天茶市，每天從上
午10點到晚上7點。

為了回饋新老顧客的支持, 特別
推出周一至周五全天特價港式點心:
中,小點心一律只要$1.99!(只限周一
至周五,大點和特點除外,周末和節假
日除外).

近日推出雙龍蝦特價大酬賓,只
要$18.88! 周一至周五還有超優惠特
價午餐，只要$3.99起！

金殿海鮮酒樓最近從湖南衡陽

請來了天外天酒樓和華天酒樓的湘
菜大廚師,隆重推出正宗湘菜:干鍋系
列：老鴨，田雞、肥腸、土雞、雞
胗、牛腩；剁椒系列：魚頭、全魚
、魚片、香芋、田螺肉；蒸菜系列
：香芋/冬瓜蒸排骨、老干媽蒸全魚
；湘味特色：毛氏紅燒肉、煙筍腊
肉、香辣田螺肉、酸蘿蔔炒雞胗，
地道經典湘菜，油重料足，滋味鮮
香，吃得人臉紅心跳，難忘這道道
經典菜肴。粵菜大廚本周推出的主
廚推薦菜，包括︰XO 芋柳炒班球
，海鮮玉子豆腐，金殿小炒王,紅燒
海參扒冬菇，金殿霸王雞等, 每道菜
皆增添創意和靈感，挑戰您的味蕾
。

金殿海鮮酒家為了滿足婚喜宴

，公司和社團團體餐以及中小型會
議的需求。特意新裝修了能夠容納
150-200 人的婚喜宴和會議大廳，
備有舞台，高級音響和卡拉 OK 系
統，在休斯敦獨樹一幟！此外，貴
賓 包 廂 可 以 任 意 組 合 成 1 大 桌
（14-16 人），或者 2-8 個 10 人大
桌的聚會模式，方便各種大小聚會
的要求。

「金殿海鮮酒家」的地址︰
85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776-8808。
營業時間：上午 10 點—晚上 9 點
（周日~周四）；上午 10 點—晚上
10點（周五、周六）

（本報記者秦鴻鈞）隨著 「韓
劇」風行於世界各地，那些肌膚似
雪，有若絕世佳人的韓國美女所用
的化粧品，也隨之在世界各地造成
風潮。一家韓國化粧品專賣店——
「Blooming Cosmetics」已於日前遷

移到八號公路與Beechnut交口的越
華超市進門左側，推出著名品牌，
如 WHOO HUI 等多種品牌的韓國
化粧品，並推出慶祝新張，共有十
四種不同品牌風格的化粧品禮盒大
贈送，凡購滿 120 元以上至 350 元
者，皆有贈送精美禮盒，譬如該店
的 WHOO 後是來自韓國的韓國頂
級宮廷護膚名品，是屬於 LG 的生
活 健 康 著 名 化 妝 品 牌 。 2003 年
“WHOO 後”品牌於韓國上市，
源自宮廷的獨秘配方，讓廣大的韓
國女性為之瘋狂與傾心。

“WHOO 後”的品牌價值與
理念，就是對高品位、高格調之美
的追求。當歲 whoo 品牌 LOGO 月

追溯到時間隧道遙遠的彼方，對於
身為絕世佳人的皇後們來說，宮廷
美容秘方——拱辰丹，可謂是供奉
給她們最為珍貴的寶物，它造就了
不施脂粉亦可生輝的皇後們那高雅
清麗的面容。經過數百年、數千年
的傳承，拱辰丹的效果經歷了歲月
的驗證，並經現代科學的輔佐，而
成為今世“WHOO 後”品牌的核
心成分。2006年9月，“WHOO後
”品牌在中國華麗登場。目前，其
在中國的形像專櫃已達數十個，遍
及中國最為出眾的時尚都市。而此
次傾情登陸休市，加之品牌新代言
人：韓國影視天後李英愛小姐的完
美詮釋，必將引領宮廷韓妝的新潮
流。

自 2003 年 品 牌 誕 生 至 今 ，
“WHOO 後”始終倡導以現代科
學為依據，融合神 whoo 化妝品秘
的宮廷秘方與東方醫學為一體，應
用韓國 LG 化妝品研究所的尖端科

學技術，以及大韓韓醫皮膚科學會
古老傳承，再現專為肌膚開發的宮
廷美容秘訣的神秘處方，為亞洲女
性帶來最適合東方人肌膚的美容盛
宴。

“WHOO後”的明星產品還幼膏
系列，就是以匠人的精神為底，將
最好的韓方成分以最佳的方法調配
精制而成的名品，令肌膚回到10年
前活力的高濃縮再生營養尚品。選
取自天然山參、天山雪蓮、鹿茸、
冬蟲夏草等名貴藥材和55種五行成
分，促進氣血精循環，保濕美白同
時增強血液循環，改善皺紋和彈性
，讓肌膚煥然一新，如若初生。
韓國化粧品專賣店Blooming Cos-

metics 除推出各種化粧品，保養品
外，還有美髮用品，染髮劑，只要
到 Blooming Cosmetics 走一趟，包
管您從頭到腳，漂漂亮亮。氣質出
眾。該店地址：8300 W Sam Hous-
ton Beltway，電話：832-834-0610

韓國化粧品韓國化粧品Blooming CosmeticsBlooming Cosmetics遷移新址至越華超市遷移新址至越華超市
現正舉辦化粧品禮盒大贈送現正舉辦化粧品禮盒大贈送，，送完為止送完為止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越華超市越華超市」」 進口左側的韓國化粧品進口左側的韓國化粧品（（Blooming CosmeticsBlooming Cosmetics））
專櫃專櫃（（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作家荊棘今將在休市演說：
「文學中的生命」 歡迎踴躍聽講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作家荊棘於昨晚抵達休士頓作家荊棘於昨晚抵達休士頓，，並將於今天下午二時並將於今天下午二時，，在僑教中心在僑教中心203203室正式開講室正式開講：： 「「文學中的生命文學中的生命」」 。。
當年以一篇散文當年以一篇散文 「「南瓜南瓜」」 崛起文壇的荊棘崛起文壇的荊棘，，個性十分開朗個性十分開朗，，平易近人平易近人，，台大畢業台大畢業，，獲教育心理學博士的她獲教育心理學博士的她，，在美國在美國

各州立大學任教各州立大學任教2525年年，，口才一流口才一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圖一圖一））為作家荊棘為作家荊棘（（中中））昨晚在昨晚在 「「姚餐廳姚餐廳」」 參加參加 「「美美
南華文作協南華文作協」」 的歡迎晚宴的歡迎晚宴，，與與（（左起左起））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教育組周慧宜組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 「「美南華文作協美南華文作協」」 會長秦鴻鈞會長秦鴻鈞，，前前
會長石麗東會長石麗東，， 「「台灣書院台灣書院」」 劉月琴主任合影劉月琴主任合影。。

（（圖二圖二））作家荊棘作家荊棘（（右三右三））在在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夫婦黃敏境處長夫婦
（（中中））在在 「「姚餐廳姚餐廳」」 不期而遇合影留念不期而遇合影留念（（右起右起））教育組周慧宜教育組周慧宜
組長組長，， 「「美南作協美南作協」」 會長秦鴻鈞會長秦鴻鈞，， 「「台大校友會台大校友會」」 會長羅茜莉會長羅茜莉
，， 「「台灣書院台灣書院」」 劉月琴主任劉月琴主任，，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主任莊雅淑主任莊雅淑

（休士頓/秦鴻鈞）一項由
美國休士頓國際區主席， 「美
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
李蔚華主辦的 「愿和平永駐」
紀念二戰勝利七十週年大型文
藝晚會，將于十一月七日（下
週六）晚間六時正式登場。

並將于當天下午四點半至
五點半，在休士頓太空對棒球
場（Minute Park 棒球場），舉
行開幕儀式，及國際畫展。展
出李衛平，于成松，巴特爾林
甲，蔣瑞，張要武，李曼，陳
霖，陳秀慶，程義偉，高鳳紅
，耿佐民，郝玉玲，李德慶，
李秀芬，劉秀蘭，王毅，蕭慶
東，張寶樹，張軍，趙洪星，
周波等人共三百多幅作品。

（一）于成松藝術介紹：
于成松，四川省西充人。1958
年生。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
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華僑公
益基金會護疆和平基金發起人
。
創造出獨特新畫種 “復合油版
畫”。

已由人民美術出版社等出
版個人畫集51部。

是第一個被將其創作的油
畫《于成松四川風光畫集》6部
，選作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
國代表大會代表的紀念品和聯
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紀
念品的畫家。

是第一個被奧林匹克運動
會組織委員會將其創作的34卷
的《中國風光畫集》，選作第
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
會（2008 北京奧運會）的禮品
畫冊的畫家；該套系列畫集成
為“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于一
個中國”在奧林匹克運動會歷

史上的重要見證。
是第一個在新千年之際，

由百位國家元首為其《中國風
光•台灣卷》作品集題詞寄語
祝願美麗中國早日統一的畫家
。

是第一個由中國官方派往
南極作畫的畫家；是世界第一
個在南極舉辦個人畫展的畫家
。

是第一個被馬克思博物館
珍藏其創作的中國百年百肖像
百幅作品的畫家。

是第一個被人民美術
出版社首次也是中國首次
將其用中國畫藝術形式創
作 的 包 括 孔 子 、 老 子 等
《中華名人肖像》、牛頓
、瓦特等《世界名人肖像
》出版成掛圖，在學校使
用的畫家。

是第一個在法國巴黎
盧浮宮廣場、美國紐約時
報廣場、華盛頓廣場、英
國大笨鐘廣場、德國柏林
馬克思恩格斯廣場舉辦百
米肖像藝術長卷展覽的畫
家。

1986 年以來，先後由
共青團中央、中華全國總
工會、中國國際文化交流
中心、中國文聯、中國國
家博物館、中國華僑公益
基金會等單位在中國北京
、上海、天津、成都、廣
州、美國費城、紐約、聯
合國大廈廣場、華盛頓、
德國柏林、法國巴黎盧浮
宮、南極等地舉辦 30 余次
個人畫展。

創作的《中國百年百
肖像》《美國影響世界百

人肖像》《推動人類文明百位
巨人肖像》等系列巨幅中國畫
作品，成為世界肖像藝術的裡
程碑。

藝術成就和貢獻在美術史上
的獨特位置成為客觀事實。

于成松還是第一個由國家
有關方面以其作品集為載體，
在新浪網征集題詞寄語祝願中
國早日統一的畫家；第一個由
共青團中央、中華全國總工會
聯合舉辦個人畫展的畫家；是

第一個由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
向中國國家主席致函推薦的畫
家；是第一個被授予中華環保
“綠色使者”稱號的畫家；第
一個由國家派赴南沙群島、釣
魚島海域作畫的畫家。

目 前 ， 于 成 松 正 在 進 行
《世界風光》大系 100 卷的創
作工作。應中共中央宣傳部
《黨建》雜志之約，至2021年
，創作以習近平足跡為主線的
百幅巨幅作品。

紀念二戰勝利七十週年國際畫展紀念二戰勝利七十週年國際畫展
將於十一月七日下午盛大展出將於十一月七日下午盛大展出 畫家介紹之一畫家介紹之一

圖為于成松的肖像畫歐巴馬總統 圖為于成松的肖像畫，美國國
父喬治·華盛頓



CC22休城社區

我們的信念
竭盡所能﹐為您提供誠信﹐

熱心﹐省錢﹐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負責人 CLU

呂振益 J.Eric Lu
保險師

外地（800）350-1078 Fax:713-988-6886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餐館及商業
˙房屋及水災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員工保險
˙地產保險
＊此保險單(及保險計劃書)
若有提供為僅有之正式
版本﹐且以英文為準﹒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服務客戶逾20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www.farmersagent.com/jlu

713-988-0788

J. Eric Lu
Insurance Agency

呂氏
保險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當您把汽車和房屋一起投
State Farm＊開始，就可平
均節省$763保費！＊更可享
受State Farm代理人的個
人化服務，適合的保障，迅
速公平的理賠！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使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
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1205075 State Farm-Bloomlngton, IL

許宏婷
Winnie Hui
CLU CPA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Cell: 281-772-3972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誠徵有經驗,穩重的保險經紀人。

代理上百家A級保險公司

Personal個人保險
Home房屋
Auto汽車
Life人壽
Health健康

Commercial商業保險
Property產業
Restaruant餐館
ShoppingCenter購物中心
Office Building辦公大樓

優勝保險
www.ChampionsIG.com

李仕球李仕球

Champions Insurance Group

英文專線：832-484-8899英語、西班牙語 中文專線：713-446-9185國語、粵語、福州、福建、台語

5307 FM 1960 Rd. W.Ste B, Houston, TX 77069★專精房屋及商業保險★

一通電話一通電話一通電話
立即省錢立即省錢立即省錢

優勝保險，你值得擁有？

Rei Ryan 朱小姐
20年房屋 / 商業貸款
NMLS 244297

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
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

利率低 另有免手續費 本人親自接聽電話 回郵件

915915－－691691－－90729072
洽詢專線 and Text:

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9999 Bellaire, BLVD s#909, Houston, TX 77036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另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借貸
◎◎外國護照可貸款
◎◎專精H1B, L1, L2, E1, E2貸款及建築貸款,
從新貸款拿現金,不需等六個月

另誠徵 有經驗 Loan Processors 有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經驗, 會 DU/DO 英文說寫流利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any

3200 Southwest FWY, #1900, Houston,TX 77027
email: clai@ft.newyorklife.com www.connielai.com黎瓊芳Connie Lai

（通英、國、粵） 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 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713-480-9988

人壽保險 長期護理保險
教育基金 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Agent LUTCF, CLTC The offering documents (Policies, Contracts) for all New York and its subsidiaries' products are availble only in English. In the event of a dispute, the provisions
in the policies and contracts will prevail. 對於保單、合約等相關文件，紐約人壽保險公司及其子公司僅提供英文版本。如有爭議，一律以保單和合約中的條款為準。

CC1515廣告天地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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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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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迦
南
迦
南
迦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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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迦
南
迦
南
迦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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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迦
南
迦
南
迦
南
迦
南
迦
南
迦
南
迦
南
迦
南
迦
南
地產地產預購新屋﹑舊屋﹑拍賣屋,辦公大樓公寓屋

281-798-0868（手）
281-561-7275

1919年豐富房產經驗年豐富房產經驗
住

家

商

業

住家專精﹕西南區﹑醫學中心﹑糖城﹑Katy﹑Pearland
商業專精﹕店面﹑倉庫﹑購物中心﹑辦公大樓招租﹑

買賣管理﹑土地投資
Email:tsuiweihuang@yahoo.com

蕭翠薇蕭翠薇

★西南區平房,近2000呎﹐全磚2003年﹐全新裝修﹐售$218,000
★I10 & Memory Townhouse 2-2.5-2車庫,狀況極佳
現有房客租$1300 叫價$138,000

★中國城附近Townhouse 2-2-2車棚 叫價$52,000
★中國城Condo(樓下)1房1衛﹐全新裝修$30,000
★西南區Townhouse 2樓 2-2-2車庫$69,900
★288&H6,17畝地 $1,200,000
★西南區﹐辦公樓出售﹐設備齊全﹐$275﹐000
★查封屋 Shopping Center 請電281-798-0868

美聯地產美聯地產

電話：（713）823－2226

HoustonRealtyd@gmail.com
詹慧(Diane Sum)

中國城餐館出售
靠近中國城新屋出售
Sugar Land, Katy Medical Center
Downtown of Houston優美與豪華住家

好
學
區

9896 Bellaire Blvd, #D Houston TX 77036

專精買賣 商業＆住家˙新、舊、大、小、豪華房子˙公寓˙土地

投資˙管理˙協助投資者長短期投資、高效期回報

CBR,GRI

Terry Fan
(國、臺、英語)

吳念湘

E-mail: terry@terryfan.com,
Http://www.terryfan.com

SOUTHWEST
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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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線﹕(281) 265-1288 手機﹕(832) 618-2828
李惠娜Grace Liu
Broker, GRI, CCIM

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
★4房3浴﹐湖邊﹐David Weekly Home﹐3000呎﹐售$258,000﹐樓下全新實木
寬地板﹐全新內外冷暖氣﹐油漆﹐屋況絕佳
★4房 3.5浴﹐後院湖景﹐交通便利﹐近小學﹐樓下木板﹐3000呎﹐售
$300,000萬
★密蘇里市﹐3房 2.5浴﹐樓上遊戲間﹐全新油漆﹐2550呎﹐售$153,000﹐
最佳投資

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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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專精::房屋房屋 商業商業 公寓公寓 土地開發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物業管理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

E-mail: chentoby@ymail.com

Cell:Cell: 832832--235235--50005000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中國城賺錢餐館生意出售，地點極佳，多年老店，生意很好，2500呎，接手即可營業，意者請洽Toby
◆糖城精華區，一層屋3房2浴，1821呎，格局方正，交通便利，2分鐘至6號與59高速，售$218,000
◆西北區Shoping Center,100%出租，佔地60,231呎，2003年建，高報酬8%，售$2,980,000
◆糖城RiverStone，新房促銷，地點好，送$35,000 upgrade，機會有限。
◆休斯頓北邊位45號，投資良機，50個單位公寓 / Motel混合出售，100%出租，超高報酬12%，
售$1,500,000

◆休士頓南部，距離Hobby機場1 Mile，2萬呎倉庫出租，可分隔，短期可議，租75￠/呎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Cell: 713713--459459--26562656

Top USA InvestmentTop USA Investment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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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檔商鋪以1000英呎為一單位（可多不能少）每英呎售價樓上$190樓下$235
可自用或投資，擁有單獨房契，經紀人付3%佣金，歡迎承租，每呎$2-2.5

* 餐廳、辦公樓、國際學校、醫生診所、
活動廣場、公寓式酒店等。

高檔次商場高檔次商場規劃有規劃有：：

唐心琴/負責人
Sheree Lee/Broker
公司(281)242-6655
手機(832)651-2848
Email: DreamsRealty88@yahoo.com

糖城廣場糖城廣場
糖城第一個中國城銷售中

17.5英畝、5棟商業建築、預計130單位
地址：4899 HWY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位於家樂超市，恒豐銀行糖城分行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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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yal Vietnamese Udon HouseRoyal Vietnamese Udon HouseRoyal Vietnamese Udon House
正宗越南海鮮烏龍麵

11210 Bellaire Blvd.
Suite 133, Houston,

Texas 77072
Phone: 832-770-4681
Fax: 832-770-4486

各式正宗越南烏龍麵各式正宗越南烏龍麵，，河粉河粉，，煎糕煎糕。。

中國城地王全新裝潢公寓，位於敦煌，陽光和王朝廣場旁，幾分
鐘可走路去中國城各個超市，銀行及餐廳！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2-8100

百
樂
公
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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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休士頓賺錢 連鎖旅館Super 8，49房，年營$75萬，售$325萬，頭款$100萬。
2. 休士頓Americd's Best Value Inn & Suites 117房，售$500萬，

頭款$160萬，業主供銀。
3. 休士頓獨立旅館44房，年營45萬，售$235萬，頭款$70萬
4. 德州獨立96房，年營$75萬，售$250萬，頭款$70萬，路州獨立144房，$210萬，

獨立166房，年營$130萬，售$425萬。

集廿五年經驗 幫您德州投資 助您鴻圖大展 助您永續基業

德州華美投資地產 熱心為家庭、公司、
企業全面服務！

Kenny Huang

(832) 348-7824

Senior Investment Consultant

Realty Associaties

黃顯意
Hotels Specialist

Email: kennyhuang1889@yahoo.com

全方位理財服務
● 減稅計劃
● 商業計畫
● 退休計畫
● 固定收益計畫

Defined Benefit Plan
● 固定供款計畫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 員工福利計畫

● 教育基金
● 遺產規劃

提供各大保險公司產品
● 人壽保險
● 傷殘保險
● 長期護理
● 各類年金
● 401K & 401K Rollovers
● 團體健康保險

譚秋晴
Alice C. Chen

註冊會計師(CPA)、工商管理學碩士(MBA)
美國壽險訓練學院院士(LUTCF)
亞裔市場副總裁、財務計畫師

Manager, Defined Benefit Specialist**
Park Avenue Securities LLC (PAS) 的註冊代表和財務顧問。通過 FINRA 與 SIPC 的成員 PAS 提供的證券產品和顧問服務。位於紐約州紐約的 The Guardi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America ® (Guardian) 的金融代表。PAS 是 Guardian 的間接全資子公司。Wealth Design Group 並非 PAS 或 Guardian 的附屬公司或子公
司。*並非為 Guardian 或其任何子公司或附屬公司執業。Guardian 及其子公司、代理人及員工不提供稅務、法律或會計建議。請向您的稅務、法律或會計專家
諮詢您的個人情況。**擔任此職銜的財務專家不可提供將使財務專家有資格成為合資格計劃的 ERISA 受信人的服務。Wealth Design Group 是獲授權提供位於
紐約州紐約的 The Guardi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America (Guardian) 及其子公司之產品的獨立代理機構。GUARDIAN® 標識為 Guardian 的註冊服務商標，
經許可使用。2015 年-xxxx Exp 8/17

通過提供的產品

3040 Post Oak Boulevard,
Suite 400 Houston TX 77056

Direct: 281-220-2732
Cell: 713-498-2879

Alice_Chen@wealthdesigngroup.net

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通告
華嚴蓮社訂於二○一五年十一月六日﹑七日﹑八日(農曆九月廿五﹑

廿六﹑廿七日)星期五~星期日假本社最吉祥殿﹐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
將三永日誦經功德迴向參與者閤家平安﹑身心健康﹑增福延壽﹒同時祈
禱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世界和平﹒
六日上午九時起恭誦佛說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七日早上九時恭誦藥師
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八日早上九時起禮拜慈悲藥師寶懺﹒中午十一
時奉獻妙供﹔上供十方三寶﹐下濟六道群靈﹒下午四時晚課及蒙山施食﹐
利益幽冥眾生﹒
屆時敬請諸大護法﹐善信人等﹐駕臨拈香﹐同祈福益﹐凡欲祈福消災者﹐即

日起敬請與本蓮社聯絡登記﹐以便設立消災延壽祿位﹒三天
法會均備有素齋供眾﹐歡迎踊躍參加﹐同沐法雨﹐共邀福祐﹒

地點：9369 Wilcrest Dr. Houston TX 77099 電話：(281)495-9700 or (281)879-4485
傳真：(281)498-2984 Email：ablsbuddha@yahoo.com.tw

德州休士頓華嚴蓮社 謹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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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5年10月31日 Saturday, Oct. 31, 2015 星期六 2015年10月31日 Saturday, Oct. 31, 2015

I. iPad、iPhone和電腦班
本會的Ipad、iPhone和電腦班備有不同

學習的課程、為不同年齡學員的程度教學
。我們用最有效率的方法教會你使用 iPad
、iPhone 或電腦讓我們的會員趕上現在電
腦數位的時代、同時也讓會員的生活更有
情趣。Ipad、iPhone和電腦班、己陸續開班
。班級分有:iPad 和 iPhone 初學入門班、
iPad 和 iPhone 第 II 班、iPad 和 iPhone 第 III
班、和為iPhone所開的Line和WeChat班。
有興趣的會員請電 (713)784-9049或到僑教

中心102室向徐先生詢問每班級的課程和報
名。本會將於11月11日開班、上課時間為
每週三和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二點、為期共
六週、每週兩天、每天兩小時、將以報名
人數多者先開班。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
名。
II.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

主題為眼睛的疾病和保健。11 月 7 日
星期六、上午九點到十二點在僑教中心大
禮堂舉辦。現場有免費眼壓測量及青光眼
的篩檢、血糖和膽固醇的篩檢、血壓的測

量、各科
醫師和營
養師諮詢
和眼睛的

疾病和保健講座。另H-E-B將為持有保險
的人士注射流感疫苗。注射流感疫苗需出
示你的健康醫療保險或Medicare證明。
III. 2015年11月14日星期六、一日旅遊。
將於10月28日星期三開始接受報名收費。
只限會員參加。報名請 於10/28/2015上午
十點到十二點半、憑有效會員証到僑教中
心 102 室向徐先生報名繳費。費用含早點
、小費 、瓶裝水、意外保險、和門票、午
餐自理。可自帶午餐。名額有限、請盡早

報名。行程如下:
• 上午 8:45 -----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
記上車。
• 上午 9:00 ----- 準時出發、過時不
候。
• 上午 10:00 -----參觀 Bayou 野生動
物園。
• 中午11: 40 ----- 午餐中式自助餐。
• 下午 1: 20 --- 到Tanger Outlet Hous-
ton一共有九十多家各式各樣獨特的直銷商
店。讓大家可為聖誕節的來臨而盡情採購
。
• 下午5:30 ---- 回到僑教中心。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將於十一月八日星期天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將於十一月八日星期天
舉辦第二屆休士頓海外青年職涯輔導座談會舉辦第二屆休士頓海外青年職涯輔導座談會
（本報訊）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將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八

日星期天舉辦 「第二屆休士頓海外青年職涯輔導座談會」，地點
為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Culture Center of TECOH) 。活動流
程包括上午十點半到十二點二十分的專家座談討論、中午的行政
院全球攬才計畫的宣傳、簽證和移民法律的講解、以及下午的產
業分組討論。

本座談會請到的專家包括 HISD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Immersion Magnet School 張兆麟校長、祥茂光電(Applied Opto-
electronics, Inc)人事部副協理Johanna Chiang、台塑德州事業發展
部副總裁吳堯明先生、Jacobs Engineering的資深專案工程師謝允

中、Energo Engineering 總經理顧寶鼎、商業房地產投資(REITs)公
司副總裁吳俠霖、以及休士頓以勒律師事務所的熊耐柏律師。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希望能藉由熱心的職場前輩的經驗分
享，來幫助在學學弟妹及年輕朋友們了解在美國找工作、升遷、
轉換跑道、工作簽證申請的技巧和文化差異，提升找工作和專業
社交的效率，讓年輕留學生及職場新鮮人可以有更多的選擇。休
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並要感謝Applied Optoelectronics, Inc, 休士頓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台北經文處科技組、台北經文處教育組的贊
助及促成本活動。

「牽阮的手」 11月6日麥迪遜映演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52015 年年 1111月份通告月份通告

（本報訊）北美臺灣研究學會威斯康辛分會即將於11
月6日假威斯康辛州麥迪遜Chazen Museum播映 「牽阮的
手」，駐休士頓辦事處臺灣書院竭誠邀請民眾蒞臨欣賞這
部記錄臺灣民主發展歷史的紀錄影片。

「牽阮的手/Hand in Hand」由莊益增及顏蘭權夫婦共
同執導，描述臺南鄉親田孟淑與醫師田朝明從相識到結為
終身伴侶，兩人超過60年爭取民主人權的真實故事。透過

這部影片引領觀眾瞭解臺灣自戒嚴時期到近年的民主發展
過程。

「牽阮的手」花費5年時間完成，2011年公開播映，
曾應邀參加2011年東京女性影展映演，擔任2010年女性影
展閉幕片，並榮獲2010年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臺灣獎
首獎」等肯定。

本活動免費，歡迎大家踴躍前往觀賞，活動詳情請參

考北美臺灣研究學會威斯康辛分會及臺灣電影工
具箱網站：
http://natsa-wic.wix.com/natsa-wic#!evenst/c1rzs
。
http://www.taiwanacademy.tw/toolkit/index.php?

option=com_cinema&view=film&id=192&Itemid=217
“牽阮的手/Hand in Hand”/2010/ 140min
日期：11月 6日 (週五)
時間：晚間6-9時
地 點 ： Elvehjem Building (Chazen Museum), Room

L140 (800 University Ave., Madison, WI)
語言：國、台、日語發音，英文字幕。

第 二 屆 休 士 頓
海 外 青 年 職 涯 輔 導 座 談 會

Career Coaching Workshop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主辦友會主辦友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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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 by: 

Panel Discussion: 10:30 AM - 12:10 PM
 Panelists:
 Chaolin Chang (張兆麟) - Principal of HISD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Immersion Magnet School

 Johanna Chiang - Deputy Director of Human Resources of Applied Optoelectronics, Inc.

 Peter Hsieh (謝允中) - Senior Engineering Lead of Jacobs Engineering

 Niey-Bor Hsyung (熊耐柏) - Immigration Attorney

 Albert Ku (顧寶鼎) - Managing Director of Energo Engineering 

 Charlene Wu (吳俠霖) - Commercial Real Estate Investor

 Jack Wu (吳堯明) - V.P. /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Formosa Plastics Corporation, Texas

Immigration Status Introduction: 12:10 PM - 1:00 PM 

Light Lunch: 12:30 PM - 1:00 PM 
  Free lunch for pre-registered participants only

Group Discussion / Coaching: 1:00 PM - 3:00 PM

APPLIED OPTOELECTRONICS, INC.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台北經文處科技組
台北經文處教育組

Contact:  
郭原宏 Warren: warren.kuo@gmail.com
陳秀芬 Hsiu-Fen: hsiufenchenusatx@yahoo.com
以及各校臺灣同學會

  Free Admission  
  Registration Required 

地點: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點: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 Office Dr., Houston, TX 10303 West Office Dr., Houston, TX 

時間:  Sunday, November 8時間:  Sunday, November 8thth, 2015, 2015
10:30 AM – 3:00 10:30 AM – 3:00 PM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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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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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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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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

專線：832-437-4191 傳真：1-888-806-1136

VA，Lot & Construction，JUMBO專家www@katymtg.com
email:sc@katymtg.com

25307 Terrace Arbor Lane, Katy, TX 77494

CONVENTIONAL LOT/CONSTRUCTION
JUMBO FHA/VA REVERSE

Shirley C 侯璦珠
通國語，英語 Broker #969832
公司NMLS ID:994796

買屋貸款 舊款重貸 費用低廉
免手續費＊ 利息最好 準時過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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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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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ventional LoanConstruction Loan

不查收入 信用分數580以上FHA/VA

Hard LoanJumbo Loan Cash Out

7001 Corporate Drive #100A, Houston, Texas 77036

手機:713-825-8807
直撥:832-649-5887

NMLS ID 49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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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國﹑ 台語﹑ 西班牙語

www.toponemortgage.com邱黃美嘉

Email:may@toponemortgage.net

May H Chiu

誠實可靠˙專業負責˙成功率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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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糖城Clements高中4/2﹐5/2﹐重新裝潢﹒木板地花崗石廚房檯面﹐新地毯﹐新油漆﹐約2200呎﹒售$239,900

2.First Colony,密蘇里市﹐原Newmark的樣品房約3100呎﹐面湖﹐木板地﹐花崗石檯面﹐3車庫﹐4/2﹑5/2 售$299,900

3.糖城TelFair 2006年建﹐約2900呎4/2,5/2保養好﹐地段佳﹐售$389,900

4.醫學中心﹐2房2衛Condo. Bellaire高中﹒GATED,24小時門房﹐警衛﹔重新裝潢﹐售$198,000.

5.糖城Clement高中﹐3/2.5/2臨湖TownHome月租$2480.

6.糖城Clement高中 3/2.5/1TownHome.近郵局及圖書館 月租$1600.

※商業 KATY, 旺鋪出售﹐位於FRY RD & $I-10公路﹒室內有2萬呎﹐外加室外地皮﹐開價一百五十萬﹒

＊＊賣屋，免費市場估價，提供Virtual Tour網路虛擬活動畫面，保證高價盡快出售＊＊
＊＊ 請洽年業績逾千萬的Super Agent ＊＊

電話：(281) 980-7671(隨時)
公司：(281) 980-7671 傳真：(281) 980-5570

糖城，醫學中心， 百利市，KATY，PEARLAND，西南各區
房屋出售迅速快捷！ 購屋置產﹐值得信賴﹐買方代表永保權益﹗

專
精秦鴻台(負責人)

JENNIFER YU

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住宅住宅
商業商業

SKY ENTERPRISES REALTY
18 GrantsLakeCircle,SugarLand TX. 77479

* HAR TOP PRODUCER PEALTOR (TOP 1% OF ALL REALTORS IN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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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商業地產、購物商場、商業大樓、倉庫廠房
土地開發、農場用地、公寓旅館、餐館商店

專精專精

買賣買賣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Email:perryhu8@yahoo.com

1. 大型Buffet中餐館出售，生意好近達拉斯，另位於休士頓黃金商業地段中餐館老店
出售，生意穩，售12萬。

2. 社區旅館，生意好，收入高，28房，僅售28萬。
3. 西南區，靠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兩層樓房2仟多呎，主臥房在樓下，售18萬。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過去26年內共售出超過2655幢房子
*全德州ERA地產公司，94/95/96年銷售
總冠軍

*97及98H.B.J全曉士頓經紀排行榜第八
及第九名

281-26KCLAM 或 281-265-2526

˙Missouri City﹐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好學區﹐2600呎﹐$29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租約到明年夏天可以收回自住﹒
˙Medical Center 2室2衛1廳﹑3室2衛一廳Condo二個單元出租﹐$900-1200﹐即將上市﹒
不定期批發房上市﹐Email to amyshaorealty@gmail.com 加入投資者商圈

˙求租Medical Center﹑DownTown及610附近庫房﹐1000-1500呎﹒

地產
精選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Amy Shao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管理管理++貸款貸款

專
精
糖
城
附
近
新
屋

貸款﹕貸款利率歷史新低﹐買屋重貸均為良機
助您買到夢之屋﹐投資房亦可,精於外國人貸款

※精於投資房地產買賣﹐批發價
一般低於市價30%-50%

請上網查詢請上網查詢www.har.com/amyshaorealtywww.har.com/amyshaorealty鑫匯地產鑫匯地產
832-878-8988 713-931-8601(O)

特別
推薦

◆糖城，Hwy6大型辦公室分租，靠近99大華，適用於課後教育，午蹈教室及大型聚會，長期、短期、臨時均可。低於市價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查詢 www.har.com/amyshowrealey現在上市房屋買賣、出租現況

Southwest

www.ShereeChang.comwww.ShereeChang.com
E-mail:ShereeChangE-mail:ShereeChang＠＠Gmail.comGmail.com

張
陳
雪

張
陳
雪
津津

●百億萬元成交經驗 ●25年以上經驗
●榮獲Houston TOP 50及RE/MAX TOP 20獎Sheree Chang 地產經紀人
※房屋管理，認真負責，收費合理，好評有佳，電腦作業，請查詢。

休
士
頓
精
選

1. Katy/Cinco Ranch﹐4房,約3383呎﹐4房,新漆﹐新地毯﹐好學區﹐降價售32萬.
2. Bellaire高中﹐4房2衛﹐約2175呎﹐廚房﹑浴室有花崗石枱面﹐屋瓦﹐冷氣﹐

車道﹐已換新﹐售45萬9千元
3. 近中國城﹐4房3衛﹐新漆﹐新地毯﹐車庫改成房間附廚房﹐浴室﹐售19萬8千元﹒
4. 商業用地﹐近290/8號公路﹐約2.8 Acres﹐售35萬元﹒Gessner會通過此地右邊﹒

福
遍
精
選

1. Sugar Lakes: 臨湖豪宅，約4603呎，Pool，設計好，高挑客廳，地點安靜，交通方便，
湖光水色，售$788,888

2. Clements高中/Telfair，約4122呎，5房4.5衛3車庫，保養好,近湖，公園，售60萬9千元.
4. Clement高中,SWEETWATER,臨高爾夫球場豪宅,約6,000呎,佔地約22,000呎

6房5.5衛,3車庫，書房,新Granite廚台,新廚具,高挑客廳,書房,游戲間,新浴室
Granite台面,新漆,新地毯，新木地板，游泳池，Patio,降價1.1百萬.

3. Clements高中，約2633呎，4房2衛，木地板，Granite廚房枱面及浴室枱面，售27萬9千5.

SoldSold

SoldSold

SoldSold

直撥:(281)207-6888 外州免費電話:888-289-7679X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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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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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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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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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辦房屋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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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房地產租售及管理經驗
誠信可靠，敬請賜電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公司：713-988-1668 傳真：713-988-1634，kli@ccim.net, 網站：swrealtygroup.com

公司：713-988-1668
手機：713-826-3388

負責人：李雄
Kenneth Li

Broker, CCIM, CRS, CIPS, GRI

˙商場、辦公室、店鋪、廚房、公寓、旅館買賣、出租、租客審核、業務管理各種疑難交易、合約、餐飲、生意
租約轉讓，土地開發、政府及銀行物業拍賣競標等一站式服務。

˙全方位的地產諮詢及仲介服務，創辦於1988年，30年的專業經驗，誠信為本，認真負責的團隊精神。
˙德州地產公司誠徵地產經紀人及助理，提供地產經紀在職訓練，面洽李雄713-826-3388。

Wendy 許

Christine 仇Angela 李Di 王JIMMY 陳CATALINA 張annie 池

Jin Jin 廖John 黃 kan 陳kelly

kevin 徐Monica 周Walter 張Annie 李

mellisa 王

●中國城餐館，診所及
零售店面招租，已裝
修，可立即遷入，有意
者請速登記，王小姐
（281）772-6459

●Katy 凱蒂區近
10號公路，汽車
維修站，商業地
產及設備出售。
業主榮休割愛。

●休市中國城敦煌商場
一樓旺店出租，1900平
方呎，面對百利大道，
月 租 $2,500。 僅 此 一
間，有意者速洽。

●西北區近290
公路，工業及商
業用地，2.5 英
畝 ， 土 地 售
$550,000

●休市中國城一樓店
面，1100 平方呎，
已裝潢，可立即遷
入，月租$1,300。

●休市中國城地標恒豐
銀行大樓精裝辦公室出
租，附辦公傢俱，視野
好，可立即遷入。

●Westheimer 上著名
日餐館生意，東主榮
休求售，$238,000
●牙醫診所生意及房地
產出售，要價$350,000

●69號公路東北區，
近國際機場，1.35英
畝土地連廠房，售
$950,000， 可 建 旅
館，加油站或商場

●休市近公路610和
45號南，3200平方
呎獨立倉庫廠房出
租，月租$1,800。

●休市西南區近6號公路，獨立
商業物業出售，43000平方呎
出租面積，2008年建成，佔地
約4英畝，年收入36萬。投資
良機，年回報7%。

●米市近糖城，4英畝
吉地出讓，有湖有公
園，地理位置佳，適合
商業或公寓建設，可合
作開發，機會難得。

●Pearland梨城頂級化妝美容
店，有生意，年收入65萬，
位置絕佳，位於名店街，業主
無瑕照顧，忍痛割愛。求售。

●休市多項商業投資良機，
商場，土地或小型獨立商業
樓，年回報 5%-8%，100
萬至750萬，請面洽。

●大型商業投資
項目，由3千萬
至5千萬，敬請
面洽詳情。

●東南區，Pasadena，
3.8 畝土地，臨 Spen-
cer Highway 公路，可
建旅館，大型餐廳及商
場，售$1,200,000

●備有多項土地開發專
案，移民投資項目，合
作方案，詳情請洽李雄
713-826-3388

商業房地產投資及全職商住地產管理部門 專業處理各類房地產難題

星期六 2015年10月31日 Saturday, Oct. 31, 2015 星期六 2015年10月31日 Saturday, Oct. 31, 2015

《史努比》發特輯

揭秘最萌花生漫畫小夥伴

由二十世紀福斯出品的電影《史努比

：花生大電影》將于11月6日同步北美在

中國內地全面上映。這個誕生65周年的

卡通人物將被好萊塢著名動畫制作團隊藍

天工作室，首次以3D形式搬上大銀幕。

近日，片方爆出了一支《史努比：花生大

電影》角色特輯，特輯向觀衆們介紹了在

電影中，將會與查理· 布朗和史努比這兩

個主角一同亮相的幾個花生漫畫小夥伴。

經典花生角色不改
還是熟悉的小夥伴

在這次新曝出的角色特輯中，我們

看到了熟悉的查理· 布朗——一個討人

喜歡的倒黴蛋。他會奇思妙想在下雪天

放風筝，但又總是無法成功，遭到小夥

伴們的嘲笑。

他個性單純善良，又執著堅定，是

一個堅強的小男孩。這一次曝光的特輯

中透露出，一向囧事不斷的查理· 布朗

最終會成爲人生贏家，迎來他光芒綻放

的一天。

查理· 布朗最好的朋友是大鼻子狗

狗史努比，他總是說：“無論遇到何事

，狗狗總是在你身邊支持你的最忠實的

夥伴。”史努比在花生漫畫裏，常常覺

得自己是一個人，且有天馬行空的想象

力，他會像間諜一樣偷偷潛入查理· 布

朗的課堂，想和自己的主人一起感受課

堂氣氛，但又鬧出烏龍，被同學們扔出

課堂。在全新的《史努比：花生大電影

》中，史努比還會“變身”飛行員，在

高空展開一場與大反派紅色男爵的“追

逐戰”。

除此之外，查理· 布朗的妹妹，開

朗活潑的莎莉· 布朗，鍾愛毛毯的奈勒

斯、以壞脾氣和好爲人師出名的露西、

以及史努比的小黃鳥伍德斯托克等等這

些在花生漫畫中鮮活的小夥伴，也會一

起在電影中給我們打開花生漫畫曾帶來

的美好回憶。

新晉人物加入惹眼球
布朗和史努比感情何去何從

在角色特輯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史努比和主人查理· 布朗都有了愛慕的

對象。查理· 布朗在全新的《史努比：

花生大電影》中，暗戀上了心來的同學

，一個“紅發小姑娘”。但是害羞的查

理· 布朗卻一直害怕與心愛的女生說話

。就連撿到了“紅發小姑娘”的鉛筆都

不敢還給她。膽小的查理· 布朗究竟會

不會獲得“紅發小女孩”的青睐？他會

爲了這份小小的純真好感做出怎樣的努

力和改變，又會鬧出哪些囧事值得觀衆

期待。

和主人查理· 布朗一樣，史努比在

電影中也“找到了”自己的愛慕對象菲

菲——一只非常漂亮可愛的貴賓狗。他

將自己的幻想能力升級，爲了拯救菲菲

，變身王牌飛行員，飛上藍天追逐自己

的頭號敵人“紅色男爵”。究竟史努比

能不能打敗強大的對手，能不能跟心愛

的女神成功牽手，還需要觀衆們到電影

院裏去一探究竟了。

導演：“讓新一代孩子
認識史努比”

在今年的10月14日，《史努比：花

生大電影》的導演史蒂夫· 馬蒂諾也來

到了北京，爲電影造勢宣傳。在發布會

上，導演馬蒂諾表示：“一切都關乎于

保留這個擁有長久曆史的文化遺産，我

們不能搞砸。讓新一代的孩子們在電影

院中認識電影中的角色，這就是一個機

會。我們要做的是把《花生漫畫》帶給

大衆的感受呈現在大銀幕上，漫畫中的

角色不會改變，但將會以全新的型態展

現他們幾十年來帶給大衆的美好。”

今年是史努比誕生65周年。史努比

最早出現在漫畫家查爾斯· 舒爾茨1950

年連載的作品《花生漫畫》中，是主人

翁查理· 布朗養的一只黑白花的小獵兔

犬，品種爲米格魯犬。史努比是世界上

最純真、善良的狗，它的漫畫形象早已

風靡世界，成爲擁有在75個國家超過3

億5千萬粉絲的頂級偶像，它曾在1965

年 4月9日登上《時代周刊》封面，與

肯尼迪、赫魯曉夫、格瓦拉、毛澤東、

蔣介石、鄧小平以及披頭士這些影響世

界的著名人物並肩而立。

《時代周刊》曾評價，《花生漫畫

》中那些小孩帶著明確、堅定的眼神看

這個世界，那些關于信仰、人生觀和教

育，這些現代社會中的複雜課題，看來

都顯得有趣。這些由漫畫家查爾斯· 舒

爾茨所創造、幽默且帶點諷刺性的角色

，在平日和周日的報紙上活了過來，這

些年來，帶給美國和全球讀者引人入勝

的智慧，並且以簡單且令人印象深刻方

式，解讀社會中困擾著大人們的各種問

題。

3部大片輪番上陣
11月成福斯電影月

二十世紀福斯擁有《阿凡達》、

《泰坦尼克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冰川時代》系列、《X戰警》系

列、《猩球崛起》系列、《王牌特工》

等等叫好又叫座的代表作。近期，除了

《史努比：花生大電影》之外，二十世

紀福斯還有青春冒險驚悚系列電影《移

動迷宮2》，以及雷德利•斯科特導演

、馬特•達蒙主演的科幻大片《火星救

援》輪番登場，可以說是精彩紛呈，值

得期待。《移動迷宮2》已經確定于11

月4日在中國內地上映，原班“小鮮肉

”們將回來繼續展開末日逃亡。《火星

救援》口碑炸裂，因科學邏輯史無前例

，被稱爲是“給科學的一封情書”，更

被譽爲今年年度最佳電影候選，該片將

于11月25日在中國內地上映。

《唐頓莊園》裏的“大表哥

”丹· 史蒂文斯將加盟科幻電影

《克羅索巨獸》，攜手安妮· 海瑟

薇演繹一出末日逃生大戲。丹史

蒂文斯于2012年底退出《唐頓莊

園》劇組，轉而至美國發展，曾

在《博物館奇妙夜3》中飾演蘭斯

洛特爵士。由他主演的歌舞電影

《美女與野獸》將于2017年3月17

日上映。

《克羅索巨獸》由納喬· 維加

隆多（《26種死法》《彈窗驚魂

》）執導並編劇。電影中，安妮·

海瑟薇飾演一位被男友抛棄又慘遭

解雇的紐約女青年。身心俱疲的她

回到故鄉後，卻發現自己與一只正

在千裏之外攻擊首爾的巨型蜥蜴有

著奇特的心理感應，拯救世界的任

務自然就落在了她的身上。

史蒂文斯將飾演那個抛棄海

瑟薇的前男友，在和女友分離後

，他才意識到對女友的需要。除

了上文提到的兩位演員外，曾出

演《無敵浩克》、《神奇四俠

2015》等片的蒂姆· 布雷克· 尼爾森

，出演了史蒂文· 斯皮爾伯格新片

《間諜之橋》的奧斯汀· 斯托維爾

也加盟了該片。

“大表哥”加盟
《克羅索巨獸》

搭檔海瑟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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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To Be Held At Minute Maid Park

BEIJING, Oct. 29 (Xinhua) -- The leaders of the Com-
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pproved proposals for
the 13th five-year plan (2016-2020) of the country's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t a meet-
ing concluded Thursday.
The ongoing meeting in Beijing to decide on China's
development blueprint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has
been widely watched across the world.
Many overseas media consider China's 13th
Five-Year Plan at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just
concluded to have a major bearing on the trajectory
of the world's economic development.
GLOBAL FOCUS
"China is a key driver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an-
alysts have urged it to undertake more and broader
structural reforms to sustain its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said the Agence France-Press.
Chinese leaders have pledged to establish a new nor-
mal of slower, more sustainable growth after the dou-
ble-digit growth in the past, said AFP in a report.

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
view predicted that stricter envi-
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more extended social wel-
fare, as well as new policies on
family planning would come
out of this important meeting.
The meeting is expected to re-
duce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economic activities, sai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its website.
A business newspaper run by Turkey's Hurriyet Daily
News has taken note of the "new normal"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world economic develop-
ment.
POTENTIAL BENEFITS FOR WORLD
Les Echos in France dedicated a whole page to the
meeting, covering topics under discussion and carry-
ing analysts' comments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
opment.
China's steady marching on its development road will
bring benefits to the whole world, Les Echos said. It
estimated that China would contribute 32 percent of
world economic growth this year and its investment
would account for 30 percent of the world's total.
The targets of China's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normal" will be closely linked to its global economic
contribution, the Brazilian website Vermelho said.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will be embodied in its eco-
nomic scale, its stable growth, deeper fusion with the
world market and more domestic vitality to provide
the world with mor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Ver-
melho said.
As a major engine of world economic growth, China's
new five-year plan not only charts the country's
roadmap for the next phase, but also affects the
direction of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said Qian
Feng, vice president of Thailand's Asian Daily.
It is hoped that China could further expand its global
vision and push forward win-win cooperation among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aid Qian.
What are the five-year plans?
The FYPs are a se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
ment initiatives that map out China's strategies for
growth in a five-year period. The plans usually in-
clude numerical growth targets such as annu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goals and offer policy guide-
lines for reforms. For example, the 12th FYP
(2011-2015) set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target of
around 7 percent.
Since the release of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in 1953,
China has published 12 such documents, though the
official name for the last two programs changed from

"five-year plan" to "five-year guideline" to reflect a
much more market-oriented economy.
How are the five-year plans drafted?
The drafting of the FYPs is a long and refined pro-
cess.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13th FYP started as
early as August of 2013, when the nation's top eco-
nomic planner,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
form Commission (NDRC) initiated the mid-term re-
view of the previous FYP. The assessment collected
information on progress of the 12th FYP and gave di-
rection to what will be addressed in the next FYP.
The NDRC began formulating the 13th FYP last April
and released 25 major areas including economy, edu-
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be re-
searched by industry experts, university scholars,
and other think tanks. The public was also encour-
aged to give suggestions through the Chinese social
media network WeChat.
Based on public comments and extensive research,
the NDRC submitted a report of general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FYP to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 separate team organized by the CPC Central Com-
mittee will take the thought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draft a report of recommendations to be discussed at
the four-day fifth plenary session.
The NDRC will then finalize the FYP based on the
recommendations, further expert suggestions and
public comments. The final FYP needs to be ap-

prov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 coun-
try's top legislature, during meetings in March 2016.
Why are the plans important?
China's FYPs offer a glimpse of priorities that the cen-
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will adhere to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ough the official name "five-year guide-
line" now suggests looser control from the govern-
ment, the plans still identify areas that researches, in-
vestments and human resources will concentrate on.
Past plans suggested the direction of the economy
and offered industry-specific goals that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observers keep an eye on. The 10th
FYP, for example, stated the market should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allocating resources. The 11th
plan stressed transforming the country's economic
structure from investment and export-driven to con-
sumption and service-oriented. Both goals were strict-
ly implemented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under-
gone structural change since then.
China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since the re-
lease of the 12th FYP in 2011.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achieved stable growth,
with an expected average GDP growth of 7.8 percent
from 2011 to 2015, much higher than the global aver-
age rate of 2.5 percent.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have improved. The urban
unemployment rate has been kept low. The average
Chinese life span has risen by a year, and almost all
Chinese are covered by medical insurance.
The 13th FYP will be the first under President Xi Jin-
ping's leadership and is considered strategically im-
portant as the year 2020 will be the last year of realiz-
ing China's goal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by the centennial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The 13th FYP also attracts global attention as the
economy is going through structural change. What
will be the next growth target? The world is watching.
(Courtesy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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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 Approves Proposals For China's
Development For Next Five Year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Houston, Texas, October 1, 2015)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 leading Asian media
group located in Houston, Texas, with offices in ma-
jor U.S. ci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hold a “ A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in Minute Maid Park that will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celebrate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the Houston community.

The event will honor all
those veterans who served
in WWII and will celebrate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It is this rich

ethnic diversity that now makes our great
city one of the world's major international
melting pots.
Recently, the 69th United Nations Gener-
al Assembly adopted by consensus a res-
olution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
sary of the World War II victory. On June
26,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commemo-
rated the sig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f 1945, marking its 70th anniver-
sary. The organization was formally char-
tered on October 24, 1945.
“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

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
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
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said Wea H.
Lee,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usical and dance
performances by representatives of ethnic group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Goddess of
Auspicious (Thousand Hands Guangyin), acrobats
“ The Power & Strength” – Performers: the
Xiangyuen Brothers and “ Face Change Artist,”
Zhang Song.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which will attract thousands of ethnic
peoples from multiple backgrounds
including Jewish, Asian, Latino and
African and they will represent the
wishes of the whole world for world
peace.
MC for the event will be well-known
Houston TV anchor, Shern-Min Chow.

A Message From Wea H. Lee, Chairman,
Southern News Group

Seventy years ago, an unthinkable
and now unmentionable calamity that
had never been seen befor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ity occurred. But
the tragedy, even 70 years ago, is still
unforgettable. And the trauma that
World War II brought to all of mankind
so many years ago, still haunts all
peoples of the world today while it also still guides
the events of daily life.
The war broke out in 1939 and ended in1945 and
was the largest war in modern history, with more
than 100 million military personnel being mobilized
and directly involved in this world conflict. Included
in the sad events of the war were the tragic Nanjing

Massacre in China and the Holocaust in Europe.
For the first time Japanese germ warfare was
carried on against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nd finally, for the first time United States dropped
two atomic bombs on Japan to put a finish to the
war disaster. There were a total of 50 million to 70
million deaths caused by the war -- the largest
number of deaths in the history of war.
Learning about history is like holding up a mirror to
reflect the past to teach us a lesson.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sponsor
the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that will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World War II while
also celebrating
diversity and world
peace along with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any talented
perform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ho
will provide a variety of
entertainment while
reminding us of the
rich and diverse
community that is
Houston, Texas.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Wea H. Lee
Houston, Texas
October 18, 2015

For additional details and
sponsorships for the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please
contact Jennifer Lopez or Angela
Chen at (281) 498-4310, or email
at jenniferitc@gmail.com or
angela@scdaily.com.

"Face Change Artist"-- Performer:
Zhang Song. Face Change is a
mysterious stunt originating from
China's Sichuan Opera, and a
romantic way to reveal one's inner
thoughts and feelings resulting in a
piece of magical instant
transformation on the painted face.

The American Flag
Being Raised On
Iwo Jima During

WWII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International and Cultural Entertainm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U.S. World War II
Veterans

Houston TV
Anchor,

Shern-Min
Chow

Wea H. Lee

Classic Dance
By The
GODDESS OF
AUSPICIOUS/
HEART
VOICE
DISABLE
PEOPLE'S
ART

TROUPE. The dancers use different sensing method
to meet the beats of the music and the instruction of
sign language from the edge of the stage to
coordinate their motion and movement to
accomplish the complicated dance program with
rhythmic strength;

The Acrobats: “ The
Power & Strength” –
Performers: Xiangyuen
Brothers. The twin
brothers (Yang Lin and
Yang Jian) started their
dedicated acrobatic
career at the age of only
ten years old.

The 13th Five-Year Plan, starting in the Year of the
Monkey (2016), will emphasize connectivity. The
company aims to control more than 10% of the

worldwide market by 2018.(Image: IDC)

China's 5-Year Plan
Will Have Global

Impact

China's 5-Year Plan Will Impact World's Economic Development

A paramilitary policeman guards outside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hina.

《真相禁區》曝預告
張赫擁三美墮入魅惑深淵深淵

由麥詠麟執導，任達華、霍建

華、張赫、熱依紮、車曉、高捷、連

凱、韓誌碩、愛紗、傅雷共同主演的

高顏值動作推理大制作《真相禁區》

自曝出“賤探萌警”版海報和預告

後，壹直備受影迷期待和熱議。近

日，片方曝光了新的“多角關系”版

預告，其中張赫與三位不同類型的美

女保持曖昧關系，周旋於妻子熱依

紮、妻友車曉與同事愛紗之間。沒

想到在享受齊人之福的同時，遭遇到

索命危機，欲想察覺幕後真兇，卻逐

漸被推入越探究越復雜的迷局。

預告片以壹起殺妻詐騙巨額保險

案件開始，引出張赫飾演的區鑒對熱

依紮飾演的妻子南方產生信任危機，

認為南方的孩子非親生，而各種證據

更顯示妻子聯合出軌對象想謀殺自

己。區鑒每天回家都

感受到有神秘人物在

背後跟蹤，若幹次的

險象環生使他決定不

再逃避，主動出擊偵

察兇手。在與妻子冷

戰的過程中，毫無安

全感的區鑒與車曉飾

演的妻友沈嘉美曖昧

不清，又與愛紗飾演

的美艷女同事唐蟬發

生了親密關系。壹系列精心策劃的舉動將

所有人牽入生死相關的情感漩渦。當身邊

人變得異常陌生，該相信誰又該懷疑誰；

誰是幕後真兇，又誰是無辜的受害者；層

層遞推，剝繭抽絲，真相令人瞠目結舌。

男神張赫在片中奉獻了從影以來最精彩的

壹次表演，也是其首次出演華語電影，在

片中大秀肌肉並展示動作戲好身手，更有

三位美女環繞使其感嘆艷福不淺。

新晉小花旦熱依紮首次出演遇到家庭

危機的母親，片中與車曉飾演好閨蜜

。熱依紮飾演的南方溫婉純真，車曉飾

演的沈嘉美幹練神秘，兩位女神經常以

壹白壹黑的造型出現，相互傾吐生活困

擾。然而表面和諧的關系卻因為男人產

生了尖銳的矛盾，南方揣測丈夫移情別

戀，對他反常的態度舉止十分困惑，同

時沈嘉美與其丈夫有私下聯系，親近到

有貼身接觸行為。“南方，妳要對自己

狠壹點兒。”沈嘉美勸導南方的話中帶

著微微狠辣與威脅。這對紅白玫瑰的正

面交鋒結果如何讓人望眼欲穿，互相為

了自己的目的會使出何種手段也令人倍

感期待。除了熱依紮和車曉，擁有天使

臉孔魔鬼身材的美女愛莎在片中也會展

露腹黑壹面，與另外兩女壹爭高下。

據悉，《真相禁區》圍繞“巴納姆效

應”展開，之前在韓國釜山電影節展映時

大受好評，並被多個國家地區片商搶購。

本片由四川省熱窩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頂峰傳奇影視文化有限公司、深

圳創天影視文化投資有限公司、金銀國

（廈門）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

摩爾傳媒有限公司、耀邦（廈門）投資有

限公司、深圳市錦安控股有限公司、福星

全亞文化傳媒(上海)有限公司、北京網智

天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博華新瑞（北

京）咨詢有限公司聯合出品。

《不能錯過》發問診青春版海報

定檔12月10日

在壹個特殊的青春時期，追逐孕育了許久的職業夢想，伴隨戀愛情
感的交織牽扯，總會成為心中的悸動與躁熱。適逢此時，正是聚焦“愛
情與就業”兩大現實問題，解讀與詮釋其中“靈與欲”的校園勵誌喜劇
青春片《不能錯過》，最終定檔12月10日，片方曝光了問診青春版
海報，即將在全國傾情獻映。

由杜奇泉、祁子軒執導的這部影片，滿懷誠意精心打造。集中講述
了壹群臨近畢業的大學生，懷揣不同的向往，在執著追求未來的過程
中，遭遇的矛盾碰撞與情感糾結。多姿多彩個性鮮明的主人公，用要麽
直白要麽隱含的生動詼諧風趣幽默，讓人忍俊不禁開懷大笑；而同時不
乏感動使人淚奔，且富有內涵的壹連串故事橋段，展現了狂放奇葩卻不
荒誕離譜，淡雅通俗卻也鮮活靈動的真實青春生態，揭示了很接地氣，
就是妳我他成長成熟中的魅力青春。

影片由曾虹暢、崔航、趙冉、呂卓燃、馬藜、郤路通（曉凡）、鄭
媛元等帥哥靚妹人氣新星聯袂出演。先期在北京、天津、武漢、西安、
保定、邢臺、邯鄲等多地高校點映，現場笑聲不斷，又高潮叠起。映後
觀眾紛紛給予高度贊譽，廣泛好評。直呼好看好玩有意思，耐人尋味有
意義。真正是壹部沁心潤肺，我們最想要的，離我們最近的青春片。

影片最終選擇12月10日正式全國公映，劇中呈現故事與現實生活同
步對接，可使觀眾感到更加貼近自己，在暢快淋漓的藝術享受中，感悟
和思考自己正在面對的青春命題，從而收獲裨益，引發強烈共鳴。

《消失的愛人》張榕容霸氣壁咚“老公”林俊傑
由黃真真執導，黎明、王珞丹領銜主

演，林俊傑、張榕容特別演出的年度重

磅懸疑愛情巨制《消失的愛人》將於12

月4日正式登陸全國各大影院與觀眾見

面。今日片方發布壹組林俊傑和張榕容

的劇照，只見張榕容霸氣十足，上演壁

咚林俊傑戲碼，壹時間引發無數熱議，

紛紛好奇這對恩愛小夫妻在片中的精彩

表現。

在影片《逆光飛翔》中，臺灣頭號

文藝女王張榕容因飾演熱愛跳舞而不斷

追尋夢想的小潔被廣大觀眾熟知。早前

她就已經憑借文藝片《陽陽》獲得“亞

太影後”的殊榮，在文藝片領域嶄露頭

角。近幾年來她也受到越來越多大銀幕

的邀約，在七夕熱映的《戀愛中的城

市》中，她在午夜的巴黎邂逅了壹場浪

漫的愛情，用精湛的演技征服了大家的

心。深邃的眼睛和脫俗的氣質賦予了張

榕容演文藝片很大的優勢，而此次她

“棄文從疑”，放棄擅長的文藝片風

格，轉而出演懸疑愛情的類型，勢必將

帶給大家更多驚喜。

金曲歌王林俊傑憑借搶眼的音樂天

賦和創作才華，壹出道就圈粉無數，斬

獲各大音樂獎項，在整個亞洲地區都擁

有極高的知名度，成為華語流行樂壇壹

代領軍人物之壹。此前雖然通過客串參

演《原來我不帥》《花樣少年少女》等

偶像劇，積累了壹定的影視拍攝經驗，

但《消失的愛人》是林俊傑第壹部真正

參演的電影作品，因此備受歌迷矚目。

JJ以“演員”的身份正式進入出道倒計

時階段，在距離電影上映還有壹個多月

的時候，提前開啟萬眾期待模式。

林俊傑和張榕容雖然是第壹次合

作，兩人無論戲裏戲外提及對方都贊不

絕口。在日前舉行的“靈魂歸來”發布

會上，當林俊傑被問到參演電影的原

因，是不是因為戲裏有這麽壹位漂亮的

“老婆”時，JJ 就在粉絲面前大方表

白，“榕容是很好的老婆，標準很高，

我生活中要以她為標準。”而張榕容對

這個“老公”非常滿意，表示“JJ在戲

裏的角色和他本人很像，壹樣可愛，會

逗女孩子開心，很有幽默感。”導演黃

真真還大方爆料片場趣事 “兩人在拍第

壹場對手戲時，JJ都不敢靠近榕容，還

小聲對我耳語‘我不習慣，我覺得有點

尷尬啊。’我只能從榕容那邊下手‘榕

容妳可不可以主動壹點。’”導演的壹

席話引發觀眾無限遐想。

據悉，《消失的愛人》講述了凱峰

（黎明 飾）因壹次雪崩意外痛失愛妻秋

捷（王珞丹 飾），憑借強烈的思念，他

召喚回來消失的愛人的靈魂，從而演繹

的壹段感人至深的懸疑愛情故事。不同

於黎明和王珞丹跨越生死的虐心愛戀，

作為電影中另外壹條情感線索，林俊傑

和張榕容這對小夫妻成為片中的“甜蜜

擔當”，正如今日曝光的劇照可以看

出，張榕容霸氣十足，眼神堅定充滿殺

氣，上演女版壁咚戲碼，而林俊傑表情

嚴肅略顯緊張，好像在等待著“老婆”

的發落，儼然壹副“妻管炎”的姿態，

與平日裏稱霸舞臺的歌王形象形成強烈

反差，不禁讓觀眾好奇接下裏的劇情發

展，JJ究竟犯了什麽錯？能否獲得張榕

容的原諒？看來只能等到影片上映才能

揭曉答案了。

據悉，電影《消失的愛人》將於12

月4日全國上映。

曝問診青春版海報 定檔12月10日

多地高校點映 映後觀眾口碑受褒贊

張赫難以自禁深陷四角情感
恐怖殺機跟隨欲窺真相

熱依紮車曉暴美人心計
不擇手段打破人性禁區

張榕容“棄文從疑”
“演員”林俊傑出道倒計時

林俊傑參演因為張榕容
“老婆”霸氣壁咚“老公”



CC1212 CC55臺灣影視 休城工商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Lane,Houston, Texas 770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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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www.goldengaterestaurantequipment.com
E-mail:Goldengateman@gmail.com

832832--919919--83388338產品詢問：

批發熱線：732732--694694--31683168

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

強力排油煙機
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

·全自動高溫熱水清洗
·輕觸式數碼控制板

·專利節能熱水清洗系統
·全不銹鋼隱藏式油杯

·美國及加拿大電檢處註冊
·美國專利註冊電機熱清洗系統

全自動清洗全自動清洗ACAC830830型號型號
包安裝只需包安裝只需$$595595（（限時供應限時供應））

特約代理商

通用傳訊：Tel:281-983-00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床墊世界：Tel:713-777-1188 6121 Hillcroft ST. Suite#M Houston, TX 77081
家樂超市：Welfresh Market 4635 Highway 6. Sugarland, TX 77478
帝國健康器材：ComfortCity Inc. Inside Hongkong Market 11209 Bellaire Blvd, S# C-13 Houston, TX 77072

特價酬賓傾銷特價酬賓傾銷

www.accelaRH.com

˙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優良品質
˙適用於烹飪炒飯，白飯，
春捲等任何米製佳餚

聯繫人：Llyn McEuen
電 話：713-525-9570
電 郵：Imceuen@ebrona.com

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靚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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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瀾律師于瀾律師

本週引起中國網民討論的一個新聞是中國政府
宣布全面開放“二胎”。此後，中國所有合法夫妻
都有權生育第二胎。開放“二胎”政策的轉變標誌
中國從限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的方向轉向人
口均衡發展，提高人口素質和防止人口老齡化。對
於定居在美國的華人，除了可能多些弟兄姊妹或一
些親戚以外，可能還有其他意義。

旅美華人中有相當多的人通過申請政治庇護獲
得的身份。無論這些人持有怎樣的觀點或理念，他
們是組成在美華人中的一份子。中國政府對計劃生
育政策的轉變可能會對部分以計劃生育為理由而獲
得身份的人產生影響。

根據移民法，如果庇護申請人所在國家的法律
，政治，或社會形勢發生本質性變化，而庇護申請
人的原理由不再成立，移民局有權利取消已批准的
庇護身份。

目前由於“二胎”政策剛出台，具體實施辦法
還未公開，尚不能斷言此次開放“二胎”是否就構
成中國在計劃生育政策上做出了本質性的變化。但
是非常有可能的是一部分因為“二胎”問題，而滯
留美國的華人將面對移民局的重新審視。如果這類
人持有美國綠卡回到中國後返美，可能會受到邊檢
局的質詢。因此我們建議如果有我們在討論範圍內
的人士，如果已經可以申請美國公民，我們建議可

申請美國公民。美國公民身份一般不可取消或剝奪
的。對於未取得公民身份，只以庇護身份，或以綠
卡身份的人我們建議暫不回國旅行。待中國和美國
相關政策，法律明確後再安排旅行。

本文只是一般性法律知識介紹，不能作為法律
諮詢使用。本文作者於瀾律師精辦包括H-1B申請
在內的各類移民案件，經驗豐富。辦公室地址
10101 Harwin Dr， Suite 369， Houston, TX 77036(
好 運 大 道 上 ， MAMA 超 市 對 面)， 電 話
832-657-9837。律師提供免費電話諮詢。

大陸全面開放“二胎”對部分旅美華人可能的影響

眾所周知，大多數非移民
簽證是不可以有移民傾向的。
最典型的就是 F-1 學生簽證,
F-2 學生配偶,子女簽證,B1 商
務考察和 B2 旅遊探親簽證.要
獲得這幾類簽證,申請人必須證
明自己在中國有緊密的約束關
係：出示經濟、社會、家庭或
其它方面約束力的文件，以幫
助證明申請人在美國短暫停留
後有意願返回中國.

在1990年，聯邦法院判決
了一個案例，即 LAUVIK VI-
SINS。根據這一案例，申請人
儘管有移民美國的願望（DE-
SIRE），但並不等於有移民的
意願（INTENT）。在此案中
，申請人告訴領事官員，他有
願望移民美國，但他又同時表
示，如果法律不允許的話，他
就放棄移民。這位申請人被領
事官員拒簽了。但是這位申請
人不服氣,告上了法庭.出人意
料的是, 該案件竟然以勝訴告
終。從此以後,這個案例對以後
的申請就有了約束力.

假如你申請的是H工作簽
證或 L 跨國公司管理人員簽證
，即使有明確表示移民意願或
者甚至已經提出了移民申請，

也不會被拒簽.這兩項簽證都是
工作簽證（也包括其配偶和子
女的非移民簽證）。這就是因
為上文所提到的移民法案所規
定的“雙重意願”原則。根據
這 一 原 則 ， H-1A、 H-1B、
L-1、L-2 簽證申請人即使明
確表示有意願移民美國，領事
官員也不得以此為理由拒絕簽
證。

“雙重意願”原則主要是
針對已經提出移民申請,但是因
為簽證名額問題需要排期等待
的申請人.最常見的是已經遞交
親屬移民申請的美國公民的成
年子女,兄弟姐妹,美國永久居
民的配偶和子女。這些等待移
民排期的親屬申請移民後,往往
需要漫長的等待才能等到排期.
但 是 在 等 待 期 間, 如 果 申 請
H-1A、 H-1B、 L-1、 L-2 非
移民簽證，都不應被視為有移
民傾向而加以拒簽。職業移民
申請人如果在等待排期也適用
於這一原則. 但是，值得注意
的是,J-1 訪問學者簽證持有人
不可以有雙重意願。一旦申請
了兩年回國服務期的豁免，往
往無法延長其J－1身份。
最新移民消息

1. 2015 年 10 月 19 日，美
國 國 土 安 全 局 正 式 提 議 將
STEM專業留學生的OPT在普
通OPT的一年基礎上再延期兩
年 。 STEM 專 業 是 指 科 學
（science）, 科 技 （ technology
）,工程（ engineering）, 和數
學（ mathematics）專業。延期
兩年的提議交由公眾討論的時
間從10月19日開始，為期間一
個月，到11月18日結束。如果
一切順利，延期兩年的提議將
於公眾討論期滿後正式施行。
2. EB-5移民投資金額2015年9
月30日後很可能會大幅提高。
參議院於2015年6月4日開始
進行 EB-5 法案的重整工作。
新提案呼籲對 EB-5 投資移民
的核心內容進行改革。改革措
施包括：五十萬投資移民類別
將漲至八十萬，一百萬投資移
民類別將漲至一百二十萬。
3. 2015年5月27日，眾議院提
出一項法案,將可能禁止外國孕
婦以B-1或B-2身份入境美國
生育孩子。該法案要求憑 B-1
或B-2簽證入境的外國婦女攜
帶能夠證明其1）未懷孕，
或 2）未打算在美期間生育的
醫生證明方可入境。

4. 史上最激烈H1B名額爭奪戰
役，23.3萬人搶占8.5萬個名額
。美國移民局4月13日宣布，
截止4月7號，移民局一共收到
約233,000份H-1B申請，並於
13 日進行並完成了 H-1B 名額
電腦抽籤。首先進行抽籤的是
為美國碩士或以上學位的受益
人設立的 20,000 個 H-1B 名額
。未抽中名額的美國碩士或以
上學位的受益人再與其他受益
人一同參與 65,000H-1B 名額
的抽籤。對於未抽中的 H-1B
申請，移民局將退回申請材料
及申請費。移民局再次承諾，
將會最晚不遲於5月11號開始
對要求加速處理的 H-1B 申請
進行審理。另外，移民局也會
繼續受理不受 H-1B 名額的申
請，包括 H-1B 延期申請，更
換雇主申請，以及免受 H-1B
名額限制的雇主遞交的 H-1B
申請。
5. 3月23日,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
兩年一度的［選擇美國高峰會
談］（Select USA
Investment Summit）上表示，
美國政府將對L－1B工作簽證
進行改革，以吸引更多海外人
才。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
宣傳移民法律知識而作，並非
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案申請
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
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
務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
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界日
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連載
。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路通
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
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台調頻AM1320時代華
語廣播電台播出。提供最新的
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問題
。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國
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
和法律顧問。蘇力&鄢旎律師
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人才
,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各類
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
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
買賣,委託書。取消罰單，公證
認證,翻譯，遺囑等業務。蘇力
&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大
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址
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繫電話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五:9:00AM-5:00PM, 週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
可 在 該 鏈 接 中 收 看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
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cJ9bUlEuSOk

關於移民法上的“雙重意願”原則和最新移民消息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周 杰 倫 、
昆凌今年7月喜
迎愛女小周周
誕生，在女兒?
100天時，公布
英文名 「Hath-
away」 ， 還 訂
製百日禮分送
親友，禮盒今
曝光，特製木
盒上有兩人姓
氏 J、H 字樣和
小周周可愛的
小腳印，內有
一瓶粉紅香檳
、印有 「Hath-
away」 名 字 的
甜點及謝卡，
非常精緻。

周杰倫女兒 「小周周」 百日禮盒曝光

「太陽花女王」劉喬安日前被爆捲入跨國仲介賣淫，隨之被爆多名演藝圈女星也有份，吳亞
馨莫名被猜測是 「W女星」，讓她憤而在臉書澄清。而小吳亞馨5歲的香港男友狄易達近日被問
到此事超生氣，透露得知女友被誤會時， 「想立刻飛去台灣安慰她」。

遭酸愛小開 吳亞馨爆氣反擊 「白目」今年5月吳亞馨被拍到與香港男星狄易達在車內在車內
親暱、共夜一晚，兩人之後認了交往，坦承異地戀ING，走出不雅照片風波的吳亞馨大讚男友穩
重， 「就會給我一種安全感，他很有心，也很真誠」，兩人有結婚共識。

據《on.cc東網》報導，女友爆出捲入賣淫後，狄易達批 「為了有人看而寫，都挺生氣他們
不負責任。」也為女友躺著也中槍抱不平，透露吳亞馨 「之前為電視劇花兩年時間學功夫，出來
成績不錯，但一單新聞就蓋過她的努力！」自己雖然暫時因電影工作無法離開香港，會再想辦法
，也會扮好聆聽與安慰者的角色，希望女友心情早日平復。

吳亞馨涉賣淫 男友暴怒：想飛去台灣

演藝圈捲入跨國賣淫案，選美出生的李妍憬遭影射是4位字母女星其中
一人，讓她相當氣憤，今(30日)下午3點召開記者會，當場發毒誓稱： 「若
有的話，全家死光光！」並爆料L女星另有其人。

李妍憬無端被捲入賣淫案，相當氣憤，除了發毒誓自清絕對沒在賣，更
爆料先前聽過一位 「李姓2個字」的選美小姐在賣，只是因知名度不高，但
自己的影像卻不斷被媒體播放，讓她越想越氣，乾脆召開記者會一次說清楚
。

李妍憬開完記者會後，心情瞬間輕鬆不少，事後也在臉書PO文，強調
不會再談這件事， 「我針對這件事就說完了，也不會再說了，然後請大家不
要再亂傳，也請律師發函不得再以我的影像影射！謝謝大家。」

李妍憬發毒誓沒賣淫
爆料L女星是她！

大S被《中國時報》獨家報導已懷孕1個多月
，讓她相當生氣，對其他媒體表示破壞懷孕未滿3
個月的習俗，只是大S當年為了救妹妹小S，主動
表示已懷孕1個月，因此被質疑是兩套標準。

據《壹週刊》報導，2年前小S身陷胖達人案
風波，大S護妹心切，除了主動傳簡訊給媒體，為

小S一家人說情，更不惜自爆已懷孕1個多月，她
當時表示： 「雖然我沒用驗孕棒也還沒看醫生，但
月經沒來，我對自己有信心，過幾天會就醫確診。
」同樣是懷孕1個月的喜訊，大S態度卻大不相同
，格外令人不解。

大S氣什麼？2年前自爆有孕救小S

陳綺貞今年初完成20場 「時間的歌」巡迴演唱會後，將於11月18日推出演唱會DVD，耗時半年的主
因，是她親自手寫文案和歌詞字幕，大約6000字，自創 「陳綺貞體」，成為第一位擁有專屬手寫字型的
台灣歌手。她因少數字體潦草，乾脆整篇重寫，共寫了3次，形同寫了1萬8000字。

她所屬的添翼創越工作室和打造 「金萱」字型的雲端字型公司Justfont團隊合作開發 「陳綺貞體」，
已有6000字，如果要廣泛運用，大概需要做到2萬字，Justfont團隊正積極與添翼創越工作室研究討論中。

陳綺貞手寫歌詞字幕 創 「陳綺貞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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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設2歲~4歲幼兒中文班】【西班牙文班】【電腦班】【瀚
崴中文合唱舞蹈班】【歌唱技巧班】【音樂律動班】【初/中
段西洋棋】

藍球&乒乓球1 on 1或 5~12歲

最佳幼教、文理、才藝、游泳、球類、綜合學校專業教學20餘年豐富經驗 持政府執照學費可扺稅

糖城校園: Fame Well School
TEL: 281-980-1489 832-279-8143
2317 Settlers Way Blvd.
Sugar Land 77478

文理文理
才才藝藝瀚瀚崴崴 學學校校 連續榮獲2009~

2011年糖城最佳
教育獎﹑歡迎別校
轉學生另有優惠﹑
Katy週六中文學
校﹑國外來美遊學
營﹑來電或上網查﹒

休士頓華人唯一買地自建最大民營連鎖綜合學校附設:游泳池﹑體育館﹑舞蹈室﹑會議室﹑繪畫室﹑鋼琴房﹑電腦室﹑圖書室﹑
Playground﹑學校標準格局寬敞安全57,000呎﹑全新設備﹑政府培訓一流師資﹑勤教嚴管﹑品質保證﹐學費合理﹐課超所值﹒

凱蒂校園: Best Kids Academy
TEL: 832-437-1777 832－282－9886
21915 Royal Montreal Dr.Katy 77450

8/25開課.採用馬立平漢拼簡体字課本敎學﹑ 珠心算數學﹑ 繪畫﹑
GT英數﹑ 老外學中文﹑ 鋼琴﹑ (中)小提琴﹑ 電子琴﹑ (木)電吉他﹑ 古
箏﹑ 舞蹈﹑ 藍球﹑ 乒乓球﹑ 西洋棋﹒

KATY周六中文學校特設2歲~4歲幼兒班和5歲~12年級實力班

珠心算實力班及數學高分保證班 (5歲~G8)
梁楚宜校長親授珠心算(加﹑減﹑乘﹑除)技巧,啟發智慧,增強記憶
力,配合應用數學分析演算,訓練思考邏輯及計算能力的快又準,
使學習過程不在害怕,而是充滿自信﹐質量控管限定70位﹒
糖城﹑凱蒂唯一蒙特梭利雙語學校 (1歲~5歲)
由Montessori專業執照經驗教師分級小班教學,獨特教材及
教具訓練手部肌肉,使幼兒反應靈活強化自信心及群體生活
能力,提昇日後認真學習﹑閱讀書寫能力及情緒穩定﹒天天密
集中文教學建立識字背誦好根基﹒供午餐及早晚點心﹒
課後輔導班 After School (PreK-9年級 )
校車接送, 完成作業﹑每日密集分級中文(漢拼簡體)教學﹑英數
加強﹑TAKS﹑IOWA考題訓練﹑提供點心﹐定期和家長聯繫﹒

沈敏生舞蹈

翰崴音樂學校:鋼琴(有考級)﹑吉他﹑(中)小提琴﹑合唱班
留學法國音樂學院主修鋼琴MS VANESSA等三位專業教師
採生動活潑式教學,短時間達事半功倍之效﹒

暑期游泳訓練密集班 (瀚崴校內標準游泳池)
由First Colony Swim Team(FCST)主辦,專業教練教授呼吸
划水﹑滾翻轉身﹑蹬腿出發﹑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全年訓練
成績優良可到外地參加比賽﹒
繪畫基礎﹑中級﹑高級班(3歲~14歲)
由三位專業老師教授各種繪畫技巧﹑物像遠近大小比率﹑色
彩調配﹑及不同筆具和材料之使用﹒含素描﹑彩色鉛筆﹑蠟筆﹑
馬克筆﹑炭﹑墨汁﹑水彩﹑油彩﹑粉彩﹑膠彩并定期畫展﹒

全年招生﹑歡迎參觀校
園優美環境﹑雙語幼兒
園﹑課後輔導班（可代
送回家）﹑暑期育樂營﹑
Field Trip﹑中文班﹑各
項才藝﹑球類﹑繪畫﹑電

影】歌唱﹑游泳﹒
www.famewellschool.com

控球/運球/投藍/傳球/接傳/防守/進攻/團隊戰略/體能彈跳﹒
暑期國外來美遊學營 (5歲~14歲)
安排知（感）性參觀從活動中潛移默化的認識美國生活文化﹑
遠程旅遊﹒

暑期數學﹑閱讀寫作先修班

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天天學中文！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

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校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中英雙語幼兒園 （1歲半～5歲）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騰龍課後班 After School
全新校車接送﹑分班制﹑教學中﹑英﹑數﹑GT等豐
富多彩﹐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教師水平高： 數學張老師：是HISD從中國聘用的，直接來休士頓教高中數學的高級教
師， 這在中,美兩國的高中領域，都是絕無僅有的。張老師具有中美兩國二十多年的教學
經驗，使用中、美兩國的教學方法教學。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提高學生的數學成績。

家長朋友們：如果你對孩子現在的成績不滿意，或者是想讓孩子多學一些知識，那就趕快
把孩子送到育才學校來吧！我們會根據你孩子的情況，制定教學計劃的。育才學校提供的
是高水準的(GT) 教學，適合2—12 年級的學生。我們同時也提供一對一的教學服務。育
才學校歡迎你們的到來！

育才學校育才學校 Double Star Academy

Saturday and Summer School Cell：713-259-1565
地址：9730 Town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數學： 2—6 Grade Math GT Class
3—4 年級Word Problems Solving ;Number Sense; Math Count 奧數
5—6 年級Word Problems Solving ;Number Sense; Math Count 奧數
7—9年級 Word Problems Solving ; Math Count
SAT；Pre-Algebra; Algebra 1; Algebra 2; Geometry; Pre-Calculus; Calculus。

英語： 2—6 grade Reading; writing; Vocabulary ; grammar；7—12 grade Reading ; Writing ; SAT

秋季班現在開始報名了！9/5 Saturday開課

沙 漠 美 術 學 校沙 漠 美 術 學 校沙 漠 美 術 學 校
兒童畫兒童畫 素描素描
水彩水彩 油畫油畫
靜靜物寫生物寫生

美國油畫家協會會員
Oil Painters of America

沙漠，1962年出生於西安，1986年畢業於西安美術學院。
師從中國著名油畫家，美術教育家張榮國先生。沙漠的油畫作品
以人物和風景為主，多年來一直堅持寫實主義風格，其作品具有

強烈的地域色彩。2005年移居美國，2013年加入美國油畫家協會。
其教學風格與繪畫風格一致，潛心創作，耐心育人。

For all ages, allFor all ages, all levelslevels地址：9730 Town Park Dr.,Houston,TX 77036

電話：832-506-9570 郵箱：mosha120162@gmail.com

Sha Mo Art Academy

**招聘有責任心，有經驗的中文，數學，英文及各類才藝老師！

3. 專業特色才藝課程
• 招生對象：K-12年級
• 上課時間：4-7pm星期一到星期五

（不包括學區假期）
• 服務項目：英文閱讀，英文寫作，GT考試輔
導與訓練，專業繪畫，少兒舞蹈，西洋擊劍，少
林功夫，鋼琴吉他打鼓等音樂課。

新世紀學院
聯絡電話：281-947-2410（糖城大華超市旁）

校 址：3410-A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

網 址：gtlearningacademy.com
GT Learning Academy

2. 初中，高中小班制課程輔導及個人輔導
• 招生對象：6-12 年級
• 上課時長：一個半小時，星期一到星期六
• 服務項目：校車接送，課後作業輔導。
輔導科目包括：Algebra, Geometry, Pre-Cal-
culus,Statistic, Biology, Chemistry, Physics, All
AP classes, SAT/ACT/PSAT, Duke Tip，STA-
AR Prep classes, Chinese class.

1. Afterschool Program
• 招生對象：K-5 年級
• 上課時間：3pm-7pm 星期一到星期五

（不包括學區假期）
• 服務項目：校車接送，家庭作業輔導，GT考
試輔導與訓練，馬立平中文，弟子規國學課,
英文閱讀與寫作，心算速算數學課，手工唱歌
GT學校藝術課。

4. 星期六課程：10am-4pm
• 招生對象：6-12年級
• 上課時間：4-6pm星期一星期五，

10am-4pm星期六
• 服務項目：初中，高中小班制課程輔導及

個人輔導，專業特色才藝課程
（詳情請查閱學校網站）

7天24小時全天候的精彩節目與美南
國際電視55.5 頻道同步播出﹐登陸
Youtube官方網站﹐搜索 itv Houston
55.5 Live即可收看﹒

有關美南國際電視
美南國際電視無線頻道, 於 2009 年 6 月 15 號正式開

播, 服務德州休士頓與奧斯丁的華人, 提供台灣台視
(TTV)﹑中視(CTV)﹑華視(CTS) 和大陸央視(CCTV)共四個
電視台衛星直播, 以及中港台三地精選的優質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每週七天, 每天二十四小時播出即時新
聞﹑娛樂綜藝﹑強檔戲劇﹑教育文化﹑時事座談﹑理財投資等
多元且豐富的節目. 週末節目採取國際走向, 有休士頓當
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 節目內容專業且多
樣化, 自開播以來, 華人與主流社會觀眾的佳評如潮.
美南國際電視的強大優勢: 無線電視收視戶, 無需任何設
定費或月租費.每週七天, 每天24小時的精采優質節目.發
射涵蓋範圍高達兩百英哩, 東至 Chambers County, 西至
Austin County, 北 至 Montgomery County, 南 至 Brazoria
County.

播出訊號範圍涵蓋五百萬人收視人口.節目類型豐富,
收視年齡層廣, 從年輕人最喜愛的韓劇, 到熟齡觀眾最愛
的古裝劇, 以及大人小孩都喜歡的旅遊及美食節目, 美南
國際電視最能滿足男女老少各種不同的收視需求.

美南國際電視Youtube 直播頻道與Solutions共同準備大學申請
solutions-edu.com

HOUSTON總校： (832)758-5872
14740 Barryknall Ste100, Houston, TX 77079

SUGARLAND分校： (832)499-3772
4709 Lexington Blvd. Missouri City, TX 77459

Brandon Song
Boston College

Marketing and Mathmatics
Brooklyn College

M.A. Secondary Education

Yang Gao
Harvard University
Engineering Science
Rice University

Bioengineering (Ph.D)

John Park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ngineering Physics, Major

Philosophy, Minor

精英老師團隊

★經過Solutions Edu培訓的學生分別被錄取德卅大學奧斯汀分校,

萊斯, 麻省理工學院, 耶魯大學,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紐約大學等名校.

★Solutions Edu 校長Grace Suk, 10年專精於升學規劃教育咨詢

★Solutions的老師可以幫助學生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未來潛力

感恩節假期強化班
11月23日-11月28日

9:00am-6:00pm

寒假強化班
12月19日-1月24日
9:00am-6:00pm

包括三次免費摸擬考試
（1月1日、9日、16日）
12/24、12/25週日沒課程

高中課程
-新舊SAT

-SAT Subject
-ACT

-School Subject
-AP考試

-College Application
（大學申請）

初中課程
-Duke Tip Prep

星期六 2015年10月31日 Saturday, Oct. 31, 2015 星期六 2015年10月31日 Saturday, Oct. 3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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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2015-16賽季揭幕，底特律活塞
在客場以106-94擊敗了亞特蘭大老鷹。

丁俊暉丁俊暉55--66瑞恩瑞恩··戴戴

2015年斯諾克國際錦標賽第
2輪，丁俊暉沒能保住壹路領先
優勢，5-6憾負世界排名第20位
的瑞恩-戴，無緣16強。

意 甲 第
10 輪，國際
米蘭客場1比
0小勝博洛尼
亞，取得5輪
首勝，本賽
季聯賽5勝都
凈 勝 對 手 1
球。下半時，
梅洛連吃黃
牌被罰下，
國米近5輪得
到3張紅牌。
利亞伊奇助攻
伊卡爾迪打破
3輪進球荒。
曼奇尼被罰上
看臺。

博洛尼亞博洛尼亞00--11國際米蘭國際米蘭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5年10月31日（星期六）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莊思敏30日為室內
設計頒獎禮擔任頒獎嘉賓，她表示有愛看示範單位的
習慣，室內設計最重要令人舒服和有安全性，因現今
家庭都有小朋友和養寵物。莊思敏笑言也曾幻想過替
一個地方做設計，可惜意念都是失敗收場，她說：
“設計以為很易做，但其實要花很多心機，而且現在
的單位不像以前四四方方，很多時有弧形位，自己有
天馬行空的想法，但做不到出來。”早前曾去睇樓的
她表示未有入市買樓，因覺市道麻麻要再看準一些。

有份演出新片《神行太保2016》的莊思敏已完成
拍攝她的戲份，她遺憾未能與偶像劉青雲交談，又沒
有與片中男友古天樂拖手，希望不久將來再有機會與
他們合作。至於早前在微博被人性騷擾一事，莊思敏
稱事件沒有完結，反而有更多陌生人傳變態相給她
看，她苦笑道：“我像鑑證科一樣，很多人傳相給
我，問我滿不滿意，現在都不敢在公開地方看微博，
而且又不能封鎖其他人，因有不少人找我談點心店的
事，不能封殺自己的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台灣天后蔡依林在廣西南寧
演唱會舞台29日發生燈架倒塌傷亡意外，主辦
單位30日發表延期聲明，因舞台故障，原定31
日舉行的演唱會無法舉辦。

蔡依林“2015 PLAY 世界巡迴演唱會”原
定31日晚8時在南寧開唱，當地體育館29日下
午正在搭建蔡依林的演唱會舞台，突然發生燈
架倒塌，造成1人死亡，13人受傷。主辦單位
30日發表延期聲明，宣佈蔡依林南寧站演唱會
無法如期開唱：“10月31日蔡依林PLAY世界
巡迴演唱會南寧站舞台搭建過程中發生燈架坍
塌事故確定不會如期舉行。目前，南寧站是否
取消或者延期還在討論中。之後，於本會團票
的歌迷可辦理退票，退票辦法稍晚公佈。也希
望南寧站主辦方早日就此次事故發出正式公
告。願逝者安息，為傷者祈禱。”

蔡依林前晚得知事故消息後，透過經理人
表示，真的很難過、難受，並在社群網站微博
貼文為傷亡的工作人員祈禱。

搭建舞台倒塌蔡依林南寧騷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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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母代勞買內衣由母代勞買內衣
祖兒嫌棄花巧款祖兒嫌棄花巧款

■■莊思敏莊思敏
稱愛看示稱愛看示
範單位範單位。。

■身穿透
視裝的祖
兒偕阿嬌
進場。

■ Rosanne■ Rosanne
坦言這身性感坦言這身性感
打扮未有給老打扮未有給老
公過目公過目。。

■搭建中的舞台燈架突然坍塌，造成至少1
人死亡，13人受傷。 中新社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吳文釗）容祖
兒 、 鍾 欣 潼 （ 阿
嬌 ） 、 黃 婉 君
（Rosanne）、胡兵
與名模劉雯等人29日
晚出席內衣品牌活
動，原定赴港赴會的
日本天后濱崎步因肺
炎未能赴港，眾人無
緣一睹天后風采。

身穿透視裝的祖
兒、中性打扮的阿嬌

由老闆楊受成帶領進場，當大讚祖兒
衣着性感時，她笑言像她身材一樣是
小兒科，她說：“其實我不方便自己
去買內衣，大多數都由媽咪代勞。
（買了阿婆款式？）不要懷疑我媽咪
的品味，經常會有意外驚喜，也希望
品牌有興趣贊助我。”祖兒坦言不太
喜歡太花巧的內衣，笑問男友劉浩龍
有否送她內衣？她說：“又沒有喎，
這些當然是情趣，但內衣要自己試款
和合身，不像送T。”祖兒稱穿內
衣是講求自己舒服，很多花巧內衣都
是中看不中用。

提到祖兒偶像劉青雲與郭藹明夫
妻檔拍廣告，問她會否效法與男友情
侶檔演出，她說：“不用了，雖然大
家不介意去欣賞和替我們開心，但希

望我們的工作分開，獨立做自己的
事。”

至於黃翠如與洪永城的拖手照惹
來熱話，與翠如識於微時的祖兒表示
有留意，問她覺得翠如跟蕭正楠還是
洪永城合襯？祖兒說：“我會尊重翠
如的選擇，有一份友誼比愛情更長
遠，這個距離來得更美麗。”至於祖
兒本身又有沒有一位“洪永城”？她
笑言身邊有眾多男性知己。

阿嬌有儲內衣習慣
阿嬌笑言有儲內衣的習慣，選購

時以合眼緣為大前提，她說：“覺得
靚便買，但都是擺着不穿的。”對於
陳妍希終接受男友陳曉求婚，阿嬌表
示由第一天有報道已恭喜對方。對於
陳曉送上3D“小龍女”雕像求婚，
阿嬌說：“都幾靚，而且幾難整。”
日後會否想另一半去花心思求婚時，
她說：“沒有去想，太遙遠了，自己
未準備結婚，就算遇到都要時間，未
必會閃婚。”

已做母親的Rosanne超性感上
身真空透視亮相，她笑言一身打扮未
有給老公過目，但已做足安全措施。
對於年前 Rosanne 的婚紗照被盜
用，她表示已贏了官司，說道：“打
了四年終於贏了，雖然賠償都不夠給
堂費，但可以拿回我的相和權利。”

■溫碧霞真空上陣性感現身。

■■杜德偉夫婦杜德偉夫婦、、蔡一智蔡一智、、上山詩鈉和謝天華到場上山詩鈉和謝天華到場。。

■■溫拿當晚就溫拿當晚就

解散傳聞現身解散傳聞現身

說法說法。。

近日有指陪伴港人42年的溫拿樂隊
完成明年2月演唱會後，便終極解

散，消息傳出後，各方都為溫拿加油打
氣，勸阻他們“告別”之念。31日溫拿
成員陳友要趕去其他活動，所以先接受
訪問，其後前來的四子再被問到“解
散”一事，阿倫絕口不提誰是提出解散
的“主兇”，但他強調自己是第一個開
口說反對，他表示：“目前狀況是見步
行步，這個重大決定必須一致通過，若
然有一個人不開心都不可以。”繼而阿
倫似有暗示望溫拿中最年長66歲的
健仔（彭建新）說：“健仔對愛犬OK
仔離開是有打擊。”

當問到是健仔提出解散嗎？阿倫又
抵死地拉開話題，並望健仔的頸部
說：“你的蚊疤好了。”而健仔就顯得
欲言又止，他承認說：“其實我輕輕掂
（講）了一掂（講），已經好多人責
罵。”阿倫續說：“其實有好多同事提
出過，有些是經過吓個腦，（只經細腦
沒經大腦？）唔知，睇下啦，總之我一
直鼓勵大家繼續，今次為溫拿作了首
歌，最初都是得個‘嘈’字，有見及
此，我將歌詞改動以帶出溫拿原有的精
神。”

阿B表示：“首歌是鼓勵精神，不

過想起這首歌和排 Rundown 時便心
噏，幾乎想喊出來，因為大家一起時太
開心，要深呼吸先能再說話。我認為溫
拿要唱埋落去。”

問到溫拿會不會“散Band”？阿
倫謂：“Band是不會散。”阿B說：
“咁都要食(飯)，就算不唱都可以
玩。”暫時他們未有結論，阿倫想他們
回心轉意，但又不諱言這只是希望，同
時亦想快些有結論，不過阿倫強調，縱
然結果如何，溫拿友情不會有影響，因
大家在不同階段有不同想法，做不同的
事，將來依然可以再聚，所朝的方向是
有意義的。

陳友同樣反對解散
當被問到解散一事時，陳友表示：

“的確有開過會，不僅是一班兄弟，還
有我們成長旁邊都有不少兄弟，大家有
一起開會，我們對一班兄弟有過承諾，
就是這幾十年都會向前行，但不是有承

諾便可以，亦有很多自然規律。”陳友
承認在開會期間，有人提議做埋這一個
演唱會就差不多了，至於提出者是誰，
陳友拒絕透露，但以他個人觀點，覺得
還行得、郁得、走得都應該繼續向前。
問他是否沒提出解散？他說：“我們班
兄弟好得意，沒有特別提出，只是噏得
就噏，我是負責打鼓，不是打得叻，不
過越打越好，所以我反對解散。”

其後五人齊影大合照，阿倫又整蠱
健仔叫他企中間，健仔不明所以便問
“點解”，阿倫笑騎騎指他現在是焦點
人物。

溫拿曾是童年回憶
溫碧霞（Irene）穿上桃紅色低胸大

露背連身裙，真空上陣性感現身，她從
《𡃁 妹仔》電影時期便認識藝能老闆張
國忠，如今喜見藝能踏入30周年。

說到“溫拿”樂隊有可能解散，
Irene覺得溫拿是所有人心目中的回憶，

她說：“小時候姐姐很喜歡阿B，所以
經常聽到溫拿歌曲，直至我入行認識溫
拿，更加重拾一些童年回憶。”Irene本
身最喜歡阿倫，從小便聽對方的經典歌
曲，當中歌詞很觸動人心，如果真的解
散很依依不捨，不過可能他們考慮到很
多因素和個人想法，畢竟有自己家庭和
自己計劃，總之解散會很可惜，溫拿永
遠是大家心目中的童年回憶。

懷有四個月身孕的黃伊汶當日穿上
墨綠色通花透視貼身裙現身，為了穿得
下裙子，她只敢喝湯和生果，她表示：
“不用擔心，因我有專人負責飲食，其
中一個便是我老公，他經常拿一本孕
婦書，知道哪些是適合孕婦吃的東西，
自己懷孕後口味沒有多大轉變，但胃口
減少了。”她透露預產期是明年四月，
屆時會擇日剖腹生產，暫時她未知腹中
BB是男是女，她較喜歡男孩，感覺活
潑不像女生嬌柔，可以粗養，不過老公
較喜歡生女。

■華仔亦有出席。 香港文匯報

訊 （ 記 者 李 慶

全、李思穎）溫

拿 樂 隊 、 劉 德

華、李克勤、洪

金寶、陳百祥和

黃杏秀、王晶、

湯鎮業、孫楠、

草蜢、謝天華、

鄺 美 雲 、 莫 少

聰、商天娥等30

日晚出席藝能集

團30周年慶祝晚宴，現場星光熠熠。溫拿成

員當日就解散傳聞現身說法，成員阿倫（譚詠

麟）、阿B（鍾鎮濤）、陳友同樣反對解散，

但坦言成員們現仍未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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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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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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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
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
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

美聯美聯美聯鐵工鐵工鐵工

951595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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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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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驛站

貝佳天然藥業

      秋
季大酬賓

購

貝 佳 天 然 藥 業

特
約
經
銷

全美營養學會會員企業，擁有強大的 FDA 法規、營養學、醫學專家陣營，生產 100 多種保健品，暢銷全球，請上網或親臨各地特約經銷商選購

地址：3203 Pomona Blvd., Pomona, CA 91768
909-839-2880  週末 909-967-67791.888.902.1688 免費

洽詢

【2015 最新見證】李先生在成都中石油工作，自己與太太都吃心血通、骨精華，太
太心臟與關節不適，懷孕前吃了半年心血通和骨精華，順利產子！ ●上海韓建煌被醫
院診斷為冠心病（心絞痛型）高血壓（3級極高危組），出院後服用心血通，胸悶胸痛
大大改善，飛到紐約看兒子！【最新見證】王小姐 (780-966-61XX) 內蒙古老爸
腦血管鈣化，左手麻得厲害，早上服用兩粒心血通，晚上兩粒益腦靈，頭痛、
手麻明顯減輕，現在像變了個人，還能去放羊。 

【2015 最新見證】●洛杉磯羅蘭崗周女士（626-318-xxxx）說她二姐是做醫生的，
本來膝關節痛，上樓梯嘎嘎響，還打顫，吃了骨精華就好了，後推薦給親朋好友，大
家都反應效果好！●天津外國語學校創校校長范桐行，因骨質疏鬆幾次骨折，她在美
國的學生陳先生購骨精華給她服用，骨折關節癒合，願意實名見證骨精華的卓著功效。

消除胸悶、心悸、心慌、心絞痛，預防心
肌梗塞    
降血壓 / 甘油三酯 / 壞膽固醇，升好膽固醇
起效快，作用持久，安全無副作用，讓你
精力充沛，大量實名見證

◆打通血管

◆三降一升
◆強健心肌

修復軟骨，消除關節疼痛、僵化、響聲、骨刺、五十肩、
網球肘
大劑量補充 II 型骨膠質 Kolla2，又補鈣，全面防止骨質疏
鬆、腿腳抽筋、骨折
珍貴小雞胸軟骨提取，保證 6 周見效，兩療程鞏固療效，
無數成功案例

◆快速修復

◆雙效合一

◆配方科學

增強腦供血供氧，克服銀髮族、電腦族丟
三落四
改善手腳麻木、頭暈、目眩、耳鳴、突然間
口角歪斜
增加認知能力，抗中老年癡呆階段性惡化

◆提高記憶力

◆預防腦中風

◆抗老年癡呆

買 5 送 2〔一療程〕 ● 買 10 送 5〔兩療程〕美國專利 US Patent# 7030102  美國專利 US Patent# 6524616

骨精華
美國專利
US Patent 
# 6838440

買 6 送 1〔一療程〕●買 12 送 3〔兩療程〕

大力消除關節疼痛
全面防止骨質疏鬆

保證六周見效 *100 個成功案例上網查詢

【骨精華】【心血通】【益腦靈】
每個療程加送葡萄籽精    瓶

從 業 21 載
鑄 就 好 品 牌

新產品 繽紛上市

好產品 效果卓著

蝦 青 素
納 豆 溶 栓
白 藜 蘆 醇

伊 美 寶
糖 尿 淨
明 眼 素 休 士 頓 燕 窩 城 713-776-2888、713-534-3233 

金荷 713-772-2999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東方中藥 713-774-5558 燕補堂 713-772-7888 
達拉斯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達福出
國人員 469-586-8195 陽光禮品中心 972-758-
9588 百草堂 972-519-8488，469-233-7751  燕
窩 城 972-235-3888，972-527-9888（Plano）
奧斯丁 恒豐 512-719-3864

快速打通血管堵塞
改善胸悶 / 心絞痛

有效改善頭暈耳鳴
預防腦中風/老年癡呆

心腦健康得安寧 *70 個成功案例上網查詢

益 腦 靈

281.359.6468 www.themintbank.com
銀行總部：1213 Kingwood Drive, Kingwood, TX 77339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281-568-8888 ext.1118
Tinghui Zhang Executive Assistant 281-568-8888 ext.1117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630, Houston, TX 77036

Autumn Special !

星期六 2015年10月31日 Saturday, Oct. 31, 2015 星期六 2015年10月31日 Saturday, Oct. 31, 2015

誰說一定要做運動才能減肥，祇要
用對方法，就算走路，也能輕鬆減掉
體重。下面小編就教你七個走路減肥
的技巧，讓你減肥事半功倍。

1、縮小步伐以增加速度：
許多人加快走路速度時習慣加大步伐，其實這是錯誤的方法，

你應該在這時稍微縮小每步的距離。
2、換個地方健走：
知道嗎？不同的路面也能給身體不同的刺激喔！如果你習慣在

柏油路或是跑步機上走路，不妨換換沙灘、草地、甚至石子
路。專家說，這樣可以讓你每小時多消耗60卡熱量。

3、交叉訓練效率更高：
有什麼方法能讓你用同樣的時間健走，能消耗更多卡路裡，

但又不會讓你累得半死？答案是？加入跑步、甚至短跑的衝
刺。例如，用原來的速度每走5分鐘，就可以穿插著慢跑1分
鐘。如果連續幾週做下來，你已經覺得很輕鬆了，可以改為穿
插衝刺30-60秒。

4、增加你的負重：
背背包（請選擇能完全服貼在胸背上的專業運動或登山背

包）！在身上增加重量雖然有效，不過也不能沒限度的亂背一
通，專家建議，不能超過自己體重的20%，否則就會傷害到腰
背部。

5、加入手臂的擺動：
為了要均衡地運動到全身，健走時要手腳並用，但是並不需

要使勁地甩高手臂，你的手肘大約彎曲 90 度，手臂擺動的幅
度，應該從臀後15-20公分，向前到胸部的高度即可。

6、運用競走的臀部技巧：
你看過競走比賽吧？有研究指出，競走及跑步消耗的熱量幾

乎是一樣的。不妨試試，踏出每一步時，順勢移動你的臀部，
以這個力量將身體往前推，再接著踏出另一步。走路時，你不
必全程都用這種方式。你可以用前面第1-11項說的方法健走幾
分鐘，再穿插幾分鐘加強臀部的競走方式，效果也很好。

7、走路的速度要達到7級：
如果你一路上都像散步一樣慢慢晃，效果可是會讓你大失所

望喔！專家說，你必須控制走路的速度在一定的水準。將身體

輕鬆或疲累的程度分成10級來說，如果躺在床上休息不動是第
「1」級，第 「10」級是精疲力竭。健走的速度應該維持在第
「7」級，那種感覺是....你的呼吸加快了，已經開始流汗，但是

還是可以開口說話，不至於上氣不接下氣。

眾多肌膚 「挑戰」，最重要的是先
打好肌膚的底子。無論你是熟女、輕
熟女還是小女生，肌膚的基礎護理三
步曲都是你美麗肌膚的基礎課程。今
天，就讓我們領你一起瞭解8大乳液
護膚要點，讓你的美從基底肌膚透出
來。

1 塗抹的順序有先有後
乳液並不是要同時全臉塗抹，而是

哪裡最干就先塗抹哪裡，如果你還沒
有使用眼霜的話，就先塗眼週，之後
是兩頰、嘴角兩側、上下顎等，這些
部位塗完之後再塗全臉，這樣這些乾
燥的部位就得到了雙重的滋潤。而如
果已經使用眼霜，眼週就直接塗眼霜
就可以。

2 塗抹時要用指腹的力量
塗抹乳液既不是用手掌，也不是用

指尖，而是要用指腹的力量，指腹的
力量適中而且具有彈性，皮膚感覺最
舒服。

3 從臉的中央輕輕向外按摩推開
塗抹乳液要加上按摩的動作，才更

有利於皮膚的吸收。按摩要從臉的中
央部位向外做輕輕的按摩推開，直至
被皮膚完全吸收。

4 不同膚質不同選擇
乳液大多是為乾性膚質設計的，但

如果乳液上註明是 「清爽型」的話，
就說明它的含油量會少一些，更適合
混合型或偏油性的肌膚使用。

5 早晚使用的乳液是不同的

我們的肌膚早晚的
需求是不同的，白天
使用的乳液必須考慮到紫外線的因
素，所以建議選擇具有UV功效的防
護型乳液;晚上肌膚則會自動進入修
護階段，因此不妨選擇具有美白、保
濕、修護等功能的乳液。

6 肌膚特別疲勞時加大使用量
一般來說，乳液的使用量是不會

超過化妝水的量，大約為1角錢硬幣
大小即可。但如果有時你感到肌膚
非常疲倦或膚色暗沉時，就說明肌
膚需要更多的水分和營養，這時要
加大使用量，使用兩到三個硬幣大
小的量，讓肌膚得到更多些的水分
和營養。

7 化妝水不能替代乳液
不管你塗了多少高保濕功效的化

妝水，化妝水還是化妝水，它祇是
暫時性滋潤皮膚，想讓化妝水的水
分保留在肌膚內幾乎是不可能的，
祇有再使用乳液，才能把這些水分
很好地 「封存」在皮膚內。

8 每次都要塗抹到頸部
有些人使用乳液常常祇塗抹在臉上

而忽略了脖子，其實，脖子部位的油
脂分泌量非常小，更需要補充水分及
油脂，因此一定要養成一個護膚習
慣，每次塗抹護膚品時都要將動作延
伸至脖子，塗抹到與臉上相同的護膚
品，更何況脖子是洩露女人年齡的關
鍵部位啊!

(1)忌梳理頭髮不當。梳頭要用疏齒的梳
子，並先在頭髮上塗些發乳等潤滑劑，以免
頭髮斷裂；切不可用發刷，因為發刷容易弄
傷頭髮。

(2)忌護髮素洗得不充分。許多人在用
了護髮素後，故意不進行充分地沖洗，誤認
為護髮素留在頭髮上會給頭髮增加營養。其
實，這是一種誤解。因為護髮素跟洗髮香波
相似，也是一種異面活性劑，它對頭髮的刺
激甚至比洗髮香波更強。因此，不洗淨護髮
素也會損傷頭髮。

(3)忌洗髮次數太多。有的人喜歡每天
早晨起來就洗頭，認為這樣能清醒頭腦，又
能護理好頭髮。但專家認為這樣做是錯誤
的，因為洗髮過多會損傷頭髮。而每天早晨
洗髮尤其無益。因為人類頭髮的皮脂膜要完
全再生，必須3天的時間，每天早晨洗頭會影
響皮脂膜的再生，從而降低頭髮的脂質，使
頭髮容易折斷。一般地，隔3天洗一次發就足
夠了。

(4)切忌不正確吹風。現在許多家庭都
有吹風機，洗完頭髮後盡快吹乾頭髮，既方

便又能防止頭部
因受涼而疼痛。
吹風時，吹風口
離頭髮至少應保
持 10 厘 米 的 距
離，以免燙傷頭
髮，而吹風機與

頭髮形成的角度應為 70，吹發時間不宜過
長。這是因為吹風機噴口附近熱度有時可達
150℃左右，而頭髮含有蛋白質，其中還含有
10%～13%的水份，這樣才使頭髮柔軟如絲。
過長時間地、頻繁地吹風會使頭髮含水量低
於10%，那樣，頭髮就會變得脆弱易斷，頭髮
中的蛋白質在高於 70℃的高溫中會分解，因
此過熱地吹風會使頭髮燒焦。

(5)忌經常染發。染發是中、老年人使
白髮變黑的一種手段，但現在有些年青人也
開始染發。認為一頭烏黑的頭髮（或金黃頭
髮）會增添青春魅力，殊不知染發對頭髮的
損傷更嚴重，其損害程度是燙髮的3倍。

(6)注意夏、冬季對頭髮的保護。夏
天，陽光直射地面，其強烈的紫外線會破壞
頭髮中的蛋白質的鏈狀結合，使頭髮變脆，
所以每年5～9月上街應戴一頂草帽。冬天，
頭髮的脫落情況相當於平時的5倍，但無須為
此驚慌，因為人類與動物一樣，脫毛季節在
冬季。當然，冬天擦些發乳護髮及營養頭
髮，盡量避免損傷頭髮，這些都是減少脫髮
的有效辦法。

讓乳液發揮最大美膚效果讓乳液發揮最大美膚效果讓乳液發揮最大美膚效果讓乳液發揮最大美膚效果

護髮的六忌

走路減肥七妙招 輕鬆享瘦

美南版■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5年10月31日（星期六）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全能項目上，我們和歐美選手之間始終存在差
距。”此前兩屆世錦賽全能名次分別在第8

和第12位的商春松賽後告訴記者，“對於我來說，
今天很努力去完成比賽了，能拿到第4這個成績就已
經很開心。”

其實直到最後一輪比賽開始前，商春松分數仍
在前三位，比兩名美國選手、衛冕冠軍拜爾斯和復
出的倫敦奧運會全能冠軍道格拉斯分別少0.734和
0.334分，比去年南寧世錦賽的全能亞軍、羅馬尼亞
名將拉里薩則只高0.092分。

最後一項跳馬遭逆轉
造成這種“距離獎牌很近”的錯覺的原因是，

中國“小花”的弱項跳馬被安排在了她當晚項目排
序的最後一位，而且這塊短板不是一分兩分的短，
而是直接短一半的那種短。

果然，在難度分太低、完成度也不高的情況

下，商春松跳馬只拿到13.866分，拉里薩的最後一
項高低槓14.800的得分一出來，總分立刻超過了
她。“我當時心情挺好的，因為知道自己肯定拿不
到第三。”她說，“我的跳馬難度跟別人差距挺
大，完成度也不夠好。”當記者提到中國體操隊從
未出過一個女子全能世界冠軍，商春松無奈地說：
“這就是我們有差距的地方吧。一直以來我們的選
手四項中都總有一項比較弱，而且不像歐美選手，
即便有弱項也不會弱到哪去。”

總結自己從去年第12名到今年第4名所取得的
進步所在時，商春松說：“我這次穩定性更好了，
去年光一項就失敗了三次。”

至於明年里約奧運會敢不敢向拜爾斯等名將發
起衝擊，這個還帶着牙套的小丫頭堅定地說：“最
後這幾個月，我要努力把自己的跳馬難度提高
到5.8，這樣才能說真正有實力去衝擊那些高
手。” ■新華社

商春松短板低分

中國籃協30日在其官網上公佈了對中國女子
籃球聯賽（WCBA）第四輪山西隊與遼寧隊臨場
裁判員的處罰決定。

因在比賽中出現明顯漏判，當值主裁判宋曉
競被停賽5場，兩位助理裁判韓栩、韓偉華分別
被停賽2場。

在24日的比賽中，最後時刻握有球權的遼寧
隊執行最後一攻，結果她們進攻未得手，最終以
67：68惜敗給衛冕冠軍。不過遼寧隊球員認為裁
判未吹罰對方的防守犯規，並向記錄台申請錄影
回放，此後裁判未對判罰作出更改。

中國籃協認為，臨場裁判員出現了明顯的漏
判，對比賽勝負造成了影響。根據《中國女子籃
球聯賽紀律處罰規定》第五章第四十一條之規
定，對負主要責任的主裁判宋曉競停賽5場，對
負次要責任的助理裁判韓栩、韓偉華分別停賽2
場，對負有連帶責任的本場比賽技術代表提出批
評。

此外，遼寧女籃俱樂部通過官方微博發表指
責裁判員的言論，給聯賽造成負面影響。按照
《中國女子籃球聯賽紀律處罰規定》的相關條
款，中國籃協對遼寧女籃俱樂部給予通報批評，
責成其作出書面檢討，認識問題，改正錯誤。

■新華社

WCBA裁判明顯漏判遭停賽

全能名列第四

劉詩雯衝世界盃第四冠
2015年女乒世界盃從30日起一連3日

在日本仙台舉行（有線202及62台今午3時
起直播），中國隊派出劉詩雯和朱雨玲參
賽。劉詩雯已在2009年、2012年和2013年
3次奪冠，如果今次能在仙台封后，劉詩雯
將第4次奪得這項盃賽的冠軍，比肩前輩王
楠和張怡寧。廣東隊總教練馬琳親赴仙台為
劉詩雯打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朴仁妃退出藍灣大師賽
海南藍灣大師賽－LPGA又少了一名巨

星，世界第二朴仁妃因傷提前離開了賽場，
再次無緣藍灣大師賽冠軍爭奪。至此，本屆
比賽已有三位巨星因傷退賽。 根據主辦方
消息，朴仁妃左手受傷一個多月，最近傷勢
加重，表示無法繼續比賽，在結束29日首
輪比賽後，朴仁妃即晚向LPGA申請退賽，
後獲得批准。 ■新華社

女籃國手獲勞倫斯善款
中國十佳勞倫斯冠軍委員會主席鄧亞

萍，與石智勇、蕭欽、孫海濤等奧運冠軍前
日前往受重病困擾的前女籃國手陳鷺蕓家中
探望，並送去了11萬元善款用於治病。近
日前女籃國手陳鷺蕓身患結腸癌晚期的消息
引發體育界廣泛關注。陳鷺蕓作為國家隊一
員，2002年7月在女籃世錦賽上奪得第六
名；作為教練，她帶隊參加首屆新加坡青奧
會3對3女籃比賽，並奪得冠軍。 ■新華社

■■遼寧女籃隊員當晚圍着記錄台不肯離場遼寧女籃隊員當晚圍着記錄台不肯離場。。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王妍在女子全
能自由體操比賽
中。 新華社

■■商春松與獎牌擦商春松與獎牌擦
身而過身而過。。 新華社新華社

當地時間29日晚結束的格拉斯哥體操世錦賽女子全能決賽，沒有奇跡發生。中國

隊僅有的兩個代表商春松和王妍分別拿到排名第4和第11的成績；金牌則毫無懸念地

歸於美國黑人選手拜爾斯，成就史無前例的“三連冠”。

古班小器
寸爆不知D佐敦是誰
快艇29日在主場與小牛上演NBA西岸大

戰，前鋒格里芬拿下26分和10個籃板球的“雙
雙”成績，率領主隊以104:88取得大捷，不過今
仗的焦點落在快艇中鋒迪安祖佐敦(D佐敦)身
上，這是D佐敦今夏反口拒絕轉投小牛後，首次
面對該支得州球隊，慘遭“背棄”的小牛班主古
班至今仍未釋懷，賽前受訪時直言“而我不知那
人(D佐敦)是誰”，並暗寸快艇未夠班成小牛宿
敵。

踩快艇未夠班
迪安祖佐敦今夏原答應轉投小牛，但在快艇

主帥李華士和隊友基斯保羅等“禁錮”游說後，
這名快艇中鋒最終改變初衷，選擇繼續留隊，耍
了古班和小牛一把。古班是役隨隊作客洛杉磯，
賽前接受訪問時，起初表示“而我不知那人(D
佐敦)是誰”，其後則指沒有憎恨快艇和陣中任
何一個人，但暗踩快艇未夠班：“看，快艇就是
快艇，你能更換球員、班主，但快艇仍是過去
30年那樣。”

快艇自從在1984移遷至洛杉磯後，30年來
僅8次亮相季後賽，未曾打入西岸決賽，最多只
是3次闖進西岸準決賽，相反古班入主小牛15個
球季，僅1次無緣季後賽，而且在2010/11年球
季贏得首個總冠軍。

至於“反口風波”主角迪安祖佐敦賽後則避
談小牛，只說：“這絕對是一場激動的比賽，氣
氛顯然很高漲，因為這是我們的主場揭幕戰。”
D佐敦是役上陣26分鐘，貢獻6分、15個籃板球
和4次封阻。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圍繞2016年里約奧運會帆船比賽海域污染的
爭議，終於在周四暫時告一段落，國際帆船聯會
當日確定了奧運會帆船比賽賽道，總共5條賽道
中，有3條位於存在污染的瓜納巴拉灣海域，另外
2條則位於大西洋的公開海域。

里約奧運會帆船比賽海域還有2條備選賽道，
其中一條位於瓜納巴拉灣，另一條位於大西洋。
帆船賽將於明年8月8日至18日舉行。

垃圾清理比例升至一半
里約奧運會帆船比賽地瓜納巴拉灣曾是世界

上最著名的旅遊勝地之一，但由於附近工廠、市
區廢水廢物不斷向瓜納巴拉灣排放，海灣內水資
源受到嚴重污染。7月公佈的一項獨立檢測結果顯
示，該海域存在高危病毒。近1年來，世界各大媒
體都在長篇報道該海域的污染問題。

里約奧組委一直堅稱，瓜納巴拉灣的垃圾清

理比例已由2009年的12%至13%，升至如今的
50%，到奧運會開幕前，將有80%的垃圾得到清
理，里約會兌現申辦時許下的諾言。此外，里約
在每個月都監測水質，採取的清理措施可以保證
比賽海域水質符合國際標準。

今年進行的奧運帆船測試賽中，有選手參賽
後生病，雖然沒有確診是否因病毒感染所致，但
外界普遍對里約的水質表示擔憂。 ■新華社

里奧帆船3賽道位處污染海域

年終賽小組3連捷
梅古露莎勇闖4強

女網世界排名升至第3位新高的西班牙新秀梅古
露莎，30日在白組最後一場分組賽，以6:4、4:6和7:
5的盤數力挫捷克名將基維杜娃，3戰全勝，首名晉
級準決賽。至於基維杜娃則得到同胞沙花露娃相助，
後者在稍後的比賽以總盤數2:0擊敗德國球手卻芭，
終響勝鼓，3人同得1勝2負，不過基維杜娃以較佳盤
數，次名躋身4強。

梅古露莎今年大放異彩，曾打進溫網決賽，世界
排名亦升至個人新高的第3位，今次在年終賽3戰全
勝，在準決賽將與紅組次名、波蘭球手拉雲絲卡爭奪
決賽資格。年僅22歲的梅古露莎賽後說：“晉級準
決賽真的太奇妙了，能在這裡(年終賽)是今年的一大
回報，希望我的表現可像今仗般，並能繼續獲勝。”

■記者 蔡明亮

■■迪安祖佐敦迪安祖佐敦（（中中））被被22名名
小牛球員侵犯小牛球員侵犯。。 法新社法新社

■■瓜納巴拉灣海域將有瓜納巴拉灣海域將有33條奧運帆條奧運帆
船賽道船賽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梅古露莎梅古露莎33戰戰
全勝全勝。。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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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合唱團是在1993年夏天
由一群對音樂志同道合的朋友們
成立于德州阿靈頓市。這群來自海
峽兩岸旅居美國的華人，抱著共同
的目標理想邁進，其宗旨「以樂會

友，宣揚中華文化，並促進中西文
化交流 」，希望透過歌聲介紹些中
國優美的藝術歌曲及各地方民謠
給中美友人，同時藉此參與各項公
益慈善活動，回愧社會。

四季得天獨厚廿多年來擁有
令人稱羨獨一無二的好指揮張靜
芬老師，在指揮與歷屆理事團隊的
堅持奉獻及辛勤耕耘下帶領四季
前進，才有今天的拙壯與成長，很

幸運的近年來又有鋼
琴諸大正老師的指導，
共同鞭策我們更精進
的學習環境，讓我們真
正享受合唱團的共鳴
與樂趣。

就在四月底才剛
辦好一場四季年度音
樂會，之後過完暑假，
在達福地區僑界領袖
谷祖光醫師的號召下，
全體四季團員再度熱
情踴躍投入這埸意義
非凡的抗戰七十周年
紀念活動，大夥不分彼
此團結一致，就連多年
不見的四季老團員都
紛紛響應自動歸隊，就
是這份深厚的游子心
故鄉情驅動著海外每

個僑胞的強烈愛國心，十年前我們
這群身在海外的華人，都曾站在臺
上引吭高歌抗戰
歌曲參與過 60 周

年紀念音樂會，我們的上一輩親友
也曾經歷過這段不堪回首的傷痛
記憶，轉眼間十年又過去了，又即
將登場參加抗戰七十周年紀念音
樂會，除了緬懷先賢烈士的英勇抗
敵愛國事跡，更要一代接一代傳承
銘記歷史悲痛教訓，不能忘也不會
忘。

四季合唱團由指揮張靜芬老
師所帶領的這些抗戰歌曲自八月
廿七日開始了第一次每周四晚上
的固定練唱，在老師的熱心教導下
一曲接一曲認真學會了多首耳熟
能詳熱血沸騰的抗戰愛國歌曲，我
們共同期待一埸深具歷史意義的
紀念音樂盛會與大家共襄盛舉！
十一月十四日週六下午3:30在
St Andrew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5801 W Plano Pkwy
Plano, TX 75093
(四季合唱團供稿)

紀念中華民國抗戰
勝利七十周年音樂會四季合唱團踴躍響應四季合唱團踴躍響應

為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將於十一月十四
日，四季合唱團再次在大達拉斯區和來自其
它市區的合唱團聯合登台演出。緬懷七十年
前在十四年的持久作戰中與日寇奮戰犧牲的
三千五百萬同胞。這血與淚的歷史我們永遠
難忘，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千千萬萬的中國
人以“寧願死，不退讓。寧願死，不投降”，“寧
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的決心用血肉之軀
抵抗外辱，為中華民族的最終勝利做出永垂
不朽的貢獻。

在這激動人心之際，讓我們唱響時代的
旋律喚起人民的愛國之心，不忘國恥，不忘歷
史，珍愛和平，渴望和平，創造繁榮。這些歌為
抗戰發出怒吼，喚醒了中華民族的靈魂，表達
了中國人民抗戰的心聲，保家衛國的願望。這
次登台演出的曲目有桂濤聲詞夏之秋曲「歌
八百壯士」，這是東方主戰場的真實寫照。這
血與淚的歷史我們怎能忘記？「當晚霞滿天」
作詞鐘梅音，作曲黃友隸，這是一首極具魅力
的抒情歌曲，以外柔內強的形式表達了人們
對祖國的珍愛。「歸不得故鄉」是譚國始作詞，

也是黃友隸作曲體現了中華同胞對家鄉的熱
愛。但是凶惡的日寇如豺狼般踐踏我民族，霸
占我故鄉多少人妻離子散死在敵人手上。為
了民族的事業，國土的完整親愛的同胞啊！
「歸不得故鄉」！

「我所愛的大中華」這首四部大合唱是愛
國音樂教育家李抱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
變，日本侵占我國東北三省，李抱忱滿懷悲憤
地寫了多首康慨激昂的救國歌曲。指揮張靜
芬老師選了這首「我所愛的大中華」，以她二
十多年的指揮經驗教導我們如何唱好每一首
歌。「我所愛的大中華」這首歌就是唱得字字
清晰，曲調鏗鏘有力，是一首難忘的、浴血奮
戰的愛國歌曲。「旗正飄飄」、由韋瀚章作詞，
黃自作曲的又一首戰地軍歌，悲壯激昂的歌
聲和蝕人心弦的歌詞，使人仿彿看見了那振
奮人心的場面。「抗敵歌」也是韋瀚章作詞，黃
自作曲。“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音樂家黃自有
感于神州山河遭敵寇荼毒，欲以音樂喚起人
民抗敵愛國的意志所作。

這次大型音樂慶賀會以「The Star-Span-
gled Banner」、「中華民國國歌」和「國旗歌」開

場，氣勢非常壯觀。然而時至今日，仍有日本
右翼分子罔顧公理正義，極力否認罪行，妄圖
歪曲篡改美化侵略歷史。中華民族怎能忘記
自己歷史的榮辱。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是我們最好的時光！最好的時光是我們中華
兒女有這樣的機會獻上一份對祖國人民的愛
和對愛國先烈們的哀悼。回望“九一八”，莫忘
民族復興的使命；勿忘“九一八”國難教訓。七
十年前的偉大勝利值得我們永遠紀念。

四季合唱團與星星合唱團、休斯頓聯合
合唱團、達拉斯聯合合唱團共同演出，歌唱我
們的勝利與和平，用我們民族的吼聲紀念歷
史，讓我們的歷史永遠活著世世代代永不忘。
這一場『紀念中華民國抗戰勝利七十週年音
樂會』將在 St Andrew Methodist Church 演出
。地址：5801 W Plano Pkwy, Plano, TX. 75093
。讓我們中華民族在這激動人心的一天同賀
勝舉，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下午三點半準時
開演。恭候大家介時光臨！

如有任何問題請和四季合唱團團長洪漢
儀 ： 817-685-8826； 副 團 長 王 昭 文 ：
817-294-5853 聯繫。(四季合唱團供稿)

紀念中華民國抗戰勝利
七 十 周 年 音 樂 會

相約
四季

QS151029A達福社區

QS151029B達福社區

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這科技昌盛的
大時代環境裡，不論科技、通訊、資訊、經濟、建
設、教育、醫療、交通、文化…許多國家都開始高
瞻遠矚，為提升國家經濟效益而積極主動改變
創新並與國際接軌。

台灣當然也不能例外，因此這次特別派出
由行政院全球招商及攬才聯合服務中心：劉聿
紋組長來到美國，就幾個重點城市及大學裡舉
行一系列的講座，吸引有投資潛力的僑商返台
投資，創業，或招攬人才回國就業。感謝北德州
暨歌林郡臺商會名譽會長陳文燦及夫人王寶玲
女士在台北拜會陳士魁委員長時洽談促成此活
動，這次特別選擇達拉斯科技寶地來作此說明
會，於10月21日 (星期三)晚上七點假DFW In-
novation Center 達福創新中心 (1201 Interna-
tional Parkway，Richardson. TX75081) 舉辦。駐
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陳福生組長、及
王杰舜秘書，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游慧光組
長，也專程趕來達拉斯參加這次說明會。當晚吸
引了不少工商界的朋友來參加，劉聿紋組長就
台灣為何要對外招攬僑商及延攬人才及其如何
運作及服務等，做了一次非常詳細的解說，並就
現場聽眾提出的各種問題一一說明及解答。

廖會長首先介紹劉聿紋組長，接着陳福生
組長及游慧光組長也上台致詞。劉組長提到在
這大時代環境的變遷下，臺灣的經濟開始需要
轉型。早期的臺灣多以代工為主，數十年後的今
日台灣，早已轉型為多元化的發展。為積極追求
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並將臺灣經貿生產力提

升達到智慧性的
生產效果及雲端
式的管理，行政院
於2010年8月8日
成立了全球招商
服務中心作為招
商服務之單一窗
口，以「專案、專人
、專責、全程客製
化」的方式，於深
入了解投資廠商
需求後，結合各部
會與縣市政府現
有的行政協調機
制，共同協助廠商
排除投資障礙，落
實在台投資計劃。
另行政院推動「全
球勁才方案」，指定由該服務中心加設「全球攬
才聯合服務中心」，於2015年8月7日起正式營
運，以及經濟部媒合就業互動網路平台(Contact
Taiwan)，提供專案專責之一站式服務，協助企業
延攬海外產業專業人才。因為「人才乃國家之根
本」，要想提升營運，延攬人才就是其中的重要
關鍵。

劉組長接著介紹招商服務項目：包括1. 專
案、專人、專責全程客製化服務，2. 提供投資計
劃諮詢評估與租稅、法規等咨詢服務，3. 協尋土
地廠辦、協助投資獎勵優惠等申辦作業，4. 協調

中央級政府機關，加速投資案行政流程，5. 促進
產業價值鏈（合作廠商/法人之媒合），6. 整合內
部及外部專業資源，連結夥伴，提供投資廠商優
質的服務。至於攬才運作將提供全面化的服務，
包括：1. 轉介登錄免費人才媒合服務（網站）2.
外籍專業人才來台各種事項（生活環境、入境、
居留、簽證、工作證、勞健保、子女教育、工作等）
咨詢服務，3. 攬才障礙排除服務，4. 最新攬才
相關法令規定咨詢服務，5. 人力資源機構轉介
服務
十大攬才重點領域包誇：
1) 生產力4.0：關鍵領域技術研發人才(機械、
電機/電子、資訊、通訊)。關鍵領域應用開發人才
與系統工程整合人才。
2) 高階製程設備：研發顧問(真空鍍膜系統、
系統整合、影像處理)。
3) 先進電子零件製造(含 IC 設計&半導體製
造)：研發人才(IC設計/製造/封測(3D IC、SIP)。
軟體與硬體整合與高階技術人才。
4) 智慧系統整合應用：領域應用發展人員，新
編市場行銷人員、關鍵技術研發人員。
5) 5G 及前瞻通訊：系統整合人才。前膽技術
研發人才。專利應用人才、標準會議參與、談判
人才。
6) 生技新藥及醫療器材：高階經營管理人員、
國際市場行銷人員、法規人員、專利人員。
7) 再生能源：離岸風電工程技術人員。
8) 產品及使用者經驗設計：高階主管。使用者
經驗研究及設計相關人員。
9) 創新前膽研究發展：前瞻技術研發人才。跨
領域系統整合人才。
10) 國際金融管理：國際性經營管理、金融科技
、財務及投資人員。

「全球兢才方案」的推動策略及重點是要整
合建立海外攬才網路及建立全球攬才單一平台
，提供我國兢才的條件並建構友善的留才環境，
「讓人才走進來」，「讓人才留下來」，將是台灣戮

力要求的目標。今年攬才服務辦理情形從八月
到十月累積受理諮詢服務案件共有六十二件。
台灣積極追求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也帶來國
際人才職涯發展與國際商機的舞台。

駐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陳福生組
長特別提出：經濟部2015年度邀請有投資潛力
之僑外商企業來台訪談投資或技術合作計劃案
，並有優厚的補貼項目，請僑外商務必於2015年
十一月十五日前提出申請。如有問題請電洽陳
福生組長：：（713）840-3844 或 email 至 hous-
ton@moea.gov.tw詢問。經濟組游組長提及台灣
有各項培育與延攬科技人才的獎勵辦法，希望
海外學人能回台推動科技的發展，並強化台灣
產業研發創新，增加其國際競爭力。陳文燦名譽
會長最後致詞說台灣有三大好：第一，服務品質
好、第二，生活品質好、第三，台灣有很多創新產
品，世界第一，台灣寶島更是僑商進入中國大陸
的跳板，更鼓勵在本地的退休人士回台貢獻自
己的智慧、技術、和經驗，創造事業的第二春。劉
聿紋組長並致贈紀念品予陳文燦名譽會長及廖
于萍會長。

最後廖會長感謝劉組長的精彩演說與大家
的光臨，也謝謝陳文燦名譽會長免費提供場地
及王寶玲夫人的大力支持，並請大家期待北德
州歌林郡台商會下一次的活動。會後多位台商
紛紛詢問劉組長，並與其約定私下的面談，說明
會就此圓滿結束。

行政院全球招商及攬才聯合服務中心 (In-
vesTaiwan Service Center)： Tel. + 886
2-23112031，網 站：http://investtaiwan.nat.gov.
tw, email. service@invest.org.tw orHiRecruit 網
站 http://hirecruit.nat.gov.tw。地址：10046 臺北
市襄陽路1號8樓。

北德州台商會廖于萍會長：469-231-5553，
副 會 長：王 英 仁 214-636-4848 ，楊 惠 清
469-877-0046，盧英蘭 469-688-3218，秘書長
：李震臺 972-365-5881。(北德州台商會供稿)

行政院全球招商及攬才說明會圓滿成功
台灣行政院全球招商及攬才聯合服務中心主辦，北德州暨歌林郡臺商會協辦

北德州臺商會理事與參會者合照

駐休士頓經文處經濟組陳福生組長代表致贈駐休士頓經文處經濟組陳福生組長代表致贈
禮品予陳文燦名譽會長禮品予陳文燦名譽會長 行政院招商攬才服務中心劉聿紋組長

【本報華府訊】巴爾的摩海旁區域Fell’s Point，
由 10 月 23 日至 25 日一連三天於 Broadway 及
Thames Street 舉行了第 49 屆 Fell’s Point Fun
Festival，是次活動由Fell’s Point Main Street主
辨，入場費用全免，週六、日共有25場樂隊表
演，分 佈 於 Broadway Square、Thames Street
Park 及 Broadway 與 Fleet Street 的空地上有超
過200個特色商戶，主辨單位估計是次活動吸
引約二十萬名入場人士，包括亞裔家庭及留學
生。

亞洲美食滿足華裔味蕾
Fell’s Point Fun Festival 原訂於 10 月初舉

行，由於惡劣天氣順延至10月底，幸好剛過去
的週末天朗氣清，入場人士可以盡享美酒佳餚
。大部分入場的美國人都會購買啤酒券，一杯
$5、五杯$20，大家手執由主辦單位設計的黃色

塑膠啤酒杯，增加現場的鬧熱氣氛。不愛啤酒
的華裔入場人士也大飽口福，因為現場設有多
個美食攤位，除了美國人最愛的油炸食品、漢
堡、熱狗外，更有多個亞洲美食攤，提供中式炒
麵、中式炒飯、泰式炒河、香脆春卷、雞肉串燒
等等。

合家歡家庭樂
許多入場入士都攜同愛犬一邊品嘗美食，

一邊享受人犬同樂的嘉年華會，而提供巨型狗
骨頭及可愛寵物衣服的攤位，更是愛狗、愛貓
人士流連忘返之地；入場父母與小朋友亦歡樂
無窮，全因場內設置兩個大型兒童吹氣彈床、
一個馬槽說故事區域，更有兒童面部彩繪攤位
，為成人和小朋友製造珍貴難忘的回憶。住在
巴城的香港家庭張先生、張太太帶同快一歲的
兒子前來，張先生開心表示：「我們是第一年參

加Fell’s Point Fun Festival，可以在寒冬來臨前
渡過熱鬧的戶外週末，我們也很高興。」

文化精品攤精巧出色
精品攤琳琅滿目，充分滿足入場人士的購

物願望，其中皮革手袋及筆記本、自家設計的
女性飾物及佛祖嬰兒全身衣最讓筆者心動。此
外，筆者更發現流行於南亞地區的民族風手繪
（Henna），手繪是採用天然植物指甲花製成的
顏料，一般畫於手部或腳部，大約五至七天才
會褪色，是天然的「臨時紋身」。店主 Chelsea
Stevenson表示：「傳統手繪因應不同人的膚色
而呈現深淺不同的棕色，但現在流行加入彩色
閃粉，讓手繪更多采多姿。」

錯過了第49屆Fell’s Point Fun Festival的
朋友，不妨密切留意明年的嘉年華會，又或萬
聖節、聖誕節來一趟Fell's Point感受大街上的

濃厚節日氛圍。詳情可瀏覽 http://www.fell-
spointmainstreet.org/。（圖/文：鄧彩欣）

巴城Fell’s Point免費嘉年華會 亞裔齊享豐盛週末

人山人海的Fell's Point Fun Festival

來參與嘉年華會的中國及台灣留學生樂隊表演時現場美國人情緒高漲

其中一個亞裔家庭經營的亞洲美食攤

大型兒童吹氣彈床充斥小朋友的歡笑聲

由亞裔女性主理的佛祖嬰兒全身衣新潮彩色手繪（左）與漸褪色的傳統手繪（右）

【本報記者徐崇民報導】中華民國光輝的
十月，是在歷史上有最多大事發生的月
份，辛亥年武昌起義、中華民國的誕生，
在亞洲建立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體的「雙
十國慶」，全國軍民八年對日浴血抗戰取
得勝利，被迫割讓給日本的我國領土--
台灣，重新回歸祖國後，明訂十月二十五
日為「台灣光復節」，還有華僑節、先總
統 蔣公華誕，也都在普天同慶的十月之
內。

今年的十月正逢「中華民國對日抗
戰勝利七十周年」，70前在整個遠東戰區
各國，同嚐勝利之果後，才有今天的國家
昌盛與工商起飛、經濟繁榮，人民幸福安
樂。中華民國僑豫委員會有鑒於此、為配
合光輝十月慶典，辦理「2015年海外華文
媒體人士回國參訪團」的行動。

僑委會的承辦單位--華僑通訊社
經過兩個多月的周密計劃與籌備，於十
月六日正式在台北市松江路「康華飯店」
辦理出席團員報到。會員分別來自毆、美、亞太各國家地區等、二
十二位海外華文媒體人士，在他(她)們中多數為寶島僑民，也有
少數初次來台灣，經過這七天的團體參訪活動、可以確定、他(
她)們都是熱愛自由、民主台灣的媒體人。

在會員報導時、華僑通訊社主辦人廖淑惠小姐、對每一位到
達報到檯前的會員，她都能叫出原媒體工作職稱及姓名，令報到
會員都有很親切的感受，僑委會的準備工作太圓滿了。華僑通訊
社陳奕芳社長、胡念平副社長，也都到場照應，直到22位團員全
部完成報到、順利安置每位進住飯店房間，誠所謂；「好的開始就
是成功的一半」。

十月七日參訪活動第一站是--拜會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
士魁、政務副委員畏信世昌親自蒞臨會場歡迎參訪團的華文媒
體的朋友們。

陳士魁委員長致詞說；歡迎各位撥冗參加僑委會所舉辦的
「2015年海外華文媒體人士回國參訪團」在此、謹代表本會表達
誠摯的歡迎和感謝之意。

本會舉辦這項活動，是希望藉此加強與海外媒體聯繫，增進
對台灣政經、社會及文化發展現況之瞭解；尤其各位華文媒體朋
友在海外反映僑情，貢獻華文傳播事業，是僑胞互動交流及語言

文化傳承的重要媒介，也藉此向各
位感謝長年來對我政府的協助與鞭
策，也由衷期盼未來繼續和本會保

持密切連繫，共同促進海外華人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華僑是國家最大的精神力量，華僑的歸心代表國家施政的

得失，我個人做人風格、處世原則；是非分明、不說慌言、不作假，
你們所看到的都是真實台灣，看到的不可能
有掩飾。對兩岸在海外僑務的想法；是服務的
競爭、不是零和的結果，如何嬴得僑心？奉行
國父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基本力行原
則。

期盼各位媒體朋友、在未來七天豐富參
訪行程中。一起品味台灣豐盛文化、藝術、歷
史內涵之美，帶著美好的回憶返僑居地，向廣
大讀者轉達台灣進步的優美形象，最後、敬祝
大家旅途平安、訪問成果豐碩。

七天的參訪有；官方拜會 晉見馬總統、拜
會陸委會、拜會外交部，晉見與拜會中都是都
受到親切的接待、雙方互動，中華民國真是走
上民主的大道了。初到寶島的記者們不敢信
以為真。參觀擁有「中華文化寶庫」美名的「國
立故宮博物院」，該院除了展覽品豐富之外並
提供中、英，法、德、西．韓等士國語言專業導
覽，是來台訪客必到之地，做一個中華民國兒
女在參觀之後無不引以為榮。參觀「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特展
」對八對日抗戰的歷史文件令人發省。我們參訪的媒體機構有
「聯合報總部」、「台灣宏觀電視暨財團法人公共電視基金會」、
「華山文創園區」。參加重大活動為「四海同心聯歡大會」、「慶祝
中華民國104年雙十國慶大會」。

我們乘坐令人想往的台灣高鐵交通、在舒適快速的旅程往
返台灣中部，曾在南投縣區逗留兩天一夜，日月潭觀光區是必到
的湖光山色之外，還應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南投縣分會之邀、參
觀現南縣紅十字會救災、救難的設施裝備與動員表演，會員及義

工們犧牲小我，大是大非的義
舉、令人感到人間溫暖一面的
可貴。又參觀021大地震教育區
，也想起「預防重於救災的名言
，減少人員傷亡及財物損失是
教育區的原理。位於埔里的紙
教堂，源自於日本神戶，台灣
921 大地震之後，移築埔里鎮，
設計師運用紙材輕巧，組裝迅
速的特性而發想。參拜名剎中
臺禪寺、深感宗教的精神與靈
的光輝，佛教在中國民間對社
會擔起功不可沒的安定力量。

結合中、外與鄉土品味的
料理與名點享受；承辦單位在
參訪的七天午晚 14 餐、要在不
同參訪地區設計不同的菜餚，
又要適合每人的口味、都在行
程表載明，閱讀之後不難想到
設計人搜腸刮肚用盡心思而成

的餐飲系列，包括迎送兩次大宴，小酌料理、鄉土口味．南北隹餚
美食，能想到的我們都品嚐了，朱子治家格言；一粥一飯當思來
不易，應以感恩！感謝的心；讓我們珍惜這些因緣．永懷來自不易

的聚會吧！
七天的訪問行圓滿的完成了，大家都擁抱豐富的收穫--見

聞、瞭解、中華民國的風土人情、文化與經濟的成就，在歡送晚餐
中、大家都流露出依依之情，對僑委員會及承單位華僑通訊社的
安排與接待都充滿感謝之情，廖淑惠小姐在整個活動中、日間照
應大家分分、秒秒，會員們有時在夜間還以電話把她吵醒，離別
前每個人都同聲向她道謝！與祝福！

2015年海外華文媒體人士回國參訪團紀要

馬英九總統(中) 與海外華文媒體人士回國參訪團合影

陳士魁委員長(中) 與海外華文媒體人士回國參訪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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