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美NO.1 AUDI DEALER

現存800臺新車供你選購

大量優質歐美日二手車 歡迎查詢

請聯繫：TONY CHAN 281-650-1428 精通國、粵、英語

全新2016車系

TONY CHAN

奧迪車種，全球存量之冠，售後服務，保證滿意。

奧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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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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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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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機票﹐美國境內旅行團﹐遊輪﹐酒店﹐租車
代辦中國十年簽證﹐中國境內特價團﹒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二十年豐富經驗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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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 758-5886 (713)538-0048

全場
$25元起

9403 Bellaire Blvd., #59, Houston, TX 77036（金誠銀行右側） 微信號：haishenguoji

經營各種野生淡幹海參：
阿拉斯加紅參，墨西哥肥仔刺參，
美國八角參，北極參，珍稀腰參等。
所有海參以出廠價批發，以批發價零售。

海參國際

全美包郵全美包郵；；直郵中國直郵中國

美國野生海參廠家直銷 歡迎代購和團購歡迎代購和團購

832832--655655--31383138 281281--753753--38813881 網址網址：：www.haishenguoji.comwww.haishenguoji.com

CC88

CCC111

休城社區
廣告天地

Office for RentOffice for Rent

請電請電: Angela: Angela
281281--983983--81608160

國際貿易中心小辦公室出租國際貿易中心小辦公室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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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2015年11月11日 Wednesday, Nov. 11, 2015

星期三 2015年11月11日 Wednesday, Nov. 11, 2015

4號出口

星期二星期二、、三三、、四四
9：00AM
星期五星期五、、六六
9：00P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11：00AM,6:00PM,

8：00PM, 10:30PM

Sterling McCall LexusSterling McCall Lexus

Danny Hou(中英雙語)

Sales Consultant(銷售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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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361-9088

雷克薩斯被消費者反饋評為

最值得信任品牌
美國高速公路安全機構 撞擊測試

安全性最高的品牌之一

第六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
 
















（本報訊）STERLING MCCALL TOYOTA公司 多年來以
其良好的信譽和口碑服務於大休斯頓地區的廣大華人華僑並得
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評。2011年9月該公司組建了一支強大的華
人銷售和服務團隊。他們以最優惠的價格和最周到的售後服務
，把經濟耐用，質量上乘的各種型號的豐田汽車展現在顧客的
面前。可謂是：豐田豐田，質高價廉，享受舒適，駕駛安全，
服務一流，避免麻煩，溝通流暢，生活圓滿。

STERLING MCCALL TOYOTA公司在獲得良好的經濟和
社會效益的同時，還積極地支持大休斯頓地區的少年乒乓球運

動的開展。由該公司贊助主辦的第六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
錦標賽將於2015年11月29日（星期日）上午9：30在休斯頓
華夏中文學校舉辦。屆時將有眾多的少年乒乓球愛好者展現他
們的球藝。此次比賽的目的在於檢驗大休斯頓地區的少年乒乓
球運動水平，培養孩子們積極向上和敢於拼搏的精神，增強他
們的體質，並能在比賽中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促
進少年乒乓球運動的快速發展。

凡是年齡在18歲以下，身體健康的少年男女乒乓球愛好
者均可報名參賽。報名費25美元。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5年月

11月23日。超過規定時間的報名者，報名費為35美元。
所有參加比賽的運動員請於2015年11月29日上午9:00
以前到達比賽場地報到。

此次比賽只設單打項目。分A，B，C, D 四個組別
。根據比賽選手的技術水平分別進入相應組別。比賽采取3局
2勝，每局11分。比賽將使用國際標准三星白色乒乓球。豐田
汽車公司將為獲獎運動員提供獎杯一座,並為優勝者頒發獎金。
同時賽事中為所有參賽的運動員提供免費午餐和飲料。

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地址：59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541-3339 聯系人：王教練，手機：
832-287-6688

從 「溫太醫」 到中國的禮儀大使
張曉龍副教授本週五將在萊斯大學開講 「古禮今說」

（休士頓/秦鴻鈞）從 「甄嬛傳」 裡的溫太
醫，使張曉龍副教授一下子紅遍全國，海內外
， 無論在上海片廠，還是台北，凡是張曉龍所
行經之處，總是擠得滿滿的 「粉絲」 。當時紅
遍全國的一句話， 「嫁人要嫁 「溫太醫」 」 ，
一部連續劇，似乎給張曉龍的形象定了 「位」
，在記者走訪了張曉龍之後，不禁暗暗稱奇，
中國的 「軟實力」 ，就在於張曉龍的 「行為有
度，舉止有禮」 的表裡一致，內外兼修，這禮
儀之邦，從二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到今天
「禮學」 的行者張曉龍，似乎這根文化的紐帶

一直沒有斷過。
這次張曉龍來休市演講，是應 「美中友好

協會」 及 「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 之邀，於
本週五下午六時在萊斯大學，以 「溫太醫」 之
「古禮今談」 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張曉龍，1974年生，祖籍山東萊西，現為
中央戲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舞學
士，中國古代史碩士，影視劇禮儀指導，並導
演多台演出作品，他參與主演的影視劇有 「甄
嬛傳」 ， 「十月圍城」 ， 「陸小鳳與花滿樓」
， 「愛情面前誰怕誰」 ， 「妻子的謊言」 等。
古代禮儀指導的影視作品 「瑯琊榜」 ， 「滿城
盡帶黃金甲」 ， 「赤壁」 ， 「孔子」 ， 「狄仁
傑之通天帝國」 ， 「甄嬛傳」 ， 「羋月傳」 ，
「三國演義」 ， 「畫皮2」 等。並連續多年獲中
國時尚最佳時尚男藝人及歐盟影展全能藝人獎

十餘項獎。
張曉龍是那種往那邊一站

，即便不說話，也會在鏡頭前
閃閃發亮的人物。學舞蹈出身
的他，使他很懂得運用肢體語
言，一個多小時的專訪，只見
他談吐斯文，舉止彬彬有禮，
他說：所謂 「禮儀之邦 」 、
「禮儀大國」 是作出來的，而

如何把中國古代禮儀傳承下來
，讓中國人的軟實力，精神實
力發展出來，則是他的目標。

來到美國，他也看到了
「文化的融合」 ，他說：早在

民國初年，那些留學生將西洋
的禮儀帶回中國，而當下更是
一種融合， 不只是文化，禮儀
也一樣，我們很快學習，如西
洋的擁抱，貼面等。而中國的
「拱手」 ，則來自【周禮】。

我們經常拱手，卻不知左手在上，代表【吉利
】。右手在上，則是【節哀順變】。

張曉龍語重心長的說：不僅我是一個【禮
學】的行者。我們中國人每一個人都應是【禮
學】的行者。我們是禮儀之邦。【行為有度，
舉止有禮】。讓這些【禮儀】的種子，散播開
來。中國是含蓄的民族。我們有愛。內斂，善

意，我們把它分享給大家，讓世界各國看到
【禮儀之邦】的可貴。我們將【禮儀】的種子
，傳遞開來。

張曉龍立志做中國的禮儀大使。他說：我
們要作一個心裡的貴族，他說：我們內心要作
一個貴族，高素質的人。將中國良好的禮儀，
文化傳承傳遞。感染。沒有人會拒絕你這種美
意的傳遞，感染。他將演說的：【古禮今說】

，則讓大家知其出處，有據可依。
【有禮行遍天下】，張曉龍從舞蹈到中央

戲劇學院，到【中國古代史】的研究生。他就
是在培養自己的【硬實力】，切切實實作內在
的貴族，他常說：【形體】不好，教不了儀態
，期待本週五的【古禮今說】讓大家來見識張
曉龍表裡一致。內外兼修，中國作為【禮儀之
邦】的軟實力。

圖為張曉龍副教授圖為張曉龍副教授

圖為張曉龍副教授圖為張曉龍副教授（（右右））與本週與本週
五講座的主辦人五講座的主辦人【【美中友協美中友協】】主主
席李娟席李娟（（左左））



CC22中國影視 CC77故事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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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5050(全天供應)

干逼軟殼蟹
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
西汁蝦球
羊腩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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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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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498-1280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超 值 套 餐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七天營業

例湯水果

八人和菜 $138.00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蜜桃蝦
姜蔥雙龍蝦
黑鹽牛肉
清蒸游水魚 (大)
炒青菜
炒三鮮

十人和菜$158.00
雪花海鮮羹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黑椒牛肉
姜蔥雙龍蝦
香橙骨
炒三鮮
蜜桃蝦
清蒸游水魚
蒜蓉炒菜

歡迎光臨
特價午餐 電話: (713) 988-5745$5.25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5.95
四人和菜 $43.95
五人和菜 $52.95
六人和菜$62.95

明爐燒鴨
蜜汁叉燒

東江鹽水雞
新鮮游水魚
生猛龍蝦

隨餐附送
例湯、水果

菜色價格如有變更 以本樓公布為準

93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超市同棟購物中心)

11AM-3PM 星期一公休

時菜牛肉
滑蛋蝦
五柳魚片
椒鹽茄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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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纽约时报曳用整版篇幅报道她袁盛赞她野是中国的香奈儿袁
有着女战士的伟大梦想冶曰 阿拉伯石油富豪之女专程到北
京请她设计婚纱曰丹麦王子和王妃找她订制旗袍噎噎

受妈妈影响袁郭培自幼对女红颇感兴趣遥 后来袁第二轻
工业学校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服装设计专业袁郭培就顺理成
章地通过了考试袁成为全国第一批攻读服装设计的人遥
一个偶然的机会袁郭培走上了服装定制这条路遥当时袁

北影厂的演员鲍蓉慕名找到郭培袁希望她能帮自己设计一
些样式新颖独特的时装遥 3套服装设计好之后袁郭培试着
报了个高价遥没想到袁对方只关心衣服是不是独有的袁对价
格并不太在意遥 这件事让敏感的郭培意识到袁国人已经开
始注重自己的穿戴袁不仅要穿得漂亮尧舒适袁而且还追求与
众不同遥其实在当时袁高级定制已经风靡巴黎袁穿上设计师
为自己量身定做尧世间仅此一件的华服袁是尊贵身份的象
征遥但在国内袁高级时装定制尚处于萌芽状态袁大多数人对
之一无所知遥 年轻气盛的郭培不甘心袁决定自己开垦这块
野处女地冶遥

1997年袁郭培自筹资金创办了玫瑰坊服装公司袁基于
在服装界的小名气袁很快就门庭若市遥但起初袁顾客们会带
着从国外买来的时装杂志袁指着其中的某件衣服说院野我就
要这个样式袁你照做就行遥为了明确公司理念袁郭培在橱窗
里挂出了自己设计的服装供顾客参考遥一位当红女明星被
她的华美作品所吸引袁当即支付 30豫的定金袁让郭培为她
设计一套礼服袁用于出席电影节颁奖活动遥

为了让女客人在盛大典礼上穿出野艳惊四座冶的效果袁
她把服装精致到了每一个细节院从意大利购买的顶级制作
面料是限量版袁每年只生产 800米曰一颗颗用印度银线绕

制而成的扣子价格不菲曰拉链用日本的袁线用德国的袁刺绣
则由她带领公司最优秀的几名绣工完成遥 郭培认为袁舍不
得花钱是做不出高品质服装的遥可这件奢华礼服仅成本就
用了 1遥8万元袁大大超出了她的预算遥女明星来取服装时袁
郭培仍按当初的约定袁只收她 1万元钱遥
没想到袁这笔野亏本买卖冶却收到了奇效要那位女明星

被评为该届电影节野最佳女主角冶袁一时间成了媒体关注的
焦点遥 而为新晋野影后冶打造那一袭绝美华服的郭培袁自然
也成了倍受瞩目的设计师遥她极尽奢华的设计掀起了一股
风潮袁一时间袁许多有身份的人都来玫瑰坊定制华贵服装遥

2008年春晚开播前夕袁叶时尚芭莎曳 的主编带着章子
怡来到了玫瑰坊遥 后来袁章子怡的一首叶天女散花曳惊艳全
场袁观众对她的演出礼服赞不绝口袁纷纷猜测出自国际名
师之手袁价值百万遥郭培听后笑了袁事实上那件礼服就是她
借给章子怡的遥
这次愉快合作袁章子怡对郭培的设计情有独钟遥 章子

怡到美国参加野格莱美颁奖典礼冶袁活动上穿了郭培设计的
鹅黄雪纺短款小礼服出镜袁衣服的轮廓小巧精致袁重量很
轻遥 章子怡当天的着装颇受媒体关注袁很多人夸奖她的衣
服漂亮极了袁她高兴地大声说院野这是中国设计师的作品遥 冶

2008年 3月袁章子怡身着一件绣有中国龙尧云朵尧水纹
等中国元素的旗袍袁优雅地出现在雅典奥运圣火采集仪式
上遥 这件华美至极的旗袍既展现了东方美女的气质袁也让
全世界感受到了中国高级订制的魅力遥
随后袁怀着身孕的郭培还承担了设计奥运会颁奖礼服

的重大任务遥 280件礼服都是玫瑰坊纯手工制作的袁光是
领口上的一颗小纽扣袁就要花 2天时间才能编制完成遥 郭
培执著于她的坚持袁野这是一种态度袁一种精神冶遥

郭培对于普通客人袁郭培也丝毫没有摆架子袁经常会
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袁跪在地上为普通客户绲裙边遥

3000多平方米的野玫瑰坊冶在 4层楼房的空间里袁充斥
着复古华丽的艺术氛围遥 一层是富丽堂皇的会客大厅袁陈
列着精美的高级订制服装曰二层则设立了不同风格的试衣
间袁和一个专门的首饰设计工作室曰三层和四层则是玫瑰
坊的野灵魂冶袁140多名高级设计师尧绣工尧打版师尧工艺师
等组成的专业团队袁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遥 这样的定
制规模袁即使在时装工业最先进的法国也属罕见遥

多年来袁郭培设计了数不清的作品袁每一件作品都倾
注她的智慧和心血遥 旗袍是她最钟情的服装袁其中她最看
重的是一件金光四射的野大金旗袍冶袁仅衣服的刺绣袁她就
动用 100多名员工做了两个月袁 工时累计 5万个小时袁若
按照一个人工作的时间来计算要 15年遥 这件超级豪华的
艺术品创造了很多数字奇迹院28000颗人手钉绣银扣袁数千
轴欧洲银线袁200多斤的重量噎噎说到价钱袁有人出 500万
她没舍得卖袁至今还珍藏在北京 798艺术区郭培的野旗袍
博物馆冶里遥

2009年 11月 6日袁一场服装的绝美盛宴要野郭培高级
定制时装发布会冶在国家体育馆上演袁卡门穿着 35 厘米的
高跟鞋尧100 斤重的冰雪皇后礼服走上了秀场袁 当然是在
两位帅小伙的护卫下遥 那一刻袁栽型台下的 2600名观众连
同国内外的记者袁忍不住对这位野老神仙冶报以雷鸣般的掌
声遥 当问到这次在中国走秀的感觉时袁卡门说院野这些纯粹
的美让我充满敬畏遥 冶
为自己做个戏楼袁是郭培的下一个梦想遥 野里面是特别

传统的戏楼袁外面是特别现代的玻璃幕墙袁那儿四季如春袁
永远像花园一样遥 我要给演员做特别美的衣服袁让他们唱
最古老最传统的剧目噎噎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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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王珞丹、黎明主演的電影《消失的愛人》曝光了壹組王珞

丹“慈母形象”的人物劇照。劇照中，王珞丹悉心教導“兒子”下廚做

菜，場面不僅其樂融融溫馨有愛，也有網友大贊王珞丹“母愛爆棚”。

不過也有網友看完後留言“王珞丹看上去完全還是當年那個活波可愛古

靈精怪的少女錢小樣的模樣，演媽媽真是來得太突然了。”

王珞丹《消失的愛人》曝人物劇照
飾演“人妻人母”感觸良多
據悉，王珞丹在電影中以“靈魂”的狀態回到了兒子和丈夫身邊，

再得知自己可能再次“消失”時，為了讓“兒子”可以好好照顧“爸

爸”，而親自悉心教導“兒子”學習各種生活技能。

此次，王珞丹壹改以往觀眾心目中“小妞”的形象，出演了壹個

“為人妻為人母”的女性角色。不僅要符合導演的要求，塑造出壹個溫

婉嫻熟的人妻形象和壹個親和力十足的母親形象，還要挑戰自己，完成

演技上的壹次全新的突破。王珞丹也表示“不管是母親對孩子無私的、

毫無保留的愛，還是妻子對丈夫那種無微不至的照顧和無條件付出的

愛，真的深深的打動了我。”

王珞丹：並無刻意轉型
網友：放開那位少女
近年來，王珞丹勇於嘗試各式不同類型的角色，從偵探到運

動員，再到此次的人妻秋婕，王珞丹以多變的銀幕形象不僅收獲了

眾多影迷的喜愛，也是對王珞丹演技上的壹大考驗。而此次升級成為

“人妻人母”，王珞丹也坦言“母親這個身份是我之前作品中很少涉

及的，我願意去嘗試各種不同的角色，我享受學習的過程，我也喜

歡去體驗不壹樣的角色的人生，走進她們的內心世界，也希望這次

母親的形象能讓大家喜歡。”

也有網友表示，王珞丹“小妞”的形象已經深入到了每壹位影迷的

心中，在大家的眼裏，她就是那樣壹個無憂無慮、天真活潑的小女孩，

如果不是提前看過預告片，從海報上完全不敢相信這次飾演的居然是壹

位母親了。據悉，電影《消失的愛人》將於12月4日登陸全國院線。

由金像獎編劇徐浩峰執導，柏林影帝廖凡、金

雞影後小宋佳、蔣雯麗領銜主演的民國功夫片《師

父》即將於12月11日全國公映。日前片方曝光了

壹款全新人物關系劇照，師父師娘藏匿陋巷隱

鋒芒，劇照中多棲影後蔣雯麗、劇場泰鬥金士

傑、實力演員黃覺、新晉小生宋洋或鋒刃相逼或

暗藏洶湧，復雜人物關系引發期待。在此次曝光的

劇照中萌妹子麥迪娜買買提首度亮相，茶湯妹與宋

洋患難見真情。

此次片方曝光了壹張廖凡小宋佳的清貧家居

照，師父廖凡放下詠春刀、身背工具箱、頭戴破

草帽宗師形象全無，壹副清貧的家居模樣。師娘

宋佳褪下嬌媚旗袍，身著暗色圍裙隨意挽起的頭

發更是別具特色。本該豪氣萬丈開館授徒的詠春

宗師廖凡，為何攜宋佳隱藏鋒芒引人好奇。多棲

影後蔣雯麗此次英姿颯爽演繹女中豪傑，她飾演

的館長是津門武行舉足輕重的人物，為秉承亡夫

遺誌竭力維持津門平衡。此次曝光的劇照中，蔣

雯麗對廖凡短刀相逼，傲氣的館長霸氣側漏，廖

凡被迫低頭青筋暴起整個場面張力十足。看似平

靜的表面，實則暗藏洶湧，詠春宗師與津門領頭

人在對峙中顯露了津門武行

的風起雲湧。

根據導演徐浩峰同名小

說改編的電影《師父》此次

在選角上啟動了黃金軍團，

影片不僅請來廖凡、小宋佳、

蔣雯麗領銜，更力邀劇場泰

鬥金士傑演繹津門武行領軍人。絕對實力派金士傑

有著輝煌的劇場經驗，此次對戲柏林影帝廖凡和實

力演員黃覺，禎禎畫面都充滿戲劇性。此次曝光的

劇照中，金士傑壹身武裝雙刀對戰宗師廖凡，畫面

張力十足引人入勝。作為津門武行正宗的領頭老

大，金士傑在恪守武行潛規則的同時滿懷武人之

氣，時而逆流而上間或順流而下，詭譎之姿更讓他

與廖凡相敬相殺。實力演員黃覺在《師父》中飾演

軍閥發言人，出師武行的他最終選擇了與自己的師

父金士傑棍棒相向，劇照中黃覺與宋洋並肩而立，

關系引人猜忌。此次首度曝光的茶湯妹麥迪娜買買

提與宋洋患難見真情，讓此前預告片中小宋佳那句

“妳收的徒弟，看我眼神不正”破朔迷離，多角人

物關系呼之欲出。

電影《師父》由北京世紀夥伴文化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合壹影業有限公司、北京劇角映畫文

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無錫傑翺影視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富能投資有限公司、北京愛之甘醇

文化藝術有限公司、千和影業(北京)有限公司、

千和之源（北京）資本管理有限公司等聯合出

品。該片由徐浩峰擔任導演及編劇，張黎擔任

總監制，胡曉峰、李霞擔任總制片人，劇角映畫

榮譽營銷。將於2015年 12月 11日登陸大銀幕，

與觀眾見面。

《萬萬沒想到：西遊篇》曝光“王者歸來”預告
由叫獸易小星導演，黃建新監制，韓

寒擔任首席藝術指導，楊子姍、白客、

陳柏霖、馬天宇、劉循子墨、Mike D.Ange-

lo、叫獸易小星主演的奇幻喜劇《萬萬

沒想到：西遊篇》將於 12 月 18 日賀歲

檔全國公映。今日，片方重磅曝光“王

者歸來”版預告，陳柏霖帶領的唐僧師

徒路遇妖魔，孫悟空意外落難，千鈞

壹發之際，愛逞能的小妖王大錘，與

孫悟空組成“棒錘兄弟”聯手扭轉乾

坤。流暢的動作設計和宏大的戰鬥場

面令網友“心頭壹顫”，欣慰表示：

“真的不是 5 毛制作，叫獸終於舍得花

錢了。”

王大錘孫悟空成難兄難弟
聯手抗敵，聯手挨打，聯手被唾棄
預告片中，白客扮演的王大錘與劉循

子墨扮演的孫悟空，壹個“想當英雄沒有

能力”，壹個“身為英雄使不上勁兒”，

二人聯手抗敵之路可謂多災多難。大錘被

誤解，慘遭豆腐大娘“抽鞭子”，還被村

民圍毆，孫悟空則“手滑”被金箍棒砸腦

袋……這對“棒錘組合”空有降妖之心，

卻天時地利人和壹樣不占，花樣挨打，屢

遭唾棄，處境頗為心酸。據悉，拍攝挨

打戲時，白客和子墨吃了不少苦頭，兩

人時常在片場交流“被打經驗”。子墨

曾為壹個鏡頭，被打斷4根棍子，白客則

因群毆戲被踹到襠部，至今“對那種痛

感記憶猶新”。

王大錘遭楊子姍嫌棄“太無能”
可憐倒黴蛋“用生命在搞笑”
“當英雄、抱小美”是王大錘的

“妖生第壹要務”，但大錘既沒當上英

雄，更沒留住楊子姍扮演的小美的心。

他自帶煙花，為自己安排了壹場“光芒

四射”的出場秀，但“無能”本質暴露

後，惹得小美無比“嫌棄”。大錘的倒

黴經歷令網友心疼不已，紛紛呼喊“wuli

錘錘太可憐了，導演能不能對他好壹

點？”面對網友的請求，導演叫獸易小

星表示，王大錘不僅僅是壹個用生命在

搞笑的倒黴蛋，“妳看得到他的成長和

蛻變，這種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有時候

可能會作出壹些改變歷史進程的事情出

來，我非常喜歡這壹點。”

網劇電影無縫銜接“壹笑笑倆月”
釋放全年壓力“瘋笑迎賀歲”
備受關註的萬萬網劇第三季火熱開

播，令人“萬萬沒想到”的故事走向與爆

笑表演，惹壹眾粉絲“笑掉眼淚”。萬萬

網劇自第壹季開播以來點擊量已超20億，

其腦洞大開的劇情、接地氣笑點及爆紅網

絡的“魔性”臺詞，令其迅速躥紅為“網

絡第壹神劇”。兩年多以來，萬萬為觀

眾帶來了無數歡樂，《萬萬沒想到：西遊

篇》電影裏，笑點和制作都將全面升級。

此外，12月18日電影上映之前，正好是網

劇第三季大結局，這種“無縫銜接”的模

式引網友歡呼，稱“可以連續看萬萬，壹

口氣釋放全年壓力”，今年年末“壹笑笑

倆月，瘋笑迎賀歲”。

電影《萬萬沒想到：西遊篇》講述的

是屌絲小妖王大錘在遇到西遊師徒4人後，

命運發生逆轉的故事。而對於西遊師徒4人

組來說，遇見王大錘，也是讓團隊無比郁

悶的第八十二難，雙方因此上演了壹出相

愛相殺、令人捧腹的奇幻冒險。電影將於

12月18日全國上映。

徐浩峰《師父》曝新劇照
人物糾葛初露端倪

廖凡小宋佳藏匿陋巷“裝”清貧
蔣雯麗霸氣執掌津門武行

金士傑黃覺師徒同宗不同心
茶湯妹宋洋患難見真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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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經典

影視世界文藝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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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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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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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NETTRAVELNET FAX: (713)774-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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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韓國韓國﹐﹐首爾首爾﹐﹐雪岳山雪岳山77天天 299299元元
●●日本日本﹐﹐東京東京﹐﹐大阪浪漫大阪浪漫77天團天團 199199元元
●●台灣台灣﹐﹐明譚明譚﹐﹐環島環島88//99天天 249249//299299元元
●●泰國泰國﹐﹐曼谷曼谷﹐﹐芭提雅芭提雅77天天 9999元元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
全 新

致諾電腦

諾致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IT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399上海往返
機票

震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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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衆網淄博 11月 3日訊(記者 孫
劍)野臨淄之中袁七萬戶袁臨淄之途袁車轂
擊袁人肩摩袁連衽成帷袁舉袂成幕袁揮汗
成雨冶要要要叶戰國策曳一書中袁齊國故都
臨淄的繁華盛景被描寫得酣暢淋灕遥
11月 3日袁野探訪文化名城要要要首屆中

國網絡媒體淄博行冶大型採訪團的記
者們袁來到被譽爲野地下博物館冶的淄
博市臨淄區遥當千年前的歷史與今昔重
叠袁這座曾經的古都又將有着怎樣的新
面目?

數千年歷史 積澱齊國文化底藴

臨淄是齊國故都袁是齊文化的主要
發祥地之一袁曾作爲野春秋五霸之首袁戰
國七雄之一冶的齊國都城長達 800餘
年袁齊文化的物質遺存 90%以上分布在
臨淄境內遥在探訪過程中袁記者逐漸對
臨淄的歷史有了一個全面的認識遥

隨處可見的齊國故都遺迹尧隨時可
感受的悠久齊文化氣息袁讓記者仿彿置
身到了齊國歷史的長河中遥據瞭解袁齊
文化由於直接傳承吸收了東夷文明(華
夏文明三大源頭之一)的成果袁因此成
爲中華文明的重要淵源之一;在千百年
的發展歷程中袁齊文化一直以臨淄爲中
心袁保持了穩定的傳承和延續性袁形成

了主張變革尧開放尧包容尧務實的文化特
質遥正是在齊文化的這一廣闊背景之
下袁才形成瞭如今諸如聊齋文化尧儒商
文化等衆多的地方文化品牌遥

同時袁臨淄的歷史文化典籍尧文化
名人燦若星河遥孫武所著的叶孫子兵法曳
是齊文化最經典的代表之一袁這部著于
2500年前的兵書袁是我國古代軍事文
化遺産中的璀璨瑰寶遥叶孫子兵法曳的影
響力早已跨越了國界袁它被翻譯成英尧
俄尧德尧日等 20多種語言文字袁不少國
家的軍校都把它列爲必讀敎材遥而野百
家爭鳴冶也正是來自于齊國的稷下學
宮遥當時袁凡到稷下學宮的學者袁無論學
術派別尧思想觀點尧政治傾向袁以及國
別尧年齡尧資歷等如何袁都可以自由發表
自己的學術見解袁從而使稷下學宮成爲
當時各學派薈萃的中心遥另外叶管子曳尧

叶考工記曳尧叶齊民要術曳和姜太公尧齊桓
公尧管仲尧晏嬰尧左思也是齊文化的代
表所在遥

古迹星羅密布淄河兩岸 古今輝映

再現齊都繁華

在記者探訪過程中袁一路途徑多
個歷史古迹袁現大都已挖掘修繕完畢袁
建成大大小小的博物館袁供世人瞻欣遥
目之所及袁依然能讓人在腦海里勾勒出
數千年前這里的繁華與煕攘遥如今陳列
在博物館里的精美文物袁也似乎在緩緩
講述歲月的風雲變幻遥

1994年袁臨淄就已被國務院公佈
爲第三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遥20年來袁
故城尧古墓群和古文化遺址一直是臨淄
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三大重點遥在省市
的重視尧支持下袁臨淄區堅持把齊文化
作爲最大尧最恆久的資源優勢袁充分挖
掘潜能袁精心搭建載體袁推進由文化資
源大區向文化産業強區邁進遥近年來袁
臨淄區充分發掘利用齊文化資源袁確定
了野一園尧一人尧一球尧一節冶的發展思
路袁通過優化支撑載體袁提陞齊文化吸
引力袁努力打造文化體驗目的地遥

而其中這 野一園冶袁即齊文化産業
園遥臨淄區文化物質遺存和自然生態景

觀大都分布在淄河兩岸袁爲整合這些散
落的文化資源袁最大限度地發掘潜力尧
形成合力袁規劃建設了齊文化産業園袁
作爲推動文化産業發展的主要抓手和

龍頭項目袁包括齊都文化城尧齊國故城
遺址公園尧田齊王陵尧馬蓮台生態旅遊
區等部分遥野一節冶袁即齊文化節袁目前已
成功舉辦 12屆袁推出了野祭姜尧蹴鞠尧聞
韶尧尋古尧探寶冶五大品牌袁先後被授予
中國十大旅遊類節慶尧十大品牌節慶尧

年度最具文化傳承價値節慶等榮譽稱

號遥
野齊文化建設示範區冶促城市轉型

發展

在探訪中記者瞭解到袁臨淄區素以
工業城市著稱袁但近年來工業的下滑勢
頭難以遏制袁城市的發展只能尋求轉

型遥而臨淄悠久的齊文化歷史袁則是臨
淄城市發展的新路子遥而齊文化建設示
範區袁則是一項重點工作遥

野規劃建設耶齊文化建設示範區爷袁
初步設想是以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臨淄

爲核心袁以建設齊文化硏究交流中心尧
齊文化敎育基地尧齊文化産業開發基
地尧齊文化旅遊勝地爲目標袁以一院(齊
文化硏究院)尧一節(齊文化節)尧一壇(稷
下學宮論壇)爲依託袁舉全市之力推進
文化遺産保護尧文化內涵提陞尧文化産
業發展尧環境整治尧基礎設施建設等工
作遥冶

淄博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黨委

委員尧淄博市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宓傳
慶在接受採訪時對記者説遥

近年來袁臨淄區依託豐富的齊文化
資源袁開發齊文化袁發展旅遊業袁新建了
一批文化品位較高的旅遊景點遥

一路採訪走來袁令記者感悟到齊文
化在世界上的獨具特色尧舉世無雙袁而
齊文化旅遊資源袁已經涉及到了政治尧
經濟尧軍事尧文化尧民俗風情等各個方
面袁堪稱得天獨厚尧博大精深遥相信在不
久的將來袁野齊文化冶將成爲臨淄一張嶄
新的城市名片遥

齐风齐韵文化盛宴再现齐国故都繁华

野第八屆中華文化快車冶傳
遞兩岸笑臉和溫暖

10月 20日袁野第八屆中華文
化快車冶要要要北京野心靈之聲冶殘
疾人藝術團在台灣基隆市安樂

區中侖里社區舉辦來

台灣後的最後一場演

出遥圖爲演出結束後
嘉賓和演員合影留

念遥渊中國台灣網發冤
笑臉

人們都説愛笑的人運氣不

會差袁微笑無疑是一個人最好的
名片遥

10月 14日至 22日袁由北京
市台辦策劃主辦的京台文化交

流活動尧野第八屆中華文化快車冶

攜手北京野心靈之聲冶殘疾人藝
術團飛赴台灣展開爲期 9 天的
演出交流遥作爲一名隨行記者袁
一路走來袁我看到的尧遇到的都
是笑臉遥

笑臉首先來自藝術團的殘

疾演員袁記得第一次跟藝術團接
觸是在秋雨淅瀝的 9 月 29 日袁
那天跟隨市台辦和市殘聯的領

導一起去審看節目袁在藝術團的
活動室袁演員們表演了爲赴台精

心準備的節目袁他們或盲尧或聾尧
或肢體殘缺袁甚至智力障礙袁但
表演認眞努力袁讓看演出的我心
生不忍袁甚至不敢抬頭看他們表
演袁生怕自己臉上的同情傷害到

他們的自尊遥
參訪過程中袁在台

北特殊敎育學校尧台灣
喜憨兒製作料理餐廳和

台灣伊甸殘障福利基金

會袁處處都能感受到人
們對殘障人士的溫暖和愛心遥

9天行程袁短暫而快樂袁笑容
溝通了兩岸民衆的感情袁演出增
進了彼此的瞭解認同袁學習交流
增長了兩岸殘障業人士的見識袁
更溫暖了兩岸民衆的心靈遥

传递两岸笑脸和温暖
在中國袁一個文化資源

豐富的小鎮尧鄉村袁倘若本地
人對本地的自覺與自豪未能

確立袁而人們觀光休閑的需求
又迅速釋放袁恐怕就會被過快
消費袁過猶不及遥但藝術家尧設
計師尧學者們在談論古鎮尧鄉
村時袁總不可避免碰到這樣的
問題要要要當地人袁自己試圖幫
助的對象袁卻站在討論場外遥

如今需要回答這個問題

的是上海浦東新場古鎮遥當
下袁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的實
踐案例展野更窑新場冶開展一個
月袁來到此地的遊客越發多了
起來遥新場古鎮在 11月 29日
之前袁都將持續向人展現它

野更新冶的一面遥
新場當下爲何需要更

新钥藝術回歸當地袁又如何回
應當地需要袁當下收效如何钥
未來將有何種進展袁當地人面
臨何種挑戰钥追尋這些答案的

過程袁可能就是新場的野更新冶
本身遥近日袁野古鎮窑藝術窑社
會院古鎮保護與復興系列論
壇冶在新場召開袁著名策展人
北川富朗與關心新場的諸多

藝術家一起對此進行探討遥
新場爲何需要更新

新場經歷了層層更新袁
留有諸多可珍視的文化遺存袁
至今還是個鮮活淳樸的地方遥
這里大清早遊客還很少袁小販
在街頭擺攤賣菜袁大媽們臨河
洗着衣服遥

接下來袁街上的點心鋪尧
土布店尧白鐵店尧雜貨鋪尧服裝
店尧飯店等陸續開張袁説書的
第一樓也要準備迎客遥

艺术与乡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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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自觉条件还不错，也总有朋友为你叫

屈：为什么你这样内外兼修的好女孩也总没桃花？

如果你感到在你的四周还是“潜伏”着很多黄金单

身汉，却不知道如何吸引他们的注意而迈出美好恋

情的第一步，那么是时候打点升级自己的妆容了。

50% 的桃花妆，魅力十足又不过分刻意，不管

是外出逛街、参观美术馆和博物馆、泡咖啡馆，或是

和朋友聚会，都特别适用。这样的场合，本来就是各

展魅力、释放“Available”信号的最好时机。最重要的

是向所有潜在追求者挂起绿灯，传情达意。

50%的桃花妆最适用于初见和试探阶段，没有

刻意勾引，却散发足够吸引，做好被一见钟情的准

备，自信又期待，就是它的精髓所在。

最能为异性留下良好第一印象的，莫过于美丽

的会说话的眼睛。就像《傲慢与偏见》里达西先生对

伊丽莎白的评价，灵活的明亮的眼睛让你不用语

言，就完美表达内心。50%桃花妆主要塑造的就是

一双美目—心灵的窗户。

睫毛是最重点打造的对象之一，浓密卷翘的睫

毛要事先夹好，用防水睫毛膏刷上下眼睑。要达到

充分效果，刷第二次的时候，一定要等上一层干透，

否则“苍蝇腿”的效果足以吓跑许多爱清爽妆容的

Mr.Right。最受男性欢迎，也最能增进眼睛神采的

眼线是细细的内眼线，用眼线笔沿睫毛根部眼睑内

侧勾勒出眼睛的形状，用笔好像是要将睫毛根部一

点一点连起来一样精致，这样的画法会让眼睛看起

来更有神、更突出。眼影的选择要清淡，浓浓的黑灰

色系或鲜艳的彩色容易夺取眼睛本来的光彩，淡淡

的杏色、珠光肉粉和偏红大地色系是最佳选择。

責任編輯：XX

三档桃花指数 让你全天候桃花不误
（时尚网）桃花全面开放是我们的目标，但并非时时处处都适用，因人而异的桃花场合和桃花需求，自然要分清额度。活学活用以下三等不同桃花指数，让你全天候桃花不误。

如果你是天生美艳，不需要壮大追求者行列的幸运儿，或者你是职业女性，工作环境不允许你总是吸引桃花，那么 30%左右的桃花度应该刚刚好。

30%桃花妆最适用于要求专业性的工作场合、商务会议和其他正式场合。在公平竞争的领域，虽然要为自己的性别自豪，但不应过多突出性别特征；虽

然同僚并非不能发展感情，但纯工作场合不该主动吸引工作伙伴。30%的桃花妆，重在清新自然，突出优点，不过分强调也不抹杀女性特征。

30%桃花妆也可以被比作是吸引桃花的海选阶段，你的本色加一点点修饰，在靠谱的场合亮相，可以保证上门的都是优质好桃花。无瑕透彻的底妆是

30%桃花妆最重要也最基础的步骤，只要皮肤足够白净美，哪怕没有更多机会修饰自己，美丽也自然挡不住。选择最适合肤色的粉底是第一步。一般来说有

些正式沉闷的职业装，往往能和白净的肌肤形成性感对比，所以在贴合肤色的前提下，更透亮净白有光泽的粉底是首选。当下最时髦的 BB霜，也特别适合

打造裸妆效果。遮瑕产品让你的黑眼圈和肌肤瑕疵隐形，更有神采、更无瑕。最后只要再轻轻扫上有光泽感的腮红，一个 30%桃花妆就成功了。腮红的选

择不必太粉嫩，以知性又提气色的砖红和珊瑚粉为最佳。

选择了 80%桃花妆，那么被你瞄准的猎物是跑不掉的，还有可能被你魅力的台风尾扫到无辜！如果你本来就桃花运不错，只差一点东风就要

俘获真爱，如果你本来就是甜美妩媚的类型，那么 80%的桃花妆再适合你不过。

这类妆容适用的场合是比较小型和私人的聚会，或者干脆是约会本身，或是相亲，只有少数的特定对象，大家都有些想要寻找伴侣的目的，

谁下手最坚决、魅力最不可挡，谁才是情场上的赢家。

如果你有心仪对象，或正处于暧昧阶段，想锁牢他的心，80%桃花妆正有一锤定音的效果，助你将桃花彻底收入囊中。没有什么比美妙的花

瓣一样的双唇更能暗示“一吻定情”的渴望了，打造形状、颜色和质感都让人忍不住亲吻的嘴唇，就是 80%桃花妆的目标。有棱角、唇线分明又丰

满诱人的嘴唇是最好的形状，在给唇部滋润打底后，用唇线笔勾勒形状的步骤必不可少。尤其是唇角处，要按照桃花面相的指导，勾勒出微微上

翘的感觉，如同嘴角含笑。

唇膏的颜色以红润粉嫩为目标，尽量避免选用饱和度过高的唇色。如果肤色白皙、调子偏冷，那么粉红和透明度高的大红会让你看起来高贵

又甜美。如果肤色不够白皙，或是暖调的肌肤，那么豆沙红、珊瑚红和橘红是更衬托气色的选择。过于厚重或是光泽度太高、显得油腻的唇妆质感

都会让人在决定亲吻你之前心存疑虑，所以滋润水亮的感觉最好。液状的嘴唇润色液、润色效果好的润唇膏，以及有唇彩质感但比唇彩更薄透、

色彩更鲜明的水感唇膏，无疑是不错的选择，能同时满足滋润和色彩的双重需求。

《007：大破幽靈危機》
北美開畫首日票房登頂

宋承憲遭好友隔空催婚
快把“大嫂”劉亦菲娶回家

韓國演員蘇志燮出道多年，演出過

多部經典韓劇。他在7日播出的某節目中

坦承，雖然長期處於單身狀態，但還是

對婚姻有憧憬，還不小心把好友宋承憲

“賣”了，說好兄弟會比自己先結婚。

蘇志燮日前接演新戲，飾演好萊塢

明星的健身教練，和女主角申敏兒性感

互動，惹得大批粉絲熱血沸騰，不過女

人緣極佳的他，出道20年來卻極少傳

出緋聞，至今仍是“黃金單身漢”。在

7日播出的節目中，他表示還是會想結

婚。而被問及覺得好友宋承憲和自己誰

會先步入婚姻，他開玩笑說：“畢竟他

(宋承憲)已經有女友了，應該是他會先

結吧！”接著還幫劉亦菲催兄弟快把

“大嫂”娶回家。

宋承憲日前在出席活動時曾表示，

自己不是不婚主義者，一定會結婚，現

在和劉亦菲之間的感情則是像一般戀人

一樣平凡相處，雖然無法常常見面，但

兩人都很珍惜彼此相處的時光、過得很

快樂。

《007：大破幽靈危機》已于本周

五北美開畫。電影首映當天，收獲票

房2750萬美元(包括周四零點場525萬)

，三天預計首周票房收入7400萬美元

，排在本周頭名。然而，相比起丹尼

爾· 克雷格主演的007前作，《天幕危

機》首映票房 3270.4 萬美元，《打破

幽靈危機》的開畫表現略有遜色，少

了 520 萬美元，而《天幕殺機》目前

仍保持著 8836.4 萬的系列最高首周末

紀錄。

此外，《史努比：花生大電影

》以 4500 萬美元票房名列第二，第

三名則是本周收入 950 萬的《火星

救援》。

韓國歌手IU長相甜美、歌唱實力

驚人，鄰家女孩般的形象深受廣大歌迷

喜愛，被稱爲‘國民妹妹’。她近日發

行新專輯卻遭指抄襲以及‘意淫兒童’

，紛爭不斷，盡管事後在臉書致歉，但

網友不領情，認爲她‘暗示戀童、助長

蘿莉風’，因此在論壇上發起聯署要求

將新歌《Zeze》從音樂下載網站下架。

IU親自爲新歌《Zeze》作詞，靈感來

自巴西小說《我親愛的甜橙樹》中5歲主

角Zeze，因受家人虐待又無處傾訴心情，

將甜橙樹當作唯一依靠，然而她在受訪時

，卻用性感一詞形容受虐小男孩，且她的

專輯封面設計男童穿上網襪、高擡右腿擺

出性感姿勢，遭東方出版社譴責發言不當

，且有‘意淫兒童’的疑慮。

對此，IU在臉書上發表長文道歉，

表示從未對5歲男童Zeze不尊重，性感

一詞是在形容這個角色的性格，而非針

對小男孩，她爲自己作詞不夠成熟造成

大衆的不悅感到很抱歉；不過韓國網友

仍舊不滿，在論壇發起10萬人聯署，要

求IU新歌《Zeze》從音樂下載網站下架

，聯署發起至今已經破萬人參加。

事實上，韓國唱片生態轉型，大衆

幾乎都是透過音樂網站付費下載，往往

只有鐵粉會購買實體CD，因此歌曲銷

售量的關鍵，經常取決于網絡下載的多

寡，而IU自出道以來就是各大音源網

站的常勝軍，一旦新歌遭下架除了間接

承認歌詞有不妥的地方，也勢必對她造

成影響。

去年8月份開始在歐美遊戲圈掀

起軒然大波的“玩家門”事件有望被

拍成電影。索尼影業有望擔任這部電

影的推動者，而片方已經考慮邀請好

萊塢當紅女星來主演本片，斯嘉麗· 約

翰遜就是他們考慮的首要對象。

“玩家門”，也就是Gamergate事

件可以說是一場遊戲玩家同遊戲媒體之

間的戰爭，討論涉及遊戲媒體腐敗、遊

戲産業性別歧視與濫用女權主義等多個

角度。事情的經過錯綜複雜，即便對于

歐美遊戲圈圈內人士而言也很難消化。

事件起因于獨立遊戲開發者Zoe

Quinn的一次劈腿，前男友Eron Gjoni

在個人博客上披露她在交往期間的種種

劈腿行爲，而她其中一位劈腿對象正好

是一家知名遊戲媒體的撰稿人，輿論也

因此鎖定了遊戲開發者與媒體之間的親

密關系，遊戲玩家們也將其視作遊戲媒

體腐敗的證明。此後，Zoe Quinn本人

、遊戲媒體、遊戲開發團隊以及遊戲玩

家之間展開了一場曠日之久的戰爭，甚

至改變了整個電子遊戲文化。

這部影片將根據Zoe Quinn的回

憶錄《Crash Override: How to Save

the Internet from Itself》改編，索尼影

業前總裁艾米· 帕斯卡拿下了本書的翻

拍版權。這本以風暴中心Zoe Quinn

的角度再現“玩家門”的回憶錄將于

明年9月出版，書中談及了關于遊戲

領域性別歧視等等問題。

目前這一電影項目還只是剛剛起

步，一切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尤

其是對索尼這個生産遊戲機的企業來

說，如果電影角度沒有選好會激怒大

量遊戲玩家。

索尼或拍“玩家門”電影

斯嘉麗約翰遜有望出演

IU新歌被指意淫兒童
過萬人聯署要求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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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BEAUTY DESIGH
Mon-Sat 10 am - 6 pm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110
Houston, TX 77072

713-933-4878

女士剪髮 $18
男士剪髮 $8
燙髮 $50

染髮 $30(男) $45(女)

貴賓美容美髮設計屋

特價中特價中特價中
包括洗包括洗、、吹吹、、剪剪

剪、燙、染、化妝、繡眉、眼線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located in the Hattie Mae White Educational
Support Center at 4400 West 18th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92 will accept proposals,
until the stated date and time deadlines, in the Board Services Office, Level C1

•Project 15-10-07 – Leadership Development Training; Request for Proposals with a
deadline of 11/30/2015 at 2:00 PM. The pre-proposal conference for this project will be
in Room 2NE32 at the above stated address on 11/13/2015 at 9am.•Project 15-10-13 – E-Rate Eligible Network Systems Hardware – with a deadline of
3PM November 30, 2015. The pre-proposal conference for this project will be at 4400
West 18th, Houston, Texas 77092 Hattie Mae White Building Room 2NE17 on November
16, 2015 at 11:30 AM.•Project 15-10-15 – E-Rate Network Cabling CSP – with a public opening deadline
of December 2, 2015 Room 1E02, Time 8:00 - 9:30 AM. The pre-proposal conference
for this project will be at 4400 West 18th, Houston, Texas 77092 Hattie Mae White Build-
ing November 17, 2015 at 9 to 11 AM in Room 1E02.•Project 15-10-17 Crime Insurance with a deadline of 2:00 PM; December 4, 2015.
Pre-proposal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on November 13, 2014 at 11:00 am in room 2NE32
at Hattie Mae White Educational Support Center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NOTICE TO PROPOSERS

Proposals are available on the HISD web-site at www.houstonisd.org. To access, go to
Departments, Procurement Services, Bid Opportunities.

The District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or all proposals, or, to accept the proposal
that is most advantageous to the District.

請請請 電電電：：：713713713---463463463---595759575957

最高價收購汽車最高價收購汽車！！
比CARMAX最多高出 $500 !!

Cube Auto Sales

1260 Blalock Roa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55
rental@cuberentalcar.com

责任编辑：肖玉霞

中共五中全会院全面二孩 你怎么看钥

10月 29日袁为期四天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
闭幕遥 据报道袁会议决定院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
策袁完善人口发展战略袁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
两个孩子政策袁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遥

这是继 2013年袁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
施野单独二孩冶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遥 之
前袁从十年前十六届五中全会公告中野稳定人口低
生育水平冶袁到五年前十七届五中全会公告中野全面
做好人口工作冶袁措辞表述的细微变化袁也表明计生
的色彩在慢慢褪去袁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视逐渐上
升到人口发展的高度上来遥
不久前袁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一句

野正在按中央的要求抓紧推进有关工作冶袁更被视为
生育政策真正松动的信号遥 也正因为此袁舆论普遍
期待袁在此次五中全会上袁关于计生政策的调整能
有更大的变化遥 类似 野计生改革难成五中全会议
题?冶尧野十八届五中全会停止计划生育吗钥 冶尧野2015
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会放开二胎吗冶之类的询
问袁弥漫在社交媒体上遥

其实袁从近来的诸多信号看袁全面放开二孩已
成共识袁问题不在是否放开袁而是何时放开的时间
问题遥 现在袁共识变落实袁也是对民意期待的一次积
极回应遥
与之同时袁 也面临一个亟需面对的现实问题袁

即重新审视计生政策及其影响遥 具体说来袁大致有
三院其一袁计生的观念桎梏遥 从 1980 年 9 月 25 日
叶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尧共
青团员的公开信曳开始袁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
实行袁 时至今日已逾 30年袁 计生政策执行自上而
下袁观念深入人心袁政策表述时有调整袁观念影响却
日益固化遥 进而言之袁计生政策的调整袁只要愿意袁
一朝一夕即可完成袁 但生育观念的改变却极为不
易遥 一方面袁一提全面放开二孩袁很多人仍下意识担
心袁会不会出现生育井喷袁会不会带来更为严重的

人口压力袁 会不会恶化当下大城市的拥堵等问题袁
另一方面袁由于生活成本尧教育成本等费用的攀升袁
正在不断影响不少家庭的生育意愿袁很多学者和社
会观察人士认为袁即便放开袁也未必会出现所谓的
生育高潮遥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
施野单独二孩冶政策遥 随后袁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
的决议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

通过袁野单独二孩冶政策正式实施遥 两年过去袁并未出
现一些人士在政策实施之初预测的井喷遥 退一步
说袁将来即使完全放开生育政策袁在年轻一代经济
理性思维主导下袁生育率可能也不会上升得很快遥

其二袁计生的利益捆绑遥 根据近年来的新闻事
件粗略分析袁与计生政策捆绑在一起的袁包括而不
限于入户尧落户尧入学尧购房尧工商尧新农村尧评先等袁
由此给民众带来的诸多不便袁饱受诟病遥 2012年底袁
国家人口计生委出台关于方便群众办证的通知袁矛
头就是舆论反映的准生证办证难等问题袁而问题背
后袁既有利益捆绑袁也不乏权力寻租遥 当然袁大多的
利益捆绑于法无据遥 比如袁早在 1988年袁公安部尧计
划生育委员会就发出关于加强出生登记工作的通

知袁明确野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限制超计划生育的
婴儿落户的法规遥 对未办理独生子女证尧实施行节
育手术尧超计划生育婴儿的人袁以及早婚尧非婚生育
婴儿的人袁应当给予批评教育直至进行行政和经济
处罚袁但对婴儿都应当给予落户遥 冶时至今日袁类似
问题依然普遍遥 2014年袁甚至出现主观捆绑的丑闻袁
江西省修水县人口计生委为征收社会抚养费袁向县
公安局支付野赞助冶袁让公安拒绝给未缴清社会抚养
费的超生婴儿上户口遥 这些利益捆绑袁已经严重影
响到民众对人口政策理解和支持袁清理迫在眉睫遥
其三袁计生的历史旧账遥 今天袁关于计生政策的

历史问题袁主要是失独家庭的国家责任问题袁和一
直面目模糊的社会抚养费遥 关于社会抚养费袁国家
审计署曾发布公告坦承袁近年来袁未对社会抚养费
组织过全面审计袁 也未能全面掌握这笔资金的底

数遥 之后审计署公布的结果看袁触目惊心院征收标准
不统一袁基层自由裁量权过大袁数以百万尧千万计的
实际征收费用未入国库等问题曰基层政府社会抚养
费被截留尧挪用尧私分现象普遍存在遥 而一些地方袁
甚至将此作为财政的敛财术遥 不仅背离了社会抚养
费的征收初衷袁也在客观上为腐败提供了寻租的契
机遥至于失独家庭的问题袁更为严峻袁2013年人口学
家就预计袁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到一千万遥 卫生
部的数据显示袁中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 7.6万个遥各
地虽先后实施对应扶助政策袁 如在北京袁2008年开
始发放补贴袁数额为每人每月 200元袁直至亡故遥 但
这些显然杯水车薪袁无法有效解决问题袁更不论精
神抚慰等遥 根据行政法上的野结果责任冶原则袁失独
家庭与公民权利的行使无关袁只要有结果袁国家就
要承担责任袁而这亟需国家层面出台相应的机制与
措施遥
就人口问题而言袁 重新审视计生政策及其影

响袁就是要遵循人口发展的科学规律袁将相关政策
的落实执行纳入法治轨道如此袁方可在人口的战略
层面步入新常态袁才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放开二胎袁是桩
大事件遥 当天袁就有人兴高采列地野操办冶起来袁甚至
有单身狗幽幽地表示院当晚根本睡不着袁整个楼都
在晃当遥 不过袁目前的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曳并没有
修订袁各省区的叶计生条例曳也没有修订袁现在生二
孩袁地方计生部门板起面孔来严肃执法袁怎么办钥
这个之前是有教训的遥 2013年 11月三中全会

明确了单独二孩袁到 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袁再
到次年年初各地修订叶计生条例曳袁足足有小半年的
时间遥 这期间袁一批抢生者最后陷入了尴尬境地袁面
临高额社会抚养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遥
所以袁对于计生政策的新旧衔接袁政府要明确

野从新兼从轻冶原则袁即野对当事人有利冶原则遥
依法理袁法律尧政策原则上是不能溯及既往的袁

只能野从旧冶遥 但是也有例外袁刑法规定袁旧版刑法认
为是犯罪的袁新版刑法不再认为是犯罪的袁即使做
出行为时袁新版刑法还没有生效袁但依然可适用新
版刑法袁归于无罪遥为什么钥因为新版刑法将原来有
罪的规定为无罪袁就说明整个社会对一个行为的评
价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袁甚至一定程度上认为过去的
规定是野错冶的袁没必要继续执行了遥 所以袁才有了
野从新兼从轻冶原则袁以补救野不溯及既往冶原则的不
足遥 同理袁从单独二孩到普遍二孩袁也是对严苛的计
生政策的纠正遥 它说明双独一孩政策已经不适应时
代袁应该改变遥 既然已经不适应时代袁那就应该改得
越快越好袁不能机械地按野老皇历冶办袁还对已经符
合目前政策的生育行为进行处罚遥

比如袁目前湖南省卫计委表示袁五中全会公报
公布后袁不符合规定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袁不作实质
性处理曰但是袁公报公布前袁不符合旧有的规定的袁
已经处理的袁原处理决定继续有效曰未作处理的袁将
根据生育行为发生时的法规政策依法处理遥 之前未
处理的二胎袁为什么还按野老皇历冶处罚呢钥 能否从
宽以待钥
这其中直接涉及到超生罚款的调整问题遥 放开

普遍二孩袁社会抚养费将野断崖式下降冶袁基层计生
部门得彻底转型遥 之前袁地方计生部门的利益与社
会抚养费高度关联袁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野超生养
计生财政冶遥比如袁2009年重庆全市社会抚养费用于
人口计生事业的经费为近 10.8亿元袁占人口计生事
业总财政投入的 69.8%曰 而 80%的社会抚养费被返
还给人口计生部门遥 社会抚养费成为不少区县财政
收入的重要来源遥 现在实现普遍二胎了袁财政收入
上依赖社会抚养费的计生部门袁就必须面临收入来
源尧业务的全面切换遥
就这个问题袁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表

态袁今后野必须加强基层基础工作袁稳定县乡计划生
育行政管理尧技术服务和群众工作队伍冶遥 但今后计
生系统如何运作钥 至少在监管尧处罚二胎业务上袁这
是最后一班岗遥 希望计生部门本着野对当事人有利冶
原则袁顺着中央人口政策松动的方向而为袁别拿实
际上已经被中央否定的野老皇历冶当令箭遥
往者不可谏袁来者犹可追遥 希望政府把重点放

在应对目前的问题上袁及时消除政策盲点袁明确野从
新兼从轻冶原则袁在全面二胎落地之前袁对抢生者就
不要处罚了遥 否则到 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法袁再
到明年初地方修法袁政策红利还得小半年过渡时段
的等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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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34歲的周渝民（仔仔）和

28歲的喻虹淵低調交往4年，昨他突然在

微博放上以戶政事務所為背景的照片，甜

蜜放閃秀出婚戒，寫下 「周太太真美！是

的，我們結婚了。感謝各位朋友的祝福。

」 喻虹淵隨後也在臉書上po文 「謝謝你在

我身邊。謝謝大家」 ，但妙得是仔仔的經

紀人雖身在巴黎，事先卻不知情。被問到

結婚的心情，仔仔透過經紀人說： 「很開

心、很幸福。」 在11月 11日光棍節前夕結

束單身。

仔仔和喻虹淵2009年因拍《痞子英雄

》電視劇認識，當時2人一個是男主角，一

個是演漢堡妹的配角演員，此後陸續聯繫

來往，展開地下情，3年後傳出她在拍戲片

場透露 「男友30歲雙子座，開藍寶堅尼」
，間接暗示男友就是仔仔身分，也讓這段

情漸漸浮上檯面。

2年多前喻虹淵終於挑大

樑擔綱女主角，卻在拍完《愛

情女僕》後以 「調養身體」 為

由，幾乎退出演藝圈，專心當

仔仔背後的女人，2人低調交

往4年，她聰明又貼心，也願

意花時間在家陪伴，甚至會和

仔仔打電動，正好和缺乏安全

感的仔仔互補，也因此才能細

水長流、修成正果。

昨仔仔和喻虹淵在微博宣

布婚訊，2人經紀人事先都不知

情，也一頭霧水，仔仔的經紀

人柴曉倩聞訊後從巴黎打越洋

電話問他，他開心地說： 「今
天是結婚登記日，很開心、很

幸福，謝謝你們的祝福。」 言

語間可以深刻感受到他的溫暖

和愛意。至於未來是否宴客一

事，仔仔說： 「現在都在規劃安排中，要

看雙方家長，時間還不清楚。」 仔仔月底

會先到中國宣傳電影《追婚日記》，屆時

應會和外界分享喜訊。

喻虹淵透過經紀人陳秀卿表示，仔仔

前陣子在家裡吃飯時突然求婚，她也開心

答應， 「今天剛好有空，就去登記」 ，婚

後如果有適合的工作，仍會接演。仔仔2年

前就已公開稱喻虹淵是他的 「另外一半」
，受訪時也從不諱言想早點結婚生子，2人

除同住一屋簷下，也養了狗狗、實習當爸

媽，今年5月她被拍到到中醫看診，被疑是

調養身體、為了有孕，昨雙方經紀人被問

到新娘子是否肚皮有動靜？一致說： 「沒
有。」 喻虹淵經紀人也強調， 「她目前還

沒計劃生」 。至於婚戒是何品牌？也未透

露。

周渝民趁經紀人在巴黎滑進周渝民趁經紀人在巴黎滑進
戶政所戶政所 亮婚戒閃娶喻虹淵亮婚戒閃娶喻虹淵

（本報訊）黃品源與小模上摩鐵被逮，2年前與結婚17年的

蜜兒離婚，他將失婚心情寫入新歌《為什麼你不再愛我》，昨

發片記者會，他表示和前妻還是朋友，她聽完新專輯還讚 「真
的很好聽」 ！因婚姻失敗，他2、3年來深受失眠困擾，曾至精

神科門診報到，但不願多碰治憂鬱症的藥物，選擇以網球、帆

船等運動治癒情傷。

47歲的黃品源從未正面承認離婚的主因是外遇，昨再被問

起這個問題，他玄之又玄的說： 「是非向來由人說。」 不想對

別人看法負責，表明要 「做自己」 ，還說： 「這是老話重談，

就看你怎麼想！」 顯然不願多提往事。他承認與前妻關係密切

，自爆會回內湖的家與兒女和前妻同居，肢體接觸也很正常，

會友善的 「抱抱」 ，坦言： 「我們的溝通越來越好。」
有無復合可能？他語帶玄機說： 「不要讓同樣的事情再發

生，是一種智慧。」 似乎只把蜜兒當成家人。他離婚後與徐姓

直銷妹曾多次被拍到約會，但2人 「走到圓滿」 ，在沒有爭吵的

情況下理性分手，至於原因，他僅回： 「怎麼知道不是偷拍造

成的？」 暗指戀情見光死。未來會想再談感情？他說無所求，

微笑開心迎接新緣分。

黃小琥開車吵架男友 7年異國戀告急

黃品源婚變鬱卒看精神科同居孩子的媽玩愛的抱抱

許維恩瞎挺小7下架 「工具人」 挨諷 「誰娶誰倒楣」

 

















（本報訊）52歲 「滅絕師太」 黃小琥昨舉辦新輯《愛情原來沒什麼》雙主打歌MV

首映，談及和小7歲德籍男友法蘭克相戀近7年，她說交往1年多時，對方曾暗示3年後

會向她求婚，但被她打槍頻喊 「拜託不要」 ，坦言 「過去空窗太久，對婚姻失去憧憬」
，也讓男友求婚計劃告吹。

昨首映會上，黃小琥獻唱新歌《你老了》，最後4句唱不下去，一度哽咽淚崩，她

表示想到過往經歷，內心五味雜陳。她自爆和男友常因文化等因素吵架，仍處磨合期，

透露開車時互看對方不爽，她解釋因德國人對道路法規嚴謹，但台灣駕駛較隨和，他無

法接受，現2人各開1台車。

喜歡研究星座的她，昨請星座專家唐立淇站台，雙子座的她被點出 「留在身邊可能

不是最愛」 ，和男友的危機則是沒有情趣，小心 「7年之癢」 。

（本報訊）33歲許維恩與B.A.D團員

Alex離婚後，和KID多次約會被抓包，卻

打死不認。7-11(小7)日前拍攝形像廣告把

男主角塑造成 「工具人」 ，被網友罵翻，

7-11下架處理。結果許維恩9日晚間竟在

臉書轉貼分享，並寫下 「珍惜這美好的幸

福！好感動」 ，引起網友狂譙 「公主病發

作」 、 「誰娶到誰倒楣」 ，後來發現風向

不對才趕緊刪除貼文，事後表示： 「只覺

得那個男生付出無私的愛很感動。」
廣告中男主角與女友分手後，還願意幫對

方搶演唱會門票，結果換得女方嫌棄少買1

張，要與新男友共賞，最後他照辦重買，

還表示： 「誰說分手就不能幫她做事情。

」
粉絲擔心KID

文案想宣揚單身好處，卻讓男性易被

誤解 「工具人」 形象，女性也被塑造成玩

弄別人感情的壞女人，造成民眾觀感不佳

。

而許維恩轉載的影片，原po早反諷

「小七幸福到下架的廣告，史上最幸福」
，不料她仍白目分享，價值觀遭網友譏諷

「誰娶到誰倒楣」 ，希望KID不只是工具

人。

嘴硬無私的愛

對於網友罵翻的評論，許維恩不想多

解釋，尷尬說： 「我在忙耶不好意思。」
她認為 「每個人看法不一樣，所以沒關係

」 。有沒有把男生當工具人的經驗？她笑

笑說： 「沒有，我只是覺得那個男生付出

無私的愛，覺得很感動。」 她解釋會刪掉

影片，是因為網友不喜歡的緣故，但這不

會影響她對於影片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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