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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鋪招租面積 28,750 平呎, 2000平呎獨棟 Built to Suit
租金$32.00/平呎/年, NNN: $8.57/平呎/年
誠招﹕超市﹐學校﹐醫生﹐會計﹐餐廳

電話﹕+1 346 204 0267
微信﹕weixindavidw
電郵﹕dwang004@gmail.com

2016年動工 高消費區﹑車流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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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陳鐵梅報導

美南新聞舉辦聖誕派對美南新聞舉辦聖誕派對，，董事長李蔚華與員工一切歡度節日董事長李蔚華與員工一切歡度節日

祝賀國際華人企業家協會休斯敦分會正式成立
2015年12月18日是個好日子，國

際華人企業家協會休斯敦分會正式成立
了，並召開了第一屆理事會。會中討論
了協會的組織結構， 主要的活動內容、

形式和時間安排， 並定於3月5日召開
規模盛大的成立大會。

國際華人企業家協會是2015年在美
國加州註冊成立的非盈利機構，目的是

匯聚世界各地的華人企
業家和職場人士及其資
源，共同來打造一個國
際華人的商業合作平台
，通過提供務實的服務
來幫助國際華人企業家
在國際商業日益競爭的
環境中生存，發展，和
壯大，活出人生的命定
，在商業，家庭，社會
等領域有一個美好的人
生。國際華人企業家協

會以打造華人企業家的合作平台為優勢
、提供多方位服務內容，以多贏的合作
模式，利用國際資源，幫助華人和華人
企業家成功。目前，國際華人企業家協
會由前可口可樂中國區總經理朱正中先
生任理事長、美國郭氏基金會主席郭忠
信先生任名譽會長、美國協和能源公司
總裁曹松先生任會長，並聘請了多位華
人傑出商業領袖作為顧問，包括前摩托
羅拉亞洲個人通訊事業部總裁和E28有
限公司創始人兼董事長孔毅先生，前
PaylessCarRental 公司董事長兼 CEO
林豐梁先生等。

國際華人企業家協會休斯敦分會,正
式成立並任命理財專家程世法先生為會
長，律師陳文女士和IT專家劉峰先生為

執行副會長。協會的理事有多個行
業專家和企業家組成，包括財務長
黃道光、秘書長刁衛國，和理事韓

其玉、Jason 鄭、郭小平、裴習梅、陳
舵、喻春生、孫海望、李步鵬、杜英傑
、李建新等，行業涉及石油、新能源、
房地產、IT、企業管理、餐飲連鎖等。
國際華人企業家協會休斯敦分會目前

已經有幾十位會員，協會計劃邀請政商
界多方面專家、企業家，舉辦現場和微
信線上的多個主題講座，完善協會網站
，為會員提供項目對接、融資、企業經
營，市場營銷，工作機會等信息交流平
台，不定期舉辦輕鬆的面對面交流餐會
，為會員提供更多的交流溝通機會。

國際華人企業家協會休斯敦分會的
微信代碼如下，歡迎加入我們！ Email
address:Info@houston.icea-web.org

李蔚華董事長為在美南工作李蔚華董事長為在美南工作2020年以上的員工頒發獎章年以上的員工頒發獎章。。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導/ 供圖文：陳文
國際華人企業家協會休斯敦分會成員合影。

20152015年年1212月月2222日日，，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在新聞大樓舉辦聖誕節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在新聞大樓舉辦聖誕節PartyParty，，特特
邀德克薩斯州前國會議員邀德克薩斯州前國會議員Steve StockmanSteve Stockman來一切歡度聖誕來一切歡度聖誕，，董事長李蔚華致董事長李蔚華致
辭辭！！美南新聞美南新聞3636年來年來，，一直為傳播中華文化一直為傳播中華文化，，服務華人社區服務華人社區，，豐富華人生活豐富華人生活
，，團結海外華人團結海外華人，，捍衛華人權益捍衛華人權益，，讓美國主流聽到華人的聲音讓美國主流聽到華人的聲音，，提高華人的提高華人的
地位在不停的努力地位在不停的努力，，獲得了喜人的成績獲得了喜人的成績。。最後李蔚華董事長感謝各界多年來最後李蔚華董事長感謝各界多年來
對美南新聞集團的大力支持對美南新聞集團的大力支持！！並駐休斯頓華僑華人聖誕節與新年快樂並駐休斯頓華僑華人聖誕節與新年快樂！！

聖誕聖誕PartyParty上提供了幾十件禮物供抽獎上提供了幾十件禮物供抽獎，，最後大獎由貴賓謝小蘭最後大獎由貴賓謝小蘭（（JoannaJoanna ））
幸運的獲得幸運的獲得。。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台大校友會 會長 羅茜莉表示, 休士

頓台大校友會將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下午六點假珍

寶樓(Ocean Palace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72) 舉辦38週

年年會暨新舊會長、理事交接典禮。本次年會除將由到場會員投

票選出新任的理事會成員。承襲往年傳統，本次的年會將會有校

友及特別來賓們的精彩演出，包括祥獅獻瑞、特殊教育班華人小

朋友的表演、顧寶鼎校友與神秘嘉賓精彩演唱、休士頓台大熱舞

社的嘻哈舞蹈、猜謎、抽獎、跨年代流行音樂組曲等。

本活動歡迎在休士頓校友及朋友們一起共襄盛舉。為鼓勵在

學年輕校友參與本活動，在美留學生的票價和十二歲以下兒童票

皆為美金二十元。一般票價為美金三十元。校友會亦鼓勵大家購

買美金五十元的認同贊助票，以支持校友會繼續舉辦各個凝聚校

友與華僑向心力的活動。活動內容請參考休士頓台大校友會網站

(http://www.ntuaahouston.org) ，請務必事先購票, 連絡人: 羅茜莉

chienli0319@gmail.com; 陳稚琴 jcchen2006@gmail.com ; 謝允中 pyh-

sieh5@yahoo.com; 謝 元 傑 leifhsieh@gmail.com; 郭 原 宏 warren.

kuo@gmail.com

休士頓臺灣大學校友會三十八屆年會 暨新舊會長交接典禮
一臉泥巴，又伸舌頭裝可愛討喜，

為這次台灣大選而傾覆其道貌岸然的形

象，就為企圖獲取年輕選民的青睞！

蔣經國過世後，臺灣社會面臨著強

烈的改革聲浪，提供了宋楚瑜書生從政

的機遇，一生風風火火，政壇起起落落

，功業彪炳，是台灣民主運動中閃閃發

亮的明星。

因為他，不顧國民黨黨內元老及保

守派反對，關鍵一腳的輔佐李登輝順利

登基總統。也因為他，台灣有了政權輪

替的空間，三戶貧農陳水扁當上總統，

民進黨得以逐漸壯大。因為他，國民黨

加強分蹦離裂，形成了泛藍、深藍和淺

藍。

20年前（1994）高票當選上台灣建

省以來唯一的民選省長後，負債累累也

「要五毛給一塊」大氣愛民，民心歸向

，前途一片大好，進一步擇取大位該是

水到渠成，然而意氣風發，首因凍省心

結，續而忽視與領導李登輝和連戰的政

治常倫關係，急於爭取中國國民黨總統

候選人提名而完全失寵、失勢，終被開

除扶他養他的國民黨黨！

離開國民黨後，挾其餘威，創立親

民黨（2000年）又名“人民第一黨”任

黨主席，仍然以國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為鋼，以親民為首要訴求，以社會福利

為主軸，止於至善，繼續其為民服務未

竟之志，吸引了不少新黨同志，

聲勢奪人，迅速取代新黨地位，

儼然成為中華民國第三大黨；情

勢大有可為，2000年參選總統，

勢在必得，然而，分裂的藍營選

票，以微差而飲恨，2004，2012

年風雲再起再戰再輸，凡十餘年

累敗累戰，如今七十老驥仍然伏

櫪，志在千里。

姑不論奶水淚水的歷史淵源

與功過譽塤，有情無情完全取決

於達到政治‘為人民’的目標，

才是最高的道德標準；因此不是

敵人就是朋友，朋友隨時可以變

成敵人，敵人也可以變成朋友，

只要‘為人民’誰都不欠誰，鐘

鼎山林人各有志；宋楚瑜的仕宦浮沉，

有掌聲也有一片撻伐之聲，深藍恨之入

骨，民進黨敲鑼打鼓樂觀其成！

為營造兩岸和平共處的氛圍，2005

年宋楚瑜接受總統陳水扁之託訪問中國

大陸，為兩岸搭橋，一再顯彰宋楚瑜可

藍可綠、看風轉舵的性格，好像左右逢

源，看在中間選民和年輕選民眼中並不

是領導人應該有的決戰千里的果斷明快

，倒是倚墻和討好的印象更多。

這次宋楚瑜又出來選總統，再掀起

藍營裂痕，瓜分國民黨的選票資源，民

進黨佔盡漁翁之利，躺著也能當選，更

本不需有強而有力的治國方略或是任何

感人政見，倒是國民黨更是水深火熱，

一敗塗地！這是真正的公平競爭嗎？

為孫中山信徒的宋楚瑜一再挖掘孫

中山三民主義的根基，令人強烈感到

‘吃裡扒外’而一身冷汗涼透髓骨！

天道酬勤是宋省長最愛的四個字，

政治俊傑除了要勤最重要還是識時務，

選舉從不會缺席的宋省長孜孜勤政一輩

子，江山代有人才出，放手讓後起之秀

有一個公公平平的競爭，台灣民主得以

承先啟後！也是‘宋楚瑜’英雄創造時

代之舉啊！

花鄉筆記： 林 彬

「可愛的宋楚瑜?」 ---花鄉筆記

(本報記者黃麗珊)美南福建同鄉會會館將於2016年元旦1月1

日上午11时在636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聯合賓館隔壁

，休斯顿安良工商會一楼）舉行開館典禮儀式。届时将會有中國

驻休斯敦總領事館總领事李强民大使，以及各兄弟社僑領和休斯

顿各大媒体代表等一起出席典礼，共慶盛事。

美南福建同鄉會會館
將於2016年元旦1月1日舉行開館典禮

【本報休士頓訊】 “主耶和華啊

，你曾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創造天

地，在你沒有難成的事。”（耶利米

書32:17）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

太人，后是希臘人。”（羅馬書1:16

）

講員： 董曉卿牧師

主題: 看見神的大能

講員簡介:董曉卿牧師出生於中國

，“北京大學”歷史學學士。赴美後

經歷神大能的工作，蒙神選召，獲彼

得魏格納領袖學院“教牧學”碩士和

博士學位。從2006年開始致力於世界

各地的宣教和教導工作，在代禱、先

知預言、屬靈爭戰、醫治、先知書等

方面的教導常帶下聖靈同在、悔改和

更新。2011年在紐約成立“基督旌旗

411教會和事工”，2014年在德州建

立“休斯頓基督旌旗411教會”, 培養

和訓練末世收割工人。

時間: 1/ 8, 2016 (週五7:30 PM)，

1/ 9, 2016 (週六 2:30 PM & 7:00PM)，1/

10, 2016 (週日10:00 AM-12：30PM)

地點: 休士頓基督旌旗 411 教會

3530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

電話: 李立群: 713-459-2238，嚴偉

偉: 713-859-6808

E-mail: bcc411houston@gmail.com

備有4岁以上兒童看顧

休士頓基督旌旗411教會
2016年新年特會

休士頓同源會青少年組佳節獻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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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ACACA 靑少年組義賣自製的甜點糕餅靑少年組義賣自製的甜點糕餅，，準備買聖誕禮物給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準備買聖誕禮物給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
充滿溫馨的會議廳充滿溫馨的會議廳，，為小朋友們準備好他們心儀的禮物為小朋友們準備好他們心儀的禮物..

左起左起 Dorothy Yee, Betty Gee, Youth Group, Lisa To (Dorothy Yee, Betty Gee, Youth Group, Lisa To (左前五左前五））
Stephanie Yau (Stephanie Yau (右二右二））Shelley Ding (Shelley Ding (右一右一））攝於文化中心攝於文化中心..

Betty Gee and Stephanie Yau at the Chinese ComBetty Gee and Stephanie Yau at the Chinese Com--
munity Centermunity Center

大人小孩共享歡樂的時光大人小孩共享歡樂的時光.. 青少年組協助小朋友們打開禮物青少年組協助小朋友們打開禮物..

同源會祝福大家同源會祝福大家 佳節平安快樂佳節平安快樂..

小朋友們高興地打開個自的禮物小朋友們高興地打開個自的禮物，，然後相互欣賞然後相互欣賞..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秦
鴻
鈞
攝

歡迎盧軍宏台長新年視頻開示會及交流分享會

出席視頻開示會及交流分享會的出席視頻開示會及交流分享會的 「「觀世音菩薩心靈法門觀世音菩薩心靈法門」」 德州共修組的德州共修組的
義工合影義工合影

現場設有許多現場設有許多
免費資料免費資料，，書書
籍索取的攤位籍索取的攤位

信眾姜炳馥介紹發生在她信眾姜炳馥介紹發生在她
身上的身上的 「「心靈法門心靈法門」」 奇蹟奇蹟
。。姜老太太是著名心臟科姜老太太是著名心臟科
醫生豐建偉的岳母醫生豐建偉的岳母

信眾王秀麗訴說她個人修習信眾王秀麗訴說她個人修習 「「心靈心靈
法門法門」」 心得心得 盧軍宏台長盧軍宏台長 「「視頻開示會視頻開示會」」 現場現場，，張杰正在演說張杰正在演說

在假日中出席的觀眾仍十分踴躍在假日中出席的觀眾仍十分踴躍 主持人張杰介紹主持人張杰介紹 「「觀世音菩薩心靈法門觀世音菩薩心靈法門」」



CC22 CC77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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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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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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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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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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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箱： superarmory@yahoo.com

星期日 2015年12月27日 Sunday, Dec. 27, 2015 星期日 2015年12月27日 Sunday, Dec. 27, 2015

報名聯系電話：832-992-3132
吳曉萍：肖邦國際藝術中心音樂總監，中國大連劉寧鋼琴學校校長，美國美
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音樂總監，中國艾利思國際藝術培訓學校校長，美南
國際鋼琴大賽發起人總策劃評委，全球青少年藝術大賽國際賽區評委。

肖邦國際藝術中心
吳曉萍鋼琴教室

現招收五名鋼琴學生
招生要求如下： 5歲至7歲，家長重視學習鋼琴，

每天能督促孩子保證1小時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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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圖片

加拿大舉辦年度冬至遊行活動加拿大舉辦年度冬至遊行活動
狂歡者點火慶祝狂歡者點火慶祝

西班牙聖誕西班牙聖誕““大胖子大胖子””彩票開獎彩票開獎 頭獎頭獎400400萬歐元萬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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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製九天熬製九天
貢膠離不開阿貢膠離不開阿
井水井水，，冬至子冬至子
時是陰極陽生時是陰極陽生
之時之時，，而東阿而東阿
之水是天下至之水是天下至
陰之水陰之水，，擇至擇至
陰之時陰之時，，取至取至
陰之水陰之水，，選屬選屬
陰之烏驢皮煉陰之烏驢皮煉
膠膠，，其滋陰效其滋陰效
果最佳果最佳。。

西班牙馬德里西班牙馬德里，，西西
班牙聖誕班牙聖誕““大胖子大胖子””彩彩
票在當地皇家劇院開票在當地皇家劇院開
獎獎。。今年聖誕今年聖誕““大胖大胖
子子””彩票總獎金額度達彩票總獎金額度達
到到 2222..44 億歐元億歐元，，其中其中
66..44 億將分成每份價值億將分成每份價值
400400萬歐元的頭獎萬歐元的頭獎，，二二
等獎獎金為等獎獎金為 125125 萬歐萬歐
元元，，三等獎獎金為三等獎獎金為5050萬萬
歐元歐元；；四等獎獎金為四等獎獎金為2020
萬歐元萬歐元；；五等獎獎金為五等獎獎金為
66萬歐元萬歐元。。西班牙民眾西班牙民眾
把開獎日當天變成了一把開獎日當天變成了一
個提前慶祝耶誕節節日個提前慶祝耶誕節節日
一樣一樣，，盛裝出席開獎現盛裝出席開獎現
場場，，或是親朋好友歡聚或是親朋好友歡聚
一堂一堂。。

鄭州動物園猴子鄭州動物園猴子““抱團取暖抱團取暖””禦嚴冬禦嚴冬



CC66國際影視 CC33香港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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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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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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票房《星戰7》登頂
《鼠來寶4》居亞

近日，福布斯發布2015好萊塢

最具性價比演員榜，“美國隊長”

克裏斯埃文斯以平均每1美元片酬

帶來181.80美元票房收益名列榜首

，緊隨其後的是米拉庫尼斯、斯嘉

麗約翰遜、格溫妮絲帕特洛和艾瑪

斯通。

網友紛紛表示，“有點心疼，

強烈要求給他加薪，還不是因為片

酬少到沒有！”

上周末北美大盤共計收入3.009億美

元，較前壹周瘋狂上漲323.6%。最大的

“燃料”是吊了整年胃口的《星球大戰

：原力覺醒》，壹舉攬入2.38億美元票

房，創下北美點映票房、首日票房、單

日票房、首周票房等多項新紀錄，超過

10家北美知名電影媒體在評分網站Meta-

critic上給出100滿分，好評率甚至高於

J· J· 艾布拉姆斯著名的《超級8》。主打

肥胖花栗鼠賣萌的《鼠來寶4》以1440

萬美元票房位居第二，但是跌破系列首

周票房最低值，口碑爆差，媒體直呼

“不要再有下壹部了”；艾米· 波勒和蒂

娜· 菲主演的《姐妹》以1342萬美元的

成績中規中矩地拿下季軍，畢竟在《星

戰7》的強大威力下能有如此表現已屬不

易，電影持續搞怪好笑但也動心動情，

目前輿論評價中上。

《星球大戰7》創北美首周票房新

高 獲贊“最好的聖誕禮物”

推薦星級：★★★★☆

首周2.38億美元票房！自帶光環的

《星球大戰：原力覺醒》上場直接就再

創北美電影首周票房新紀錄，輕松逼近

《饑餓遊戲3：嘲笑鳥（下）》辛苦攢了

五周的2.54億總票房，請為迪士尼和盧

卡斯影業費盡心機的“懷舊營銷”成效

大力鼓掌，是他們把死忠粉的熱情推到

極致。這次的物料幾乎無劇透，數量相

對稀少但質量精致，特別是最後這款預

告簡直“哇！”電影周四點映的5700萬

美元和周五開畫首日1.2億美元票房都是

破紀錄的數字，且就純周五單日票房

（除去點映場）來說，《星球大戰：原

力覺醒》也以 6350 萬美元越過了先前

《侏羅紀世界》的6340萬美元奪歷史榜

首。58%的觀眾為男性，71%的觀眾是成

年人，電影在本土IMAX銀幕拿下3000

萬美元同樣是創新高，這勢頭跟當年

《哈利· 波特與死亡聖器（下）》的吞金

氣場有的拼。

就目前成績來說，《星球大戰：原

力覺醒》已經超越了2012年的《蝙蝠俠

：黑暗騎士掘起》（首日7700萬美元，

首周1.6億美元）和2010年《哈利· 波特

與死亡聖器（上）》（首日6200萬，首

周1.25億），但最終能否超越《阿凡達

》7.6億本土總票房紀錄還值得觀望，畢

竟接下來6個星期裏有太多新片要開畫

，光是聖誕節就有《奮鬥的喬伊》、

《腦震蕩》、《大空頭》、《極盜者》

、《老爸當家》壹擁而上，過完聖誕壹

月份還有《八惡人》、《荒野獵人》、

《危機13小時》、《佐州自救兄弟2》

、《第五波》、《功夫熊貓3》接踵而來

。《星球大戰：原力覺醒》目前全球票

房是5.17億美元，略遜於《侏羅紀世界

》首周的5.24億，但也有部分原因是中

國地區還要等到1月9日才開畫。

票房得意，口碑也不輸振陣。《星

球大戰：原力覺醒》目前IMDb評分8.8

，爛番茄新鮮度達到超高的95%，觀眾

評價略低於媒體，但也達到92%。《衛

報》、《今日美國》、《紐約消費導刊

》等多家媒體都給出100滿分，《好萊

塢報道者》盛贊：“《星球大戰：原力

覺醒》為這神聖系列打入了新鮮能量和

生命，既復活原本的愉悅看點也指出了

新的方向。”《每日電訊報》認為：“J.

J.艾布拉姆斯讓星戰系列從沈睡中蘇醒，

以對過往的渴望和思念重新連接起新的

篇章，這或許是壹年來最令人感到輕松

解脫的電影了。”《衛報》評價：“電

影是荒誕戲劇的，同時也富有感情。它

令人興奮且充滿能量，實在是太棒的聖

誕禮物。”

《鼠來寶 4》開畫首周系列最低

《姐妹》愚蠢卻直指人心

《鼠來寶4》推薦星級：★☆

《姐妹》推薦星級：★★★

《星球大戰：原力覺醒》壹手遮天

，福斯的《鼠來寶4》還能蹭上熱度刮走

1440萬美元票房也是難得。但盡管如此

，還是跌破系列首周開畫票房最低記錄

。《鼠來寶》系列向來熱衷於跟大片碰

撞，2007年跟《我是傳奇》同檔，首周

拿下4400萬美元；2009年碰上《大偵探

福爾摩斯》和《阿凡達》，首周票房

4800萬美元；2011年對撞《碟中諜4》比

較慘，首周2300萬美元。

口碑方面，《鼠來寶4》目前IMDb

評分3.3，爛番茄新鮮度14%。《娛樂周

刊》狠批其“甚至都夠不上粗俗搞笑的

俚語電影門檻”，《好萊塢報道者》認

為電影：“依然跟前作壹樣那麽吵鬧、

討人厭和無病呻吟”，《綜藝》也不客

氣：“不過是粗魯地用壹堆生搬硬套的

音樂堆砌成電影”，《舊金山紀事報》

為了吐槽都搬出生物學了：“是的，壹

只人工馴養的花栗鼠最長壽命也就10年

，所以從生物學上說，這應該是系列最

終部了吧。這種東西主創再怎麽努力電

影評論也不會給好臉色的。”

艾米· 波勒和蒂娜· 菲主演的《姐

妹》上周五北美開畫，首日票房492萬

美元，整周末下來票房 1342 萬美元，

不盡人意。這個首周票房數字不但低

於艾米和蒂娜 2008 年的《代孕媽媽》

的1740萬美元，也夠不上去年蒂娜· 菲

配音的《布偶大電影之最高通緝》的

1700 萬美元高。《代孕媽媽》當時最

終本土票房為 6000 萬美元，而《布偶

大電影之最高通緝》是 5100 萬美元，

這麽看《姐妹》的最終本土票房預計

至少將在 5000 萬美元左右，但回過頭

想，對這樣壹部 3000 萬美元投資的 R

級喜劇來說也算不過不失。

《姐妹》IMDb評分6.6，爛番茄新

鮮度62%。《綜藝》認為：“電影簡單

粗暴的狂歡作樂外表下，有真實人性利

害關系的存在，兩姐妹終究是在對方身

上意識到自己必要的變化和成長。”

《衛報》很直白：“就是很蠢很辛酸尖

銳又好笑。”《村之聲》：“像在這些

囂鬧裏被大掃蕩，整個腦袋都愉快放空

，編劇保拉· 佩爾打包了壹堆愚蠢的東西

，卻直指人心。”

本周前瞻： 《奮鬥的喬伊》、《腦

震蕩》等四片大範圍上映

本周期盼已久的聖誕檔開戰，《腦

震蕩》、《老爸當家》、《奮鬥的喬伊

》和《極盜者》全美大範圍上映。除此

之外，昆汀新作《八惡人》將在100家

影院小範圍上映，《四十五周年》和

《荒野獵人》分別在3家和4家影院點映

，布拉德· 皮特和喬治克魯尼等主演的

《大空頭》繼續擴映。

其中《腦震蕩》是真實事件改編，

GQ曾有壹篇名為《Game Brain》的文章

紀錄數位橄欖球明星因為腦損傷後遺癥

接連自殺的事跡，背後的作者就是威爾·

史密斯飾演的法醫專家本內特· 奧馬魯博

士，他通過研究得出了橄欖球運動員在

運動生涯中的腦震蕩是誘發死亡主要原

因的結論，為了球員的健康，他要與全

美職業橄欖球聯盟對抗到底。影片引發

運動界人士的熱烈反響，威爾· 史密斯日

前已經被提名金球獎劇情類最佳男主角

，也很有可能憑借該片競爭奧斯卡最佳

男主角。

《奮鬥的喬伊》是大表姐詹妮弗·

勞倫斯跟拉塞爾導演的第三次合作了

，還是跟布萊德利· 庫珀搭檔，但三人

老班底這次出來的作品先期口碑卻並

不怎麽好，甚至有說法稱勞倫斯和拉

塞爾的合作要走到盡頭了。勞倫斯在

其中塑造壹名女性成長為堅強商人的

過程，她需要單身撫養兩名孩子，經

濟壓力迫使她走上經商道路。從目前

輿論看，大表姐還有拼入奧斯卡提名

的可能，但拉塞爾的電影套路似乎已

經令人厭倦了。

近日，好萊

塢著名導演昆汀·

塔倫蒂諾在好萊

塢大道上留下了

屬於自己的星星

，而其新作《八

惡人》中的五位

演員塞繆爾· 傑克

遜、沃爾頓· 戈金

斯 、 詹 妮 弗 · 傑

森 · 李、蒂姆· 羅

斯、德米安· 比齊

爾也到場祝賀。

導演昆汀星光大道留名

福布斯曝2015好萊塢
最具性價比演員

美隊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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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和音天王”之稱的禧哥（譚錫
禧）將於明年2月23日，假香港文化中心
舉行《譚錫禧“禧禧好聲音”演唱會
2016》。禧哥今次將在演唱會上唱盡經典
名曲，務求以其完美聲音讓觀眾留下一個
難忘的晚上。入行近30年，合作過的巨星
無數，禧哥和羅文合作無間，對於這位亡
友，禧哥指羅文為人風趣幽默，對工作熱
誠有要求。
入行近30年，合作過的巨星無數，90

年代末演唱會事業式微，禧哥除了轉型教
唱歌外，近年更和而優則唱，由幕後走到
幕前。憶起2006年時，禧哥得到老闆的賞

識，獲邀去加拿大舉行人生第一場的個人
演唱會，往事一一浮現。“做和音唔易
的，除了把聲靚，還要在表演中唔可以太
出，如果唔係，你就蓋過台上的歌手。自
己一直做和音，都有老闆問我可有興趣走
出幕前，但我知如果做幕前好多嘢要顧
慮，所以婉拒了。直到2006年時，再得到
老闆的賞識，獲邀去加拿大舉行人生第一
場的個人演唱會，當時生活穩定，人生又
沒什麼顧慮，所以一口答應演唱，但係當
我第一次企上台做主角唱歌，就真係好
驚！”

禧哥在和音界相當有地位，羅文、溫

拿、張學友、劉德華、徐小鳳和歌神許冠
傑都指定要他做和音，到底拍住一班天皇
巨星工作有何難忘事，就由禧哥細數那些
年的人和事。上世紀80年代，禧哥成為羅
文巡迴騷的鐵膽和音，兩人去到多倫多，
羅文的友善和親切，禧哥永記於心。“最
早期我是在夜總會擔任Band Leader，有
時會頂替歌手負責演唱，又會幫不同藝人
錄唱片和唱廣告歌。

80年代，開始跟隨歌手羅文走埠，
正式踏上和音之路。羅文其實好講得
笑，佢會好調皮咁話，‘信唔信我攞地
氈卷住你攞番屋企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羅孝勇與樂隊Yellow25日晚於銅鑼灣
街頭舉行迷你音樂會，與市民一同歡度聖誕。首次於聖誕節要開工的羅
孝勇心情興奮，表示寧願不放假也要開工，既可近距離接觸觀眾，又可
以賺錢一舉兩得。羅孝勇日前有份參加好友翟威廉舉行的聖誕派對，交換
禮物中抽中了周志文的禮物，他說：“是一棵聖誕樹，當晚大家投票選了
是最差的聖誕禮物，不過我拿回家後，媽咪就好喜歡。”阿勇表示今年父
母專程由澳洲來港與他過聖誕，因他們一家人習慣聖誕節都要在一起。笑
問父母有否催他帶另一半來，他笑道：“他們見到我已經好開心，而且我哥
已結婚，有阿嫂可以頂住。”提到好友吳業坤近日人氣急升，羅孝勇也為對
方高興，可惜未有機會要坤哥請吃飯。有指坤哥並非“宅男”有很多女生追
求時，阿勇表示不清楚，但認為坤哥是個很成功的“宅男”，他說：“5年
前我們參加《超級巨星2》，坤哥是我第一個認識的人，見到他成功都好開
心，因為他真的好努力。”

從幕後唱到幕前譚錫禧難忘羅文風趣幽默 羅孝勇不清楚坤哥多女生追求

■■新城勁爆頒獎禮新城勁爆頒獎禮20152015於於2626日晚拆禮物日隆重舉行日晚拆禮物日隆重舉行。。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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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吳文釗）《新城勁爆頒獎

禮2015》26日晚於會展舉行，共頒發予歌手160個獎項，比

去年152個還多，在拆禮物日向歌手大派禮物。由於今年缺

少如陳奕迅、容祖兒、許志安、李克勤等一線歌手出席，只

餘張敬軒、關心妍、謝安琪等歌手參與，結果張敬軒、謝安

琪同獲四個獎，各自成為男、女歌手中的大贏家，緊隨其後

獲三獎的就有關心妍、鄭俊弘、許廷鏗、泳兒、周國賢、洪

卓立、謝偉倫與陳柏宇，容祖兒則只獲全球勁爆舞台大獎及

全球勁爆歌手獎。

26日晚頒獎禮缺少一線歌手參與，大會只好安排鄭俊弘、陳柏宇、
泳兒、許廷鏗、關心妍、張敬軒、謝安琪、周國賢、洪卓立、

劉浩龍、Rubberband、吳若希、鄭欣宜、林奕匡、糖妹與Dear Jane等歌
手坐第一行位置，曾因不滿座位而被指發脾氣的羅力威，繼續被安排坐第
二行，與女友雨僑相隔兩個位置。

繼去年容祖兒缺席新城仍有獎後，今年新城繼續寵愛祖兒，司儀表示
祖兒雖然兩年沒來頒獎禮，但仍很掛念她。除祖兒外，大會今年特別多頒
發獎項給缺席歌手，G.E.M.、C AllStar、許志安、連詩雅與李克勤等都獲
獎而回，司儀半開玩笑地形容不少歌手因只顧賺錢不出席頒獎禮，但新城
仍義不容辭頒獎給他們，希望他們仍視香港為基地。不過，仍有不少缺席
歌手但成績不俗的如周柏豪、吳雨霏、薛凱琪與麥浚龍等，都因缺席沒獎
似有不公平之嫌。

克勤日本自拍短片多謝
張敬軒今年連獲4個大獎，包括勁爆歌手、勁爆歌曲、年度歌手大獎

和年度歌曲大獎，成為男歌手中的大贏家。謝安琪在女歌手中成績最好，
先後獲勁爆歌手、全球歌手大獎、國語歌曲及勁爆歌曲獎，而全球勁爆歌
曲則由G.E.M.的《多遠都要在一起》獲得，年度新人王就分別是陳凱彤和
吳業坤。容祖兒與G.E.M.雖然缺席頒獎禮，但獲頒發獎項並預先拍下得獎
感受片段，祖兒稱抱歉未能到現場領獎，表示會繼續努力，並多謝唱片公
司、一直支持她的歌迷和幫她做好多好歌的音樂人。G.E.M.就稱近兩年因
不停飛很少機會見到大家，對大家仍支持她的音樂很感動，在2016年會是
她學習更多的一年，希望繼續帶給大家好的表演和音樂，不會辜負大家的
期望。身在日本的李克勤就自拍短片，笑言在行街時突然接到消息奪得兩
個獎，要即時拍片多謝新城。
另外，泳兒26日晚雖獲三獎而回，但提到因爆血管昏迷入院的母親，

泳兒仍難忍淚水，她說：“原本沒想過要哭，但冥冥中注定了，作為平凡
的人只能堅強面對，多謝公司同事一直幫忙，工作上能延遲的都推遲。”
泳兒稱今年獲三獎是最豐收的一年，她現在惟一可做的是每天給支持予家
人，並說道：“未來仍有漫長的路要走，我已想好要堅強、積極面對，傷
心一定有，因為是家人，但家人也希望我在工作上更努力，相信有這一
天，當媽咪醒後、有意識後，除了知道我照顧她外，知我在工作上有成績
會更安慰。”

■■吳業坤拿下勁吳業坤拿下勁
爆年度新人王爆年度新人王。。

■提到因爆
血管昏迷入
院的母親，
泳兒難忍淚
水。

■■容祖兒缺容祖兒缺
席頒獎禮席頒獎禮，，
預先拍下得預先拍下得
獎 感 受 片獎 感 受 片
段段。。

■■身在日本的李克勤就自拍短片多身在日本的李克勤就自拍短片多
謝新城謝新城。。

■■鍾舒漫腳踏三吋高跟鞋勁歌熱舞鍾舒漫腳踏三吋高跟鞋勁歌熱舞。。莫雪芝攝莫雪芝攝

■■成為大贏家的軒仔開懷大笑成為大贏家的軒仔開懷大笑。。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謝安琪獲四個獎謝安琪獲四個獎，，成為女成為女
歌手中的大贏家歌手中的大贏家。。莫雪芝攝莫雪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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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和音天王”之稱的禧哥（譚錫
禧）將於明年2月23日，假香港文化中心
舉行《譚錫禧“禧禧好聲音”演唱會
2016》。禧哥今次將在演唱會上唱盡經典
名曲，務求以其完美聲音讓觀眾留下一個
難忘的晚上。入行近30年，合作過的巨星
無數，禧哥和羅文合作無間，對於這位亡
友，禧哥指羅文為人風趣幽默，對工作熱
誠有要求。
入行近30年，合作過的巨星無數，90

年代末演唱會事業式微，禧哥除了轉型教
唱歌外，近年更和而優則唱，由幕後走到
幕前。憶起2006年時，禧哥得到老闆的賞

識，獲邀去加拿大舉行人生第一場的個人
演唱會，往事一一浮現。“做和音唔易
的，除了把聲靚，還要在表演中唔可以太
出，如果唔係，你就蓋過台上的歌手。自
己一直做和音，都有老闆問我可有興趣走
出幕前，但我知如果做幕前好多嘢要顧
慮，所以婉拒了。直到2006年時，再得到
老闆的賞識，獲邀去加拿大舉行人生第一
場的個人演唱會，當時生活穩定，人生又
沒什麼顧慮，所以一口答應演唱，但係當
我第一次企上台做主角唱歌，就真係好
驚！”
禧哥在和音界相當有地位，羅文、溫

拿、張學友、劉德華、徐小鳳和歌神許冠
傑都指定要他做和音，到底拍住一班天皇
巨星工作有何難忘事，就由禧哥細數那些
年的人和事。上世紀80年代，禧哥成為羅
文巡迴騷的鐵膽和音，兩人去到多倫多，
羅文的友善和親切，禧哥永記於心。“最
早期我是在夜總會擔任Band Leader，有
時會頂替歌手負責演唱，又會幫不同藝人
錄唱片和唱廣告歌。
80年代，開始跟隨歌手羅文走埠，

正式踏上和音之路。羅文其實好講得
笑，佢會好調皮咁話，‘信唔信我攞地
氈卷住你攞番屋企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羅孝勇與樂隊Yellow25日晚於銅鑼灣
街頭舉行迷你音樂會，與市民一同歡度聖誕。首次於聖誕節要開工的羅
孝勇心情興奮，表示寧願不放假也要開工，既可近距離接觸觀眾，又可
以賺錢一舉兩得。羅孝勇日前有份參加好友翟威廉舉行的聖誕派對，交換
禮物中抽中了周志文的禮物，他說：“是一棵聖誕樹，當晚大家投票選了
是最差的聖誕禮物，不過我拿回家後，媽咪就好喜歡。”阿勇表示今年父
母專程由澳洲來港與他過聖誕，因他們一家人習慣聖誕節都要在一起。笑
問父母有否催他帶另一半來，他笑道：“他們見到我已經好開心，而且我哥
已結婚，有阿嫂可以頂住。”提到好友吳業坤近日人氣急升，羅孝勇也為對
方高興，可惜未有機會要坤哥請吃飯。有指坤哥並非“宅男”有很多女生追
求時，阿勇表示不清楚，但認為坤哥是個很成功的“宅男”，他說：“5年
前我們參加《超級巨星2》，坤哥是我第一個認識的人，見到他成功都好開
心，因為他真的好努力。”

從幕後唱到幕前譚錫禧難忘羅文風趣幽默 羅孝勇不清楚坤哥多女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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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吳文釗）《新城勁爆頒獎

禮2015》26日晚於會展舉行，共頒發予歌手160個獎項，比

去年152個還多，在拆禮物日向歌手大派禮物。由於今年缺

少如陳奕迅、容祖兒、許志安、李克勤等一線歌手出席，只

餘張敬軒、關心妍、謝安琪等歌手參與，結果張敬軒、謝安

琪同獲四個獎，各自成為男、女歌手中的大贏家，緊隨其後

獲三獎的就有關心妍、鄭俊弘、許廷鏗、泳兒、周國賢、洪

卓立、謝偉倫與陳柏宇，容祖兒則只獲全球勁爆舞台大獎及

全球勁爆歌手獎。

26日晚頒獎禮缺少一線歌手參與，大會只好安排鄭俊弘、陳柏宇、
泳兒、許廷鏗、關心妍、張敬軒、謝安琪、周國賢、洪卓立、

劉浩龍、Rubberband、吳若希、鄭欣宜、林奕匡、糖妹與Dear Jane等歌
手坐第一行位置，曾因不滿座位而被指發脾氣的羅力威，繼續被安排坐第
二行，與女友雨僑相隔兩個位置。

繼去年容祖兒缺席新城仍有獎後，今年新城繼續寵愛祖兒，司儀表示
祖兒雖然兩年沒來頒獎禮，但仍很掛念她。除祖兒外，大會今年特別多頒
發獎項給缺席歌手，G.E.M.、C AllStar、許志安、連詩雅與李克勤等都獲
獎而回，司儀半開玩笑地形容不少歌手因只顧賺錢不出席頒獎禮，但新城
仍義不容辭頒獎給他們，希望他們仍視香港為基地。不過，仍有不少缺席
歌手但成績不俗的如周柏豪、吳雨霏、薛凱琪與麥浚龍等，都因缺席沒獎
似有不公平之嫌。

克勤日本自拍短片多謝
張敬軒今年連獲4個大獎，包括勁爆歌手、勁爆歌曲、年度歌手大獎

和年度歌曲大獎，成為男歌手中的大贏家。謝安琪在女歌手中成績最好，
先後獲勁爆歌手、全球歌手大獎、國語歌曲及勁爆歌曲獎，而全球勁爆歌
曲則由G.E.M.的《多遠都要在一起》獲得，年度新人王就分別是陳凱彤和
吳業坤。容祖兒與G.E.M.雖然缺席頒獎禮，但獲頒發獎項並預先拍下得獎
感受片段，祖兒稱抱歉未能到現場領獎，表示會繼續努力，並多謝唱片公
司、一直支持她的歌迷和幫她做好多好歌的音樂人。G.E.M.就稱近兩年因
不停飛很少機會見到大家，對大家仍支持她的音樂很感動，在2016年會是
她學習更多的一年，希望繼續帶給大家好的表演和音樂，不會辜負大家的
期望。身在日本的李克勤就自拍短片，笑言在行街時突然接到消息奪得兩
個獎，要即時拍片多謝新城。
另外，泳兒26日晚雖獲三獎而回，但提到因爆血管昏迷入院的母親，

泳兒仍難忍淚水，她說：“原本沒想過要哭，但冥冥中注定了，作為平凡
的人只能堅強面對，多謝公司同事一直幫忙，工作上能延遲的都推遲。”
泳兒稱今年獲三獎是最豐收的一年，她現在惟一可做的是每天給支持予家
人，並說道：“未來仍有漫長的路要走，我已想好要堅強、積極面對，傷
心一定有，因為是家人，但家人也希望我在工作上更努力，相信有這一
天，當媽咪醒後、有意識後，除了知道我照顧她外，知我在工作上有成績
會更安慰。”

■■吳業坤拿下勁吳業坤拿下勁
爆年度新人王爆年度新人王。。

■提到因爆
血管昏迷入
院的母親，
泳兒難忍淚
水。

■■容祖兒缺容祖兒缺
席頒獎禮席頒獎禮，，
預先拍下得預先拍下得
獎 感 受 片獎 感 受 片
段段。。

■■身在日本的李克勤就自拍短片多身在日本的李克勤就自拍短片多
謝新城謝新城。。

■■鍾舒漫腳踏三吋高跟鞋勁歌熱舞鍾舒漫腳踏三吋高跟鞋勁歌熱舞。。莫雪芝攝莫雪芝攝

■■成為大贏家的軒仔開懷大笑成為大贏家的軒仔開懷大笑。。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謝安琪獲四個獎謝安琪獲四個獎，，成為女成為女
歌手中的大贏家歌手中的大贏家。。莫雪芝攝莫雪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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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團歐洲團
* 西歐五國10天
* 瑞捷奧匈10天
* 義大利蔚蘭海岸12天
* 歐洲十國17天
* 西歐及義大利17天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月至9月出發
* 加勒比海4/5/7天
* 阿拉斯加7天
* 地中海7天
* 夏威夷7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美國精華團美國精華團
*美東5/6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加東6/8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西精華4-10天團（買二送一）*黃石公園7天團(買二送一）*加拿大洛磯山7天團(買二送一）*夏威夷4-7天團*佛州迪斯尼4-8天團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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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捷旅遊快捷旅遊快捷旅遊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ASAP Travelwize
www.asaptravelwize.com

˙$49 8天江南遊（全年放行）
˙$99 8天北京承德天律皇家御景團（新）（特價）
˙5/4 11天九寨溝﹑峨嵋山﹑張家界之旅
˙5/28 7天黃石公園（有買二送一）
˙6/8 6天美東豪華遊（有買二送一/二）專人帶團
˙不同天數美東﹑美西﹑夏威夷團(有買二送一)
˙各大城市機票＋酒店套餐
˙代理各大遊輪公司及4.5.7天歡樂遊輪由蓋文斯
頓港出發
＊ ＊機場接送服務﹐待客以誠﹐服務至上

專辦本地特色團﹑遊輪﹑各地旅遊團﹐代辦簽證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玻璃橋﹑黃石公園﹑
總統巨石公園﹑拱門
7天遊(New新)
＄368元起（買二送一）
4月30日之前付錢減$20元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713713))774774--11171117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
TRAVELNETTRAVELNET FAX: (713)774-1460

$399上海往返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 代理豪華遊輪專賣店

星﹑馬﹑泰十一日$1399元起
泰國風情六﹑七日$799元起
日本風情系列遊$1099元起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全新中國特價團
●東北冰雪世界七天 399元
●桂林﹐龍勝﹐陽朔六天 199元
●七彩雲南超值七/八天 99/199元
●張家界鳳凰超值七天 99元
●海南/三亞/海口 五天 99元(不包括機票)

●北京九天 99元
●上海八天 49元

機票
震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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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
全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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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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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肉燒賣
手抓餅

芝麻大餅
手擀麵條
韭菜餡餅

純手工製作麵食純手工製作麵食特 價特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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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雜湯
尖椒幹豆腐
東北鍋包肉

啤酒魚
活魚豆腐湯
拔絲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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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可以登錄可以登錄：：1818song.comsong.com

筍殼魚(一條)
$16.95

椒鹽小河蝦
$8.95

星期日 2015年12月27日 Sunday, Dec. 27, 2015 星期日 2015年12月27日 Sunday, Dec. 27, 2015

只有張清芳，能在出道 30 年
、淡出歌壇10年後，重返舞台，
依舊是芳華盛宴，一開口， 「東
方不敗」再添勝績，雖然她說，
自己 5 年前一場手術，驚覺不再
「那麼」年輕。

開場，在皇家花園舞台上，
一身流金光燦的張清芳現身，49

歲，芳華正茂，依舊
是歌迷心中的女神。
儘管 10 年前遠嫁香港
，5年前復出演唱會，
一度傳出封麥，這次
為公益捐千萬元，昨
（26）起連兩日在小
巨蛋 「芳華盛宴─致
最美好的時光」開唱
。

8000 萬元的大製作
，滿世界找來的 9 套
華服，都只是華麗的
襯 托 ， 張 清 芳 開 場
「你喜歡我的歌嗎？

」，萬名觀眾就是答案，串起
「加州陽光」、 「Mens Talk」、
「激情過後」共26首歌，當年曲

曲皆寫下銷量傳奇，如今經音樂
總監李宗盛重新編曲，張清芳原
key重現，歌聲如寶劍，威力不減
。

張清芳笑說，上次開唱話說

太少，但這次雖想多聊： 「我話
還是少說一點，因為唱歌機會少
，都要 『看人家臉色』。」一直
被傳阻止她開唱的老公宋學仁，
攜二個寶貝兒子、還有高齡95的
公公都在包廂看她唱歌，媽媽也
到場。

嘉賓請來庾澄慶跟張艾嘉。
前者來與 「黑貓姐」合唱 「山頂
黑狗兄」。張清芳還記得自己 20
歲生日時從哈林處收到的是一只
小垃圾桶，並透露曾見過他帶著
兒子冬泳，大讚他是節儉、嚴格
、環保好男人，所以決定要 「保
持距離」，並祝近來傳出戀情的
他 「未來的日子，有美好的結果
」。

張清芳的出道曲 「這些日子
以來」，由張艾嘉取代范怡文合
唱，她謝謝張艾嘉不僅是她香港
婚禮的見證，也一直照顧她。之
後連串電影主題曲， 「這樣愛你
對不對」時，螢幕播放的是電影

「想念的季節」片段，有著年輕
的張艾嘉與第一次演電影的李宗
盛。唱著唱著，阿芳落淚： 「回
憶真的是很可怕的東西。」張艾
嘉回應： 「是啊，當年帥的男主
角，李宗盛也是排名第二。」她
再獨唱坐在控台的李宗盛曾淚崩
舞台的 「愛的代價」。

唱著 「我還年輕」，張清芳
說： 「唱這歌時，我非常年輕，
現在也是很年輕。」但她稍後以
VCR感性告白： 「今晚的聚會，
是我50歲前夕，和你們最重要的
一場約會。原來，我一直都沒有
離開。」她透露上次開唱後悄悄
動了一場手術（切除子宮頸病變
部分），也因此驚覺從前那個隨
心所欲唱著 「我還年輕」的張清
芳，已經沒 「那麼」年輕了。

現今的歌壇不敗，出自 1984
年 「大學城」冠軍，安排 「偶然
」民歌組曲，重返少女時代；她
一路紅過90年代，也唱了同期歌

手的作品，包括林慧萍 「情難枕
」及潘越雲 「我是不是你最疼愛
的人」等。

今晚台北還有一場演出，接
下來明年1月9日的高雄場，再以
後呢？江蕙送的花籃寫著： 「請
繼續唱，不准學我。」

張清芳重返舞台張清芳重返舞台
依舊依舊 「「芳華盛宴芳華盛宴」」

包偉銘和劉依純26日到影城出席公益
活動，陪家扶中心的小朋友觀賞電影 「史
努比」，劉依純看到小朋友母愛噴發：
「每次出席這樣的公益活動，都忍不住想

說自己也來生一個，但還是要看緣份。」
想要男孩女孩？她笑回 「想生女生，因為
這樣可以每天把她打扮成小公主。」

面對新婚後的第一個聖
誕節，寵妻無上限的包
偉銘竟說： 「老婆什麼
都不缺，我也想不出來
要送她什麼禮物。」不
過他還是包聖誕紅包給

嬌妻，據悉金額高達 6 位數，果然是貼心
好老公。

而包偉銘日前上購物台推銷生髮產品
，但他髮量豐厚，和禿頭似乎絕緣，他笑
說： 「很多朋友看到都打來問我，其實30
歲之後，我腦勺上的頭髮就漸漸稀疏，不

知道是不是
因為用腦過
度，不過前
後的髮量還
是很多啦，
靠吹整還過
得去，而且
我沒戴假髮
喔！」他也
強調，試用
過產品，髮
量狀況確實
有所改善，
才會上電視
推薦給觀眾
。

劉依純做公益
母愛噴發想生女寶

紀曉君秀美聲歌喉，陳亞蘭難得的歌
仔戲小生 「硬漢」性格，竟也一時感動啜
泣不已，情緒久久難以平復，嚇得豬哥亮
一邊安慰一邊忙打圓場，頭一遭慌到手足
無措。

「華視天王豬哥秀」邀紀曉君、傅薇
、JR紀言愷上節目，紀曉君台語很破，為
展現誠意特別苦練台語、台語歌，結果先
是和豬哥亮雞同鴨講，後一曲 「阿嬤的話
」，唱到副
歌 高 音 處
「阿嬤你今

嘛底叨位」
激情高昂，
台下工作人
員、現場觀
眾已頻頻拭
淚，猛一看
，陳亞蘭竟
也在一旁獨
自啜泣不已
，勾起許多
人感念親情
回憶，豬哥

亮則是感動憶兒時，
但他男兒有淚不輕彈
，大讚紀曉君： 「真
是唱的比說的好聽。
」

紀曉君則透露，以前唱到此曲，台上
不免真情流露，常哭到唱不下去，後來竟
是妹妹家家說： 「觀眾買票是來聽你唱歌
，不是來看你哭的。」也因此練就將淚水
化作情感投入，詮釋動人好歌的功力。豬
哥亮日前捐出 30 件主持秀服義賣，共 28
件成功結標，2件未於時間內匯款放棄，
所得8萬元善款全數捐給公益團體至善基
金會幫助貧童就學。

紀曉君美聲催淚
豬哥亮讚唱的比說的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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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台灣學校舉辦芝加哥台灣學校舉辦20152015年會暨聖誕聯歡餐會年會暨聖誕聯歡餐會

(本報記者/ 張耀淑 / 採訪報導)
芝加哥台灣學校於 12 月 19 日

星期六中午，在芝加哥僑教中心舉
辦2015年會及聖誕聯歡餐會，並且
舉行新任理事選舉。出席當天聯歡
會的有駐芝加哥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組長林易民、商務組組長孫良
輔、教育組秘書董慶豐、僑教中心
主任王偉讚、副主任葉子貞、臺美
商會會長陳聰能、僑務委員想項邦
珍等貴賓以及鄉親及僑界朋友近
一百人歡聚一堂。精彩的表演、美
食佳餚、豐富禮品抽獎，讓大家共
同度過了一個熱情、溫馨、難忘的
週末下午。

聯歡會是由台灣學校副理事長
李香蘭教授擔任主持，首先由台灣
學校校長陳佳和致詞，當天是入冬
以來最寒冷的一天，感謝各位鄉親
朋友不畏天寒歡聚一堂，也感謝辦
事處和僑教中心的全力支持。台灣
學校提供許多豐富的課程，有樂器
班、料理班等並且教授多樣語文，
發揚台灣文化，希望大家能夠一起
學習。陳理事長表示，在 2016 年將
會舉辦更多、更有意義，推展臺灣

文化的活動。理事長也一一介紹了
台灣學校的理事，並且感謝大家的
全力支持。

駐芝加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組
長林易民在應邀致詞時表示，很高
興能夠參加台灣學校所舉辦的新
年聯歡會，他也肯定學校服務僑社
，推廣台灣文化的貢獻，希望透過
台灣學校可以讓更多國際友人認
識台灣語言及精緻的多元文化，成
功的把台灣特色文化推廣到美國
主流。

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在應邀致
詞時表示，很高興參加當天芝加哥
台灣學校舉辦 2015 年會及聯歡大
會。中心在此除了服務地方鄉親、
提供場地之外，現在有一個很重要
的任務要推展，希望把中心當做是
一個臺灣之窗，做為一個能夠讓當
地主流、學校的學生等認識臺灣的
地點。王主任繼續表示，僑教中心
準備開始進行臺灣文化導覽的相
關系列活動，這是由僑委會和許多
當地的志工們，一起來針對主流人
士及學校的學生做臺灣文化的推
廣。目前在中心設置了一間導覽室

，把相關的臺灣民俗文
物，例如布袋戲、歌仔
戲等等展示，同時也會
有一些相關的文化示
範和動手做的一些課
程，希望透過這些多元
、生動的方式，能夠對
主流人士介紹推廣臺
灣文化，讓更多人了解
精緻多元的臺灣文化。

接著是由台灣社
區教會聖歌隊演唱兩
首「歌頌聖誕」及「希望
源自於何處」，優美動
人的歌聲，贏得全場熱
烈的掌聲。

台灣學校財務長
顏幸一醫師，在年會上
報告了過去一年來的
財務狀況；台灣學校校
長陳佳和報告過去一年來的校務
活動，並且肯定學員們一年來學習
認真的表現，感謝教師們教學的辛
勞以及愛心的付出。二月份在僑教
中心慶祝元宵節所舉辦的台灣小
吃義賣；五月份舉辦「台灣傳統週」

東華大學的舞蹈；到Oak Park室內
植物園郊遊；八月份所舉辦的仲夏
夜室內樂饗宴、十月份所舉辦的芝
加哥蕭泰然老師紀念音樂會、十一
月份所舉辦的芝加哥台灣同鄉感
恩節午餐聚餐/點亮台灣。

陳校長在餐會中並宣佈了選舉
後的兩位新理事，鍾美雲和李妙珠
；也一一介紹2016年多彩多姿的的
課程：西班牙語、日語、鋼琴課、烹
飪班等。並且頒發特別貢獻獎牌給
勞苦功高的理事及卸任校長。

節目的壓軸，是由台灣媽媽社
團協辦的成人聖誕節創意裝飾毛
衣走秀，成人們個個頗有名模架式
、表情一籮筐，他們 精彩的演出，可
謂一鳴驚人，讓人耳目一新，歡聲
笑語high翻全場，贏得現場掌聲不
斷。

晚會最後舉行抽獎活動，獎品
內容豐富，中獎人個個興高采烈。
台灣學校也為大家準備了許多美
味可口的佳餚供鄉親朋友享用。整
個聯歡會在充滿溫馨、歡樂的氣氛
中圓滿落幕。

校長陳佳和校長陳佳和((右二右二))與貴賓合影與貴賓合影,(,(右一右一))為中心主任王偉讚為中心主任王偉讚

校長陳佳和校長陳佳和::感謝鄉親感謝鄉親 家長全力支持家長全力支持 教學多樣化教學多樣化

台灣學校校長陳佳和致詞台灣學校校長陳佳和致詞 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致詞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致詞
駐芝加哥台北駐芝加哥台北

經文處組長林易民致詞經文處組長林易民致詞
台灣學校財務長台灣學校財務長
顏幸一報告財務狀況顏幸一報告財務狀況

台灣學校副理事長台灣學校副理事長
李香蘭教授擔任主持李香蘭教授擔任主持

校長陳佳和校長陳佳和((右一右一))頒發特別貢獻獎牌給理事及卸任校長頒發特別貢獻獎牌給理事及卸任校長 校長陳佳和及理事們與貴賓們於民俗文物展示室合影校長陳佳和及理事們與貴賓們於民俗文物展示室合影
周念雯周念雯((中中))抽中駐芝加哥台北抽中駐芝加哥台北

經文處處長何震寰所贈送百元禮卡經文處處長何震寰所贈送百元禮卡

參加聖誕節創意裝飾毛衣走秀的參賽者合影參加聖誕節創意裝飾毛衣走秀的參賽者合影
新任理事鍾美雲新任理事鍾美雲((右右))抽中抽中

教育組秘書董慶豐所贈送的禮卡教育組秘書董慶豐所贈送的禮卡 台灣社區教會聖歌隊演唱兩首台灣社區教會聖歌隊演唱兩首「「歌頌聖誕歌頌聖誕」」及及「「希望源自於何處希望源自於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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