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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搶劫案件陡增 最近有兩個搶劫和殺人案件
請注意您的安全和保護您的財產

StaffordStafford雙語小學新春園遊會文化表演雙語小學新春園遊會文化表演 年味十足年味十足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歡慶農曆春節，並展現華語
和越南語沉浸式課程學習成果，Stafford雙語小學8日大年初一
舉辦新春園遊會及文化表演活動，節目內容包括兒歌帶動唱、
武術表演、彩帶舞、舞龍舞獅及說吉祥話、領紅包等應景活動

；表演看台旁也有各式各樣美勞、遊戲、燈籠
和書法示範等互動攤位，現場熱鬧年味十足。

Stafford 雙語小學校長 Dr. Valerie Orum 表
示，學生從課堂與日常生活中的學習過程點點
滴滴累積，再透過文化表演形式展現學習成果
，非常具有教育意義；有的學生透過課堂上學
習已經會與用中文或越南文向人指路，代表沉
浸式教學對孩子學習語言上的助益。Dr. Val-
erie Orum 說，農曆過年相當熱鬧，除了應景
感受一下年節氣氛，也教導學生對於文化的欣
賞和多元性的尊重。

節目豐富多采，其中，幼兒園小朋友帶來
的 「找朋友」兒歌表演、二年級的 「小蘋果」、三年級小朋友
也帶來 「祥獅獻瑞」和四年級學生的 「One Night in Beijig」以
及越南文沉浸課程多元化傳統文化表演，逗趣演出，現場直接
驗收孩子們的學習成效。

四年級中英文課程教師黃哲馨(Jocelyn Huang)表示，中文
沉浸式教學採全中文授課，不只語文如此，數學、自然科學等
課程也是採全中文形式，孩子自然而然習慣中文，熟能生巧，
藉由文化表演，刺激學生學習動機，學習上更有成就感。

Dr. Valerie Orum介紹，目前學校擁有中文和越南文兩種選
修語言，該兩種語言皆有沉浸式教學，學生可自由選擇。學校
鼓勵學生多接觸第二語言的學習，透過英語和第二外語的相互
學習模式，學科教學會更紮實，同時學生能汲取更多知識，並
了解多元文化重要性。

新春園遊會召集人黃以法照例在書法世範攤位中，帶領學
生寫春聯，並請僑社書法大師江震遠現場揮毫，介紹正體中文
的原始意涵與書寫美學，吸引小朋友圍觀。江震遠現場大筆一
揮 「新年快樂」，讓小朋友感受中華文化博大精深魅力。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案件1: 槍殺休斯頓麥當勞老闆報
案獎金增加至 5萬美元 - Carroll Oliver是回饋社區的休斯頓
麥當勞業主，但上個月幾個劫匪冷酷地槍殺了他，犯罪嫌疑
人仍在逃。現在當局希望增加獎勵能將殺人的嫌疑犯繩之於
法。休斯頓警察局兇殺科的制止犯罪部門辦公室要求的公眾
提供舉報犯罪嫌疑人的幫助。獎金從以前的$ 35,000增加到
現在的$ 50,000。

2016 年 1 月 11 日上午 9:40 左右，Carroll Oliver 在位於
5300East Freeway他的麥當勞餐廳停車場被開白色多功能新
車的幾個黑人和西班牙裔男子走近。犯罪嫌疑人在行劫過程
中開槍命中Carroll Oliver然後開車向西逃竄。Carroll Oliver
當場死亡。如果您對此犯罪案有任何的信息，請撥打
713-222-TIPS（8477）提供舉報犯罪嫌疑人的信息並獲得
獎金。

案件2: 兩名白人男子 搶劫Phillips 66加油站並打死了店
員 - 劫匪昨晚在北休斯頓加油站搶劫過程中開槍打死了店
員，劫匪現在在逃。劫案昨晚發生在 9 點之前，在位於
North Main 和Airlines 路口的Phillips 66加油站。錄像顯示兩
名嫌疑男子蒙面衝進店，開槍打死店員，客戶在恐懼中躲藏
起來。男子很快衝進店，一個跳到櫃檯後面，開始搶空收款
機。警方說，當蒙面男子搶錢時另一名僱員和幾名顧客衝進
店裡冰櫃室內藏身。不到一分鐘兩名嫌疑男子消失在夜幕裡
。休斯頓警察局的 Vinogradov說，“警察來到店裡發現了
一個男人死在櫃檯後面，店內並有幾個證人作證死的人是店
員。”店員被送往醫院，但沒有生存，休斯頓警方描述犯罪
嫌疑人是兩名白人男子。如果您有任何信息，您可致電休斯
敦警察局。

學生表演武術和彩帶舞學生表演武術和彩帶舞。。((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StaffordStafford小學校長小學校長. Valerie Orum(. Valerie Orum(左起左起))、、四年級教師黃哲馨四年級教師黃哲馨、、新春園遊會召集人新春園遊會召集人
黃以法夫婦與學生家長合影黃以法夫婦與學生家長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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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拉朱旺- 巴特爾夢想運動學院精英賽圓滿落幕！

來自中國深圳二實驗中學和山東日照一中的同學們來自中國深圳二實驗中學和山東日照一中的同學們。。奧拉朱旺奧拉朱旺-- 巴特爾夢想運動學院首屆精英賽不久前圓滿落幕巴特爾夢想運動學院首屆精英賽不久前圓滿落幕。。

奧拉朱旺關心來自中國的球員們的感受奧拉朱旺關心來自中國的球員們的感受。。

奧拉朱旺與深圳二實驗中學的同學們合影留念奧拉朱旺與深圳二實驗中學的同學們合影留念。。

中美兩國的學生們通過比賽彼此增加了友誼中美兩國的學生們通過比賽彼此增加了友誼。。

奧拉朱旺為來自中國的教練們頒發紀念品奧拉朱旺為來自中國的教練們頒發紀念品。。 每個來自中國的球員都覺得受益匪淺每個來自中國的球員都覺得受益匪淺。。

奧拉朱旺為冠軍頒獎奧拉朱旺為冠軍頒獎。。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巿
人對風味獨特的巴西烤肉總是情
有獨鍾。由於其價 格不菲，每人
份要 30 至 50 多元，總令人望而
怯步。一家位於Westheimer 大道
與 Stoney Brook Dr. 交 口 上 的
「Churrasca. 巴西烤肉店」於五個月前新開幕

，其老闆是台灣人，在德州的 Lubbock 及
Midland 開設巴西烤肉店，生意十分紅火，現
將他們最擅長的 「巴西烤肉」 風味介紹到休
士頓來，不僅沙拉吧及烤肉獨樹一幟，是在別
家吃不到的好口味，連價格都非常大眾化，人
人都吃得起，中午每人份$22.50 元，晚間是
$33.50 元，是年節假期，闔家歡聚，招待親友
，公司聚餐最理想的去處。

高喬人(Gauchos) 在巴西廣袤的平原和肥
沃的土地中，讓大群牛漫遊吃草養育他們。在
一天結束的時候，他們圍繞燒烤 (Churrasco) 酒
店，在火坑爐或烤架旁邊聚集，享受巴西Por-
to Alegre方式的烤肉。今天，我們的高喬師傅
們仍然熟練地為您燒烤16種不同肉類，持續的
提供每一項烤肉的桌邊服務。

我們邀請您品嚐我們高喬廚師為你準備
的 美味沙拉吧，正宗的巴西小菜，和屢獲殊
榮獎的美味葡萄酒。在Churrasca，我們擁有同
樣的激情和慾望，將 Churrasco燒烤經驗呈現
給我們的客人。從石燒烤到我們的木炭燒烤，
客人會有回到高喬人家園的感覺。

當你坐在我們歡樂的氛中，你可以決定首
先開始喝雞尾酒或從我們儲備充足廣泛的酒吧
中喝一杯酒。然後，客人將被邀請參觀第一批
次的膳食。坐落在餐廳中心的豐富和宴會式沙
拉吧，備有每一種蔬菜，臘肉，異國情調的奶

酪和砂鍋。因此，素食者會發現沙拉吧有充足
的營養，不會感到失望。

在我們豐富的沙拉吧，我們只提供最新鮮
的綠色蔬菜，醃製肉類，奶酪和更多的精緻美
食。

Churrasca 另外還備有各種各樣的種類的精
選美酒和儲藏豐富的酒吧。

當我們的客人將巴西的用餐紅牌轉向另一
側，露出了綠色牌，高喬服務師會立刻到達桌
邊服務，並開始提供鮮美多汁的烤肉。當我客
人將綠卡返回到紅方，高喬服務師將暫停提供
肉食的服務。鮮美多汁的烤肉包括羊肉，豬肉
，雞肉和牛肉，每一位客人將覺得很開心，吃
到酒足烤肉飽。額外的服務包括享受各式小菜
，如大蒜土豆泥，米飯和我們美味的奶酪卷。

我們誠摯邀請您來體驗“巴西烤肉的風味
”。

Churrasca 也提供包房作為提供理想的婚禮
晚宴彩排和接待，展示，會議，辦公聚會或會
議，家庭和私人用餐服務。

請訪問 CharrusaLubbock.com 的信息和價
格。

Churrasca 巴西烤肉，是正宗巴西燒烤，讓
您體驗熱情，享受美食，現又新增海鮮口味，
歡迎前往品嚐。該店地址：7801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77063, 訂 位 專 綫 ： （713）
677-0154

ChurrascaChurrasca 巴西烤肉店巴西烤肉店，，提供最道地＂巴西烤肉的風味＂提供最道地＂巴西烤肉的風味＂
令您吃到酒足烤肉飽令您吃到酒足烤肉飽，，可提供包房可提供包房，，是晚宴是晚宴，，聚會聚會，，家庭聚餐的理想場所家庭聚餐的理想場所

恆豐銀行昨天上午拔得頭籌恆豐銀行昨天上午拔得頭籌
率先舉行春節舞龍舞獅慶賀活動率先舉行春節舞龍舞獅慶賀活動

Picanha -Picanha - 我 們 的我 們 的
餐廳特色餐廳特色，，最好的最好的
牛腩牛腩。。

AlcatraAlcatra –– 頂部牛頂部牛
腩腩，，一個精彩一個精彩，，美美
味的燒烤牛肉味的燒烤牛肉。。FraldinhaFraldinha –– 底底

部牛腩部牛腩，，我們最我們最
嫩的燒烤牛肉之嫩的燒烤牛肉之
一一。。

Filet Mignon eFilet Mignon e
Frango -Frango - 雞胸肉或雞胸肉或
菲力牛排包裹在培菲力牛排包裹在培
根內根內。。

Frango e LinguicaFrango e Linguica –– 一一
個完美的搭配個完美的搭配！！醃製雞醃製雞
腿或豬肉香腸腿或豬肉香腸。。

CordeiroCordeiro –調味完美–調味完美
的羊腿肉或羊排的羊腿肉或羊排。。

PorcoPorco –– 特選鮮美多汁特選鮮美多汁
的排骨肉或浸透意大利的排骨肉或浸透意大利
巴馬乾酪的腰部肉巴馬乾酪的腰部肉。。

Costela de BoiCostela de Boi –– 牛肉牛肉
肋骨肉肋骨肉，，有豐富大理石有豐富大理石
花紋花紋，，同時提供鮮美的同時提供鮮美的
風味和鮮嫩質地風味和鮮嫩質地。。

恆豐銀行於昨天（ 大年初
一） 上午九時，拔得頭籌率先
舉行春節舞龍舞獅慶賀活動。
由 「李金龍龍獅團」 擔綱演出
，吸引了附近居民，該行客戶

多人前往觀賞，只見現場一片
人山人海，大家忙著觀賞，拍
照。

恆豐銀行也拿出茶點，點
心，咖啡招待各界，最後在恆

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率領全體
董事，行員的大合照中完滿結
束，全場充溢一片年節的喜氣
。

圖文圖文：： 秦鴻鈞秦鴻鈞

Ribeye -Ribeye -最被看好的最被看好的
和喜愛的烤肉和喜愛的烤肉，，簡簡
單地用海鹽調味單地用海鹽調味。。 Filet MignonFilet Mignon –– 最鮮嫩最鮮嫩

多汁的菲力牛排肉多汁的菲力牛排肉，，
用輕量海鹽調味用輕量海鹽調味。。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歡慶2016
年中國農曆猴年，休士頓火箭隊也趕搭春
節列車，不只6日晚在自家主場對戰波特
蘭拓荒者為 「中國新年之夜」 (Chinese
new year night)，接著新年期間，兩場客
場9日對戰金州勇士、10日拓荒者隊，都
會披上印有火箭字樣的球衣馳騁球場，應
景慶祝，回饋球迷。

「中國新年之夜」當天活動，火箭除
穿上應景中文球衣，同時中場休息也安排
一系列中華文化舞蹈表演活動，濃厚中國
特色的彩帶舞，色彩鮮豔的中國風味服裝
和道具，襯托球場春意盎然的吉祥如意氛
圍，即使當天火箭奮勇一搏仍輸球，現場
球迷還是感受喜慶年味。

火箭老闆亞歷山大(Leslie Alexander)表
示，球隊很驕傲再次穿上中國特色球衣回
饋在中國的球迷，並慶祝中國傳統農曆新

年。他說，火箭隊和中國球迷保持長期聯
繫，也具有深厚淵源，自1994年第一次在
中國直播 NBA 比賽，到之後火箭傳奇球
星姚明傑出的職業生涯，2004年火箭又首
次參加 NBA 中國賽， 「希望這樣的傳統
能延續下去」。

火箭長期用心經營中國市場，與中國
球迷保持良好互動，有目共睹，所以今年
照樣熱情邀請廣大華人球迷歡度盛大節慶
。火箭之前有中國看板球星 「移動長城」
姚明在陣中效力長達九年，現效力夏洛特
黃蜂隊的華裔球星林書豪也曾服務火箭兩
球季，充分顯示火箭堪稱最具 「中國味」
的NBA球隊。

還想看火箭披掛中文字樣球衣的球迷
，可注意另兩場客場比賽，2月9 日隊戰
金州勇士與2月10日再戰拓荒者隊，都可
感受新年氣氛。

火箭應景火箭應景慶中國新年慶中國新年超吸睛超吸睛

火箭應景慶祝中國新年火箭應景慶祝中國新年，，球場大屏幕播放中文賀詞球場大屏幕播放中文賀詞。。((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休士頓／秦鴻鈞）中國佛
教大年夜上頭香的習俗由來已久

，。中華民國駐休士頓 「台北經
文處」 黃處長於除夕當天赴休士

頓附近各大寺廟上香，為國家祈
福，也為除夕夜南台灣的地震傷

亡者祈求，願亡者往生淨
土，傷者迅速痊癒。黃處
長在除夕當天中午赴佛光
山中美寺，晚間刞赴中台
禪寺，玉佛寺 ，密儀雷藏
寺，天后廟，美國德州 關
帝廟，及潮州會館本頭公
廟拜會，上香。陪同前往
拜會的包括： 副處長齊永
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李美姿副主任，及各級
官員： 董凱峰主事，何仁
傑組長，吳宜侃秘書，俞
欣嫻秘書，及陳偉玲秘書
，僑務委員黎淑瑛，劉秀
美，及中華公所共同主席
羅秀娟等人。

黃處長至每家佛寺，
都與住持茶敘。並參加他

們除夕夜的祈福法會。中台禪寺
見曇法師介紹中台在台灣北中南
各地發展的情形。玉佛寺宏意法
師刞介紹中文學校成立的緣由，
以及壁上所雕的宋無門慧開禪師
的偈子：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
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
，便是人間好時節。 」 這首星
雲大師每次演講時都會 提到的偈
子，也代表修佛人的心境。一行
來到密儀雷藏寺，也按該佛寺的
習俗，由黃處長及僑教中心莊主
任，分別向該寺代表釋蓮進法師
及林暉焜董事長獻哈達，該寺廟
也致贈吉祥符及紅包利事，林暉
焜董事長代表該寺致贈一千元急
難救助金發放地震災民。而另二
家玉佛寺，及中台禪寺，也由黃
處長，莊主任及兩位僑務委員捐
贈紅包，對方也反饋紅包及佛教
禮品。

台北經文處黃處長除夕夜拜訪諸佛寺
祈求台灣國泰民安，並為地震傷亡者祈福

圖為圖為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處長黃處長（（ 中中），），僑教中心莊主任僑教中心莊主任
（（ 左左）） 向中台禪寺致贈年節利是向中台禪寺致贈年節利是，，由中台禪寺住持見由中台禪寺住持見
曇法師曇法師（（ 右右））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處長黃處長（（ 中中）） 一行一行，，拜訪玉佛寺與玉佛寺淨海老和尚拜訪玉佛寺與玉佛寺淨海老和尚
（（ 中右中右），），及宏意法師及宏意法師（（ 中左中左）） 及在場的玉佛寺義工合影及在場的玉佛寺義工合影。。 （（ 記者秦鴻鈞記者秦鴻鈞
攝攝））

圖為黃處長一行拜訪密儀雷藏寺與該寺代表合影圖為黃處長一行拜訪密儀雷藏寺與該寺代表合影（（ 左左
起起）） 密儀雷藏寺董事長林暉焜密儀雷藏寺董事長林暉焜，，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釋蓮進法師釋蓮進法師，，僑務委僑務委
員黎淑瑛員黎淑瑛，，劉秀美劉秀美。。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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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10:00a.m. 英語崇拜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10:00a.m. 中文主日學 Chinese Sunday School
10:00a.m. 兒童崇拜 Children Worship
11:15a.m.中文崇拜(粵語/國語)Chinese Worship Service
11:15a.m. 英語主日學 English Sunday School
1:30p.m. 中文學校(九月開課)Chinese Schoo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WEB:www.cbchouston.org

何國明主任牧師、王浩詒牧師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 713-461-0963 Fax: 713-461-5186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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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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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崇拜、粵/國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普通話翻譯)、英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高中 SAT 補習班
週五生活團契、普通話小組及其他聚會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禮拜六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張文傳博士
主任牧師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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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Phone:281-933-6660
Fax: 281-933-6662

Tapioca KingTapioca KingTapioca King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包括﹕圖片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七天營業

例湯水果

八人和菜 $1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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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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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6.95
四人和菜 $45.95
五人和菜 $55.95
六人和菜$6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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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宮保雞
咕嚕肉
豉汁青口
酸菜肉絲
四季豆
椒鹽鴨下巴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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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6年2月9日 Tuesday, February. 9, 2016 星期二 2016年2月9日 Tuesday, February. 9, 2016

掘金擒猛龍掘金擒猛龍
NBANBA 常規賽激戰常規賽激戰 99

場場 ，， 其中掘金主場以其中掘金主場以
112112--9393擊敗猛龍擊敗猛龍，，結束結束
對手創隊史紀錄的對手創隊史紀錄的1111連連
勝勝。。圖為比賽精彩瞬間圖為比賽精彩瞬間。。

20152015//1616賽季英格蘭足總杯第賽季英格蘭足總杯第44輪壹場焦點戰在維拉公園球場展開輪壹場焦點戰在維拉公園球場展開
角逐角逐，，曼城客場曼城客場44比比00大勝阿斯頓維拉大勝阿斯頓維拉，，伊赫納喬上演帽子戲法並助攻伊赫納喬上演帽子戲法並助攻
斯特林進球斯特林進球。。

[[足總杯足總杯]]維拉維拉00--44曼城曼城

瑞士騎手奪冠指天吶喊瑞士騎手奪冠指天吶喊

瑞士蘇黎世瑞士蘇黎世，，FEIFEI場地障礙世界杯蘇黎世站場地障礙世界杯蘇黎世站，，瑞士瑞士
騎手騎手Pius SchwizerPius Schwizer策騎策騎PSG FuturePSG Future奪冠奪冠。。

韓星宋慧喬花90億韓元買豪宅

房子隱秘度極高

《諜影重重5》曝預告
馬特·達蒙正式回歸

荷蘭的“好聲音”也非原創

版權曾輸出26個國家

宋智孝測膽量嚇到躲李光洙身後
拍攝險中斷

近日，韓星宋慧喬以母親名義

斥資90億韓元，在首爾三成洞購入

一間別墅。據知情人士稱，宋慧喬

目前居住于三成洞，早前已購入同

區一間別墅，並預計近期遷往新址

。據悉，該別墅共 3層，總面積約

6200尺。

宋慧喬的豪宅附近富豪雲集，住

處私隱度極高，更有韓國比華利山之

稱。更有消息稱，即將生產的全智賢

在該區也有一棟價值75億韓元的房子

。

繼荷蘭Talpa公司以四億元高價

將“好聲音”版權轉賣給唐德，燦

星指責Talpa 單方面違約後，圍繞

“好聲音”的版權之爭又有了新的

消息。據報道，荷蘭Talpa公司在中

國賣出天價的《The Voice Of…》

模式因涉嫌抄襲他人創意、侵犯他

人智慧財產權，已在美國遭到起訴

。中國引進四年的“好聲音”原版

模式，其原創性陷入質疑。

據英國《衛報》此前的報道稱

，《The Voice Of…》版權方荷蘭

Talpa公司正面臨法庭的審判，因為

有人聲稱在2008年的時候已經登記

註冊了一個名叫The Voice of Amer-

ica美國之聲的真人秀節目版權。這

位名為Roy Barry的愛爾蘭人申述提

出，他是比Talpa更早提出Voice內

容想法的人，在2008年的時候，他

已經登記註冊了一個名叫“The

Voice of America”的真人秀節目版

權，評審們也是背對（觀眾） 無法

看到參賽者。Barry提出他是在美國

的一個專門為電視領域尋找新點子

的平臺叫Writers’ Vault（作家的金

庫） 上首先提出了這個想法，之後

在 2009 年 3月一個當時受雇于The

Entertainment Group-TEG公司的製作

人“查看了我的模式並且簽署了保

密協議”， 2010年TEG公司破產倒

閉，隨後該僱員進入Talpa工作，之

後Talpa就開始在全世界範圍內註冊

The Voice的相關名稱。

然而Talpa的發言人對此回應：

“我們堅定地反駁這個虛假的申訴

，這是一個絕對無事實基礎和不真

實的言論。我們會持續不斷地保護

我們的模式權利。”儘管Talpa公司

曾向美國法院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

申請，但美國法院在調查後確認，

多方證據顯示Talpa公司的駁回申請

不成立，目前此案在美國已經正式

進入司法程式。

早在四年前的 2012 年，Roy

Barry就曾因為英國BBC正式向Talpa

引進《The Voice Of…》模式而正

式提出交涉，這也就意味著，2012

年燦星製作引進Talpa模式製作《中

國好聲音》第一季的時候，該模式

的版權問題其實就存在爭議。

選秀節目《The voice》2010年

一經推出，就在荷蘭創下了收視奇

跡，其盲選和明星導師制的新穎模

式吸引了觀眾的好奇和追捧。

2011年，美國NBC購買該節目

版權，選擇了和人氣頗高、幾乎不

可撼動的《美國偶像》總決賽同時

段播出，正面對抗不落下風。目前

，《The voice》版權輸出到世界上

26個國家，在各地都收視火爆。

各國引進的《The Voice》被要

求全程“COPY”，包括海報四個評

委伸出的“V”形手勢都要和原版

一模一樣。所有的 logo和 logo的位

置都要一模一樣，包括角度，正一

點斜一點都不行。導師們拿麥克風

的手勢、旋轉座椅甚至節目現場紅

色的整體背景包裝等都要與《The

Voice》無異。

2012 年，浙江衛視播出首季

《中國好聲音》，同樣大獲成功。

目前《中國好聲音》已辦過四季，

而就在準備第五季《中國好聲音》

的當口，爆發了一場令人遺憾的授

權風波。

韓 國 綜

藝節目《Run-

ning Man》

自播出以來

就受到觀眾

喜歡，最新

一期節目的

錄製過程中

，各位成員

都要進行膽

量測試。向

來大膽且反

應機智的宋

智孝面對測

試時，卻被

嚇得躲在李

光洙身後，

玩疑似“恐

怖箱”的遊

戲時更驚到

大喊，幾乎

令拍攝要中

斷，見此情

景，劉在石

等人趕忙上

前安慰。

《諜影重重5》於全美最受矚目的

賽事超級碗期間發布首支預告，正式宣

告馬特· 達蒙回歸，同時也曝光影片英

文名為--JasonBourne.

在這支節奏極快的預告中，馬特·

達蒙飾演的傑森· 伯恩在沈寂多年後突

然現身，令各方震驚不已。在短短30

秒中，追車、格鬥、槍戰、爆炸戲份連

番上演，而伯恩的壹句“我記起了所有

事情。”更是將緊張的氣氛推到極致。

《諜影重重5》將由該系列最賣座

的第二、三部的導演保羅· 格林格拉斯

執導，剛剛憑借《丹麥女孩》提名奧斯

卡最佳女配角的新銳女星艾麗西亞· 維

坎德，以及老戲骨湯米· 李· 瓊斯實力參

演。

據悉，影片在倫敦、希臘、拉斯維

加斯等多地取景，故事背景是後斯諾登

時代紛爭不斷的世界。而重現江湖的伯

恩，則成為阻止壹場世界性危機的關鍵

人物。

本片將於7月29日北美上映。



CC66大陸影視 CC33各地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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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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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300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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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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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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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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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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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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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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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星期二 2016年2月9日 Tuesday, February. 9, 2016 星期二 2016年2月9日 Tuesday, February. 9, 2016僑 社 新 聞A05 Fri. Jan. 29, 2016 Chicago Chinese News 芝加哥時報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 A05

李紅衛/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合會執行會長、大芝加哥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上 )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周周 鋒鋒//採訪報導採訪報導））
11月月2323日下午日下午11時時，，華埠建埠百年華埠建埠百年

壁畫落成典禮相繼在華埠圖書館和壁畫落成典禮相繼在華埠圖書館和
壁畫現場隆重舉行壁畫現場隆重舉行。。此壁畫繪製于亞此壁畫繪製于亞
珠街與克拉克街交界處高架橋下的珠街與克拉克街交界處高架橋下的
兩堵墻上兩堵墻上，，寬寬9595英呎英呎、、高高99英呎至英呎至1515
英呎英呎，，成為華埠又一個美麗的新地標成為華埠又一個美麗的新地標

。。
因天氣寒冷因天氣寒冷，，只得只得 在華埠圖書館在華埠圖書館

舉行壁畫落成典禮舉行壁畫落成典禮。。在典禮上在典禮上，，主持主持
人美洲華裔博物館基金會會長梅秀人美洲華裔博物館基金會會長梅秀
蘭和壁畫籌備委員會主席陳增華蘭和壁畫籌備委員會主席陳增華（（華華
埠更好團結聯盟主席埠更好團結聯盟主席））等人介紹了籌等人介紹了籌
備建立壁畫的有關情況備建立壁畫的有關情況。。20122012 年是年是

華埠建埠華埠建埠 100100 週年週年。。為了隆重慶祝為了隆重慶祝，，
當時的華商會會長徐佐寰策劃在華當時的華商會會長徐佐寰策劃在華
埠中心位置繪製兩幅大型壁畫埠中心位置繪製兩幅大型壁畫。。他向他向
蘇禮仕區長申請經費蘇禮仕區長申請經費，，區長找伊州第區長找伊州第
二選區眾議員艾瑟維多協助申請二選區眾議員艾瑟維多協助申請。。幾幾
經周折經周折，，鑒於此壁畫是大型公共藝術鑒於此壁畫是大型公共藝術
創作創作，，用於表彰華人對芝加哥的貢獻用於表彰華人對芝加哥的貢獻

，，州政府答應撥款州政府答應撥款 1010 萬美元萬美元。。之後之後，，
尋覓建立創作團隊也大費周折尋覓建立創作團隊也大費周折，，所以所以
歷經歷經44年年，，華埠壁畫才落成華埠壁畫才落成。。目前目前，，全全
美大部分華埠不景氣美大部分華埠不景氣，，人口減少人口減少，，唯唯
獨芝加哥華埠持續繁榮獨芝加哥華埠持續繁榮，，人口逐漸增人口逐漸增
加加，，壁畫的建立有助於鼓舞芝加哥華壁畫的建立有助於鼓舞芝加哥華
人的志氣和士氣人的志氣和士氣，，意義重大意義重大。。參加典參加典
禮的除艾瑟維多及其子雅歷仕和馬禮的除艾瑟維多及其子雅歷仕和馬
靜儀靜儀（（兩人均參選伊州第二選區眾議兩人均參選伊州第二選區眾議
員員））外外，，還有華商會會長譚小平還有華商會會長譚小平、、前會前會
長徐佐寰長徐佐寰、、僑領劉紅僑領劉紅、、黃于紋黃于紋、、黃羅瑞黃羅瑞
雄雄、、馬森柱馬森柱、、黃暉黃暉、、RAYMOND LEERAYMOND LEE、、
圖書館館長陳思圖書館館長陳思、、EMIE WONGEMIE WONG 和和
創作團隊代表創作團隊代表 ANDY BELLOMO/ANDY BELLOMO/
BERNARD WILLIAMS/JONBERNARD WILLIAMS/JON
POHNDSPOHNDS。。來賓致賀詞后來賓致賀詞后，，大家從圖大家從圖
書館出發書館出發，，到壁畫現場參加壁畫落成到壁畫現場參加壁畫落成
剪綵儀式剪綵儀式。。雖然天氣寒冷雖然天氣寒冷，，大家還是大家還是
興高采烈興高采烈，，紛紛在壁畫前合影留念紛紛在壁畫前合影留念，，
表達對壁畫的一見鐘情和作為芝加表達對壁畫的一見鐘情和作為芝加
哥華人的自豪感哥華人的自豪感。。

第一幅壁畫命名為第一幅壁畫命名為「「流金歲月流金歲月」」。。
一位華人母親牽著年幼兒的子的手一位華人母親牽著年幼兒的子的手，，
勇敢地奔赴前方勇敢地奔赴前方。。畫家以中國寫意的畫家以中國寫意的
畫法來刻畫此母子畫法來刻畫此母子，，雖然身材步履服雖然身材步履服
裝不十分清晰裝不十分清晰，，但臉龐表情堅強剛毅但臉龐表情堅強剛毅
，，身姿挺拔身姿挺拔，，氣魄剛勁氣魄剛勁，，是個飽經風霜是個飽經風霜
而無比堅強的典型華人婦女而無比堅強的典型華人婦女。。兒子緊兒子緊
跟其後跟其後，，略帶腼腆略帶腼腆，，溫順聽話地跟著溫順聽話地跟著
走走，，也是個典型的華人男孩也是個典型的華人男孩。。前面的前面的
路也不很清晰路也不很清晰，，留下了想象的空間留下了想象的空間。。
有個略帶有個略帶LL形的濃重墨跡形的濃重墨跡，，似乎在暗似乎在暗
示萬事開頭難示萬事開頭難。。

接著卻是錦繡前程接著卻是錦繡前程，，一路凱歌高一路凱歌高
奏奏：：中國梅花圖案鋪就的路上有喜鵲中國梅花圖案鋪就的路上有喜鵲

在枝頭報喜在枝頭報喜（（畫法畫法
很像芝加哥著名畫很像芝加哥著名畫
家陳海韶常畫的圓家陳海韶常畫的圓
形折枝畫和扇面畫形折枝畫和扇面畫
），），有松鶴呈祥有松鶴呈祥（（更更
像中國國畫像中國國畫），），還有還有
蟠屈于圓形中的龍蟠屈于圓形中的龍
，，富有中國特有的富有中國特有的
浪 漫 和 吉 祥 喜 慶浪 漫 和 吉 祥 喜 慶
（（插畫以紅色為主插畫以紅色為主
色色））的民族色彩的民族色彩。。這這
一切突出了一個深一切突出了一個深
刻的主題刻的主題：：謳歌華謳歌華
人移民不畏艱險人移民不畏艱險，，
團結奮戰團結奮戰，，開拓進開拓進
取取，，百年來在芝加百年來在芝加

哥取得輝煌成就的流金溢彩的歲月哥取得輝煌成就的流金溢彩的歲月。。
另一幅壁畫命名為另一幅壁畫命名為「「美好將來美好將來」」。。

畫家的創新首先在於把雕塑和壁畫畫家的創新首先在於把雕塑和壁畫
有機完美地結合起來有機完美地結合起來：：龍首用雕塑龍首用雕塑，，
龍身龍身、、龍尾龍尾、、大海大海（（大湖大湖））用壁畫用壁畫。。筆法筆法
十分精煉十分精煉，，只畫龍和水只畫龍和水。。採用國畫的採用國畫的
創作原理創作原理：：有主有賓有主有賓，，有藏有露有藏有露。。龍是龍是
主主，，海海（（湖湖））是賓是賓，，所以在龍頭上精雕所以在龍頭上精雕
細刻細刻。。「「古代花鳥畫論備要古代花鳥畫論備要””指出指出：“：“龍龍
者者，，鱗蟲之長也鱗蟲之長也。。王符言其形有九似王符言其形有九似：：
頭似鴕頭似鴕，，角似鹿角似鹿，，眼似兔眼似兔，，耳似牛耳似牛，，項項
似蛇似蛇，，腹似蜃腹似蜃，，鱗似鯉鱗似鯉，，爪似鷹爪似鷹，，掌似掌似
虎是也虎是也。。……旁有須髯……旁有須髯，，頷下有明珠頷下有明珠，，
喉下有逆鱗喉下有逆鱗，，頭上有博山頭上有博山，，又名尺木又名尺木。。
若龍無尺木若龍無尺木，，不能升天不能升天。。呵氣成云呵氣成云，，既既
能變水能變水，，又能變火又能變火。。」「」「宜於情理中寫宜於情理中寫
其威靈震動其威靈震動、、蟠屈蜿蜒之勢蟠屈蜿蜒之勢，，則真龍則真龍
亦不外是矣亦不外是矣。。」」此壁畫畫家也許未讀此壁畫畫家也許未讀
此畫龍此畫龍「「秘訣秘訣」」，，但客觀的藝術規律是但客觀的藝術規律是
可探尋的可探尋的，，所謂藝術無國界所謂藝術無國界，，英雄所英雄所
見略同見略同，，心有靈犀一點通心有靈犀一點通。。所以此壁所以此壁
畫的龍頭基本上符合畫的龍頭基本上符合「「秘訣秘訣」」要求要求。。另另
一個創新在於有藏有露的處理巧妙一個創新在於有藏有露的處理巧妙。。
為了體現此龍翻江倒海的蓬勃氣勢為了體現此龍翻江倒海的蓬勃氣勢，，
畫家將翻江倒海時高高拱起的龍背畫家將翻江倒海時高高拱起的龍背
隱藏起來隱藏起來，，只露出龍頭只露出龍頭、、龍身的一小龍身的一小
段和龍尾段和龍尾。。這也是為了表現龍這也是為了表現龍「「蟠屈蟠屈
蜿蜒蜿蜒」」的本性的本性。。龍力大無比龍力大無比，，翻騰起來翻騰起來
能排山倒海能排山倒海，，地覆天翻慨而慷地覆天翻慨而慷，，呈呈「「威威
靈震動靈震動」」之勢之勢。。所以我們看到了波瀾所以我們看到了波瀾
壯闊的藍色的海面壯闊的藍色的海面（（湖面湖面））和被卷起和被卷起
的白色的的白色的「「千堆雪千堆雪」」浪花浪花，，畫面極其壯畫面極其壯
觀觀，，體現了中國唯美的韻味悠長的浪體現了中國唯美的韻味悠長的浪
漫主義漫主義。。藍色的海藍色的海、、白色的浪與龍黑白色的浪與龍黑
色的脊椎色的脊椎、、黃色的肌肉和鱗四種顏色黃色的肌肉和鱗四種顏色
形成一個絢麗和諧的整體形成一個絢麗和諧的整體。。此壁畫主此壁畫主
題更鮮明突出題更鮮明突出：：讚歎華夏炎黃子孫龍讚歎華夏炎黃子孫龍
的傳人正在芝加哥密西根湖濱翻江的傳人正在芝加哥密西根湖濱翻江
倒海倒海，，大顯身手大顯身手，，開闢無限美好的將開闢無限美好的將
來來（（未來未來）。）。

此壁畫的創作團隊是芝加哥主流此壁畫的創作團隊是芝加哥主流
社會美術界的精英社會美術界的精英，，據說主要領導是據說主要領導是
白 人 藝 術 家白 人 藝 術 家 Jon Pounds/BernardJon Pounds/Bernard
Williams & Andy Bellomo.Williams & Andy Bellomo.從畫法看從畫法看
，，他們吸取了不少中國國畫的創作手他們吸取了不少中國國畫的創作手
法法，，尤其是中國敦煌的壁畫和芝加哥尤其是中國敦煌的壁畫和芝加哥
華人美術家的精品的優點和特點華人美術家的精品的優點和特點。。這這
是一次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成功是一次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成功
的交流和融合的交流和融合，，希望今後能見到更多希望今後能見到更多
的壁畫精品出現在芝加哥的街頭上的壁畫精品出現在芝加哥的街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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暌违五年袁由叶伟信执导尧甄子丹主演的叶叶问曳系列电影推出续
集叶叶問 3曳袁該片在中國香港尧中國台灣尧新加坡尧馬來西亞等地
上映後袁票房成績出色遥

2016年 1月 7日晩袁由華夏時報主辦袁亞洲星光娛樂承辦的
Golive全球播 2015金票根影迷嘉年華圓夢盛典袁在北京工人體
育館盛大開幕袁頒出最具影響力電影人尧年度矚目影片尧魅力男
神尧矚目新星等多個重量級奬項遥作爲電影叶葉問 3曳總製片人袁中
國文化管理協會副主席尧美中文化交流特使尧中國電影基金會副
會長尧中國著名電影投資人尧中國著名電影製片人尧劍橋大學終身
榮譽院士尧上海市慈善之星尧上海快鹿投資集團董事局主席施建
祥攜叶葉問 3曳主演甄子丹等出席捧場袁一舉斬獲野最具影響力電
影人冶奬袁叶葉問 3曳摘下野年度矚目影片奬冶等 8個重大奬項遥

次日在香港君悅酒店舉行的天馬影視周年晩宴袁慶祝叶葉問
3曳票房尧口碑雙豐收遥叶葉問 3曳將于 3月 4日登陸內地各大院線袁
施建祥豪氣地承諾袁在座嘉賓若是有人準確預言到叶葉問 3曳內地
總票房袁他將以 1000萬元港幣作爲奬勵袁此舉掀起了全場高潮袁
連甄子丹都經不住誘惑上台競猜遥

叶葉問 3曳由葉偉信執導袁主演彙集了甄子丹尧熊黛林尧張晉尧
邁克窑泰森袁還有使用 CG動畫製作的李小龍登場遥該片打破了系
列電影的慣有思維袁回歸到葉問這個人物本身袁講述他分別與過
去尧現在尧未來的自己交戰袁最終靈魂升華袁成爲眞正的武林宗師遥

2015年 12月 24日袁叶葉問 3曳在中國香港尧新加坡尧馬來西亞
等地同步上映袁打破香港 15年來的華語片開畫紀録袁上映 4天累
積票房 1682萬人民幣袁在入場人次方面力壓同期電影叶星戰 7曳袁
成爲聖誕節最受歡迎的電影遥新加坡首日上映奪下 60萬新元(約
277萬人民幣)袁創下該地 5年來華語片開畫最佳成績遥馬來西亞

4天衝破 1200萬馬幣(約 1812萬人民幣)袁勇破該地有史以來最
高中國電影票房紀録遥12月 25日袁叶葉問 3曳在中國台灣台北地區
舉辦口碑場袁迅即破了叶那些年袁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曳口碑場 560
萬新台幣(約 111萬人民幣)紀録袁高開 620萬新台幣(約 123萬人
民幣)袁全台灣賣出 2200萬新台幣(約 434萬人民幣)的驚人成績袁
是 10年來功夫類型片的票房先鋒遥

1月 8日袁監製黃百鳴尧編劇黃子桓旗下的天馬電影出品(香
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君悅酒店舉辦天馬影視周年晩宴袁舉杯共慶
叶葉問 3曳在海內外市場斬獲票房尧口碑雙豐收遥施建祥與監製黃
百鳴尧導演葉偉信尧編劇黃子桓以及主演甄子丹尧熊黛林尧張晉尧譚
耀文尧張繼聰尧陳國坤尧吳千語等一起主持破冰儀式袁將塑造成 1
億的冰雕打破袁寓意叶葉問 3曳繼續破票房尧破紀録遥

現場袁施建祥承諾在座嘉賓袁若是有人準確預言到了叶葉問
3曳內地總票房袁將以 1000萬港元作爲奬勵遥場下的甄子丹禁不住
千萬港元的野誘惑冶袁緊隨施建祥上台競猜遥此後袁徐小明尧葉偉信尧
呂良偉等人紛紛上台參與競猜袁總票房預測數字也不斷飆升袁現
場頓時掀起了一個小高潮遥主創們對於影片的全國公映也是充滿
期待袁預言 18億者有之袁預言 20億者有之袁而最終的懸念內地上
映以後才能揭曉遥

施建祥笑稱該片將于 3月橫掃內地電影市場袁野指日可待冶袁
野叶葉問 3曳袁3月袁看內地浴冶由於內地上映滯後袁不少業內人士對
叶葉問 3曳的票房及網絡盜版抱以擔憂袁施建祥則信心滿滿袁野參照
之前台灣電影 叶我的少女時代曳袁即便該片早早在台灣和香港公
映袁也有盜版小範圍傳播袁但憑藉好口碑在內地公映時仍取得不
錯的成績遥冶

施建祥指出袁叶葉問 3曳由導演葉偉信延續前兩部的原創精
神袁加上國際級動作導演袁和平擔任武術指導所碰撞出的火花袁
絶對令人期待遥

不少觀衆坦言袁沒有看叶葉問 3曳前袁對它有所保留遥看後感覺
各方面成熟了袁每個角色鮮明袁對白有令人反思的地方袁打的鏡頭
都很精彩袁功夫對決確是其吸引他們走進影院的一大亮點院野武打
戲十分出色袁包括葉問斗拳王泰森尧與泰國拳手的電梯大戰尧葉問
與李小龍的耶禁煙爷大戰袁武打場面設計別出心裁袁令人熱血沸騰冶
野野被 #甄子丹 #帥哭袁大叔級偶像又增加一名冶遥

更有觀衆被叶葉問 3曳所展現的精神所折服院野叶葉問 3曳看的不
是功夫是人性袁跟熊黛林根本最配華語片 CP冶野叶葉問 3曳五

星要要要五顆星不是給這第三部袁是給三部保持了同樣風格和水
準袁不走樣不走味兒的整個葉問系列遥沒有刻意夸大袁沒有一部比
一部花哨袁苦樂參半的平淡日常袁點到即止的交手過招更彰顯氣
象萬千卻從容淡定的宗師風範冶遥

施建祥表示袁自己作爲觀衆也十分喜愛野葉問冶系列電影袁他
覺得叶葉問曳不僅是在講述故事袁更是在傳達民族精神和民族文
化袁野作爲中國人來説袁弘揚民族文化是我們每一個都該做的袁葉
問給人傳達了一種精神袁中國人是永遠打不垮的袁葉問給了我一
種力量袁其實我們眞正發行的不是電影袁而是一種中國的精神遥冶

叶葉問 3曳在劇情的編排上分爲三部分院外敵相逼尧家門危機
以及同門威脅遥編劇黃子桓巧妙地將三者聯結在一起袁之中互爲
因果又相互影響遥

宣傳期間袁叶葉問 3曳早就説明拳王邁克窑泰森的加入是本集
最大的看點遥這一搆思和執行都來源于施建祥袁去年農曆春節期
間袁施建祥遠赴美國親自邀請好友要要要前世界拳王泰森作爲嘉賓

演員加盟叶葉問 3曳的拍攝袁雖然甄子丹與泰森對打只有短短的 3
分鐘袁但是卻非常精彩遥有的觀衆表示袁野看完之後的感想是 3分
鐘就夠了袁因爲緊張刺激的程度就好像心隨時會跳出來一樣袁再
多一點我怕會受不了遥冶甄子丹本人在接受訪問的時候也提到袁跟
泰森對打根本就是在野玩命冶遥

施建祥劇透説袁野這部分編劇也算開了葉師傅一個小玩笑袁因
爲泰森挑戰的正是葉問的快拳袁但是可以想象兩人體形相差那么
多的情况下袁拳速都是如此之快袁那么葉問相對起來就處于極爲
劣勢的地位袁還好最後事情也得到完美的結局袁泰森出現已讓觀
衆大飽眼福遥冶

看點一院帶着這個時代的標籤要要要創業

影片以男主角鍾來喜的職場遭遇爲明線串聯起整體劇

情袁最開始遭遇失業危機袁之後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待業生活
之後袁終于找到了自己最鍾愛的事業袁毅然創業袁這一重要劇
情映照了現實生活中選擇創業的人們遥創業一詞是這個時代
標籤袁其背後正是 80尧90後職場觀的一種改變袁不同于前輩們
一輩子都要端鐵飯碗袁做自己最喜歡的事情才是生活的關鍵遥

看點二院獨闢蹊徑以男性視角看待愛情問題
在愛情片爲主流的電影市場袁剩女題材尧校園題材屢見不

鮮袁但是聚焦都市男性的情感電影卻並不多見袁叶我很帥曳獨闢
蹊徑以男性視角爲主袁探討了時下都市年輕人的愛情觀袁我們
到底要尋找一位完美的伴侶還是合適的伴侶钥這個縈繞在鍾
來喜心頭的疑惑袁也正是我們每個人的疑惑遥

看點三院歡笑之餘收穫人生哲理
影片里鍾來喜遭遇到了我們能想象到的各種難題袁當然

表現的更戲劇化袁比如前女友成爲自己的上司尧相親遇到滿嘴
胡茬的人妖等等袁極具野笑冶果遥但叶我很帥曳不同于其它喜劇電
影一味逗人發笑袁其中更是貫穿了許多人生哲理袁讓觀衆在開
懷大笑的同時亦能收穫頗多遥

由青年導演陳曉曦執導袁范逸臣尧孟鵬尧付曼尧鄧寧尧曲桐雨等聯袂主
演的靑春勵誌喜劇電影叶電商時代曳於今日全國公映遥經過全國多場
點映袁該片收穫業內及觀衆一片好評遥在影片上映之際袁片方總結三
大看點爲觀衆揭秘網購野不能説的秘密冶遥

如今的社會袁已經完全進入電子商務時代袁人們的生活尧工作尧娛
樂等方方面面都與其息息相關遥而電商行業快速發展袁也爲衆多年輕
人帶來創業機會遥影片叶電商時代曳正是瞄準電商這一行業袁爲觀衆講
述三位年輕創業者在電商時代的大背景下袁經歷種種考驗與磨難的
勵志創業故事遥

更値得一提的是袁該片是國內首部將電商題材搬上大銀幕的影
片袁並以獨特視角袁融合了喜劇尧懸疑尧商戰尧動作等多重元素袁爲大家
眞實展現買家尧賣家尧黑心老闆尧網店流量操盤手等諸多小人物在電
商時代大背景下的人性掙扎遥對於拍攝該片的初衷袁導演陳曉曦表

示袁中國的電商行業發展得非常快袁已經遍布到人們衣食住行的各個
方面袁而目前國內的電影市場還沒有出現過這一題材的作品袁所以也
算是一次大膽的嘗試袁我們也希望通過爆笑喜劇的形式帶觀衆走進
一個不曾看見的野電商時代冶遥

影片叶電商時代曳以公司職員張凱文渊范逸臣飾冤網購了小痞子陳
帥渊孟鵬飾冤的假古董茶壺爲導火索展開袁也因爲這場交易二人和電
商結緣袁聯手神秘臥底尤娜渊付曼飾冤袁與金牌店小二白朗渊鄧寧飾冤展
開一場鬥智鬥勇的電商打假之戰遥

出品人楊偉光表示袁該片製作的初衷正是結合當今社會現實袁除
了講述年輕人奮鬥創業的故事外袁還爲觀衆揭露很多電商操縱者鮮
爲人知的黑幕遥不光電商從業人員袁每一個創業者尧購物者尧年輕人都
會在這部電影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遥此外袁導演陳曉曦也透露袁大家在
影片中會看到例如 野電商幕後黑手操控網店流量冶尧野評差評遭到報
復冶尧野買假貨險毀容冶等戲碼袁這些在網購中並不少見袁相信觀衆在觀
看電影的時候一定深有感觸遥

在影片上映前夕袁片方舉辦了 4天 8地的全國點映活動袁足迹遍
布上海尧深圳尧廈門尧廣州等多個城市遥看過影片的觀衆紛紛反映袁影
片的故事不僅爆笑袁還十分眞實尧接地氣袁貼近每個人的生活遥更有不
少網友在微博發表觀後感院野看到因爲給了差評遭到報復的那一幕袁
簡直不能更感同身受好嗎浴想到曾經因爲一個差評袁被賣家騷擾到差
點要報警袁以後再也不敢給差評了遥遥遥冶尧野第一次看到描寫電商的電
影袁原來那些黑心電商是這樣來以假亂眞的啊袁眞是漲姿勢噎以後買
東西還是去正規權威的店鋪吧遥冶尧野看完叶電商時代曳就想到一句話院
貪小便宜吃大虧啊袁雙 12要理智購物啊親們~~還有賣假貨的電商給
我趕快狗帶浴浴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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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44 CC55臺灣影視各地僑社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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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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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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Secure Choice 5年年金計劃

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3.15%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3.15%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3.15%

第四年利率第四年利率

3.15%

第五年利率第五年利率

3.15%

⊙低解約費僅3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三年是5%﹐5%﹐5%
⊙自7/1/12起如提早解約﹐兩計劃另有MVA﹐市值調整額﹐如提早解約
⊙二計劃可以提取利息﹐每次必需高於$125
(有效日期利率自1/1/16起﹐年金利率將隨市場利率變化和新年金金額做調整)

●高利率 ●本金安全無險 ●沒有手續費用 ●累積利息延稅作用

詳情歡迎來電洽詢 281-368-7257
11720 Katy Freeway #1700 Houston, TX 77079

⊙低解約費僅5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五年是5%﹐5%﹐5%﹐5％﹐5％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2.45%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2.45%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2.45%

Secure Choice 3年年金計劃

星期二 2016年2月9日 Tuesday, February. 9, 2016 星期二 2016年2月9日 Tuesday, February. 9, 2016

星爸媽們過年沒閒著
帶著孩子這樣過年！

2015年不少女星升格當媽，這些螢光幕前閃耀奪目的女神們，甘願素顏變邋遢媽，不管再辛苦、再累，孩子都是媽媽的寶；而早已當爸媽的藝人也沒閒

著，帶著孩子與長輩團圓，也是一件大工程。

王仁甫、季芹一家人樂活宜
蘭，這個過年，全家人會在年前
先回台北跟親人過，然後在除夕
夜回自己經營的民宿，把時間跟
客人分享，王仁甫說： 「還是會
包紅包給小朋友，照往例，是每
人1千，放在他們的枕頭下，隔天
一早起來發現驚喜，是壓歲錢。
」

王仁甫和季芹會搬到宜蘭，
一開始是王仁甫想圓季芹想擁有
海邊房子的一個夢，開始是想朝
南邊墾丁去，後來覺得太遠，於

是想到宜蘭，但計
畫一直只是想法，
直到大女兒樂樂在
台北念國小一年級
，功課壓力大到經
常在家寫功課時一
把鼻涕一把眼淚，
然後為此不跟家人
出遊，想留在家寫
作業，兩人終於看
到孩子臉上的不開
心，認真正視問題
。

結果到了宜蘭生活，王仁甫
、季芹把小孩送到人文小學，沒
有圍牆，沒有固定的學業進度，
每天老師都會規畫學一項東西，
要求他們自己讀一本書，季芹說
： 「他們沒有固定上課的地方，
記得有一次電視台來訪問，要全
家入鏡，我去學校找兒子，卻根
本找不到人，今天也許被老師帶
到山上，明天在海邊，回來後常
自發性的把老師要求讀一本書的
要求做到，我要叫他們幹嘛，他
們會說等一下，還有幾頁就看完
了。」

拿掉壓力後，他們竟然開始
主動學習，讀書是發自內心，而

不是被填鴨式的硬
塞。自然的融入鄉
野生活，如今不再
愁眉苦臉，而且物
欲極低，季芹說：
「他們生活中玩的是甲蟲、花花

草草，9歲生日時，樂樂的生日願
望是跟我們要一小塊地可以讓她
種菜，願望不是玩具，而是大自
然。」

王仁甫和季芹除了過年給壓
歲錢，平時當然也給零用金，不
過數字很少，每人每周30元，這
錢如果生活在台北，很快就會買
掉吃喝掉，但兩個小朋友全部存
下來，王說： 「耶耶最大成就感

，是每次用硬幣集到百元，就來
換百元鈔，集到5百就來換大鈔，
如今已存到好幾千元了。」

一家人樂活在宜蘭，隔著一
道雪隧享受自在人生，季芹和王
仁甫有演藝工作時仍開車回台北
錄影，空檔就在民宿裡跟客人互
動，民宿的每一個房間都有大型
落地窗看見無敵海景，每天看著
太陽從海平面升起，潮起潮落，
心境已比很多人都寬廣。

王仁甫 季芹
自家民宿與客人守歲

黃鐙輝 「一家8口」 擠擠樂
黃鐙輝和萁萁 「一家8口」窩在

20 幾坪小房子，既溫馨又熱鬧，黃
鐙輝岳母萁媽說： 「這女婿真的不錯
，當初我要他買房不肯，後來肯了，
我以為他騙我，沒想到他真的一步步
把這個家打造完成，後來我都對他另
眼相看了。」

黃鐙輝和萁萁結婚5年多，生了
一雙兒女，加上萁媽共5個人，家裡
還養了兩隻貓一隻狗，算一算是8口
之家，每年過年必定回黃鐙輝白河老
家探望 80 多歲的爺爺、奶奶，過除
夕夜吃年夜飯。然後回台北和萁媽一

起過，平時小孩是萁媽在帶，非常辛
苦，但黃鐙輝很孝順，固定每月給她
3萬5千元家用，外加不時出國的旅
費，過年還加發一個月年終給她。

黃鐙輝笑說： 「萁媽拿了一個月
年終，還會跟我另外要紅包，如果給
的不夠，會碎碎念一陣子，但我知道
她平時辛苦了。」幾個人吵吵鬧鬧一
起過生活，日子也開心，其實黃鐙輝
買的房子有 30 多坪，扣掉公設剩下
20 坪左右，家裡因為堆滿了各種小
孩的玩具、用品，顯得稍小。黃鐙輝
笑說： 「一堆玩具是朋友買來送小孩

的 ， 家 裡
其 實 不 小
， 只 是 她
們 太 愛 買
了。」
他腦筋清

楚 地 說 ，
萁 萁 和 萁
媽 嫌 冰 箱
小 ， 一 直
想 換 大 的
， 但 他 看

了一下，問題根本不
是出在大小， 「她們
買一堆吃的回來堆在
裡面，卻根本不吃，

最後塞滿了就嫌小，只要想辦法把裡
面該吃的吃完，冰箱就變大了。」原
來，黃鐙輝的東西只占整個家裡的百
分之一，萁萁一旁聽了大笑， 「我已
經很克制了啦，該丟該收拾的都有認
真在處理。」

黃鐙輝是南部上來打拚的遊子，
從小的觀念就認為在大城市裡
買房子是愚蠢的行為， 「因為
租金是合理的，只要賺夠了錢
，老了回鄉下買房子就好了。
」後來是兒子出生時，萁萁挺
著大肚子，他剛好朋友入厝來
到這裡看到不錯環境，加上鄰
居是藝人郭人豪，電視節目製
作人毛毛等人不斷鼓吹他，最
後他決定拚了， 「加一加貸款
約2千萬，一開始繳得辛苦，沒
想到繳著繳著，貸款也快繳完
了。」

現在連藝人陳致遠、林秀
琴也搬來，整個社區一堆同業
住在一起有人照應，黃鐙輝一
家人住在這個窩裡，難怪萁媽
看著女婿直讚他 「太讚了」。

020411

【本報華府訊】飛雪迎春到，金猴賀歲來。盡管
大華府前期遇到了歷史上罕見的特大寒流與
暴雪天氣的襲擊，使大華府江蘇暨南京同鄉會
精心組織的“大華府江蘇鄉親猴年新春大聯
歡”晚會幾度延期，但大華府江蘇鄉親和華府
眾鄉親翹首以盼的“看晚會過大年”的情結絲
毫未減。

2016年1月30日晚，大華府地區江蘇暨南
京、無錫、南通、徐州同鄉會和蘇州協會以及南

大和南醫大校友會聯合舉辦的“江蘇同鄉迎新
春大聯歡”晚會，在馬裡蘭州波多馬克的Her-
bert Hoover Middle School隆重舉行，300 多位
江蘇老鄉，各界朋友及美國友人在百年難遇的
大雪之後，冒著寒冷，懷揣期待與夢想，喜氣洋
洋，紛紛走出家門，來到聯歡晚會的地點歡聚
一堂，共同慶賀和迎接即將到來的猴年新春。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李民參贊兼副總領事，
僑務組長沈昂，馬裡蘭州參議員李鳳遷（Susan

Lee）女士以及蒙哥馬利郡議會
的 George Leventhal 先生等應
邀出席聯歡晚會，並現場致詞
祝賀。本屆大聯歡晚會還邀請
到三立國際公司吳金堂總裁，
美國和美教育謝鎖良總裁，華
盛頓國際商會陶亮風會長，華
府著名淮揚菜餐廳南京飯店
王大慶總裁，恆泰地產創
始人王旭日先生及知名
金融服務事務所的王
亞亞女士等嘉賓參
加，使本屆迎新春
晚會氣氛更加隆重
熱烈。

迎新春聯誼
晚會現場張燈
結 彩，艷 麗 繽
紛，大家相見
如歡，祝福問
候，親切交談
之 聲 沁 人 心
房，人人臉上
透出熱情洋
溢的笑容。在
大 華 府 地 區
知 名 主 持 人
惲焓蕾女士的
靚麗主持下，
晚會在喜氣洋
洋的音樂聲中
徐徐拉開帷幕，
江 蘇 暨 南 京 同
鄉會和無錫同鄉
會吳惠秋名譽會
長容光煥發，在介
紹出席晚會的主要
嘉賓後，他滿懷激情
地宣讀了江蘇省僑辦和
各市僑辦專為此次活動
發
來的新春賀電。

中國駐美大使館李民參贊
兼副總領事代表中國駐美大使
館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新春賀詞
與祝福，向現場江蘇鄉親拜年
祝福，博得大家熱烈的掌聲。李
民參贊兼副總領事和在場各位
嘉賓還見證了華府南醫大校友
會會長換屆儀式。

大華府江蘇暨南京同鄉會
許榮濤會長登台代表各同鄉會
鳴謝贊助單位三立國際集團、
和美國際教育、南京飯店、恆泰
地產、王亞亞金融服務和聚仙
樓對晚會的支持與贊助，感謝
使館領導和各同鄉會理事帶來
的豐富的抽獎獎品，並恭賀大

家新年吉祥如意，財源茂盛。
接著，主持人邀請李民參贊兼副總領事與

許榮濤會長，吳惠秋名譽會長、南通同鄉會周
琪林會長，蘇州協會劉江會長，南大校友會杜
曉晨會長和南醫大校友會高屴會長登上主席
台，一起高舉酒杯，以茶代酒，向參加新春聯誼
的江蘇同鄉及各位來賓祝賀新春，宣布晚宴與
聯歡活動正式開始。

為使大家度過一個愉快歡樂的迎新春晚
會，江蘇各同鄉會的美食高手聯合南京飯店和
聚仙樓為晚會精心准備了二十多種豐富的家
鄉美食，有著名的南京鹽水鴨，無錫糖醋小排
骨，豆腐腦，桂花酒釀元宵，松仁年糕，江南小
燒賣，油面筋，椒鹽藕，揚州炒飯等，濃濃的故
鄉情，地道的家鄉菜，讓參加晚會的江蘇老鄉

們

和應邀嘉賓們胃口大開，爭相
品嘗熟悉的美味，大家對

有著濃郁家鄉味道的
飯菜贊不絕口。

源源不斷趕來
參加晚會的人群
蜂擁而至，江蘇
各同鄉會准備
的精彩文藝表
演和晚會有
獎猜謎及禮
品 抽 獎 活
動 又 把 晚
會 氣 氛 一
次 又 一 次
推 向 高
潮，參 加
晚會的人
數 接 近
400人，使
晚會組織
人員始料
未及，因為
在 同 晚 大
華 府 地 區
有五個同鄉

會在組織春
晚，大華府江

蘇暨南京同鄉
會的春晚現場

人氣鼎盛，喜慶
氛圍盛況空前，致

使晚會組委會精心
組織的晚餐食品供應

告罄，數位晚來的美女俊
男只能品嘗常來常往的涼面

觀看晚會，這給晚會留下了一點點
小遺憾，也給這些老鄉們留下了下一次參加聚
會品嘗家鄉菜的美好期待。

鄉親、鄉情、鄉思、想念，洋溢晚會現場，精
彩的演出，熱情的掌聲與歡呼聲此起披伏。天
涯樂隊的開場演奏《回家》撥動了身在大華府
地區華人牽掛家鄉親朋好友的思念。才藝超群
的靚麗女主持人惲焓蕾的笛子獨奏“春到湘
江”清脆婉轉，悠揚奔放，令人心曠神怡；Gloria
Wang的吉他獨奏“愛的羅曼史”展現了江蘇老
鄉後代的優秀天賦。原江蘇省軍區歌舞團歌唱
家曹寧華老師的獨唱《初戀的情人》把晚會氣
氛推向了最高潮，她的歌聲甜美，音域寬廣，彰
顯了專業歌唱家的藝術才華，令現場觀眾如痴
如醉，掌聲雷動，許多現場觀眾起立鼓掌吶喊。
馬壯的單口相聲串場令人捧腹，引來笑聲陣

陣，熟悉的南京鄉音讓大家備感親切。各地的
方言戲曲小調連唱更是引起鄉情共鳴。文藝表
演在鐘聲舞蹈隊歡快的彝族舞蹈中落下帷幕。
前江蘇暨南京同鄉會會長張衛國先生給來參
加晚會的小孩子們發了紅包，把晚會推向一個
新的高潮。結尾的晚會抽獎活動讓大家興致盎
然，沉浸在迎新春的歡樂之中。

新春佳節倍思親。參加本屆晚會的江蘇鄉
親中，有的來美逾卅載的早期移民，有的是剛
剛移民到華府的新游子；有事業成功的第一代
留學生移民，也有正在大、中學校攻讀或剛參
加工作不久的年輕人，大家融融樂樂，歡聚一
堂，在新的地方，嘗著鄉菜，聽著鄉歌，看著鄉
舞，操著鄉音，念著鄉情，聊著共同感興趣的話
題，共祝猴年新春快樂。

不知不覺中迎新春聯誼晚會在輕松愉快和
觥籌交錯的節日氣氛中已度過三個小時，大家
都感到很開心，很愉快。許多傳遞新聞的快手
們早已把現場的激動人心的晚會場面和圖片
通過手機微信發到了微信群裡，發給了祖國的
親人們，一方是晚間，一方是早晨，全球華人都

在關心分享這場晚會帶來的快樂。
未來不是夢，夢想在心中。江蘇鄉親猴年迎

新春晚會圓滿落幕了，大家手捧獎品互相道
別，感謝江蘇五大同鄉協會和兩個校友會共同
為江蘇鄉親提供這樣一個新春聯誼的美好場
合，希望籍此機會以及今後類似的聚會活動，
能有更多的朋友加入進來參與互動，進一步促
進大華府地區的江蘇鄉親有更多交流和聯誼，
平安、進步、健康、幸福，為我們的工作生活增
添一份帶有濃郁鄉情的驚喜，也為鄉親們在美
弘揚中華文化、促
進美國與江蘇家
鄉的交流和合作
提供更好的氛
圍，做出積極
貢獻，祝福
與 期 待 下
一次的相聚
更快樂，更開
心，更溫馨，更
美好。

大華府江蘇鄉親猴年新春大聯歡

大華府江蘇鄉親猴年新春大聯歡 激發濃濃故鄉情深深同胞愛
辭舊迎新喜相聚 歡歌笑語迎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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