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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休士頓辦事處黄敏境處長於本
(105)年2月7日農曆春節除夕晚間8時
至翌(8)日凌晨2時應邀偕齊永強副處
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等同仁一行
9 人依序前往中台禪寺普德精舍、德
州玉佛寺、密儀雷藏寺、潮州會館本
頭公廟、德州越棉寮天后廟及德州關
帝廟等6宗教團體及傳統僑社參加祈
福法會及敬香儀式。僑務委員葉宏志
先生、劉秀美女士、黎淑瑛女士、中
華公所共同主席羅秀娟女士、德州
Harris County 張文華法官等亦分別參
與除夕拜會祈福行程。拜會祈福行程
如下：

(一)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精舍住
持見曇法師親自接待黄處長一行，於

茶敘中見曇法師主動詢及甫於 2 月 6
日凌晨發生之台南地震災情。黄處長
感謝見曇法師關懷並表示該芮氏規模
6.4級之強震重創台南市，目前已不幸
造成超過30人死亡、500多人受傷，
尚有百餘人失聯，我政府已於第一時
間動員並整合社會各界力量及資源全
力投入救災工作，包括美國在內之各
友邦均已表達關切及慰問並願提供必
要協助，盼把握黄金救援時間，將傷
亡降至最低。見曇法師表示將為台灣
祈福，願亡者安息，傷者速癒。見曇
法師並誠摯邀請黄處長擇期參訪德州
寶塔禪寺。黄處長一行稍後並出席見
曇法師主持之祈福法會，與信眾一起
頌經、捻香並敲吉祥鐘為受災之台南
民眾祈福。

(二) 德州玉佛寺：由住持淨海法

師、副住持宏意法師親自接待黄處長
一行，淨海法師及宏意法師均主動對
台南震災表達關懷。黄處長感謝海內
外各界善心人士對災情之關心及主動
協助，盼相關救災工作及災後復原順
利。黄處長一行稍後並出席在玉佛寺
大殿舉辦之祈福法會。

(三) 密儀雷藏寺：由蓮進法師及
林董事長誌銘接待黄處長一行。林董
事長致詞對台南地震災情表示關懷，
代表該寺先致贈 1,000 美元該寺急難
救助基金善款請黄處長代轉，並表示
另刻正著手籌募愛心捐款，近期另將
募得款項交予本處代收轉致台南賑災
。黄處長特別感謝密儀雷藏寺對台南
災情第一時間之關心與支持，並表示
未來相關愛心募款將統由僑教中心為
窗口，加速作業流程。

(四) 潮州會館本頭
公廟：潮州會館孫會長偉
根率全體理事安排傳統舞
獅熱烈迎接黄處長一行。
孫會長感謝黄處長每年在
除夕繁忙行程中均前來本
頭公廟上香祈福及關懷潮
州鄉親，備感温馨，孫會
長另亦詢及台南震災情形
並為受災民眾祝禱。黄處
長並以粵語以及與潮州話
近似之閩南語致詞感謝潮
州會館對我政府及駐處之
長期支持，獲該會館傳統
老僑熱情回應對我支持。

(五) 德州越棉寮天

后廟：午夜 12 時前黄處長
一行抵達休士頓地區最大之
傳統僑社之一－德州越棉寮
華裔聯誼會上香祈福，該會
翁會長作華及周理事長滿洪
率理事及元老親自於廟門口
迎接黄處長一行，首先以傳
統舞獅表演迎春並安排黄處
長前往上香祈福，並依循越
棉寮僑團傳統請本處處長蓋
官印贈予信眾，象徵天官賜
福，在新的一年獲得玉皇大
帝及媽祖娘娘庇佑，現場信
眾爭相索取。該僑團並主動
為台南震災災民祈福，於主
殿香爐前張貼 「祈求媽祖保
佑台灣 無災無難順利渡過
」字樣，彰顯休士頓地區傳
統僑社對台灣之關懷與認同
。黄處長應邀以中、英、粵
語向現場近千名傳統僑社香
客拜年，祝福大家新年如意
、猴年行大運。翁會長致詞
強調與本處之友好情誼並表
達對台南地震受災民眾之關
懷，亟願提供所需協助。周
理事長致詞重申雙邊友好情
誼，感謝黄處長一行前來天
后廟上香祈福並盼未來每年
都來，黄處長謝允。

(六) 德州關帝廟：凌晨 1 時許黄
處長一行轉赴關帝廟祈福上香、燃炮
賀春及敲祈福鐘，關帝廟吳董事長華
利出面接待並於致詞時為台南災民祈

福，並表示願提供善款及所需協助。
黄處長致詞表達感謝並祝福新的一年
中華民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駐休士頓辦事處黄敏境處長於農曆除夕夜至大年初一凌晨駐休士頓辦事處黄敏境處長於農曆除夕夜至大年初一凌晨
出席此間宗教團體祈福法會及敬香儀式並為台南震災災民祈福出席此間宗教團體祈福法會及敬香儀式並為台南震災災民祈福

德州中台禪寺普德精舍住持見曇德州中台禪寺普德精舍住持見曇
法師致贈上惟下覺大和尚所題法師致贈上惟下覺大和尚所題
「「香光莊嚴香光莊嚴」」 春聯予駐休士頓辦春聯予駐休士頓辦

事處黄敏境處長事處黄敏境處長。。

黄處長於中台禪寺普德精舍撞吉祥鐘為受災之台黄處長於中台禪寺普德精舍撞吉祥鐘為受災之台
南民眾祈福南民眾祈福。。

黄處長捐獻香油錢予玉佛寺黄處長捐獻香油錢予玉佛寺，，淨海法師並發送紅包袋祝淨海法師並發送紅包袋祝
福福。。

德州玉佛寺住持淨海法師德州玉佛寺住持淨海法師、、副住持宏意法師親自副住持宏意法師親自
接待黄處長一行接待黄處長一行，，淨海法師及宏意法師均主動對淨海法師及宏意法師均主動對
台南震災表達關懷台南震災表達關懷，，黄處長感謝海內外各界善心黄處長感謝海內外各界善心
人士對災情之關心及主動協助人士對災情之關心及主動協助，，盼相關救災工作盼相關救災工作
及災後復原順利及災後復原順利。。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休士頓西
南區百利大道上 「珍寶樓」旁（西側）
的 「開心全方位牙醫診所/植牙中心，
於今年一月九日上午十點舉行新診所開
幕及舞獅等慶祝儀式。當天賀客如雲，
除了享受該診所供應的韓式點心，也一
起觀賞了由李衛民先生所領導的李氏舞
獅團的表演助興。儀式一結束，黃醫師

已在診療室忙著為病人治病，一分鐘也
不浪費。黃醫師目前共有四家診所，新
開幕的這家，共有六間診療室，一間恢
復室及多間先進的機械檢驗房，是一家
相當具規模的診所，華人來此也無任何
語言障礙，有能幹，親切的范小姐為您
打理一切。

該診所表示：我們在此感謝每一位

撥冗前來參加我們開幕活動的
朋友們。這是一個分享我們在
植牙以及牙科治療方面的經驗
的機會， 讓我們有機會認識大
家也讓需要牙科治療的朋友們
，可以再度開心享受笑容。
我們提供從幼兒到長輩各年齡

的牙科治療， 包括洗牙，補牙，拔牙
，牙周病，根管治療，各式假牙，牙套
以及整牙，再加上植牙。 開心全方位
牙科， 採用最新的植牙儀器，最先進
的牙科設備， 我們提供牙齒治療的新
經驗，全方位的牙科治療服務。

我們的陣容有黃明煥牙醫博士，
專精牙科手術以及各種植牙技術，提供

免費諮詢和X光檢查。難以計數的植牙
經驗， 幫助病人成功的完成心願，再
展自信與笑容。

DR.Pham， 牙齒全科醫師， 舉凡
補牙，假牙，手術拔牙一直到整牙。
DR.Pham 有非常豐富的整牙經驗， 仔
細謹慎的安排治療計劃，不論如何擁擠
不齊的咬合，DR.Pham 都可以矯正，
帶來你一直希望能有的笑容。

讓我們都和開心有約 ，體驗一個
開心看牙的經驗，歡迎聯絡開心全方位
牙科診所 832 770 7777

地址：11415 Bellaire Blvd.SuiteC ,
Houston, Tx.77072

開心全方位開心全方位牙醫診所牙醫診所//植牙中心植牙中心
祝賀各位新春大吉 心想事成

圖為黃明煥牙醫博士接受圖為黃明煥牙醫博士接受 「「美美
南電視南電視」」 的訪問的訪問

2016年年選秀全明星賽開賽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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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替補陣容西部替補陣容。。

西部替補陣容西部替補陣容。。

東部首發陣容東部首發陣容。。 東部首發陣容東部首發陣容。。 西部教練波波維奇和東部教練泰倫西部教練波波維奇和東部教練泰倫··盧盧。。

20162016年年NBANBA全明星賽將於全明星賽將於22月月1212--1414日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辦日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辦。。休斯敦火箭隊休斯敦火箭隊““大鬍子大鬍子””哈登入選西部替補陣容哈登入選西部替補陣容。。

榮光會春宴會員 歡度春節

美南新聞舉辦第20屆新年
園遊會
2月13曰(SAT)上午10時
至下午5時
市政府廣場 CITY HALL
REFLECTION POND
901 Bagby,Houston,
TX77002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2月份
春節聯歡會
2 月 13 日(SAT)下午 2 時
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 Point West,Hous-
ton TX.

美南河南同鄉會迎新年聯
歡會晚宴
2月 13日(SAT.)下午 5時
30分
鳳凰海鮮酒家
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83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春宴
2月14日(SUN)中午12時
姚餐廳

文化中國四海同春]新春文
藝晚會
2月15日(Mon)下午7時
Stafford Center

俞希彥老師舉辦園藝講座
指導您春季修剪花木果樹
的要領
2月13日（Sat)上午9時
恆豐銀行12樓9999 Bel-
laire Blvd.Houston,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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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亞裔地產協會九日舉行今年首度聚會休士頓亞裔地產協會九日舉行今年首度聚會

駐休士頓辦事處2/15(一)休假公告事

（休士頓丿 秦鴻鈞）甫於去年四月成立的
休士頓亞裔地產協會，於本月九日（ 本周二，
大年初二）中午在Churrasca 巴西烤肉餐廳大會
客廳 舉行今年度首次集會，因當日正逢農曆新
年大年初二，與會的六十多位成員都收到該會
會長林富桂贈送的紅包。

亞裔地產協會在全美共有36個分會，共
有一萬五千多會員。休士頓分會於去年四月成
立，共有會員一百人，至今已舉行多次集會，
每次都有六，七十人參加。

休士頓亞裔地產協會創會會長林富桂及創
會召集人李雄九日在餐會上向大家拜年，希望
會員多多利用該會的功能，促進個人事業的拓
展。

林富桂會長表示： 「亞裔地產協會」 成
立的目的有三：（ 一） 讓美國政府知道亞裔移

民買房的有利資訊。（ 二） 提供房地產買賣知
識的教育，讓一般社區大眾了解如何在美購房
。（ 三） 會員聯誼： 因該會成員多來自地產
相關行業，如地產的投資與管理，工程，建築
公司，保險公司，產權過戶公司，甚至連大樓
清潔公司，通過大家的聯誼，不僅介紹了自己
的生意，也在別人的介紹中找到自己的需求。
如當天出席的亞裔地產協會會員有來自中東，
日本，菲律賓，韓國，越南，中國，台灣，香
港。他們各自介紹自己的投資物業，如 Law-
rence Lee( 李錦星先生） 介紹他的多棟商業大樓
，如李雄介紹他所投資，管理的多項物業，還
有 Christina周，以及亞美地產（AA Realty Co.)
的 Gina Li，房地產新人劉姸，建築業（STOA)
CC Lee 的兒子 Victor Lee 都在現場介紹各自的
business , 受到在場人士的熟烈迴響。

當天的會議也受到多
位 人 士 的 熱 心 捐 贈 ， 如
Churrasca 巴西烤肉餐廳捐二
張免費餐券，王敦正捐一百
元現金抽獎，李錦星先生捐
的木製搖椅，以及在休市有
六家餐館的 「Frank's Grill」
的代表，韓裔 的Jonathan 代
表該公司捐出四張$25 元券
，以及釋行浩出借的年節佈
置，以及當天會長林富桂控
制全埸的響鑼，都由釋行浩
的少林功夫學院提供。

當天也宣佈今年的活動，除了每隔兩個
月在Churrasca 定期會員聯誼外，還有今年三月
十日的小龍蝦聚會，五月十四日的社區大會，

七月十三日夏季交誼會，九月十五日壽司捲交
誼會，以及十一月九日擧行的首屆慈善高爾夫
球賽，以及明年一月舉行的休士頓年度會員大
會。

圖為休士頓亞裔地產協會會長林富桂圖為休士頓亞裔地產協會會長林富桂（（ 右二右二），），召集人李雄召集人李雄（（ 右一右一））
及全體理事在九日的午餐會上合影及全體理事在九日的午餐會上合影。。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榮光會於2月6日中午在珍寶海鮮餐廳舉辦春宴，邀
請榮光會會員們與眷屬,僑界人士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邱瓊慧
夫婦,齊永強副處長,張琍琍夫婦,董凱峰主事,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僑務委員葉宏志
,劉秀美,甘幼蘋,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林羅秀娟,婦女工商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羅茜
莉會長等共200人歡度春節到來，午宴齊唱軍歌，在當年軍旅生涯中的點滴細細回
憶。

休士頓榮光會會長丁方印致詞時，以 「猴年行大運」來祝賀所有會員。駐休士
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強調，今年是猴年，猴子的代表孫悟空相當厲害
，是 「陸海空」三棲，不僅能飛天遁地，還能上山下海。接著黃敏境處長代表陳士
魁委員長頒發中華民國僑委會的感謝狀給高華鵬前任會長，感謝他對榮光會的貢獻
......餐宴中輪流演唱三軍軍歌，不同軍種的榮光會會員代表上台齊唱所屬軍歌，歌聲宏亮感人,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唱海軍軍歌,齊永強副處長唱空軍軍歌。春宴上並進行了由
方海妮,朱江主持現金、禮券等豐富獎品的抽獎，場面熱鬧,氣氛溫馨。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代表陳士魁委員長頒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代表陳士魁委員長頒
發中華民國僑委會的感謝狀給高華鵬前任會發中華民國僑委會的感謝狀給高華鵬前任會
長長，，感謝他對榮光會的貢獻感謝他對榮光會的貢獻((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榮光會休士頓榮光會22月月66日中午在珍寶海鮮餐廳舉辦春宴日中午在珍寶海鮮餐廳舉辦春宴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夫婦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夫婦,,齊永強副處齊永強副處
長夫婦長夫婦,,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僑委葉宏志僑委葉宏志,,劉秀美劉秀美,,
甘幼蘋甘幼蘋,,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林羅秀娟與榮光會林羅秀娟與榮光會
丁方印會長丁方印會長,,會員們一起歡度春節會員們一起歡度春節.(.(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處將於本（2）月15日（星期
一） 「總統日」放假乙日，領務收發
件亦暫停，另將於本月16日（星期二
）恢復上班及領務收發件。

倘遇有重大急難事件需緊急協助
， 請 撥 打 本 處 緊 急 聯 絡 電 話:
832-654-6041。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敬
上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
al Office (TECO) in Houston will be

closed on President’ s Day, Monday,
February 15th, 2016. No consular ser-
vice will be provided in the office on
the day. The office will re-open and all
consular services will resume on Tues-
day, February 16th, 2016. ROC na-
tionals with emergencies are advised to
call the emergency phone number
(832-654-6041) for assistance.

TECO in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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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政傑報導】美京中華會館一月卅一日在中國城舉辦
春節遊行記者會，說明2月14日遊行活動的細節。

今年春節遊行活動共有四十多個隊伍參與，有活動指揮&社
會名流人士、中華會館、美國陸軍鼓笛隊、華盛頓總統吉祥物、
NBA巫師隊啦啦隊、榮譽指揮&亞裔小姐、馬州博彩娛樂公司-拉
斯維加斯小姐A隊、惠特曼高中鼓隊、電音三太子、駐美代表處、
花燈隊、歷代朝服、青年社獅隊、駐美代表處中文學校、國民黨美
京分部、財神爺、台灣同鄉聯誼會、黃埔同學會、黃氏獅隊、中文學
校聯誼會、北維中文學校、維華中文學校、哥城中文學校、育英中
文學校、慈濟中文學校、楓樹學院愛爾蘭鼓隊、楓林球隊、Almas
Shriners、DC US Representative: Franklin Garcia、DC Council
Member: Barndon Todd、非裔巴西鼓手隊、馬州博彩娛樂公司-拉
斯維加斯小姐B隊、全國桻球花車、Choy Wun Dance Troupe、TD
Bank、美國童軍協會、Young Gan Lion Dance Troupe、美華協會、
Asian/Pacific Islander Domestic Violence Resource Project、George
Washington Colonials College Basketball、少林周家獅隊、周家龍隊、
馬州模彩娛樂公司、Asian Liaison Unit等隊伍。

2月14日下午1點在中國城I街510號會館前集合，遊行在2
點開始，3點舉辦慶典大會、會後在中國城海鮮大酒樓及馬州新財
神舉辦春節聯歡餐會。

本次活動由駐美國經濟文化代表處、馬州博彩娛樂公司、TD
Bank、Gilead、DC Downtown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贊助。

美京中華會館春節遊行記者會二月十四日中國城春節遊行活動

左起:中華會館副主席劉耀聰、前主席李智瑞、前主席黃浩源、TD Bank經理、馬州博彩娛樂公司經理章樂群、
中華會館主席張和成、前主席李偉文、駐美代表處領務組副組長馬博元、中華會館副主席謝天倫。

馬州博彩娛樂公司經理章樂群(左)代表贊助單位把
贊助經費交給中華會館主席張和成

中華會館副主席謝天倫(中立者)解說當天活動
集合及協助人員的示意圖。

中華會館職員合影，左起：職員徐腕
佑、主席張和成、副主席謝天倫

中華會館前主席合影，左起：
黃浩源、李智瑞、李偉文。

大華府台灣商會歲末聯誼餐會出席人員合影大華府台灣商會歲末聯誼餐會出席人員合影。。

大華府台灣商會舉辦歲末聯誼餐會
【本報華府訊】大華府台灣商會於1月28日晚間，假馬州洛城海珍樓舉辦歲末聯誼餐會，包括駐美代表處副
代表洪慧珠、領務組組長吳文齡、秘書楊立彥、經濟組組長陳寬享、華府僑教中心主任陳世池、副主任賴思
琦及台商會理事、顧問近50人出席。

會長李智敏首先致詞感謝所有理事及顧問過去一年的辛勞與支持，並祝願猴年的到來，會務更加興
盛、會員財源廣進。洪副代表亦致詞肯定大華府台灣商會多年來對於促進台美經貿交流的貢獻，並感謝該
會對於故鄉台灣的關心，同時期勉海外僑台商運用僑居地豐沛人脈與政商影響力，協助推動台灣加入
TPP。

0204B08

020410

【本報華府訊】華府榮光聯誼會連續進行十年的 「寒冬送溫
暖,海外袍澤情」活動,由會長李昌緒、副會長蔡德樑、秘書長
陳坤民及資深理事楊而立所組成春節慰問小組一行,於元月三
十一日,攜帶大批禮品,在春節前夕,慰問了大華府地區八位年長
榮光會會員暨眷屬,充份表達了〝海外佳節故國情,袍澤兄弟心
連心〞之溫馨情意。

國府代表處領務組組長吳文齡,秘書蕭瑤,代表駐美代表沈
呂巡,贈送購物卡,隨同慰問這些大半生為保衛國家建設台灣流
血流汗,於國有功的軍中耆老,使他們在遠離家鄉客居海外,也能
在中國傳統的年節中,分享榮民大家庭的溫暖愛心。

該會為持續這項行之有年並深具重大意義的活動,特別自
籌經費,發揮無限的袍澤之情,繼續慰問多位榮民大家庭的長輩
們. 使這項義舉,也能持續進行。李昌緒會長特別感激熱心會員
及駐美代表處,對此項活動的支持。他強調,要有眾志成城的決

心,榮光會有信心、有意志,承先啟後的去達成 「榮民在哪裡,服
務到哪裡,關愛到哪裡〞的精神。

這次慰問的老兵,有百歲的二戰老兵張延緒及巫開明等長
年軍中服務的老兵,他們有些雖年老,但大多體健如昔老當益壯,
精神旺盛,平時勇於參加愛國活動,令人敬佩.這次攜帶的慰問禮
品多為應景年貨包括年節不可缺少的臘肉、臘腸、年糕、禧
糖、肉鬆、深受老人喜愛的台灣名產鳳梨餅及高級暖毯等.國
府駐美代表也特請領務組長吳文齡及秘書蕭瑤代表國府駐美
代表沈呂巡致贈購物卡,向這些勞苦功高的軍中耆老賀節.長者
們對榮光會冒著風寒,遠赴市郊各方,攜帶豐富禮品,慰問這些年
長而寂寞的老兵,真是名副其實的〝寒冬送溫暖〞，帶來的不
僅是物品,更顯出了榮民大庭的溫馨與關愛.

今年慰問的前輩們,有空軍老將烏銓、出身中國早期馬尾
海軍官校的海軍宿將符希銓、冉瑞輔、抗日老將張延緒、張

光鳳,金純翠及成萸君夫人等八位.慰問小組每到一處,都受到這
些長輩的熱烈歡迎,備妥可口糕點及熱咖啡等待大家;使大家在
寒冬中,沐浴在溫暖親切的袍澤之情中,海軍宿將符希銓及夫人,
特別精製點心水果及熱呼呼的杏仁茶待客,一向體健力強的符
老,最近也因患氣喘而就醫住院多日,受到大家特別關切.與多位
受訪老將暢談過去軍中往事,說不盡的軍旅感慨,、道不完的往
昔情懷,特別顯得榮民大家庭,親愛精誠的永恆情誼。

今年是華府榮光會連續十年舉辦春節慰問老兵活動,並獲
得廣大會員與僑界的讚賞。這項意義重大的溫情活動,該會將
在廣大會員支持下,持續奮力向國內爭取應有的經費,加強服務
海外榮民,更進一 步團結廣大會員,盡其全力推廣會務,擦亮榮
光會的招牌。也堅決推行〝大家服務,服務大家〞的基本宗旨,
擴大該會服務領域,發揚愛國愛鄉精神.

大華府榮光聯誼會 春節慰問榮民袍澤 分享溫暖愛心

慰問小組成員攜帶豐盛禮品春節慰問老兵年近9旬的空軍老將烏銓(中) 感激榮光會及代表處的愛心

海軍宿將符希銓夫婦(中) 熱情款待慰問小組傘兵前輩張光鳳(左2) 暢談軍中往事資深會員成萸君(左3) 親切歡迎老友來訪

老兵巫開明(右2) 盛讚榮光會多年來對會員的服務精神百齡二戰老將張延緒夫婦(左) 感謝沈呂巡代表對老兵的關愛 年高96空軍宿老冉瑞輔(右2) 接受榮光會致贈禮品

榮光會長李昌緒(右) 向年長會員金純翠大姐致送慰問禮品

責任編輯：XX

医生·保健与养生

（39健康网）秋季吃什么好？当然，秋季吃应季

的食物最好。秋季的南瓜黄澄澄，加上万圣节的存

在，南瓜就成为秋季养生不可缺少的重要食材；而

螃蟹在秋季是肉质最肥美多汁、鲜嫩可口的时候，

秋季吃蟹不但应节气，更能滋补调养。

南瓜咸肉蒸蟹
食材：南瓜 300克，梭子蟹 1只，咸五花肉 60

克，生姜、小葱适量，料酒、蒸鱼豉油、食用油适量

做法：

1、将南瓜去皮去瓤后，切成约长 10厘米、6-7

毫米厚的南瓜片，将南瓜片以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

摆盘，摆成类似花朵的形状，咸肉切成 2毫米左右

的薄片，铺放在南瓜上面；

2、将蟹洗净后揭开蟹盖，除去蟹腮，斩下蟹钳

用刀背拍裂，蟹身切块备用；

3、将蟹块整齐排放在咸肉上面，中间放些姜

丝，淋上一大勺料酒后放上蟹盖，蒸锅水开后将蟹

放进去，大火蒸 12分钟左右，关火闷 5分钟；

4、取出后撒一把葱花，加一勺蒸鱼豉油，将食

用油烧热后均匀地浇在蟹上，激出香味后即可食

用。

秋季吃蟹好时节

蟹黄滋补但食用因人而异
自古以来蟹即是非常美味之食物，有记载称，

农历九月的母蟹最为膏肥肉美，而公蟹则在农历十

月进食最为营养滋补，无论从营养价值还是口感上

来说，秋季都是吃螃蟹的好时候。螃蟹的种类很多，

有梭子蟹，青蟹，蛙蟹，关公蟹等等，从等级来说，最

为肥美的是湖蟹，如有名的阳澄湖大闸蟹，其次是

江蟹，然后才是河蟹、沟蟹，最差的是海蟹。

中医认为，螃蟹性寒味咸，有清热解毒、补骨添

髓、养筋活血、通经络、利肢节、续绝伤、滋肝阴、充

胃液之功效。对于淤血、损伤、黄疸、腰腿酸痛和风

湿性关节炎等疾病有一定的食疗效果，对于秋燥伤

阴的人来说，适当进食螃蟹有助滋阴除燥，但通常

入药都是以淡水蟹为主。西医营养学认为，螃蟹含

有丰富的蛋白质及微量元素，对身体有很好的滋补

作用。蟹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A，对皮肤的角化有

帮助，同时螃蟹还有抗结核作用，吃蟹对结核病的

康复大有补益。

吃螃蟹，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蟹黄了。所谓蟹黄，

指的是螃蟹体内的卵巢和消化腺，它呈鲜艳的橘黄

色，味道鲜美，许多著名的美食如蟹黄豆腐、蟹黄包

等都是用蟹黄制成的。蟹黄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磷脂和其他营养物质，营养丰富，但是同时含有较

高含量的油脂和胆固醇，从数据上来说，蟹黄几乎

含有整只螃蟹中三分之二的胆固醇。对于一部分血

脂异常、总胆固醇含量较高、肥胖的人群来说，应当

尽可能不要吃蟹黄；但对于身体瘦弱、营养不良及

需要生长发育需要胆固醇的儿童来说，适当进食蟹

黄有滋补强身的作用。

蟹肉极易被污染

吃蟹注意要做熟
到了秋季，因为吃蟹而出现的各类食物中毒事

故不绝于耳。螃蟹的鳃、沙包、内脏含有大量细菌和

毒素，吃时一定要去掉。醉蟹或腌蟹等未熟透的蟹

不宜食用，因为没有完全煮熟的蟹其中可能存在各

种未被杀死的致病菌或毒素，可能引起过敏性食物

中毒或者细菌性食物中毒。煮螃蟹也一定要煮熟蒸

透、高温杀菌，使蟹壳发红后再吃。从中医学的角度

来说，吃螃蟹还有一定的讲究。那是因为螃蟹性寒，

故爆炒螃蟹时是加姜、葱、蒜调料驱寒去腥，而吃清

蒸螃蟹时要在醋中加适量切成碎末的生姜，蘸而食

用之。一来可抵消螃蟹的寒性，起到杀菌作用，二来

蟹肉蘸醋可以去腥并增加螃蟹的鲜味。

食疗只是日常辅助调理，别过分依赖；若感身

体不适，请尽快就医。

秋吃南瓜增免疫搭配蟹肉更滋补

(39健康网)疲劳的时候吃点什么好？或许你

需要一杯酸甜可口的柠檬汁。柠檬富含维生素 C，

能够有效对抗疲劳，还能改善口干口渴的不适感，

不妨自己来制作一杯吧！

柠檬据称原产印度喜马拉雅山脉地区，13 世

纪才开始作为常规水果人为培育，此后传到美洲，

加利福尼亚地区约在 15世纪开始栽培柠檬，传到

日本、中国则是 19世纪后半叶的事情了。

柠檬中的酸味成分主要是枸橼酸，含量约为

6%-7%，浓度较高，因此柠檬一般不直接食用，而常

作为调味料或配料用于菜肴烹饪或食物制作中。柠

檬中最值得一提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C，每 100克柠

檬中的维生素 C喊来那个约有 50毫克，在柑橘类

水果中含量最高。

在大航海时代，当时的船员普遍有一个职业

病———坏血病，为了预防坏血病，通常在长时间航

海前都会提前准备柠檬或柑橘等富含维生素 C 的

水果，这正是因为维生素 C可以预防坏血病。每日

1个柠檬即可弥补人体一天所需的维生素 C。

而在现代，人们也通过临床科研等手段确认维

生素 C对于身体健康的诸多影响，如可预防感冒、

预防皱纹、雀斑等形成。维生素 C还能有效促进肝

脏解毒功能，具有一定解毒效果，宿醉的早晨喝一

杯柠檬汁能够有效醒酒，缓解宿醉带来的不适。

柠檬中含有的丰富枸橼酸同时具有缓解疲劳

的效果，因为枸橼酸能够在体内作为能量的一种支

持人体活动。当人的机体感到疲劳时、大量出汗过

后或口渴时，饮用一杯柠檬汁能够有良好的缓解作

用。

当然，制作柠檬汁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只需要

准备 2个柠檬，将汁榨出来后，加小半杯水，再加入

一勺蜂蜜，放入冰箱中稍作冷藏，就能制成一杯清

凉爽口的柠檬汁。当感到疲劳时可以适当增加白砂

糖或者蜂蜜的量，因为白砂糖与蜂蜜中的葡萄糖能

够快速转换为身体所需的能量，同时甜食能够刺激

大脑的快乐中枢，暂时缓解疲劳感。

自制一杯柠檬汁改善疲劳

誤區1：使用緊膚水就可以起到收縮毛孔的作用了。
錯！僅僅使用緊膚水是遠遠不夠的。祇有從毛孔粗大的成因入

手，從根源上抑制油脂分泌，疏通毛囊通道，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誤區2：年紀大了以後，油脂分泌就會減少，這樣毛孔問題自然
而然就解決了。

錯！毛孔結構本身沒有伸縮性，當毛囊通道內長期有過多油脂堆
積，會造成毛囊通道長期膨脹。這個時候，即使油脂分泌減少了，
毛囊通道也不會恢復原樣。同時，隨著年齡增加，真皮層的纖維結
構逐漸失去彈性，導致毛囊通道外部壓力驟減，更會加劇毛孔粗大
的問題。因此，油性/混合性皮膚的毛孔粗大問題是不可忽視的。

誤區3：晚霜通常都很油膩，不適合油性/混合性皮膚使用。
錯！這是一種誤解。研究發現，皮脂腺在夜晚更活躍。因此，油

性/混合性皮膚尤其需要使用夜晚專用護膚產品，以便更有效地抑
制油脂分泌，以減少白天的皮膚表面油光，有效緩解痘痘、油光、

毛孔粗大等皮膚問題。
誤區4：白天的皮膚油光更嚴重，所以我更注重白天的皮膚控油

護理。
錯！白天皮膚表面的油光，都是皮脂腺在夜晚分泌的。因此，祇

有在夜晚進行針對性護理，才能更有效地控制白天皮膚表面的油
光。

誤區5：有了油脂調護的晚霜，白天祇要使用無油配方的面霜就
可以了。

錯！根據皮脂腺的特點，油性/混合性皮膚需要在夜晚和白天分
別使用不同的面霜，達到改善皮膚問題的目的：

夜晚：抑制皮脂腺活性，減少油脂分泌，減少第二天出現在皮膚
表面的油光 。

白天：控制皮膚表面油光、使皮膚呈現理想的啞光色澤。

導語： 你養成的這些健康習慣是一個好的開始，但隨著年齡日
增，你需要更小心翼翼，更注意生活習慣以保持美妙的腰腹曲線。
美國《預防雜誌》的最新專題文章，告訴你比普通方法快8倍甩掉游
泳圈的方法。

1、吃得少不如吃得巧
計算卡路里、觀察份量、盡量不吃垃圾食品的確是平坦小腹的金

科玉律，但若你還可以適當多吃一些 「瘦腹」食品的話，你的目標
就能更快地達到。以下3種 「瘦腹」美食已獲專家認證，多吃它們，
保你腰腹變化看得見！

2、走路如風
祇要把走路的速度再放快些，你就可以針對你的腹部脂肪多消耗

近1/4的熱量。阿肯色大學最新的研究發現即使當鍛煉者每週消耗相
同熱量的情況下，對於那些同樣每週做2到3次半小時以上的快走訓
練的人而言，走得更快、強度更大的人在3個月後會多減掉20%的內
臟頑固脂肪，而那些走的時間更長、速度較慢的人則毫無變化。

減腰腹部最好的辦法是在整個快走訓練保持高強度，最好是快到
走路的時候一口氣祇能說幾個字。如果你沒辦法在30分鐘的訓練中
一直保持這樣高的強度，不妨改為變速走，即慢走一段時間，再快
走一段時間。

保持有頻率的變速走訓練有以下幾個方式：
利用MP3：先中速走一首歌的時間，當另一首歌聲響起時馬上變

為快速度行走，如此往復。
利用計步器：相同的公里數可以先中速走一遍，再快速走一遍，

如此往復。

利用山坡：先快步走上坡頂，再放慢速
度走下來，在跑步機上同樣可以通過調節
阻力做相同的變速走訓練。

3、強化腹肌練習
利用健身球可以讓腹肌練習更協調。美

國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的研究顯示，這樣可
以刺激到40%以上的腹直肌，47%以上腹側
肌。然後可以增加一些動作來訓練你腹部
內部的肌肉。醫學博士、健身教練 Jona-
thanRoss表示： 「讓中段肌肉結實起來的要

領是讓頭部以下的所有肌群都強壯。」
他還給出了一個很好的訓練腹部肌肉的方法：俯身平躺，上身

由肘部和前臂支撐。腳趾內扣，提起臀部和雙腿使得身體從頭到
腳成一直線，保持30~60秒。然後再做單邊練習，用一邊的手腳
保持平衡，另一邊的臀部、腿和手臂朝天花板方向抬起。

4、做適當的力量訓練
有氧運動如快走、慢跑等確實對燃燒腹部脂肪有益，但一個完

整的全身力量訓練計劃更有利於鍛煉和結實腰腹肌肉。Skidmore
學院一項長達1年的研究發現那些在有氧運動同時做高強度全身
力量訓練的鍛煉者可多減掉2倍多的身體脂肪，而減腹部脂肪的
效果差不多是那些祇做有氧運動的減肥者的4倍多。

當然，做力量訓練的這組人在飲食上還特別注意攝取高蛋白質
食物，另一組則按照傳統的中等蛋白質攝入量。研究者由此推斷
那些多減掉的脂肪可能是因為負重訓練和多餘的蛋白質攝入加快
了熱量的燃燒。

做適當的力量訓練還有別的好處， 「當你減掉體重時，通常脂
肪和肌肉的含量都會減少，」Olson博士說， 「但力量訓練卻會幫
助你保持甚至提高肌肉的含量，這就避免了新陳代謝的減緩。

5、單腿平衡
如果你已經有了經常做力量訓練的習慣，你就比那些不做訓練

的人有優勢。研究顯示即使是那些最基本的下身運動如蹲坐或蹲
舉也可以很好地鍛煉到你的核心肌群、幫助你平坦小腹，如果能
夠再配合一些平衡訓練如單腿站立的話就可以幫助訓練到每一塊

小肌肉。 「當你單腿站立時，你的穩定性會差很多，你的大腦
就會自然而然地指揮核心肌肉群幫助你站穩而不摔倒。

6、早點睡
健康飲食、有規律的鍛煉對於消除壓力和腹部脂肪都有用，

但前提是你的睡眠一定要充足。睡眠不足可能導致壓力荷爾蒙
可的松值上昇，隨之而來的就是腹部脂肪的增加。 「缺乏睡
眠、壓力荷爾蒙上昇、長胖，三者息息相關。」Olson 博士
說。

在一個長達6年的研究中，加拿大的研究者們發現那些每天
晚上祇睡5~6個小時的成年人中有35%的人長胖了10磅，有近6
成的的人腰腹部都比那些每天睡7~8小時的人粗。

7、多喝綠茶
綠茶的好處真是多多，除了美膚、抗癌，研究者最新還發現它甚

至是個很好的腹部脂肪燃燒劑。《營養學》雜誌的最新研究發現，
每天喝相當於4杯綠茶的鍛煉者在12週減掉的腹部脂肪是那些喝普
通咖啡因飲料的鍛煉者的8倍多，研究者就此推斷綠茶中所含的兒茶
酚能有效地加快脂肪的代謝。

為了效果來的更快，可以完全按照以上訓練計劃鍛煉，如果你沒
有時間面面俱到，至少先開始做有氧運動，然後再加一些全身的力
量訓練，最後加一些腹肌鍛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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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66國際影視 CC33健康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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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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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班現在開始報名了！開課時間：1/16-5/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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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隆有望加盟“速8”
環球有意讓其出演女反派

中外合拍3D動畫片《功夫

熊貓3》上週末繼續領跑北美電

影票房榜，週末3天入帳2100萬

美元。

上週末恰逢美國“超級碗”

橄欖球抉賽，作為美國最大的體

育比賽，“超級碗”分流了相當

壹部分觀影者。《功夫熊貓3》

週末3天獲得2100萬美元票房，

較開畫首周大幅下降49%。影片

上映10天已累計獲得6900萬美

元票房。

由環球影業出品、科恩兄

弟執導的歌舞喜居片《凱撒萬

歲》上週末在北美2232家影院

開畫，3天收穫1140萬美元。奧

斯卡獎熱門影片《荒野獵人》

上周以710萬美元票房收入位列

第三。這部由墨西哥裔導演亞

歷杭德邏· 伊尼亞裏圖執導、萊

昂納多· 迪卡普裏奧出演的荒野

求生片上映 31天累計獲得 1.49

億美元票房。

此外，迪士尼旗下盧卡斯影

業出品的《星球大戰：原力覺醒

》和居情片《愛情的選擇》分別

以690萬美元和600萬美元收入

位列週末票房榜第四和第五位。

由派拉蒙出品、經典漫畫改編的真

人版忍者神龜大電影——《忍者神龜2：

破影而出》（以下間稱：《忍者神龜2

》）猴年伊始曝光30秒全新預告片。片

中除了大量此前未曾曝光的火爆鏡頭外

，大反派之壹的朗格也首露真容，半機

半人的造型霸氣側露，逼真的“外星大

腦”更讓神龜露出“嚇死寶寶”般的驚

恐表情包，其自殺式螺旋攻擊威力巨大

堪比猴賽雷；而神龜們則如《碟中諜5》

中阿湯哥附體般在千米高空扒飛機逗比

本色依舊。

外星大腦入侵地球
神龜2升級大格局

新款預告片中神龜們的戰車再次大

展身手，上壹次是將井蓋當做飛碟阻擊

恐怖分子，而這次則大展拳腳伸出兩個

吊車機械臂，分分鐘將敵人的座駕碾壓

得灰飛煙滅。此外充滿魔性的外星城堡

、性感妖嬈的女神梅根、身手矯捷的凱

西瓊斯、毀天滅地的大力犀牛人以及神

秘詭異的外星大腦都讓觀眾對影片期待

值倍增。

在朗格曝光後，《忍者神龜2》中便

匯聚了奧尼爾、史萊德、朗格、牛頭豬

面、蒼蠅博士、凱西瓊斯等幾乎所有原

版漫畫中的經典人物角色。特別是朗格

的橫空出世使影片的整體格局也隨之提

升。

因為朗格本身就是外星人，來到地

球後和誌同道合的腳幫首領史萊德強強

聯手，而史萊德還特別為朗格制作了人

形機器人武裝他裸露的大腦。因此神龜

們將面對的是宇宙級的強大對手，預告

片中雙方就在神秘的外星城堡上演了壹

次正面交鋒。

變形金剛導演
領銜主創陣容

《忍者神龜2》由《地球回音》導演戴

夫· 格林接棒執導，《變形金剛》系列導演

邁克爾· 貝擔任制片人，演員依然沿襲上壹

部《忍者神龜：變種時代》中的主要陣容

，梅根· 福克斯仍然扮演女記者奧尼爾，威

爾· 阿奈特繼續扮演攝影師，阿倫· 瑞奇森

（拉斐爾）、傑瑞米· 霍華德（多納泰邏）

、諾爾· 費舍（米開朗基邏）、皮特· 普勞

澤克（萊昂納多）分別扮演四位神龜。此

外，“綠箭俠”斯蒂芬· 阿梅爾強勢加盟出

演面具男凱西· 瓊斯，《消失的愛人》男星

泰勒· 派瑞加盟扮演“蒼蠅博士”，維密超

模亞歷桑德拉· 安布邏休也將出演與梅根爭

艷。《忍者神龜2》已定於2016年6月3日

在北美地區上映。

去年因《瘋狂的麥克斯：狂暴之路》

中費羅莎指揮官壹角再次成功扛起“硬派

女漢子”大旗的查理茲· 塞隆，有望出演

大熱系列片《速度與激情8》。

據悉，環球有意讓塞隆出演該片的女

反派，這將是《速激》系列的全新角色，

當然這位女反派絕不是“吃素的”，她將

對劇情發展起著關鍵性作用。環球看中塞

隆，也是基於她在喬治· 米勒的《瘋狂的

麥克斯4》中的驚艷表現，雖然此次飾演

反派，但這對於奧斯卡影後塞隆來說拿下

該角色肯定不在話下。

塞隆主演的《獵神：冬日之戰》 和

配音的《久保與二弦琴》都已完成制作並

定檔，另外《灰人》、與大衛· 芬奇合作

的美劇《心理神探》、與詹姆斯· 麥卡沃

伊合演的《極寒之城》等片都還在前期狀

態，此次若是加盟《速度與激情8》，很

可能預示著接下來的三部曲都將參演，所

以檔期問題也將是塞隆考慮的重點之壹。

對於影迷來說，如果塞隆能加盟，必然是

大家願意繼續看“速激”系列的壹個強大

理由。

《速度與激情8》將由《沖出康普頓

》導演F· 加裏· 格雷執導， 範· 迪塞爾、

道恩· 強森、傑森· 斯坦森都已確認回歸，

將於2017年4月14日在北美上映。另外，

《速度與激情9》和《速度與激情10》將

分別於2019年4月19日和2021年4月2日

登陸，並為整個系列畫上句號。

《忍者神龜2》猴年曝新預告

大反派堪比猴賽雷

《功夫熊貓3》蟬聯北美票房榜冠軍

3天入2100萬美元

（环球网）生活中，我们常听到，带乳罩、喝咖啡

等会增加乳腺癌风险。9月 5日，美国

《医学日报》刊文驳斥了关于乳腺癌常

见的认识误区。

体重与乳癌风险无关。这是错误

的，肥胖、超重会加大女性罹患乳腺癌

的风险，特别是绝经后，或到了晚年体

重飙升时。

喝咖啡更易患上乳腺癌。事实上，

一项曾发表在《乳腺癌研究》杂志上的

研究称，每天喝两杯咖啡，可降低乳腺

癌危险。

乳房小，不易得乳腺癌。乳房大小

与患乳腺癌的风险无关，即使是男性

也会患上乳腺癌。无论什么罩杯的女性，都应学会

自查，进行常规筛查等。

母亲比父亲的遗传风险更大。这也是不对的。

不管是母亲还是父亲患上乳腺癌，都会加大子女的

乳腺癌风险。

用止汗剂加大乳腺癌风险。由于止汗剂中含有

对羟基苯甲酸酯类防腐剂，它们可能会影响雌激

素，“止汗剂会加大女性乳腺癌风险”的说法曾广为

留传。不过，美国癌症协会表示，这是个谣言，研究

表明它与乳腺癌患病风险之间没有相关性。

多数乳腺肿块是恶性的。实际上，约 80%的乳

腺肿块不是恶性病变，如囊肿。如果检查发现乳房

有变化，应根据医生建议，定时复查。

隆乳术会加大乳腺癌风险。显然这是不正确

的，做过隆乳术的女性患上乳腺癌的风险，并不会

高过带 A 罩杯

的女孩，建议必

要时做 X 射线

检查。

X 射线加

大乳癌风险。X

光照射过程中

的确存在辐射，但量极小，所以风险很低。X射线筛

查对发现早期乳腺癌很有帮助，美国癌症协会建

议，40岁以上的女性应每 1~2年接受一次筛查。

老流产乳癌风险高。流产确实会扰乱激素的分

泌周期，尽管乳腺癌与激素水平之间存在关联，但

目前的很多研究表明，流产和乳腺癌之间不存在因

果关系。

責任編輯：XX

医生·女性健康

（39健康网）一说到“更年期女性”，人们似乎

已经视其为

一 个 贬 义

词—————脾

气暴躁、喜

怒无常、各

种找茬，以

至于很多女

性到了这个

阶段都避讳

谈论它。对

此，医学专

家并不认同，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玉英教授告诉《生

命时报》记者，更年期是每个女性人生的必经之路，

大约九成女性会出现更年期症状，大家对此不要害

怕，更不能讳疾忌医，必须正视它，并且认真地保养

身体，就可以顺利地跨过这个坎儿。

年过 45岁，不少女性就要面对更年期问题了。

王玉英教授说，大部分女性的更年期在 45~55岁，

近年来由于心理压力大等社会环境因素，有的人更

年期提前到了 40岁。其主要症状包括性情改变、脾

气急躁;月经不调，规律打乱，乃至绝经;出现植物神

经紊乱，包括心慌、胸闷、潮热、多汗、失眠、记忆力

下降、胃肠不适、大便异常等症状;代谢发生变化，开

始发胖，血糖、血脂升高，出现骨质疏松。之所以有

这些变化，主要原因是雌激素水平呈现跳水般的下

降，身体一时间难以适应。《黄帝内经》上说，“年过

四十，阴气自半”，也就是说 40多岁以后，肾阴不足

是导致更年期症状的原因。

要想顺利迈过更年期这个坎儿，不妨运用中医

调理一下。王玉英教授说，更年期症状，肾虚为根

本，脾气急躁、情绪不稳定、胸闷、气短的人往往有

肝郁气滞，因此治疗上需要疏肝、理气、补肾，针对

不同的患者，必须辨证论治，一人一方。疏肝理气的

常用方是逍遥散。喜冷怕热、手脚发热、大便干、舌

质红的人，是肾阴虚，需要滋阴，可用六味地黄丸等;

平时怕冷、手脚凉、常腹泻、舌苔淡白的人，是肾阳

虚，可用附桂地黄丸温肾阳。很多更年期病人有失

眠的问题，还要镇静安神，可用枣仁、龙骨、牡蛎等。

女性如果月经量少、脸上长色斑、腰腿痛，说明气血

不通畅，可用四物汤(熟地黄、白

芍、当归、川芎)调经活血。

王玉英教授特别指出，人

们总认为更年期是女性的专

利，其实男性也有更年期，只不

过由于男性在 40 岁以后雄激

素下降的速度较为缓慢，因此

大部分人没有明显症状，也没

有固定的年龄段，容易被忽略。

事实上，在 40~70岁的男性中，

大约三成会表现出性功能低下

如早泄、阳痿，以及性情改变、

代谢异常等更年期症状，并且

心理压力越大的人越易出现。

针对这种病人，可给予五子衍

宗丸对证治疗。

最后，王玉英教授提醒逐渐步入更年期的人

们，除了用药调理，生活上的自我保健也非常重要：

首先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学会接纳自己;其次在饮食

上要多吃豆类食品，含钙高的食品如奶制品、虾皮

等，注意低脂、低糖的原则;再次要坚持适量运动，多

晒太阳;最后，如果没有明显症状就不要用药，尤其

不宜滥用滋补药，以免弄巧成拙。

稳度更年期，遇见更美的你！

调理好肝肾助你稳度更年期

乳房小不易得乳腺癌？
乳腺癌常见认识误区

責任編輯：XX

医生·保健与养生

（家庭医生在线）严冬来临，万物都在休养生

息，不少人也随之进入“冬眠模式”，总是昏昏欲睡，

甚至一吃完饭就躺在床上进入梦乡。 不良的睡眠

习惯，对健康影响很大。刚吃完饭就睡觉，很容易引

起食物反流，使胃液刺激食道，轻则引起不适，重则

引起反流性食管炎。此外，入睡以后，机体新陈代谢

减低，食物中的热量转变为脂肪，容易导致发胖、血

脂升高等。更严重的是，饭后血液会集中在消化系

统，血流速度减慢、血液黏稠度增加，心脏、大脑等

重要器官的血流量相对减少。此时，如果立即睡觉，

可能加重心脑供血不足，出现胸闷、头晕、乏力等不

适，严重者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意外。

因此，饭后最好适当调整一下，20~30分钟后

再上床睡觉，可以站起来走动一会儿，缓解困倦感。

午睡时间注意不要太长，最好控制在 1个小时以

内。

此外，还有一些不良习惯也会影响心脑健康。

第一，早起赖床。冬天，很多人睡醒后舍不得从温暖

的被窝里爬出来，殊不知，经过一夜睡眠，身体处在

“缺氧”的小环境，继续赖床会加重心脑负担。第二，

睡回笼觉。有人喜欢锻炼、吃早饭后再上床躺一会

儿，这种做法很容易使心脏功能“大起大落”，不仅

影响锻炼效果，还可能引来疾病。第三，趴着睡觉。

趴着睡觉时头部过度前倾，容易压迫心脏和颈动

脉，使心脑供血不足，对本身心功能不好的人来说，

就更是雪上加霜了。

除此之外，在睡眠的准备、姿势和习惯方面还

要特别留意一些睡眠时的忌讳：

一、忌睡前吃东西：人进入睡眠状态后，机体部

分活动节奏放慢，进入休息状态。

如果临睡前吃东西，肠胃等又要忙碌起来，这

样加重了它们的负担，身体其他部分也无法得到良

好休息，不但影响入睡，还有损健康。

二、忌睡前说话：因为说话太多容易使大脑兴

奋，思维活跃，从而使人难以入睡。

三、忌睡前过度用脑：晚上如有工作和学习的

习惯，要把较伤脑筋的事先做完，临睡前则做些较

轻松的事，使脑子放松，这样便容易入睡。否则，大

脑处于兴奋状态，即使躺在床上也难以入睡，时间

长了，还容易失眠。

四、忌睡前情绪激动：人的喜怒哀乐都容易引

起神经中枢的兴奋或紊乱，使人难以入睡，甚至造

成失眠。因此，睡前要尽量避免大喜大怒或忧思恼

怒，使情绪平稳。

五、忌睡前饮浓茶、喝咖啡：浓茶、咖啡属刺激

性饮料，含有能使人精神亢奋的咖啡因等物质，睡

前喝了易造成入睡困难。

六、忌张口而睡：张口入睡，空气中的病毒和细

菌容易乘虚而入，造成“病从口入”，而且也容易使

肺部和胃部受到冷空气和灰尘的刺激，引起疾病。

七、忌蒙头而睡：老人一般比较怕冷，所以有的

老人喜欢蒙头而睡。这样，因大量吸入自己呼出的

二氧化碳，而又缺乏必要的氧气补充，对身体极为

不利。

八、忌仰面而睡：睡的姿势，以向右侧身而卧为

最好，这样全身骨骼、肌肉都处于自然放松状态，容

易入睡，也容易消除疲劳。仰卧则使全身骨骼、肌肉

仍处于紧张状态，不利于消除疲劳，而且还容易造

成因手搭胸部而产生噩梦，影响睡眠质量。

九、忌眼对灯光而睡：人睡着时，眼睛虽然闭

着，但仍能感觉光亮。对着光亮而睡，容易使人心神

不安，难以入睡，而且即使睡着也容易惊醒。

十、忌当风而睡：房间要保持空气流通，但不要

让风直接吹到身上。因为人睡熟后，身体对外界环

境的适应能力降低，如果当风而睡，时间长了，冷空

气就会侵入身体，引起感冒风寒等疾病。

（环球网）你现在留着怎样的发型呢？发色和发

型是一个人个性的代表，是其形象树立的重要部

分。想了解不同发型发色对外表的影响吗？想知道

模特们都是如何呵护出一头靓丽柔顺的秀发的吗？

日本 Livedoor网站 9月 16日特邀美容顾问为大家

答疑解惑，一起来看一下吧。

头发对个人形象的影响重大
现代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的以“日本女性发

型与其受欢迎程度的关系”为题的调查表面，相比

较于五官的立体程度和体型，头发对女性外貌美的

形象更大。

无论妆容多么精致，衣着多么时尚，如果忽略

了对头发的保养，则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老，还

可能会给人留下不修边幅的糟糕印象。并且，调查

还揭示了尽管疏于头发呵护的负面影响这么大，

85%的受访者表明即使身边有这样的女性，也不会

特意去给对方提出忠告的残忍现实。看来除了自己

多加注意外别无他法了。

拥有柔顺秀发的三大秘诀
1、梳头发要等头发干后用天然毛制梳子

相较于塑料梳子，天然毛制梳子在梳理头发的

同时还能给秀发带来呵护。此外，在头发尚未完全

干之前梳理头发会有损伤发质的危险。为了拥有一

头闪亮秀发，每天的梳理环节也是马虎不得呢。

2、正确使用护发素

即使是在微湿的头发上使用，护发素也会因为

浓度降低而效果减半。另外，还要注意护发素涂抹

后不可放置超过 10分钟且不可沾染到头皮上。

为了拥有柔顺秀发才使用的护发素如果因为

使用不当而产生反效果岂不是很可惜？快来掌握护

发素的正确使用方法吧。

3、预防头发干枯

洗发水过热、护发喷雾使用过度、防紫外线方

法不当等都会加速头发的干枯。既然已经意识到了

护发的重要性，就不要忽略保湿步骤，将护发进行

到底吧。

鱼子酱状胶囊护发新方法

已在日本国内美发店开始发售的头发美容液

“呵护秀发鱼子酱精华素”是资生堂皮肤呵护部门

独自研发的新产品。该护发素利用新技术提炼出鱼

子酱中的护发成分并将其凝缩，使营养成分能保持

新鲜状态直达发根。

据悉，资生堂为了纪念新产品的发售，已其官

网上开展互动活动，将赠送 30份“呵护秀发鱼子酱

精华素”给参与者，活动截止到 10月 3日。

平时只在美发店销售的护发素，现在轻松地就

能在自己家里试用，还不快来报名吗？

对头发的呵护是不是有些感触了呢？上述的调

查还表明头发的状态不同会使人的外表年龄有所

不同，而这个差值可达 8.5岁。护发绝对是年轻女性

不可忽略的一步。

当然，根据发质的不同，呵护秀发的方法也有

差异。如果想为自己量身定制一套护发攻略，不妨

和美容顾问谈一谈吧。

吃饱就睡伤血管
想长寿睡前注意 大忌

秋季头发毛糙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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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殺似水年華》曝特輯
阮經天時光表白baby

由香港著名導演陳果執導，改編自

中國第壹懸疑小說作家蔡駿的同名暢銷

小說，愛情懸疑電影《謀殺似水年華》

將於 2016 年情人節在電影院與大家見

面。電影由楊穎（Angelababy）、阮經

天、張超、熱依紮、郝蕾、黃覺、潘

虹、寇振海等實力偶像聯袂出演，型男

美女加實力戲骨的完美搭檔，必將上演

壹場別樣的青春愛情故事。

今日，電影重磅物料“想念如斯”

特輯深情來襲。特輯中，阮經天延續周

五畫風，再次化身秋收向baby飾演的小

麥展開深情告白，細數戀愛過往，回憶

浪漫情節，開啟了狂虐單身狗模式。

電影繼上周五阮經天“好久不見”

特輯重磅物料曝光後，引發網友熱烈討

論，不少網友紛紛表示被小天帥得不要

不要的，更有網友

直呼我的男神！讓

我來！阮經天則溫

婉表示“還有壹些

話想說，我們週壹

見。”引爆期待。

上周曝光的特

輯中，阮經天演技

大爆發，完全被電

影角色秋收附體，

化身電影中的暖男

真情回歸，輕描淡

寫的話語、蜻蜓點

水的表達將人物對

於初戀的思忖展現

得淋漓盡致，引得

少女心無數，隨後

更有網友深情評論

“為什麼妳隨隨便

便的幾句話卻讓人

刻苦銘心……”

小天在電影中

飾演的憂郁男生秋

收，與 baby 上演壹

段甜蜜愛戀的同時，

更有深度的情感轉

變。拍攝過程中他

也透露說，秋收和小麥的戀愛過程裏面

當然不乏浪漫的元素，單純的部分，但

與其他青春片很大差別的部分就是包含

從過去到現在、從農村到城市的狀況差

異，還有角色因為成長背景的不同，愛

情觀、價值觀也會不壹樣，會有比較復

雜的地方。浪漫的愛情加之深層的時間

沈澱，相信這壹次的小天會帶給大家不

壹樣的情感體驗。

特輯的開始部分，秋收面對鏡頭有

幾分緊張，千言萬語卻不知從何說起。

慢慢進入狀態後，秋收漸漸追憶與小麥

同看的日本電視劇《101次求婚》，並再

次發起愛的宣言“五十年後，我還會像

現在這樣愛妳”。記憶之門在開啟的瞬

間便不會再關合，講述過往時，秋收的

神情透露出幾分傷感懷念，是對年華的

感懷更是對那個“她”的純愛追憶。最

後秋收更透露在無數個不眠之夜，都會

陷入對小麥深深的思念中難以自拔。

愛情回憶不會因時間的流逝而隨之

淡去，相反會更加清晰可見，時刻提醒

著妳，這個人來過我的世界便再也沒有

離開。正如電影中的秋收和小麥，時間

只是為了讓遇見更好的彼此。

據悉，電影《謀殺似水年華》由萬

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谷天傳媒有

限責任公司、英皇影業有限公司出品，

深圳市騰訊視頻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電

廣傳媒影業（北京）有限公司、愛奇藝

影業（北京）有限公司、北京新京報傳

媒有限責任公司聯合出品，由五洲電影

發行有限公司發行，將於2016年情人節

2月14日全國公映。

《北西2》海報曝光
雅痞吳秀波配短發湯唯驚艷

由薛曉路導演，吳秀波、湯唯主

演的浪漫愛情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

之不二情書》今日曝光兩款海報，湯

唯和吳秀波以兩種風格迥異的造型出

現，湯唯更首次以短發清爽造型驚艷

亮相，而吳秀波則遊走於酷帥型男和

文藝大叔中間。海報延續前作溫暖清

新基調，兩人身處於異國茫茫人海

中 ，尋找彼此的狀態也引發觀眾好

奇 ，化身“神編劇”大開腦洞猜劇

情，雖然距影片公映還有近 3個月的

時間，但許多網友已對續集表示非常

期待，在網絡上喊話 3 年前看第壹部

的人繼續相約看《北西 2》，影片將

於4月29日上映。

此次曝光的兩款海報中，吳秀波和

湯唯以兩種不同造型出現，格外引人註

目。在街頭人海之中，湯唯盡顯氣質女

神形象，同時頗具英倫範兒，吳秀波則

以小禮帽、領帶搭配呢大衣的復古造

型，呈現文藝紳士的大叔形象。而畫面

中，兩人在茫茫人海中偶遇卻擦身而

過，似為劇情埋下線索和伏筆，令人不

住猜想。

而另壹張海報之中，兩人畫風立

轉，吳秀波壹身雅痞風黑色皮衣，酷帥

有型，令人舔屏。湯唯首次以清新短發

造型亮相，別有壹番風味。在酷似咖啡

館的場景之中，兩人卻分桌而坐，角色

關系引人好奇，還有熱心網友們化身

“神編劇”，操心影片劇情發展走向，

“婚姻危機”、“二胎計劃”、“情路

再生波折”等各種天馬行空的猜想紛紛

湧現。

《北京遇上西雅圖》曾在2013年奪

得華語愛情電影票房冠軍寶座，時隔三

年，該片仍是這壹類型影片票房紀錄的

保持者。此次原班人馬再聚《北京遇上

西雅圖之不二情書》，力圖為觀眾呈現

更加浪漫的“世界愛情故事”。今日曝

光的這組海報，隱約透露出更加豐富的

角色關系和故事走向，再加上影片跨越

中、美、英等多國取景的宏大格局，由

此可見湯唯和吳秀波的愛情故事將全面

升級。

影片將於4月29日全國上映，國民

CP卷土重來再發糖。首款海報曝光之

後，就引來網友高呼“國民CP又回來

了！”、“還是原來的CP，還是原來的

味道”。更有鐵桿《北西》影迷淚目表

情稱“終於等到妳，還好我沒放棄”，

並喊話再續“三年之約”，“當年和我

壹起看1的人，我們還要壹起去看《北

西2》！”雖然距上映還有87天，許多

影迷已迫不及待，表示“別廢話，趕緊

上”、“429不見不散”。

據悉，《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

情書》由北京佳文映畫文化傳媒有

限公司、東陽盟將威影視文化有限公

司、藍色星空影業有限公司、北京和

禾和文化傳媒有限責任公司、安樂影

片有限公司、安樂（北京）電影發行

有限公司、浙江影視（集團）有限公

司聯合出品。

日前，由導演孫宏凱執導的愛情喜劇電影《恭喜發財之談錢說愛》發
布定檔海報，影片將於2月19日全國公映。曹雲金、周知、杜海濤、吳昕
、吳宗憲、陳曉東、姜潮，蘇醒，孫堅、張予曦、萬國鵬、孫耀琦、Mike
隋等眾星雲集，傾情出演。

該部影片風格幽默搞笑，緊貼屌絲創業、小三、辦公室戀情、家長逼
婚、堅持夢想等時下流行話題，以歡樂的方式再現了我們身邊不同階層的
愛情百態。影片講述的七種愛情故事緊貼生活，展現了城市務工青年、IT
男、bra設計師、酒吧歌手、白富美、藝術青年等在面臨生活、夢想、愛
情困擾時做出的抉擇。

雅痞吳秀波配短發湯唯驚艷
兩種造型引角色猜想

浪漫愛情全面升級
影迷喊話4月29日續“三年之約”

《恭喜發財之談錢說愛》發海報

22..1919爆笑來襲爆笑來襲

阮經天演技大爆發
為愛表白惹人羨

秋收忐忑時光表白
追憶唯美青澀愛戀

2015年
全台最賣座十大華語片
1 「我的少女時代」（4.1億）──賺

2 「大囍臨門」（2.5億）──賺

3 「破風」（1億）──賺

4 「追婚日記」（8650萬上映中）──賺

5 「紅衣小女孩」（8300萬上映中）──賺

6 「角頭」（8000萬）──賺

7 「葉問3」4700萬(上映中) ──可能賺

8 「鐵獅玉玲瓏2」（4000萬）

9 「刺客聶隱娘」（3800萬）

10 「剩者為王」3100萬──賺

2014年
全台最賣座十大華語片
1 「KANO」(3.4億)

2 「等一個人咖啡」(2.4億)──賺

3 「大稻埕」(2億 )

4 「閨蜜」1億 ──賺

5 「鐵獅玉玲瓏」 (7100萬)

6 「軍中樂園」(6500萬)

7 「黃飛鴻之英雄有夢」(5350萬)

8 「太平輪﹕亂世浮世」(5300萬)

9 「痞子英雄2」(5000萬)

10 「大宅們」(4500萬)

為何娜姐早抵台又神隱？
原來是…

流行天后瑪丹娜抵台第3天，沒有趁演唱
會開演前偷空逛街，上午都待在下榻的文華東
方酒店，靠健身、瑜伽調整時差。下午才從下
榻飯店前往小巨蛋彩排。

不同於首日抵台，飯店門口保
全嚴陣以待過濾房客，或許是發現
沒有瘋狂粉絲到現場守候，已不見
保全守在門口，就連媒體也少了許
多。偶有路過民眾看見守候在飯店
停車場出口的媒體，好奇上前詢問
「是不是在等瑪丹娜？」但也沒人

停下來等看天后風采。
瑪丹娜下午出發前往小巨蛋彩

排，天后出巡排場不凡，據了解，
飯店保全約2點多接到通知，聚集在

停車場維安，但直到3點多才離開飯店，且瑪
丹娜未走飯店停車場正常出口，而是改走入口
車道，讓守候多時的媒體撲空。

當親人一旦成了工作夥伴，是好還是壞？
「康熙來了」結束之後，中天端出

吳宗憲和女兒吳姍儒這對父女牌，看來
新鮮，一方面觀眾期待初生之犢的吳姍
儒，要用什麼方法制住不受控的天王老
爸吳宗憲，但另一方面，也讓人想知道
，同是一家人，撇除生活相處，要一起
工作搭檔主持節目，到底是加分，還是
減分？

從統計學來說，其實在演藝圈中，
找來親人如夫妻、兄弟合作，節目壽命
都不會太長，但偏偏有許多電視台或製
作單位想試試到底行不行，於是多年來
就有不少這類節目上陣，夫妻檔部分，
10多年前余天、李亞萍合作過 「搶錢雙
響炮」，短短一季就收攤；王仁甫和季
芹也曾做節目一季喊停；陽帆和老婆
Julie也撐不到半年；侯昌明和曾亞蘭稍
微撐久一點。

為何觀眾不埋單？全因不愛看夫妻
在螢幕上 「老公」、 「老婆」叫得肉麻

當有趣，而就算是有距
離的叫彼此 「某某哥」
、 「某某姐」，或小名、

本名，觀眾也會覺得矯情，但真正難的
，是鏡頭下夫妻之間該如何解決彼此情
緒問題。

侯昌明說，老婆曾雅蘭因為是素人
出身，當了藝人之後身分改變，但心態
上仍把侯昌明當事事可管的老公，而非
專業主持人，於是在合作 「生活 1 級棒
」時， 「有幾次我覺得她的節奏不對，
錄影空檔時就給她意見，沒想到她當場
臉一垮，雖然錄影過程沒發作，但收工
後走到地下停車場路上，她開始發飆，
說我太得意，說我如何如何，但今天若
我不是她老公，搭檔換成別人，她會虛
心受教，這就是分別。」

當年陽帆和老婆Julie也短暫合作過
節目，當陽帆在節目中被來賓大爆過往
花心史，他會刻意收斂 「效果」，因為
就怕老婆會吃醋。而陽帆收工後也會在
電視機前指導Julie主持技巧，造成以前看
電視只是娛樂放鬆，後來卻變成上課，
Julie若聽得不耐煩了，只會眼神放空，
不敢拿出老婆架子來反駁，觀眾最後不
愛看兩人互動，用收視數字讓它下台。

王中平和老婆余皓然結婚快 20 年
了，前陣子才首次合作外景節目，雖然
短短 10 集，他笑說： 「默契沒問題，
但她會有起床氣，這點難克服，還有我
只要有一個話沒接到，稍微沒跟上，她
臉也會變一下。」余皓然則覺得，她跟
王中平一個講話快，一個節奏慢，是絕
佳互補，而且王中平不會為求表現就來
搶她的話，反而常為了讓她有鏡頭多讓
她一些。

當然也有吵架的時候，余皓然說：
「他偶爾會以前輩的身分告訴我要怎麼

說 話 ， 我 難
免 會 不 高 興

，因為再怎麼算，他也只比我早出道一
點點，雖然他過去主持過節目，但這些
年我在談話節目裡以大嫂身分應對各種
話題，自然早不是省油的燈。」這對歡
喜夫妻，吵吵鬧鬧玩了 10 集外景，過
程是開心的，但未來還有沒有搭檔的機
會，要看觀眾愛不愛。

當然，也有合作長久的例外，不過
多是宗教類電視台，一對是在 GOOD
TV裡搭檔的何戎和Kelly，另一對，是
在大愛電視合作的殷正洋和李文媛。

何戎和 Kelly 當年一直有默契，絕

不在同一個辦公室或主持節目，就怕兩
人一言不和吵起來影響工作，後來
GOOD TV 找夫妻倆合作談話性節目
「幸福來敲門」，何戎掙扎了一下，卻

在討論內容時多次和老婆起爭執。Kelly
當時說： 「他外圓內剛，我剛好相反，
節奏和步調不同，擺在一起一定吵。」
幾次下來幾乎要向製作單位說： 「算了
別做了。」

結果，兩人一主持就是許多年，夫
妻愈磨愈圓，何戎說， 「她懂得在我沒
話時接上來，完全不必提醒，這種默契
，要善加利用。」

殷正洋與李文媛搭檔主持節目有12
年，兩人在大愛電視分別合作 「殷媛小
聚」、 「音樂有愛」和 「心靈講座」等
節目。當初合作時，兩人為節目品質和
觀念爭執，甚至因為 「太熟」，敢於在
節目表達不同意見，常讓攝影師捏把冷
汗，誤以為兩人吵架了。

李文媛說： 「雖然有時會把工作帶
回家，甚至回家也會繼續爭執，但大多
數都是他聽我的，我們若吵架也不會隔
餐。」一般主持搭檔容易發生 「搶鏡」
、 「搶話」等競爭關係，但李文媛與殷
正洋定位清楚，一人負責主持、一人負
責演唱，分工清楚，反而互相加分。

夫妻搭檔節目多半短命，其他如兄
弟檔，則有不同結果，例如許多年前綜
藝大哥大張菲和費玉清搭檔 「龍兄虎弟
」，做出一番成績，但兄弟在棚內、化

妝室裡不爽的傳聞也時有耳聞，後來節
目結束後，就再也沒聽說過有製作人對
這對兄弟重新搭檔有興趣；另一對吵吵
鬧鬧的兄弟檔則是雙胞胎郭彥均、郭彥
甫，兩人個性一快、一慢，對人生、工
作的想法也大不同，從出道合作節目就
不斷有吵架新聞傳出，一直到去年底，
郭彥甫請辭 「冠軍任務」，兄弟從此分
道揚鏣。

雖然兄弟不再合作節目，工作之外
的人生，仍是最親的家人，費玉清幾年
前出事時，張菲想盡辦法要幫忙，郭彥
甫如今要接任何節目，主要的要求，就
是 「不能跟哥哥節目對打」，若是對打
，他寧可不接。

吳宗憲和吳姍儒父女檔在演藝圈算
是新鮮的，畢竟演藝圈有許多量產的星
二代，胡瓜卻沒跟小禎合作過節目，張

菲也沒跟張少懷、豬哥亮更不曾跟謝金
燕或謝晶晶同執麥克風控場，因為親人
歸親人，一旦扯上工作，多了一層複雜
元素，關係就不若過往了，吳姍儒因為
「小明星大跟班」，將更深一層看到身

為父親在工作上的一面，有好處，也有
壞處，好處是可以直接學到吳宗憲的主
持技巧，壞的是，當工作觀念不同時，
情緒就會帶進生活了。

「小明星大跟班」首播開出紅盤，
父女還沈浸在節目的蜜月期，未來將如
何 發 展 ， 大 家
也 可 觀 察 看 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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