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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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開
張

慶祝農曆新年慶祝農曆新年 化妝品禮盒化妝品禮盒
大贈送大贈送 送完為止送完為止

（中國城第一家位敦煌廣場內）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200up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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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METICS
BLOOMINGBLOOMING

本店誠徵經理及銷售人員，請電洽或上門應徵

9889 Bellaire Blvd, #B24 B, Houston TX 77036 (832)834-0610

位置佳﹕Walmart Neighborhood Shadow, 小學對面﹐5 Mins to 99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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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 Creek Ranch Plaza商鋪獨家招租商鋪獨家招租 Pre-Leasing

王王 迪迪
DavidDavid WangWang
專業商業專業商業地產經紀地產經紀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1. timing belt（正時皮帶） 這個是

關鍵的部件，如果更換不及時，

發動機基本就廢了，重新更換費

時費錢。美國一般是 8－10 萬

miles需要更換，而且一般都是和

water pump（水箱）一起更換。一

般總費用在500美元左右。少數車

，像是toyota corolla, camry這樣的

，01款以後的corolla和 99款以後

的camry使用的都是timing chain而

不是 timing belt，timing chain 一般

是終生不需要更換的，少數情況

下，開到30萬miles需要更換。

2. water pump（水箱） 如1中所述

，一般是和timing belt一起換。有

一些比較忽悠人的修車廠在車主

做維護的時候，車子吊起來，

struts前軸那邊有漏油情況的，技

師就說是water pump要換了，其實

不然，情況多了去了，別聽他們

忽悠。

3. brake pads（剎車片） 一般是每

3萬miles換一次，不過要看具體

情況，如果平時駕車多為市區或

者你處於南方濕潤地帶，建議4萬

miles換一次，這個對安全還是影

響很大的，不要在這上面省錢。

4. driving belts 一般是4－5萬miles

檢查一下，不一定需要換，看具

體車況。前蓋打開後自己能看到

的，磨損是正常的，開了3－4萬

miles左右出現裂痕也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出現3條及以上明顯裂痕

，建議更換。

5. spark plugs（火花塞） 這個一般

是男士可以自己動手換的，完全

不需要去車行做。美國一般每3萬

miles換一次。建議自己經常檢查

火花塞狀況，如果出現漏油滲油

，要及時去車行檢查，但是不一

定需要更換的。到了冬天，氣溫

到零下了，如果車子1－2週不開

，建議把連接火花塞的線斷開，

這樣利於延長壽命。

6. battery（電池） 美國一般是5萬

miles需要換。電池壽命取決於很

多因素，建議每周至少上高速開

70miles使電池充分充電，冬天天

冷的時候尤其要經常上

高速開到 70miles 以上

。長時間不用車，一定

要記得把正負極線取下

，要不非常耗電池壽命。冬天早

上剛啟動車的時候，盡量別使用

音響GPS等等這些設備，耗壽命

的。

7. transmission oil 這個非常重要，

美國一般是每2－3萬miles做一次

transmission flush。

8. tie rod inner ends 如果踩油門拐

彎腳底有明顯的咯咯的感覺，而

且也有聲音，可以查查是不是in-

ner ends需要換了，一般跑個7－8

萬miles還是需要檢查一下的，這

個是影響輪胎穩定和安全性能的

。

9. spring & struts 美國一般10－12

萬miles換，總費用大概600美元

，如果有修車廠在6－7萬公里就

忽悠客戶換，理由是把車子吊起

來以後底部繡跡斑斑，這個完全

不用聽他們忽悠。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修車的幾個關鍵概念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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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
骨底部疼痛，下肢放射性疼痛
（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
覺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
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

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
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
，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
痛加重等。多數患者有不同程
度的外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
維環破裂，髓核向後或後外側
突出，壓迫脊神經根引起腰腿
痛，坐骨神經痛是腰間盤突出
癥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
有明顯的頸部外傷史或有長時
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經
根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
上背部劇烈疼痛，伴上肢放射
性神經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
，疼痛加重。肌力下降，腱反
射減弱或消失，臂叢神經牽拉
試驗陽性。部分患者出現眩暈
、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
、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療
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
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

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
他採用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
、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
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
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
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
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
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診斷治療，病人躺在治療
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
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
無炎癥、缺水程度等，李醫生
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
的那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
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
馬上減輕 80%。李醫生還專精
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
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主診所地址：9610 wes-

theimer road, Houston, Tex-
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
（8am -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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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香港會館為慶祝猴年來臨,
於2月28日晚上6時30分至晚上10時,在珍寶海鮮餐廳
盛大舉行[2016年春宴],席開58桌,由理事長黎瓊芳與前
會長譚梓康主持.葉如東會長,黎瓊芳理事長歡迎中國駐
休士頓總領館李桂喜副總領事,鄧賽英領事,香港駐三藩
市經濟貿易辦事處黃俊濤副處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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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俐俐夫
婦,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僑務委員劉秀美,
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僑務促進委員李迎霞,中華公所共
同主席黃泰生,羅秀娟,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
分會羅茜莉會長,安良工商會李雄會長,五邑同鄉會梅偉
民榮譽會長,紅棉曲藝社雷艶芳前會長,龍岡親義公所劉
志恆前會長,張海前會長,趙婉兒副會長,台灣同鄉會陳煥
澤新會長,恆豐銀行張永男執行長,余氏公所余厚義,余頌
輝,世界廣東同鄉會王煒蘭會長等僑界人士580人共襄盛
舉.

春宴珍饈美味,佳賓大快朵頤同時,舞獅配上噴火獅頭助興,香
港會館理事們敲擊筷子跑步入場,更可欣賞由香港會館會員沈巧
玲,理事梁國堅,譚梓康,陳宛儀等紛紛上場精彩演出趣劇,攪笑外,
空籠變鳥頗為吸晴,陸忠演唱[Blue Hawaii]引得眾人大跳草裙舞給
大家欣賞,為與會人士帶來歡樂氣氛.

休士頓香港會館葉如東會長致歡迎詞,並說明香港會館過去
一年舉辦許多非常成功的活動,例如中秋節帶領百餘會員前往路
易斯安那州過狂歡節,10月帶50多位小朋友前往野外放風箏,今年
1月份卡拉OK同樂等.這些活動使會員彼此熟悉,提高社團活躍度

.為讓社團發展茁壯,也希望服務更多華人,葉
如東會長誠摯邀請更多同胞加入社團.

主持人譚梓康在會上宣佈,香港會館 每
年一度之第四十屆麻雀大賽於2/20/2016 星
期六在珍寶酒家完滿結束.

有三十六人出席參加比賽.結果如下,並
進行頒獎及贈送獎金

冠軍..黃志明 Wong Chi Ming
亞軍..方玉儀 Barbara Fong
季軍.. 唐國珍 Julie Tong

殿軍 李珍妮 Jeanie Gee
麻雀仕...宮先生 Wade Kung
晚宴幸運抽獎有40"LED HD電視,iPad,Mini iPad,現金獎及大

量名貴禮品,多人幸運中獎,大家度過美好時光.

休士頓香港會館休士頓香港會館20162016年春宴歡樂無比年春宴歡樂無比 美南新節目童言無忌即將開播 誠徵小小助理主持
(本報訊)為順應日益增加的華人孩子們的需求，

美南國際電視網15.3，近期即將開播一檔由娟子擔
綱主持的兒童節目 「童言無忌」，目前正積極招募
小小助理主持，有興趣的小朋友可以報名參加。

本欄目主要在服務於華人及各族裔的少年兒童
，使他們快樂的成長，豐富孩子們的電視螢幕演出
機會，增加各族裔孩子們的文化交流。

該節目由美南新聞主播娟子擔任策劃、制片和
主持人。她畢業於吉林省戲曲學院，後進入中國傳
媒大學深造，從事播音和主持工作20餘年，此次擔
負起兒童節目也是她一直以來的心願。
為了提供更好的節目服務，給孩子們鍛煉成長的機
會，本台正在招募小小主持人助理。要求5-12歲會
講中文的各族裔的少年兒童都可以報名參加，男女
不限。本台將通過面試、複試之後方可成為娟子的
主持助理，將有機會和娟子一起主持兒童節目！

另也誠請商家或學校冠名贊助播出，增加節目
豐富性。歡迎有興趣的小朋友和商家踴躍報名參加，報名及贊助電話：
832-908-8064，或請 email 至 newsanchor 20523@yahoo.com 娟子，報名費 30 元，
來信請註明應徵小小主持人即可。

（ 休士頓 / 秦鴻鈞 ）成立於1993 年，至今已有23 年歷史
的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 於上周六 晚在 「珍寶樓」舉行
2016 年春宴，據該會表示： 今年是有史以來籌備的最久的一次
，共籌備十個月，當晚席開43桌，幾乎休士頓所有的大醫院都
參與贊助。在當晚的興盛會中，除了有精彩的舞龍舞獅及摸彩助
興外，並有全德州醫學會主席Dr. Tom arcia 主講 「ACA 對德州
未來的影響」 及頒發獎學金等活動。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 會長莊仲安醫師首先在大會上致
歡迎詞並介紹該會成立的宗旨在於增進在休士頓華裔之健康知識
及對廣大美南僑胞的醫療的保健，提供服務。該會並於每年舉辦
及參與各項單項或專業的醫療講座，舉辦或參加許多本地之醫療
健保活動及義診。更提供每月醫師醫學進修講座課程。他並介紹
當天的贊助者包括： 金桌贊助，每桌$1500 元，由 Dr. Edward
Chen 等六人提供； 銀桌，每桌$1000 元，由 Dr.Spencer Su 等 4
人提供； 以及銅桌，每桌$650 元，共有Amegy Bank, 「頂好廣
場」 李雄等十八個單位或個人贊助。以及趙耿偉醫師，Jennifer
Kan 等捐款一千元，以及多人捐款及捐贈摸彩禮物。

會上並介紹當天的貴賓有德州第137 區州議員吳元之（Gene
Wu), 德州第 26 區州議員 Rick Miller, 及德州第 129 區州議員
Dennis Paul 等人。當晚還特別由 「獎學金委員會」主席李家訓

醫師介紹2015 年獎學金獲獎名單為：
黃博文獎學金： 章依恩（ 貝勒醫學院）
毛培年夫婦獎金（ 已連續捐五年）： 蔡亞川（ 貝勒醫學院

）
Martha Turner 獎金：秦倩（ 貝勒醫學院）
華裔醫師協會獎金： 古聖耀（ 德州醫學院） 黃子芳（ 貝勒醫
學院）張雅聞（德州醫學院）孫頌捷（ 德州蓋文斯醫學院）

當晚並由金維漢醫生介紹原主講人Tom Garcia 因事未能與
會，改由哈里斯郡醫學會（Harris County Medical society ) 現任會
長Dr.KimberlyMonday 擔任大會的主講人。而該會會長陳良駒醫
師最後總結表示：

女士們，先生們晚上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晚會。非常感謝您的支持。今晚我們有另一

個破紀錄的事項 - 募到我們的歷史中最高金額的錢。恭喜秦博
士。讓我們給她熱烈的掌聲。我同意她說的一切，，我想補充:
由於秦博士的領導，我們今年有一個很大的成功。
今年是中國4714年，讓我們關閉舊的篇章走向高科技。過去的
已經過去了，讓我們打開新的圖標。第一個是“健康”，我們祝
大家一個良好的健康。第二個是“財富”，我們希望我們都更富
有。第三個是“快樂”，祝大家新年快樂，天天開心，謝謝。

CADAH基金會是一個501C慈善機構，在全國知名的慈善機構
中，救世軍具有最低的管理成本 - 在8％左右。我們做的比這更
好，因為你捐的每一分錢，都用於獎學金，健康公平等慈善活動
，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的成員大方的捐贈時間和金錢。去年我
們的基金會主席提供了一個舒適的會議室和所有三董事會議的晚
餐，他用他的時間來分析財務總監, James Tang醫生, 提供的過去
九年多年來我們的集資活動數據。而且，他精心準備的圖表提供
籌集資金更有效的方式，我代表CADAH基金會，給予Karl King
博士禮物。

2016 年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春宴
當晚並頒獎2015 年獎學金獲獎者

圖為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歷屆理事圖為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歷屆理事，，會長與本屆獎學金得獎人會長與本屆獎學金得獎人（（ 前前
排排））合影於合影於20162016 獎學金頒獎春宴上獎學金頒獎春宴上。。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主持人譚梓康及香港會館主持人譚梓康及香港會館20162016年麻雀大賽冠軍黄志年麻雀大賽冠軍黄志
明明,,亞軍方玉儀亞軍方玉儀,,季軍唐國珍季軍唐國珍,,殿軍李珍妮殿軍李珍妮,,麻雀仕宮先生麻雀仕宮先生
在香港會館在香港會館20162016年春宴合影年春宴合影. (.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 本報記者秦鴻鈞）Tokyo One 日式海
鮮自助餐為慶祝一年一度即將來臨的春假和
復活節，整個三月份小朋友十歲以下，晚餐
每人7.99 元，以及整個三月及四月晚餐 期
間，每四個大人就餐，免費送一只龍蝦。
（ 八個人就送二只，十二個人就送三只等
等）
Tokyo One 是最靠近中國城的日式海鮮自助
餐廳。交通方便，四通八達，菜色精美，口
味獨特，是附近上班族的最愛，也是華人全
家團聚，宴請親友的最佳去處，Tokyo One
將陪您歡度終生難忘的春假及復活節假期。

Tokyo One 位 於 八 號 公 路 邊 ， （ 近
Westheimer 大 道 ） ， 地 址 ： 2938w.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77042,電話：
（713）785-8899

Tokyo One 日式海鮮自助餐慶祝春假和復活節
三月及四月晚餐 小孩與大人都有特價優惠

近來，有不少患者慕名來到位於黃金廣場的李娜疼痛中心，
希望李娜醫生幫忙治療膝蓋的疼痛。

常言道：人老腿先老！如果腿腳開始不靈便，人的健康很快
就衰退了。尤其是人到中年，活動量減少，現代人以車代步，膝
蓋的肌肉得不到鍛煉，不能很好地保護關節，稍不留意，就會造
成髕骨偏離，膝蓋開始疼痛，但是自己不知道為什麼，有的人還
努力加強運動，結果更加劇了疼痛，很多患者看了不少醫生，拍
片檢查，打封閉針，結果疼痛還是無法減輕，症狀也沒有消退，
最後只能做人工膝關節換置，想起來就害怕。

患者到了李娜醫生這裡，李醫生的手只要觸摸到膝蓋骨節，
馬上就發現了病症所在，所有的疼痛就是來自髕骨偏離，她的判
斷真是比拍出的X光片子還要準。李醫生採取特殊的正骨療法，
很快就能讓髕骨歸位，不用打針，不用手術，讓膝蓋立刻減少磨
損，很快就能恢復健康。但是李醫生強調：髕骨偏離一定要早期
治療，一旦拖久了，就會損傷到膝蓋軟骨，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所謂髕骨疼痛症候群( Patellofemoral pain syndrome， PFPS)是
一個極其常見的疾病，主要表現在髕骨偏離股骨滑車溝(trochlear
groove)，使髕骨不在正常的軌跡上，造成膝蓋周邊的疼痛，臨床
表現：
1、病人在久坐、蹲、跪或上下階梯時會有疼痛或刺痛產生。
2、一些病案中，膝關節在彎曲伸直時會有捻發音(crepitus/pop-
ping/grinding) 。
3、膝關節突然無力或交鎖（knee gives away/knee buckling） 。

通常如果只有膝蓋痛，而在病理學檢查上髕骨軟骨沒有發現
軟骨有纖維化的現象，就只可稱為髕骨股骨痛徵候群，如軟骨已
發生變化的就稱為髕骨軟骨軟化症，髕骨軟骨痛久了，軟骨易磨
損而變成退化性關節炎，最後會導致下肢肌肉萎縮！

髕骨股骨痛徵候群的患者，大多是髕骨向外側傾或者半脫位

，導致髕骨內側的面軟骨撞擊股骨外髁滑車，引起關節外側間隙
軟骨過度磨損，軟骨細胞脫落，骨質增生，關節間隙狹窄一系列
病理變化，出現：膝關節前側疼痛，久坐起立或下樓、下坡時疼
痛加重，常有腿打軟，關節怕涼，或膝關節反复腫脹、積液等。
如果你走路時感覺膝蓋前方會刺痛，甚至爬樓梯時疼痛加劇，痠
軟無力無法走路，小心可能是髕骨外翻警訊。如今有很多年僅20
至30歲的年輕女性，完全沒有扭傷等運動傷害，以為自己罹患
關節炎，其實不然，一檢查就發現是髕骨外翻。臨床上還發現，
女性比男性容易發生髕骨外翻，主要是因為女性骨盆比男性寬很
多，加上久坐少運動，骨四頭肌較缺少訓練，顯得無力或萎縮，
所以當肌肉拉扯時，髕骨會往外牽移不穩定，在活動時便容易產
生外翻。此外，女性經常穿高跟鞋，讓重心前傾，也容易導致肌
肉力量不平衡，使膝關節重心前移，加速關節磨損而發生外翻情
況。髕骨移動時是沿著一個圓形凹槽滑動，當彎曲伸直時滑動距
離可以達到6至7公分，大概4根手指頭的長度的距離，活動範
圍很大，但是，女性髕骨滑動的軌道淺，加上骨盆寬、常穿高跟
鞋等，造成拉力往外，以致移動時髕骨不穩定，很容易發生髕骨
外翻。嚴重髕骨外翻時，髕骨會與外側大腿骨相撞，甚至造成脫
臼，骨頭跑到外側，後果非常嚴重。

李娜醫生說，由於髕骨面出現高低不平，在髕骨下可發生摩
擦音或捻發音，或出現膝關節突然不能屈伸，即所謂的交鎖。稍
加活動在髕骨下發出清脆響聲後又能活動，故又稱為“假交鎖”
症狀。但如果不及時歸位，產生了互不協調的摩擦，膝關節反复
屈伸、扭轉，使關節面不斷相互撞擊、捻錯、摩擦，時間長了就
引起了磨損性損傷，致使軟骨面磨損，營養欠佳，出現了退行性
的改變。這時候的軟骨表面已經沒有了光澤，而且彈性也如同橡
皮筋一樣逐漸減弱，甚至出現了裂紋、缺損，軟骨原纖維化變性
，髕骨關節面軟骨有局限性軟骨軟化纖維形成，就會引起膝關節

疼痛，形成骨性關節炎。
所以要儘早歸位，盡量避
免手術治療。

李娜醫生特別強調，
為了讓軟化的髕骨堅強起
來，除了防止引起髕骨軟
骨面的損傷的劇烈運動外
，對於年紀較大者，尤其
是年齡在50歲以上，身體
較肥胖者，更應避免膝關
節半屈曲位的反复操練，
防止病情的加重。因為年
紀較大者由於內分泌或動
脈硬化的原因，以及髕骨
軟面長年的磨損，已發生退變，若再發生強力反复的摩擦，必然
會引起損壞。要注意：
1.避免頻繁上下樓梯：注意減少上、下樓梯的次數，避免因為上
下樓梯時，髕骨面承受較大的力量，容易磨損受傷，另外最好避
免膝蓋全蹲的動作。
2.避免長時間穿高跟鞋走路：穿高跟鞋容易使膝蓋受力加大，並
使髕骨不穩定，即容易受傷，應該儘量減少穿高跟鞋的時間。
李娜醫生最擅長治療椎間盤突出，頸椎，胸椎和腰椎引起的一切
病症及各關節脫位，軟組織受傷造成的疼痛。李醫生診斷準確，
療效好，備受患者好評。

李娜疼痛中心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聯絡電話: 713-492-0686 832-863-8003

李娜醫生談膝關節疼痛治療的重要



CC22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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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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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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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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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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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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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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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宏婷
Winnie Hui
CLU CPA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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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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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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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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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瑞
Se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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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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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有經驗,穩重的保險經紀人。

代理上百家A級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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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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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勝保險
www.ChampionsIG.com

李仕球李仕球

Champions Insuranc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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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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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電話一通電話一通電話
立即省錢立即省錢立即省錢

優勝保險，你值得擁有？

Rei Ryan 朱小姐
20年房屋 / 商業貸款
NMLS 24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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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低 另有免手續費 本人親自接聽電話 回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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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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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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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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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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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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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壽保險 長期護理保險
教育基金 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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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1515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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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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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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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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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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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詢問有關本校$10,000的獎學金的詳情

˙中外中醫名流授課
˙中西醫學多元化教學
˙學科及臨床並重
˙全時或半時上課
˙日班或夜班課程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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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 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
治治治
主主主

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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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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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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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星期六 2016年3月5日 Saturday, March. 5, 2016 星期六 2016年3月5日 Saturday, March. 5, 2016

莊麗香偕僑社代表出席休士頓失語症康復中心募款餐會
【【本報記者黃相慈報導本報記者黃相慈報導】】休士頓失語症康復中心休士頓失語症康復中心(Houston Aphasia Recovery Center, HARC)(Houston Aphasia Recovery Center, HARC)33日於日於River Oaks Country ClubRiver Oaks Country Club
舉辦第六屆舉辦第六屆 「「Let's TalkLet's Talk」」 募款餐會募款餐會，，現場吸引休士頓各大企業代表現場吸引休士頓各大企業代表、、醫療機構與會員等約醫療機構與會員等約500500人出席人出席，，長期贊助支持的亞裔長期贊助支持的亞裔
代表石山地產總裁莊麗香也偕僑界代表參與盛會代表石山地產總裁莊麗香也偕僑界代表參與盛會，，場面溫馨熱鬧場面溫馨熱鬧。。

WEST HOUSTON
OF

Dan KaoDan Kao
Sales ManagerSales Manager

Efan HsuEfan Hsu
Internet ManagerInternet Manager

華語專線：

225-921-9157

11890 Katy Fwy
Houston TX 77079

電話電話：（：（713713））995995－－99829982

經典菜色經典菜色 新增菜色新增菜色
椒鹽小河蝦 $3.99
沸騰魚 $10.99 活魚豆腐湯

香辣鱸魚
沸騰魚

鹹蛋黃焗南瓜
拔絲香蕉大棗

麻辣乾鍋

小雞燉磨菇
東北鍋包肉
火爆腰花
溜肥腸
羊雜湯

尖椒乾豆腐

特 價特 價

油炸糕、驢打滾，小籠湯包，
韭菜餡餅，手抓餅，芝麻大餅，
羊肉燒賣，各式手工面條

傳統面點傳統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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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ky Pot Restaurant純
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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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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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登錄可以登錄：：1818song.comsong.com

LandPark AdvisorsLandPark Advisors總裁總裁Bill McGrath(Bill McGrath(左起左起))、、石山地產總裁莊麗香石山地產總裁莊麗香、、亞亞
洲協會財務部資深總監洲協會財務部資深總監Sophia WongSophia Wong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國泰銀行資深副總裁廖珮君國泰銀行資深副總裁廖珮君((左起左起))、、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啟梅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啟梅、、國泰銀行國泰銀行
德州區總裁陳明華與石山地產總裁莊麗香餐會後合影德州區總裁陳明華與石山地產總裁莊麗香餐會後合影

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啟梅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啟梅((前右起前右起))、、國泰銀行資深副總裁陳明華國泰銀行資深副總裁陳明華、、石山地產總裁莊麗香石山地產總裁莊麗香、、國泰銀行資深副總裁廖珮君國泰銀行資深副總裁廖珮君、、亞洲協亞洲協
會財務部資深總監會財務部資深總監Sophia Wong(Sophia Wong(後排右起後排右起))、、世華婦女會美分會會長羅茜莉與世華婦女會美分會會長羅茜莉與LandPark AdvisorsLandPark Advisors總裁總裁Bill McGrathBill McGrath合影合影。。

東北同鄉會東北同鄉會20162016年度大會緊鑼密鼓年度大會緊鑼密鼓44月月33號隆重登場號隆重登場
游子情游子情，，春意濃春意濃，，盼相聚盼相聚，，樂融融樂融融。。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臺北第二分會舉辦
「第六、七屆會長交接典禮暨愛心慈善捐贈儀式 」 （本報訊）世界華人工商

婦女企管協會臺北第二分會於
本年2月22日(星期一)下午2時

30分假典華旗艦舉辦第六、七屆理事長交接典禮暨愛心慈
善捐贈儀式，第六屆會長許淑雯、第七屆會長陳玟君於會
中完成交接，並於典禮中將愛心捐款捐贈給榮光育幼院，
發揮對社會的愛心與關懷，呂副委員長代表僑務委員會出
席並致詞祝賀新任會長就任，同時對卸任會長一年的辛勞
予以嘉勉，並請該協會未來能持續對於僑務委員會僑務工
作之推動給予支持與協助。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自1994年成立以來，迄今
23年，會員廣布國內及全球六大洲，係關心全球華商婦女
發展的重要聯繫網絡與溝通平臺，對於提升華商婦女的實
力與地位，卓具貢獻，在歷任總會長及全體幹部的努力下
，現已成立50個分會。 













達拉斯僑社參與亞洲博物館博覽會 推展中華文化
（本報訊）達拉斯亞洲博物館(crow collec-

tion of Asian art)於2月13日在達拉斯市中心舉辦
之2016年農曆新年文化博覽會，休士頓僑教中
心莊雅淑主任、谷祖光僑務諮詢委員伉儷、李
小濱僑務諮詢委員、羅玉昭僑務諮詢委員、曹
明宗僑務委員等出席該農曆新年文化博覽會開
幕典禮，達拉斯市市長Mike Rawlings亦出席該
場農曆新年文化博覽會，該博覽會亞洲各國紛
紛設攤展示與新年相關文化，僑委會夥伴關係
組織之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亦擺設文物攤位，

向與會美國主流民眾介紹農曆新年習俗等中華
文化，並由達拉斯海外華裔青年大使協會(FAS-
CA)同學穿著中華民俗傳統服飾，吸引許多觀展
主流民眾駐足圍觀合影，該博覽會主舞台，達
拉斯海外華裔青少年夏令營(CYC)同學表演扯
鈴，贏得觀展民眾熱烈掌聲，達拉斯華人活動
中心志工中華民俗傳統服飾走秀，更增進外國
友人更了解中華文化，該博覽會吸引主流人士
約近萬人參與，成功讓主流民眾認識農曆新年
以及中華文化。

（本報訊）德州東北同鄉會2016年年會將於4月3日(星期日)
晚6點在休斯敦珍寶樓隆重舉行，我們理事會全體成員非常榮幸
的邀請休斯頓各大社團的僑領，知名企業家、藝術家、專家學者
和知名人士及朋友踊躍前來和我們一起共同歡度愉快的良宵。東
北同鄉會的發展壯大永遠離不開朋友們的鼎力支持和兄弟姐妹般
的熱心幫助，借此，請允許我們表達感激之情。

這次年會將是東北同鄉會和各界朋友相聚、相識、共敘友情
和鄉情的盛會，屆時與會嘉賓將欣賞到具有東北民間特色和國家
，省級專業藝術家們表演地精彩的文藝節目，品味到豐盛美味的
佳肴，還有和歷屆年會一樣的眾多獎品，其中大獎有電視機，價
值500元的室外涼亭用品，現金以及琳琅滿目精致實用的眾多家
庭用品，幾乎每 人都有一個以上的獎品！期待與老鄉們一年後的
重逢，渴望與老鄉們一年後的敘舊！扶老攜幼，共享盛宴，溫馨
動人，精彩可期。來吧，讓我們相聚在4月3日的溫馨浩大的年

度盛宴中。
年會具體安排如下

時間：2016年4月3日（星期日）晚6 - 9 pm。
地點：珍寶樓 Ocean Palace 11215 Bellaire Blvd # D Houston,

TX 77072
贊助：VIP 500美元/每桌，個人座位100美元/每人。
普通 300美元/每桌，個人座位 30美元/每人。
聯系人電話：

Mary Li 832-858-5899;高緒春832-231-3682;
安娜王713-979-8242; 張立波832-212-9148;
辛維克713-882-0398.

取票地址： 10161 Harwin Dr Ste 115 Houston TX 77036；安
娜趙713-988-4638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臺北第二分會第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臺北第二分會第66、、77屆理事長交接典禮暨屆理事長交接典禮暨
愛心慈善捐贈儀式合影留念愛心慈善捐贈儀式合影留念 呂副委員長元榮代表僑委會致詞呂副委員長元榮代表僑委會致詞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 35週年年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 劉美玲會長表示,休士頓北一女校友

會將於2016年3月27日星期天晚間，在珍寶海鮮城（Ocean
Palace，11215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72) 舉辦35週年
年會暨新舊會長交接典禮。下午5點30分報到，年會6點正
開始。年會除了會長交接典禮之外, 有精彩儀隊開幕式演出
，豐盛的晚餐，多彩多姿娛興節目包括旗袍秀，元極舞春滿
人間，校園名歌組曲女聲重唱，uptown funk dance，工夫及
趣味性團體遊戲，還有豐富抽獎（包括40 寸Samsung Smart
TV)。

97高壽的北一女金老師將蒞臨年會, 加油助陣。歡迎校
友們，家人及朋友們共襄盛舉。貴賓席美金50元，普通席美
金35元，學生美金25元。校友會鼓勵大家購買美金50元貴
賓席，來支持這次年會及校友會未來舉辦各項凝聚校友及華
僑向心力的活動。

報名請早，聯絡人：鄧曉林 teng_cathy@hotmail.com |
832-814-8194 張瑜娟 ivtaco@gmail.com | 720-934-7784。

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右右22))與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李小濱理與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李小濱理
事事((右右11))、、康碧娥理事康碧娥理事((右右44))、、羅玉昭僑務諮詢委員羅玉昭僑務諮詢委員
((右右33))等布展志工合影等布展志工合影。。

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左左11))與達拉斯亞洲博物館與達拉斯亞洲博物館(crow col(crow col--
lection of Asian art)lection of Asian art)活動執行長活動執行長Anne Kindseth (Anne Kindseth (左左
22))及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穿著民俗服飾志工合影及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穿著民俗服飾志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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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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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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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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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線：832-437-4191 傳真：1-888-806-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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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07 Terrace Arbor Lane, Katy, TX 77494

CONVENTIONAL LOT/CONSTRUCTION
JUMBO FHA/VA RE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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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屋貸款 舊款重貸 費用低廉
免手續費＊ 利息最好 準時過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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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Tel: 281281--933933--00020002 Fax:Fax: 281281--933933--9898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 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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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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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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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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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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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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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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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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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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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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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精秦鴻台(負責人)

JENNIFER YU

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住宅住宅
商業商業

SKY ENTERPRISES REALTY
18 GrantsLakeCircle,SugarLand TX. 7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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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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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專精

買賣買賣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Email:perryhu8@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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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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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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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及98H.B.J全曉士頓經紀排行榜第八
及第九名

281-26KCLAM 或 281-265-2526

專精: 中國城豪宅新屋，16年專業土地、公寓、商業地產、
管理及趕房客法庭翻譯經驗。新移民的老朋友

張 芸

1. Katy四房一廳兩層樓房，6022 Gatewood Manor Dr.，明亮寬敞，七湖高中
2. Katy吉屋出租，4/5房兩浴兩車庫，Barker Cypress，近十號公路，月租$1,595
3. 吉地出售，1.36 acres英畝, 近休斯敦近中國城/百利大道，可民用或商業建築，無限制
4. 3房一廳一層新屋，Katy高中，近Hwy99/I-10，僅$221,240
5. 投資良機，3房2浴2車庫，Katy高中，近2,000尺，$198,000

（832）757-8866
24小時

通國語、廣東話、英語

Southwest

www.ShereeChang.comwww.ShereeChang.com
E-mail:ShereeChangE-mail:ShereeChang＠＠Gmail.co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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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億萬元成交經驗 ●25年以上經驗
●榮獲Houston TOP 50及RE/MAX TOP 20獎Sheree Chang 地產經紀人
※房屋管理，認真負責，收費合理，好評有佳，電腦作業，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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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elfair，約4380 Sqft，地大，4房3.5衛，客廳木板地，Shutters，涼亭，售66萬9千元
2.Clements高中，約2321呎，4房，2衛，新漆，合成地板，Granite枱面，漂亮吉屋，售30萬
3.Clements高中，約2633呎，4房2衛，Granite枱面，木地板，售27萬9千元
4.Sugar Lakes: 臨湖豪宅，約4603呎，Pool，設計好，高挑客廳，地點安靜，交通方便，

湖光水色，售$788,888
Sold with one Week
Sold with one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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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 10與6號，約2610呎，新漆，新地毯，新屋頂，售21萬6千9
2. Bellaire高中，4房2衛，約2175呎，廚房、浴室有花崗石枱面，屋瓦，冷氣，

車道，已換新，售45萬9千元
3. 商業用地，近290/8號公路，約2.8 Acres，售35萬元。Gessner會通過此地右邊。
4.Greatwood/福遍區：一層樓，4房，新漆，好房，約2265呎，售25萬

SoldSold

˙糖城﹐Clements高中約2300呎靚宅﹐4房2個半衛浴﹐雙車庫﹐高廳﹐新廚房﹐新衛浴﹐私家泳池﹐綠帶景觀﹐小學﹐初﹑高中均好﹐走路可達﹐圖書館﹐郵局及兩個
大湖﹐為養育兒女極佳寶地﹐$330K讓﹒

˙糖城﹐Ashford Lake靚宅﹐4100呎﹐5室（7室）﹐3.5衛浴﹐雙車位車庫﹐外加書房﹐影視間及超大Gameroom,木地板﹐特制窗簾﹐Sonar Screen,低稅﹐低能耗﹐
多項加級﹐超值價$32萬﹐絕無僅有﹒

˙Missouri City﹐2600呎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木地板﹐高廳﹐好學區﹐$31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租約到明年夏天可以收回自住﹒學區房
˙醫療中心 3室2衛一廳Condo單元出租﹐拎包入住﹐包租﹐分租﹐長租短租均可（為來看病﹑開會者首選﹐詳洽）

地產
精選

特別
推薦

◆中國城，醫療中心數個1、2、3室數單元轉讓，3萬-10萬不等。
◆4個Condo單元出售，3個：2室2衛，1424呎，1個：3室2.5衛，1720呎，批發價$135K+佣金，ZIP 77061（Glenwood Village)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微信：amys0529
Amy Shao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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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於投資房地產買賣﹐批發價
一般低於市價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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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發房，現金價，行銷快，請Email to amyshaorealty@gmail.com 加入投資者商圈，得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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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6年3月5日 Saturday, March. 5, 2016 星期六 2016年3月5日 Saturday, March. 5, 2016

《荒野獵人》是一個
投機取巧的產品

《荒野獵人》整部影片讓人感受極

度的寒冷，它有效地進入觀眾的知覺經

驗也是無可否認的。但它的效果也僅止

於此。導演既想將一切付諸靈性詩意，

卻又保留過度因果化的人物矛盾。蒼白

的核心矛盾上裹上一層金紙，實際上就

是伊納裏多的策略。

和《八惡人》一樣，歲末年初的兩

部電影都選擇了冰天雪地，前者是科羅

拉多的山谷，《荒野獵人》是加拿大阿

爾伯塔的森林公園。這種酷寒讓北半球

的觀眾尤其是寒流侵襲下的北美觀眾非

常容易進入影片的情境，散場的那天我

與法國朋友走出影院，見外面還落著雪

，就學著影片中的小李子，用舌頭舔起

了雪花。

《荒野獵人》改編自邁克爾· 龐克的

同名小說，這本小說出版于2002年，取

材于著名冒險家休· 格拉斯的曆險故事。

導演伊納裏多將開放式的故事變成

了驚險追兇的商業模式，與此同時他仍

然想保留其中的政治元素，尤其是印第

安人和殖民者的血的歷史。這類題材在

過去拿到過太多的榮譽，《與狼共舞》

問鼎奧斯卡，《教會》拿到了戛納金棕

櫚獎。

作為好萊塢的外來者，伊納裏多在

這個問題上似乎是有發言權的，於是影

片開頭類似泰倫斯· 馬利克式的絕美鏡頭

中，我們看到巨大的牛骨堆積成山，女

人飄逸在麥浪的上方，輕聲呼喚，恍若

遊魂。

對導演伊納裏多來說，這樣的一個

故事中融入夢囈、自然靈性和種族政治

的話語，配合艾曼努爾· 盧貝茲基詩意的

運動鏡頭，顯然都是為衝奧準備的。

伊納裏多選擇了將殖民者的意識和

印第安人的土著文明用這種夢囈的方式

聯繫起來，隱喻的神話在此成為一種召

喚，夢中出現的殖民者的火把成了摧毀

性的源泉，每每讓人噩夢初醒。

但伊納裏多的失誤也同時在於，既

想將一切付諸靈性詩意，卻又保留過度

因果化的人物矛盾，於是影片表現出來

的超脫皮相就成了膚淺的裝潢，整個故

事的推動性仍然是復仇的慾望，尤其是

格拉斯的兒子被殺之後，千里追兇的意

志都來自冰冷的恨意。

於是影片的主題就是“恨比死更冷

”，為了強化這種激烈的恨意，作者選

擇了讓人物在嚴酷的環境裏飽受折磨。

惡劣的環境容易喚起觀眾的同情，

對萊昂納多· 迪卡普裏奧來說，他已憑藉

此拿到了人生第一座小金人。這個受難的

角色，屬於為他量身定做，在320公里，

長達6個星期的復仇故事裏，這種生命裏

的支撐賦予了他表演浮誇的合理性。

這種恨意混雜著一種心理主義的把

戲，當影片中的船長追兇被害的時刻，

男主角最後的出馬就有了更冠冕堂皇的

理由，末尾的一場戲無疑是按西部片的

模式佈局的，它追求的就是一種雙重復

仇的大快人心。

然而，這種恨成了影片的局限，為

了讓故事順理成章，湯姆· 哈迪的角色被

設置為一個濫俗的惡人。這種直接性的

衝突雖然給驚險類型片增加了動機性，

卻也讓影片整體黯然失色。

在這種蒼白的核心矛盾上裹上一層

金紙，實際上就是伊納裏多的策略，

《荒野獵人》沒有《鳥人》的厚重，很

大原因也是因為後者基於一種反抗性閃

爍著雷德蒙· 卡佛的幽魂，前者卻似乎是

順從著好萊塢的思路，做成了一個投機

取巧的產品。

早在龐克這部小說誕生之前，好萊

塢已經有了一部改編自同一故事的電影

，拍攝于1971年的《人在荒野》。

從製作上看，《荒野獵人》雖然比

《人在荒野》精良得多，但從眼界上說

，後者則開闊得多，時至今日《人在荒

野》雖然鮮為人知，但它影響了很多電

影人，譬如沃納· 赫爾佐格，《阿基爾，

上帝的憤怒》和《陸上行舟》中都能看

得到本片的影子，最標誌性的場景就是

殖民者“陸上行舟”的部分，不同之處

是赫爾佐格將其變成了自我摧毀的尼采

式悲劇。

《荒野獵人》的整部影片讓人感

受極度的寒冷，它有效地進入觀眾的

知覺經驗也是無可否認的。但它的效

果也僅止於此。它既沒有赫爾佐格電

影中那樣麻木的行動的噬魂感，也沒

有《人在荒野》中的自然力，後者中

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都扮演著自然

之神的引渡角色。

當迪卡普裏奧將仇人順水推舟給印

第安人，並由後者執行死刑的處理，在

我來看遠遠沒有達成一種理解，而僅是

借刀殺人的把戲。他的恨沒有丟棄，仍

是如鯁在喉的冰冷。反觀《人在荒野》

的結局，主角主動放棄了復仇，拿著仇

人交還的獵槍，大步走向回家的方向，

唯有這種寬恕，才能為我們帶來最溫熱

的暖意。

2015年，《超能陸戰隊》的火

爆讓全球刮起了壹股大白熱潮，今

日，有消息爆料，《超能陸戰隊》

要拍續集，不過不是電影，而是系

列動畫片。續集系列動畫片剛剛敲

定，在首集結尾處，大白為就男主

角而犧牲自己， 男主角攜帶記憶

芯片重新給它做了個身體，續集中

，大白和超能陸戰隊成員們集體回

歸，尤其男主角Hiro將面對更大更

艱難的挑戰，反派和集數至今暫未

透露。

迪士尼宣布續集將緊接在電影

的事件之後，講述Hiro和“他的私

人健康護理夥伴”大白的新冒險，

當然也有他們的隊友們，該動畫預

計在2017年正式推出。

又能看大白賣萌了
《超能陸戰隊》續集拍動畫片

日前，有報道稱美國FOX Networks Group的發言人承認今年將重新翻拍《我

和僵屍有個約會》，預計拍20集，這部電視劇曾經為亞視電視臺創下佳績。據了

解，這次翻拍不但會斥巨資做特技化妝，甚至還會以同壹題材開拍電影版。

在角色方面，除了會選用新的面孔外，還會選用大家熟悉的資深演員。

《我和僵屍有個約會》男主角之壹的尹天照接受訪問時說：“我不知道是不

是改編，如果真的就覺得好開心，原來外國人都有看！可能有中國人翻譯過

去了，其實外國很多僵屍片，可能他們沒見過壹只整天哭、那麽有感情的僵

屍吧。”陳啟泰也說：“我沒聽說，也是第壹次聽說，如果真的有這種事，

最開心會是創作本劇的陳十三。”

美FOX將翻拍亞視經典
《我和僵屍有個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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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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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Website: www.zencon.com

服務一定周到服務一定周到 ˙̇ 價格絕對優惠價格絕對優惠
請聯絡 ELLEN CHI

TEL:(713) 780-8727 , FAX:(713) 780-8867
Eldridge Pointe Office Condos

142 Eldridge Rd. S# B Sugar Land,TX 77478

貨貨 運運 報報 關關

˙海運、報關、卡車、倉儲連貫服務
˙每週貨櫃進/出口東南亞
˙承運整櫃、散貨、大宗貨及空運

三

十

年

歷

史

為更好服務客商,除洛杉磯
總部,紐約分部外,休士頓分
公司現已營運了二十年,我
們保證以下服務:

家

分

公

司

43
ZEN CONTINENTAL CO., INC.

全通船舶運輸公司

Luke Bai (白)
832-779-2838 (國語)
lukebai.kw@gmail.com

Kimberly Tran
832-930-2788 (越語)

kimberlytran.kw@gmail.com

房地產經紀人

BUY SELL RENT 買賣 出租 投資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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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證最低利率，
歡迎查詢，專業快速！

Karen Tang
唐家怡Loan Officer

713-826-6518
O: 832-426-2727
NMLS#1294640
Karen@austinfirstmortgage.biz www.austinfirstmortgage.com

6918 Corporate Dr A13 Houston TX 77036

本公司代理二十多家銀行貸款。

Commercial Loan FHA Loan
Constrional Loan VA Loan

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佳源貸款
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Austin First Mortgage

自住投資等

281- 923-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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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國際標準舞(社交舞)、拉丁舞
經歷：有二十多年教學經驗， 並獲多項獎狀、證書
特色：按程度分班、採小班制教學
班次：成人班﹑青少年班﹑個別班﹑速成班
時間：週六：10:00-10:50(少兒拉丁舞A)養身學院

11:00-11:50(少兒拉丁舞B)養身學院
16:30-17:15(成人摩登舞)僑教中心

週日：15:30-16:20(少兒摩登舞)養身學院
13:30-14:15(成人拉丁舞A)僑教中心
14:15-15:00(成人拉丁舞B)僑教中心

BEIJING, March 3, 2016 (Xinhua) -- Xi Jinping (3rd L, front), Li Keq-
iang (3rd R, front), Zhang Dejiang (2nd L, front), Liu Yunshan (2nd R,
front), Wang Qishan (1st L,front) and Zhang Gaoli (1st R, front) attend
the opening meeting of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12th National Com-
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
PCC)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March 3, 2016. (Xinhua/Photo)

Beijing officials are considering a number of pro-
grams to help curb congestion in the capital, accord-
ing to an article by China Daily. New measures are
expected to be released by the local city government
before April 10, when Beijing's current traffic restric-
tions end.

One option is to sell automobile license plates in
an auction instead of the lottery system. Mar-
ket-based reform programs are also being consid-
ered by the city's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As of now, no clear plan has been released by
Beijing city officials.

"The final plan has not been made yet," said
Rong Jun, spokesman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com-
mission of transport, in an interview with China Daily.
"But there are many measures tha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such as the car plate auctions in Shanghai.
"

"We have put forward different adjustments sev-
eral times in the past, but the original measure has
ended up being kept every time as we consider resi-
dents have gotten used to it," Rong added.

Residents like 32-year-old Cassie Zhang are
ready to welcome the new regulation with open arms,
if ever it gets to be implemented. Zhang believes that
the license plate auction would be a far more reliable
method than the current lottery system.

"You will get a car as long as you have money to
bet," said Zhang, who included her name on the lot-
tery list last year. She hopes to win in the lottery to
get a second car for her family.

Restrictions shouldn't be the only solution to

ease congestion in the city, however, with some offi-
cials calling for improved road infrastructu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think about how to cre-
ate good rules for society, not limit it," said Shi Jian-
hua,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hina Associa-
tio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n optimized road network will help solve con-
gestion, added Shi, saying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n't deprive people of their right to own and
drive a car.

Through the current traffic restrictions employed
by the city, one-fifth of the vehicles in Beijing are not
allowed to enter the streets on a weekday based on
their license plate number. (Courtesy en.yibada.com/

articles)

Related
Advisers Differ On Solutions
To Reduce Traffic In Beijing

Political advisers appear cau-
tious about possible regulations on
how to ease the traffic jam in Beijing
just as most of cities in the country al-
so face the same issues in China.

Some members of 12th Beijing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
tive Conference (CPPCC) expressed
their concerns on easing the jam in

the capital by charging congestion fees and limiting
people's use of private vehicles.

Shi Xiangyang, a member of Beijing CPPCC,
believes it's time for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to ad-
just their regulations on traffic.

"If the regulations cannot ease the congestions
after it's been applied for over seven years, it is
clearly not working. We have to change our ap-
proach," said Shi to China Daily website during the
local CPPCC in Beijing on Thursday.

For past seven years, Beijing has implemented
a regulation that bans cars with plate ending with
two different numbers on each work day to keep
down traffic volume.

On the days of heavy smog or special events,
only half of the vehicles are allowed on the road.

Adviser Zhu Liang said it will inconvenience peo-
ple's daily life if ban on half of all cars became a regu-
lar thing.

But Beijing is not even close to smooth flow of
traffic.

According to a report released by taxi-hailing
company Didi Dache, people in Beijing
waste 7,972 yuan ($1,212) per person on
traffic jams last year. On average, commut-
ers in the city spent 52 minutes to complete
a 19.2 km trip daily, the longest stretch com-
pared to other Chinese cities.

Shi said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ex-
pand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such as subways and light rails, which are
currently far insufficient to meet the dem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should be
comfortable and convenient to become the
first choice when people plan to go out, he
said. "This is the key point to solve the issue.
"

Shi said experiences from overseas me-
tropolises serve good examples for Beijing
on the thorny problem.

Tokyo, with less than five million cars in
an area of more than 2,000 square kilome-
ters, has a better traffic record than Beijing,
which has six million cars in an area eight
times bigger than Tokyo, added Shi.

"It's because of bad traffic management

in Beijing," said Shi. "Limiting more cars and charging
congestion fees may help a little in the begining, but
it will be of little use when the numbers of cars keep
growing."

He suggested the government should examine
the causes of the worst-jammed road and come up
with tailored solutions.

Earlier reports said the city is considering collect-
ing congestion fees in certain downtown areas to re-
duce traffic. Similar measures have been used in oth-
er cities such as London.

But some advisers are also having a hard time
agreeing on the idea.

"The congestion fee is not suitable for Beijing
right now," said advisor Chen Xiaobing, He said the
policy failed to touch the core problem, which is the
lack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We have to be very cautious with lots of re-
search and listening to voices from people," said
Chen. (Courtesy www.globaltimes.cn)

Some officials are calling for improved
road infrastructure to ease congestion.
(Photo/Getty Images)

China's top political advisory body convened its
annual meeting last Thursday, kicking off a political
high season that will continue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country's top legislature later this week.

Yu Zhengsheng,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Peo-
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Na-
tional Committee, opened the session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the heart of Beijing.

In a dark suit and a red tie, Yu commended the
political advisory body's work last year in helping for-
mulate the 13th Five-Year Plan,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s and advance law-based governance,
improve people's well-being, promote ethnic unity
and religious harmony, and develop a favorable exter-
nal environment for China's development.

Special consultative meeting revolving around is-
sues, such as reform of the government's review and
approval system and judicial structural reform, were
held, while suggestions on a number of draft legisla-
tion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
tection tax law and the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law, were offered, Yu noted.

The CPPCC is an organization in the patriotic
united front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important or-
gan for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
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an important means of promoting
socialist democracy in China's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 main functions of the CPPCC are to conduct
political consultation, exercise democratic supervi-
sion and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and the han-
dling of state affairs.

Yu noted that the advisory body's political consul-
tations were made more fruitful last year while demo-
cratic oversight was strengthened, he said.

In particular,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mem-
bers improved supervision over issues of wide public
concerns such as investment approval system re-
forms and pollution control in northwest China's Teng-
ger Desert.

Their suggestions, criticisms and supervision
helped improve authorities' work to address those
problem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he
added.

Thursday's CPPCC session marks the start of
the most important two weeks on China's political cal-
endar this year.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China's national legislature, is set to begin its
annual session Saturday.

Together dubbed colloquially as the "two ses-
sions," the dual meetings make regular yet crucial
venues wher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are reviewed and discussed and key policies adopt-
ed.

This year, lawmakers are set to deliberate on a
draft charity law aimed at boosting more public trust

into the cause.
Yu Zhengsheng,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
PCC), delivers a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s Standing Commit-
tee at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12th CPPCC National Commit-
tee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
ple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March 3, 2015. The third ses-
sion of the 12th National Com-
mittee of the CPPCC opened in
Beijing on March 3. (Xinhua/
Yao Dawei)

But it is on the economic
front where the "two sessions,"
closely watched by observe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re
granted extra heavy footing.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will reveal the nation's gross do-
mestic product target this year
in his government work report.

The draft 13th Five-Year Plan, a roadmap for the
nation's development from 2016 to 2020, will also be
submitted to NPC lawmakers for review and approv-
al.

At a time of slowing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and considerable uncertainty in financial market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ill be combing through the
two documents line-by-line the moments they come
out to find various nuances of policy development.

China's economy, long a reliable source of
growth, expanded 6.9 percent year on year in 2015,
the slowest rate in 25 years, weighed down by a prop-
erty market downturn, falling trade and weak factory
activities.

In his report, Yu pointed to the "supply-side re-
form" -- a popular notion that includes reducing inef-
fective and low-end supply championed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 and to a new set of develop-
ment philosophy as policy options at hand to respond
to the slowing economy.

The CPPCC should "develop and follow the phi-
losophy of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shared development," and adapt to the new norm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op political advisor
said.

Achievements aside, Yu also admitted that there
are still room for for improvement for the CPPCC's
work.

"Its investigations and research into key issues
need to be more thorough, its mechanisms for demo-

cratic oversight need to be improved, its work on pro-
moting unity and friendship needs to be expanded
both in scope and in depth, and National Committee
members need to do better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duties," Yu said.

Political advisors come from China's various
walks of life and ethnic groups. They often serve as
the think-tank for the government, legislative and judi-
cial organs, and put forward proposals on major politi-
cal and social issues in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na-
tion and second-largest economy.

The proposals are sometimes considered a
rough barometer of public opinion, signaling issues of
concern from industrial policy to domestic violence,
and telegraph the general national agenda for the
whole year and beyond.

A separate report presented at Thursday's meet-
ing showed about one third of over 6,000 proposals
submitted by political advisors in 2015 centered on
economic issues.

Yu Zhengsheng meanwhile urged advisors to de-
vote their main efforts this year to making sugges-
tions and proposals rela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and raise the quality of their
research and studies.

He also called on political advisors to uphol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which is "the leadership core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of the patriotic united front." (Courtesy www.glo-
baltim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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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Officials Considering Ways To
Solve Capital's Massive Congestion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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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CPC And State Leaders Attend
Opening Meeting Of 4th Session Of

China's 12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12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arrive at the Tianan-
men Square before the Meeting.

Yu Zhengsheng,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delivers
a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s Standing Committee at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12th CPPCC National Com-
mittee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
jing, capital of China, March 3, 2015.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12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PPCC opened in Beijing on March 3.
(Xinhua/Yao Dawei)

Xi Jinping attends closing meeting Of 4th
Session Of China's 12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Thousands of Cars Stuck in Beijing Traffic
Jam on 50-Lane Highway - ABC News

Chen Huifeng(C), Zhou Hanmin (3rd R), Tang
Xiaoqing (3rd L), Wang Junfeng(2nd R), Yao
Ming(2nd L), members of the 12th National Com-
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
tive Conference (CPPCC), give a press confer-
ence on consultative democracy during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12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March 9, 2015. (Xin-
hua/Cai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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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青春不迷茫》提檔
“問題版”預告首曝劇情

根據劉同暢銷作品創作、由青年導

演姚婷婷執導的青春電影《誰的青春不

迷茫》發布最新“問題版”宣傳預告

片，並宣布定檔2016年4月22日。此前

壹直高度保密的主演陣容首次在預告中

亮相，白敬亭、郭姝彤、李宏毅、王鶴

潤、丁冠森等鮮肉群像清新來襲，用本

色獨白重新詮釋了在迷茫中找尋自我的

青春定義：“壹場無悔青春，不過是不

要臉、拼了命、盡了興”首度曝光的電

影劇情更有青春逼人之感。伴隨著此次

預告片的發布，作為光線影業2016年強

勢推出的4月青春檔力作，《青茫》將

提前打響了今年青春檔第壹彈。

主演陣容首度亮相
全90後演員新“鮮”來襲
從籌備開始，主創團隊對《青茫》

的主演陣容就壹直守口如瓶，引起了廣

大影迷的翹首企盼。本次發布的預告片

中，白敬亭、郭姝彤、李宏毅、王鶴

潤、丁冠森等領銜的壹眾新人演員身著

校服集體亮相，青春感十足。男主角白

敬亭飾演“高翔”壹角，此前曾出演過

網劇《匆匆那年》和電視劇《旋風少

女》，有過不俗表現，是新生代人氣小

鮮肉之壹。新人演員郭姝彤飾演女主角

“林天嬌”，剛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

參演過多個電視劇話劇電影作品，演技

幾經打磨，值得期待。

通過參加《變形計》被觀眾熟知的

李宏毅剪去了標誌性的中長發，壹改往

日叛逆少年的形象出演深情學霸“黃

韜”。“中傳校花”王鶴潤從數千名海

選名單中脫穎而出，飾演女二“陸田

甜”，其表演被贊清新富有層次感，瞬

間把觀眾拉回學生時代。同為中傳校友

的丁冠森飾演片中“歐小洋”壹角。其

呆萌可愛的鄰家男孩造型讓人頓生親近

之感。而同為新人的趙文龍飾“李濤”，

其表演也可圈可點。

壹眾主演，包括李宏毅、王鶴潤、

丁冠森等等都是90後新人演員，大部分

還是在校學生，出演《青茫》可謂是本

色演繹、青春氣十足。從預告片中不難

看出，新人們的表演真實細膩，笑得燦

爛，哭得痛心，喊得盡興，就像把自己

的青春搬上了銀幕。正如壹貫秉持的理

念，《青茫》力圖打造屬於“每壹個人

自己的青春”。銀幕上的角色，是他，

是她，是我，也是妳。

追問十年成長迷茫
群像集結青春氣息逼人
作為電影首個曝光劇情的重磅預告

片，經過片方精心設計，以群像宣傳片

加問題版預告片兩部分主題重磅推出。

創意感十足。在宣傳片部分，主角們面

帶困惑，在冰天雪地的海邊，配以劇中

人物青春裏迷茫的內心獨白，感染力十

足。預告片以對話十年後的自己開場

“十年後，我會成為壹個什麽樣的人/是

閃閃發光，與眾不同/還是哪怕壹直努

力，也依然平凡/我不知道，那就走著

瞧/沒有太大的夢想，丟人嗎？/抱歉啊，

我從沒打算為別人而活/壹句句青春氣息

十足的追問更是進壹步印證了影片“屬

於所有年輕人的青春”的標簽。在凸顯

青春主題的同時，融進了更多來自年輕

人從心底發出的聲音。而後隨著音樂的

轉變，壹句“我們的人生，不就應該自

己來決定嗎？”沖淡了迷茫，臉上的堅

定和笑容，更讓看過預告片的影迷們感

受到來自眾主演身上的青春氣息。

首曝電影重要劇情
4月22日青春檔提前打響
在本次發布的預告片部分，更曝光

了電影重要片段，主演們上演了壹幕幕

有關於暗戀、早戀、升學、家庭、師

生等青春裏具有強烈共鳴的沖突，揭開

了影片壹直以來的神秘面紗。而每位

主演配合畫面的內心獨白，更能讓首

次關註《青茫》的影迷對電影有了更為

清晰的印象。壹句句質問充滿著年輕的

荷爾蒙與昂揚鬥誌。而預告片尾爆燃的

青春宣言“壹場無悔青春，不過是不要

臉、拼了命、盡了興”則正式宣告這部

賣相十足的青春檔力作已經來勢洶洶。

除主演陣容首度曝光外，本次片方

更是將電影上映檔期由原來的4月29日

提前至4月22日。自2013年《致青春》

開始，光線影業將每年4月開創為中國

電影市場的“青春檔”。而之後2014年

《同桌的妳》、2015年《左耳》更讓影

迷將每年4月習慣性的作為青春片觀影

檔期。而根據著名青年暢銷書作家劉同

作品創作的電影《誰的青春不迷茫》，

也是光線影業2016年為4月青春檔全力

推出的重磅青春電影。原著超過500萬

冊的總銷量已經讓電影具備了強大的市

場基礎，再加上本次聯手青年導演姚婷

婷潛心打磨、壹眾90後鮮嫩演員加盟。

電影《青茫》的市場號召力不容小覷。

本次提檔也標誌《青茫》決心提前打響

2016青春檔第壹彈。

誰的青春不迷茫，其實我們都壹

樣。4月 22日，《青茫》即將全國上

映，眾多小鮮肉如何傾情演繹屬於每壹

個年輕人的青春，我們拭目以待。

《女漢子真愛公式》趙麗穎上演“徒手劈椅”
由光影工場、合壹資本、國影智

翼出品，合壹影業、歌亮傳媒、時

尚星光、國盛影業、華人天地聯合出

品，華策影業發行，趙麗穎、張翰聯

袂主演的國內第壹部女漢子 IP 電影

《女漢子真愛公式》，今日曝光了趙

麗穎以及“芭比版”海報，視頻中趙

麗穎顛覆形象實力演繹女漢子，文能

“推導公式”，武能“推倒真愛”，

讓人不禁想為她“獻上自己壹年份的

膝蓋”；海報中四位主演被放在了美

美的芭比禮盒裏，各自的“產品特

性”被揭露無余。

趙麗穎上演“徒手劈椅”
親傳女漢子求愛秘籍
作為國內首部女漢子系列電影，此

次曝光的特輯中，趙麗穎當仁不讓為女

漢子“代言”，前壹秒還穿著舞裙優雅

地跳著舞，下壹秒便上演“徒手劈椅”；

前壹秒還拋著媚眼，下壹秒就“拳打”

張翰；前壹秒對著鏡子美美地換裝，下

壹秒便毫無形象地噴了張翰滿臉，實力

演繹什麽叫“文能貌美如花，武能打打

殺殺”。而在大批女性開啟“漢子模

式”的時代，能夠用牙開啤酒，用手

切冬瓜的“女漢子們”卻大多對感情問

題束手無策，對此趙麗穎在片中也傾情

傳授了屬於女漢子的“求愛秘籍”，特

輯中“削綠茶婊，治渣貨男”相信只是

小小壹隅，讓人更加期待電影上映後好

好學習壹番。

“魚塘夫婦”被逆CP
趙麗穎張翰“攻受互換”
短短兩分鐘的特輯中，新“國民

CP”魚塘夫婦已是好戲連連，讓人捧

腹。趙麗穎上演超強女漢子，不僅是”

吃貨”中的戰鬥機，還“趙爺”附身，

霸氣逼人，雖然嘴裏義正言辭地說著

“哥哥我們不約”，轉身卻上演霸氣壁

咚戲碼，強吻張翰，讓人直呼“口嫌體

正直”。而只能被她“撲倒”的張翰明

顯氣場略遜壹籌，在大膽告白後被“頭

頂菜葉”造型的趙麗穎捏著衣領質問

“妳說什麽”，壹臉迷茫的小媳婦樣讓

人不禁替他苦惱起如何招架這樣的“野

蠻女友”。但特輯中也不乏兩人壹起喝

酒猜拳，跳舞做操的暖心戲碼，看來張

翰還是深諳收服“女漢子”之

道，魚塘夫婦誰“攻”誰“受”

依然充滿懸念。

“女漢子”變身芭比娃娃
“產品特性”大揭露
此次隨趙麗穎特輯曝光的

還有壹款特殊的“芭比”版海

報，海報中四人被放在顏色各

異的芭比禮盒中，身後擺放著

各種迥然不同的物品，旁邊還

貼心的標註著各自的產品特

性。趙麗穎身穿塗鴉長裙，

身後是滿滿的書，產品特性

上寫的“高保值，低風險，

建議長期持有”，不離壹股

“學霸”風；張翰身邊則是各

種居家用品，當然還有壹把

吉他，果真是“四季恒溫，

居家旅行必備”；童菲則宛若

壹個真的娃娃，美美的高跟鞋

化妝品應有盡有，“高危易

碎，輕拿輕放”的特性透露

著壹股“高冷”勁；丁壹宇的身邊整

整齊齊的陳列著他的“總裁裝備”，

“請勿觸摸，註意冷藏”的產品特性看

上去也是“總裁必備”了。

由光影工場、合壹資本、國影智翼

出品，合壹影業、歌亮傳媒、時尚星

光、國盛影業、華人天地聯合出品，華

策影業發行，趙麗穎、張翰聯袂主演的

國內第壹部女漢子IP電影《女漢子真愛

公式》將於3月18日全國上映。數學與

音樂如何交織出愛的火花，理性與感性

會上演怎樣的巔峰對決，都留待屆時為

觀眾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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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夢想合夥人》在京舉辦了壹場有“重量”的發

布會。導演張太維攜主創姚晨、郝蕾、李晨、UNIQ組合與

在場粉絲互動，眾多“有料”幕後首次曝光，現場氣氛熱

火朝天。李晨更是表白“要做壹條全心全意守護愛情的鹹

魚”，戲裏守護姚晨共同創業，變身互聯網億萬富翁；發

布會“公主抱”好夥伴黃致列，為姚晨創立內衣品牌走秀

造聲勢，臺上臺下，“文武雙全”的李晨簡直似插了翅膀

的鹹魚，上演了壹出現實版鹹魚翻身。

“大黑牛”甘當綠葉守護姚晨 青梅竹馬不計結果
談及有重量，當屬李晨在電影中飾演的角色，姚晨的

青梅竹馬牛俊城了。據悉，片中李晨將化身暖男，鐘情盧

珍熙（姚晨飾），壹路從學校到工作，默默守護。電影中

的牛俊城與盧珍熙等人共同創業，幾番協助合夥人解決危

機，甘當強力助攻，保護盧珍熙。

而在劇中，姚晨卻傾心於學長趙書宇（王壹博飾），

兩人除共同擁有壹段“披薩味兒”初吻的浪漫回憶外，

姚晨飾演的盧珍熙還追隨他壹起來到美國打拼。但

即便如此，李晨飾演的牛俊城依然不離不棄，發布會

現場更有暖心表白“要做壹條全心全意守護愛情的鹹

魚”。但當問及最終兩人是否成功牽手時，李晨卻面

露神秘：“走沒走到壹起，就要大家到時候去影院看

電影了。”

重量級“公主抱”還不夠
變身“有料”模特舞臺走秀

重量級之二，必屬“大黑牛”李晨與歌手黃致列的相互“公主抱”了。當

黃致列被要求與李晨“公主抱”時，李晨便自我調侃，自己是非常重的，在被

黃致列成功抱起之後，李晨也不甘示弱，輕松抱起黃致列，歡快轉圈，顯露肌

肉特質。

除此之外，在眾主創討論創業話題時，姚晨則表示現實中自己最想做的是

開創壹個內衣品牌，叫做“大姚的秘密”，致敬性感神秘的“維多利亞的

秘密”，而好搭檔李晨秒贊的同時，表示屆時願意“插上壹雙大翅膀，為姚晨

的品牌走秀”，並瞬間變身T臺模特，“插上夢想的翅膀”踮起腳尖在臺上生

動走秀，還自侃道“我也是有罩杯的”，逗得姚晨感動的同時，開懷大笑，現

場氣氛擡至高潮。

據悉，電影《夢想合夥人》將於4月29日五壹檔在全國各院線上映，該片

由姚晨、唐嫣、郝蕾、李晨領銜主演，郭富城特別出演，王壹博、金聖柱等

UNIQ成員出演；由樂華娛樂、華樺傳媒出品，春秋時代、東陽向上影業、恒

大電影、上海太維、北京微影時代聯合出品，福建恒業影業宣發，為該檔期唯

壹青春勵誌大片，票房目標直指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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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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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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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oldengaterestaurantequipment.com
E-mail:Goldengatem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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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圈模範夫妻Selina（任家萱）與老公張承中（阿中）4日晚間宣布離婚，讓外界都相當震
驚，Selina坦言與阿中的愛情慢慢消失，當夫妻真的不快樂，才選擇退回當朋友，其實觀察她最
近動態，已許久沒和老公曬恩愛，加上農曆過年兩人也沒一起度過，離婚似早有徵兆。

Selina過去常在臉書曬恩愛，不過自去年阿中宣布要選立委後，就不再放閃，而今年過年她
到美國工作，也只有帶上爸媽和妹妹任容萱，阿中沒一起隨行，似乎當時婚姻已經觸礁，距離上
次秀合照已隔10個月，如今她再度貼出兩人合照，卻是宣告離婚，讓人不勝唏噓。

阿中對歷經火吻的Selina不離不棄，讓不少粉絲為他們的感情動容，沒想到仍過不了彼此的
一關，讓大家都很心疼，紛紛湧入臉書替她加油打氣。

過年赴美度假獨缺阿中 SelinaSelina離婚離婚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早有預兆！！！！！！！！！！！！！！！！！！！！！！！！！！！！！！！

Selina是女子團體 「S.H.E」成
員，2010年5月29日張承中（阿中
）在 「S.H.E」演唱會接近尾聲時
，突然拿起麥克風對舞台上大喊
「老婆我愛你」，正式公開兩人交

往。兩人9月在親友見證下訂婚，
不料10月22日Selina在中國大陸拍
戲意外被火灼傷。

「任爸」任明廷看到 Selina 傷
勢嚴重，曾明白告訴張承中說，
「萱萱已不是原來你認識的萱萱了

，我可以接受你取消婚約」，但張
承中選擇留下陪伴 Selina。任爸看
到張承中這樣有情有義，他知道女
兒託付給對的人。

2011年7月當時還是未婚夫張
承中與任爸一同接受主持人張小燕
的專訪，談到張承中從小到大是個不愛哭的
人，但歷經這些事情讓他變得很感性。而張
承中對Selina一直不離不棄，細心呵護照顧，
甚至每個晚上會幫Selina壓平雙腳上浮起來的

疤也讓任爸大讚阿中很有肩膀，同年10月兩
人結婚。不料 2016 年 3 月，Selina4 日晚間突
然宣布和老公阿中離婚，為看似美好的婚姻
投下一顆震撼彈。

曾讚阿中很有肩膀 任爸遭打臉

阿中臉書全文：
九年前，我們因了解對方而在

一起；九年後，我們因珍惜彼此要
離婚了。

我天性不浪漫也不體貼，九年
前，某程度上繫於她遷就我、追著
我跑，我曾習慣她對我比較好。有
好長一段時間，我們處於非常時期
，都變了，那時我們的目標與一般
夫妻不同，只想變回正常人。後來
，我東忙西忙忽略了經營生活，竟
把婚姻當成理所當然。

她是懂生活的美食旅遊達人，
我是閒了就慌的務實工作狂，她愛
看綜藝與戲劇節目，我鎖定新聞及
體育頻道，慢慢地我們成了平行線
。找不出解藥時相處變成了壓力，
加上愛情隨著時間漸漸淡了，一切搖搖欲墜。
婚姻是需要調整的，我沒發現也沒應變；人是
會變的，我們都變了。
失敗的婚姻，我應負最大的責任。

我們曾困住、無助、失落，曾想再找共同
點卻失敗，曾溝通卻仍有盲點。我們想掙脫現
狀，她提離婚時我呆掉，我提離婚時她沈默，
講到這兩個字時我們都很怕，怕作錯決定，過

程不好受。未來如何不知，起碼現在給彼此
空間是好的，現在關係反而更好，只是，抱
歉讓我們的家人親友擔憂了。

九年酸甜苦辣、回憶滿滿，我們的經歷
外人無法體會，感情依然深厚。我們仍了解
、關心對方，不願彼此從對方生命消失，打算
以另一種形式開始，Selina是如家人般的摯友。

失敗的婚姻，我少了一個老婆，卻多了一
個比親妹妹還親的妹妹。

我們想過是否低調辦手續就好，但現實環
境恐怕不會容許我們默默登記，大概仍會驚動
很多人吧。為免謠傳、驚爆、猜測，乾脆大方
誠懇交待。我們的故事曾被關注，謝謝大家曾

祝福與關心；我倆現在作了自私的決定，抱歉
讓大家驚訝或失望了。請勿惋惜，做兄妹讓我
們更開心。

我們現在開始Reset !

阿中認與Selina婚姻失敗 「我應負最大的責任」
演藝圈銀色夫妻 Selina 與張承

中(阿中)形象恩愛，今晚宣布離婚
，震驚眾人。Selina 自責未扮演好
賢妻角色，阿中則在臉書坦承婚姻
失敗，而自己要負最大的責任，令
人感傷。

「我們經過了不是一般夫妻會經歷的事，
現在生活的默契、對彼此的信任，舒服自在到
…如果沒有突如其來的變化，過一輩子沒問題
。」這是Selina前年9月底，迎接結婚3周年前
夕接受專訪時說的話，當時她還希望 「10周年
的時候再辦一次婚禮」，無奈她和張承中（阿
中）這段交往9年、結縭不到5年的婚姻，最後
以失敗收場，震撼演藝圈。

Selina和阿中是任媽牽線介紹認識，2007年
在一場薄酒萊的品酒會上被人目擊互動熱絡、
戀情曝光，一開始個性低調的阿中不認愛，直
到交往3年、感情穩定後，於2010年5月S.H.E
的小巨蛋演唱會向 Selina 公開求婚。Selina 曾說
阿中不浪漫，交往時認為 「不一定要嫁給他」
，但此舉令她大為感動。

正當所有人為Selina祝福之際，她卻在同年
10月在上海拍《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因爆破
戲意外慘遭火吻，人生陷入低潮，鬼門關前走
一回，但此事卻讓阿中意識到自己很愛她，害

怕失去她，在她住院3個月期間，每天下班從台
北直奔林口長庚醫院陪伴，後來還寫了《上蒼
選了妳》一書，記錄她從受傷到出院90天的日
記，也因她的復健，後來他成為為燒燙傷患者
服務的 「陽光基金會」董事。

2011 年 10 月 31 日，Selina 在 30 歲生日當天
，如願嫁給了阿中。這場婚禮在她出院不到1年
就舉辦，她其實是有遺憾的，因為當天身體不
舒服、沒辦法久站，到了After party雙腿已又硬
又緊，根本不能享受，就連2013年秋天到巴黎
蜜月，他也是在工作中抽空硬陪，結果不盡興
，所以她希望10周年再辦一次婚禮。

經歷過生死關頭的Selina，也許在不覺中改
變了，從膽小的公主，變成樂觀的勇者。愛情
不再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婚後照常工作，
被問懷孕屢說 「順其自然」。今年農曆年，任
家人一起到美國過年，阿中未同行，或許已為
分飛留下伏筆，在昨晚公開說再見。

火吻闖過生死關勘破愛情
Selina 「10周年再辦婚禮」 成泡影

阿雅（柳翰雅）篤信密宗，長期茹素，去年被爆出和西藏第七世竹慶本樂仁波切結婚，產下女兒Ava，她無悔肯定
： 「我們的心靈早已認定彼此！」曾經有著不婚不生想法的阿雅，樂為人母，更動念想替仁波切生第二胎！

生活重心以愛女Ava為主的阿雅，在工作之餘全心陪伴孩子，原本計畫有一個孩子就心滿意足的她，坦言工作家庭
占據生活有時難免疲累，且每次出門工作無法陪伴愛女都會有罪惡感。

友人建議阿雅再生一個，一來孩子有個伴一起成長，可以減低無法陪伴孩子的焦慮，此外，工作帶來的成就感，也
能讓媽媽感到快樂，她表示， 「若我從工作中得到快樂與成就感，代表我的孩子有個快樂的媽媽，孩子才會快樂成長！
」因此有了再生第二胎的念頭。

阿雅為當快樂媽想替仁波切生第二胎

責任編輯：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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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尼最美 揭颜值 TOP5
韩国女星妆容

以往女生总是年纪愈小愈吃香，而自从全智贤展开 30+岁魅力攻势，欧

尼们也纷纷以美妆上位，除此之外，韩国近年当红艺人也都是事业有成的欧尼

们，妆容可清纯可性感，欧巴们，给姐让让！

全智贤在《星你》后稳固韩国一姐的地位，领潮 30+欧尼女星新潮流趋势，用

事实证明，不是只有 20来岁小姑娘才吃香，得体的妆扮欧尼们也依旧是有一

大票粉丝追捧，一起来看看韩国最夯的五位欧尼妆容吧！

宋智孝

演员出身的宋智孝，曾因接演电影后一度被定型而面临事业低潮，后来

靠在韩国综艺节目《Running Man》中不顾形象的搏命演出，也让人看到她自

然豪迈的不做作性格，不仅成为 RM的固定班底，也让宋智孝魅力席卷全亚

洲，是男生女生都会崇拜的大姐头美女！

妆容方面，采用透亮感十足的裸妆手法，画出年轻态瓷肌。如果不是对

她够了解，还以为只是小姑娘一枚，化妆师高超的上妆手法打造出嫩出水的

美肌。

成熟妆容

微光的底妆搭配深棕色的眼影打造出的成熟妆容，岁月沉淀的气质

搭配后拨盘发，整个妆容得体自然，充满知性韵味。

李孝利

在演艺圈中人缘超好的歌手李孝利，婚后与老公定居济州岛，不

时在个人部落格分享她的纯朴生活，最近还将自种的豆子拿去市集

贩卖，不仅是爱狗一族，也时常投身公益 ~在舞台上有妖姬的魅力，

但私底下又是一位简单生活的国民天后，能动能静的个人魅力，使她

婚后人气持续看涨中！

性感风格

淘宝上早年的李孝利同款运动装和墨镜，是我们最早了

解的韩国装扮文化。为了搭配休闲的装束，妆容也是很自然舒

适，雾面底妆搭配裸粉色的唇膏，打造出闲适不做作的形象。

除了运动休闲外，李孝利也酷爱性感风格。棕色烟熏眼影

搭配上扬猫眼画出性感双眸，健康的底妆上用高光和闪粉打

亮气色，偏棕色的裸唇与健康的色调相称，整个妆容充满狂野

性感魅力。

河智苑

从《秘密花园》到《奇皇后》，河智苑总是给观众们惊喜，媒体更称她

是一位演什么像什么的实力派演员，无论是偶像剧或是古装戏都难不倒

她，在戏中时常与男演员有姐弟恋的对手戏，且在整形盛行的韩国，更突

显她的自然美。

孙艺珍

清新气质的孙艺

珍，是许多韩国男艺人

心目中的理想对象，工

作时的敬业态度也让许

多艺人及粉丝们夸赞，

文静内向的个性，集结

所有男生们最爱的女性

特质于一身，童颜的脸

庞丝毫不见岁月的痕

迹。

責任編輯：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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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圆圆嫁了 和女神学妆容早脱单身
高圆圆的确是个气质美女，从出道的清纯脱变到今天的优雅，越来越有女人味了，难怪赵又廷说：她很完美，我爱她的全部。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完美女人优雅大气的妆容吧。



瑞雪舞蹈學校
Beginner (4-6歲)

青少年班（7-17歲）

成人班 周五

周五、六、日
•瑞雪老師畢業於中國舞蹈教育最高學府_北京舞蹈學院。
•學校提倡以舞蹈教學效率和質量為先，小班上課模式。
•堅持專業、專註、專心的教學宗旨，親歷親為對孩子細心

指導，營造一個健康快樂的舞蹈搖籃。
•機會只屬於少數人，你的眼界，決定孩子們的境界。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203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王朝二樓）
電話：832-691-3615

免費試課
火熱

招生中 新開設HIP POP街舞課，韓國老師教授。

【特設2歲~4歲幼兒中文班】【西班牙文班】【電腦班】【瀚
崴中文合唱舞蹈班】【歌唱技巧班】【音樂律動班】【初/中
段西洋棋】

藍球&乒乓球1 on 1或 5~1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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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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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理文理
才才藝藝瀚瀚崴崴 學學校校 連續榮獲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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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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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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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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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周六中文學校特設2歲~4歲幼兒班和5歲~12年級實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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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敏生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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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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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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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歌唱﹑游泳﹒
www.famewellsch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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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數學﹑閱讀寫作先修班

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天天學中文！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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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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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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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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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招聘有責任心，有經驗的中文，數學，英文及各類才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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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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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紀學院
聯絡電話：281-947-2410（糖城大華超市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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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 址：gtlearningacademy.com
GT Learning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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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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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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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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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am-4pm星期六
• 服務項目：初中，高中小班制課程輔導及

個人輔導，專業特色才藝課程
（詳情請查閱學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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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1111香港娛樂CC66體育圖片

4961 Sweetwater Blvd Sugar Land, TX 77479
(281) 242-6222

家教班：TUTORING
Reading • Writing • Math • English • Study Skills • Spelling • Vocabulary• Phonics • Algebra • Geometry • Trigonometry • Pre-Calculus• Calculus • Earth Science • Biology • Chemistry • Physics

各類考試考前復習班：TEST PREP
SAT • PSAT/NMSQT • ACT • ADVANCED PLACEMENT (AP)• HSPT • SSAT ISEE • GED • ASVAB • STAAR• TOEFL

成功教學計劃: OUR PROGRAM FOR SUCCESS INCLUDES
• Thorough academic evaluations
• Proven programs tailored to each student’s needs
•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from highly certified teachers
•Huntington helps improve skills, confidence and grades

創立於1977年的Huntington，為全美歷史最悠久，最受學生家長推崇的家教中心，
三十餘年來已協助無數學子成績突飛猛進，建立自信心。

FOR BETTER GRADES AND TEST SCORES GET HELP NOW!

邵老師(832)600-3938(短信) (281)313-2965 微信：amys3938

華夏交通安全講習學校

◇ 課堂學習：國語授課，中英文對照課本及考試。
上課時間：每月的第二個星期六 8:30AM-3:00PM (2016年7月份無課)
上課地點：5855 Sovereign Dr, Unit D科技廣場（原中華文化中心)

◇ 駕駛學習許可 (筆試Permit Class) Certificate Issued Same Day
Tue or Sat需報名 ◇ Teen Driving：每月開新班，需報名

◇ 陪伴出庭：協辦定購駕駛記錄和聯絡法庭，所有服務酌情收費

服務僑社服務僑社超二超二十年十年

政 府 註 冊政 府 註 冊 撤 銷 交 通 罰 單撤 銷 交 通 罰 單 降 低 車 輛 保降 低 車 輛 保 險險

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Always Defensive Driving School

*特別歡迎新來賓,初駕者,TEENAGE免學費試聽.*

amyshaorealty@gmail.com

星期六 2016年3月5日 Saturday, March. 5, 2016 星期六 2016年3月5日 Saturday, March. 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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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1616 賽季賽季
NBANBA常規賽繼續進常規賽繼續進
行行，，開拓者客場挑開拓者客場挑
戰尼克斯戰尼克斯。。全場打全場打
完完，，開拓者開拓者104104--8585
輕取對手輕取對手，，迎來迎來 33
連勝連勝，，而紐約則遭而紐約則遭
遇遇22連敗連敗。。

曼城聯賽杯奪冠頒獎曼城聯賽杯奪冠頒獎

20152015//1616賽季英格蘭聯賽杯落下帷幕賽季英格蘭聯賽杯落下帷幕，，最終曼城在點球大戰中憑借卡最終曼城在點球大戰中憑借卡
巴列羅的神勇發揮巴列羅的神勇發揮，，總比分總比分44--22擊敗利物浦擊敗利物浦，，成功奪得聯賽杯冠軍成功奪得聯賽杯冠軍。。曼曼
城隊在頒獎儀式上舉起聯賽杯獎杯城隊在頒獎儀式上舉起聯賽杯獎杯。。

20162016年奧克魯斯國際馬術峰會在江蘇海瀾國際年奧克魯斯國際馬術峰會在江蘇海瀾國際
馬術俱樂部圓滿落幕馬術俱樂部圓滿落幕，，這個兼具現代與歐洲風情的這個兼具現代與歐洲風情的
場館裏上演了新年首場馬術表演場館裏上演了新年首場馬術表演。。宮廷式建築宮廷式建築、、夢夢
幻燈光幻燈光、、華麗舞步華麗舞步，，驚艷全場驚艷全場。。

美呆美呆！！海瀾馬術秀驚艷海瀾馬術秀驚艷

美南版■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6年3月5日（星期六）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遺作輪住播

盧大偉為香港資深藝人，原名盧
永福，1945年生於上海。他在六兄弟
姊妹中排行最小，而其三哥盧遠、四
哥蕭亮（原名盧永華）也是圈中藝
人。由於其英文名為David，大家便取
之譯音為大偉，稱之為盧大偉。

盧大偉於香港華仁書院畢業後，
曾做過酒店接待員及銀行工作。1968
年，他報考亞洲電視（前身麗的電
視）第二期藝員訓練班，同期受訓的
有李司棋及黃淑儀。訓練班還未畢
業，已被調配為《金玉滿堂》主持。
1975年，他與兄長受到周梁淑怡之邀
轉投無綫電視，曾演出電視劇集《功
夫熱》及《相見好》，並主持諷刺時
弊節目《論盡天堂》。1970年代末開
始在長壽綜藝節目《歡樂今宵》擔任
主持，以模仿其他藝人的惹笑演出而

聞名，一句“An An ”加上玩“食”
字笑話，成為“爛gag始祖”。這位笑
匠令人印象尤深的是他模仿歌手夏韶
聲和董驃，還有模仿美國魔術師大衛
高柏飛變走尖沙咀鐘樓，以及與“肥
姐”沈殿霞合作跳芭蕾舞的片段，至
今令人津津樂道。
盧大偉曾透露，在其事業最燦爛

的日子，他的生命卻開始腐爛，在
《歡樂今宵》時期，他的事業因發展
太順利了，一星期只做兩天，餘下5天
他便到處耍樂，沉迷賭馬、打麻雀。
他說：“當時的我太貪玩，沒有時間
陪伴前妻，影響了我和她的婚姻。”
盧大偉及後受侄兒影響對基督教產生
興趣，篤信基督教後積極參與傳道活
動。
1990年代中期，盧大偉離開無綫

後開設製作公司，其後他曾在有線電
視主持節目。2007年，盧大偉在電影
《每當變幻時》中演出，並參與無綫
在年底重新製作的《歡樂今宵》演
出。同年起，先後出任第八、九屆香
港演藝人協會的理事。2010年，盧大
偉參加曾志偉監製的無綫賀歲劇《72
家租客》。前年回巢無綫參演《女人
俱樂部》。同期他原本答應無綫拍另
一劇集《倩女喜相逢》，但最後卻以
病為由辭演，此後盧大偉鮮有出席公
開場合。
盧大偉有一格言“取之社會、用

於社會，永不言休”。2012年起，盧
大偉與十所小學合作，開辦小司儀訓
練班。他將畢生口技傳授新生輩，他
又特意在課程加入語言學元素，讓小
孩學習正確發音和咬字。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李慶全李慶全、、

吳文釗吳文釗））資深藝人資深藝人、、一代笑匠盧大一代笑匠盧大

偉偉（（DavidDavid））44日早晨病逝日早晨病逝，，享年享年7171

歲歲。。其妻其妻44日否認盧大偉是因外間盛日否認盧大偉是因外間盛

傳的腸癌辭世傳的腸癌辭世，，但沒詳細透露但沒詳細透露

病症病症。。曾跟盧大偉合作曾跟盧大偉合作

《《歡樂今宵歡樂今宵》》的多位藝人的多位藝人

紛表不捨紛表不捨，，家燕姐更眼家燕姐更眼

濕濕透露盧大偉曾想跟濕濕透露盧大偉曾想跟

她度期巡迴演出她度期巡迴演出，，可惜可惜

這已成遺憾這已成遺憾。。鄧英鄧英

敏則希望盧大偉的敏則希望盧大偉的

正能量精神長存香正能量精神長存香

港港。。

歡樂今宵“一代笑匠”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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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早上約9時，盧大偉太太由丁羽、何麗全、金廣誠及張崇德陪同
下步出病房，盧太透露盧大偉於早上6
時49分病逝，她透露丈夫從3日黃昏
開始情況急轉直下，並曾接受少量嗎
啡針止痛幫助入眠。

問她盧大偉到底患上什麼病？盧
太只表示：“私人事不回應，總之不
是之前所說的腸癌。”好友丁羽亦有
趕往醫院見盧大偉最後一面，他指盧
大偉走得很安詳，並不痛苦，亦沒有
流淚。

香港演藝人協會表示，盧大偉4
日早因病辭世，協會仝人深感悲痛，
向他的家人致以最深切慰問，並感謝
曾經擔任理事的盧大偉，為協會出心
出力，貢獻演藝界，為觀眾帶來歡
樂、笑聲。

家燕嘆巡演計劃成遺憾
薛家燕與盧大偉從《歡樂今宵》

（EYT）年代已經合作，對於4日傳
來盧大偉病逝的消息，實在有點愕然
及接受不到，家燕姐眼濕濕說：“日
前才跟女兒一起到醫院探望過他，當
時他睡着了，而他太太有叫醒他，他
便睜開眼，還對我講多謝，之後又睡
了，只感覺他很累！故逗留20多分鐘
不想打擾他。”家燕姐指盧太還透露
醫護人員對老公照顧周到，他早上更
有跟姑娘講笑話，而圈中友好來探老
公時都表現得好開心，好正面樂觀，
所以着大家不要太擔心，家燕姐還曾
為他祈禱。
但到4日凌晨獲知盧大偉危殆，

家燕姐說：“聽聞他是早上六點幾離
開，真的想不到，如果是走得安詳不
受好多痛苦，也安詳離去吧！生老病
死是必須經過，他也做了很多有意義
的事，帶很多歡樂給大家！”家燕姐
透露盧大偉素來愛搞爛gag，原來他也
有將自己的爛gag寫下來想出一本書。
家燕姐又憶起前年與盧大偉重演跟肥
姐的經典《天鵝湖》，當時他也有提
點自己怎樣扮肥姐，還笑言度期巡迴

演出，但這已成了遺憾，家燕姐說：
“真的很不捨得他，我也未慰問他太
太，希望她能節哀順變！”

鄧英敏望盧正能量長存
資深傳媒人吳雨及林建明4日亮

相電台節目時亦有談及盧大偉。吳雨
透露當年他接手無綫節目《歡樂今
宵》時要進行改革，看中盧大偉為人
搞笑，又會講爛gag，故邀請對方擔任
主持，大讚他的主持風格莊諧並重。
而盧大偉出身於亞洲電視的前身麗的
電視，適逢亞視4日被傳會提早停播，
吳雨形容說：“戲劇人生，終有一日
落幕，這個就是寫照，令人唏噓。盧
大偉離開了我們，（生前）帶給我們
很多歡樂。”
林建明曾經和盧大偉於無綫共

事，則分享了對方的生前點滴，她憶
述曾有一次在《歡樂今宵》現場直播
時整蠱盧大偉，當時她一時貪玩與其
他藝人將一碟意粉扔向盧大偉的臉，
豈料盧大偉頓時黑面，但礙於節目直
播而不能發火。

鄧英敏受訪時表示，希望盧大偉
的正能量精神長存香港。徐小明聞悉
盧大偉離世消息也感難過，小明哥稱
他生前曾是香港電視專業人士協會執
委，他說：“盧大偉帶給大家很多歡
樂，知他離開都有點愕然，協會同事
會慰問他太太，有需要會全力幫忙，
想不到他這麼快就走了。”

盧電影遺作下月中公映
盧大偉4日晨離世，與盧大偉在

EYT一起成長的斑斑，稱早上看到新
聞時打了個突，覺得他走得太突然，
她說：“我一直覺得他是卡通人物，
經常引人開心又講爛gag，好搞笑。”
斑斑稱他倆去年在聚會上也曾見面。
另外，由五個本土新導演拍成的

五個短篇單元組成的電影 GOOD
TAKE，當中由導演黃精甫執導的電
影《嚇鬼》是盧大偉的最後遺作，電
影於下月14日公映。

“爛gag始祖”聞名 孖肥姐跳出經典《天鵝湖》

盧大偉病逝令圈內圈外人同感惋
惜，無綫為了紀念這位一代笑匠，特
別安排了一連串悼念節目，讓眾人一
同緬懷。其中包括4日晚於翡翠台
《東張西望》中播放的“別了Gag王
盧大偉”紀念特輯，內容主要圍繞盧
大偉生前訪問。

此外，無綫於5日晚，重播由盧
大偉與眾《歡樂今宵》成員擔任嘉賓
的《星星同學會》及前年錄製的《今
日VIP》，直至翌日凌晨 4時。另
外，無綫又安排在周一起一連7日重
播盧大偉的遺作，其中包括《盧氏三
雄》與《論盡天堂》，於無綫網絡電
視播出，但就未有安排重播他2013年
的作品《女人俱樂部》。

■■盧大偉與兩位兄長盧遠盧大偉與兩位兄長盧遠((中中))、、
盧永華盧永華((左左))同為圈中人同為圈中人。。

■盧大偉(右)當年任《歡》主持訪
問林憶蓮(中)。 網上圖片■盧大偉與沈殿霞當年合作跳芭蕾舞。

■2013年，扮演肥姐的家燕姐與盧大偉合作演出。

■■盧大偉去年盧大偉去年1010月露面時已月露面時已
消瘦不少消瘦不少，，但精神不俗但精神不俗。。

■盧大偉與太太(右)一同面對病
魔。 網上圖片

■■2012年，盧大偉與一班《歡樂今
宵》成員再重聚。 網上圖片

■■盧大偉前年錄影盧大偉前年錄影
無綫節目無綫節目《《年代大年代大
激鬥激鬥》。》。

盧大偉
1945 - 2016

■■盧大偉參演電影盧大偉參演電影《《嚇鬼嚇鬼》。》。

■■得悉盧大偉死訊得悉盧大偉死訊，，家燕姐家燕姐
眼濕濕稱接受不到眼濕濕稱接受不到。。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6年3月3日（星期四）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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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張康樂回到甘肅老家，看到
堂姑姑正在給年邁的老父親洗手的場

景。“當時就覺得非常感人，拿出手機記錄
下這一幕。”

徒步山道 上門邀請
張康樂說，“記得一年前，老人還從

容地坐在搾油機前操縱機器，還能拄着枴杖
獨自散步，還能輕鬆與人交談。但是現在，
只能像嬰兒一般，起居都需要家人照顧。”
而2個月後，身在學校的張康樂得知這位大
爺去世了。於是他翻出這張照片，感歎道：
“這也許是老人家生前的最後一張照片

了。”“村裡的每位老人去世，總讓我惋惜
不已。他們曾是這個村莊的締造者和守護
者，他們每個人好比一座鄉村圖書館。”張
康樂說。

張康樂今年1月回到陽賽村老家，和
朋友們就開始準備了。“宣傳邀請族人前
來拍照和籌集拍照所需的資金。”首先動
員身邊的親戚朋友，不過收到的回饋是：
“這事不好辦，也沒多大意義……甚至懷
疑這麼做有什麼企圖！”

面對這些疑慮和建議，張康樂和朋友

們頂住壓力，繼續堅持自己的初心。他們羅
列了需要上門邀請張氏家族200多戶人家的
名單，製作了邀請函，挨家挨戶上門邀請，
並且保證在拍照之前，每戶人家邀請至少2
遍。“每天徒步在縱橫交錯的山村小道上，
從人家的家門口跑進跑出，很辛苦，但是為
了臘月廿七的大合影能多來一人，這些辛苦
算不了什麼！”

終於，近300名村人於臘月廿七在陽賽
小學門口拍攝大合影，兌現了張康樂給族
人許下的承諾。

滬迪園宣傳片 小飛象飛天 血癌孝子替母辦婚禮後不辭而別

山東壽光21歲的白血病（血癌）患
者王培洪日前通過眾籌為母親舉辦婚禮
後不辭而別，其母正在焦急地等待兒子
的消息。

據傳媒報道，一條“眾籌一場婚禮，
給母愛一個感恩”的微信近日刷爆了壽光
的朋友圈，王培洪治病兩年多，讓原本困
難的家庭雪上加霜。他決定不再讓單身母
親為他操勞，眾籌為母親辦一場婚禮，圓
自己一個夢。“我想為母親和王叔叔辦場
婚禮，親眼見證母親的幸福。”

婚禮結束，王培洪返回了醫院，並
留下一封信。王培洪寫道：“當你看到
這封信時，我已離開了，我想出去放鬆
放鬆心情，請不要找我。看到你穿上婚
紗的那一刻，我心裡的擔子就放
下……”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許英飛、記者殷江宏山東報道

甘生甘生拍拍303000族族人人““全家全家福福””
攝錄溫情瞬間攝錄溫情瞬間

前天夜裡，上海迪士尼度假區發佈第一支廣告宣
傳片《奇夢邀請篇》，在不到一分鐘的短片裡，描繪出
一幅以上海城市為背景的夢幻世界，而宣傳語的“點亮
心中奇夢”也吸引無數觀眾為之神往。但有人稱，片中
並未透露園區任何鏡頭，也使上海迪士尼蒙上一層神秘

面紗，希望可以盡早開園，親自體驗一番。
宣傳片開頭部分，一個中國女孩站在櫥窗前望着

裡面的灰姑娘禮服，接着代表迪士尼多個經典故事的
象徵物輪番登場，有為你等待的南瓜車、領你進入寶
藏灣的海盜船、帶你翱翔的小飛象等。

在長達45秒的片中，還多次出現上海的標誌性建
築，有石庫門房、外灘建築、東方明珠、陸家嘴高樓
群等。此外，上海母親河黃浦江的出現頻率也較高。
在通往上海迪士尼樂園的路上，片中開始以地鐵

鏡頭象徵，但很快便融入夢幻般的急速光輪，最後煙花
點亮迪士尼夜空，片尾出現“點亮心中奇夢”字幕。

此片一經發佈，立刻吸引眾多網友觀賞，不少人
表示這是大片級的樂園預告片，觀看以後讓人忘記年
齡心中充滿童趣，只想趕快帶上家人一起去上海迪園
放飛夢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除了邀請村民，還需要籌
集拍照資金。“最初估計拍照
費約需1,000元(人民幣，下
同)，我看了陽賽村的微信公
眾號，關注人數是163人，每
人僅需要出6元就夠了，於是
在公眾號上發起倡議。”張
康樂說，但事情並沒有想像
中那麼順利。倡議發起後3天，轉賬的7人中，有5人是張
康樂的大學同學和輔導員，僅2名是張氏族人。

“我一度無望了。”於是他和朋友商量，實在不行就
自己出錢。張康樂的二叔得知此事後，就鼓勵他說，既然
是全村人的事，就應該全村人眾籌。“他鼓勵我說，費時
費力做了這件事，還能不花自己的錢，才叫幹得漂亮。”

張康樂出具了一張賬目表，共有35人參與了眾籌，總
共籌集到1,668.2元，拍照費用共計1,400元。

在
村
內
眾
籌
拍
攝
費

開學伊始，在浙江省寧波工程學

院內，大四學生張康樂成了“名

人”，他在假期給老家近300名族

人拍攝“全家福”的事在學校廣為

傳播，認為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張康樂說：“我希望村裡老人能被族

人所重視，想先從拍全族大合影開

始。” ■浙江在線

■■全族大合照一角全族大合照一角。。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張康樂給甘肅老家全村近300名族人拍了張“全家福”。 網上圖片

■患癌的王培洪通過眾籌為母親舉辦婚禮
後不辭而別。 網上圖片

■張康樂拍全族照，是希望村裡
老人能被族人所重視。網上圖片

■上海迪士尼首部宣傳片。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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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1
恨透了現在的桑拿天！趕緊把滋潤的面霜換成口味清淡的乳液，再也

不要人為的黏膩來添亂。皮膚貪戀清涼，感覺是清爽多了，可毛孔怎麼
越來越大，整張臉看起來像一條黯淡的干魚？

都說護膚品要隨四季更迭變換，夏天改用清淡的乳液也有錯？
一語點破： 四季交替，護膚品當然也要跟著換季，這點固然沒錯，但

有兩件單品非常特殊，地位可謂四季不可動搖，它們就是保濕精華和保
濕晚霜。酷暑下新陳代謝飛快，水分的流失是秋冬時節的十幾倍，能量
補充不及人容易虛脫，更別說肌膚變成黯淡干魚了。祇有在夜晚的時候
肌膚消耗相對小，也是一天中補水修復的最佳時機。保濕精華，尤其是
保濕晚霜在夏天更要狠狠用。

場景2
除了上下班要忍耐一下紫外線和熱浪襲擊，無論坐在格子間裡還是回

到家，總有空調的冷氣吹。不過，你最近發現了一個新變化：皮膚在室
外容易潮紅，而呆在冷氣下的時候血管絲會明顯，難道皮膚在變薄？

一語點破： 皮膚潮紅、紅血絲明顯就是皮膚變敏感的前奏了。其實，任
何人長時間坐在冷氣下，多多少少都會出現紅血絲症狀，不僅顯現在臉上，在
身上尤其四肢會非常明顯。歸根到底，這都是冷熱交替在作怪的緣故。在室
外，血液會因為高溫奔流起來，回到室內，低溫讓血液驟然減慢甚至滯
留就會出現紅血絲。最要命的是，這種傷害會讓皮膚的水合能力下降，
肌膚變敏感。所以，不要一進門就著急走到冷氣底下，可以在冷氣相對
弱的走道或者通風處適應一下，給肌膚一段緩衝的時間。

場景3
打開化妝包，抽出今天第13張吸油紙，你一面咒罵著天氣的惡劣，一

面納悶昨晚明明敷了補水面膜，今天也沒讓噴霧
離手，怎麼還是像在煎油餅？

一語點破： 如果補水到位，不一會兒就油光
滿面，並不是皮膚缺水，而是夏天的空氣濕度太
高，肌膚裡的油分子都要跑出來找平衡了。這一

點皮膚是很聰明的，作為人體最大的防禦器官，它的使命就是與環境中
的水分拔河。如果自身內部水分充足，油分子著急跑出來其實是為了鎖
水的一種自動防禦。這個時候你需要的其實是保濕型粉餅或者控油散
粉，維持表面清爽就好了。

場景4
午餐後閒著沒事照鏡子，你訝異地發現，眼角出現了淺淺紋路。 「大

夏天的，細紋比秋冬跑出來的時間還快。有沒有搞錯？！」
一語點破： 進入 7 月炎夏季節，不少人到了下午，眼角都會出現細

紋，有的甚至不用等到下午，中午11點就現身了。一方面是因為補水不
到位所致，另一方面由於夏天是一年中能量和水分消耗最大的季節，血
液循環會加快，不需要乾燥的環境來搶水，肌膚很快就會把水分內耗乾
淨。而眼週是全身皮膚最薄的地方，沒有脂肪蓄水，當然最先倒霉。不
過別太擔心，這些小紋都是缺水所致的假性紋理，通過補水很快就能撐
開。

場景5
天生就是油性肌，夏天更不敢怠慢，乖乖地做好每天的清潔。可肌膚

還要跟你鬧彆扭，生悶氣的小痘痘冷不丁就竄出來好幾個，剛撲滅沒幾
天，又從原地拔地而起，心裡那叫一個恨呀！

一語點破： 基本上除了上火和內分泌失調，絕大部分的痘痘都是因為
毛孔堵塞引起的，即便你拍著胸脯說每天都做好了清潔，另一種容易忽
略的關鍵是，光清走皮膚表面的油污甚至毛孔漏斗區的半固化皮脂，其
實都還不夠。就像浴室的水管堵塞，你祇是拿掉了塞在排水口的頭髮而
已，祇是一時間的流暢。毛孔口祇是個排油出口，讓整個排油管道通
暢，才是徹底改善皮脂阻塞、阻止痘痘造訪的根本辦法。

如何使你的頭髮看上去更健康、更閃亮、更順暢
的40個小竅門。讓頭髮變得更迷人！

洗髮
1、你的香波不起泡可能是由於頭髮還不夠濕，

再浸些水而不是再加更多的香波，皂質的東西太多
會損害髮根。

2、用兩遍洗髮水。首次的洗髮水可以除去油垢
和做以型時的輔助用品，第二次洗髮能使頭髮更蓬
鬆。

3、時間緊迫時，祇洗部分頭髮。比如，祇洗劉
海或髮際線週圍的其它地方。

4、如果您屬於乾性頭髮，別每天都洗，祇需要
在淋浴時每隔一天把頭髮濕一下，再用護髮素護理
並沖洗乾淨即可。

5、用溫水洗髮。洗髮水的功效在溫水時最佳。如
果水太熱，它會使你的頭髮干而且發癢。如果水太
冷，香波就不會被徹底沖洗乾淨。如果已經沖洗乾淨
頭髮之後再來一陣涼水，會使頭髮更有光澤。

護髮
6、首先確信你使用了正確的護髮素。蛋白質類

的有助於加強頭髮和頭皮的滋潤與耐力，保濕類的
能增強頭髮的柔軟與光澤。

7、護髮素應施於頭髮中部或髮梢而非緊貼頭皮
的髮根部。

8、在沖洗頭髮之前用梳子充分梳理頭髮，使護
髮素均勻平滑地分佈。

9、往你的護髮素裡加幾滴橄欖油可以使頭髮得
到深層護理，當你在浴缸裡泡著的時候把調理後的
護髮素平滑地梳進髮絲裡，就不用管它了，蒸氣會
幫助護髮素滲透的。

疏通
10、用香波之前，先把頭髮梳順。

11、洗頭髮時，別把它全堆在腦袋頂上，這祇會
增加頭髮的糾纏程度。

12、用一條毛巾輕柔地吸乾頭髮裡多餘的水，小
心別使勁磨擦頭髮。

13、吸乾水之後，用寬齒的梳子梳理頭髮，先從
髮根開始，再梳通中部直至最後從髮根至髮梢全梳
通，用手把持住你正在梳理的那部分頭髮以防梳子
生拉硬拽。

蓬鬆
14、把頭歪向一側吹乾頭髮，同時用手指把頭髮

抖離頭皮。
15、對於髮根處的頭髮，可用圓形髮梳梳起頭髮

再吹乾。可先把吹風機設置在強熱檔位，再用冷風
吹一下。

16、再次抖散你的頭髮。頭髮干了之後，把頭傾
向一側，給髮梢噴一些營養水。

17、如想讓頭頂上的頭髮看起來顯得更有動感，
那麼就把剛吹乾的頭髮用大號捲髮器捲上，在你化
妝或著妝時，讓它自己慢慢冷卻下去。可在頭頂、
腦側、後腦勺等處都卷一些。

吹乾
18、在拉直頭髮之前，用吹風機、毛巾或等待等

方式使頭髮8成干，然後使頭髮完全自然風乾，如
果你的頭髮很捲曲，就應在它還濕的時候做髮型，
否則原來的卷兒很難拉直。

19、如果你有留海兒或有固定走向的髮型，在頭
髮還是濕的時候就把它梳到位。

20、別把頭髮直接纏到圓形發刷上，頭髮容易和
它絞在一起。把髮梢往回扣的時候，讓發刷始終從
上到下地梳理。

21、

當頭髮干了的時候，把吹風機的熱風檔降低，使對
頭髮的傷害降低到最小。

22、把頭髮梳起來輕輕往前拉，保持梳子始終給
頭髮一定的作用力，但是別用力過猛，讓吹風機總
是隨著髮梢走向吹。

23、如想讓髮梢向內扣著或想讓髮型更持久些，
在吹乾之後，發刷再在原處停留30秒。

24、讓吹風機離頭髮至少3英吋並使吹風機
不要總吹一個地方，總吹一個地方會使頭髮燒
焦。

25、在吹風機上加個噴嘴，使吹風機的熱量
集中，並保持氣流按頭髮的走向流動，通常的
走向是筆直向下。

26、塗抹一層增加光滑的護髮用品，再把頭
髮撫平。 做髮型專用產品及工具。

27、試著使用帶有橡皮底座的天然硬毛刷撫
平頭髮或做髮型。

28、為了增加髮根對頭髮的支撐力，可以嘗
試使用帶有橡膠觸頭的硬毛髮刷。

29、良好的吹風機至少應當具備兩個熱度調
節檔和兩個氣流調節檔，最好再有一個冷風按
鈕。

30、如果你發現有不是頭皮的頭屑，這有可
能是做髮型時的殘留物，一週用一次清潔香
波，並且可以測試一下你的髮型用品干了以後
是不是還有殘留的雜質--把它噴到鏡子上，等
它慢慢變干就可以知道了。

對燙髮的維護
37、燙髮很容易使頭髮變干，所以每次用完

香波之後，都要用護髮素，千萬別用發刷梳捲

髮，因為燙髮的發質比較脆弱，很容易折斷。
38、在捲髮乾燥的過程中，別老擺弄它，專

家指出你越少動它，看起來會越發自然。
39、在頭髮還有些潮濕的時候，就把頭髮弄

成你想要的樣子。在抹發膠的時候可以把頭了
纏在手指上，這樣你的髮際線就會出現優美的

小卷兒了。
40、用寬齒梳子把護髮素充分地梳進髮絲裡，沖

洗乾淨，然後輕輕地吸乾多餘的水分，再把頭髮梳
透。

3030招讓頭髮更健康更亮更順暢招讓頭髮更健康更亮更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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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B工作簽證知識（5）

于瀾律師于瀾律師

我們在這裡為有需要的讀
者提供一些在使用名額H-1B
簽證以外的其他簽證選擇。

首先是不受名額限制的
H-1B，包括高等教育機構和
與高等教育機構有關聯關係的
非營利性組織不受名額限制。
為政府或非營利性的研究機構
工作的H-1B也不受名額限制
。政府的研究機構必須是美國

政府機構，而非營利性的研究
機構是指研究活動不是以營利
為目的。

O-1簽證是另一種沒有名
額限制工作簽證。在科學，教
育，文藝體育或其他方面擁有
出色能力和作出傑出成就的外
國人可以以O-1簽證工作。對
於專業體育人士，可以申請
P-1A 簽證。而對於藝術團體

或演藝人員可以申請P-3簽證
。對於宗教服務人士，可以申
請R簽證來美服務。

對於來自和美國有投資協
約的國家的公民，可以嘗試使
用E-1/E-2工作簽證，在亞洲
，日本，韓國，台灣，泰國，
菲律賓都和美國簽署有投資協
約。持這些國家的國民可以以
E-2身份工作。對於來自澳大

利亞的公民，可以選擇E-3簽
證。

對於有體育，藝術或文化特長
並取得一些成績的人士，P簽
證會是一種選擇。對於加拿大
和墨西哥公民， TN簽證是取
得合法工作身份的又一個好選
擇。如果這些簽證都無法適合
你的需要，也許F-1是維持合

法身份的一個選擇。
本文只是一般法律知
識介紹，不能作為法
律咨詢使用。本文作
者于瀾律師精辦各類

移民案件，經驗豐富。辦公室
地址 10101 Harwin Drive（好
運大道），369 房間， Hous-
ton, TX 77036。（百利大道上
MAMA 超 市 對 面 ） 電 話
832-657-9837。律師提供免費
電話咨詢。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從這一節起本移民專欄將
陸續介紹加入美國公民的途徑
。
1．出生時即具有美國公民身份
【出生在美國】

根據美國憲法規定，凡是
在美國本土以及所屬領地出生
的人，不管其父母是否美國公
民，自出生就具有美國公民的
身份。這也就是國際法上的出
生地原則。這一原則基本適用
於所有人.但是具有外交豁免權
的外交人員在美國出生的子女
除外。外交人員的子女即使出
生在美國，仍不具有美國公民
的身份。
【出生在美國以外】

對於出生在美國以外的人
士來說，如果其父母親是美國
公民，其中一人在孩子出生之
前在美國有固定居所，他在出
生時即具有美國身份。如果父
母雙方一人是美國公民，另一
人沒有美國公民身份，具有公
民身份的父親或母親必須在美
國住滿五年，這五年當中至少
有兩年是在其14歲以後居住，
這樣，子女在出生之時才具有
公民身份。如果具有公民身份
的父或母親不能滿足居住的條
件，其祖父或祖母如果在美國
居住五年以上且其中兩年是其
14歲以後在美國居住的，這樣
，即使孩子不在美國出生，也
具有美國公民身份。
【非婚生子女】
如果出生時是父母親沒有結婚

登記，則看其生父或生母是美
國公民。如果生母是美國公民
，在符合上述居住條件時 ，在
出生時即具有美國公民身份。
如果生父是美國公民，則需根
據有關法律辦理一系列的手續
之後才能獲得美國公民身份。
而此手續是依據所居住的國家
法律。

以上這三類人士,在出生時
就自動具有美國公民身份。
2、父母入籍後獲得公民身份
【子女公民法案]

美國國會於 2001 年 2 月 7 日
通過子女公民法案。該法案規
定，如果父母有一人入籍成為
美國公民，只要其子女具有綠
卡身份，年齡未滿18歲（在父
或母入籍的時候），由公民身
份的父親或母親監護或撫養，
該子女即自動獲得美國公民身
份。法律認定，孩子的父親一
般具有孩子的監護權。符合這
些條件的孩子可想移民局提出
公民證書的申請。也可向美國
國務院護照中心或有關郵局提
出美國護照的申請。
【收養的子女】

根據子女公民法案，收養的
子女同樣可以自動獲得美國公
民身份，只要收養的父母有一
人具有美國公民身份，收養的
子女年齡在18歲以下，收養手
續完備，被收養的子女具有美
國永久居民身份與收養的父母
住在一起。根據這一規定，被
美國公民收養的子女大都可以

自動成為美國公民，而且不必
另外提出申請。
【繼子或繼女】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子女公
民法案，美國公民的繼子或繼
女無法自動獲得公民身份，除
非另外辦理收養手續（如果符
合收養條件的話）。不過，其
非公民的生父或生母在獲得公
民身份後，其子女有可自動獲
得公民身份。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2月11日表示，針對
三月份職業移民 I-485 的遞交
，將不使用 B 表，即“遞交日
”排期表，而使用A表，“決
定日”排期表。目前第二優先
排到 2012 年 8 月 1 日，第三優
先排到 2013 年 6 月 1 日。只有
優先日期早於這兩個日期的申
請人，才可遞交I-485。
2. 美國最高法院今年1月19日
宣佈，正式受理奧巴馬總統通
過行政法案推行移民改革的案
件，其判決結果將影響到全美
近 500 萬非法移民的身份問題
。

奧巴馬總統於2014年11月
20日晚發表講話，正式宣布通
過行政命令展開移民改革，將
有超過 500 萬非法移民受益。
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條：第
一、加強邊境管理，打擊非法
入境，加速遣返有犯罪記錄的
非法移民。 2、加快和簡化高
科技人士和企業家的移民程序
。 3、解決當前非法移民的問

題。並承諾在短期內，將會推
出兩個延遲遞解出境計劃。 1.
符合以下要求的父母：孩子是
美國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在
美國境內居住滿 5 年；正式登
記且無犯罪記錄。 2.符合條件
的孩子：入境日期將從2007年
6 月 15 日推遲到 2010 年 1 月 1
日。
該計劃一經頒布，便引發強烈
反響。包括德克薩斯州在內的
26個州指責奧巴馬總統繞過美
國國會，大赦非法移民，並向
德州地方法院起訴政府，要求
暫停實施該移民法案，該訴求
得到地方法院法官的支持。聯
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於2015年
11月裁定維持下級法院的判決
。最高法院將於今年 4 月就該
案進行辯論，6 月底之前作出
裁決。
3. 根據12月18日通過的綜合撥
款法案 (omnibus appropriations
bill)，L-1和H-1B申請
的附加申請費將大幅漲價。漲
價只針對50個僱員以上並有超
過一半的僱員是 H-1B, L-1A
或者 L-1B 非移民簽證身份的
公司。 L-1申請的附加費將從
$2,250 漲到$4,500，H-1B 申請
將從$2,000 漲到$4,000。
4. 2015 年 10 月份的移民排期,
不但不負眾望的大幅前進，還
首次出現了雙表排期。申請人
可以按照較快的排期表(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 遞 交
I-485 調整身份的申請，等到

較慢的排期表(Application Fi-
nal Action Dates)排到取得綠卡
。 根 據 AC21 條 款 ， 在 遞 交
I-485 申請後，符合條件的申
請人和配偶以及21歲以下的孩
子都可以取得工卡和回美證，
雙表排期的出現大大增加了申
請人及其家人的便利，是非常
利好的消息。
5. EB-5 移民投資金額很可能
會大幅提高。參議院正在進行
EB-5 法案的重整工作。新提
案呼籲對 EB-5 投資移民的核
心內容進行改革。改革措施包
括：五十萬投資移民類別將漲
至八十萬，一百萬投資移民類
別將漲至一百二十萬。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
宣傳移民法律知識而作，並非
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案申請
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
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
務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
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界日
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連載
。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路通
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
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台調頻AM1050時代華
語廣播電台播出。提供最新的
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問題
。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國
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
和法律顧問。蘇力&鄢旎律師
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人才
,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各類

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
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
買賣,委託書。取消罰單，公證
認證,翻譯，遺囑等業務。蘇力
&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大
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址
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繫電話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五:9:00AM-5:00PM, 週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
可 在 該 鏈 接 中 收 看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
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cJ9bUlEuSOk

公民入籍簡介(Path to Citizenship)和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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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單車世錦賽，當地時間3日繼續在
英國倫敦進行。中國國家隊選手郭爽在女子
凱林賽位居第4無緣獎牌，港隊車手李慧詩
（Sarah）則因在首輪比賽翻車最終名列第9。

女子凱林賽，中國國家隊派出郭爽、
林俊紅出戰。首輪比賽，她們分別以第二
組首名及第四組次名的姿態晉級；次輪，
郭爽在第二組排名首位晉級決賽，林俊紅
位居第五出局。決賽德國的沃格爾發揮出
色拿到冠軍，衛冕冠軍澳洲的米爾斯收穫

亞軍，英國的詹姆斯力壓郭爽拿到季軍，
郭爽屈居第4無緣獎牌。

而參加同一賽事的港將李慧詩，雖首
輪順利過關，但在衝過終點後發生意外─
─被失平衡的俄羅斯車手殃及池魚摔倒在
地。港隊總教練沈金康透露，李慧詩有多
處皮外傷及一些工作肌群遭到撞擊，且頭
部也輕微受傷。其後在第二輪比賽，面對
國家隊的郭爽、林俊紅以及英德荷蘭勁
敵，帶傷上陣的Sarah在領航電單車離場

後便率先發力，並一度飆上第2位，惟最
後一圈被郭爽及詹姆斯外、內夾擊，僅得
小組第4，無緣6強決賽。最終，Sarah在
7至12名排名賽獲得第9。

其他賽事方面，由黃冬艷、敬亞莉、
馬夢露、趙寶芳組成的國家隊，在女子團
體追逐賽預賽騎出4分29秒941的成績排
名第8無緣決賽。女子30公里捕捉賽，另
一港將楊倩玉發揮不俗，名列第8。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李慧詩李慧詩負傷得第九負傷得第九
場地單車世錦賽

德國羽毛球公開賽當地時間3
日產生5個項目的8強人選。中國
羽隊（國羽）林丹、田厚威、李雪
芮、王適嫻及港隊的伍家朗、魏楠
順利戰勝各自對手，進軍男、女單
打前八名。
當日，共有3名香港男單球手

角逐16強賽，伍家朗苦戰3局以
18：21、21：18及21：18淘6號種
子、印度的斯里坎特，將與淘汰港
隊胡贇的中華台北球手周天成爭奪
4強席位。另一港將、10號種子魏
楠也直落兩局，以21：19、21：16
戰勝芬蘭選手海諾，準決賽跟韓國

名將孫完虎碰頭。
而由大滿貫球手

林丹領銜的國羽，經
過3輪的鏖戰，除在混
雙項目表現欠佳外，
在男女單打、男女雙
打4個項目上，均有人
晉級 8強。其中，林
丹、田厚威在男單闖
關，金花李雪芮和王
適嫻也在女單比賽高
奏凱歌。
另外，劉小龍和

邱子瀚進入男雙前
八，黃雅瓊∕湯金華
和陳清晨∕賈一凡躋
身女雙半準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伍家朗 魏楠德國羽賽奏凱

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正在馬來西亞
首都吉隆坡如火如荼進行。與此同時，一
年一度的國際乒聯大會也將召開，其中在
眾多提案中，瑞士乒協提出的增加球網高
度一項最引人注目。國際乒聯主席維克特
也承認，目前有關部門已就此展開測試。

據《揚子晚報》消息，瑞士乒協提議
增加球網高度的目的在於希望降低比賽的
球速，令乒乓球的電視轉播更有觀賞性。
不過，瑞士乒協並沒有提出球網的具體高
度。
對此，國際乒聯主席維克特日前表

示，瑞士乒協的提案已獲得國際乒聯通
過，但如何實施及球網高度增加多少，
還需有關部門進行相關的測試和檢驗。
至於這項改革措施何時實施，目前也

沒有時間表，至少8月的里約奧運會不會
有任何改變。目前的球網標準高度是：球
網頂端到球桌桌面距離15.25厘米、枱外
突出部分到球枱邊緣長15.25厘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際乒聯擬增球網高度
4日，為港女隊打頭陣的是世界

排名第24位的杜凱琹，她的
對手是世界第39位的陳思羽，在佔據
全場優勢下，杜凱琹以3：0橫掃對
手。
第二場，港老將帖雅娜迎戰世界

排名第19位的“台灣一姐”鄭怡靜。

雙方生涯5次交手帖雅娜全勝，而這
次兩人戰局陷入膠着，前4局以12：
10、9：11、11：5、9：11打成平手，
但在決勝局，帖雅娜在領先5分的情
況下，被鄭怡靜逆轉成11：9，對戰6
次遭遇首敗。
第三場，李皓晴為港披甲。面對

台灣球手鄭先知，同樣拚至決勝局。
但港將頂住壓力，以11：9、8：11、
6：11、11：6及、11：9險勝。

第四場，杜凱琹再次出征，對手
為鄭怡靜。頭兩局雙方以9：11、11：
8戰成平手。但其後兩局鄭怡靜發揮超
強實力，以3：1勝，將場上大比分扳
平。
決定勝負的第五場，帖雅娜對決

陳思羽，第一局在5度“刁時”下，
帖雅娜以14：16失守。次局帖雅娜展
現強大反擊，以11：3扳平。第三局
陳思羽以 11：8再度搶回主動終獲
勝。關鍵的第四局，帖雅娜先逼近獲
勝點；但陳思羽反超，並最終以13：
11驚險獲勝，助中華台北隊時隔16年

再進女團4強。中華台北隊今午4時30
分與國乒爭奪決賽權。

男隊負日本 無緣四強
賽後，港女隊教練李靜直言今場

“輸裁判、輸運氣”，因賽事期間港
隊三次受裁判警告被指遲發球。“香
港運動員能拚到最後一分，不過中華
台北亦打得好，運氣也較我們好。若
在同等條件下，裁判也應警告對手的
發球，她們每次發球也很貼，但裁判
的三次警告都是給香港，這是不公
平，對隊員心態有影響。”

不過李靜坦言，困境是比賽的一
部分，希望下次在這方面提升運動員
的忍受力。雖然今賽女隊與獎牌擦身
而過，但李靜謂此作為里約奧運前的
鍛煉，收穫仍然很大。
至於香港男隊，4日面對被譽為有

力挑戰國乒統治地的日本隊，除唐鵬
一人為港拿下1分外，黃鎮延及何鈞
傑齊齊失分，令港隊8強止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4日繼續在吉

隆坡進行。香港男女隊力拚之下分別不敵

日本及中華台北無綠準決賽， 中華台北隊

時隔16年再晉女團4強。賽後，港隊教練

李靜直言今場“輸裁判、輸運氣”，但作

為里約奧運前的鍛煉，收穫仍然很大。至

於衛冕冠軍中國國家隊（國乒）則輕鬆晉級。另外，日本

女隊以3：1力挫朝鮮隊，率先躋身決賽。

世乒賽4日賽果
男子組8強賽

中國 3：0 瑞典

韓國 3：2 葡萄牙

中國香港 1：3 日本

英格蘭 3：2 法國

女子組8強賽

中華台北 3：2 中國香港

新加坡 2：3 朝鮮

女子組準決賽

日本 3：1 朝鮮

■■李慧詩倒地李慧詩倒地，，車胎脫落車胎脫落。。法新社法新社

■■港隊選手杜凱琹在港隊選手杜凱琹在
比賽中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俄國選手俄國選手（（右三右三））衝線後失重衝線後失重
心心，，殃及李慧詩殃及李慧詩（（左二左二）。）。法新社法新社

■■國際乒聯擬增加國際乒聯擬增加
球網高度球網高度。。 法新社法新社

■■李皓晴敢打敢拚

李皓晴敢打敢拚。。
法新社法新社

■■唐鵬在對日本一役唐鵬在對日本一役
搶得一分搶得一分。。 法新社法新社

■■伍家朗躋身德國羽伍家朗躋身德國羽
賽男單八強賽男單八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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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單車世錦賽，當地時間3日繼續在
英國倫敦進行。中國國家隊選手郭爽在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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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爽在第二組排名首位晉級決賽，林俊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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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港將楊倩玉發揮不俗，名列第8。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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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級 8強。其中，林
丹、田厚威在男單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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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項最引人注目。國際乒聯主席維克特
也承認，目前有關部門已就此展開測試。

據《揚子晚報》消息，瑞士乒協提議
增加球網高度的目的在於希望降低比賽的
球速，令乒乓球的電視轉播更有觀賞性。
不過，瑞士乒協並沒有提出球網的具體高
度。
對此，國際乒聯主席維克特日前表

示，瑞士乒協的提案已獲得國際乒聯通
過，但如何實施及球網高度增加多少，
還需有關部門進行相關的測試和檢驗。
至於這項改革措施何時實施，目前也

沒有時間表，至少8月的里約奧運會不會
有任何改變。目前的球網標準高度是：球
網頂端到球桌桌面距離15.25厘米、枱外
突出部分到球枱邊緣長15.2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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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乒聯擬增球網高度
4日，為港女隊打頭陣的是世界

排名第24位的杜凱琹，她的
對手是世界第39位的陳思羽，在佔據
全場優勢下，杜凱琹以3：0橫掃對
手。
第二場，港老將帖雅娜迎戰世界

排名第19位的“台灣一姐”鄭怡靜。

雙方生涯5次交手帖雅娜全勝，而這
次兩人戰局陷入膠着，前4局以12：
10、9：11、11：5、9：11打成平手，
但在決勝局，帖雅娜在領先5分的情
況下，被鄭怡靜逆轉成11：9，對戰6
次遭遇首敗。
第三場，李皓晴為港披甲。面對

台灣球手鄭先知，同樣拚至決勝局。
但港將頂住壓力，以11：9、8：11、
6：11、11：6及、11：9險勝。

第四場，杜凱琹再次出征，對手
為鄭怡靜。頭兩局雙方以9：11、11：
8戰成平手。但其後兩局鄭怡靜發揮超
強實力，以3：1勝，將場上大比分扳
平。
決定勝負的第五場，帖雅娜對決

陳思羽，第一局在5度“刁時”下，
帖雅娜以14：16失守。次局帖雅娜展
現強大反擊，以11：3扳平。第三局
陳思羽以 11：8再度搶回主動終獲
勝。關鍵的第四局，帖雅娜先逼近獲
勝點；但陳思羽反超，並最終以13：
11驚險獲勝，助中華台北隊時隔16年

再進女團4強。中華台北隊今午4時30
分與國乒爭奪決賽權。

男隊負日本 無緣四強
賽後，港女隊教練李靜直言今場

“輸裁判、輸運氣”，因賽事期間港
隊三次受裁判警告被指遲發球。“香
港運動員能拚到最後一分，不過中華
台北亦打得好，運氣也較我們好。若
在同等條件下，裁判也應警告對手的
發球，她們每次發球也很貼，但裁判
的三次警告都是給香港，這是不公
平，對隊員心態有影響。”

不過李靜坦言，困境是比賽的一
部分，希望下次在這方面提升運動員
的忍受力。雖然今賽女隊與獎牌擦身
而過，但李靜謂此作為里約奧運前的
鍛煉，收穫仍然很大。
至於香港男隊，4日面對被譽為有

力挑戰國乒統治地的日本隊，除唐鵬
一人為港拿下1分外，黃鎮延及何鈞
傑齊齊失分，令港隊8強止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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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靜直言今場“輸裁判、輸運氣”，但作

為里約奧運前的鍛煉，收穫仍然很大。至

於衛冕冠軍中國國家隊（國乒）則輕鬆晉級。另外，日本

女隊以3：1力挫朝鮮隊，率先躋身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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