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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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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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David WangWang
專業商業專業商業地產經紀地產經紀

休城讀圖

時間：2016年4月2日， 周六上午10AM-12PM
地點：恆豐銀行12層會議室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報到須知： 請不要停車在恆豐銀行大樓前面銀行的預留停

車位，請停車在後面的車庫非預留車位上，免費的。上12樓需
要刷卡，可以告訴保安人員是來參加講座的，讓保安幫刷卡上12
樓。下樓不用刷卡。出電梯向Bellaire 側的樓道走，再左轉向8
號方向的會議室房間走，就可以看到會議室了。

主講人：楊德清
主辦單位：華夏學人協會 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

協辦單位：中國人活動中心 華助中心 恆豐銀行，房屋裝修
房產消費群 房屋裝修咨詢群 房屋裝修活動群 商業地產群 地主
群 歌友村 美美關愛互助群 河南同鄉會 德州安徽同鄉會 江蘇同
鄉會 福建同鄉會 東北同鄉會 山東同鄉會

主講內容大綱：
許多屋主居住很多年卻不知道地產稅可以減免，地產稅上漲

了可以申辯是否過高，真對這些問題，我們分以下幾個主要話題
介紹：
1． 地產稅是怎麼確定的
2． 地產稅免稅政策的申請辦法與截至期限

3． 降低地產稅的申辯方法及截至期限
主講人 楊德清 介紹：
畢業於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出國前從事科研和家電批發商

業工作多年，來美國14年來曾經從事舊房翻新，新房建造，地
產買賣，小商品進口批發，二手車交易，物業管理等多種行業，
最近7年來成立並專心經營安穩保險代理公司，經營汽車，房屋
，商業，健康，人壽等多種保險業務。樂於公益事業，現擔任美
國華人消費者協會會長，中國人活動中心執委，河南同鄉會副會
長。

講座免費參加，歡迎報名

地產稅評估與減免申請講座通知與報名表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德州牛仔競技的最大運動盛事
，2016年休士頓第84屆牛仔節(Houston Livestock Show and Ro-
deo)將於3月20日閉幕，還沒體驗西部風情的牛仔文化的民眾，

把握最後一天，現場感受歡樂畜牧嘉年華。
休士頓牛仔節始於1932年，主要在紀念西部牛仔的拓荒冒

險精神。每到3月初春的季節，民眾可在室內一次欣賞表演性極
強的牛仔競技比賽與牲畜展，室外則宛如大型戶外遊樂場，好玩
又有得吃，每年都可吸引數以萬計慕名而來的居民和遊客，熱鬧
非凡。

在畜牧展上，民眾可欣賞各式各樣小動物，適合全家大小一
同參與。室內賽場的競技比賽更是節慶賣點，競技項目豐富多元
，包括騎野牛、騎野馬和套牛或小朋友徒手抓小牛和小羊的比賽
也十分逗趣，趣味性十足。

牛仔節最後一天室內演唱會壓軸，邀請曾獲葛萊美獎的知名
鄉村歌手Keith Urban現場助陣，Keith Urban將演唱多首經典歌
曲，為牛仔節注入音樂氣息。

除了牛仔騎術和演唱會可看，現場也少不了美食環繞，主辦
單位針對各年齡層打造大型戶外遊樂場，包括各式小吃攤位、燒
烤、牛仔傳統服飾如牛仔帽、牛仔服、牛仔靴、皮帶、馬鞍、馬
鞭，連農場招牌都接受民眾現場客製化訂做，標準吃的玩的一應
俱全。有興趣的民眾，趕緊把握最後一天入場，詳情可上官網
http://www.rodeohouston.com/查詢售票情形和詳細資訊，現場
也接受購票。

休士頓牛仔節今天閉幕 把握最後一天入場

德州牛仔節充滿西部拓荒風情德州牛仔節充滿西部拓荒風情。。((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德州安徽
同鄉會與中國旅美專家協會 19日於美南
銀行總行社區會議中心舉辦 「Obamacare
與Medicare」講座，邀請常安保險負責人
常中政主講，協助民眾了解美國健保體
系最新近況，解答歐巴馬健保和Medicare
健保制度中常見的疑問。

美國醫療費用昂貴世界居冠，健保
保費隨之水漲船高，以致無健保者人數
逐年增加，一旦遭遇重大醫療開支，不
但造成個人及家庭的財務危機，也帶給
整個國家沉重的社會成本。

常中政除在講座中簡介美國健保制

度的最新資訊，提供民眾必要的保險常
識外，他提及健保補貼，Cost-Sharing補
貼包括deductible、co-pay及co-insurance
，是指收入在聯邦貧窮線250%以下的個
人或家庭可享有補貼，以Sliver級計畫為
限。

另外，保費所得稅抵免額(Premium
Tax Credits)概念，常中政說，收入在聯邦
貧窮線400%以下的個人或家庭，可符合
保費補貼，而該補貼額度是以所得稅抵
免額預支（advanced premium tax credits)
形式先行支付保費，待當年度結束後民
眾再依實際申報所得數結算，多退少補

。至於已參加公司團體保險，Medicare和
Medicaid者不符合保費補貼資格。

其他，選擇歐巴馬健保計畫最需注
意的是本身能負擔的費用，包含HMO與
PPO、自付額( deductible)、co-insurance
、office co-pay、out of Pocket Maximum
以及處方箋福利(prescription benefits)等。

最後，常中政提醒，2016 年罰款增
加，.2016年未加入健保的成年人每位將
面臨最低695元的罰款，18歲以下孩童每
位將面臨347.50元的罰款，還沒有健保的
民眾請趕快規劃健保，以免受罰。

常中政主講美國健保制度新知常中政主講美國健保制度新知

小朋友可與小動物近距離接觸小朋友可與小動物近距離接觸。。((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講解歐巴馬與醫療健保最新資訊和注意事項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講解歐巴馬與醫療健保最新資訊和注意事項。。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作者：老路)十八輪大車培訓開課以來，遇到無數感人的故
事！先說說alen 英語從字母開始，多次筆試鎩羽而歸，但此人的
堅持和毅力感動了這裡的老師！在老師不厭其煩的教授下，憑著
Allen 志在必得的勇氣下終於拿下幾項筆試！當老師教會了Allen
大車理論時，他才恍然大悟，不知道必要的知識開大車是很危險
的。2016年全美國筆試都更新了！所有華人和其它小語種的大車
駕校都傻了眼，靠背答案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美國政府也是為
了開車人和其他人的安全！再說說大董，學員裡有姓董的，才二
十幾歲，為了區別稱呼大董，因已四十多歲。大董因身份困擾，
報名後過了許久才解決，當回到學校後以驚人的速度考過五項筆
試，並且也是從字母開始學起！教練和老師被其感動，並准備為
其推薦工作！大董的筆試分數比英語好的學員分數還高，考試前
為平靜情緒還到廟裡坐坐，是一個很會調節自己的人！也是一個
懂事的學員，看到老師和教練為己擔心，偷偷自己考過筆試最後
一項。每次考試前最緊張的是教練和教師，因為這是驗證教學的
時刻！第二天學員有考試，頭一夜教練和教師無眠，付老師甚至
帶狀皰疹復發，可見緊張之度！當學員考過報喜之時，教師教練
如孩子般雀躍。這是他們（她們）最幸福的時刻，不是金錢能換
來的！ 因為他們（她們）為此付出太多太多！ 小張和小李年齡
相仿，性格迥然不同！小張性格較急，在老師沒同意去筆試時，
偷偷去了！來電話報喜：考過了！免去了教師，教練一夜不眠！
小李有考試綜合症，遇到考試就緊張，再考筆試第二個板塊時有
些害怕，提出教練駕車去考場，路上教練講：拿破侖可以戰勝千

軍萬馬，但很難戰勝自己！你如果要能戰勝自己就戰勝了
拿破侖！做個男子漢！小李終於戰勝了自己，因學大車而
成為男子漢！哪裡有困難，哪裡就有勇士！也會有退縮！
遺憾的是也有退學的學員，但也不能全怨學員，當時全美
國CDL考題更新，有學員考不過筆試，退學！隨著學校考
題成熟，學員也穩定下來！ 我們為考過筆試的學員喝彩，
更為從字母學起的學員鼓掌！也為退學的同學加油！開十
八輪大卡車是男子漢的事業，也是女漢子的行為，現在路
上經常看到美女們駕駛著十八輪大卡車在路上飛馳！ 王教
練在駕駛十八輪卡車時，發現路上很少中國人駕車，自己
是大陸來的，想讓中國人成為藍領貴族的願望在心裡轉了
十幾年，現在終於可以實現了！也成全了他的中國人可以
成群結隊在美國開十八輪大卡車的情結

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大董要考路試了！教練和教師不
想給大董壓力悄悄住進離考場最近的hotel。大董也是覺得教練
年歲較大不想麻煩，自己悄悄考了！無論成功與否都可默默接受
！彼此都為對方著想！教練和教師在自己的車裡藏著，觀望著大
董的一舉一動！大董上車了，考官一項一項的要求通過了！大董
倒車和平行倒車成功了！考官終於上車了！教練和教師默默祈禱
，希望路上順利！回想大董第一次上大車，找不到感覺，倒車不
直，教練嗓子一夜就腫了起來！經過仔細思考：大董以前從未接
觸過大車，雖然很用功但還是需要思考如何掌控。教練和大董徹
底溝通一下，囑咐大董在等待下次練車前用腦開車練習。大董是

個懂事用功的學員。認真照教練的囑咐練習！就在大董考前兩天
，大董剛熟悉的大車壞了，需要修理，大董開車近三小時到達練
車場竟然出現這樣問題，真是讓人仰天長嘆啊！大董竟然和修車
的墨西哥人溝通很好，等到近黃昏時車修好，大董又練上車了！
在此之前大董為調解心裡的煩亂又去了廟裡靜坐，理順了一下心
情！正回想著大董這次考試的重重困難，大董駕著路考的車回來
了，教練由於過於牽掛，認為沒考過，看著停車後考官對大董的
對講，和動作看來是沒通過。大董下了車，教練和教師衝了上去
，想說：沒關系，咱們一起再努力下次考過！看了一眼考官的評
單，竟然考過了！教練和教師像孩子般雀躍起來！大董辦完手續
,開車去買啤酒......

看十八輪大卡車如何闖蕩美國看十八輪大卡車如何闖蕩美國

本
報
記
者

黃
麗
珊
攝

五洲華陽獎五洲華陽獎 水彩畫創作北美巡迴展水彩畫創作北美巡迴展

展覽開幕茶會於展覽開幕茶會於33月月1818日日((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1111::3030分於僑教中心展覽廳舉行分於僑教中心展覽廳舉行，，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休士休士
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世華美南分會歷屆會長世華美南分會歷屆會長、、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休士頓校友會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休士頓校友會、、美南旅館公會嚴杰會長等美南旅館公會嚴杰會長等
均出席開幕盛會均出席開幕盛會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俞欣嫻秘書俞欣嫻秘書、、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大專校聯大專校聯
會洪良冰會長會洪良冰會長、、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副總會長黎淑瑛欣賞展出作品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副總會長黎淑瑛欣賞展出作品

世華美南分會歷屆會長羅茜莉世華美南分會歷屆會長羅茜莉、、鄭昭鄭昭、、黎淑瑛黎淑瑛、、陳美雪陳美雪、、周宏周宏、、趙趙
婉兒婉兒、、唐心琴唐心琴、、胡小蓮胡小蓮、、李迎霞李迎霞、、宋秉穎宋秉穎、、甘幼蘋及理事們甘幼蘋及理事們、、台北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出席五洲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出席五洲
華陽獎北美巡迴展開幕茶會華陽獎北美巡迴展開幕茶會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和協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和協
辦畫展美南旅館公會嚴杰會長辦畫展美南旅館公會嚴杰會長、、李迎霞李迎霞、、宋秉穎宋秉穎、、黎淑瑛黎淑瑛、、黃哲馨黃哲馨
、、莊麗香參加五洲華陽獎北美巡迴展揭幕儀式莊麗香參加五洲華陽獎北美巡迴展揭幕儀式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和協辦畫展與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休士頓校友會黎淑瑛和協辦畫展與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休士頓校友會黎淑瑛、、、、唐心唐心
琴琴、、劉昌漢劉昌漢、、王俐娜合影王俐娜合影

世華美南分會姐妹們備有可囗的餐飲世華美南分會姐妹們備有可囗的餐飲,,供貴賓享用供貴賓享用、、展期從展期從20162016年年33月月
1818日至日至33月月2222日日((周一休館周一休館))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副總會長黎淑瑛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副總會長黎淑瑛
介紹由台灣知名水彩畫家陳陽春大師本著推動水介紹由台灣知名水彩畫家陳陽春大師本著推動水
彩藝術而創立彩藝術而創立。。比賽者來自台灣及亞洲各地比賽者來自台灣及亞洲各地，，由由
於提供高額獎金鼓勵後進於提供高額獎金鼓勵後進，，因此參賽者相當踴躍因此參賽者相當踴躍
，，獲獎作品更得到好評獲獎作品更得到好評，，被喜愛人士收藏被喜愛人士收藏

藝術評論家劉昌漢擔任五洲華藝術評論家劉昌漢擔任五洲華
陽獎北美巡迴展開幕展導覽陽獎北美巡迴展開幕展導覽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舉辦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舉辦
的的""五洲華陽獎北美巡迴展五洲華陽獎北美巡迴展""33--1818--20162016
在休士頓全美最大的僑教中心隆重舉在休士頓全美最大的僑教中心隆重舉
行揭幕儀式行揭幕儀式,,現場在黃哲馨豎琴的彈奏現場在黃哲馨豎琴的彈奏
下充滿了高雅的藝術氣息下充滿了高雅的藝術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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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安良工商會上周五舉辦春宴

圖為安良會長李雄夫婦圖為安良會長李雄夫婦（（ 後排中後排中））陳燦基陳燦基（（ 後排左二後排左二）） 與貴賓與貴賓SmithSmith
夫婦夫婦（（前排左前排左），），柏尼麗香夫婦柏尼麗香夫婦（（前排右前排右））在春宴上在春宴上。。

圖為安良工商會全體職員登台演唱圖為安良工商會全體職員登台演唱 「「千山萬水總是情千山萬水總是情」」 。。

圖為圖為 「「 中領館中領館」」 商務參贊曹德榮商務參贊曹德榮（（ 前排左二前排左二）） 與安良與安良
會長李雄會長李雄（（ 後排右四後排右四），），陳燦基陳燦基（（ 後排左三後排左三），），及大及大
陸社團負責人合影陸社團負責人合影。。

圖為出席春宴的糖城牙醫曾家達牙醫博士圖為出席春宴的糖城牙醫曾家達牙醫博士（（ 左二左二），），其及夫人其及夫人
Jennifer(Jennifer( 左一左一），），小孩小孩（（右二右二））及其及其岳母岳母（（右一右一））合影合影。。

休士頓警察局長休士頓警察局長Steve LeSteve Le 的代表的代表Daniel Albert(Daniel Albert( 中中））代表代表Steve LeSteve Le 致致
贈祝賀文告贈祝賀文告，，由安良共同主席李雄由安良共同主席李雄（（右右），），陳燦基陳燦基（（左左））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 前排中前排中）） 夫婦夫婦，，及國府榮譽及國府榮譽
職僑領合影職僑領合影。。 圖為出席春宴的全美山東同鄉會代表圖為出席春宴的全美山東同鄉會代表。。

休士頓警察局局長休士頓警察局局長 John ChenJohn Chen
在春宴上致詞在春宴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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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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6年3月20日 Sunday, March. 20, 2016 星期日 2016年3月20日 Sunday, March. 2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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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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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道

休斯頓安良工商會舉辦休斯頓安良工商會舉辦20162016年春宴年春宴

2016年3月月18日，休斯頓安良工商會
在珍寶樓舉辦2016年春節晚宴。休斯頓
華僑華人代表、休斯頓政府官員、中國駐
休斯頓總領館領導、各界精英及台北經文
處負責人近500人出席了晚宴。會長李雄
致歡迎詞！

休斯頓房地產稅務專員（Harris County Tax As-
sessor-Collector ）Mike Sullivan,致詞。

休斯頓市議員Steve Le為安良工商會春
宴頒發賀狀。

左起：休斯頓上海聯誼會會長Casey、Kemah
前市長Bill King、休斯頓大法官張文華、亞商
會主席趙紫鋆合影。

安良工商會全體理事在會長李雄的帶領下，一起合唱《萬水千山總是情》。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商務組組長曹德榮與華僑領袖代表及休斯頓政府嘉賓合影。

春宴會由黎瓊芳和常中政主持春宴會由黎瓊芳和常中政主持。。

僑 社 新 聞A7 Fri. Mar. 18, 2016 Chicago Chinese News 芝加哥時報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 A7

第第88屆麥當勞與凱悅酒店農曆春節慈善宴會熱鬧舉行屆麥當勞與凱悅酒店農曆春節慈善宴會熱鬧舉行
600600多位來賓歡聚一堂多位來賓歡聚一堂 盛裝赴會盛裝赴會 活力滿溢活力滿溢 盛況空前盛況空前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劉潔媚劉潔媚//採訪報導採訪報導))
33月月1212日晚日晚，，第八屆麥當勞與凱悅第八屆麥當勞與凱悅
酒店農曆春節慈善宴會酒店農曆春節慈善宴會(Lunar Ball(Lunar Ball
20162016 presented by Hyatt and Mcpresented by Hyatt and Mc--
DonaldDonald’’s )s )在芝加哥歷史博物館隆在芝加哥歷史博物館隆
重舉行重舉行。。當晚當晚，，僑教中心主任王偉僑教中心主任王偉

讚讚、、副主任葉子貞副主任葉子貞、、駐芝加哥臺北駐芝加哥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組長孫良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組長孫良
輔輔、、芝城華商會會長譚小平芝城華商會會長譚小平、、麥當麥當
勞經營者勞經營者 Dennis ChaDennis Cha、、TAP-ChiTAP-Chi--
cago(cago(芝加哥臺美專業人士組織芝加哥臺美專業人士組織))會會
長吳君龍長吳君龍(Grant Wu)(Grant Wu)、、伊州財務長伊州財務長

Michael W. FrerichsMichael W. Frerichs 和年輕亞裔專和年輕亞裔專
業人士為主的業人士為主的600600多位來賓歡聚一多位來賓歡聚一
堂堂，，盛裝赴會盛裝赴會，，5050家贊助商和家贊助商和3030個個
組織共襄盛會組織共襄盛會，，盛況空前盛況空前。。

六時許六時許，，各組織各組織、、贊助商和貴贊助商和貴
賓共同出席賓共同出席VIPVIP酒會酒會，，共同歡度猴共同歡度猴

年的到來年的到來，，熱鬧非凡熱鬧非凡。。七時七時，，眾多年眾多年
輕有為的職場人士紛紛到場輕有為的職場人士紛紛到場。。隨著隨著
輕快節奏的輕快節奏的Taukasa TaikoTaukasa Taiko（（日本司日本司
太鼓太鼓））鼓聲和熱鬧的歡呼聲鼓聲和熱鬧的歡呼聲，，20162016
Lunar BallLunar Ball 正式拉開帷幕正式拉開帷幕。。贊助商贊助商
們登臺致辭們登臺致辭，，致美好的猴年祝願致美好的猴年祝願，，
今年的農曆春節慈善宴會比往年今年的農曆春節慈善宴會比往年
舉辦得更成功舉辦得更成功，，參與的人數逐年增參與的人數逐年增
加加，，讓我們一起共同參與讓我們一起共同參與，，為社區為社區
做貢獻做貢獻。。

當晚現場精彩的表演節目更當晚現場精彩的表演節目更
是吸引大家的觀注是吸引大家的觀注，，無論視覺還是無論視覺還是
聽覺上的享受聽覺上的享受，，都是讓人沉浸在歡都是讓人沉浸在歡
樂的氛圍中樂的氛圍中。。演出節目包括演出節目包括：：TauTau--
kasa Taikokasa Taiko（（日本司太鼓日本司太鼓）、）、DollieDollie
DiazDiaz表演優美的孔雀舞表演優美的孔雀舞、、44CHUCHU的的
K-PopK-Pop 舞舞、、Alan&AshleeAlan&Ashlee 演 唱 的演 唱 的
Acoustic DuoAcoustic Duo、、西北大學西北大學 TyphoonTyphoon
Dance TroupeDance Troupe 和和 The ElectricThe Electric
FunkateersFunkateers的街舞的街舞，，演到精彩之處演到精彩之處，，
響起陣陣尖叫歡呼聲響起陣陣尖叫歡呼聲，，整個宴會充整個宴會充
滿著活力滿著活力。。現場還舉行現場還舉行Silent AucSilent Auc--
tiontion（（無聲拍賣無聲拍賣），），擺著名畫擺著名畫、、手袋手袋、、
裝飾品等等裝飾品等等，，嘉賓可以發送短信進嘉賓可以發送短信進
行競標行競標。。

農曆春節農曆春節（（Lunar BallLunar Ball））是芝加是芝加

哥大區亞裔青年人士交流年度重哥大區亞裔青年人士交流年度重
頭活動頭活動，，旨在提供亞裔人士社群交旨在提供亞裔人士社群交
流流，，並以慈善為主軸並以慈善為主軸，，活動收入全活動收入全
數捐助芝加哥地區慈善團體數捐助芝加哥地區慈善團體。。今年今年
的春節慈善宴再度與的春節慈善宴再度與““普及必進中普及必進中
心心””合作合作，，以協助以協助400400多位年輕學子多位年輕學子
在個人與學業的發展在個人與學業的發展，，同時同時，，還與還與
多家慈善團體合作多家慈善團體合作，，如慈悲家男孩如慈悲家男孩
女孩女孩、、亞美公義促進中心亞美公義促進中心、、華人互華人互
助會助會、、HANULHANUL 家庭聯盟家庭聯盟、、A-A-平方平方
劇院劇院、、合作合作--芝加哥與臺美基金會芝加哥與臺美基金會
等等，，意義非凡意義非凡。。

這場年度春節慈善宴會已邁這場年度春節慈善宴會已邁
入第八屆了入第八屆了，，規模一年比一年大規模一年比一年大，，
人數一年比一年增加人數一年比一年增加，，贊助商一年贊助商一年
比一年增加比一年增加，，參與食物供應的著名參與食物供應的著名
餐廳一年比一年多餐廳一年比一年多，，表演更是一年表演更是一年
比一年精彩比一年精彩。。今年的贊助商包括今年的贊助商包括：：
國泰航空公司國泰航空公司、、中華航空中華航空、、長榮航長榮航
空空、、CenturyCentury 2121 S.G.R. IncS.G.R. Inc、、FinanFinan--
cial Education Servicescial Education Services、、DeloitteDeloitte、、名名
都季刊都季刊、、HOBO Wine Co.HOBO Wine Co.、、中華民中華民
國僑務委員會等等國僑務委員會等等。。

當晚當晚，，隨著歡快的音樂聲響起隨著歡快的音樂聲響起
，，眾多年輕人士走進舞池中央眾多年輕人士走進舞池中央，，翩翩
翩起舞翩起舞，，把宴會再一次推向高潮把宴會再一次推向高潮。。

嘉賓合影嘉賓合影,,右右44為本屆會長吳君龍為本屆會長吳君龍

麥當勞經營者麥當勞經營者
Dennis ChaDennis Cha致辭致辭

貴賓合影貴賓合影（（中為伊州財務長中為伊州財務長
Michael W. FrerichsMichael W. Frerichs））

嘉賓合影嘉賓合影
（（中為中為TAP-ChicagoTAP-Chicago會長會長Grant WuGrant Wu，，
右為臺北經文處經濟組組長孫良輔右為臺北經文處經濟組組長孫良輔））

芝城華商會會長譚小平芝城華商會會長譚小平((右右))
與與20162016親善小姐龔郁玲合影親善小姐龔郁玲合影

貴賓合影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貴賓合影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左左11))，，
僑教中心副主任葉子貞和女兒僑教中心副主任葉子貞和女兒((左二左二,,三三))，，

芝城華商會會長譚小平芝城華商會會長譚小平((右一右一)) 參加面具舞會在場嘉賓合影參加面具舞會在場嘉賓合影

The Electric FunkateersThe Electric Funkateers街舞表演者合影街舞表演者合影 Alan & AshleeAlan & Ashlee的的Acoustic DuoAcoustic Duo 西北大學西北大學Typhoon Dance TroupeTyphoon Dance Troupe

K-popK-pop舞蹈表演舞蹈表演 Taukasa TaikoTaukasa Taiko（（日本司太鼓日本司太鼓））表演表演 主持人宣佈主持人宣佈Lunar BallLunar Ball正式開始正式開始

芝城華商會會長譚小平芝城華商會會長譚小平
與與20162016親善小姐龔郁玲合影親善小姐龔郁玲合影



CC66國際影視 CC33香港娛樂

請電832-643-5830

Gulf South Investment
5800 Ranchester Drive Suite 200,
Houston TX 77036南

地產
灣

Tel: 713-988-9018 Ying Lai
Fax:(713)988-8846 Cell Phone: (832) 643-5830

僑福大樓出租﹕
◆2層樓專業辦公大樓，位於Ranchester(廉
潔路)與Harwin(好運街)交口處停車方便租金
合理
◆200呎-15000呎，多樣化隔局，彈性選擇
◆位南北疏通要道，近休士頓商業批發街，各
大銀行，商場，旅館，高速道路及中國城商業
區，交通便利，地理商業中心
◆厚實大樓外觀，專業完善管理及一流設備

休士頓中國城辦公樓最佳首選

中國城的鑽石地點

Ying Lai 賴太太

星期日 2016年3月20日 Sunday, March. 20, 2016 星期日 2016年3月20日 Sunday, March. 20, 2016

不是抖森？艾丹特納會面007制作人
或成為新邦德

"動物城"樹懶影射美車管所效率低
車管所抗議!

《波爾達克》男星艾丹· 特納（Aid-

an Turner）上周飛往洛杉磯與007制作人

芭芭拉· 布洛柯裏（Barbara Broccoli）與

邁克爾· G· 威爾遜（Michael G。 Wilson

） 見面洽談接手下壹任007，目前還屬

於初期商討。

艾丹· 特納在洛杉磯期間，《波爾達

克》制作人凱倫 · 史露賽爾（Karen

Thrussell）在倫敦代替他領取廣播新聞協

會的突破獎，並對此事表示：“我相信

這次見面跟演詹姆斯· 邦德沒有關系，但

我們到時候再看。”

自現任007丹尼爾· 克雷格（Daniel

Craig）抉定卸任邦德壹角後，接替人選壹直

沒斷過，呼聲很高的還有伊德裏斯· 艾爾巴

（Idris Elba）、湯姆· 哈迪（Tom Hardy）

、湯姆· 希德勒斯頓（Tom Hiddleston）以

及戴米恩·路易斯（Damian Lewis）。

迪士尼新作《瘋狂動物城》在

國內上映以來，口碑爆棚，票房也

是節節攀升，而最膾炙人口要屬電

影中那些向經典致敬和吐槽當下美

國生活的各式梗了。其中，撞臉

“國民老公”王思聰的樹懶備受好

評，其憨態可掬的樣子引起熱議。

在片中，樹懶們工作的地方叫

DMV，也就是美國的車管所。據悉

，在這裏辦業務的體驗，那是臭名

昭著，等待時間永遠2小時以上，

大廳永遠擠滿了人，而辦事員們實

在“太主動”了。

據網友爆料，隨著電影的火爆

，美國弗吉尼亞州車管局對熱映的

《瘋狂動物城》表示了抗議，並將

壹只“Snap Dragon”（驍龍是處理

器，具備高速的處理能力）放到了

員工座位上，並表示，“《瘋狂動

物城》妳把我們看錯了，這裏沒有

樹懶（慢動作的人），只有安全且

有意識的吉祥物驍龍”。網友對此

評價道，“美國人真會玩，抗議無

效！”

韓星洪真英擁有火辣身材和憨

厚性格，在各種綜藝節目中表現活

躍，收穫大批粉絲。但近日，她卻

在社交網站動怒，因為被網友批評

她“用身體博取關注”，讓她忍不

住委屈反問：“為什麼trot歌手就

只能默默唱歌？”

日前，洪真英收到網友私信，

被對方指責：“我希望姐姐你從演

藝圈滾出去就好了。唱trot還用身

體博取關注，真的很討厭。”對此

，她感到受傷又不解，將私信截圖

曬到網上，“trot有什麼不對嗎？

為什麼trot歌手只能默默唱歌？通

常可以容忍的事情我就會接受，但

我在從事trot活動的時候，真的很

幸福，所以沒辦法接受請求(退出

演藝圈)，抱歉了”。

洪真英在 2007 年以偶像女團

“Swan”成員身份出道，但因為團

體表現平平，在2009年改推出個人

trot單曲，反而獲得歌迷熱烈支援

，還贏得trot新人獎和多項音樂大

獎。

韓星洪真英因身材好遭網友炮轟
希望你滾出演藝圈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6年3月21日（星期一）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香港文匯報訊 吳奇隆和劉詩
詩20日於峇里島舉行婚禮，一對
新人日前已飛抵峇里。吳奇隆與劉
詩詩18日晚就為一眾來賓舉行歡
迎派對，伴娘劉心悠、蘇有朋、劉
松仁和袁弘亦在席上。配合峇里島
的熱帶風情，歡迎派對極富本土部
落風情，在河畔舉行，詩詩穿上充
滿異國特色的鮮艷黃色連身短裙，
拖實吳奇隆出場。所有嘉賓搖曳着
當地木藝沙錘，一對新人上台向所
有在座嘉賓致意。大會又安排峇里
島土著舞蹈團獻上特色表演——
火舞，象徵帶來好運的美好祝願。
40人規模的舞者分別飾演勇者與
印度教傳說中的妖怪，穿行在席間
與賓客互動，現場氣氛被推向高
潮。

w-inds. AOA香港演出掀高潮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

亞洲流行音樂節2016”18
日晚在會展舉行，來自亞
洲共八個地區的歌手聚首
一堂，香港演出歌手代表
有許志安，台灣代表是F..
I.R飛兒樂團，日本代表是
w-inds.以及韓國代表AOA
等，當中以w-inds.和AOA
最受現場觀眾歡迎。
男團w-inds.打頭陣演

出，他們坦言感到非常榮幸
及開心。身穿黑色西裝的3
子又唱又跳，其間主音橘慶
太三度飆高音又大秀肌肉，
辣慶樂迷。w-inds.在後台受

訪時，橘慶太被問到他日前
在社交網絡上載爆肌照，問
他何時重新操肌？他透露兩
年沒練，近期又開始訓練，
希望可以練出理想體形。問
他是否準備在台上秀肌，他
即笑說：“我都 30 幾歲
人，再做這些行為可能會被
人拉，不過我會考慮下怎樣
做，令整件事好看一點。”
AOA則壓軸演出，其

間司儀之一的李志剛突然
起哄要求跟歌手攬攬，隨
即上前抱着AOA成員金雪
炫，嚇得女方即時單手護
胸。

吳
奇
隆
劉
詩
詩
婚
前
峇
里
開
P

香港文匯報訊 “肥媽”
Maria Cordero一連兩場紅館演
唱會18日晚開鑼，草蜢、巫啟
賢、阮兆祥、鄭欣宜與肥媽乾兒
子陸浩明等擔任嘉賓。草蜢與肥

媽在台上合唱一曲《將冰山劈
開》。阮兆祥穿上長裙、高踭鞋
扮肥媽出場，場面爆笑，之後他
在介紹盧海鵬出場時，更指鵬哥
是肥媽的初戀情人。

當肥媽遇上“肥媽”

楊紫瓊對於李安去信奧
斯卡大會投訴頒獎禮上有對
亞洲人種族歧視，後獲奧斯
卡回信道歉一事，她說：
“李安做得對。如果我知道
也會參與，因為任何人、任
何種族也不應給拿來開玩
笑。”她又指自己因工作沒
看奧斯卡，也是之後才知
道，問會否也氣憤種族歧
視？她說：“又不會憤怒，
但有意見要表達和反對，好
多玩笑可以講，但不應拿這
個來講笑，要尊重大家。”
如果李安再繼續有行動會否
支持？楊紫瓊表示會支持，
因他的做法很正義。另談及
其婚禮，她苦笑自己一直很

忙，與男友有時間見面已經
很好了，所以要待手頭上工
作完成後才能籌備婚禮。

諸葛紫岐身穿白色晚裝
秀纖腰，她笑着表示20日
是與老公薛世麟結婚四周年
紀念日，本來訂了機票和酒
店去旅行，卻因為要來出席
慈善晚宴而改期，但地點未
定，會由老公給她驚喜。

超蓮強調仍單身
何家總動員出席，其中

超蓮低胸裝中門大開好性
感，她表示都是尊重場合，
有做足安全措施。雖然有傳
她跟霍啟山拍拖，但她強調
自己現是單身，工作為先。

不過有指她跟啟山一同去旅
行？超蓮澄清說：“其實是
我跟一班朋友去旅行，只在
旅行時碰見他。”另有指前
度吳克群想複合？超蓮即封
口不講，又有傳她跟當晚同
場的“高富帥”劉根森傳緋
聞，超蓮指對方是猷啟的朋
友，且男女之間做朋友也不
一定是男女朋友關係。
另超盈、超欣及猷君一

同到來，猷君沒偕女友前
來，超盈指其女友不在港，
見超盈暴肥了兩個碼？她表
示應是衣服的問題。至於她
任CEO的拍賣公司19日晚
拿出了五件合共價值三百萬
的拍賣品供慈善拍賣。

指奧斯卡不應開亞裔玩笑
楊紫瓊支持李安抗議

晚宴共筵開
73 席，席

間更特別向碧咸
嫂Victoria Beck-
ham 頒授特別榮
譽獎項，以表揚
她為推動全球對
抗人類免疫力缺
乏病毒及愛滋病
所作的卓越貢
獻。而碧咸嫂身
穿藍色格子低胸

裙亮相，行紅地毯時心情大靚，大擺pose
給傳媒拍照。
主席何超瓊接受訪問時，被問到有否

信心今年破去年四百多萬美金紀錄？她表
示賣枱及贊助已經貼近這銀碼，再加上拍
賣環節應可以完成到上年的籌款數字，也
不會給予自己壓力。

超瓊稱嘉玲沒避之之
關之琳去年11月宣佈與台灣富商陳

泰銘離婚，公開暗指嘉玲與陳泰銘相約去
行山沒想過其他人的感受，而當晚嘉賓名

單上本有嘉玲的名字，但公關表示嘉玲不
來但之之會到，即令人聯想到嘉玲避見之
之，何超瓊被問到知否嘉玲為何臨時不
來？何超瓊回應：“我不是好肯定她不來
的原因，但一定有好好的原因，可能是工
作，接了一些工作。”有傳劉嘉玲避見關
之琳，超瓊代好友答謂：“沒這個原因，
今晚七百幾人來，不需要去避！”
關之琳單拖現身晚宴，提到前夫陳泰

銘的兩位女兒也同場會否尷尬？她說：
“不知道呀，也不會尷尬，這麼大個人
了！”再提到嘉玲沒來是避見她？之之回
應說：“不好講這些，又不是真的！不知
怎證實，且報道怎樣講也控制不到。”但
有傳之前跟嘉玲在一私人派對上互相視而
不見？之之續稱：“不講這些了，有也
寫，沒也寫，好多餘！”
奧斯卡影帝Adrian Brody很支持活

動，親自畫了一幅以“龍”為主題的畫作
拍賣，他指自己去年休息了一年，集中在
創作之上，未來計劃繼續投入拍電影。韓
星蘇志燮首次來支持活動，他表示未來也
會繼續關注，而今次赴港也沒時間到處遊
逛，希望下次可以抽私人時間赴港。

避談劉嘉玲臨時缺席晚宴因由

關之琳見前夫女兒

不尷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李慶全）愛滋病研究基金會（amfAR）19日晚於邵氏影城

舉辦第二屆慈善籌款晚宴，出席嘉賓包括晚會主席何超瓊、聯席主席楊紫瓊、奧斯卡影帝

Adrian Brody、Karolina Kurkova、Michelle Rodriguez、李徐子淇、邢嘉倩、鄧永鏘等，副

主席則有何超盈、何超蓮及陳柏熹等，來賓有周迅、韓國藝人蘇志燮、黃致列、關之琳、袁

詠儀、李玟、“無心法師”韓東君、賭王四太梁安琪、何猷亨與女友陳瀅、樂易玲以及呂良

偉與太太等，表演嘉賓有美國騷靈歌手Aloe Blacc及鋼琴演奏家郎朗。

■■楊紫瓊楊紫瓊((右右))前來支持晚會主前來支持晚會主
席何超瓊席何超瓊。。

■AOA展現青春魅力。 新華社

■w-inds.

■“肥媽”與草蜢合唱。

■■阮兆祥阮兆祥((右右))穿上長裙穿上長裙、、
高踭鞋扮肥媽出場高踭鞋扮肥媽出場。。

■關之琳單
拖 現 身 晚
宴。

■■周迅周迅

■■蘇志燮蘇志燮

■■中門大開中門大開
的超蓮與猷的超蓮與猷
啟到場啟到場。。

■碧咸嫂當獲頒特別榮
譽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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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團歐洲團
* 西歐五國10天
* 瑞捷奧匈10天
* 義大利蔚蘭海岸12天
* 歐洲十國17天
* 西歐及義大利17天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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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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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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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雲南﹑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快捷旅遊快捷旅遊快捷旅遊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ASAP Travelwize
www.asaptravelwiz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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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辦本地特色團﹑遊輪﹑各地旅遊團﹐代辦簽證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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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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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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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上海往返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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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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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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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九天 99元
●上海八天 49元

機票
震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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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
全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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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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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ky Pot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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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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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叶夢想合夥人曳今日曝光了一組野有毒冶的變裝劇照袁劇照中的
李晨頭戴金色假發袁身穿粉色短裙袁姿態妖嬈袁從力量型男變裝成
野貴婦冶遥

新浪娛樂訊 電影叶夢想合夥人曳今日曝光了一組野有毒冶的變
裝劇照袁劇照中的李晨[微博]頭戴金色假發袁身穿粉色短裙袁姿態妖
嬈袁從力量型男變裝成野貴婦冶袁也讓站在一旁審視的姚晨[微博]尧唐
嫣[微博]尧郝蕾[微博]三人更顯女王氣勢遥據悉袁影片中袁李晨不僅
是姚晨的靑梅竹馬袁和姚晨重回校園靑春袁他也是姚晨尧唐嫣尧郝
蕾尧郭富城[微博]等人共同的創業合夥人遥片中他們各有所長袁共同
從白手起家的無名人士奮鬥成爲互聯網億萬富翁遥此次和劇照一
同發佈的袁還有一款概念海報袁海報風格十分獨特袁一座高大的自

由女神像肩上袁三個女性相互依靠在一起袁共同望向都市樓群遥三
人均以背影亮相袁並不明確具體是電影中的哪些角色袁這也似乎與
電影夢想的主題相契合袁只要是擁有夢想的人袁總會用努力的拼搏
得到駕馭自由與實現夢想的能力遥據悉袁電影將于 4月 29日在全
國院線上映遥

大黑牛上演逆天野短裙殺冶李晨爲姚晨穿上野有毒艷照冶
在電影叶夢想合夥人曳中袁作爲姚晨尧唐嫣尧郝蕾的創業合夥人袁

李晨除了成爲三個女人野背後的男人冶袁創業路上出謀劃策外袁更爲
事業大獻身袁奉獻出女裝扮相遥此次曝光的劇照中袁頭頂假發身穿
超短連衣裙的李晨袁在姚晨尧唐嫣尧郝蕾三個野女強人冶審視的目光
下袁羞澀地雙手交叉遥而另一張劇照中袁李晨更是一臉野認命接受冶
的接過姚晨親手遞上的粉紅女包遥這組劇照也更讓人對他爲何穿
裙又拎包袁還上演逆天野短裙殺冶袁衝破以往其他角色的尺度袁做出
這么大犧牲袁充滿好奇遥

在電影此前的發佈會上袁姚晨曾坦言自己想要開一個女性內
衣品牌野大姚的秘密冶袁當時李晨極力支持姚晨袁並現場踮起腳尖舞
臺上演 T台走秀袁並自侃野有罩杯冶遥從此次片方發佈的李晨短裙
劇照袁不禁令人猜想袁電影中李晨除了暖心幽默之外袁可能將會爲
愛情做出更多幽默感人的舉動遥

靑春是種毒藥 時間是唯一的解藥

此次袁李晨將與姚晨一同在片中回歸學生時代袁共度大學時

光遥學生時代一副小眼鏡的李晨袁單純可愛袁靑春氣質十足遥戲中袁
成爲同學的二人袁互相幫助袁姚晨更是視李晨爲最能依靠的知己遥
重回校園的二人戲外也表示袁會回想起學生時代的回憶袁非常懷念
靑春時候的日子袁無憂無慮的大膽追夢遥

據瞭解袁片中袁由李晨飾演的牛俊城袁與姚晨靑梅竹馬袁並在
2000年年輕人奔赴北上廣的大潮中袁陪伴姚晨一起遠離家鄉袁坐
上奔赴大都市的緑皮火車袁一路從學校到工作袁始終陪伴在姚晨身
邊袁並與姚晨尧唐嫣尧郝蕾尧郭富城共同成爲合夥人袁最終實現了成
爲億萬富翁的夢想遥化身暖男的他袁更在電影此前發佈會上大表眞
心袁坦言在電影中自己最大的夢想是盧珍溪渊姚晨飾冤袁即使她的初
吻是給了王一博飾演的趙書宇遥愛情對於牛俊城這角色的靑春來
講是野毒冶藥袁夢想受挫袁但隨着時間流逝袁陪伴姚晨的同時也收穫
了屬於自己的感悟遥

據悉袁電影叶夢想合夥人曳主打靑春勵志袁是一部極具時代記憶
的勵志大片袁被業內譽爲野女版合夥人冶遥影片故事背景橫跨了上個
世紀 80年代至本世紀初袁海歸浪潮翻涌袁幾個經歷不同尧性格迥異
的平凡人物偶然相遇袁在互排擠尧爭吵中相知相惜袁共同打拼袁開創
了屬於自己的電商品牌袁最終在美國上市成爲億萬富翁的勵志故
事袁將于 4月 29日五一檔在全國各院線上映遥該片由樂華娛樂尧華
樺傳媒出品袁春秋時代尧東陽向上影業尧恆大電影尧上海太維尧北京
微影時代聯合出品袁福建恆業影業宣發遥

黃曉明叶大唐玄奘曳定檔 4.29演繹傳奇故事黃沙漫漫西行路袁
千古取經第一人冶遥1300多年前袁大唐高僧玄奘孤身一人前往
印度求法取經的故事袁在史詩傳奇巨制電影叶大唐玄奘曳中首
次亮相銀幕袁並于 4月 29日上映遥同時袁片方還公佈了三款人
物關係海報袁簡單的場景袁充滿張力的人物表情袁了了數筆勾
勒出了玄奘法師在西行途中的傳奇經歷遥

春暖花開 4月 29日傳奇上映
叶大唐玄奘曳由著名導演霍建起執導袁金牌編劇鄒靜之操

刀袁特別邀請王家衛擔任藝術指導袁著名演員黃曉明領銜主
演遥徐崢尧蒲巴甲尧羅晉尧湯鎮業尧錦榮尧譚凱尧連凱尧姜超尧趙亮尧
車曉以及樓佳悅等新老明星加盟遥劇組經過一年多的艱苦拍
攝袁劇組轉戰雪山尧沙漠袁克服惡劣條件下的生理極限袁就是爲
了還原 1300多年前的那條漫漫取經路遥此外袁爲了更眞實地
展現古印度風貌袁劇組還遠赴印度那爛陀寺遺址取景袁並利用
後期技術再現佛敎聖地的輝煌遥

影片叶大唐玄奘曳于 2015年年底殺靑袁隨後進入了緊張的
後期工作遥昨日袁片方宣佈定檔 4月 29日袁預熱野五一檔期冶遥
讓這部充滿人性光輝袁觸動靈魂深處的傳奇巨制影片袁豐富觀
衆的銀幕選擇遥

三款人物海報勾勒傳奇故事

片方首次推出三款人物海報袁描繪了黃曉明扮演的玄奘
法師在西行取經路上不同的際遇袁以及他一路不忘初心的人
性力量遥

野一心求法何所懼袁百折不回向西行遥冶在片中徐崢扮演
的涼州總督李大亮袁是玄奘離開長安後遇見的第一個野障礙冶院
于法袁他必須抓私自離開長安去印度的玄奘回長安遥于情袁內
心信奉佛敎的他希望能幫助玄奘完成他的這段偉大的旅行遥
在片中袁徐崢貼起了長須袁扮起了表面不通情理袁卻內心善良
溫暖的涼州總督遥而海報中袁玄奘向李大亮頷首施禮袁卻目光
堅定袁表達了他一心求法的決心遥

蒲巴甲在片中扮演西域僧人石磐陀袁在片中他主動追隨
玄奘去印度取經袁一路上發生了許多糾葛的故事袁最終雖未能
一同繼續西行袁卻也已被玄奘精神所感化遥而石磐陀也是史
上公認最貼近叶西遊記曳中孫悟空原型的人物遥海報中野緣聚
緣散無所住袁慈心無量度衆生冶是這段短暫的師徒關係最貼切
的評語遥

憑藉影片叶美錯曳走上戛納紅毯的羅晉袁在叶大唐玄奘曳中
扮演瓜州太守李昌遥在片中袁李昌對於獨自一人遠赴印度求
取佛學經典的玄奘袁從一開始的懷疑袁到相信再到敬佩袁最後
甚至冒死相助遥海報中袁黃曉明飾演的玄奘一身行裝袁前途漫
漫袁而羅晉佩刀跨馬袁完美的詮釋了野身在紅塵心向佛袁將軍原
是皈依人遥冶
電影叶大唐玄奘曳由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尧北京心海迦源

文化交流中心出品袁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衛星頻道節
目製作中心尧北京歌華有線電視網絡股份有限公司尧華策影業
渊天津冤有限公司尧北京環球浩翔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
出品袁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電影發行分公司宣傳發行遥
一代高僧的傳奇經歷袁一場閃耀人性光輝的文化之旅將于
2016年 4月 29日傳奇上映遥

今日袁改編自野日本推理小説之神野島田莊司同名作品的電影叶夏天十九
歲的肖像曳袁揭開了女主角的神秘面紗遥90後新生代女演員楊採鈺將挑大
樑袁搭檔野小鮮肉冶黃子韜袁共同演繹這段發生在十九歲夏天的別樣靑春
故事遥

超強班底全力打造 神秘女主備受期待

叶夏天十九歲的肖像曳是島田莊司衆多推理作品中最特別的一部袁講
述了十九歲的男主角因在夏天里結識了一位美麗女孩袁從而踏上了充滿
意外的愛情之旅的故事遥影片由曾經執導過叶逆光飛翔曳的張榮吉擔任導
演袁英國攝影師 Stephen James Lawas執掌鏡頭遥超強的幕後陣容將確保
原汁原味地呈現出原著中的緊張懸疑氣氛袁更將着重描繪靑春期少年少
女之間純粹美好的情感畫面遥

極具人氣和話題度的當紅小生黃子韜在該片中飾演男主角康喬袁這
是他首度在大銀幕作品中擔綱主演遥他的出現引發了媒體和粉絲對叶夏
天十九歲肖像曳電影的熱切關注遥拍攝期間袁他敬業的表現也得到了劇組
所有工作人員的一致稱讚遥

與男主角黃子韜不同的是袁影片女主角的信息袁在此前則一直處于
保密狀態袁吊足了大家的胃口遥外界對於這個神秘的女主角十分好奇袁紛
紛猜測究竟是哪一位女星能與黃子韜搭檔袁出演這部靑春愛情懸疑力
作遥

女主角楊採鈺驚艷亮相高顔値學霸屬性令人折服

隨着片方的曝光袁女主角楊採鈺驚艷亮相袁一切終于塵埃落定遥
楊採鈺出生於 1992年袁自小就表現出了極高的文藝天賦遥11歲時袁

她從衆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袁獨唱了中央電視台大型動畫叶哪吒傳奇曳片
尾曲叶少年英雄小哪吒曳袁清亮的歌聲成爲了不少 80尧90後的經典回憶遥

2011年袁楊採鈺放棄了國外知名大學的録取機會袁毅然選擇回國報
考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袁與周冬雨尧古力娜扎等人成爲了同班同學遥在校
期間袁楊採鈺便憑藉着清純靚麗的外形和紮實的專業尧文化功底袁受到衆
多導演的靑睞袁參演了叶史前怪獸曳尧叶靑春守則曳尧叶1980年代的愛情曳等多
部國內外電影袁積累了豐富的表演經驗遥

更令人嘆服的是袁這位野高顔値學霸冶並沒有就此停下腳步遥據悉袁楊
採鈺已被作爲常春藤盟校之一的袁美國著名私立硏究型大學哥倫比亞大
學藝術學院戲劇系録取袁繼續深造遥

叶夏天十九歲的肖像曳由大盛國際尧小米尧影都文投尧第九單位尧啓泰
文化尧向上影業聯合出品袁大盛國際總裁安曉芬任總製片人遥日前袁電影
已于台灣墾丁完成全部拍攝工作袁順利殺靑袁預計將于暑期檔上映遥此
次袁楊採鈺在影片中飾演女主角夏穎穎遥她會以何種方式詮釋角色清純
外表下複雜多面的內心世界袁她與黃子韜這對野養眼 CP冶又會擦出怎樣
的靑春火花钥等到影片上映之時袁便能見分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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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軍15年的S.H.E，官方臉書16
日上傳了一張花朵圖，引發諸多揣測
，只因3人近年除演唱會合體外，幾
乎各自在喜歡的領域發展，如今照片
曝光，點出3人將再合體推出新作品
，且與日本蜷川實花合作，至於合作
內容與細節，所屬華研唱片表示，敬
請期待，目前無法透露。

近 期 ，
Selina 忙於主持節目、甫獲大阪電影
節最佳女演員的 Ella，則有 6 個真人
秀節目在手，Hebe 則錄製新專輯，
預計 5 月推出新專輯，3 人各忙各，
沒想到依然在忙碌的行程中，擠出空
檔推出新作，華研坦言，這張圖片的
確是預告S.H.E將有新作推出，但是
作品型式、曝光時間，目前都還不能

公布。
S.H.E 合體的新作，無法由官方

公布，粉絲紛紛猜測是新專輯，且是
「花又開好了Plus」版本，亦有人猜

測是紀錄片或攝影寫真，對於一張圖
，歌迷紛紛留言，頻頻碎念 「4年了
，也該出專輯了吧」，目前，華研唱
片對於外界猜測不予回應，希望屆時
讓歌迷驚喜。

劉詩詩 「好緊張」 隆詩婚瘋 「8」 討吉利
劉詩詩、吳奇隆20日將於峇里島舉行婚
禮，婚禮前夕，劉詩詩po出捧花、一枚
永結同心 5 克拉心型鑽戒，加上印有 2
人名字諧音 「644&576」抱枕，自曝新
嫁娘心情： 「有點小緊張。」這場共計
3天2夜的婚宴趴，率先登場的是19日
晚間6點28分的迎賓趴，20日教堂婚禮
於下午5點8分舉行、婚宴於晚間6點28
分、10點28分辦After Party，都有 「8」
字討吉利， 「隆詩婚」處處藏真愛密碼
。

「隆詩婚」豪擲上千萬台幣辦趴，

所有婚禮細節，吳奇隆、劉詩詩新郎新
娘交由婚顧籌備，19日隆詩宴請的賓客
陸續蒞臨，因怕曬、從不到峇里島的張
小燕，由每年至少都要到訪一次的陶晶
瑩陪同，當地高溫31度，熱得她滿頭大
汗，隆詩婚由蘇有朋、陳志朋擔任伴郎
，小虎隊時隔6年再合體，日前陳志朋
推出新歌，蘇有朋還主動去按讚留言：
「新歌不是一般的好聽。」陳志朋則主

動邀請： 「演唱會記得來喔。」蘇又回
應： 「過兩天見面偷偷策劃一下，哈哈
！」預告隆詩婚禮見面再聊。

吳奇隆、劉詩詩演藝圈人緣佳，賓
客超過300人，包括霍建華、袁弘、張
歆藝、賈曉晨等，賓客下榻婚禮五星級
酒店Ayana Resort and Spa，包吃包住包
機票，悉數由吳奇隆埋單，導演賴見和
在微博po出酒店房間，除迎賓卡片，每
位賓客會拿到貼心伴手禮防蚊液、乳液
，巧克力喜糖、印有隆詩定情物木蘭花
標誌、有這對新人英文名縮寫 「WL」
盥洗用具，賓客賓至如歸，海島婚浪漫
之至。

蔡依林熱衷做翻糖蛋糕
，時常挑戰繁複作品，技巧

已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她2月
從紐約時裝周回來後，快1個

月沒在臉書分享近況
，眾人好奇她消失去
哪，原來姐是忙參加
翻糖蛋糕比賽，還不
小心得了個銀獎！

蔡 依 林 最 近 參 加
「Cake international」比賽，

做了一個長角魔女蛋糕，背
後還有張著大嘴的惡魔，這
項作品讓她贏得裝飾組的銀
獎，她在臉書上興奮和作品
合照，說： 「姐銷聲匿跡的
原因！！！」

Jolin消失近一個月
竟是因為 「她」 ！

期待S.H.E
與蜷川實花
合體推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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