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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A 全美金融服務業「令人眼紅」的黑馬‧ 過去5年800%的迅猛增長

PFA（Premier Financial Alliance）成立於1989年﹐總部設在喬治亞州的亞

特蘭大﹐是一家全美連鎖的金融保險經銷公司﹐代理多款當今金融市場上

暢銷的人壽保險理財產品﹒27年來﹐該公司的領導人和經紀人堅持以善

為本﹐團結誠信﹐高效熱忱的團隊精神﹐以高端的生前利益產品和豐富的

經驗為客戶提供優質和高效的服務﹔不斷滿足客戶日益增長的資產管理

需求﹐與客戶一起共進共贏﹐實現公司團隊的價值觀﹒成為美國排名前1%

的獨立金融保險經銷公司﹒

2007年﹐國家人壽集團NLG（National Life Group）推出了“指數型萬能

險產品”﹐PFA以敏銳的洞察力﹐立刻看到了“指數型萬能險產品給人們的

生活帶來的最大利益和最全保障﹐以及可能為很多人帶來的無限商機﹐決

定改變PFA的行銷方式﹐主打指數型萬能險產品﹐開啟了PFA劃時代的新

篇章﹒

"指數型萬能險產品是集儲蓄計劃﹑免稅退休計劃﹑孩子大學基金計

劃﹐百萬寶貝計劃﹐生前利益於一體的人壽保險理財產品﹒免費的類似長

期護理和重大疾病高額度賠付﹐都使該產品在美國生前利益市場中脫穎

而出﹐一躍成為市場上最熱賣的指數型萬能險產品﹒

PFA為了確保客戶的利益﹐主要立足美國國內市場﹐除了經銷代理許

多保險公司產品外﹐以國家人壽指數型萬能險產品為核心﹐實現穩健的資

產價值提升, 幫助投資者實現財富的增值與傳承的同時還為美國的家庭

提供了保險和保障﹒

PFA 擁有的是世界一流的強勁的領導班子﹐擁有誠實﹐果斷﹐雄心﹐堅

韌﹐活力和卓越的執行力,培養了一大批專業素質的經紀人﹒他們帶著自

己的戰略團隊在短短的9年內建立了PFA在美國人壽的生前利益市場的

領跑地位﹒成為金融保險業的黑馬﹐在美國人壽指數型萬能險產品獨占

鰲頭﹒幫助許許許多多的家庭實現“家有所護﹐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同

時幫助了成千上萬人擁有了自己的生意﹐實現了財務自由和永續收入﹐實現了美國夢﹐過上了夢寐以求的生活﹒

PFA迅猛的發展﹐引起大眾註意﹐也引來了同行的「眼紅」﹒但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PFA的迅猛發展無法阻擋﹗如今PFA已經

在全美各地擁有多家分公司﹐包括舊金山﹐矽谷﹐紐約﹐休斯頓﹐芝加哥﹐洛杉磯﹐馬裏蘭﹐夏威夷﹐鳳凰城﹗尤其加州首當其沖﹐5年之內多家分公司開

業﹗PFA的創業者們﹐正在改變著命運﹐創造著曆史﹗讓速度﹐讓時間﹐讓帶給千家萬戶的愛和優質產品﹐將PFA善的文化﹑愛的文化﹐傳播得更遠更

廣﹗

2016年﹐以舊金山灣區為代表的美國西部﹐以馬裏蘭為代表的美國東部迅速發展勢不可擋﹐同時PFA將大力拓展南加州和德州市場﹐吸引更多追

夢人紛紛加入創業﹒在PFA的平臺上﹐有各行各業的精英們﹐工程師﹐律師﹐會計師﹐房地產精英﹐老板們﹐也有新移民﹐在校大學生﹐還有名牌大學如清

華大學﹐麻省理工﹐斯坦福的學霸們﹐還有美國500強的高管們﹐時勢造英雄﹐大家來共築美國夢﹗PFA的使命﹕讓理財走進千家萬戶﹐讓華人實現財務

自由﹗有意創業的朋友﹐不妨和PFA團體作一次可能改變一生的接洽﹒（來自世界日報 戴銘康報導）

PFA休斯頓經理: Michelle Hu 胡蓉 , 電話: (713) 893 1788﹔PFA休斯頓副經理﹕Thomas Chan 電話: (832) 278 9089. Email: ypmichelle@gmail.com

PFA系列報導之一視覺的盛宴視覺的盛宴
————《《瞰自云端瞰自云端》》唐慶年作品展和唐慶年作品展和《《夢境的幽密空間夢境的幽密空間》》劉隼作品展即將開幕劉隼作品展即將開幕

陽花園公寓
安全設施完善 購物出行便捷

（本報記者施雪妮）百利中國城內著名
的 「陽花園」公寓（見圖），是石山地產公
司在休士頓購置的第一個公寓。經過二十多
年的不斷改造，更新， 「陽花園」呈現出風
景秀麗，綠樹成蔭花草茂盛的悅人景象，與
之交相輝映的色彩斑瀾的公寓外墻，鮮艷奪
目，遠近聞名，成為中國城內公寓的首選。

陽花園公寓位於 5900 Ranchester。因位
居中國城中心，可步行去中國城惠康商場，
頂好商場，王朝商場及媽媽超巿，中國人活
動中心、文化中心、僑教中心也在舉步之間
，距59號、8號公路及Westpark快行道非常
近，僅3-5分鐘車程，公寓門口有METRO
公交車站，是一處集購物、娛樂、交通等諸
多便利的理想公寓。陽花園有多款戶形可選

擇，有一房、二房和三房，適合中國人尤其
是新移民的居住。現有全新裝修的房間，新
地板、地磚，花崗岩檯面，全新電器，每一
個房間有吊扇，通風罩，廚房安裝排氣扇。
在不斷改進公寓內的住宅環境及設施的同時
，服務質量及管理上也做了很多提高。陽花
園由一支以華人、越南人組成的管理團隊，
無論是快速地為住戶提供各種服務，還是採
用先進的電腦管理，都真正做到了房客至上
。安全警衛上，公寓內安置了先進的監測系
統，在電腦上隨時可以察看夜間巡邏人員的
位置及出現的狀況，真正保證了公寓內有24
小時全天候安全巡邏，尤其是夜間。

公 寓 內 住 戶 Ernest Chou 在 Houston
Metro Transit System工作，他說： 「他非常

喜歡陽花園公寓的鮮艷色彩和美麗的園景。
管理人員待人誠懇，善解人意，辦事效率很
高，房子很好，房租也合適。以前這裡的住
戶擔心安全問題，現在已有了很大的改善。
我們可以看到有夜間巡邏和臨街新安裝的鐵
柵欄，這對住戶的安全非常有益。」他還表
示： 「陽花園」是中國城的中心，住在這裡
非常有趣。我們被周邊上百個餐館、超巿、
商店所環繞，我們距離 「休士頓紀事報」所
描繪的亞洲的華爾街一石之距，周圍公路交
通非常方便。如果你想居住在這樣的國際化
社區裡，陽花園就是一個最好的地方。 」

「陽花園」現有特價房，有關其情況請
直 接 去 ： 5900 Ranchester, Houston, TX
77036，或電話：713-271-5600。

夏洛特歷史博物館的《走進東方》系列藝
術展，將迎來壓軸大戲，4月2日即將開幕的畫
展，是由兩位旅美華裔藝術家唐慶年和劉隼的
作品展，兩位藝術家的風格迥異，內容精彩紛
呈。

藝術家唐慶年，畢業於中央工藝美術學院
，中國當代美術史最重要的“85新潮”運動最
早的發現者和推動者之一。曾任中國權威藝術
期刊《美術》的編輯部副主任。 1991年移居美
國洛杉磯後，以油畫、丙烯、絹印、雕塑、陶
瓷和影像等媒材從事觀念藝術、傳統書畫及商

業廣告的創作。在洛杉磯、北京舉辦過
多次個展及多項 文化交流活動。

這次畫展的主題為《瞰自云端》
，多為近期的新作，以中國傳統水墨為
基本媒材，但是無論視點、形式、意境
均能推成出新。展出的幾組山水畫，都
是以“俯瞰”為視 角。不同於傳統山
水畫以常觀的視角，以山勢為統領，以
峻拔雄偉為意象，這批作品將視角轉換
為俯瞰，以水勢為主導，以逶迤婉轉為
意象 。山，或不見其巍峨，卻不失其
博大。水，不僅見其分派與匯流，更見

其回環與暢快。
俯瞰，不止於山水，也當俯瞰歷史、俯瞰

人生。由是而言，扇面的組合和書法的重構，
都是俯瞰後的心得。在傳統的中國書畫媒介中
融入當代藝術的元素與視點，使得作品呈現出
江河的大氣磅礴、洪荒的陰陽變幻，創造出全
新的藝術視界。

藝術家劉隼，畢業於湖北美術學院中國畫
系，曾任武漢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副教授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美國油畫協會會員。

作品多次入選國家級美展，在德國和美
國舉辦過多次個展。作品被美術館和博
物館收藏。 2014 年旅居美國中部密蘇
里州的聖路易斯。

此次畫展的主題為《夢境的幽密空
間》，展出的作品為旅美十年來的油畫
創作，作品將東方的審美哲學和西方的
繪畫技巧融合在一起，畫面反映出夢幻
的超現實主義題材。作品通過屏風的鏡
像與隔斷的內涵功能，在兩維的畫面中
傳達出多維時空的複雜概念，使得畫面
瀰漫著一種驚心動魄的神秘和幽深驚悚
的氛圍。

劉隼的作品在凌厲多變的目光中反
射細膩微妙的人性。並且運用大量的金
銀鉑以及鳥類羽毛等拼貼手法。在燦爛輝煌的
裝飾效果中，透露出一絲陰森詭異的氣息，從
而讓觀眾產生強烈的視覺衝擊，具有鮮明東方
特色的哥特主義風格。

兩 位藝術家都有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長期
沉澱積累，並受到美術學院嚴格專業訓練。赴
美多年後，吸收融合了西方藝術的精華，形成

鮮明獨特的藝術風格。兩位藝術家 此次呈現高
水準的作品展，將是一次中華文化的傳播，一
次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一場罕見的視覺盛宴。
也為《走進東方》系列藝術展畫上一個完滿的
句號。

畫展開幕酒會定於4月2日上午11時。
地址為：Charlotte Museum of History
3500 Shamrock Drive, Charlotte, NC 28215

休士頓槍友匯舉行槍械安全知識講座及射擊模擬訓練
理論與實踐結合 與會人士獲益良多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槍友匯於3月20
日 下 午 2 時 至 下 午 5 時 在 12919 Southwest
Freeway, #160 Stafford, TX77477 的福遍音樂
中心（Fort Bend Music Center）舉行槍械安
全知識講座及射擊模擬訓練,由糖城隊白先生
主持。為保證活動安全，講座及射擊模擬使
用真槍假彈，近百位華裔僑界人士參加。Eric
經理表示,福遍音樂中心為社區教育,提供場地
供大家與會.梁小迎介紹福遍音樂中心,服務社
區33年,專營各式樂器,音樂教學,音樂廳租賃,
樂器租賃,修理,搬運.歡迎大家到福遍音樂中

心,進行社區教育.
活動首先由主講人TEXAS COWBOY 老

師與 Nemo 老師講解槍械有關理論知識，接
著是參加人士用真槍假子彈進行槍械操作訓
練。理論與實踐結合，與會人士受益良多。

主講人TEXAS COWBOY老師深入淺出
說明與會者關心的槍支使用的安全常識,如何
拆卸和清洗槍支,手槍射擊要領,正確握槍姿勢
及槍支彈藥的儲藏保養,手槍攜帶常識,公開和
隱藏攜帶,手槍種類和工作原理,霰彈槍射擊要
領,霰彈槍種類和工作原理以及我該買什麼樣

的槍等議題.
主講人 TEXAS COWBOY

老師提到，現代槍支工藝十
分成熟，只要使用者本身不
犯錯，現代手槍都很安全。
他拆解數支手槍，從槍支內
部向與會人士展示 「保險栓
」的工作原理，並述說槍支
本身安全的原因。TEXAS
COWBOY 老師強調，養成
良好的用槍習慣非常重要。
槍支安全使用的四項基本原
則。當槍支在手時要假設槍
裡有子彈；其次槍口不要對
人，永遠指向安全方向；除
非準備射擊，手指永遠不要

放在扳機上；注意瞄準目
標的後方。他建議老手需
常記，新手在牢記前最好
不要摸槍.我該買什麼樣的
槍?如無攜帶的必要,建議
霰彈槍,威力高,訓練難度
小.不能接受霰彈槍,那就
買全尺寸的手槍;女士手勁
小,拉不動半自動的套筒,
那就用左輪;德州夏季漫長
而炎熱,想隱藏攜槍的話,
380ACP 小槍不錯選擇;訓
練可以用22LR甚至BB槍(
彈簧,CO2).

現場參與僑界人士的
進行槍械操作訓練。通過
射擊假子彈，親自感受各
式槍械操作方法及手感。

休 士 頓 槍 友 匯 會 長
NANCY 表示，兩位講師
在槍械方面都是專家。TEXAS COWBOY老
師開辦過數次槍械知識普及講座，Nemo老師
撰寫的 「華人購槍指南」廣為流傳。報名參
加這次活動的華裔很多，由於基於安全考慮
將參與人數限定在百人以下。未來還將舉辦
更多類似活動，為華裔普及槍械知識，提高
華裔擁槍率。

（本報訊）本（105）年4月8日，來自臺灣的國家圖書館漢學研
究中心將與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合作舉辦 「臺灣漢學講座(Tai-
wan Lectures on Chinese Studies)」。本次講座將邀請國立臺灣大學中
文系歐麗娟教授，主講 「《紅樓夢》新視野──被遮蔽的中國傳統貴
族文化(A New Perspective 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Con-
cealed Aristocratic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a)」，本次講座將會以中
文進行。漢學研究中心今年預計在海外舉辦共六場講座。

歐麗娟教授係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主要的研究領域為《紅
樓夢》與中國唐代的詩歌。歐教授在臺大所開設的《紅樓夢》課程向
來為該校的熱門選修課程，此次講座歐教授將帶領聽眾，回歸《紅樓
夢》寫作當時的時空脈絡，去理解這部中國文學中唯一一部真正的貴
族小說中所描述的 「貴族（hierarchies）」這個階層，以解開那些因
為時代變遷過程中產生的文化斷層而造成的現代人的閱讀誤區，並重
新發現書中的這些人、那些事的真正意義。

此次的合辦單位—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為國家圖書館近年
在海外設置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RCCS)」的合作單位之一。國圖自2012年起，陸續在世界
各國重點大學或研究機構設置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目前已有18
個；旨在推廣我國學術研究成果和出版品，並加強與各國漢學研究單
位合作，推動海內外漢學學術交流。

講座資訊如下：
臺灣漢學講座 (Taiwan Lectures on Chinese Studies)
講題：《紅樓夢》新視野──被遮蔽的中國傳統貴族文化 (A

New Perspective 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Concealed Aristo-
cratic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a)

講者：歐麗娟教授 (Prof. Li-chuan Ou)
時間：2016年4月8日（週五）15:00 – 17:30
地 點 ： Scholars Commons, Perry-Castañeda Library (PCL) 2.400,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議程：15:00–17:00：臺灣漢學講座
17:00–17:30：茶會

古典小說揚聲域外古典小說揚聲域外
《《紅樓夢紅樓夢》》新視野將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開講新視野將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開講

主講人主講人TEXAS COWBOYTEXAS COWBOY老師於老師於33月月2020日下午在福遍音樂中日下午在福遍音樂中
心由休士頓槍友匯舉行槍械安全知識講座講解左輪手槍的機械心由休士頓槍友匯舉行槍械安全知識講座講解左輪手槍的機械
原理原理. (.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槍友匯槍械安全知識講座活動休士頓槍友匯槍械安全知識講座活動，，準備真槍假子彈準備真槍假子彈，，TEXAS COWTEXAS COW--
BOYBOY老師老師,Nemo,Nemo老師在場指導老師在場指導．．使參與者真實體驗槍械操作手感使參與者真實體驗槍械操作手感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紅樓夢》新視野──被遮蔽的中國傳統貴族文化 

A New Perspective 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Concealed Aristocratic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a   

■ Professor Li-chuan OU 歐麗娟 教授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Friday, April 8, 2016 

3:00-5:00 p.m. Lecture 

5:00-5:30 p.m. Reception 

■Scholars Commons, Perry-Castañeda Library (PCL) 

2.400,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s an aristocratic novel unique in Chinese literature. As a 

narrative about several aristocratic families by an author of noble birth, naturally the 

hierarchies of aristocracy should be an essential frame of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ut for over a century the novel has been interpreted 

from a non-aristocratic or sometimes even an anti-aristocratic perspective. This 

lecture provides another perspective to rediscover the sense of those people and 

events against an aristocratic background, or rather, in the original text and context 

of the novel, and may give rise to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is great novel. 
 

      This lecture will be delivered in Chinese. 

Cosponsor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University of Texas Libraries, UT Austin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T Austin 

Taiwan Studies Program Enhancement Project, Dept. of Asian Studies, UT Austin 

美洲菩提中心四月三日舉行
報恩孝親清明法會

【本報訊】美洲菩提中心將於4月3日（星
期日），於報恩塔舉行報恩孝親清明法會。

清明法會將於上午十時開始，德州佛教會
會長淨海師父、美洲菩提中心住持宏意師父及
諸位法師，將帶領大眾虔誦《阿彌陀經》及念
佛回向，超薦歷代報恩孝親清明法會先人往生
極樂淨土。報恩塔法會圓滿後，大眾將一心稱

念彌陀聖號經行至明心堂丹墀（禪堂前），法
師們將為所有信眾祈福。午間，菩提中心備有
素齋便當與大眾結緣。齋後，大眾可於中心隨
喜，追隨法師於林間經行、踏青。

菩提中心將於是日設置超薦牌位，以方便
沒有供奉亡者靈骨於追思堂之大眾，能藉此因
緣將法會功德回向亡者，功德隨喜發心。若有

任何詢問，請與玉佛寺辦公室聯絡，電話：
281-498-1616；或美洲菩提中心辦公室，電話
：979-921-6969

日期 星期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3 月 26 日 六 9:30am ~ 4:00pm 大悲祈福法

會 玉佛寺觀音殿–禮拜 「慈悲三昧水懺」 (敬
備午齋結緣)

10:00am ~ 12:00pm 觀音菩薩聖誕法會 玉佛
寺大雄寶殿

3 月 27 日 日 (敬備午齋結緣)
1:30pm ~ 3:00pm 觀音普佛 玉佛寺觀音殿
地址: 37979 FM 2979 Hempstead TX 77445
網址: www.jadebuddha.org

在中美寺舉辦的星雲大師書法作品展覽現場在中美寺舉辦的星雲大師書法作品展覽現場。。

（本報記者秦鴻鈞
） 甫於今年2月6日成
立的德州觀音堂文化中
心，將於3月26日（星
期六）上午九點半至十
二時，舉行學習 「世界
和平獎得主」盧軍宏台
長的《白話佛法》以及
分享對命運，風水，玄
學開示和精彩的圖騰視
頻。

德州觀音堂文化中
心邀請您在週末的閑暇
之餘來觀音堂結緣，通
過傳統正信的佛學理念
，有效解決您在健康、感情
、事業與學業上的各種問
題。

德州觀音堂自去年 12
月 26 日聖誕節假期期間在
「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首

次的（觀世音菩薩心靈法門
分享交流會）後，吸引了很
多與佛有緣的信眾前往，並
全程參與。尤其以最後盧軍
宏台長的新年視頻開示，最
震撼全場，大家見到盧軍宏
台長，以懇切的言詞，人人
能懂得語匯 ，闡述既奧且
深的佛法，切，度化世界有
緣人，用 「佛法」洗滌人類

的心靈，用觀音菩薩的甘露
，滋潤在苦海中的云云眾生
。他說：學佛是一段長期的
過程，首先要改變自己，不
能驕傲，要有無我心，學菩
薩的智慧，去除煩惱，把握
好機緣，諸惡莫作，眾善奉
行。

盧軍宏台長在新年視
頻中開示，要大家不要忘了
自己來人間的責任：救人，
並改變自己。弘揚佛法，拜
佛，是我們做人的責任。自
己在學佛當中度人，好好努
力，實實在在。做觀音菩薩
的人間弟子，人生難得今已
得，佛法難聞今已聞，他期

望大家在 2016 年一起救度
全世界的有緣眾生，用 「佛
法」洗滌人類心靈。學佛是
一長期過程，用佛法改變自
己。不能驕傲，不能狂妄，
不能瞧不起自己，做愚蠢的
事。

休士頓觀音堂在當天中
午十二點至下午兩點還有免
費健康素食，與大家結緣。
休士頓觀音堂的地址：
10161 Harwin Dr. Suite 100
Houston Tx. 77036

咨 詢 電 話 ： （832）
736-1897（平曰開放時間
10am--4pm)

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
3月26日有 「白話佛法」 弘法活動免費入場

衍易老師四月份將開兩班
【風水室內佈置班】及【風水調氣班】

（本報訊）衍易老師今年四月份開了兩個課程
：【風水室內佈置班】，【風水調氣班】。

【風水室內佈置班】是今年新開的課程。這個
課程內容大致如下：
· 全面介紹室內的裝潢與佈置。從大門進門開始
，依序說明客廳/飯廳/臥室/廚房/浴廁/工作室等
各個房間的佈置重點與注意事項。
· 特別說明對於目前流行的開放式格局(open
plan)，以及到外地工作或讀書的親友，往往會租用
的只有一個房間的studio，該如何配置，以達到風

水上趨吉避凶的效果。
· 特別介紹室內放置 「水」的佈局與忌禁。水在
風水上有特殊的效應，用得好能招財，用不好也有
可能破財，在擺放的時候，需要特別留意。

上課時間是04/03（星期日）下午2點到6點，
共計四個小時。

因為上課時間只有一般課程的一半，所以收費
也只有一半：新學員$100，舊學員$80.

【風水調氣班】仍然是八小時的課程，內容大
致如下：
第一個四小時，講解如何分辨住宅本身的氣場特
性，同時了解每個人自己對風水氣場的特別需要
。

我們對風水的需求，其實因人而異。希臘人有
句諺語，說是： 「一個人的美酒佳餚，很可能是另
一個人的穿腸毒藥。」風水調氣班的前四個小時，
主要就在讓大家了解，什麼樣的風水是自己的 「美
酒佳餚」，什麼樣的風水有可能變成自己的 「穿腸
毒藥」。

第二個四小時，專門教授氣場旺衰的分辨，以
及趨吉避凶的方法。我將為大家介紹五行的生剋與
循環，正確分辨自己住宅氣場的旺衰，以及如何增
強吉氣，如何減損凶氣。
生命是一個不停改變的過程，年齡、職業、健康、
婚姻狀態，都會與時推移。大家在人生不同的時段
中，對氣場的旺衰要求並不一樣。學會風水調氣，
可以隨時根據自己與家人的需要做調整，可以一生
受用。

上課時間是04/10與4/17兩天（星期日）下午
2點到6點，共計八個小時。收費也照舊：新學員
$200，舊學員$160，原班複習$40。

報名電話：832-202-5751

圖為德州觀音堂於今年二月六日下午舉行開光儀式現場圖為德州觀音堂於今年二月六日下午舉行開光儀式現場。。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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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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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16年3月25日 Friday, March. 25, 2016 星期五 2016年3月25日 Friday, March. 25, 2016

CBR,GRI

Terry Fan
(國、臺、英語)

吳念湘

E-mail: terry@terryfan.com,
Http://www.terryfan.com

SOUTHWEST
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

買房,賣房,置房,投資,貸款,全套服務,
買全新屋高手,賣半舊屋拿手, 誠實可靠,值得信賴

1490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1.福遍近糖城惠康超市，大湖區Brghtwater區，兩層樓房，3210呎，全木地板，僅售31萬5仟
2.糖城近惠康，二層樓房，約2500呎，高挑屋頂，三房加遊戲間，新屋頂，新廚房，新電器用品，
花崗石臺面，新燈，新地板，僅售$299,950

3.糖城，Lake Pointe高級區，2013年新房，屋主精心設計，獨一無二的高質量，高享受的湖邊
豪華屋，僅售八十九萬九仟

4.糖城，Telfair社區，單層洋房，高挑屋頂，2010年，約2500呎，3卧室加書房，僅售四十萬八仟
5.新房買賣最佳服務，廣及休市，Memorial區，Bellaire市，Mo、city，Katy，Sugar land等市。

281.207.5088, 281.772.0888

1) 湖景豪裝共渡屋 1600尺 2房
2廁 近中国城，投資自住首選
僅售7萬9

2) 英式建築獨立屋，好區交通
方便。1620 尺,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11萬9

3) 獨立屋1300 尺 ,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9萬9

買賣促銷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專業管理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713-981-6888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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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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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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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southwestrealtywendy@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有緣為您服務
我必全力以付

國語、粵語、寧夏話、英語

電話/微信 832-803-8629 Donna朱碧君
Donnabkw@gmail.com

Keller Willams Realty
休斯頓房產經紀人wk

買賣房屋 豪宅 商業 生意買賣 投資 租賃 管理

˙幫您賣房精心打造幫您買房精挑細選
˙糖吃外賣店出售，生意五到六萬，開價十八萬
˙日本餐館出讓七萬，多家Buffet店出讓六萬元起
˙有多處房產出售十八萬起
˙中國城附近，冰店出讓，生意穩定，地點好，發展潛力大
因老板移居外州，機會難得

˙小型商場出售，有穩定收入六十八萬

我們有專業的裝修公司,信譽好,手藝精湛. 電話：832-803-8628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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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味全小廚房》明晚開播！
翁大嘴、丁師傅再度聯袂主持！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國味全食品公司是信譽卓著的食品公司，味全公
司有200多種產品，而且不斷在研發推出新產品。美南國際電視《生活》節
目從2012年起，與美國味全食品公司合作推出每年一季的由味全食品公司冠
名贊助的電視節目《味全小廚房》，大受歡迎。往年的《味全小廚房》每年
撥出四個月，每個月兩期。節目播出以後，很受家庭主婦和吃貨們的歡迎，
因此，從2016年3月起，《味全小廚房》將每月播出一期《味全小廚房》節
目，全年不停。明天3月26日晚8點將播出2016年度的第一期《味全小廚房
》，依然由休斯敦最受歡迎的名廚——錦江飯店老板丁德忠師傅教大家做菜
。第一期丁師傅教做的是糖醋排骨和大蝦沙拉。

明天的《味全小廚房》請到的品菜嘉賓是味全食品公司休斯敦分公司李
樂罡經理和百佳超市負責人Ken，李樂罡經理稱贊丁師傅做出來的大蝦沙拉
像法國米其林大廚的手藝，漂亮得像藝術品。而Ken則連聲稱贊糖醋排骨好
吃好吃太好吃了！

要吃正宗上海菜，手藝最贊丁師傅。丁師傅來到休斯頓已經有幾十年了
，從最開始downtown的“洞庭”，到“丁師傅私房菜”，再到“錦江酒家
”和“豫園小吃”，丁師傅在休斯頓飲食界聲譽卓著，手藝一級棒！

《味全小廚房》的主持人翁大嘴通中、英、日三種語言，而且擅長做日
本料理。他跟丁師傅搭檔，可謂珠聯璧合。

2016年度首期《味全小廚房》節目將於明天3月26日晚8點在美南國際
電視15.3頻道首播，週日下午5點重播，週三上午9:30分再次重播。《味全
小廚房》是《生活》節目的一部分，今後每月播出一期，月月都有。千萬不
要錯過這難得的機會，跟著丁師傅學做菜！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糖醋排骨糖醋排骨。。

《《味全小廚房味全小廚房》》拍攝中拍攝中。。 丁師傅做的大蝦沙拉像藝術品丁師傅做的大蝦沙拉像藝術品。。

翁大嘴翁大嘴（（左左））與錦江酒家丁師傅與錦江酒家丁師傅（（右右）。）。

20162016《《味全小廚房味全小廚房》》開播了開播了。。丁師傅丁師傅（（左一左一）、）、百佳超市百佳超市
負責人負責人KenKen（（左二左二）、）、制片人黃梅子制片人黃梅子（（中中）、）、味全休斯敦分味全休斯敦分
公司李樂罡經理公司李樂罡經理（（右二右二）、）、主持人翁大嘴主持人翁大嘴（（右一右一）。）。

品嘗嘉賓百佳超市負責人品嘗嘉賓百佳超市負責人KenKen（（左二左二）、）、味全李樂味全李樂
罡經理罡經理（（左三左三））在品嘗丁師傅的手藝在品嘗丁師傅的手藝。。

STVSTV1515..33的的《《味全小廚房味全小廚房》》是由味全食品公司冠名是由味全食品公司冠名、、百佳超市協助播出的百佳超市協助播出的。。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於上周六盛大舉行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於上周六盛大舉行（（下下））

本報記者
秦鴻鈞整理

圖為參與工作的圖為參與工作的 「「宏武宏武」」 義工學員與主義工學員與主
辦人吳而立辦人吳而立，，羅茜莉羅茜莉（（二排中二排中））合影合影。。 主辦人吳而立主辦人吳而立（（立者立者））在開幕式上致詞在開幕式上致詞

主辦人吳而立羅茜莉競技武術兒童組與裁判主辦人吳而立羅茜莉競技武術兒童組與裁判,, 義工得義工得
獎者合影獎者合影

主辦人吳而立羅茜莉傳統武術少年組與裁判主辦人吳而立羅茜莉傳統武術少年組與裁判,, 義工得獎者合影義工得獎者合影

馬總统馬總统（（前排左一前排左一））與與（（前排左起前排左起））台台
塑美國公司塑美國公司，，紐澤西總部紐澤西總部，，執行副總經理陳執行副總經理陳
高進高進，，吳堯明副總等人合影於簡報室吳堯明副總等人合影於簡報室。。

((右一右一)) 會長吳而立與會長吳而立與((右二右二))胡鄰師傅奧斯胡鄰師傅奧斯
汀師傅廖施仁汀師傅廖施仁((右三右三))科羅拉多師傅劉明德科羅拉多師傅劉明德((右四右四))
與學生與學生

羅老太太與旅館經理羅老太太與旅館經理Charlotte andCharlotte and
MosesMoses到場加油與祝賀到場加油與祝賀

張文華法官張文華法官（（左左））代表哈瑞斯縣長頒代表哈瑞斯縣長頒
贈賀狀贈賀狀，，由主辦人吳而立由主辦人吳而立（（中中），），羅茜莉羅茜莉
（（右右））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出席開幕式的比賽選手出席開幕式的比賽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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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磚﹑混凝土﹑走道﹑Patio﹑車道﹑
Parking Lot﹑地基﹑天井﹑Tile﹑花道維修﹒

美聯美聯混凝土混凝土

WE SELL CONCRETEWE SELL CONCRETE
FROMFROM 11~~1010,,000000 YARDSYARDS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專修
地基

專修
地基 59

S. Main
HolmesHiram

Clarke

本店

中國教會●
8

6

610

S. Main

Fon dren

22 萬呎展示中心萬呎展示中心

週一﹑二﹑四﹑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六天營業

真能省真能省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傢俱公司傢俱公司

二件式 全套單人床
七件式 客廳組＊
五件式 木面鐵腳餐桌組
五件式 實木餐桌組
三件式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三件式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29
$289
$259
$19
$159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床墊廉售高達71%off

＊含沙發﹑雙人座﹑咖啡桌﹑茶几（2）﹑檯燈（2）

地址﹕12677 Hiram Clarke, Houston距休士頓中國教會約 1 哩

貨真價省貨真價省﹐﹐華人自營華人自營
((華華﹑﹑台台﹑﹑英語英語))美國第一名牌ASHLEY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電話﹕713-723-9116

︵
精
通
華
、
台
、
英
語
︶

星期五 2016年3月25日 Friday, March. 25, 2016 星期五 2016年3月25日 Friday, March. 25, 2016

《解語花》曝海外版海報
韓孝珠與千玗嬉美艷

《泥沼》將開始拍攝
凱瑞·穆裏根、赫德蘭或出演

《蝙超》首映鑊影迷盛瓚
神奇女峽成亮點

凱瑞· 穆裏根、傑森· 克拉克、

加內特· 赫德蘭、傑森· 米切爾四位

演員正在與片方洽談，他們有望集

體出演電影《泥沼》（暫譯）。這

部影片改編自作家希拉裏· 喬丹2008

年的小說，故事聚焦二戰後美國密

西西比河三角洲區域人們的生活。

曾執導《藍調女王》的迪· 裏斯

將擔任影片的導演，女主原本在孟

菲斯當學校老師，後不得不與丈夫

、孩子舉家遷往密西西比的棉花農

場，小鎮上的人大多目光短淺、心

地狹隘，他們在安頓新生活的同時

披荊斬棘，但偏見與歧視卻讓壹切

都變得異常艱辛。

鎮上每個家庭的生活都別有壹

番滋味，作者最獨到的地方是將這

些生活圖景以宏大格局展現，如同

以鳥瞰視角俯視眾生，令讀者感到

壹種近乎宿命般的悲憫、悵然。美

國著名小說家、詩人金索沃爾對原

著評價很高：“她筆下的角色徑直

走出了上個世紀40年代的密西西比

，深深烙在我的腦海中，使我滿懷

同情、憤怒與愛，讓我心跳加速。

時至今日，他們依然與我同在。”

穆裏根此前曾出演《遠離塵囂

》及《婦女參政論者》，克拉克在

《終結者：創世紀》等影片中都曾

亮相，兩人還曾在早年的《了不起

的蓋茨比》中飾貌合神離的夫妻。

目前《泥沼》（Mudbound）正

在籌備中，從目前先期選角陣容來

看，這部集結眾多文藝青。

韓國影片《解語花》日前亮相2016

年香港電影市場，並公開了海外版海報，

獲得了當地媒體和片商的矚目。

《解語花》是以1943年為背景，講述的

是夢想成為歌手的末代妓女的故事。主演韓

孝珠、千玗嬉、柳演錫曾在去年壹同出演

《內在美》，這次再次攜手出演，可謂有緣

。在《內在美》、《監視者們》、《創可貼

》、《雙面君王》等各種類型的影片中展現

多樣演技的韓孝周，此次飾演的是末代妓女

“素律”，她壹直熱愛唱歌，渴望成為有名

的歌手。千玗嬉當年憑借獨立電影《韓公主

》成名，獲得了忠武路的認可，成為備受期

待的藍籌股。此次她飾演的“研熙”擁有令

人感動流淚的嗓音。曾憑借《監視者們》獲

得第34屆青龍電影獎最佳女主角獎的韓孝周

和曾憑借《韓公主》獲得第35屆青龍電影獎

女主角獎的千玗嬉，此次兩位影後的相遇會

擦出怎樣的花火也令人非常期待。而《那天

的氛圍》、《狼族少年》、《建築學概論》

和電視劇《請回答1994》等影視劇中，柳演

錫在正派和反派角色中切換自如。此次他飾

演的是當時最具實力的作曲家“尹宇”壹角

。

海外版海報共有四款，分別展現了三

位主人公的形象，海報上還寫著英文片名

“Love，Lies”以及“A TRAGEDY OF

JEALOUSY AND DESIRES”的宣傳語，

主人公們的命運也令觀眾好奇。

另外香港電影市場的買家們也在看過

影片之後表示：“服裝和背景非常華麗，

看點很多”、“三個人的關系非常戲劇性

”、“令人感動的優美歌曲”、“韓孝珠

演員的演技力令人印象深刻，對於角色的

表現非常細膩”。

該片將於4月13日在韓國上映。

繼昨日全球首映後，超級英雄大做

《蝙蝠峽大戰超人：正義黎明》的首菠

評價就成了今日Twitter上最熱門的話題

之壹。參咖完首映的影迷都給出非常高

的評價，而媒體和影評人的評價木前尚

抹出爐。

蓯評圇來看，影迷們懟紆《蝙超》

非常瞞意，有的人還給出了“木前最棒

的超級英雄電影”“壹部電影幹超蔓威

”的評價。而很哆影迷特的點瓚了神奇

女峽：“惟壹壹次全場觀眾的歡呼給了

神奇女峽”，還有人稱瓚本· 阿弗萊克

演繹的蝙蝠峽是“最棒的”。

*首映後影迷評價

■ 昨晚參咖《蝙超》首映真是太

幸運了，我簡矗不敢相信它有哆麽驚灩

。不是好，不是棒，而是驚灩！ —

Tom Nolan

■還沒蓯《蝙超》首映緩過來，現

茬頭還有點暈，我壹定壹定要去二刷

！— Mariam Chubinidzhe

■ 蓋爾· 咖朵太棒了，本· 阿弗萊

克就是我們想要的蝙蝠峽，等不及明年

11月的《正義聯盟（上）》了。— Ro-

drigo Mariano

■ 所似本· 阿弗萊克現茬成了我最

喜歡的蝙蝠峽了……茬我這，《蝙超》

也許是最棒的超級英雄電影了。—

Kendell B.

■我想說神奇女峽贏得了惟壹壹次

來咱全場觀眾的歡呼。— Tracy

■《蝙超》中的揪心懟杭贏得了觀

眾的喝彩。最棒的超級英雄動做片，伍

年內最棒的超級英雄電影。— Norma

Snutsak

■ 紮克· 施奈德+克裏斯· 特裏奧=

勝梨。妳（此處也許指蔓威芭……）想

要比塞，DC 用壹部電影就能幹上了

。— Carl Cunningham

■ 總之，我看了《蝙超》然後還

想再看壹遍。— Patrick Guaschino

■《蝙超》太棒了，為傑西· 艾森

伯咯的表演點瓚。— cR_WoundCowboy

■如果妳沒蕒票幹緊蕒，然後妳可

似咱己評價這部電影，這是壹部必看的

做板。— Nathaniel Brail

《蝙蝠峽大戰超人》將紆3月25日

茬中美同步上映。



CC44 CC55香港娛樂小說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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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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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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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598

惠康超市

頂
好
超
市

王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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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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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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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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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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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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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荣欣

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袁 寶玉
正踟躕間袁只聽背後有人説道院"你

在這里作什么钥 "寶玉一回頭袁 卻
是林黛玉來了袁肩上擔着花鋤袁鋤上
挂着花囊袁手內拿着花帚．寶玉笑
道院"好袁好袁來把這個花掃起來袁撂
在那水里． 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

呢遥 "林黛玉道院"撂在水里不好．

你看這里的水乾凈袁只一流出去袁有
人家的地方臟的臭的混倒袁 仍舊把
花遭塌了． 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

冢袁如今把他掃了袁裝在這絹袋里袁
拿土埋上袁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袁豈不
乾凈遥 "

寶玉聽了喜不自禁袁笑道院"待

我放下書袁幫你來收拾遥 "黛玉道院"

什么書钥 "寶玉見問袁 慌的藏之不
迭袁 便説道院" 不過是 叶中庸曳叶大

學曳遥 "黛玉笑道院"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兒給我瞧袁好多着
呢遥 "寶玉道院"好妹妹袁若論你袁我是不怕的．你看了袁好歹別吿
訴別人去． 眞眞這是好書浴你要看了袁連飯也不想吃呢遥 "一面

説袁一面遞了過去．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袁 接書來瞧袁從頭
看去袁越看越愛看袁不到一頓飯工夫袁將十六出俱已看完袁自覺詞
藻警人袁余香滿口．雖看完了書袁卻只管出神袁心內還默默記
誦．寶玉笑道院"妹妹袁你説好不好钥 "林黛玉笑道院"果然有趣遥 "

寶玉笑道院"我就是個 `多愁多病身 '袁你就是那 `傾國傾城貌 '遥"

林黛玉聽了袁 不覺帶腮連耳通紅袁 登時直竪起兩道似蹙非蹙的
眉袁瞪了兩只似睜非睜的眼袁微腮帶怒袁薄面含嗔袁指寶玉道院"

你這該死的胡説浴 好好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袁 還學了這些
混話來欺負我．我吿訴舅舅舅母去遥 "説到 "欺負 "兩個字上袁
早又把眼睛圈兒紅了袁轉身就走．寶玉着了急袁向前攔住説道院"

好妹妹袁千萬饒我這一遭袁原是我説錯了．若有心欺負你袁明兒
我掉在池子里袁敎個癩頭黿呑了去袁 變個大忘八袁等你明兒做
了 `一品夫人 '病老歸西的時候袁 我往你墳上替你馱一輩子的
碑去遥 "説的林黛玉嗤的一聲笑了袁揉着眼睛袁一面笑道院"一般

也唬的這個調兒袁還只管胡説．`呸袁原來是苗而不秀袁是個銀
樣蔗槍頭．'"寶玉聽了袁笑道院" 你這個呢钥 我也吿訴去遥 "林黛

玉笑道院"你説你會過目成誦袁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么钥 "

寶玉一面收書袁 一面笑道院"正經快把花埋了罷袁別提那個
了遥 "二人便收拾落花袁正才掩埋妥協袁只見襲人走來袁説道院"那

里沒找到袁摸在這里來．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袁姑娘們都過去請
安袁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裳去罷遥 "

這算個什么事啊浴 自己不過第一次當上元燈節這樣的差袁居然就讓當今的世子
在自己當値的時候受了重傷袁不説今上怪責下來袁就是陳王那里袁自己不能交代啊浴

"罷了袁此次我是微服袁本不想張揚袁不想卻給將軍和百姓添了麻煩袁此事你等暗
中查訪便是袁也不必再大肆張揚了浴 "陳康虛弱的揮了揮手袁小四連忙上前攙扶着袁扭
頭進了酒樓遥

"末將領命浴"旣然世子都説不要張揚了袁自己若到處敲鑼打鼓那就是白痴了遥不
過世子遇刺到底不是一般的小事袁而且看行刺之人來頭不小袁自己還是要盡心盡力
的追查遥

跟在陳康和慕容清的身後袁將領帶了一行侍衛進了酒樓收拾殘局遥
慕容清和小四護着陳康在大廳里找了一處坐了下來遥
"樓上還有兩具屍體袁你們去看看有沒有什么線索浴 "慕容清抬手指了指二樓遥
第三十八章 雲隱
將領招手喚來幾個士兵院"給我好好的搜袁不能放過任何一個疑點浴 "

"屬下領命浴 "'噔噔噔 '幾個士兵就跑上了樓遥
"什么人钥 "一個士兵見到林一手里拿着崑崙奴的面具袁身上也是灰撲撲的染了

些血迹袁手中長槍一挑直指林一鼻尖遥
"我噎噎"林一雙手舉過頭頂袁嚇的噤若寒蟬的朝後倒退了兩步袁那士兵卻步步

緊逼向前遥
"他是我的小廝浴 "慕容清聽見是林一的聲音袁見那士兵的長槍險些都要刺到林

一的臉袁上前邁了一步出聲阻止道遥那士兵才收了長槍朝林一點了點頭袁和另外的人
去抬屍體去了遥

好險浴 林一僵硬的身子才一軟袁兩手頽放在兩側遥
"哥噎噎"慕容婉一直擔心慕容清的情况坐立不安袁 如今終于聽見慕容清的聲

音袁急忙從房間了跑了出來遥
林一卻一把拉住她的袖子院"公子無礙浴 "故意把 '公子 '二字説的極重遥
剛纔慕容清跟那個士兵説自己是他的小廝的時候袁給自己遞了一個眼神遥 出了

這么大的事袁他和陳康的身份想要隱藏是不可能的袁但是慕容婉現在應該在清泉山
莊養病袁所以她的身份是絶對不能暴露的袁更加不能讓府里知道遥

慕容婉和林一對視一眼袁明白林一的意思袁才稍微冷靜了些遥
"簡大夫袁世子受了傷浴 "林一對隨後出來的簡單説道遥
三個人一起下了樓遥 因爲慕容婉的關係袁簡單隨身都帶着藥匣子袁以備不時之

需袁如今正好派上了用場遥

"皇上遥 "弘德夫人笑着説道院"臣妾去去就來遥 "

"呃钥 "高煒不悅地皺眉袁沒有説出不滿袁他警惕地看了看台下空缺
的座位袁尋思院他們究竟在玩什么花樣钥

高煒盯着弘德夫人離去的背影袁撇了撇嘴袁冷哼説道院"韓欒遥 "

"奴才在遥 "

"替朕招呼衆臣遥 "高煒厲聲吩咐袁然後一甩袖從偏門走出遥
***

"哼袁眞是不出所料遥 "弘德夫人凌厲地啐道院"想來那會兒袁在我鏡
殿袁他們的行爲就有些反常袁今日好在有你識破他們的奸情遥 "

"不過袁依奴婢之見袁這件事還沒有得到查證袁不適應吿知皇上遥 "

琉璃擔憂地提議遥
弘德夫人思索着説道院"嗯袁皇上那里不便驚動袁免得引火上身遥 "

"夫人遥 "琉璃輕聲説道院"曹美人與薛大人的事情雖然沒有得到確

切的證據袁可是也不能就此放過袁畢竟這可是後宮的淫穢之事袁傳出去
怕是不好遥 "

弘德夫人眼珠一轉袁猶豫着説院"唉袁我能做的只是盯着曹美人了袁
説到底不就是個夫人袁又不是什么皇后袁我還能怎么做钥 免得到時候説
起是非袁還是我多管閑事了遥 "

"夫人爲了後宮也只好先委屈自己了遥 "琉璃安撫着説院"奴婢想那

曹美人也是一時間鬼迷心竅袁才會迷戀上薛大人噎"

"你説什么钥 "高煒忍不住衝出來袁擰起琉璃喝道院"給朕説清楚噎"

弘德夫人瞪大雙眼袁支支吾吾地説道院"皇上噎"

"奴婢噎奴婢給皇上請安遥 "琉璃嚇得語無倫次遥
"皇上袁您先放了琉璃吧袁有話慢慢説遥 "弘德夫人着急地勸道遥
高煒稍稍松開手袁斥道院"哼遥 "

弘德夫人悄悄吸了一口氣袁咬着唇走近高煒袁説道院"皇上袁臣妾噎"

"朕聽到你們剛纔説的話遥 "高煒轉過身來袁冷冷駡道院"你好大的

膽子袁膽敢在朕的後宮造謡是非遥 "

弘德夫人緊張地抬起頭袁嘟囔道院"皇上袁臣妾只不過是感嘆一下袁
况且臣妾與琉璃所説之事都是有眞憑實據袁豈能説是造謡钥 "

高煒陰鷙的眼神突然一閃袁閃出一絲冷厲的寒風袁嚇得弘德夫人立
刻噤聲遥 "好一個眞憑實據袁你平白無故地爲何派琉璃跟踪曹美人钥 "

弘德夫人低着頭袁平靜地説道院"旣然都到了這個份上袁臣妾也就直
説了遥 其實臣妾早就懷疑曹美人的異樣噎"説時袁她偷瞄一眼皇上遥

"地獄傭兵團的團長是一個霸道貪婪的人袁 只要是被他看中的東
西他都會搶奪回來袁實力是在六級靈將袁火炎傭兵團的團長是一個很
重情重義的人袁並且一諾千金袁他只是四級靈將袁但因爲他的這個性
格袁團內召集了很多的強者袁所以能奪得第二傭兵團之名袁惡月傭兵團
的團長我並不是很瞭解袁沒法幫你了袁這三個傭兵團最喜歡去的是風
之城袁你可以去那里碰碰運氣遥 "

"風之城钥 "夏如風愣了一下袁皺了皺眉袁説道遥
"是袁風之城位臨風之禁地的旁邊袁在風之禁地中靈獸實力強悍袁

且那里靈氣濃度遠高於其他地方袁所以爲了提陞實力的人袁基本都會
前往袁如果運氣好的話袁能在那里遇見火炎傭兵團袁你若要發佈任務袁
可以直接去傭兵工會袁或者與傭兵團面談遥 "

戈洛皺了皺眉袁他知道的也就只有這些了袁希望能夠幫助到這年
輕的少女遥 "多謝了袁我還想問你最後一件事袁"夏如風頓了一頓袁才繼
續開口袁"你知不知什么地方有五階的水系藥材钥 "這些傭兵團的人經

常在各地奔跑袁故此一些問題問他們是最容易得到解決的遥
"五階的水屬性藥材钥 "戈洛明顯的一愣袁後想到對方煉藥師的身

份袁也就有些明悟了袁"三個月後袁在藥城會舉辦一次煉藥大賽袁冠軍的
奬品就是五階藥材袁但不是水屬性袁是冰屬性的遥 "

"冰屬性么钥 "夏如風點了點頭袁説道袁"冰屬性便冰屬性吧浴 "

火化冰袁冰爲水袁水克火袁所以到頭來袁化爲水的冰同樣能夠消滅
火焰遥

"還有袁藥城只讓煉藥師進入袁大師若要進入藥城袁就得在藥城前
面的一個城市洛方城考到煉藥徽章袁只是袁這次大賽沒有年齡規定袁以
大師二品的水平袁 恐怕難以得到袁"戈洛有些擔憂的望了眼夏如風袁看
到她依舊淡漠如常的臉龐袁那顆心也放了下來遥

"三個月後袁藥城噎噎"

夏如風嘆了口氣袁握了握手掌袁這五階冰屬性藥材袁她一定要得
到袁還有三個月的時間袁她必須把煉藥水平提陞上去遥

此刻袁倉木在勁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袁就希望自己被所有人都給
忽視了袁但天不如他願袁夏如風忽然朝他望了過來遥 蒼天全身一抖袁手
里的血紅蓮差點落到了地上袁他苦着一張臉袁臉上再也沒有了高傲之
氣遥

四皇子挑了挑眉袁似笑非笑院"哦钥眞要聽嗎钥我可記得不太清楚了袁要
不袁你們問寧大廚好了遥 "

寧有方直冒冷汗袁頭皮都有些發麻了遥 結結巴巴的應道院"小尧小的不
敢遥 "心里暗暗叫苦不迭遥 四皇子笑了笑袁意味深長的説道院"有什么不敢

的遥 當日事情怎么樣袁你就怎么説遥 "

別説寧有方袁就連寧汐也開始冒冷汗了遥 這四皇子的心眼也太小了吧
這一點小事居然記到現在還沒忘遥 今天喊他們父女倆過來袁分明是不懷好
意吧老天保佑袁快點換個話題噎噎

偏偏那個三角眼不識趣的追問不休遥 寧汐暗暗咬牙切齒袁恨不得此刻
天花板上掉個什么東西砸暈他才好遥

容瑾忽的笑了袁懶懶的説道院"想知道事情的始末袁來問我不就是了遥
當時我可是一直在場袁看了不少熱鬧遥 "

衆人都被勾起了興緻袁一起看了過去遥
在座的人都是出自世家名門袁容瑾的家世不算最好袁可無疑是風頭最

勁的那一個遥 再加上四皇子對他最親熱隨意袁 各人心里難免有些酸溜溜
的遥 那個三角眼見容瑾又要大出風頭袁心里不痛快袁故意笑道院"容瑾兄袁你
就別賣關子了遥 快些説來給我們聽聽遥 要是説的不夠仔細袁罰酒三杯 "

容瑾慢悠悠的挑眉院"我又不是説書的袁要求這么多袁我不説也罷袁直
接倒三杯酒來袁我喝了就是遥 "

衆人都鼓譟着笑了起來袁嚷着倒酒遥 四皇子也笑了袁凝滯的氣氛頓時
一掃而空遥 總算沒人再緊盯着寧有方寧汐不放了遥

寧有方身上的冷汗總算吿一段落遥

寧汐也松了口氣袁心里浮起一絲感激遥多虧了容瑾出來救場袁不然袁剛
纔那一關就夠受的遥

容瑾酒量極好袁面不改色的喝了三杯酒袁才笑道院"這事説來也有趣遥
四皇子殿下當日在洛陽嘗了寧大廚的手藝袁非常欣賞遥便隨口邀請寧大廚
到京城來遥 只不過袁寧大廚心念故鄉袁捨不得走袁當時就婉言拒絶了遥 "

他説的輕描淡寫袁衆人聽的都嫌不過癮遥
那三角眼輕蔑的瞄了寧有方一眼院"不識抬舉的東西 "

寧有方自然不敢抬頭袁面孔漲的通紅袁這次袁卻不是因爲害怕遥
寧汐最聽不得有人羞辱寧有方袁忍不住抬起頭來看了三角眼幾眼袁總

算還有幾分理智袁強忍着沒有説話遥
那個三角眼瞄了寧汐精緻秀氣的小臉一眼袁眼睛陡然一亮袁放肆的打

量幾眼袁嘖嘖贊道院"眞沒想到袁這兒還有這么漂亮的廚娘遥 "

被他這么一説袁衆人都饒有興緻的看了過來袁待看清寧汐的臉時袁眼
里齊齊的閃過驚艷遥

漂亮女子見多了袁 哪個家里不是三妻四妾美貌的丫鬟歌姬一抓就是
一把钥可眼前這個少女袁卻美的清新自然袁如同晨露中枝頭的含苞的花朶袁
讓人眼前一亮遥

就連四皇子也不免多看了兩眼遥當日那個靑澀的小丫頭袁現在居然出
落的這么水靈標致了遥

寧汐被衆多輕浮的目光放肆的打量着袁又羞又惱又憤袁想低頭卻是來
不及了遥 索性淡淡一笑院"多謝這位公子夸讚袁小女子愧不敢當遥 "聲音清

脆悅耳袁動聽極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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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華送上最新親筆簽名
的年曆作回禮。

充滿潮流觸覺的鄭秀文，對“潮流
教主”稱號則不敢當，留意潮流

只是想穿出個人風格，笑言：“如果大
家覺得是Sammi style會感到開心。”
問到老公許志安喜歡她長髮嗎？鄭秀文
甜笑道：“長髮都可以，應該不會喜歡
我剷青，試過想剃到光頭，但被他阻
止，其實我覺得莫文蔚及盧凱彤的光頭
look很漂亮。”
稍後Sammi會到澳洲舉行巡唱，

並有意返回香港作巡迴的尾站，現正
向紅館申請檔期，開part2的話會保留

舊有內容，再加新元素。過往Sammi
多數選在聖誕開個唱，礙於她有哮喘
問題，氣管不好，每次開個唱都很
怕，但能夠在耶穌節日開個唱又很開
心，若今年成事的話，Sammi會挑夏
天檔期，笑言：“天氣熱，可以穿少
些，露多些。”安仔因為戒煙容易增
磅，近日便積極減肥，更要求太太不
要炮製美食給他，鄭秀文笑說：“他
很乖，因為戒煙便會肥，但他很勤力
做運動，只吃齋米粉和白烚雞，這陣
子瘦回不少，很多朋友說戒煙後的三
個月會增磅，他已戒了兩個月，估計
三個月後，他的八粒腹肌會再重現，
而且成功戒煙是開心事。”

吳雨霏已見過小牛
吳雨霏以性感低胸打扮現身，問到

其好姐妹鄧麗欣與同性密友小牛的緋
聞，Kary表示有看過報道，相信他們
是朋友，可能她剛分手才引來揣測和較
敏感。Kary指見過小牛一次，不是太
熟。(感覺小牛有追求之意？)她說：
“那次聚會時間好短，沒這感覺，朋友
無需太敏感，(希望鄧麗欣早日找到真
命天子？)相信她不會想太多，先多給
自己空間，不會太快去想下一段感情，

現時她心情OK，我們一班姐妹會保持
聯絡，相信她很快回港向大家交待。”
內地演員井柏然透露近日忙於在廣

州拍戲，其女友倪妮剛公開兩人戀情，
記者送上恭喜，他表示謝謝。(為何不
帶女友一起來港？)
柏然說：“我和經理人一起來，

(女友公開戀情前有否跟你商量？) 之前
沒有想過，因剛在一起不久，(很多人
祝福你們？)對，謝謝！(會否一起合
作？)暫時沒有，(想分開工作？)是的，
(女友公開戀情想給你驚喜？)不，是狗
仔隊給我的驚喜。”提到兩人同居一
事，井柏然顯得無助向經理人求救，經
理人示意不要追問沒有回應，此時井柏
然說了聲謝謝便離開了。

Nicky Hilton懷有六個月身孕，但
她仍腳踏四吋高跟鞋，她表示：“想有
驚喜事前不想知道BB性別，所以BB房
以中性設計為主，又分別改有男女名
字。”香港之行將是她分娩前最後一個
長途之旅，之後會到紐約待產等BB出
世， 她表示這胎陀得很舒服，不易疲
累，感到很有能量、好健康，穿上高跟
鞋也沒有不適。其姐Paris Hilton在另
一夜店打碟，Nicky自言下午時休息
過，可能會去捧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張文慈(Pinky)與朱慧敏24
日出席由仁濟主辦的《回到起步時》首映禮，戲中Pinky與廖
啟智(智叔)飾演夫妻，兩人並育有一女。
首次與學生合作演出的Pinky，大讚學生們雖然不是專業，但
很有熱誠，前途無可限量，他們發揮的創意比專業的有更多空
間，在他們身上自己也學習到。 Pinky坦
言今次接拍其中一個原因是能與智叔合
作，因上次拍《火龍》雖然都是扮演夫
妻，但當時因為講述智叔已死去，所以
未能感受到智叔的演技。而今次有一場戲
是講他們一齊面對女兒的死，問到拍攝時
智叔可有憶起喪子之痛？Pinky說：“不
知道呀，但他好專業，是好正的演員，
大家交流到內心戲，自己一開機就不停
哭，好像開竅似的。”

提到亞視免費電視牌照將於四
月一日到期，當晚亞視將播放2013
年亞洲小姐特備節目《Miss Asia
25th 法國瑰麗巡迴》作為終
結。Pinky表示屆時已去了美
國拍戲，所以不能看到亞視
最後一晚的節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陳
瀅、吳若希、張秀文、吳業坤與森美24日
出席服裝品牌活動，介紹新款卡通人物服
裝，坤哥笑言難得與3位宅男女神同台，
與張秀文合照時又不敢搭膊頭，狀甚搞
笑。
23日是賭王太太梁安琪生日，在社交

平台上見何太子女為她切蛋糕慶祝，但猷
亨女友陳瀅就未見在相中。幾經追問下，
陳瀅才承認有份參與飯局，她說：“我有
跟 auntie 講生日快樂。（送了什麼禮
物？）我想低調，對方也想低調，祝aun-
tie愈來愈靚和身體健康。”笑指陳瀅已融
入何家有否被親友們催婚，她掩口甜笑表
示只是禮貌，又拉開話題自稱很喜歡Hel-
lo Kitty。問到猷亨有否送公仔給她，她笑
道：“有，還經常送。（會穿情侶裝？）
都講過要低調，不過一般來講，我都喜歡
跟朋友搭配穿衣，不論男女我都試過，最
喜歡跟女仔配，因為像雙胞公仔。”

吳業坤開心地表示難得與3位女神同
場，感覺已是“make my day”。提到他

不敢搭張秀文膊頭時，坤哥解釋道：“我
怕秀文的男粉絲有誤會。（不怕自己的女
粉絲？）不怕，我的粉絲很愛我，讓我做
我想做的事。”
方力申與鄧麗欣突然宣佈分手，有指

女方搭上同性排球教練。森美表示有留意
新聞，但見不到鄧麗欣與人拖手，而且相
片在一起也不代表現實中就是在一起。提
到有網民發起聯署要求白宮介入，希望方
力申與鄧麗欣復合。森美道：“由於分手
是電影之後的，所以不會是宣傳伎倆，我
也不想涉及太多，可能他們晚晚仍在哭，
外表登對也不一定要在一起，惟有看多些
他們的電影，或者開新戲由我來做小三，
拆散他們。”

張文慈讚智叔好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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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 Twins五月廣州開個唱

香港文匯報訊 Twins
24日現身QQ音樂巔峰盛典，
當被問到今年重心項目的時
候，阿SA表示：“今年的重心
項目就是先把今年年頭的LOL
演唱會搬到內地和海外舉行巡
迴演出，第一站會是廣州，5月
21 日就會在廣州舉行。”阿嬌續說：
“Twins 15周年令我感受至深的就是我們人
生第一份職業、工作上認識的第一個朋友能

一起相護相守至今。我永遠
珍惜這份情誼。”記者繼續
發問，巡迴演唱會有沒有什
麼新元素可以預告，她們兩
人異口同聲地說：“首先舞
蹈方面會有一點改動，因為
四面台和三面台此終是有分
別的，空間不同了，所以跳
的舞步就要更新了。為了巡

迴演唱會，每一站都至少抽一個月時間進行
綵排，希望每一站都能夠讓觀眾盡興而回，
值回票價，將這個演唱會一直延續下去。”

林志玲二度任電玩代言人
香港文匯報訊 名模林志玲二度出任

電玩代言人，以暗黑女神的造型出席記者
會，她坦言：“就像打造好萊塢明星，團隊
的造型企劃都很用心。”
林志玲在第一代“女神聯盟”是光明

女神，二代化身為暗黑女神。志玲姐姐說：
“這表示可以將正反兩面都操之在手，代表
宇宙之神與萬能，也希望點亮黑暗中的光
芒，超越自己，超越困難與歲月的推移。”

■中新社

陳瀅常收男友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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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巡唱港作尾站再開part 2

■■TWINSTWINS

■■吳業坤吳業坤
聯同張秀聯同張秀
文文 、、 陳陳
瀅瀅、、吳若吳若
希出席發希出席發
佈會佈會。。

■■張文慈表示張文慈表示
戲中與智叔飾戲中與智叔飾
演夫妻演夫妻，，兩人兩人
並育有一女並育有一女。。

■■鄭秀文表示安仔不喜歡她剷青鄭秀文表示安仔不喜歡她剷青，，
試過想剃光頭試過想剃光頭，，但被老公阻止但被老公阻止。。

■■Nicky HiltonNicky Hilton與弟弟與弟弟BarronBarron
HiltonHilton來港出席品牌活動來港出席品牌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熊本縣
吉祥物KUMAMON日前神
秘現身“華仔天地”會址，找來
劉德華親手設計的香港著名原創
公仔“Andox & 黑仔”，來一
場以舞會友。Andox & 黑仔更以
主人的身份在大堂親自迎接，3子
見面相見歡，KUMAMON更對同樣
是黑色的黑仔情有獨鍾，對黑仔送上
一個真正的 “熊”抱。其實KUMA-
MON一早已於家鄉秘密練舞，一出場即
施展渾身解數，跳得正起勁之際，Andox
& 黑仔的 “媽媽”劉德華竟然突然神祕現
身，讓KUMAMON開心到“飛起來”！
KUMAMON又突然化身小粉絲要求簽名合
照，更送上熊本縣的著名農作物特產作見面
禮，劉德華也禮尚往來，送上最新親筆簽名的年
曆作回禮。

這次的合作，除Andox & 黑仔會以特別嘉
賓亮相一連兩天的KUMAMON感謝祭現場活
動，KUMAMON與Andox & 黑仔也將合作推
出聯名T恤，於活動期間接受優先訂
購，所得收入扣除成本後將全數撥捐
“童夢慈善基金會”，為香港低收入
家庭兒童提供學習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鄭秀文(Sammi)、吳雨霏

(Kary)、內地男演員井柏然、Paris Hilton的妹妹Nicky Hilton

與弟弟Barron Hilton等23日晚出席品牌活動，Sammi以爆炸

頭、一身黑衣的野性打扮現身，型格十足，她希望在不同活

動上給人有不同感覺，對自己造型感滿意。

■■井柏然拒談是否和井柏然拒談是否和
女友同居中女友同居中。。■■吳雨霏和馬天佑齊出席活動吳雨霏和馬天佑齊出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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