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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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燈會說話，常用的燈語

您會用嗎？開車的時候車燈有

哪些提醒的意思？您都了解嗎

？現在，特別為大家介紹幾種

常用的汽車燈語，便於車友在

開車過程中使用。

狀況一：綠燈亮後前車不走
燈語：大燈閃一下

在十字路口等車，當綠燈

亮時，有時候會遇到前車紋絲

不動的情況。也許是新手，緊

張手潮，起步慢，也許是前車

駕駛員沒有留意指示燈的變化

，等紅燈時走神了。

這時，後車通常都會採取

一點措施，給對方一點提示。

有人會狂按喇叭，然而這種有

些煩躁的催促不僅丟了風度，

還可能會起到相反的作用。一

些車友火氣一大索性就慢慢開

，故意壓住後車，結果大家都

吃虧。

在遇到這種情況時，狂按

喇叭顯然不是合適的做法，我

們可以用閃大燈的方式代替粗

暴的按喇叭。大燈閃一下，通

常情況前車就能意識

到，如果還沒有動靜

就再閃一下，切忌連

續閃大燈，這樣對人

是不尊重的，容易引

起前車駕駛員的逆反

情緒。

狀況二：夜晚遭遇強
燈閃眼

燈語：兩下大燈

提醒，亮雙跳表示不滿

晚上開車，大家最頭痛的

事情就是遇到遠光燈一開到底

的傢伙，這種會車時不切換燈

光的行為在夜間開車過程中屢

見不鮮。其實晚上在市區開車

，大多數情況下路面都有不錯

的燈光照明，根本沒有必要把

大燈開得雪亮。而在路面照明

不是很理想的路段，大燈一開

到底更是誘發車禍的重要因素

。遇到來車一直開大燈怎麼辦

？也許很多車友都會採取“以

牙還牙”的辦法，大家相互打

起大燈。這種方式顯然不妥，

老駕駛員介紹安全駕駛經驗時

，通常都會說到不開賭氣車，

這種“以牙還牙”的行為就是

賭氣的體現。

遇到強光閃眼，很可能對

方是忘了關遠光燈，車友們可

以在交會前的一段較遠距離內

閃兩下大燈，提醒對方會車時

要切換燈光。如果對方無動於

衷，車友可以亮起雙跳燈以表

示不滿，告訴對方“您閃著我

了，請切換近光燈”。

（下週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4605 Cook Road, Hous-

ton, TX77072

常用的燈語（之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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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底有商家在休斯頓組織了一
批”羊肉串燒烤爐”，500多套爐子3
個小時瞬間賣完。大家用後好評如潮
，甚至有人加價到$60 一套非要想辦
法弄到，無奈商家庫存有限，所以買
到了的人樂翻天每週在後院燒烤，沒
有買到的一邊恨得牙癢，一邊到處打

聽誰買到了然後周末去蹭吃的。
現在這批爐子在休斯頓地區又到

貨了，大家可以直接取貨。這次的爐
子還是60厘米長，依然採用目前市場
上質量最好的加厚冷軋鋼板鍛造成形
。應上次購買爐子網友們用後的意見
，這次還特意增加了木柄圓釬和細釬

的數量，同時換
用了更長的60厘
米長的烤網。套
件包括烤爐 1 台
、不銹鋼烤網 1
只、園柄鋼釬 12
只、細釬20只、
不銹鋼夾鉗 1 只
、串肉神器 1 只
、毛刷 1 只，全
套37件，團購價

$40。
值得一提的是烤網，經過第一批

用戶驗證，大家都覺得太好用了！網
友們發揮吃貨的鑽研精神，把烤網的
作用發揮的淋漓精緻，烤蝦、烤魷魚
、烤生蠔、烤饅頭片、烤茄子、烤土
豆、烤玉米、烤青椒… …。目前為止
好像除了沒有烤米飯，其他能吃的都
被拿來烤了（注:有網友開始研究烤糍
粑，米飯不能烤的歷史即將結束），
雖然烤法不一樣，但是吃過的都說
“味道好極了”。
在這個套件裡還有一些在中國很流行
但在美國很難找到的居家小玩意，例
如這個號稱串肉神器的工具：

為了惠顧德州其他城市網友，如
果當地朋友能自行組織團到 100 套，
商家也願意送貨到您所在城市，有興

趣在其他城市組織團購或者批發的網
友請在公眾號內留言或者聯繫微信號
HOUSTONRE 。

有剛一拿到爐子的朋友問為什麼
這款爐子的外觀顏色和有的商家的比
沒有那麼漂亮。因為這款爐子沒有用
任何塗料。烤爐溫度一般在 400 攝氏
度以上，紅透的炭塊表面溫度更可能
高達1000攝氏度以上，這個時候任何
常用塗層都會產生化學變化，沒人願
意為了爐子外面顏色好看一些吃一肚
子化學塗料吧。這款爐子完全是冷軋
鋼原色，畢竟吃的放心最重要。
大家知道現在中國人工成本在不斷增
加，所以生產成本和物流費用都在飛
漲，下一次到貨價格能不能維持在這
個價位我們就不知道了。春天到了，
夏天到了，德州燒烤的季節開始了，

愛吃燒烤的朋友你還在等啥，手快有
，手慢無，趕緊的吧。

網友們還專門建立了一個燒烤群
，大家在裡面互相交流哪裡買優質羊
肉，海鮮怎麼烤，哪些蔬菜烤出來味
道更好，韭菜烤製的要點……，有興
趣的吃貨趕緊加微信號HoustonRE然
後要求入群吧。

這次團購活動是休斯頓C頻道組
織的，微信公眾號二維碼是：

羊肉串燒烤爐的取貨地點是在休
斯頓中國城黃金廣場的聯旭通訊處。
聯旭通訊位於黃金廣場HMART超市
左側20米處，地址是9896 D1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電 話
832-773-1000 10:00AM-7:00PM 週
末 11:00am-5:00pm) 聯旭通訊新到專
為 iPhone5/6 全系列手機匹配的防爆
膜和超強防摔殼也很受用戶歡迎，歡
迎實地驗證。

爆款羊肉串燒烤爐能在休斯頓買到了
價格超實惠才$40但下手要快

3737件都在盒子裡件都在盒子裡，，全部加在一起才全部加在一起才$$4040啊啊

(郭楓 編撰)我的老同學趙普辭職了！2015年11月的第一天
，卻是趙普在中國中央電視台的最後一天。當《晚間新聞》開始
播送報尾“臨近冬季，候鳥南飛”，趙普的身影也淡出了熒屏。

這一晚的《晚間新聞》，趙普最後一個主播班。自此，央視
《晚間新聞》再也不會出現“趙普在北京祝您晚安！”的問候語
了。今晚，難安。趙普離職對觀眾來說，少了一位熟悉的主播。
對我和同學們來說，卻多了相聚的理由。這些年他太忙了。

我與趙普同學多年。盡管對其辭職一事早有知悉，當這一天
真正到來，仍不免戚戚然。近年來，趙普屢傳被辭職，一再被證
偽。在一些人看來，央視非他久留之地，辭不辭職，並無懸念，
何時辭職，才是看點。

如今趙普確實離開了央視，近10年的央視主播生涯，就此
畫上句號。

在4年多前明膠事件的輿論漩渦中，處於堪稱主播生涯最艱
難的時刻，趙普沒有辭。

多年前披露月薪不足6000元，一時引來褒貶不一之際，趙
普沒有辭。

從大型早間節目《朝聞天下》轉向黃金時間段的《晚間新聞
》，作息時段大逆轉時，趙普也沒有辭職。

而如今卻辭職，有那麼一點義無反顧，不拖泥帶水，又有點
“趕趟”——適逢央視主播辭職潮，趙普的選擇無疑更耐人尋味
。

一般來說，辭職有兩種原因，一是心受傷了，一是“薪”受
傷了。趙普究竟屬於哪一種？趙普不至於大富，但也絕不會因薪
酬而慪氣；趙普活得一向灑脫，盡管也有中年男人的煩惱，也偶
有工作上的困惑，但一向對事業忠心耿耿，想必不會為工作上的
瑣屑小事傷心動氣。

辭職，還有一種可能，即找到更好的下家，或更適合的平台
。趙普告訴我，他去做NGO，已經獲批中國手藝發展研究中心
，專注於對中國傳統手工藝的保護與傳承。與他其他的離職的同
事不同，趙普顯然更傾情於公益事業。

離開電視台，走向新平台，從駕輕就熟的主播台，切換到陌
生的研究或教學，依趙普之實力，絕不難勝任。只是，央視少了
一個主播，一個有情懷的主播，一個有正義感的主播，一個有公
民精神的主播。

名滿天下，“謗”亦隨之。人一成名，動見觀瞻，即一舉一
動，都有人注意和評議，趙普也難逃這個“宿命”

突然想起泰戈爾的一首短詩：“夏天的飛鳥，飛到我的窗前
唱歌，又飛去了。秋天的落葉，它們沒有什麼可唱，只嘆息一聲
，飛落在那裡。”

大地微涼，季節的心事由綠轉黃，如何收拾散落一地的憂傷
？

一談起趙普，觀眾會想到他的高顏值，或會想到他由保安

“逆襲”為名嘴的勵志傳奇。
我向趙普求證過，所謂的傳奇有演繹成

分。趙普學歷確實不高，但一路從專科讀到
碩士，跨度長達 14 年；他確實當過兵，這
遠談不上地位低下；他曾住過北京的地下室
，但住過地下室的名人多了去了；他確曾在
合肥街頭擺過攤，也確曾潦倒不堪，可這又
能說明什麼？

人們往往忽略的是，趙普的父母是被
“發配”到鄉下的下放干部。那本就是時代
鬧劇。生活中總有一些人過於強調名人成名
前的坎坷，甚至不惜編排其底層凄慘經歷，
以制造巨大反差感，以佐證成名多麼不易，
實在大可不必。

一談起趙普，觀眾還會想到他參選《開
心辭典》魅力新搭檔時的收放自如，播報汶
川大地震新聞時的情不自禁，還會想到值播
《晚間新聞》時的那一句：“趙普在北京祝
您晚安！”

尤其印像深刻的是明膠事件中的仗義執
言。2012年4月9日上午11時，趙普發微博稱：“轉發來自調查
記者短信：不要吃老酸奶（固體形態）和果凍，尤其是孩子，內
幕很可怕，不細說。”盡管無數網友為其點贊，盡管幾天後央視
《每周質量報告》播出“皮革廢料所產明膠被制成藥用膠囊”的
報道，但趙普仍付出被雪藏4個月的沉重代價。

被雪藏期間，他蓄了須。明志？還是無聲反抗？停職不停志
，哪怕沒有出鏡機會，我知道他在入夜時分潛回央視，與同事交
流。待到重新上崗，風采依舊。

不少觀眾恐怕不知道，趙普除了嘴上有功夫，還是“手藝人
”，他寫微評論，也寫尾評論——央視《晚間新聞》臨結束時的
三四十秒短評，多出自其手。兩年多時間，寫了500余篇，雖不
至於篇篇精品，但有不少力作，有權利本位的價值取向，比如他
在尾評中說過，官員要都像淘寶店主那樣為客戶服務，我們就天
天為他點贊。這些尾評，拉升了《晚間新聞》收視率，更讓廣大
觀眾形成了收視期待。

其實，多數人恐怕不知道趙普熱心公益事業。他說，“既然
要代言，就要去替弱勢群體奔走呼號。”行勝於言，據我所知，
他至少有三件書法作品拍得高價：“妙不可言”拍得110萬元，
“一默如雷”拍得40萬元，“大像無形，大音希聲”拍得50萬
元，均用於兒童公益項目。書法有價，愛心無價。

我還知道，他幫老鄉賣過茶葉，請家鄉孩子吃過免費午餐，
還請在京的異鄉工友吃過團圓飯。我還知道，貴州留守女童煥瑜
，因一場意外失去雙腿，在北京治療時，他多次呼吁關注並伸出

援手……
“不能懸壺濟世，但求盡己之心。”情懷不是說出來的，而

是做出來的；情懷更不是表演出來的，而是始終堅守中，自然流
露出來的。趙普曾感嘆，在靈魂深處，我們誰不曾“走失”過，
那些看似卑微、消沉的“這一個”，其實就是芸芸眾生中的你我
。

是的，我們都曾沮喪過，但從未放棄過；都曾黯然過，但從
未墮落過。人生無論處於何種狀態，總應該保留最後的驕傲，以
及不可再退讓的尊嚴。

踏上新征程的趙普，我和同學們不祝你飛黃騰達，我們只希
望你依舊驕傲；我們不祝你縱橫捭闔，只希望你活得灑脫；不祝
你俊采星馳，只希望你播撒幾顆有良知有正義感的苗子。

此時的休斯敦正值早春，乍暖還寒。趙普攜老同學中國首
都北京電視台主持人呂昀，西部重鎮直轄市重慶電視台的主播程
晨，前北京衛視主持人、85版《紅樓夢》金釧的扮演者、聖元集
團公關總監張迎玖一起走進休斯敦美南國際電視台和主持人郭楓
一起，共賞休斯敦風情，共敘同窗之誼。他們在NASA航天城，
領略一流航天實力；在休斯敦火箭隊主場，體驗美國體育文化。
“休斯敦是我來美國的第一個城市，從入關開始，我就認真品味
異國的任何細節，從球場的愛國主義、到鄰居的熱情友善，都給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領略中國名嘴們的風采、見證當今大
陸播音界的顏值擔當，也請到美南國際電視網站觀看此次精彩的
《楓雲休斯敦》節目。

（本文多處轉引自著名時評人王石川先生的文章，特此致謝）

中國著名主播趙普攜同窗做客《楓雲休斯敦》

蔥薑炒花蜆子蔥薑炒花蜆子淮揚小炒淮揚小炒

東北清蒸燒賣東北清蒸燒賣水晶蝦仁水晶蝦仁

一張值得珍藏的音樂光盤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在休士頓以東北菜聞名的 「東北人」
餐廳，在多年推出正統的東北菜之後，自去年年底 「東北人」王
老闆的兒子王博的加入，使東北人的菜色更加豐富多彩。

王博是烹飪專業學校出身的，今年二月中國國務院僑辦主任
裘援平在休士頓舉行 「2016春節送年飯」活動，由中國淮揚菜烹
飪大師周曉燕所率領的廚師團所精彩雕細琢的 「迎春團圓宴」讓
休士頓所有的僑胞見識了中國淮揚菜的博大精深，也對這種以
「刀工」聞名的淮揚菜嚮往不已。

身為中國淮揚菜烹飪大師周曉燕高足的王博，現開始在休士

頓推出淮揚菜，讓休士頓人認識淮揚菜的特殊風味。最近推
出的水晶蝦仁，東北清蒸燒賣，淮揚小炒，蔥薑炒花蜆子，
鍋包肉，麻辣小龍蝦，跳跳蛙，以及 「東北人」最著名的自
製干腸都是東北人的拿手菜。

水晶蝦仁滑脆爽口，令人回味無窮。東北清蒸燒賣，與
粵式燒賣不同，它是以牛，羊肉為主餡，另有一番風味。淮
揚小炒與客家小炒有異曲同工之妙，而鍋包肉這種外焦裡嫩
的口感，更令人驚喜異常。麻辣小龍蝦，吸引人的是那種麻
辣味，而自製干腸，不含防腐劑，是可以安心食用的開胃小

菜。是每家餐桌上必備的！
「東北人」令人驚喜不已的菜色還有：紅燒

牛肉，川式牛仔骨，石板銀鱈魚，雙椒多寶魚
，酸菜魚，香辣仔鮑，鹽焗大蝦，大蒜燒鯰魚
，松鼠魚，翡翠明珠魚，淮陽獅子頭，淮陽小
炒，大燒馬鞍橋，大煮干絲，桂花糯米藕，將
軍過橋，燉酥腰，三鮮煨魚頭，芙蓉蓮蓬，文
思豆腐，蜜汁薯片，錦繡拼盤，干煸牛肉絲，
紅燒牛肉，花椒雞丁，山椒泡鳳爪，魚香茄條
，魚香肉絲，椒燒茄子，豆瓣鮮魚，干煸魷魚，乾
燒魚，回鍋肉，火爆腰花，口水雞，夫妻肺片，麻
辣腰片，沸騰牛蛙，蒜泥白肉，刺身拼盤，乾燒海
參，毛肚火鍋，金沙蟹，全家福....等

王博是專業烹飪學校培訓出身—— 「揚州大學
」旅遊學院 「餐飲系」畢業，擅長淮揚菜及川菜，
「淮揚菜」如淮陽獅子頭，南京鹽水鴨，松鼠全魚

，以及 「川菜」：水煮魚，辣子雞，水煮肉片，麻
辣腰花……等等都是他的拿手菜。 「東北人」自從
王博加入廚藝陣容，點菜範圍更加寬廣。除保持原
有的東北菜及麵食外，還有淮揚菜，川菜可點，聞

者莫不喜上眉梢，躍躍欲試。 「東北人」著名獨特的食品還有
：正宗炭火烤羊肉串，又大，又香，麻辣燙，涮毛肚，正宗東北
鍋包肉，東北亂燉，蘭州拉麵，乾鍋鴨頭，粘豆包，東北大煎餅
，玉米麵大餅子，鍋貼饅頭，自製干腸，哈爾濱紅腸，以及一開
張即推出至今的著名東北菜，如李連貴燻肉大餅，東北醬骨頭，
油豆角燒排骨，地鍋雞，壇肉，尖椒幹豆腐，醬扒茄子，刺老芽
炒雞蛋，小雞燉蘑菇粉，藥膳醺雞等，以及休士頓獨家推出的
「烤全羊」大餐，足夠十幾個人吃喝。

歡迎蒞臨位於 「時代廣場」的 「東北人」品嚐獨特的東北
家 鄉 味 。 「東 北 人 」 餐 廳 地 址 ： 8400 Bellaire Blvd.Houston
TX.77036 電話：（713）-750-9222

「東北人」 餐廳新增淮揚菜和川菜饗客
水晶蝦仁，東北清蒸燒賣，淮揚小炒令人回味無窮

（本報訊）盼望已久的《英烈頌》DVD
終於面世了，它之所以被大家視為珍貴，不僅
因為它表現了來自德州四城市的150多位合唱
團員，與來自休斯頓Civic Symphony全編制管
弦樂隊70 多位演員的成功合作，還因為它作
為重現海峽兩岸和美國本土民眾共同紀念抗戰
勝利七十週年慶典的 DVD，包含有在今後的
歲月裡難以重複的歷史紀錄。

DVD展示了休斯頓六位90以上高齡的抗
戰老兵，在接受僑界40多個社團多族裔人士祝
福時的倩影，讓他們臉上的燦爛笑容在時光的
長河中定格。 DVD收入了多位親歷了戰亂和

逃難經歷的老年
朋友的歌聲，這
些在勝利之前出
生的一代與後來

人相比，在唱起《長城謠》，《旗正飄飄》，
《游擊隊歌》 ，《抗敵歌》的時刻，自然有
特別細膩或更加奔放的感情。作為休斯頓每隔
多年一次的《黃河大合唱》的第四次演出，有
大約30%左右的團員是第三次第四次參加演唱
了，他們這種熱情和執著，堪稱北美華人演出
《黃河大合唱》之最，雖然我們更期盼著能在
第五次《黃河大合唱》中再和他們見面。

本次《黃河大合唱》的發起人和指揮蕭楫
，是聽著父母投筆從戎回國參戰的故事長大的
“抗戰二代”，儘管他已經指揮了三次《黃河

大合唱》音樂會，這次還是根據演出需要而重
新編配了音樂會多首作品的伴奏譜，還特別安
排了能夠表達我們紀念抗戰是為了世界和平的
合唱《飛翔吧，和平鴿》，令聽眾耳目一新。
由岳彩倫，張昕偉，李佳蔚，陳旻，李文一，
王曉芬，吳長璐，李奇，孫熙海，劉山川等多
位著名藝術家們，在他們藝術生涯的鼎盛時期
同台演繹《嘉陵江上》，《思鄉曲》， 《故
鄉》，《松花江上》，《江河水》和《黃河大
合唱》等抗戰歌曲的代表作，則是可遇而不可
求的。另外，在這次慶典上首演的，由著名作
曲家季家錦特別為本次音樂會創作的管弦樂聲
樂作品《1945序曲》，是絕對的國際語言，深
深地打動了在場的華僑華裔 ABC 以及土生土
長的老美的心，《1945序曲》的加盟，使得這

場音樂會和其它《黃河大合唱》音樂會相比，
更獨具一格。

親愛的朋友們，儘管您在中國，在美國，
或在世界的其它地方，已經或將會聽到更多的
紀念抗戰勝利的音樂會和不朽的鉅作《黃河大
合唱》，但這樣特殊的演出背景，曲目組合和
藝術特色，特別是有多位抗戰老兵親臨的70週
年紀念演出現場，可不是那麼容易再遭遇啊。
收藏了這個 DVD，親歷現場的朋友們就可以
經常回顧這個令人難忘的慶典，而因事沒來得
及到場的朋友們，也可以和當天的近兩千名觀
眾一樣，領略一下這場獨具休斯頓特色的《黃
河大合唱》了。這張值得保存的 DVD，可以
在位於百利大道的黃金廣場的長城書店裡買到
，$12/盤，數量有限，可不要錯過機會啊。

圖為淮陽菜名師周曉燕教授圖為淮陽菜名師周曉燕教授（（ 中中），），與其弟子王博與其弟子王博（（ 左左），），王王
志平老闆志平老闆(( 右右））父子合影於父子合影於 「「東北人東北人」」 店內店內。（。（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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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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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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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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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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Saturday, March. 26, 2016 星期六 2016年3月26日 Saturday, March. 26, 2016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讀書會文友分享閱讀契訶夫短篇小說心得
(本報記者黄麗珊)美南華文寫作協會2016年度第一次讀書會

於 3 月 23 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的僑教中心103室舉行，文友們分享閱讀 契訶夫短篇
小說一至兩篇的心得,由錢莉會長主持.劉緯,唐一怒,關玉儀,周永
甜,陳一飛,唐一美,馬德五,趙耀文,石麗東,何國鐸,徐小玲,任國平,
秦鴻鈞,張惠雯,吳華,陳瑞琳,應寄琴,謝霖,蔣慧君,鄔逸卉等參加盛
會.

錢莉會長表示,美南華文寫作協會2個月舉行一次讀書會,短
篇小說易讀,契訶夫短篇小說很有名著作,我們知道契訶夫專家,小
說家在這邊.

契訶夫俄國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家,契訶夫最大成就短篇小
說,與法國莫泊桑,美國歐亨利並稱三大小說家.契訶夫1860年出生
,小商人家庭出生,進入莫斯科大學醫科就讀,寫病人,醫生很到家,
因他學醫.創作短篇小說,很有才華,才氣,觀察敏銳,他很有才華,受
到當時大家關照他.契訶夫短篇小說寫小人物與知識份子,小人物
如變色龍,嘲笑,批評,很憐憫,

憐憫眼光看小人物,如孤苦伶仃馬車夫,兒子剛過世,最後只能
跟馬對話,很多地方,看了很感動.對知識份子,如第六病室醫生,他
不願意與暴力對抗,最後與暴力對抗,變成神經病,寫真實,契訶夫
60,70篇,每篇與真實生活有接觸,東西寫的很好,契訶夫主張寫作
要精簡,對人物描述,涵蓋周到,入目三分,經得起考驗的書.

唐一怒先生以第一篇天下第一懶人[我的她],80篇短篇小說最
短與第二篇[審案故事],稍微共同點寫作技術方面,最後一句或最
後幾句畫龍點睛,非你想像的事.[我的她],他的太太,他的她,要他陪
她,他什麼事做不成功,生活潦倒,一輩子被太太拖成這樣,他是靈,
懶惰,是他自己的惰性,害他一輩子,做什麼都不成功,最後幾字畫龍
點睛.第二篇[審案故事],罪犯又偷東西,又騙人,未判刑前,做6個月
牢,審問過程,主要人物整篇寫辯護律師,很會講話,辯得有聲有色,
辯得太好,法官,檢察官到被告都被他感動,罪犯他自己認罪偷了東
西.深一層看律師本性,很聰明,非常有智慧,非常有同情心,反映窮
苦人,菩薩心腸,辯護律師看事非常有深度,很會講話,心理分析,對
何人怎樣作法最好效率,辯護律師特殊人才,先用同情心,周圍人一
路感動下來.後用心理分析,犯罪的眼睛開始講,看他心理,頭腦,靈
魂,本身是善良.法官,主控官流淚,全場感動,最後感動罪犯,感動之
餘認罪.其實,辯護律師看事很深,知道有這樣最好結果,罪犯本身都
感動,真正醒悟怎樣做人,法官感動,判刑就輕,各方面成功.

劉緯說,契訶夫嚴肅批評現實作家,以醋栗,作者敘述
客觀,感受到平淡,表面漂亮,骯髒審思,一針見血,好像濃包
被戮破.

陳一飛,唐一美閱讀黑修士,陳一飛先生提到,黑修士,
自身幻象,男主角內心世界呈現出來,舊知識自高自大,作
者想像豐富,表達細膩,契訶夫寫作風格,包羅萬象,畫龍點
睛.契訶夫俄國寫實批判作家. 何國鐸先生以馬德五先
生談到變色龍,契訶夫作品,短很精銳.

新會員徐小玲表示,契訶夫文章陳敘,描述,很少寫背
景,環境,時空,大部份平舖直敘,故事有趣,喜劇,戲劇性,很
諷刺.小人物,人性缺點,如變色龍,影射腐敗人.[小職員之
死],很諷刺,小人的好日子不懂好好過,對自我沒信心,沒感
情平衡,影射我們日常生活,很少人自心沈著穩住,個人精
神,感情,非自我控制,受到身邊人事務所控制.[喜事],他被
馬車壓,故事很戲劇化,簡要,活潑,戲劇寫出來,描述有時第
一,第三人稱,著墨對話,故事都是用對話.

張惠雯強調,契訶夫作品藝術性,語言準確簡潔,抒情,
詩意.契訶夫諷刺作家,喜劇作家,[變色龍],[小職員之死],批
判建立在藝術上,藝術是統率,

藝術是首要.[萬卡],[哀傷農民],基於人道精神批判不公正社會
.[年邁悲傷馬車夫],契訶夫作品含蓄內練,很耐讀,意猶未盡,言之不
盡,震撼人結束.托爾斯泰說,第一流作品,契訶夫作品語言高雅,高
雅藝術,真正文學,閱讀契訶夫作品高雅的趣味.[簡潔是天才姊妹,
好的不要叫出聲來].[大學生],回鄉度假神學院大學生故事,3,000多
字,契訶夫抒情描寫,得到崇高思想境界,文學對靈魂昇華,寫人性非
宗教,高度簡潔短篇,蘊含很深刻思想.高爾基說,契訶夫,讀這人是
美好事,勇氣馬上回到生活裏來,生活馬上有明確意義.

任國平說,契訶夫作品偏好現實主義,不可多得.契訶夫在他時
代,因那時代成為契訶夫.寫短篇小說,契訶夫具備所有技能技巧,描
述語言非常精到.描述人在環境起何作用,契訶夫做到,他的小說非
常喜歡.

陳瑞琳表示,契訶夫經典作家,悲憫情懷,對人類情感充滿愛,悲
憫,關懷.契訶夫對人性有洞察,人性有許多共通,非時代而改變,契
訶夫他的故事

洞察人性,穿越時空.
謝霖介紹契訶夫出生背景,以變色龍不到30分變5次,契訶夫

寫的淋漓盡致,深入接觸俄國文學蠻高興.
錢莉會長表示,經典作家接觸永恆感情,短篇小說易讀.5月份

將閱讀美國歐亨利的作品,4月份將舉行電影文學演講座談會.
身為資深會員馬德五先生三月二十三日當天特地準備十數本

他的著作現場分贈文友。
美南週刊作協專欄即日開始徵稿，內容不涉種族、政治、宗

教及人身攻擊，字數以五百至一千字最理想，最好不超過一千五
百字。作協編輯小組成員五人將負責編排及修改錯別字等，歡迎
會員踴躍賜稿，來稿請寄chienlee1335@yahoo.com並註明 : 作協
專欄稿件。

會員聯繫將由資深會員陳一飛及鄔逸卉擔綱。除了伊媚兒，
需要時鄔逸卉會給你們打電話的。

尚未繳交會費的文友已於三月二十三日交予財務蔣慧君或鄔
逸卉。

欲知美南華文寫作協會讀書會進一步詳情請洽錢莉 chien-
lee1335@yahoo.com; 唐一美stellachantong@yahoo.com

(休士頓梅路村) 本週許多學校的享有為期
一周的長假，為紀念耶穌受難日 (Good Fri-
day) 和耶穌基督的復活 (這個星期天)。在每年
年底，數十億人在世界上慶祝聖誕節，因為耶
穌基督的誕生給他們帶來救贖和新生活的希望
。每年的復活節，數十億人也歡慶耶穌基督的
復活，因為耶穌的復活為人類實現了進入永生
的確鑿的證據事實。復活節（Easter），又稱
主復活日，是現今基督徒的重要節日之一，最
初在猶太人逾越節當日或之後的星期日。基督
徒認為，復活節象徵重生與希望，乃紀念耶穌
基督於公元 33 年被釘死後第三天復活的事蹟
。 Easter這個字與猶太人的逾越節這個字有關
，這不僅因為耶穌就是逾越節的羔羊，而且在
時間上耶穌基督的復活和逾越節也吻合。在很
多歐洲的語言裡，不僅逾越節的筵席曾稱為

Easter，而且早期英文聖經譯本中用Easter來翻
譯逾越節。在西方，與復活節相關的物品有復
活節兔和復活節彩蛋。時下，美國的孩子都很
高興在花園或公園，找出隱藏的彩蛋和買玩具
彩蛋為復活節假期添加更多的樂趣。

千百年來，中國許多帝王 - 其中包括秦
始皇 - 花很的多錢，人力和時間來搜索獲得
永生的方法; 但他們都沒有成功。因為只有上
帝才有不朽壞的永恆的生命; 人唯有通過連接
到上帝永恆的生命，然後人們才可以有永恆的
生命。如果人們願意相信他， 耶穌保證每個
人可以免費獲得永恆的生命。耶穌說：神愛世
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
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3:16) 。
聖經強調：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
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約翰1:12) 。耶穌

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
書上。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
，是 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
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約翰20:31) 。

詩篇第 23 篇是聖經中最受歡迎和喜愛的
一章經文，因為它描述了沒有煩惱和重擔的自
由生活; 關鍵的因素是上帝耶和華每時每刻與
作者David同在。當上帝創造人時，神說：我
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 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
，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
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神就照
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
女。神的形像代表最高無上的榮耀，神的樣式
包括不可分離的同在。

使徒保羅有一個令人鼓舞，關於上帝為人
類的愛和計劃的描述：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
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
的人。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
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做

長子；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
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
榮耀 (羅馬書28章28: 30) 。聖經也強調：基督
徒的生活是在任何時間享有神的同在，因為神
住在人的心裡; 上帝希望所有的基督徒完完全
全地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神差了耶穌來，也
知道神愛他們如同愛耶穌一樣。耶穌最後的祈
禱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已將你 (上帝) 的名指
示他們，還要指示他們，使你所愛我的愛在他
們裡面，我也在他們裡面。

在我們目前的日常生活中，耶穌給我們的
另一個令人鼓舞的承諾：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
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
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
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馬太11:28 – 30) 。
祝大家有一個快樂的復活節假期並享有永恆的
生命！

紀念復活節和享有沒有重擔的自由生活!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美南華文寫作協會20162016年度第一次讀書會於年度第一次讀書會於33月月2323日舉行日舉行，，文友們分享文友們分享
閱讀閱讀 契訶夫短篇小說一至兩篇的心得契訶夫短篇小說一至兩篇的心得、、錢莉會長主持錢莉會長主持..劉緯劉緯,,唐一怒唐一怒,,關玉關玉
儀儀,,周永甜周永甜,,陳一飛陳一飛,,唐一美唐一美,,馬德五馬德五,,趙耀文趙耀文,,何國鐸何國鐸,,徐小玲徐小玲,,任國平任國平,,張惠雯張惠雯,,吳吳
華華,,陳瑞琳陳瑞琳,,應寄琴應寄琴,,謝霖謝霖,,蔣慧君蔣慧君,,等參加盛會等參加盛會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黃相慈報導本報記者黃相慈報導

磁懸浮櫻花壽司磁懸浮櫻花壽司 美味精緻征服饕客美味精緻征服饕客

Sushi Sakura ExpressSushi Sakura Express負責人負責人Eric(Eric(右起右起))與壽司師傅與壽司師傅BenBen等人秀出美味壽司組合成品等人秀出美味壽司組合成品。。

嘉賓合影嘉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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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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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登錄可以登錄：：1818song.comsong.com

【【本報訊本報訊】】美南國際電視頻道美南國際電視頻道1515..33熱門美食廚藝節目熱門美食廚藝節目 「「美食美客美食美客」」 近期將播出第十集近期將播出第十集，，由由
休士頓磁懸浮櫻花壽司餐廳休士頓磁懸浮櫻花壽司餐廳(Sushi Sakura Express)(Sushi Sakura Express)帶來兩道精緻新鮮生魚片前菜帶來兩道精緻新鮮生魚片前菜，，壽司師傅壽司師傅
BenBen用精選食材與一流的細膩手法用精選食材與一流的細膩手法，，呈現日式壽司生魚片的極致呈現日式壽司生魚片的極致，，精彩內容精彩內容，，全在下周一晚間全在下周一晚間77
點半到點半到88點半播出點半播出，，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Sushi Sakura ExpressSushi Sakura Express負責人負責人Eric(Eric(右起右起))、、壽司師傅壽司師傅BenBen、、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與主持人翁大嘴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與主持人翁大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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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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陳
雪

張
陳
雪
津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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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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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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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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精
糖
城
附
近
新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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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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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明星來中國套路
說寫中文，交代吃玩行程

《諜影重重5》再曝片場照
達蒙眼底淤青明顯

《諜影重重5》在發布超級碗

預告後沈寂了壹段時間，近日外媒

曝光影片的最新壹組片場照，外景

應是在英國倫敦拍攝，而內景看起

來是在希臘的機場，想必劇組已經

從英國片場轉戰希臘拍攝新戲。

馬特· 達蒙依然穿著棕色皮衣

、深藍色襯衫與牛仔褲，眼下有

“淤青”，額頭上也有傷痕，看來

在片中的遭遇也非壹帆風順。鏡頭

中他不時緊皺眉頭，似乎在籌劃著

什麽。

馬特· 達蒙回歸《諜影重重》

系列對於粉絲而言無疑非常振奮，

《諜影重重2》、《諜影重重3》導

演保羅· 格林格拉斯與主演之間的

默契無疑是影片品質的保證。

“機械姬”艾麗西亞· 維坎德、

文森特· 卡索、湯米· 李· 瓊斯等明

星都將在該片中亮相，文森特· 卡

索此次出演反派，早前他在片場照

中持槍悄悄靠近正在逼問情報的達

蒙，由此設想片中應會有激烈的動

作戲。

影片定於2016年7月29日在美

國上映，中國內地有望引進。

動畫電影《樂高蝙蝠俠大電影

》今天首次曝光劇照，蝙蝠俠的造

型和片中場景首次亮相。整體而言

，樂高版的蝙蝠俠以可愛和萌為主

要標誌，不過片中的場景看起來依

然制作精良，在《蝙蝠俠大戰超人

》即將上映之際，也可以順道期待

壹下這部2017年2月10日上映的動

畫電影。

《樂高蝙蝠俠大電影》是華納

兄弟影業北美發行，這部電影的誕

生顯然是因為2014年《樂高大電影

》的大獲成功。制作方乘勝追擊，

很快就確定了2017年的《樂高蝙蝠

俠大電影》、《樂高忍者》定檔

2017年9月22日，《樂高大電影2

》則定檔2018年5月18日。華納兄

弟影業這壹次在真人電影上給DC

英雄們布了壹個大局，在動畫電影

上也是不甘落後，這類在北美老少

鹹宜的動畫電影，票房前景非常看

好。

好萊塢明星來中國

套路1：說寫中文

應對難度：★★★★

聽老外講中文，尤其是聽明星老外

講中文，似乎已經成了接待套路中必備

的環節。基本上每個來中國宣傳的好萊

塢明星，都有在發佈會現場被教學中文

的經歷。

像“你好”、“謝謝”、“我愛你

”這些中文已經是基本款，有些上進的

好萊塢明星來中國之前就已經先學會這

幾個詞備用。但明星們到中國後，總能

遭遇出人意料的中文挑戰。2013年小羅

伯特· 唐尼到北京宣傳《鋼鐵俠3》時，

在發佈會現場被主持人教的中文是“鐵

哥們兒”，他怪腔怪調地學舌，也不知

他究竟知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麼意思。

“鐵哥們兒”多少還和“鋼鐵俠”有

點關係，還有好萊塢明星現場用普通話

學說“四塊一毛八”，這位“悲催”的

明星就是約翰尼· 德普。2014年到北京宣

傳《超驗駭客》的他現場學這句普通話

，竟是為了順應某網路售票平臺的推廣

，該平臺稱影迷只要花四塊一毛八就能

買到一張《超驗駭客》的票。

20日，萊昂納多在北京也被主持人

教授中文，他要學說的內容除了“你好”

，還有“我愛北京”、“我愛中國”。有

網友表示，人家以演員的身份來宣傳電影

，硬是要教萊昂納多說這些臺詞有什麼意

義？而之前德普也被問到說出“別說來中

國拍電影，就算來中國定居也有可能，我

愛中國”這種“客套話”。

除了說中文，德普、萊昂納多等好

萊塢明星還被要求現場用毛筆字寫中文

，這種設置也是讓人摸不著頭腦，難道

是要這些明星幫忙推廣中國書法文化，

他們不是來宣傳電影的嗎？

萊昂納多20日到北京宣傳正在上映

的電影《荒野獵人》，被中國觀眾親切

稱呼為“小李”的萊昂納多，之前也曾

來過中國，但這次是他第一次來宣傳自

己主演的電影，同時也是他拿到奧斯卡

最佳男主角獎之後與中國觀眾的首次會

面。然而，萊昂納多在北京的一天遊留

下的話題，不是“觀眾終於見到多年偶

像”，而是“偶像被整個行程弄得尷尬

症都犯了”。準確的說，是媒體和影迷

看到萊昂納多這次來北京所受的“待遇

”，都替萊昂納多犯尷尬症了。

近幾年隨著中國電影市場的壯大，

一撥撥好萊塢明星大腕都來過中國。雖

然是不同的電影公司請來的，但離奇的

的是，每位明星都能遭遇相同的讓人

“發懵”的接待方式，而且這些已成套

路的宣傳活動，就算明星本人不懵，圍

觀群眾也早已經受不了了！

套路2：難收的禮物

應對難度：★★★★☆

萊昂納多這次在北京從主辦方以及

所謂粉絲手上收到的禮物，也是網友們

熱(吐)議(槽)的點。活動主辦方給萊昂納

多送上一幅書法作品，上面寫著“天道

酬勤”四個大字，估計是想表達“你勤

勤懇懇演戲這麼多年，終於拿到奧斯卡

了”的意思，但這幾個字已經被網友們

玩壞了。有影迷笑說，這詞頗有高級黑

的意思啊，跟“笨鳥先飛”、“勤能補

拙”、“大器晚成”之類的意思也差不

了多少了，這“牌匾”收還是不收好啊

？

更讓萊昂納多難以收下的還有另一

個禮物——用1000朵刷成金色的玫瑰扎

成的“小金人”。這個禮物是由兩位

“粉絲”送上臺的，據說是某合作公司

以5塊錢一朵玫瑰的方式眾籌而來，也

就是說其實也算廣告植入。

“植入”也就罷了，但這坨“小金人

”直接讓萊昂納多看懵了。也怪不得萊

昂納多，從照片上看都能發現，這坨金

玫瑰小金人的造型，好像是萊昂納多的

奧斯卡小金人不小心捅了馬蜂窩被馬蜂

群毆到渾身發脹長包的樣子。主持人還

說萊昂納多會將這個禮物帶回美國。當

然，活動一結束，就有網友拍到這坨玫

瑰小金人被搬去垃圾桶了。

萊昂納多當然不是唯一收到難啃禮

物的好萊塢明星。德普宣傳《超驗駭客

》時收到的禮物是一個大算盤，活動主

辦方的意思是這個是中國古代的超級電

腦，和影片的高科技元素有關聯。然而

，拿到算盤的德普也是不知所措，只有

撥弄算盤珠子笑說可以拿來當吉他。此

外，小羅伯特· 唐尼收到的禮物有一串糖

葫蘆，於是如今網上都還傳播著那張他

表情誇張在啃糖葫蘆的照片。

比較好笑的是科林· 費斯來中國宣傳

《王牌特工》的時候，有影迷突破重重障

礙，成功將《舌尖上的中國》DVD送給

這位英國演員。還是真影迷送的禮物比較

有梗，英國向來被吐槽沒有美食，送這套

DVD也是充滿笑點的“高級黑”。

套路3：交代吃喝玩樂

應對難度：★★★

好萊塢明星一到中國，必須交代自

己究竟在哪吃喝玩樂的套路，早前連外

媒都已經開始吐槽了。前年，《洛杉磯

時報》就曾報道：“他們(指中國記者)

總是渴望挖出外國導演和演員對中國的

瑣碎感想，比如都去了哪些地方觀光旅

遊，對中國文化和飲食的看法。”

從2012年“鷹眼”傑瑞米· 雷納到

中國宣傳《復仇者聯盟》之後，有一段

時間，吃烤鴨、爬長城成了接待這些外

國明星的標配。湯姆· 克魯斯、休· 傑克

曼等人也都走過這一“流程”。從前兩

年斯嘉麗· 約翰遜到中國宣傳《美國隊長

：冬日戰士》說了自己愛吃火鍋以及逛

王府井之後，很多明星也都開始把“愛

吃火鍋”設為標準答案，月初來北京宣

傳《超人大戰蝙蝠俠：正義黎明》的本·

阿弗萊克也說了自己很愛火鍋。

其實，說說吃喝玩樂內容也沒啥不

妥，畢竟中國人之間打招呼的口頭禪中

就有“吃飯了沒”這句。然而，好萊塢

明星一般來中國最多也就48小時以內，

萊昂納多這次在北京的時間也就10幾個

小時，估計再怎麼想說自己的中國印象

，也是沒有多少可說的。以後有機會，

還是留多點時間，問問他們有關拍戲、

電影等問題，趁這機會向這些好萊塢大

腕取取經吧。

《樂高蝙蝠俠》首曝劇照
2017情人節檔期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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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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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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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mors abound in Latin
America about a secretive
Chinese space station that
has been built deep in Ar-
gentina’ s Patagonia region.

Patagonia is a mostly unex-
plored wilderness area lo-
cated at the southernmost
end of the Americas in Ar-
gentina. Vast expanses of
open space stretch out in
all directions in Patagonia.

In 2012, leaders in Beijing and Buenos Aires inked a deal to build the so-called “Deep
Space Station,” and the facility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2016.

While Argentina and China have said that “ the ground station in the Southern Hemi-
sphere to support the program for moon exploration and other space activities,” there
is a concern among some that the Chinese facility may have a more military purpose.
During the recent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winner, Mauricio Macri, claimed that he
would make public the "secret clauses" that have been rumored to have been added to
the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will allow China to
count ... with a ground station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to support the
program for moon exploration and
other space activities," an Argentine
embassy in Beijing said in an e-mail
to the Global Times back in 2012.
"On the other hand, Argentina will
share the use of the facilities for the
benefit of its own space program.”

Unlike the other space station in the
South American country – an antenna in Argentina's central-west Mendoza province

built by the European Space Agency – the Chinese facility will be operated by the coun-
try’ s military, political analyst Rosendo Fraga, director of the consulting firm New Ma-
jority told the BBC

Officials in China have said that while military personnel would be running it, the facility
would be "totally civilian, and it is not operated by military personnel.”

The intended use of the giant antennae at the station is supposed to monitor the moon
– as China has ambitions of sending people to the earth’ s only satellite – but some
speculate that it could serve a dual purpose of watching celestial bodies and also inter-
cepting signals from other nation’ s satellites.

Despite the speculation, China still
has not given out much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about the remote facili-
ty and its operations.

Argentina’ s Patagonia region, how-
ever, seems like an ideal location
for a space facility as the area is
relatively flat and remote, but can
still be accessed by roads.

"There has to be a place connected with roads and optical fiber but in turn it also has
to be isolated,” Felix Menicocci,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National Space Commis-
sion (CONAE) of Argentina told the BB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rgentina were cozy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 but have become somewhat strained since Macri replaced her
as president in December.

However, last week, Argentina's navy sank a Chinese fishing boat that it claimed was
fishing illegally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Details of this encounter are currently being han-
dled through military channels. (Courtesy latino.foxnews.com/latino)

China announced a space telescope program,
which will advance China into capabilities only
previously held by programs like the U.S. Hub-
ble space telescope.

The Chinese space telescope would have a 2+
meter diameter lens with a field of view 300
times that of the Hubble Space telescope,
while maintaining the same level of image reso-
lution. With such a wide field of view, the
space telescope could survey 40 percent of the
cosmos in ten years. Zhou Jianping, the head
of China's manned space program, noted that
such a wide field-of-view would create a higher
fidelity image to search for dark matter, dark en-
ergy, and exoplanets. Even more notable than
the capabilities, however, may be the plan for
where to locate the telescope.

Zhang said that the Chinese space telescope
would orbit close to a Chinese space station,
likely the Tiangong 3, so that Chinese tai-
konauts would quickly service any problems,
compared to the 3.5 year wait for NASA to cor-
rect the Hubble Telescope's mirror problems.
The Tiangong 3's two 15-meter-long robotic
arms would be very helpful in servicing the

space telescope. Using a space station as a
permanent support base for a satellite has not
yet been tried before; neither Skylab, Mir, nor
the ISS had any large satellites close by. To out-
fit the Tiangong 3 for such a mission, China
would need to stockpile supplies of tools and
spares to provide for prompt servicing of a
space telescope, though new technology such
as monitoring nanosatellites could make tele-
scope repairs easier.

Keyhole spy satellites and the Hubble Space
telescope were built of common technology and
similar designs.

"Keyhole-class" (KH) reconnaissance satellites
have been orbiting the Earth for more than 30
years. They are typically used to take overhead
photos for military missions. A KH-12 is a $1 bil-
lion satellite that resembles the Hubble Space
Telescope, except it is looking at our planet.
They are supplemented by the 15-ton La-
crosse-class radar-imaging satellites. A Key-
hole satellite as a gigantic orbiting digital cam-
era with an incredibly huge lens on it. Optical

image reconnaissance satellites use a charge
coupled device (CCD) to gather images that
make up a digital photograph for transmission
back to Earth from an altitude of about 200
miles.

In 2014, the United States' spy satellite agency
is giving NASA two spare space telescopes
free of charge, each potentially more powerful
than the Hubble Space Telescope.

The two spy satellite telescopes were originally
built to fly space-based surveillance missions
for the 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 (NRO),
but will be repurposed by NASA for astronomi-
cal research instead. Their donation to NASA
was revealed in a surprise announcement.

Both NRO space telescopes have a main mirror
nearly 8 feet wide (2.4 meters), rivaling the Hub-
ble Space Telescope, and also carry a second-
ary mirror to enhance image sharpness, accord-
ing to press reports. (Courtesy nextbigfuture.
com/2016)

China's New Space Telescope Will Have
300 Times Larger Field Of View Than
The U.S. Hubble Space Tele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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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lderness Area That Is Patagonia

China's planned space station

China Space Telescope Design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Remote
Chinese Military Space Station

Being Built In Argentina

Would Make China Competitive With U.S. Spy Satellites

Notice in Chinese And Spanish At The Entrance Of the
Chinese-Built Space Station In Argentina

Keyhole 11 Class Spy Satellite

由趙根植執導，宋茜、車太賢、美

菜、崔鎮浩、裴晟祐主演的爆笑愛情喜劇

《我的新野蠻女友》已經野蠻定檔今年的

4月22日。今日片方發布了壹支“滿屏皆

汙”特輯，不同於以往曝光的視頻中，展

現的以宋茜飾演的星星“禦夫”為主導的

愛情，這只特輯特意為長期受到“壓迫”

的忠犬男友牽牛找回男人的自尊，讓星星

成為被制服的對象。視頻裏車太賢飾演的

牽牛使出渾身解數，變身情趣小超人，宋

茜則全力配合，讓他們的愛情動感升級，

並大贊“幹得好”。

“夫妻小劇場”勁爆開場 車太賢
cos女仆“放大招”

盡管在電影《我的新野蠻女友》中，

車太賢飾演的男主角牽牛全心全意、無怨

無悔的接受宋茜飾演的星星各種野蠻的愛

，壹會被腳丫蹂躪，壹會被南拳北腿“伺

候”，還要時不時變成可愛寶寶和忠誠小

狗討女友的歡心，但是牽牛也深知，想要

制服自己的野蠻女友，也需要有特別的招

數。所以在該表現“男友力”的時候，他

絲毫不遜色，想盡各種情趣花樣和女友進

行角色扮演，動感升級他們的愛情。而宋

茜也終於在這時候變成了壹個“乖乖女”

“夫唱婦隨”，被“大招”制服。

視頻中車太賢為愛畫風突變，和宋茜

上演雙人小話劇，有日系風格的“女仆的

特別服務”，埃及版的“木乃伊情未了”，

浪漫風的“花樣年華”，更有“戰鬥民族

的種馬”讓level壹下勁霸提升，還被星星

大贊“幹得好”，

讓牽牛的男人自尊

爆棚。不過想要學

習的觀眾們壹定要

記住，需要服裝、

道具、化妝全部到

位，這些“大招”才會更有效哦！

歲月是根魔法棒 “小蝦米”變身
“大龍蝦”

“小蝦米”壹詞是源於電影中當牽牛

和星星還是同學的時候，牽牛的褲子不小

心掉下，被大家看光光，結果讓星星記住

了大家給他起的外號“小蝦米”。雖然當

時倆人情竇初開，相互喜歡，但是後來因

為星星轉學，這段感情並未開花結果。而

兩人長大之後，再次重逢，牽牛早已不是

星星記憶中的那個“小蝦米”了。兩人再

續前緣，愛情也有了更深的進展，而且牽

牛為了甩掉“小蝦米”這個羞恥外號，更

是使出渾身解數。有網友看懂這個有趣的

梗之後大呼：“天吶！又壹個繼菊花之後

變汙的詞！再也不能正視它了！”更有網

友調侃說：“真是肆汙忌憚，簡直沒眼看啦！”

就連宋茜在戲外看到拍攝完成的畫面時都忍

不住笑著感嘆道：“汙汙汙汙！”

《我的新野蠻女友》是由韓國SHIN-

CINE、北京摩天輪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浙江星河文化經紀有限公司、浙江恒揚文

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知名導演趙根

植執導，宋茜、車太賢、美菜、崔鎮浩、

裴晟祐主演的爆笑愛情喜劇。

《《大唐玄奘大唐玄奘》》首曝趣聞特輯首曝趣聞特輯
黃曉明赤腳受煎熬黃曉明赤腳受煎熬

1300多年前大唐高僧玄奘的西行之路，不
僅帶回了佛教經典，還將古印度的所見所聞帶
回到了中國。1300 多年後，傳奇史詩巨制
《大唐玄奘》為了還原這段充滿人性光輝的傳
奇旅程，也遠赴印度取景，最大限度地還原了
印度古國的風采。本片將於2016年4月29日全
國上映，今日片方首次推出印度風情制作特輯
《大唐玄奘之天竺趣聞篇》，在這版特輯中，
不僅紀錄了影片在印度取景拍攝時浪漫的異國
風情，更紀錄了全體演職人員的幕後艱辛。黃
曉明吐槽：每天赤腳走路像走鐵板，吃咖喱都
吃到要吐了。

黃曉明訴苦：榨菜成美味
1300多年前，玄奘法師抵達了古印度，並在

那爛陀寺學習佛學經典。《大唐玄奘》劇組特地
遠赴印度，並在那爛陀寺的遺址取景，真實地還
原當時的情景。鏡頭裏充滿異域風情，鏡頭外卻

是步步艱辛。提起在印度近1個月的拍攝，黃曉
明訴苦說：“當時的印度人是不穿鞋子的，但是
拍攝的時候氣溫特別高，每天都40多度。光腳踩
在地上就像踩在燒紅的鐵板上壹樣，走壹會兒就
燙得不行。後來說貼膠布，但這樣也不行，還是
烤得起水泡。”

除此之外，印度的咖喱也讓劇組“苦不堪
言”。黃曉明說：“每天吃咖喱，都吃到要吐
了。當時最美味的食品就是霍建起導演從國內
帶來的 10袋榨菜。”而霍建起導演也直言：
“剛開始吃咖喱還行，幾天以後就深刻地懷念
起中國美食了。”

異域風情幕後艱辛
在幕後花絮中，為了展現玄奘法師參加“無

遮大會”的盛況，劇組的服化道部門做了精心的
準備。印度女演員的沙麗、男演員身上的金色配
飾都堪稱精美。此外，在拍攝玄奘帶著經書乘船

過河的場景時，劇組還按照古籍記載，制作了特
別的窄型船。黃曉明說：“船上還有大象，其實
大象沒有那麽聽話，它在船上稍微動壹下，我們
就都有可能落水。此外古印度的窄型船也很特
別，我們坐在船裏老覺得它往壹邊傾斜，稍微動
壹動就感覺會翻船，基本沒人敢亂動，表現出要
落水時候的惶恐也是很真實。”

傳奇史詩巨制《大唐玄奘》由中國電影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心海迦源文化交流中心出品，國
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衛星頻道節目制作
中心、北京歌華有線電視網絡股份有限公司、華
策影業（天津）有限公司、北京環球浩翔影視文
化傳媒有限公司、中投中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愛若思國際傳媒有限公司（Eros international）
聯合出品，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電影發行
分公司宣傳發行。壹代高僧的傳奇經歷，壹場閃
耀人性光輝的文化之旅將於2016年4月29日傳
奇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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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男女》發正式海報
poyd寶兒熱鬧登場

近日，由青年導演袁傑執導，泰國第壹

變性美女Poyd寶兒、鄧紫飛、趙毅新、楊了、

譚耀文、藍燕、苑瓊丹、黃壹飛、連晉等兩

岸三地偶像明星出演的爆笑愛情喜劇電影

《失眠男女》發布了正式海報。在海報中，

主演 Poyd 寶兒攜星爺禦用諧星熱鬧登場，

畫面壹片搞笑。Poyd寶兒被眾星拱月般圍繞

在中間，其他偶像明星在她身後造型不壹，

畫面中還飛舞著掃把、雞毛、牙刷、衛生紙

等物品，壹片“雞飛蛋打”的搞笑形象，也

讓網友對影片的內容更加好奇。該片將於4

月 22日上映，率先領跑五壹檔，而Poyd寶

兒和鄧紫飛這對熒幕新CP之間的爆笑故事，

屆時我們也可以去電影院壹觀究竟。

POYD寶兒化身職場女王
鄧紫飛追愛不成出奇招

《失眠男女》是壹部時尚的解壓

爆笑喜劇，電影講述了頗具幽默感的

失眠治療師安定壹見鐘情美女保險職

業經理人苗窕，並奮不顧身追求苗窕

的搞笑故事。從前不久曝光的先導海

報和首款預告中，爆笑元素便層出不

窮，而近日發布的正式海報，讓影片的

爆笑級別再次升級。在海報的主畫面

中，由Poyd寶兒飾演的女主角苗窕身

著粉色職業裝，壹臉自信甜美的笑容

站在海報中間，身後是主演鄧紫飛飾

演的安定，以及爆笑大咖譚耀文、藍燕、

苑瓊丹、黃壹飛、連晉等偶像明星。畫

面中飛舞的雜物和各個演員角色搞笑

不壹的面部表情，都讓我們不由的去

猜測職場女王Poyd寶兒是如何為難鄧

紫飛的，而兩人之間又發生了哪些啼

笑皆非的故事。

正式海報首曝爆笑大咖
喜劇效果繼續升級
在這款正式海報中，首次曝光了

影片中的爆笑大咖，繼《葉問3》之後繼

續在《失眠男女》中飾演黑幫老大的

譚耀文、風華絕代萬人敬仰的“石榴

姐”苑瓊丹飾演的面膜大媽、《少林

足球》中的大師兄黃壹飛飾演的貪

財和尚、《壹路驚喜》中的名模藍燕飾演

的泳裝辣妹Leni，還有出演過《瘋狂的石頭》

中的連晉在本片中飾演的基情朱總，紛紛在

此次正式海報中曝光了人物造型。壹部喜劇

必不可少的便是喜劇人助陣，而這些爆笑大

咖的加盟，也讓影片的喜劇效果連續升級。

隨著影片爆料的正式海報，網友對影片的期

待也越來越高，此次正式海報的發布更是引

發了眾多網友的熱議。4月22日，讓我們去

電影院壹睹為快。

電影《失眠男女》由羅海元擔任總制片

人，青年導演袁傑執導，POYD寶兒，鄧紫飛

領銜主演、趙毅新、楊了主演，譚耀文、藍

燕、苑瓊丹、黃壹飛、連晉友情出演。影片

由深圳市海元夢想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 北京

斕景盛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發行。《失眠男

女》即將於2016年4月22日全國爆笑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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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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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0 Summerbell Lane,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Ho
ne

yw
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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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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分之二冤

南辕北辙

成语故事

从前有一个人，从魏国到楚国去。他带上很多的盘缠，雇了上好的车，

驾上骏马，请了驾车技术精湛的车夫，就上路了。楚国在魏国的南面，可这

个人不问青红皂白让驾车人赶着马车一直向北走去。

  路上有人问他的车是要往哪儿去，他大声回答说：“去楚国！”路人告

诉他说：“到楚国去应往南方走，你这是在往北走，方向不对。”那人满不在

乎地说：“没关系，我的马快着呢！”路人替他着急，拉住他的马，阻止他说：

“方向错了，你的马再快，也到不了楚国呀！”那人依然毫不醒悟地说：“不

要紧，我带的路费多着呢！”路人极力劝阻他说：“虽说你路费多，可是你走

的不是那个方向，你路费多也只能白花呀！”那个一心只想着要到楚国去

的人有些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难的，我的车夫赶车的本领高着呢！”路

人无奈，只好松开了拉住车把子的手，眼睁睁看着那个盲目上路的魏人走

了。

  那个魏国人，不听别人的指点劝告，仗着自己的马快、钱多、车夫好等

优越条件，朝着相反方向一意孤行。那么，他条件越好，他就只会离要去的

地方越远，因为他的大方向错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首先看准方向，才能充分发

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如果方向错了，那么有利条件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責任編輯：XX

八卦田

爬上玉皇山半山腰紫来洞，往下望

去，就可以望见山下有块八卦田。八卦

田整整齐齐八只角，把田分成八丘。八

丘田上种着八种不同的庄稼。一年四

季，八种庄稼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在八

丘田当中，有个圆圆的土墩，那是半阴

半阳的一个太极图。

传说，这八卦田是南宋年间开辟的

“籍田”。

那年，南宋没出息的皇帝丢掉了汴

梁京城，带着一大群皇亲国戚、文武百

官，逃到了杭州。他们看看西湖这地方

风景好，便留下来，在凤凰山脚下建造

起宫殿和花苑，仍旧是吃、喝、玩、乐，过

着奢侈的生活。杭州的老百姓，见皇帝

这样昏庸无道，都大为不满街上巷尾议

论纷纷。风声一传两传，传到皇帝的耳

朵进里。他怕老百姓要作乱，心里有点

慌，便召集文武百官来商量。

文武百官商量来商量去，一时想不

出一个应付的办法。后来，有一个文官

想出一个主意，他说：“皇上呀，百姓的

风言风语，无非是怨宫廷里生活过得忒

舒服，只要皇上开辟一块籍田，说是亲

自耕种，百姓就会心服口服了。”皇帝听

听的道理，立刻飘下一道圣旨：“寡人深

念民间疾苦，开辟籍田躬耕，与庶民共

尝甘苦……”

过不几天，在玉皇山下，果然开出

一块籍田。旁边，整整齐齐地打下八个

大桩，坚起八根粗柱子，柱子与柱子之

间，张起厚厚的牛皮帷幕。———因为皇

帝在里面耕田种地，平民百姓是不许偷

看的。

过了一些日子，牛皮帷幕揭开了。

里面共有八丘田地，种着稻、麦、黍、稷、

豆……八种庄稼。在八丘田当中，留着

圆圆的一个土墩。老百姓看见皇帝也和

他们一样耕田种地，议论就慢慢少下去

了。

到了庄稼锄草浇肥的季节，皇帝又

要出宫来“躬耕籍田”。那八根粗柱子

上，又张起了牛皮帷幕，方圆十里路上，

都有御林军把住，不准老百姓走近。

当时，有个种庄稼的老汉，他不相

信皇帝真的会亲自耕田种地。这天，他

半夜三更起来，乘着天黑，悄悄避过御

林军，三步一跌、五步一跤，爬上玉皇

山，躲在半山腰上的紫来洞里。

等呀，等呀，慢慢地，天亮了，太阳

升起来了，老汉朝山下望望，老百姓都

下田干活啦，可是牛皮帷幕里却空无一

人。一直等到太阳升到三竹竽高，才看

见一群人从皇宫里出来，走进牛皮帷幕

里去。老汉睁大眼睛仔细一看，嗨！原来

是几个太监在那里锄草，皇帝和妃子们

却坐在中间的土墩上饮酒取乐哩！

老汉憋着一肚皮闷气，好不容易耐

到天黑，仍旧悄悄地摸下山来。第二天，

他就把自己亲眼看到的情形说给别人

听。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全城老百姓

都知道了。皇帝见自己的把戏已经被人

戳穿。以后就不再去“躬耕籍田”了。但

这块整整齐齐的“八卦田”，却一直保留

到现在。

西湖龙井的故事：茶祖宗

早先袁龙井是个荒凉的小村庄遥
山岙岙里袁稀稀拉拉地散落着十来
户人家遥 人们在远山上栽竹木袁在
近山上种六谷袁一年到头过着苦日
子遥
村边有间透风漏雨的破茅屋袁

里面住着个老大妈遥 老大妈没儿也
没女袁只孤苦伶仃一个人遥 她年纪
大了袁上不了山袁下不了地袁只能照
管照管屋子后边的十八株茶树遥 这
些茶树还是她老伴在世的时候栽

的袁算起来也有几十年啦遥 老茶树
缺工少肥袁新叶出的很少袁每年只
能采到几斤老茶婆遥
老大妈是个好心的人袁 她宁愿

自己日子过得苦点袁每年总要留下
一些茶叶袁天天烧镬茶袁在门口凉
棚下摆两条板凳袁给上山下岭的过
往行人歇力时解渴遥
有一年除夕袁天落大雪袁左邻右

舍多少都办了点年货袁 准备过年遥
老大妈家里实在穷袁 米缸也快空
啦袁 除了瓮里剩的几把老茶婆袁别
的什么也没有了遥 但她仍旧照着老
规矩袁清早起来袁抓把茶叶在镬里袁
发旺火袁坐在灶前烧茶遥 这时袁忽听
野咿呀冶一声袁茅屋的门推开了遥 进
来一个老头儿袁身上落满雪花遥 老
大妈忙站起身来招呼院野老大伯呀袁
这山上风雪大袁快进屋里坐遥 冶
老头儿掸掸身上的雪花袁 走进

屋里袁一面向灶洞烤火袁一面跟老
大妈搭话院野老大妈袁你镬里烧的啥

东西呀钥 冶
野镬里烧茶里浴 冶
野今天除夕袁明天就过年啦遥 人

家都忙着汆三牲福礼袁 你家怎么烧
茶呢钥 冶
老大妈叹口气袁说院野暧袁我孤老

太婆穷呀袁办不起三牲福礼供神袁只
好每天烧镬茶给过路人行个方便遥冶
老头儿听了哈哈笑道院野不穷袁

不穷袁你门口还放着宝贝哩遥 冶
大妈听了很奇怪袁伸出头去向

门外看看袁 仍旧是松毛搭的凉棚底
下两条旧板凳袁 还有墙角落头一只
破石臼 袁 破石臼里堆满陈年垃
圾要要要一切还是老样子遥
老头儿走过来指指那只破石

臼袁说院野喏袁这就是宝贝浴 冶
老大妈只当老头儿跟她寻开

心袁 就笑着说院野一只破石臼也算宝
贝浴 你喜欢袁就把它搬走好啦遥 冶

野哟袁我怎么好白拿你的宝贝浴
把它卖给我吧袁 我这就去叫人来
抬遥冶老头儿说完袁就冒着大雪走了遥

老大妈望望破石臼袁 心想袁石
臼这么脏袁叫人家怎么搬呀浴便把里
面盛的陈年垃圾扒在畚箕里袁 埋到
屋后那十八株老茶树的根头遥 又到
龙井拎来一桶清水袁 把破石臼洗刷
得干干净净袁 洗下来的污水也泼在
老茶树的根头遥

她刚把破石臼弄清爽袁那老头
儿带着人来了袁他到门口一看袁竟大
声叫起来院野哎呀袁宝贝呢钥 哎呀袁宝

贝呢钥 冶
老大妈弄得越发湖涂了袁 指着

破石臼说院野这要要要这不是好好摆着

吗钥 冶
野嗳袁你把里面的东西弄到哪里

去啦钥 冶
野我把它倒在屋后的老茶树根

头了遥 冶
老头儿绕到屋后袁 一看果然如

此袁不禁连连顿脚道院野可惜袁可惜袁
这破石臼的宝气就在那陈年垃圾

上袁既然把它埋在茶树根下了袁就成
全这十八株老茶树吧遥 冶他说完话袁
便领着人走了遥
过了除夕过新年袁很快袁春天到

了遥这年袁老大妈屋子后边那十八株
老茶树袁 竟密密麻麻地生出一片葱
绿的嫩芽来遥采下的茶叶袁又细又嫩
又香遥
邻居见老大妈的茶树长得这样

好袁大家就砍掉竹木袁收了六谷袁用
这十八株茶树的子袁 在远远近近的
山头上发起茶树来遥一年一年袁越发
越多袁越发越旺遥 到后来袁龙井这一
带地方漫山遍野都栽遍了茶树遥
因为这一带地方出产的茶叶又

细又嫩又香袁吃起来味道特别美袁所
以野龙井茶冶便在各地出了名遥
直到现在袁茶农们都说袁那老大

妈屋后的十八株茶树袁是野龙井茶冶
的祖宗哩遥

與宋仲基傳曖?
林心如：不認識他

林心如與韓劇林心如與韓劇《《太陽的後裔太陽的後裔》》男主角宋仲基最近先後在微博寫下男主角宋仲基最近先後在微博寫下：：
「「有你正好有你正好」」 ，，引發網友好奇聯想引發網友好奇聯想，，認為認為22人似乎曝光戀情人似乎曝光戀情。。林心如今天林心如今天

（（33月月2525日日））在北京參加優酷土豆集團打造的手機遊戲在北京參加優酷土豆集團打造的手機遊戲《《三劍豪三劍豪22》》發表發表
會時會時，，笑著澄清傳聞笑著澄清傳聞，，表示她連宋仲基都不認識表示她連宋仲基都不認識，，哪來的戀情哪來的戀情。。

記者會現場記者會現場，，身為代言人的林心如也與粉絲一起玩遊戲身為代言人的林心如也與粉絲一起玩遊戲。。選擇遊戲身選擇遊戲身
分時分時，，林心如也透露對另一半的要求林心如也透露對另一半的要求：： 「「要有男人味要有男人味，，很很ManMan」」 ，，引發一引發一
陣騷動陣騷動。。

伊林娛樂的新生代男團歌手 「BOi!
」陳信維和王翔永日前為主演的派對秀
《釵》特地上羅志祥(小豬)主持的八大
《娛樂百分百》宣傳，看到羅志祥秒變
粉絲，在後台還和小豬合照。陳信維說
，小豬在自己喜歡的事物上十分努力與
堅持，也是唱跳歌手，會主持又幽默，
是兩人的學習和仿效對象。

「BOi!」陳信維和王翔永周六(26
日)中午 12 點在實踐大學校慶演出，兩
人將演唱兩首歌，其中組曲歌名為
〈BOi!s coming world〉以及一首將收錄
在單曲專輯裡的新歌〈隨時隨時〉，喜
愛 「BOi!」的歌迷一定要去觀賞兩人精
彩演出。

伊林娛樂 「輕晨電」樂團主唱隋玲
和 「BOi!」都有演出的派對秀《釵》，
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為題材，在舞
蹈、服裝、音樂設計上融合了西方時尚
元素。舞蹈由Lonely Taipei舞團團長白
樵與 Allure藝術總監許杏君編排，兩人
身兼舞蹈設計與金釵表演者，將京劇身
段融合現代街舞。

服裝由 「媽祖系」登上柏林時裝周
的馬毅設計，圖騰埋藏 「八卦」玄機；
音樂和歌曲由飾演賈巧姐的曾韻方操刀
， 演 出 中 場 的 party time 由 Red Bull
Thre3Style首屆台灣區冠軍DeeJay RayRay趙心蕾坐鎮DJ
舞池台，兩人聯手將崑曲清調結合迷幻電音，突破過往
以西洋或韓國舞曲居多的派對音樂調性，以濃濃東方神
祕感加上渾厚的節奏，催眠觀眾進入一場神祕的 「潮」

聖儀式。
《釵》於 3 月 31 日預演，4 月初演出。購票至

KKTIX 或 全 家 便 利 商 店 或 「釵 CHAI PARTY」 或
「Fanily粉絲玩樂」搜尋。

「「BOi!BOi!」」 陳信維陳信維、、王翔永遇小豬秒變粉絲王翔永遇小豬秒變粉絲

民視 27 日周日晚播
出的《新娘嫁到》劇情衝
突大，劇中遠嫁來台的越
南新娘阮氏翠恆，因為想
要自力更生賺錢，卻被懷
疑和新住民輔導員韓宜邦
(Juniior)有染，讓她憤而
離家出走；劇外 Junior 也
曾遇過熱心幫助演藝圈新
人，卻被女友誤會，導致
吵架的真實經歷，讓他覺
得當好人真難。

Junior 入行 14 年，因
為了解做這個行業的辛苦
，對於新人總是會給予較
多的幫助和提點，但對於
幫助異性，明明就是用和
同性同樣的模式，卻更容
易被誤會，尤其當對方年紀小，他覺
得自己只是把他當妹妹看，沒想到要
避嫌，因此被女朋友認為別有居心。

楊子儀表示談感情時不喜歡吵架

，因為不論吵贏吵輸都要低頭，輸的
勢必要道歉，贏了還要哄女朋友開心
，所以他認為吵架真的是一件很累的
事。但是在暴衝的年少時期，他曾因

為和女友吵架，結果氣到在朋友行進
中的車上跳車離開，當時還受了擦傷
，他現在想起來也覺得自己真的太幼
稚了。

Junior熱心過頭招女友吃味 嘆好人難做

郁 方 與 婆 婆 陳 李 春 美 日 前 上
《TVBS 看板人物》，接受主持人方
念華的專訪。婆婆表示郁方很真性情
，某方面與她個性很像，所以兩人相處從來都沒有磨合問
題，郁方在節目中還自爆與公婆相處最糗的 「驚魂記」。

郁方在某年公公生日，知道公公愛喝高粱，郁方湊巧
跟朋友買到珍藏的陳高贈送。難得找到絕版品，公公開心
地邀郁方同飲。在愉快的場合氣氛下，不諳酒性的郁方，
想說小酌一杯應該不礙事，沒想到幾口後，除了講話更隨
興外，竟還HIGH到拍桌子，不但嚇到公婆，連老公也暗
示她 「趕快退場」！隔天郁方清醒後非常後悔，即使公婆
沒有責怪，但從此高粱酒成為她的禁品。

郁方覺得在遇到她先生前，她的心靈方面還蠻黑暗、
恐慌，而她從事的卻是要帶給大家快樂的工作。如今從小

時的單親家庭，到現在三代同堂、幸福美滿的十年婚姻，
郁方心中充滿感激。婚後不斷地從事公益，也是因為她成
長過程艱難。

她15歲起就自力更生，一路遇到很多貴人相助，所以
等自己有能力後，也想當別人的貴人、幫助他人。郁方還
表示： 「人在世界上，是一無所有的來，累積許多東西後
，還是一無所有的走」既然是一無所有，也就不會有捨不
捨的問題」

所以她義賣自身衣物，幫助偏鄉學童、剪髮做假髮幫
癌友、幫助外籍配偶與單親兒童。郁方要把自己的福氣分
享給大家，希望大家能與她一樣幸福。

郁方郁方 「「酒後亂性酒後亂性」」 嚇到公婆嚇到公婆 高粱酒成禁品高粱酒成禁品

王彩樺25日包場電影《奇幻同
學會》，邀請台灣優質生命協會祕
書長紀寶如與弱勢老人及孩童一同
觀賞，看完她感動哽咽落淚，對於
票房有期待，笑說如果破億就裸泳
，但又接著自嘲： 「但我怕裸泳反
而沒人要看耶！」

王彩樺說這部電影笑中帶淚，
讓她回想起學生時代曾迷糊犯錯，
甚至有些相處上的誤會，畢業後大
家回來同學會，
才知道有些同學
遇到困難，像是
出車禍、事業不
如意， 「想到學
生時代無憂無慮
時期，感觸很深
。」她說這部電
影會給大家正面
的力量，提醒大
家 「要珍惜當下
」。

而紀寶如也
直誇王彩樺演了
這麼棒的電影，
有長輩看完說：
「要把握現在的

每一天。」智能
不足的小朋友也
都表示要懂得感
恩，她開玩笑說
， 激 起 她 來 看
《同學會》的動
力竟是王彩樺跟
小鮮肉喇舌的橋

段， 「但震撼的是電影最後老師替
自己辦告別式的片段。」

對於近日楊麗花與洪文棟驚傳
婚變，身為共同好友的紀寶如表示
這些僅是謠言，她說人生難免都會
遇到一些困難， 「他們會用人生智
慧去解決」，還說這兩天都有到楊
麗花家中陪伴她，被問到此事件是
否影響到楊的心情？她則說： 「難
免會，但謠言止於智者！」

王彩樺包場《同學會》做公益
票房破億祭裸泳自嘲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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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Saturday, March. 26, 2016 星期六 2016年3月26日 Saturday, March. 26, 2016

活塞勝雄鹿活塞勝雄鹿

NBANBA常規賽繼續進行常規賽繼續進行，，活活
塞主場迎戰雄鹿塞主場迎戰雄鹿。。四節戰罷四節戰罷，，
憑借德拉蒙德的絕殺球憑借德拉蒙德的絕殺球，，活塞活塞
主場以主場以9292--9191戰勝雄鹿戰勝雄鹿，，取得取得33
連勝連勝。。

法甲第法甲第3131輪開戰輪開戰，，巴黎主場巴黎主場00--22不敵摩納哥不敵摩納哥，，主場主場3636輪不敗紀錄終結輪不敗紀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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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思穎）“一
代笑匠”盧大偉月初
病逝，其喪禮於27日
在大圍寶福紀念館設
靈，28日出殯，創世
電視日前在新光戲院
舉辦“盧David 福音
電影公開紀念場”。

全日共4場播放盧David的福音作品《最危險人物》、
《翻生奇兵》，讓市民免費入場欣賞，盧太當晚現身會
場，提到亡夫時多番強忍淚水，又伸手輕撫海報上盧Da-
vid的手，表現傷感，令人痛心。

盧太重溫亡夫作品，不禁百般滋味在心頭，難免觸
景傷情：“大家看到是熒幕上事，但拍劇時我一直在他
身邊，回想到當時幕後的辛苦點滴。”盧太表示當晚前
來欣賞有不少教室學生和小司儀，問她想多些人入場
嗎？她說：“我抱平常心，不過他們很有心做這次活
動，既然付了場租，多些人欣賞是好事。”盧太透露：
“喪禮已籌備得七七八八，若然一個人搞實在不行，今
次好多謝無線、演藝人協會及一群朋友幫忙，能夠有這
麼多人幫忙，對David是莫大福氣。”盧太已選好一些有
意思物品作為老公的陪葬品，她透露：“會有我送給他
的木十字架，聖經和日用品，人都走了，這些只是儀
式，有人教我挑他最愛西裝和四季衣裳，其他會盡量把
他遺物捐出去，會更有意思。”

盧太續說：“盧生是一個好樸實的人，不是有金銀
珠寶的值錢東西，都是生活上比較實用的。”

香港文匯報訊一直擔任日本區聯合
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的陳美齡，為基金
會出了不少力，最近她更被邀請成為亞洲
親善大使，其首個任務就是飛到上月受颶
風侵襲的斐濟探訪當地的災民。

斐濟上月因為溫斯頓颶風的侵襲，被
打到七零八落，損失慘重，本已簡陋的房

屋有些整個屋頂被掀起，不少房屋倒塌，
陳美齡與聯合國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特別前
往探望，提供帳幕、水、衣服、鞋襪、書
簿等物資。

另外，當地因為天氣惡劣，容易引起
傳染病及細菌感染，醫療團隊亦有出動幫
助災民打預防針。

基金會人員又提供帳幕讓失去家園的
人有棲息處，也可以做臨時課室，令小孩
們不用停學。

斐濟人口共有九十萬，但現在有二十
萬人流離失所，災情嚴重，陳美齡是次在
百忙中抽出時間探訪，希望可以呼籲亞洲
區的朋友們，向斐濟的災民伸出寶貴援
手，捐款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有錢出
錢，有力出力，幫助各地有需要的人們。

陳美齡斐濟探訪災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林嘉
欣和老公導演袁劍偉、衛詩雅25日到太古
城戲院為電影《暗色天堂》謝票，但就未
見男主角張學友現身，觀眾似乎都很渴望
一睹學友風采，劈頭第一句便問為何學友
沒來。

嘉欣到太古城一站前已經走了兩場謝
票，她喜見大家反應熱烈，不少觀眾大罵
嘉欣角色很討厭，說她冤枉學友，這倒令
嘉欣感到開心，證明演活角色人物，不是
演自己本人。

至於票房方面，嘉欣表示由導演關
注，自己不會理，但知該片已贏到口碑，
而且現時數字都未必準確，即使有巨星配

搭也不一定高，所以她不看票房，起碼拍
的當下參與到好製作和角色，對演員已是
好交待。

衛詩雅表示之前的兩場都爆滿，觀眾
發問很踴躍，最深刻是有觀眾一問便是為
何學友沒來，其後亦有觀眾問相同問題。
嘉欣踢爆指學友因女兒放復活節假，所以
要陪家人，家庭至上，不過嘉欣也沒有忽
略女兒，25日早她先陪女兒去玩，完成這
次活動，她的宣傳便告一段落，之後可以
把所有時間給女兒，她說：“女兒會有逾
十天復活節假，會留港度過。”說到早前
網上流傳今屆的金像獎得獎名單，分別由
楊千嬅和郭富城奪得“帝后”，對於名單

中輸給千嬅，嘉欣謂：“不緊張，最重要
是有戲做，做到好戲，對我來說頒獎禮和
宣傳都是工作一部分，最關注是演繹角色
的當下。”不過嘉欣預告有獎與否，老闆
楊受成都會搞慶功食飯，問她會否相信網
上結果？她說：“不會關注，最後結論都
不會有差別，我一樣好認真投入去拍攝，
以前會好擔心，現在人越大，覺得是工作
另一角色的扮演，千萬不要以獎項來界定
一個好演員，（名單的影帝不是學友？）
他在我心目中已經得獎拿了影帝，（做一
個獎給他？）他知道的。”說到嘉欣當晚
戰衣會否如出席金馬獎時性感？她笑說：
“不會，導演在我旁邊，會好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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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太觸景傷情盧太觸景傷情。。

靈堂上以白色鮮花清雅佈置為主，喪禮採用佛教儀
式，有僧人誦經，靈前橫匾寫上“永遠懷念”，遺

照是一張彩色西裝相，靈堂前放上兩個心型花牌，由馮
克安的子女、女婿及外孫送上，而兩旁擺放的電視便播
出馮克安的照片和演出片段，由香港動作特技演員公會
負責製作，金像獎協會剪輯，亦有一對由香港動作特技
演員公會以“克”、“安”兩字起句的輓聯：“克己復
禮壯懷猶在風雲千秋在 安份守常演藝長存天地萬世
存”。

馮克安的仔女馮玉麟、馮慧倫早已到場打點，馮寶
寶和馮素波穿上一身素服於下午四時半分別到場，兩人
心情沉重，波姐向在場記者說：“辛苦大家。”約下午
五時，馮克安的親友安排記者進入靈堂拍攝，馮克安兒
子、女婿神情哀傷，抱着馮克安外孫男的馮克安女兒、
馮寶寶等均悲慟落淚。

前來致祭圈中人有曾志偉、錢嘉樂、狄龍、李修
賢、林家棟、盧惠光、吳卓羲、林國斌、韓瑪利、魯
芬、徐少強、唐佳與雪梨夫婦、丁羽、于洋、孫敬安盧
敏儀夫婦等；送上花牌圈中人有洪金寶、成龍、劉德
華、錢嘉樂湯盈盈夫婦、鄭少秋夫婦、李修賢、香港電
影工作者總會等。成龍因身在印度，未能趕及返港，而
志偉亦因心情哀痛，忙為克哥摺冥鏹。

其後波姐出來接受傳媒訪問，問到她看到靈堂上播
出馮克安的片段，有否勾起回憶？她表示：“不看都有
好多回憶，我同弟弟這麼多個十年都一齊，拍戲時又得
到他的兄弟照顧，這是他工作積累下來，讓我受惠不
少。”至於馮克安有何遺願未了？波姐謂：“三年多前
吃飯時，他跟我說過希望重拍爸爸編劇作品《同撈同

煲》，所以他又拿爸爸編劇的另一作品《細佬祥》重
溫，他想以現代手法執導，再加上新特技重拍，但這計
劃未實行，只是有這意思，本來當年午馬叫他回港搞，
但後來午馬都離開了，（他想你們兄弟姐妹一齊重現銀
幕亮相？）無呀，計劃又沒這麼大，只是他由內地返
來，當時跟一班兄弟很投契，便想起爸爸《同撈同煲》
這部戲，先有重拍意思，（會否代弟弟實現？）自己應
該沒此能力，（馮寶寶呢？）這個不清楚，開戲要好大
投資，視乎有沒有老闆願意做。”

志偉元彪元華徐少強扶靈
今次喪禮的治喪委員會是香港動作特技演員公會，

該會會長錢嘉樂有到來弔唁，嘉樂透露：“因馮克安子
女在美國生活，對香港不大熟悉，而克哥對電影動作貢
獻多年，我們樂意協助。”

嘉樂透露扶靈名單除了他，還有曾志偉、孟海、元
彪、元華、徐少強、周文曦、林國斌，徐少強，“這些
朋友跟克哥共處40多年，在成家班和嘉禾年代一起長
大，當時克哥是成家班，我是洪家班，但每年的賀歲片
都一起拍，從我看到和聽到所知，克哥很照顧同行和照
顧後輩，所以今次公會不少成員都自薦幫手，徐少強特
地從內地返港，志偉一口答應扶靈，而出殯儀式上，克
哥生前拍過電影和生活照剪輯成五分鐘片段播出。”對
於克哥遺願想重拍《同撈同煲》，嘉樂覺得問題不大，
動作可以再研究，他說：“當年克哥幫成龍在《警察故
事》度的動作可說是巔峰之作，大家看到都嘩然，所以
不是大問題，重組公會之後，都希望拍出代表公會的電
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李思穎）馮寶寶胞兄、馮素波弟弟、資深電影動作演員馮克

安本月初因食道癌病逝，享年67歲，25日於沙田大圍寶福紀念館設靈，下午5時至晚上9時讓

親朋友好及公眾致祭，並於26日上午10時半舉行告別儀式，11時半辭靈，隨即出殯奉柩富山

火葬場火化，骨灰安奉在寶福山。

馮克安的喪禮上有他的紀念
冊派給前來悼念的好友，全書以
黑白色為主，封面是馮克安打領
結舉杯祝酒的照片，更寫上“生
命豁出去 留下了驚人快事”，封
底照是他跳舞的相片。

紀念冊裡有馮克安女兒馮慧
倫、兒子馮玉麟、大姊素波、九
妹寶寶、十妹安麗寫上感受，亦
有成龍、錢嘉樂、吳思遠、元
華、盧惠光、孟海、邱禮濤的悼
詞，字字真摯感人。女兒馮慧倫
眼中的爸爸很惡、電影裡會打
人，但就從沒打過他們，就算喜
歡賽馬，在賽馬日約爸爸吃飯總

會抽時間出來，又形容父親是練
武之人的俠骨柔情。

馮寶寶以“九妹 寶寶”名義
撰寫對七哥馮克安的思念，她指
自己排行第九，與七哥位置最接
近，話題最多，她懷念跟七哥童
年時的頑皮事：“一次是在土瓜
灣炮仗街一帶租三輪車，七哥掌
舵，我坐後面跟着他乘車兜風。
當時我已是很紅的童星，不時家
中會接到打單信，令我成為被標
參的對象，所以家中成員是不敢
在沒有指令下帶我外出的。那次
竟被七哥成功帶我潛逃出外，在
土瓜灣一帶放縱地當個野孩子，
好不興奮刺激啊！”

成龍最記得是在南斯拉夫拍
《龍兄虎弟》出事，出名硬漢的
克哥進病房跟他說要開刀事情，
邊說邊哇哇大喊，把成龍嚇得夠
嗆。成龍慨嘆寫上：“只是不知
道從什麼時候起，我們的人生竟
然到了要了斷告別的階段，克
安、永遠的兄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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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龍、錢嘉樂、吳思遠、元華等
於紀念冊撰文悼念。

馮 素 波 指 弟 遺 願 重 拍《 同 撈 同 煲 》

寶寶姐寶寶姐淚別亡兄
馮克安

■■馮寶寶一臉哀傷送別亡兄馮寶寶一臉哀傷送別亡兄。。

■■狄龍狄龍((左左))到場致哀到場致哀。。

■■馮克安馮克安2525
日於沙田大日於沙田大
圍寶福紀念圍寶福紀念
館設靈館設靈。。

■■馮素波指因為胞弟讓她受惠不少馮素波指因為胞弟讓她受惠不少。。

■志偉因心情哀痛，25日晚
沒接受訪問。

不在乎得獎林嘉欣演到好戲最重要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6年3月26日（星期六）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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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養狗人數世界第三 催旺寵物經濟

宋徽宗名畫揭900年前雜交鳥

雲南昆明一商家25日在街
頭擺出“巨型麻將”，規則是
第一個組成胡牌的隊伍為勝，
吸引市民對陣切磋。圖為小朋
友幫忙“洗牌”。 中新社

中國科學家從北宋皇帝宋徽宗趙佶的御題
畫《芙蓉錦雞圖》中找到距今約900年前的鳥
類雜交記錄，證實了該畫中的錦雞是一個雜交
個體。
據論文第一作者、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

副研究員彭旻晟介紹，《芙蓉錦雞圖》是中國
國寶級名畫，目前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畫中
所畫的錦雞兼具紅腹錦雞和白腹錦雞的部分特
徵。“考慮到紅腹錦雞和白腹錦雞在野外和圈
養下都有雜交記錄，我們對照相關記錄和新近
採集的照片，證實了畫中的錦雞是一個雜交個
體。” ■新華社

26歲的上海狗美容師黃瑜文懷
孕8個月，但也不敢錯過今年上海
國際寵物博覽會——還有她的愛
犬。她領着家中8隻狗中的2隻，

參加敏捷和選美比賽。她說︰“牠
們是我的掌上明珠，牠們基本上佔
據了我的大部分時間，我的生活就
是圍着牠們轉。”

寵物護理業增長將超美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報告說，中

國中國養狗的人數世界第三，僅次
於美國（5,530萬）和巴西（3,570
萬），共有2,740萬隻寵物狗。中
國中國養貓的人數世界第二，有
5,810萬隻寵物貓（美國為8,060萬
隻）。截至 2014 年，中國大約
3,000 萬戶城市家庭（佔總數近
7%）在養狗。養貓的比例為2%。

寵物行業正在蓬勃發展，預計

到2019年，中國寵物護理行業將
增長50%以上，達到158億元人民
幣，將迅速超越全球最大市場美
國——去年增長率僅為4%。

類似上海國際寵物博覽會的展
會也漸成行業的中堅力量。亞洲寵
物展組委會的高級經理吳金華說︰
“今年將有800家公司參展，共計
2,000 個 品 牌 和 60,000 名 參 觀
者。”
上海最火的一家寵物美容總監

說，他們每天平均可以給40隻寵物
做造型，節日或升到70隻。此外，
中國中國已成為亞太地區最大的寵
物食品市場，在世界也是數一數二
的。 ■美國《福布斯》網

野生東北虎豹交配季頻組家庭
目前吉林琿春

自然保護區的山溝
裡野生東北虎和東
北豹已出現向保護
區外圍擴散的趨
勢。該保護區紅外
相機近日拍攝到，
同一點位先後出現
一雌一雄兩隻野生
東北虎，並發現這

兩隻野生東北虎應於3月初在林區公路一處彎
路附近交配，組建家庭。此外，遠紅外相機還
記錄到野生東北豹組建家庭的跡象。其中，一
隻體型較小的野生東北豹經過紅外線攝像頭，
同一地點，隨之又記錄到另一隻雄性野生東北
豹向雌豹方向走去。
通過記錄顯示，雄豹的毛色鮮亮，營養非

常好，專家推測，3月初正值其繁殖期，兩隻
野生東北豹很有可能已在一起組建了家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廖一 報道

■吉林拍攝到的雌豹。
吉林省林業廳供圖

兩千年前漢鏡甘肅現身
甘肅省定西市渭源縣文物部門近日在當地

一處工地發現了一面兩千年前的精美漢代銅
鏡。這枚銅鏡呈圓形，薄體，平邊，為規矩銅
鏡，背面為青銅色，花紋明麗，做工講究，直
徑13厘米，鏡邊無銘文和紋飾。文物工作者還
在出土現場發現小量繩紋灰陶罐、灰陶錘、奩
粧盒等器物殘片。 ■新華社

“行動起來！讓我們好好拉大便！”廣州兩名

小學生抱怨學校的廁所太臭，無法讓他們“好好拉

大便”，“憤而上書”校長。校長看到這份建議書

後，忍俊不禁，發上了朋友圈對孩子大加讚賞，並

承諾要為孩子提供一個“香香的廁所”。此事在家

長群中引發熱議，許多家長都為孩子遇到問題積極

尋求解決辦法，勇於表達觀點，以及校長對孩子的

尊重點讚。 ■《廣州日報》

位於番禺的北京師範大學
南奧實驗學校三年班和

一年班的小銘、小凝兩兄
妹，日前向該校的鄭鐵軍校
長遞交了一份三頁紙的“建
議書”，內容為“呼籲改善
學校廁所環境”。建議書
中，孩子們通過圖文並茂的
方式，告知校長因為覺得學
校的廁所臭，他們不願意在

學校“拉便便”，寧願憋回
家。同時，還畫出了在快要
憋不住的時候，如何捂鼻
子、憋氣、快速用嘴呼吸。

另外，孩子還對學校一
樓的四個廁所進行了實地調
查，將廁所評分等級分為
“香、乾淨”、“一般
臭”、“臭”、“髒”，並
分析了不同的廁所為何會有

香臭之分。

校長不怒反喜網上點讚
分析完原因後，孩子奉

上“秒殺大人智商”的建
議——讓廁所乾燥，不要有
水，所以要用熱水加鹽拖
地。除此之外，還可以鋪報
紙、使用抽濕機、用除味
寶、增加排氣扇通風、在每
個廁所門上黏貼衛生提醒、
徵集同學們的衛生建議等。
最後，兩個孩子向校長

“喊話”：“請兩位校長盡
量採納，改善一下廁所環
境，讓我們好好拉大便！”
儘管被學生吐槽，但鄭校長
不怒反喜，將這份建議書放
上朋友圈，為孩子們點讚。
他承諾，會努力盡快為全體
師生家長提供“香香的廁
所”。

切磋“巨型麻將”

小學生求“好好拉便便” 建言校長改善廁所

■中國貓狗寵物激增，催旺寵物業發
達。圖為江蘇省泰州市田園牧歌景區
舉辦寵物犬表演活動。 資料圖片

■廣州小學生圖文並茂地建言校長改善學校廁所。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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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曬可以說是最基礎的保養工作，因為肌膚的老化
與紫外線侵害百分之百相關！而且防曬的重點並不在於防曬
係數的高低，不分季節與年齡、天天使用，才能真正達到防
曬的目的。

一般人在購買防曬品時，總以為防曬係數愈高就愈
好，皮膚科吳英俊表示，其實防曬係數祇是一個參考數字，
實際上還必須依照個人的膚質、日曬反應、皮膚色澤、活動
狀況及流汗狀況來考量，一般而言東方人日常防護保養祇要
選擇防曬係數SPF 15左右即可，因為SPF15表示可以阻隔15
分之14的UVB，即93.3%的UVB；就算是SPF30，也祇是阻
隔96.6%的UVB，差異並不大。

至於PA值則是1996年才被日本化妝品工業聯合會承
認的 「防UVA測定標準」，以 「＋」數目區分等級，PA＋
表有效、PA＋＋表相當有效、PA＋＋＋表非常有效。

一般防曬劑多由物理性成分氧化鋅、二氧化鈦，與
化學性紫外線吸收劑、散亂劑製成，物理性防曬劑較溫和但
含量愈多愈厚重，容易阻塞毛孔；而化學性防曬劑雖然較清
爽，但卻容易引起過敏。另一方面，防曬係數越高所含的防
曬成分越多，不僅容易造成毛孔阻塞，肌膚也會感到油膩不
舒服，因為不舒服的負擔感造成使用意願降低，不喜歡天天
使用或者沒有擦足夠的量，反而使防曬效果大打折扣。

另外，有些消費者以為防曬品祇要多塗抹幾次就等
於SPF值與PA值也就跟著相乘，其實是錯誤觀念，因為不
論重複塗抹幾次，其功效都是一樣的。除此之外，目前防曬
品的種類幾乎已涵蓋各種保養程序，包括乳液、隔離霜、粉
底到粉餅都已加入防曬成分，但可千萬別以為塗抹不同防曬
品SPF值與PA值也會跟著相加，而是以所塗抹產品中最高
係數為準。

正確觀念是，不管在室內或戶外，完善的防曬措施
不是一味加高防曬係數，而是隨著流汗及擦拭的流失隨時補
充防曬品，才能達到最佳的防曬效果。

過去，花生一直被認為脂肪含量過高而被很多人，尤其是肥胖、想減
肥的人排斥。不過，近來多國的營養專家都在強調花生及花生製品能有
效幫助人們控制體重、防止肥胖。

營養專家們發現，優質的花生、花生油和其他花生製品中有一種叫葉
酸的營養素，它含有大量的單不飽和脂肪酸，能夠增加熱量散發，燃燒
有害膽固醇，降低高血脂。而除了葉酸，花生中還含有多種有益的纖維
素，有清除腸內垃圾的作用，不會導致肥胖。

美國營養專家表示，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及波士頓婦女醫院，曾
組織了101名患肥胖症的中老年男女，分為兩組，一組被指定吃低脂膳食
（以瘦肉、蔬菜為主） ，一組吃堅果膳食（以花生油、花生醬、混合堅
果、蔬菜為主）。半年後，兩組人的體重平均都減了11磅 ，但一年後，
第一組的體重卻出現反彈，而吃花生的那組體重卻沒增加。

剛剛提到了白藜蘆醇，這是一種生物性很強的天然多酚類物質，也是腫瘤疾病的化學
預防劑。它除了能降低血小板聚集，保護心臟之外，還被美國人艾爾‧敏德爾編輯《抗
衰老聖典》收錄為 「100 種最熱門有效的抗衰老物質 」 之一，有很強的對抗衰老的能
力。

此外，花生還有利於糖尿病的控制，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的教授進行了一項研
究，對356個受試對像中的203例患Ⅰ型、Ⅱ型糖尿病患者，攝入低血糖指數食物，
包括花生及其製品、糖麥薄片、全麥脆片、扁豆等。

10週後，他們的糖化血紅蛋白降低至0.4% ，果糖胺降低至0.2 毫摩爾/昇。而糖化
血紅蛋白和果糖胺的降低，對糖尿病的恢復都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花生中含有豐富的抗氧化劑、維生素和礦物質。目前，全世界人們普遍存在四大營
養缺陷。其一是蛋白質，全世界每4個孩子就有1個蛋白質能量營養失衡；

其二是維生素A缺乏；
其三是鐵元素缺乏，全球大約有40億-50億的人存在鐵缺乏現象；
其四就是碘缺乏，全球約有22億人碘攝入不足。
而這四大營養缺陷，通過吃花生都可以

彌補。花生富含優質的蛋白質和脂肪，還
含有包括葉酸、維生素E 、維生素B1 、
維生素 B6 、維生素 B2 、鎂、銅、磷、
鉀、鋅、鐵、鈣等多種微量營養素。

捲髮依舊盛行。大卷嫵媚，小卷俏皮，在時尚界的審美中，整個
髮型趨勢簡直 「無卷不歡」。然而，捲髮雖然華美，但打理起來卻
比直髮要費心許多，讓許多工作緊張的OL們望而卻步。讓捲髮完
美，其實並非想像中的那樣困難。就像國際美發大師說的那樣：如
果你願意，一切都有N種可能。

1.增加油性捲髮的清洗次數
如果你是屬於油性發質，在捲髮過後很容易軟塌塌地貼在頭皮

上，讓本來很蓬鬆的髮型看起來很彆扭。若想讓捲髮變得蓬鬆動
感，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增加洗髮的次數，如此能有效地緩解油性發
質出油，讓秀髮時刻保持清爽蓬鬆的造型。

2.隨時彈性捲髮DIY之空心卷
這是一種不會傷害頭髮，比較適合乾性發質使用的捲髮方法。在

頭髮七八成干時，將頭髮分成1至3厘米寬的發綹，然後將其均勻
地捲成發卷，用髮夾固定，然後噴上定型產品，待到干時取下發卷
即可。

3.含有杏仁油成分的護理液
對於被燙得乾枯分叉的捲髮，最好的方法是使用高倍營養品進行

護理。美發專家建議使用含有杏仁成分的精華液來護理頭髮，就能
夠增加秀髮的強度，讓頭髮更加健康豐盈。這是因為杏仁精華更容
易滲透到受損的髮絲中，從髮絲的內部進行修補，令捲髮迅速恢復
健康！

4.不傷發的捲髮吹風
在使用吹風機吹捲發時，應注意由髮根朝發尾方向吹，否則便會

將頭髮表皮層的鱗層組織吹翻，使得秀髮遭受本來可以避免的損
害。另外，電吹風還要順著梳子方向而移動，頭髮才能產生光澤，
顯得亮麗，且不易走形。

5.事半功倍的造型產品
在捲髮造型時，多數人會選擇者喱水。用者喱水會使頭髮較沉且

具有垂附感，適合發量較多的發質。搽者喱水時，要由髮梢向上輕
輕揉搓，不要由髮根向下，會使頭髮拉直，破壞卷度，一般在頭髮
七八成干時使用效果比較好。但是，如果你的頭髮比較細軟，則更
適合使用摩絲、發蠟或營養水、泡沫發蠟之類。因為摩絲質感比較
輕，不會像者喱水那樣改變頭髮的卷度。挑選者喱水時，請大家盡
量選擇手搽的產品，使用起來比較均勻，而且增加力度和彈性。

五個五個訣竅輕鬆打理捲髮不打結

防曬係數
並非越高越好

每天10顆花生輕鬆瘦10斤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在各種美國簽證中，有一種
為犯罪受害人特別量身定做的簽
證： U 簽證。在 2000 年防止販
賣人口和暴力法案中規定給符合
條件的犯罪受害人頒發U簽證，
並授權移民局製定具體操作規定
。然而多年來U簽證並不廣為人
知，是因為移民局一直沒有製定
取得 U 簽證的具體規定。直到
2007年9月，移民局才公佈了申
請U簽證的具體辦法。現在，移
民局每年可以批准 10，000 個 U
簽證申請。

U簽證是為了鼓勵外國移民

協助政府打擊和防止犯罪而設立
的。申請U簽證的基本條件是：
1. 申請人必須是符合條件的犯罪
受害人。 U簽證中規定的犯罪有
很多，主要包括家庭暴力，性侵
犯，虐待，綁架，非法拘禁，人
口走私，偽證，妨害司法等。
2. 申請人必須在身體或精神受到
了實質性傷害。移民局會根據傷
害的性質，加害行為的嚴重性和
傷害的嚴重性和傷害持續時間等
因素綜合判斷申請人是否受到了
實質性傷害。
3. 申請人能夠並願意對犯罪調查

或檢控提供幫助。申請人必須能
為調查或檢控提供有效的信息，
並且願意為調查提供必要的幫助
。

從移民局批準的案件來看
， 超過90%的U簽證發給了家庭
暴力犯罪的受害人， 而西裔是
最大的獲益者。在美國，家庭暴
力是很嚴重又很普遍的犯罪行為
。然而由於華人社會的傳統習慣
，許多華人家庭中的家庭暴力都
不為人知，受害人不知道家庭暴
力是犯罪，失去保護自己的機會
。有些沒有身份的受害人因為怕

被政府發行不敢報案。為了鼓勵
外國受害人協助調查犯罪，U簽
證對申請人沒有身份的限制。不
論是有無身份，甚至不論是否是
偷渡來美，只要符合條件都可以
發給U簽證。甚至已經在遞解出
境程序的外國人，也可以申請到
U簽證。

U簽證不但可以發給受害人
本人，也可以發給受害人的配偶
，兄弟姐妹和未成年子女。經濟
困難的申請人和其親屬還可以申
請工作許可。在取得U簽證三年
後，申請人就可以提出綠卡申請

。
從以上規定看，U 簽證

在各種身份中的優勢幾乎是
獨一無二的。過去由於法規
不健全， 而申請者寥寥。移
民局還特別鼓勵合格的外國
人，無論有無合法身份，積
極申請 U 簽證，來幫助美國
政府打擊犯罪。

本文只是一般性法律知
識介紹，不保證信息的準確性和
完整性，也不能作為法律諮詢使
用。如果您想獲得專業的法律諮
詢，請聯繫專業律師。本文作者

於瀾律師的辦公室地址 10101
Harwin, 369 房間， Houston, TX
77036，電話 832-657-9837。律
師提供免費電話諮詢。

U簽證為犯罪受害人打開綠卡之門

于瀾律師于瀾律師

公民入籍簡介公民入籍簡介(Path to Citizenship)(Path to Citizenship)之二和最新移民消息之二和最新移民消息
上一周為大家介紹了通過出生獲

得公民資格的情形。從本週開始，將
陸續介紹成為美國公民的要求。
1、年齡。移民法規定，入籍申請人
必須年滿十八周歲。不過，有兩項例
外。一，服役的軍人，可以不受年齡
的限制。二，未成年子女的父母若一
方或雙方是美國公民，可以通過父母
申請入籍。詳情請參見上一章節的介
紹。
2, 合法取得永久居留權。申請人必須
是通過合法的途徑取得綠卡的。如果
取得綠卡的方式非法的話，就不具備
申請公民的資格。有的人取得公民身
份後被移民局發現其綠卡申請有欺詐
情形，結果導致公民身份被取消。
3、滿足連續居住的要求。申請人必
須在遞交入籍申請前在美國連續居住
滿五年。

“連續居住”指的是居住的五年
內沒有中斷。 “居住”是指在美國生
活、工作、擁有動產和不動產，名下
有汽車，報稅，等等。不過，如果申
請人的配偶是美國公民，申請人只需
滿足在美國連續居住滿三年的條件。
如果在三年期滿前離婚，或美國公民
配偶死亡，三年連續居住的特殊規定
將不適用。而如果申請人是根據反虐
待婦女法的規定獲得綠卡的，無論是
否離婚，仍然可以按照三年連續居住
的特殊規定申請入籍。移民法允許連
續居住期滿前三個月提出入籍申請。
因此，申請人可以在連續居住滿四年
九個月後或兩年九個月後提出入籍申
請。

按照法律規定，離開美國不超過
六個月一般不被看作中斷連續居住期
限。如果離開美國超過半年但不到一
年就有可能會被移民局假定為中斷連
續居住，除非申請人有足夠的證據證
明並無放棄連續居住的意圖。而離開
美國連續一年以上將中斷連續居住。

如果申請人是美國政府部門，美
國公司或美國加入的國際組織的海外
僱員，海外居住的時間將不被認定為
連續居住的中斷。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國土安全部於2016年3月11日
宣布，STEM專業，包括科學(Science)
、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
ing)、數學(Mathematics)專業的外國留
學生的OPT時間將由原來的額外延長
17個月增加為額外延長24個月。這樣
，STEM專業的外國留學生的OPT時
間將由原來的共29個月變為整整三年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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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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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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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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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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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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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an-
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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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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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八成球迷不滿國足表現
雖然國足在世外賽倒數第二輪以

4：0勝馬爾代夫，但大部分球迷仍不
滿國足的表現。據新浪體育網民調查

顯示，81.9％的球迷不滿意國足的表現，僅有18.1％的球迷
認可國足的發揮。而對於國足的出線前景，則有79.3％的
球迷認為國足不可能出線，但也有20.7％的球迷堅信國足
可以晉級。

未能擴大比分惹球迷不滿
國足24日主場對弱旅馬爾代夫，中國球迷寄望國足完

成一場大勝。但下半場，2：0領先的國足遲遲沒能擴大比
分，令現場武漢球迷非常不滿，在狂噓現場督戰的國家體
育總局副局長、中國足協主席蔡振華的同時，還高喊“蔡
振華下課”。

球迷50萬讓四球血本無歸
據內地傳媒消息，一位球迷瘋狂投注50萬元人民幣購

買國足讓4球勝（比賽淨勝4球以上），結果這位倒霉的投
注者也血本無歸。競彩單關玩法裡，這場比賽的盤口為國
足讓4球，國足勝賠率為1.61，雙方打平賠率為5.30，馬爾
代夫勝賠率為3.15。可見，各界普遍對國足以4球以上的優
勢獲勝充滿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港足今屆世界盃之夢終於走到盡頭港足今屆世界盃之夢終於走到盡頭，，北京時間北京時間2525日凌晨作客以日凌晨作客以00：：22

不敵卡塔爾失去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不敵卡塔爾失去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CC組第二之位組第二之位，，出線機會已名存實亡出線機會已名存實亡。。不過不過，，一個夢想的破滅卻燃一個夢想的破滅卻燃

起了新的希望起了新的希望，，港足兩和國足港足兩和國足、、僅負卡塔爾的表現贏盡全港球迷歡心僅負卡塔爾的表現贏盡全港球迷歡心，，為港足開啟了新的起點為港足開啟了新的起點。。

作客面對此前6戰全勝的卡塔爾，港足
今仗用上大量入籍兵，希望增強對抗

性力阻對方強攻。港足上半場表現不俗，
防守嚴密，偶爾亦能憑死球製造混亂，可
惜20分鐘未能守住對方一次左路突破，被
艾哈度斯近射破網落後一球。換邊後高梵
的入替令港足攻勢有所起色，但卡塔爾一次
快速反擊再入一球，令港足最終在這場作客
比賽中以0：2落敗，得失球不敵國足跌至小
組第三位，力爭最佳第二名出線的機會變得
極為渺茫，不過港足亦為自己爭取到2019年
亞洲盃外圍賽小組賽一個席位。

急需本地新人接班
夢醒了回歸現實，港足整體實

力的確與亞洲一流球隊有距離，尤
其是進攻組織方面仍有極大改善空
間，兩場作客不丹及馬爾代夫的比
賽險象環生。不過今次賽事港足卻
表現出久違的熱血與鬥志，8場小
組賽每仗均戰至最後一分鐘，能夠
在國足及卡塔爾夾擊下仍能保持希
望至最後一輪已經出乎所有人的意
料，同時亦證明港足縱然不是摧枯

拉朽的強隊，亦絕不是任人魚肉的弱旅。
而港將在場上的表現更感染了萬千本地球
迷，雖然這股“港足狂熱”
能否延續下去尚是未知
之數，不過卻為香港
足球燃起了希望。

陳肇麒、陳偉
豪及林嘉緯等港足主
力均年過30，港足的而且 確
要面對接班問題，除門將有葉鴻
輝鎮守下未來10年無憂外，其
他位置均有接班的需要，徵召
入籍兵當然可以治標，在
今屆世界盃外圍賽
中入籍球員的
作用非常明
顯，迅速提升
了港足對抗性
及身體質素，不過長遠而言還
是需要培育本地小將，新一代
港將中暫時只有防守中場陳俊
樂能在大港腳中穩佔一席，相
信主帥金判坤今後會加速展
開換血行動。

高洪波高洪波：：
四球取勝僅達最低標準四球取勝僅達最低標準

■■中國隊主帥高中國隊主帥高
洪波洪波 新華社新華社

■■辛祖辛祖（（右右））力抗卡塔爾球力抗卡塔爾球
員的攔截員的攔截。。 法新社法新社

■■港將法圖斯港將法圖斯
（（左左））與對手與對手
爭頂爭頂。。 新華社新華社

■■港隊主帥金判港隊主帥金判
坤為球隊加油坤為球隊加油。。

新華社新華社

世外賽亞洲區C組積分榜
排名 球隊 場次 勝 和 負 進球 失球 淨勝球 積分

1 卡塔爾 7 7 0 0 29 2 27 21

2 中國 7 4 2 1 25 1 24 14

3 中國香港 8 4 2 2 13 5 8 14

4 馬爾代夫 7 1 0 6 4 18 -14 3

5 不丹 7 0 0 7 3 48 -45 0

24日晚在武漢對陣馬爾代夫隊的世界盃外圍賽
中，中國男足（國足）以4：0取勝。主帥高洪波賽
後點評，國足全場40次射門進4球，僅達到最低標

準。眼下國足必須集中精力，準備下場生死戰。
高洪波在賽後新聞發佈會上坦言，他對球員場上投入（的程度）還

是很滿意，但4：0的比賽結果只達到最低標準。從統計數據來看，全場
40次射門進4個球，成功的比例並不高。他說：“這些技術層面的問
題，教練組很難在短時間內解決。”

“本場比賽兩頭打得完美，中間階段做得不好。”高洪
波說，國足本場此般表現，主要問題出在心理、思想，90
分鐘戰術把控上做得並不好。對於下場比賽，高洪波
表示國足沒有退路，只有戰勝對手才能向前走。

另外，在同組卡塔爾2：0勝香港一役，卡塔
爾連送大禮，中場核心阿薩達拉、兩名前鋒塞
巴斯蒂安和海多斯均吃到黃牌，這是3人本
屆40強賽中的第2張黃牌，累積2黃將
無緣末輪對陣國足的比賽。

國足對卡塔爾的比賽將於下周
二在西安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泳協公佈六興奮劑陽性案例
中國游泳協會24日公佈，在2015年以來的興奮劑檢測

中，共發生3例克侖特羅（俗稱瘦肉精）陽性和3例氫氯塞嗪
（利尿劑）陽性案例。

據悉，2015年度，中國游泳協會配合反興奮劑中心進行
了1,758例檢查，其中賽內尿檢473例，血檢35例；賽外尿檢
1,080例，血檢116例，生物護照（檢測）54例。國際泳聯和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2015年共對中國游泳運動員進行了27人
41人次的賽內檢查和32人82人次的賽外檢查。

檢查結果顯示，中國海軍的趙瑩（收樣時間 8月 21
日）、王立卓（收樣時間8月30日）和天津的安家葆（收樣
時間9月1日）三名地方隊游泳運動員在賽外檢查中被查出
克侖特羅陽性。

上述三人接到A瓶陽性通知後，均申請B瓶檢測，結果仍
為陽性。之後，三人又申請召開聽證會。中國反興奮劑中心

聽證委員會先後於2015年12月和2016年1月對安家葆、趙瑩
和王立卓的陳述進行聽證。

鑒於有證據表明，上述三人很可能誤食了含有克侖特羅
的肉食品，根據《世界反興奮劑條例》（以下簡稱《條
例》）7.9.2條款和《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以下簡
稱《通則》）第四十五條的規定（選擇性臨時停賽），反興
奮劑中心並未對上述運動員實施臨時停賽，運動員在接受調
查處理期間仍可參加比賽。

此外，某省的三名游泳運動員先後在2016年1月的賽外
檢查中被查出氫氯塞嗪（利尿劑）陽性後，均聲明放棄B瓶檢
測，但申請召開聽證會。由於需要調查取證，聽證會時間還
未確定。

自發出陽性通知之日起，中國反興奮劑中心已禁止以上
三名運動員參加一切國際國內比賽。 ■中新社 ■■王立卓誤食含有克侖特羅的肉食品王立卓誤食含有克侖特羅的肉食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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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八成球迷不滿國足表現
雖然國足在世外賽倒數第二輪以

4：0勝馬爾代夫，但大部分球迷仍不
滿國足的表現。據新浪體育網民調查

顯示，81.9％的球迷不滿意國足的表現，僅有18.1％的球迷
認可國足的發揮。而對於國足的出線前景，則有79.3％的
球迷認為國足不可能出線，但也有20.7％的球迷堅信國足
可以晉級。

未能擴大比分惹球迷不滿
國足24日主場對弱旅馬爾代夫，中國球迷寄望國足完

成一場大勝。但下半場，2：0領先的國足遲遲沒能擴大比
分，令現場武漢球迷非常不滿，在狂噓現場督戰的國家體
育總局副局長、中國足協主席蔡振華的同時，還高喊“蔡
振華下課”。

球迷50萬讓四球血本無歸
據內地傳媒消息，一位球迷瘋狂投注50萬元人民幣購

買國足讓4球勝（比賽淨勝4球以上），結果這位倒霉的投
注者也血本無歸。競彩單關玩法裡，這場比賽的盤口為國
足讓4球，國足勝賠率為1.61，雙方打平賠率為5.30，馬爾
代夫勝賠率為3.15。可見，各界普遍對國足以4球以上的優
勢獲勝充滿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港足今屆世界盃之夢終於走到盡頭港足今屆世界盃之夢終於走到盡頭，，北京時間北京時間2525日凌晨作客以日凌晨作客以00：：22

不敵卡塔爾失去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不敵卡塔爾失去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CC組第二之位組第二之位，，出線機會已名存實亡出線機會已名存實亡。。不過不過，，一個夢想的破滅卻燃一個夢想的破滅卻燃

起了新的希望起了新的希望，，港足兩和國足港足兩和國足、、僅負卡塔爾的表現贏盡全港球迷歡心僅負卡塔爾的表現贏盡全港球迷歡心，，為港足開啟了新的起點為港足開啟了新的起點。。

作客面對此前6戰全勝的卡塔爾，港足
今仗用上大量入籍兵，希望增強對抗

性力阻對方強攻。港足上半場表現不俗，
防守嚴密，偶爾亦能憑死球製造混亂，可
惜20分鐘未能守住對方一次左路突破，被
艾哈度斯近射破網落後一球。換邊後高梵
的入替令港足攻勢有所起色，但卡塔爾一次
快速反擊再入一球，令港足最終在這場作客
比賽中以0：2落敗，得失球不敵國足跌至小
組第三位，力爭最佳第二名出線的機會變得
極為渺茫，不過港足亦為自己爭取到2019年
亞洲盃外圍賽小組賽一個席位。

急需本地新人接班
夢醒了回歸現實，港足整體實

力的確與亞洲一流球隊有距離，尤
其是進攻組織方面仍有極大改善空
間，兩場作客不丹及馬爾代夫的比
賽險象環生。不過今次賽事港足卻
表現出久違的熱血與鬥志，8場小
組賽每仗均戰至最後一分鐘，能夠
在國足及卡塔爾夾擊下仍能保持希
望至最後一輪已經出乎所有人的意
料，同時亦證明港足縱然不是摧枯

拉朽的強隊，亦絕不是任人魚肉的弱旅。
而港將在場上的表現更感染了萬千本地球
迷，雖然這股“港足狂熱”
能否延續下去尚是未知
之數，不過卻為香港
足球燃起了希望。
陳肇麒、陳偉

豪及林嘉緯等港足主
力均年過30，港足的而且 確
要面對接班問題，除門將有葉鴻
輝鎮守下未來10年無憂外，其
他位置均有接班的需要，徵召
入籍兵當然可以治標，在
今屆世界盃外圍賽
中入籍球員的
作用非常明
顯，迅速提升
了港足對抗性
及身體質素，不過長遠而言還
是需要培育本地小將，新一代
港將中暫時只有防守中場陳俊
樂能在大港腳中穩佔一席，相
信主帥金判坤今後會加速展
開換血行動。

高洪波高洪波：：
四球取勝僅達最低標準四球取勝僅達最低標準

■■中國隊主帥高中國隊主帥高
洪波洪波 新華社新華社

■■辛祖辛祖（（右右））力抗卡塔爾球力抗卡塔爾球
員的攔截員的攔截。。 法新社法新社

■■港將法圖斯港將法圖斯
（（左左））與對手與對手
爭頂爭頂。。 新華社新華社

■■港隊主帥金判港隊主帥金判
坤為球隊加油坤為球隊加油。。

新華社新華社

世外賽亞洲區C組積分榜
排名 球隊 場次 勝 和 負 進球 失球 淨勝球 積分

1 卡塔爾 7 7 0 0 29 2 27 21

2 中國 7 4 2 1 25 1 24 14

3 中國香港 8 4 2 2 13 5 8 14

4 馬爾代夫 7 1 0 6 4 18 -14 3

5 不丹 7 0 0 7 3 48 -45 0

24日晚在武漢對陣馬爾代夫隊的世界盃外圍賽
中，中國男足（國足）以4：0取勝。主帥高洪波賽
後點評，國足全場40次射門進4球，僅達到最低標

準。眼下國足必須集中精力，準備下場生死戰。
高洪波在賽後新聞發佈會上坦言，他對球員場上投入（的程度）還

是很滿意，但4：0的比賽結果只達到最低標準。從統計數據來看，全場
40次射門進4個球，成功的比例並不高。他說：“這些技術層面的問
題，教練組很難在短時間內解決。”

“本場比賽兩頭打得完美，中間階段做得不好。”高洪
波說，國足本場此般表現，主要問題出在心理、思想，90
分鐘戰術把控上做得並不好。對於下場比賽，高洪波
表示國足沒有退路，只有戰勝對手才能向前走。
另外，在同組卡塔爾2：0勝香港一役，卡塔

爾連送大禮，中場核心阿薩達拉、兩名前鋒塞
巴斯蒂安和海多斯均吃到黃牌，這是3人本
屆40強賽中的第2張黃牌，累積2黃將
無緣末輪對陣國足的比賽。
國足對卡塔爾的比賽將於下周

二在西安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泳協公佈六興奮劑陽性案例
中國游泳協會24日公佈，在2015年以來的興奮劑檢測

中，共發生3例克侖特羅（俗稱瘦肉精）陽性和3例氫氯塞嗪
（利尿劑）陽性案例。
據悉，2015年度，中國游泳協會配合反興奮劑中心進行

了1,758例檢查，其中賽內尿檢473例，血檢35例；賽外尿檢
1,080例，血檢116例，生物護照（檢測）54例。國際泳聯和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2015年共對中國游泳運動員進行了27人
41人次的賽內檢查和32人82人次的賽外檢查。

檢查結果顯示，中國海軍的趙瑩（收樣時間 8月 21
日）、王立卓（收樣時間8月30日）和天津的安家葆（收樣
時間9月1日）三名地方隊游泳運動員在賽外檢查中被查出
克侖特羅陽性。
上述三人接到A瓶陽性通知後，均申請B瓶檢測，結果仍

為陽性。之後，三人又申請召開聽證會。中國反興奮劑中心

聽證委員會先後於2015年12月和2016年1月對安家葆、趙瑩
和王立卓的陳述進行聽證。
鑒於有證據表明，上述三人很可能誤食了含有克侖特羅

的肉食品，根據《世界反興奮劑條例》（以下簡稱《條
例》）7.9.2條款和《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以下簡
稱《通則》）第四十五條的規定（選擇性臨時停賽），反興
奮劑中心並未對上述運動員實施臨時停賽，運動員在接受調
查處理期間仍可參加比賽。
此外，某省的三名游泳運動員先後在2016年1月的賽外

檢查中被查出氫氯塞嗪（利尿劑）陽性後，均聲明放棄B瓶檢
測，但申請召開聽證會。由於需要調查取證，聽證會時間還
未確定。
自發出陽性通知之日起，中國反興奮劑中心已禁止以上

三名運動員參加一切國際國內比賽。 ■中新社 ■■王立卓誤食含有克侖特羅的肉食品王立卓誤食含有克侖特羅的肉食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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