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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一堆藥吃一堆藥，，不如每天吃一支海參不如每天吃一支海參
「「 鼎海堂鼎海堂」」 頂級深海野生岩刺參現正特價中頂級深海野生岩刺參現正特價中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保肝護肝效果好

（本報記者秦鴻鈞）捕撈商直
營店，海參專家 「鼎海堂」 自從在
「百佳超巿」 設立專櫃，該公司海

參皆為來自美洲無汚染海域，五年
以上的野生海參，自然淡干，無任
何添加物，廣受各界的信賴和喜愛
，尤其各大餐館皆喜採用 「鼎海堂
」 的海參，為了迎接母親節即將來
臨， 「鼎海堂」最頂級的深海野生
岩刺參，現正舉辦大特價優惠，原
價每磅188 元，現只收每磅168 元，
是人子孝敬母親最好的禮物。該種
海參生活於深海岩石間隙，周身多
刺，生長周期長，營養價值為海參
之冠。

海參擁有突出的藥用價值和眾
多的滋補功效，在古代被賦予神奇
色彩，當代中醫理論和現代科學理
論揭開了海參的“神秘面紗”，證
實了海參對強身健體以及對多種疾
病擁有很好的醫療價值。現代研究
證 實 ： 每 100 克 乾 海 參 含 蛋 白 質
50.22 克，脂肪 4.8 克，碳水化合物
4.5克，膽固醇51毫克，鋅2.24毫克
，鐵9毫克，硒150毫克等。而且海
參富含優質氨基酸，例如：精氨酸
、谷氨酸、甘氨酸等。海參的活性
物質，例如：海參皂甙提取之後可
用於抗癌藥品研製。傳統中醫則認

為，海參具有滋陰壯陽、生血補血
、主補元氣、益補五臟和祛虛損的
功效。

海參是海洋生物，在地球上生
存至少有六億多年的歷史，被喻為
地球的“活化石”、大海中的營養
寶庫。如此高的盛譽是因為其六億
年來形成的完美的、無與倫比的營
養結構。現代科學研究證明，海參
滋補功效確實與眾不同。
增強體質，增強機體免疫力 抗疲勞

因為海參中所含豐富的蛋白質
、多醣、皂甙、精氨酸等是人體免
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質，所以食用海
參不僅能增強和調節機體的免疫力
，而且有明顯的抗疲勞作用；同時
海參中的菸酸、牛磺酸、鉀、鎳等
營養素都具有快速消除疲勞，恢復
體力，調節神經系統的功能。
延緩衰老，延年益壽

海參中的多種營養元素，都具
有延年益壽、消除疲勞等功能，海
參中的精氨酸等元素還具有促成人
體細胞再生和機體損傷修復的能力
。經常食用海參會讓您煥發青春，
延年益壽。
調節血脂，調節血糖

海參中的釩、錳、鉀、銅、尼
克酸、牛磺酸等可以影響人體內脂

肪的代謝過程，具有防止脂肪肝形
成的作用，經常食用海參不緊可以
預防心血管病、降血壓、激發造血
功能，還可以抑制膽固醇的合成、
調節血脂。海參中的酸性粘多醣具
有激活胰島細胞活性、平抑高濃血
糖、降低機體中血糖活性、抑製糖
尿病發生的作用，海參中含有的鉀
對機體中胰島素的分泌起著重要的
調節作用，海參中的釩可使糖尿病
得到防治，食用海參不僅可以預防
糖尿病的發生，而且對糖尿病的患
者還有改善和輔助治療作用。
補腎益精，滋陰養血，陰陽雙補

海參中的精氨酸是構成男
性精子細胞的主要成分，且具
有調節性激素的功能，而海參
又恰恰是“精氨酸的大富翁”
對治療陽萎、腎虛有特殊功效
；海參中的釩、磷、鋅、錳、
硒、鎳等元素都對人體多種生
理活動，對促進性功能的提高
有很大的幫助。

海參中的很多微量元素對
改善和調理女性內分泌有很大
的幫助；對保持皮膚水分、增
加皮膚彈性有神奇效果，可以
有效預防皮膚老化、滋容駐顏
。

海參可調節改善預防心腦血管疾病
經常食用海參可以調解、改善

和預防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生，起到
清洗腦血管的作用，並對心腦血管
的硬化及炎症有顯著改善。增強心
腦血管的彈性，解除心腦血管痙攣
，舒張心腦血管血流，促進側枝循
環的建立。
吃海參全家的事海參營養均衡豐富

爸媽垂暮之年，白髮漸多，需
要更多關懷和健康體魄；

媳婦操持內外，身心俱疲，需
要青春容貌，年輕體態；

孩子純真善良，身心嬌嫩，需

要更多營養；
而你在外奔波拼搏，需要充沛

精力。提升免疫力護衛好你的健康
，海參不止能做到這些！除此之外
，海參還具有調節血脂、血糖。長
期食用還能改善睡眠，提高記憶力
，促進生長發育。

吃海參是全家的健康大計！
「鼎海堂」 地址：9889 Bel-

laire Blvd.#D 227A , Houston ,
TX77036
百佳超市專櫃：9280 Bellaire Blvd.,
Houston,TX 77036
訂貨電話：（713）530-8821

1985年，日本生物學家威德永勇
治博士宣布了他十數年潛心研究結論
：“蜂膠是人類已知最具天然抗生效
果的物質。”他所說“抗生效果”包
括抗乙肝病毒。人類四大殺手之一的
乙型肝炎是乙肝病毒通過體液渠道感
染人肝的高危疾病。要防治乙肝，必
須清除血液及肝細胞內的乙肝病毒，
抑制病毒在肝細胞內復制，同時要強
化人體自身免疫功能。
殺滅乙肝病毒增強免疫力

慢性乙型肝炎的病理機制複雜、
矛盾很多，所以說治療乙肝既要殺滅
乙肝病毒，又要有效提高機體免疫功

能；既要消除肝細胞炎症、防止壞死
；又要抑制肝纖維組織增生，還要改
善微循系統、以有提高人體新陳代謝
；同時，治療時也要兼顧肝臟本身病
變，及肝外病變。

而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
flowers）恰恰是一種同時具備以上諸
多功效的天然物質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
中的黃酮類及萜烯類具有廣譜抗菌作
用和明顯的抗肝纖維化作用，不僅能
夠殺滅肝炎病毒，而且對人體的免疫
系統有強化、激活作用。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

flowers）中富
含 總 黃 酮 、
總 酚 酸 、 萜

烯類物質，具有調節轉氨酶活性，降
低血清轉氨酶濃度水平，改善肝細胞
生物膜活性與通透性，調節肝細胞氧
化代謝功能，抗氧化，穩定和清除過
剩自由基，蜂膠中的黃酮類化合物等
對肝有很強的保護作用，能夠解除肝
臟毒素，修復肝組織細胞的病變損傷
，防止中性脂肪堆積和肝硬化的發生
與發展。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
flowers）能強化免疫系統，增強免疫
細胞活力，刺激體內產生抗體，抵抗
多種疾病。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

flowers）對於長期喝酒造成的脂肪肝
、肝損傷有很強的修復作用，可以有
效地預防酒精性肝和酒精性肝硬化，
預防肝細胞中脂肪的積存，從而對脂
肪肝進行有效地預防及治療。而且，
具有廣譜抗菌作用的蜂膠，不僅能夠
殺滅肝炎病毒，抑制病毒在肝臟細胞
內復制，而且能夠強化機體免疫能力
，使乙肝轉陰。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
flowers）是大自然賜予人類最好的禮
物，是您健康的保護神！
電話：1-888-518-7778
網址：www.vikerm.com
電郵：vikerm.com@gmail.com
加拿大viker公司出品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本頭公廟熱烈慶祝觀音菩薩寶旦

33月月2727日為觀音菩薩寶旦本頭公廟熱烈慶祝日為觀音菩薩寶旦本頭公廟熱烈慶祝
本頭公廟觀音菩薩寶旦上香後本頭公廟林國雄秘書長本頭公廟觀音菩薩寶旦上香後本頭公廟林國雄秘書長、、李豪李豪
、、孫乙舜榮譽會長孫乙舜榮譽會長,,孫偉根會長孫偉根會長,,副理事長朱國興副理事長朱國興、、柯文孝柯文孝、、
許益明許益明、、馬理事等合影馬理事等合影

本頭公廟林國雄秘書長主持觀音菩薩寶本頭公廟林國雄秘書長主持觀音菩薩寶
旦上香儀式旦上香儀式,,李豪李豪、、孫乙舜榮譽會長孫乙舜榮譽會長,,孫偉孫偉
根會長根會長,,副理事長朱國興副理事長朱國興、、柯文孝柯文孝、、許益許益
明明、、馬理事等進行參拜馬理事等進行參拜

本頭公廟林師兄和經生團率信眾於觀音菩薩寶旦誦經求福本頭公廟林師兄和經生團率信眾於觀音菩薩寶旦誦經求福

德州潮州會德州潮州會
龍獅團龍虎龍獅團龍虎
子弟準備在子弟準備在
觀音菩薩寶觀音菩薩寶
旦上與信眾旦上與信眾
共沐神恩共沐神恩,,
共同慶祝共同慶祝

榮譽會長孫乙舜於觀音菩薩寶旦上香致敬榮譽會長孫乙舜於觀音菩薩寶旦上香致敬
潮州會館會長孫偉根與林國雄秘書長在觀音菩薩寶旦潮州會館會長孫偉根與林國雄秘書長在觀音菩薩寶旦,,
準備素齋與信眾結緣準備素齋與信眾結緣

本頭公廟副理事長朱國興和婦女組馬陳秀英本頭公廟副理事長朱國興和婦女組馬陳秀英
於觀音菩薩寶旦為善信服務於觀音菩薩寶旦為善信服務

運動球季來臨運動球季來臨
休士頓開創無限商機休士頓開創無限商機

華人瘋NBA
機場巧遇傳奇球星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
導)隨著美國職籃 NBA 例行
賽將於4月15日告一段落，
18日季後賽開打，許多海外
死忠華人球迷把握季前球時
機，跨海購票觀戰，感受美

國運動文化魅力，德州擁有
聖安東尼奧馬刺、達拉斯小
牛和休士頓火箭三大指標球
隊，自然吸引許多海外球迷
揪團朝聖。
美國職籃NBA魅力無法擋，

許多華人NBA球迷飄
洋過海，以行動力現
場加油打氣。在台灣
從事體育新聞相關工
作，華人鄭翔本身也
是超級球迷，趁著台
灣連假期間，特地前
來一睹偶像馬刺隊丰

采，親自感受現場超High氣
氛，這趟來還讓他幸運地在
機場巧遇籃球傳奇球星，前
公 牛 明 星 前 鋒 皮 朋 (Scottie
Pippen)，可說是天上掉下來
的大禮。

鄭翔說，多年前曾到過
達拉斯觀看小牛隊比賽，當
時就對德州運動文化印象深
刻。這次規劃10天的旅程，
目的在於做個稱職的馬刺鐵
桿 球 迷 ， 趕 在 鄧 肯 (Tim
Duncan)退休前，好好一睹偶
像馳騁場上英姿。

鄭翔說，觀看上周六馬
刺對戰暴龍之戰， 「能夠看
球，既興奮又開心，算是一
圓 NBA 夢 」 。 他 說 ， San
Antonio是一個熱情的城市，
美國運動風氣興盛讓他難忘

，各個年齡層得球迷都會竭
盡所能融入比賽，搖旗吶喊
，那種死忠的凝聚力讓人很
享受。

最 重 要 的 是 ， 正 逢
NCAA 男子籃球決賽季，這
趟旅程的最大收穫，他意外
在休士頓喬治布希機場(IAH)
遇到公牛前傳奇巨星皮朋，
他開心與他合影，並立刻上
傳臉書，讓許多台灣球迷羨
慕不已。

華人華人NBANBA球迷鄭翔球迷鄭翔((左左))超級幸運在機場與超級幸運在機場與
傳奇球星皮朋傳奇球星皮朋((右右))合影合影。。((鄭翔提供鄭翔提供))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春季
萬物新生，同時也是熱血沸騰的運
動球季(Sports Seasons)，各領域的球
類運動如火如荼展開，從 4 月初開
始，NCAA男子籃球最後四強與總
冠軍戰登場，接著，美國職棒大聯
盟 MLB 新球季開打，4 月中旬美國
職籃NBA季後賽輪番上陣，讓運動

迷可積極安排觀戰賽程表外，所引
發的周邊龐大商業效益，更是不同
忽視。
為NCAA男子籃球賽最後四強和總
冠軍戰做暖身的嘉年華會，上周末
才在休士頓市區熱鬧舉行，提供大
型輕鬆娛樂活動和巨星演唱會，讓
球迷能欣賞緊張刺激比賽之餘，也

享受周邊餘興節目。此種大型運動
嘉年華在休士頓舉辦，無形中也為
休士頓帶來許多商機。

光是NCAA男子籃球賽就吸引
數以萬計的外地球迷湧入休士頓，
為旅館業者增加訂房客源，早在數
個月前，周邊的飯店、旅館和Airb-
nb網站訂房都額滿，巴士接駁更是

大費周章，讓業者荷
包賺飽飽。

在 Montrose 擁 有
Airbnb公寓套房出租的
Jared Dariae表示，大型
運動比賽總會吸引遊
客進駐，三個月多月
前就接受訂房預約，
在最後一刻競標高價
搶 住 宿 大 有 人 在 ，
「似乎成了一種傳統

」，身為業者，當然
樂觀其成。

其他販賣紀念品的攤販生意也
是翻倍成長，許多外來的生意人到
休士頓賺錢，一名專賣各種大規模
運動比賽紀念品的商人Mike自己也
是超級球迷，他與朋友都會批發各
種籃球、足球、美式足球冠軍系列

賽等紀念品到各地販售，不只提供
球迷收集周邊商品，自己也可以賺
錢。

另外，知名票券交易網站Stub-
hub.com、Flahseats.com 因為各種球
類運動熱門，競標價格往往可差至
30至40元，尤其最許多美國指標性
球類運動正進行，此類網站的交易
頻率就更火熱， 一天都會有好幾百
筆的交易紀錄。

隨著運動季來臨，為掌握球賽
動態，票務網站業務華人Summer建
議 民 眾 可 善 用 運 動 Apps， 包 括
NBA Game Time 2015-2016、 Ga-
metime-Sports Tickets等Apps應用程
式都刊載最新球類票價資訊和賽程
表，可避免黃牛漫天喊價，也可好
好享受看球樂趣。

運動周邊紀念品商機看好運動周邊紀念品商機看好。。((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音樂嘉年華吸引人山人海球迷參加音樂嘉年華吸引人山人海球迷參加。。((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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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Phone:281-933-6660
Fax: 281-933-6662

Tapioca KingTapioca KingTapioca King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包括﹕圖片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七天營業

例湯水果

八人和菜 $148.00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蜜桃蝦
姜蔥雙龍蝦
黑鹽牛肉
清蒸游水魚 (大)
炒青菜
炒三鮮

十人和菜$168.00
雪花海鮮羹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黑椒牛肉
姜蔥雙龍蝦
香橙骨
炒三鮮
蜜桃蝦
清蒸游水魚
蒜蓉炒菜

歡迎光臨
特價午餐 電話: (713) 988-5745$5.75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6.95
四人和菜 $45.95
五人和菜 $55.95
六人和菜$65.95

明爐燒鴨
蜜汁叉燒

東江鹽水雞
新鮮游水魚
生猛龍蝦

隨餐附送
例湯、水果

菜色價格如有變更 以本樓公布為準

93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超市同棟購物中心)

11AM-3PM 星期一公休

時菜牛肉
滑蛋蝦
五柳魚片
椒鹽茄餅
宮保雞
咕嚕肉
豉汁青口
酸菜肉絲
四季豆
椒鹽鴨下巴
等等......

星期二 2016年4月5日 Tuesday, April. 5, 2016 星期二 2016年4月5日 Tuesday, April. 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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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10:00a.m. 英語崇拜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10:00a.m. 中文主日學 Chinese Sunday School
10:00a.m. 兒童崇拜 Children Worship
11:15a.m.中文崇拜(粵語/國語)Chinese Worship Service
11:15a.m. 英語主日學 English Sunday School
1:30p.m. 中文學校(九月開課)Chinese Schoo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WEB:www.cbchouston.org

何國明主任牧師、王浩詒牧師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 713-461-0963 Fax: 713-461-5186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快捷旅遊快捷旅遊快捷旅遊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ASAP Travelwize
www.asaptravelwiz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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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辦本地特色團﹑遊輪﹑各地旅遊團﹐代辦簽證

英語崇拜、粵/國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普通話翻譯)、英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高中 SAT 補習班
週五生活團契、普通話小組及其他聚會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禮拜六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張文傳博士
主任牧師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VIP BEAUTY DESIGH
Mon-Sat 10 am - 6 pm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110
Houston, TX 77072

713-933-4878

女士剪髮 $18
男士剪髮 $8
燙髮 $50

染髮 $30(男) $45(女)

貴賓美容美髮設計屋

特價中特價中特價中
包括洗包括洗、、吹吹、、剪剪

剪、燙、染、化妝、繡眉、眼線

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305 S. Main, Houston, Texas 77025 
Tel: (713)663-7550   Fax: (713)663-6896 

網址：http://www.hcchome.org 
電郵：hccoffice@hcchome.org 
教牧同工：曹惠基、潘小玲 
D. Carter、譚聖欣、賴永敬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英語、粵語﹚ 
午堂崇拜：上午十一時正﹙國語﹚ 

梨城分堂崇拜：下午二時﹙國語﹚ 
牧師：鄭忠禎 

主日學：下午三時半至四時半﹙國語﹚ 
12005 County Road 59, Pearland, Tx, 77584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West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638 Hammerly Dr., Houston, Texas 77043 
Tel:(713)935-9422、935-9447 Fax: (713)935-9928 

電郵: whcc@whcchome.org 
主任牧師：許重一 

中文牧師：黃奕明、粵語牧師：施克健 
英語牧師：白安卓、李家德 

北區植堂牧師：祝華達 / 英語傳道：Ted Cox 
家庭事工：林徐玉仙 / 青少年：燕華欣、孫國軒 
兒童主任：陳秀女 / 粵語傳道：吳謝寶芳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卅分﹙國語/粵語﹚ 
 午堂崇拜(英)、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明湖中國教會 
Clear Lake Chinese Church 

503 N. Austin St., Webster, Texas 77598 
Tel: (281)338-1929    Fax:(281)338-0435 
電郵: clearlakecchurch@comcast.net 

網址:http://www.clearlakechinesechurch.org 
中文牧師：張友源牧師 
英語／青少年：林文平牧師 

英語崇拜：上午九時三十分 
中文崇拜：上午十時五十分﹙國語/粵語﹚ 

查經禱告會：禮拜三晚上八時 
禮拜五晚：中文查經、AWANA兒童節目 

           青少年團契 

 
  

7707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Tel: (281)499-2131  Fax: (281)499-5503 
網址：http://www.fbcchome.org 
電郵：office@fbcchome.org 

主任牧師：林永健 
行政主任：楊黃琳娜 
國語、粵語崇拜：上午九時卅分 

 英語、青少年、兒童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週四上午: 長輩活動和婦女聚會 

週五/六晚:兒童聚會 AWANA,青少年和成人團契 
主日下午:中文課和英語學習班 

凱地中國教會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24747 Roesner Road, Katy, TX 77494 
Tel. (832) 437-1998 

電郵：katyccc@katyccc.org 
網址: http://www.katyccc.org 

主任牧師：楊浩峰 
華語牧師：滕茂坤 / 英語牧師：林懷祖 
青少年事工：章迦恩/兒童事工：陳明佑 

關懷事工主任：王台妹 
        中文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 
      英文、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 

康福華人教會 
Comfort Community Church 

702 Smith Road.,  
Port Lavaca, Texas 77979 
電話：(361)553-6300 

 
主任牧師：趙德光 

 中文敬拜：主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English Worship：Sunday 9:30AM 
  禱  告  會：禮拜三晚上七時半 
  小      組：禮拜五晚上八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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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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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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鵜
鶘
勝
掘
金

鵜
鶘
勝
掘
金

NBANBA常規賽激戰常規賽激戰66場場，，其中鵜鶘以其中鵜鶘以101101--9595擊敗掘金擊敗掘金，，避避
免兩連敗免兩連敗。。本場比賽本場比賽，，鵜鶘隊的安德森鵜鶘隊的安德森、、科爾科爾、、阿倫佐阿倫佐--基和霍基和霍
勒迪全部傷停勒迪全部傷停，，但是巴比特貢獻了但是巴比特貢獻了2222分分1010籃板籃板。。

世界杯南美區預選賽在亞松森開始世界杯南美區預選賽在亞松森開始11場較量場較量，，巴西客場巴西客場22比比22逼平逼平
巴拉圭巴拉圭，，積積99分排名第分排名第66位位。。巴拉圭中場奧爾蒂斯頭球中柱巴拉圭中場奧爾蒂斯頭球中柱。。巴西前鋒巴西前鋒
奧利維拉中楣奧利維拉中楣。。前鋒萊斯卡諾拔得頭籌前鋒萊斯卡諾拔得頭籌。。下半時下半時，，埃德加埃德加--貝尼特斯擴貝尼特斯擴
大比分大比分。。中超外援吉爾頭球入網中超外援吉爾頭球入網，，但犯規在先但犯規在先。。奧利維拉扳回壹分奧利維拉扳回壹分。。阿阿
爾維斯補時追平爾維斯補時追平。。

巴拉圭巴拉圭22--22巴西巴西

邁阿密賽邁阿密賽，，阿紮阿紮66--22//77--55力克科貝爾力克科貝爾，，晉級決賽晉級決賽，，與庫與庫
茲涅佐娃爭冠茲涅佐娃爭冠，，後者後者77--55//66--33直落兩盤戰勝巴辛斯基直落兩盤戰勝巴辛斯基，，時隔時隔
十年重返邁阿密決賽舞臺十年重返邁阿密決賽舞臺。。

邁阿密賽阿紮進決賽邁阿密賽阿紮進決賽

《靈偶契約》恐怖測試數據：

男觀衆更膽小
心理緊張，不敢直視

……觀衆在表達觀看驚悚片

的感受時，他們所說的是否

與他們的真實反應一致？作

爲首登內地銀幕的好萊塢驚

悚片，《靈偶契約》的上映

無疑成爲測試觀衆反應的最

好契機。近日，數十位職業

和年齡各不相同的男女在觀

看《靈偶契約》時接受了腦

電流、皮膚電和心率測試，

從他們的數據反饋來看，男

性觀衆居然更怕看驚悚片！

專業調查機構偉德福思

負責執行這次測試工作，其

負責人鄭珣介紹，腦電流能

反應出人的專注度和放松度

，當影迷在觀看驚悚懸疑片

時，放松度往往會降低，而

在性別比例各占50%的測試

者中，女觀衆的放松度略高

于男觀衆，但出現高專注度

數值的次數卻是男觀衆的兩

倍。“這表明女觀衆並沒有

因爲《靈偶契約》呈現的驚

悚感而導致注意力減弱，反

而男觀衆在有意回避影片中

的恐怖，”鄭珣說，“可以

這麽理解，其實女性觀衆對

驚悚片更加青睐，而男性觀

衆其實更害怕。”

所有的測試者在觀看《靈

偶契約》時的心率差異十分有

趣，男女觀衆最爲害怕的劇情

並不相同。當影片中的美女格

麗塔（勞倫·科漢飾）被相框中

伸出的鬼手鎖喉時，男觀衆的

心跳普遍迅速上升。女觀衆最

害怕的則是靈偶勃拉姆斯複活

時的情節，其中有一位女觀衆

的心率值從62直接飙升至接近

120，這個數據一般是在劇烈運

動或者坐過山車時才能達到。

都說人隨著年紀的增長

，經曆的增多會變得內心波瀾

不驚，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靈偶契約》的測試也提供了

有趣的數據——觀看電影時，

20至25歲的觀衆平均心率值

爲83.5，26至30歲之間的稍顯

淡定，爲81.9，而30歲以上的

平均心率卻最高，爲87.4。這

也說明30歲以上的觀衆被驚

嚇的程度更深。

《靈偶契約》所展現的

是高級心理驚悚，以嚴密的

敘事在層層鋪墊下逐漸給觀

衆施加心理壓力。作爲好萊

塢的精良制作，該片以懸疑

劇情展開驚悚氣氛，測試者

的皮膚電活動數據准確反饋

出觀衆在觀影時的情緒起伏

從25分鍾後開始高潮叠起。

鄭珣分析說，當影片播放

25分鍾後，隨著劇情節奏變快

，恐怖氣氛加深，觀衆的心跳

和皮膚電指數呈現出明顯“陡

坡式”攀升，直到故事收尾，

觀衆的心率和皮膚電指數仍維

持在一個高數值狀態。這也證

明，《靈偶契約》這種不靠灑

血漿而是娓娓道來的恐怖故事

充分調動起了觀衆的情緒，給

他們帶來了超越感官刺激的持

續不斷的心理驚悚。在現場觀

影的一位心理咨詢師表示，這

同時也是幫助觀衆減壓的一種

另類心理按摩和壓力釋放。

在《雲中行走》之後，羅伯特· 澤米吉

斯很快開始拍攝新片《五秒鍾的沈默》，布

拉德· 皮特與瑪麗昂· 歌迪亞亮相英國倫敦片

場。

歌迪亞身穿姜黃色大衣，而皮特的棕色

麂皮夾克讓他顯得十分複古。皮特全程抱著

孩子，還不時讓寶寶騎在他的脖子上，在片

中扮演溫柔的爸爸。

一家三口出行的畫面很是溫馨，皮特與

歌迪亞相視而笑的畫面充滿了柔情蜜意，然

而這部影片的劇情卻十分驚心動魄。影片的

故事發生在二戰時期，皮特與歌迪亞在執行

任務時墜入愛河，但歌迪亞卻是雙面間諜，

知曉實情的皮特是否會親手殺死自己的戀人

？

近年來在小熒屏上頗有人氣的麗茲· 卡

潘也將在該片中亮相，從主演陣容來看，這

部影片值得重視。早前影片宣布定檔2016年

11月23日，看來片方希望將其送入頒獎季與

其他新片一決高下。

《五秒鍾的沈默》片場照

皮特與歌迪亞
攜女出行

日本闊別12年再次制作推出的哥斯拉系

列最新片《新· 哥斯拉》，就要在今年7月29

日和日本觀衆見面了。本片還有太多讓人好

奇的未公開謎團，而今天卻宣布和擔任總導

演以及編劇的庵野秀明的代表作《新世紀福

音戰士》展開了夢幻的合作。

《哥斯拉》 系列是日本的代表性電影

，而《新世紀福音戰士》則是庵野秀明導演

的代表作，爲紀念《新· 哥斯拉》七月上映

，才會有了“哥斯拉對戰福音戰士”這個合

作計劃。這次公開的就是該企劃的全新宣傳

海報，負責制作的是曾擔任《瘋狂的麥克斯

》概念設計，同時也是哥斯拉顔色設計師的

前田真宏，海報正中就是對峙的哥斯拉與使

徒。

在《新· 哥斯拉》4月23日開始的劇場預

售門票上，就會印制這張圖，並且只在影院

銷售，總量限定在55555張，相信粉絲們會

搶破了頭。除了預售門票，還會發行合作的

周邊商品，今年4月下旬開始推出限定本地

的手絹，5月下旬發行T恤，各種商品將依

序放出。

《新哥斯拉》
《新世界福音戰士》

夢幻組隊出擊

《王牌特工2：黃金圈》在定檔之後很快開

拍，近日該片曝光一組最新片場照，塔倫· 埃格

頓身穿灰色西裝，披著英倫風的深藍大衣亮相片

場，手裏拿著酒瓶，似乎心事重重。

埃格頓在《飛鷹艾迪》裏增肥不少，又刻意

扮醜，讓人有些擔心他是否還能出演這個由科

林· 費斯一手栽培起來的鮮肉特工。不過由片場

照來看，埃格頓瘦身成功，已經准備好在續集裏

再次與大牌明星飙戲了。

令人遺憾的是，在第一部中迷倒萬千少女的

科林· 費斯不會回歸，他出演的哈利在上一部中

被一槍斃命，這個意外讓不少影迷扼腕，希望科

林叔還能“起死回生”，但續集的故事顯然在向

前推進，“黑珍珠”哈莉· 貝瑞、朱麗安· 摩爾的

加盟爲影片帶來了新的元素。

《王牌特工2：黃金圈》將于2017年6月16

日在美國上映，馬克· 斯特朗將回歸，導演馬修·

沃恩的影片個人風格鮮明，這一次《王牌特工2

》的故事中依舊會有新場景，令人期待。

《王牌特工2》

埃格頓風度翩翩

社交網絡已然成爲了電影的宣傳陣地。近日

，拍攝正酣的《海灘救護隊》的一衆主演又在自

己的社交網站上公布了影片的新照。在這一組新

照上，美女演員大秀自己的完美身材，巨石強森

和紮克· 埃夫隆也不甘示弱地秀起了自己的肌肉。

而原版演員，經64歲高齡的大衛· 哈塞爾霍夫的

身材卻依舊健美。除了拍攝之外，這一群美女模

特演員還在自己的駐地堅持不斷地做著平板運動

。敬業精神令人贊許。

目前，關于影片的具體細節尚不得而知，但

是原版演員大衛· 哈塞爾霍夫的加盟影片，對于原

版的劇集迷來說，是一件有情懷的大事。電影版

《海灘護衛隊》將由派拉蒙出品，並由《分秒間

離》的編劇達米安· 珊農和馬克· 斯威夫特共同執

筆劇本。影片的故事講述了一個嚴格的救生員

（巨石強森）被迫要把一個刺頭小青年（紮克· 埃

夫隆）招募進自己的救生隊。因爲只有這樣，他

才能保護住一片海灘免受石頭公司的開采而帶來

的環境汙染。

目前，影片已經開拍，而上映時間也被定在

了2017年的5月19日。

《海灘救護隊》

美女性感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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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Lane,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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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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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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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oldengaterestaurantequipment.com
E-mail:Goldengateman@gmail.com

˙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優良品質
˙適用於烹飪炒飯，白飯，

春捲等任何米製佳餚

聯繫人：Llyn McEuen
電 話：713-525-9570
電 郵：Imceuen@ebrona.com

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靚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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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阿仙奴中場韋舒亞
又惹麻煩！據英國《鏡報》
報道稱，韋舒亞4日早晨在倫
敦西部一間夜店捲入了一場
衝突被趕走後，在一條小巷
被警察調查，相信他很快面
臨被領隊雲加警告。據報道，有夜店店員指韋舒亞
出手襲擊了他，但韋舒亞否認，而其身邊人亦透露
韋舒亞沒有出手，警方則表示仍在調查事件。韋舒
亞過去亦曾因在球場以外行為惹上麻煩，曾經三次
被捉到吸煙，去年又在夜店派對食水煙；阿仙奴領
隊雲加曾警告他要“控制自己的生活”，如今他又
闖禍，一定激死雲加。而主角韋舒亞則否認生事被
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網壇球王祖高域4日
在美國邁阿密大師賽男單
決賽以兩個6:3擊敗日本
球手錦織圭，成就生涯中
在這項賽事的第6冠，並
且以生涯28場大師賽冠軍
成為史上最多。而祖高域
生涯總獎金累積到近9,820萬美元，
此也超越費達拿的9,785萬美元成為
網壇歷史獎金王。

奪邁阿密賽第6冠
祖高域賽後回憶起他在 2007

年、也就是19歲時拿下這項賽事首
冠、亦是生涯第一場大師賽冠軍，
“這裡對我來說有非常特殊的意義，
2007年我拿下職業生涯最大的一場

冠軍，這是此後我在網壇的跳板，我
真心希望與這裡的‘戀愛關係’能一
直持續下去。”
祖高域的邁阿密大師賽生涯6冠

追平前美國名將阿加斯的紀錄，他也
與阿加斯成為這項賽事史上唯二完成
3連霸的男單選手。更重要的是，祖
高域生涯已累積28場大師賽冠軍，
正式改寫他與拿度共同保持的27冠
紀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在勇士對拓荒者的比賽中，史堤芬居里
和對方的利拿特展開了一場對飆得分

的好戲，史堤芬居里全場射下39分及6個籃
板球和7次助攻，而利拿特不甘示弱地拿到
38分。兩人在第一節各自獲得14分，第三
節更是互不相讓地連續交替拿分，最終投中
9個三分球的史堤芬居里略勝一籌，並幫助
勇士取勝。勇士的另一大功臣是特雷蒙格
連，他拿下22分、10個籃板及10次助攻的
三雙，基利湯遜也貢獻了21分。
勇士憑藉本場勝利走出了上場被塞爾特

人終結最長主場連勝紀錄的陰影，也追平了
芝加哥公牛在1996－1997賽季，以及洛杉磯
湖人在1971－1972賽季打出的常規賽69場
勝利的成績。他們目前距離公牛在1995－
1996賽季創下的常規賽72勝的紀錄也不
遠。

夏頓發威火箭擒雷霆
在火箭與雷霆的比賽中，夏頓成為關鍵

人物，他在比賽中貢獻41分和9次助攻，並
在第四節奮勇為火箭逆轉對手。排在西岸第
九的火箭這場已經輸不起，要想獲得季後賽
席位，他們必須贏下這場比賽，以追趕前列
的小牛和爵士。 ■新華社

三分球破千
勇士大勝拓荒者

NBA常規賽周日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湖人 100:107 塞爾特人
勇士 136:111 拓荒者
紐約人 87:92 溜馬
公鹿 98:102 公牛
太陽 86:101 爵士
魔術 119:107 灰熊
快艇 114:109 巫師
木狼 78:88 小牛
火箭 118:110 雷霆
騎士 112:103 黃蜂
網隊 87:106 鵜鶘

NBA常規賽周二賽程
主隊 對 客隊
76人 對 鵜鶘
速龍 對 黃蜂
熱火 對 活塞
鷹隊 對 太陽
灰熊 對 公牛
公鹿 對 騎士
金塊 對 雷霆
爵士 對 馬刺
帝王 對 拓荒者
勇士 對 木狼
快艇 對 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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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車路士
4日宣佈正式聘
用意大利名帥干
地為新任領隊，
雙方並簽約三
年，干地將於
2016/17 球季起
履新。
車路士發表

聲明指，干地會
在帶領意大利國家隊完成今夏的歐洲國
家盃決賽周後，就會正式接掌“車仔”
的帥印。現年46歲的干地表示：“我為
在車路士領軍的前景感到興奮，我非常
期待與球會中每一個人見面，並感受每
天在英超打拚的挑戰。”
干地將會成為歷來第五位領軍車路

士的意大利籍領隊，此前四人依次為維
埃里、雲尼亞里、安察洛堤和迪馬堤
奧。干地球員時期主要効力祖雲達斯，
退役後曾先後擔任巴里、阿特蘭大、錫
耶納和祖記等球隊主帥，其中曾領軍
“斑馬兵團”贏過三屆聯賽冠軍，以及
兩次意大利超級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干
地
成
車
仔
新
任
領
隊

■■史堤芬居史堤芬居
里里 (( 右右)) 上上
籃籃。。 法新社法新社

■■夏頓夏頓((右右))帶帶
球突破球突破。。

路透社路透社

■祖高域親吻獎盃。 法新社

■阿仙奴中場韋舒
亞。 法新社

■意大利名帥干地。
美聯社

NBA常規賽4日舉行，金州勇士

依仗史堤芬居里的神勇遠投以136:

111大勝波特蘭拓荒者，全隊三分球

更是突破單賽季1000個的大關刷新

紀錄；而輸不起的侯斯頓火箭則憑夏

頓的神勇以118:110擊敗俄克拉荷馬

雷霆，保留晉級季後賽的希望。

第25屆世界技巧錦標賽3日晚在福
建莆田落幕。俄羅斯選手在混雙、女三
項目中再奪兩枚金牌。中國隊獲得“男
四”冠軍。這是他們繼2012、2014年
世錦賽後，連續第三次該項目折桂。

俄羅斯女子三人組合別爾金娜、尼
基京娜、然娜以28.880分的成績獲得冠
軍。混雙組合格奧爾基、切爾諾娃以
29.535分的成績奪冠。

中國女三組合李潤、夏芝夢和楊曉
壹以總分28.460的成績獲得銀牌，白俄
羅斯組合獲得銅牌。
首次參加世錦賽的男子四人（男

四）組合李錚、芮留銘、張騰、周家槐
以無可爭議的表演獲得全場唯一超過30
的得分，擊敗排名第二的以色列隊和第
三的英國隊，為中國隊鎖定唯一的金
牌。“男四”教練周桐賽後向記者介

紹，這組選手磨合了5年，此前已獲得
兩次亞錦賽和兩次世界盃冠軍，這是他
們首次參加世錦賽，發揮出了應有水
準。
國家體育總局體操運動管理中心主

任羅超毅認為本屆世錦賽中國隊已經超
額完成任務。“通過這幾天的比賽，五
個單項中，除了混雙，我們都拿到了明
年世界運動會的入場券。” ■新華社

中國“男四”技巧世錦賽三連冠

世界桌球中國公開賽
3日晚在北京落幕。在當
日19局10勝制的比賽中，
卓林普以總比分10：4戰
勝沃頓，第二次舉起桌球
中國賽金色獎盤。
“非常高興能再次取

勝，這是我第二次贏得這
項賽事的冠軍。”賽後接
受採訪時，卓林普表示，
兩次奪冠給了自己很多信
心，他現在對將要舉行的
世錦賽“感到興奮”。
回顧本屆賽事，中國球手的表現可

謂喜憂參半。備受關注的丁俊暉在資格
賽遭淘汰。梁文博也在比賽首日爆冷出
局。此外，本月1日的8強賽，蘇格蘭球

員麥佳亞的勝利也將丁俊
暉的世界排名擠出前 16
位。這就意味着丁俊暉需
要打贏3輪資格賽，才能
拿到本賽季世錦賽正賽的
入場券。
與此同時，中國“00

後”球手袁思俊的橫空出
世則讓人眼前一亮。在以
5：3戰勝威爾士球員希堅
臣闖入正賽後，他又在首
輪比賽以5：0橫掃世界排

名第13位的古爾德。賽後接受採訪時，
這位不滿16歲的小將直言，自己整體感
覺不錯，加上運氣較好，“莫名其妙就
5：0贏了”。這也是袁思俊7次參加外
卡賽首次獲勝。 ■中新社

15歲袁思俊中國賽橫空出世

全國游泳冠軍賽暨奧運會選拔賽
3日在佛山拉開戰幕，浙江名將汪順
在男子400米混合泳決賽中強勢奪
冠，備受關注的葉詩文則因胃部不
適，女子400米混合泳僅獲第七。此
外，男子100米蛙泳的全國紀錄被打
破。
新的全國紀錄出現在男子100米

蛙泳準決賽中，海軍隊的王立卓以59
秒64創造了新紀錄，這一成績是今
年世界第三。閆子貝、李響、毛飛廉
等都進入了決賽。
汪順在男子400米混合泳決賽中

一路領先，最終以 4分 13秒 62奪
冠，這一成績目前排在今年世界第
五。天津隊的安家葆以4分17秒66
名列第二，上海隊的王舟以4分17秒
75獲得第三名。

女子400米混合泳決賽中，上午
還狀態不錯的葉詩文看上去明顯力不
從心，最後只獲得了第七名，成績是
4分50秒70。“小葉子”從泳池一上
來就坐在了池邊的椅子上，被人攙扶
走下場，國家隊副總教練陸一帆表
示，葉詩文賽後手心冰涼，隊醫將根
據她的情況決定是否將她送醫院治

療。上海隊的周敏以4分36秒97奪
冠。廣東隊的王歆雅和寧夏隊的許丹
露分別獲得第二、三名。
男子400米自由泳決賽由於孫楊

的缺席少了很多關注，上海小將邱子
傲以3分47秒99奪冠，這一成績能
排在今年世界第七，也是邱子傲的個
人最好成績。
上海隊是首日比賽的最大贏家，

除了兩塊單項金牌，上海隊還將女子
4ｘ100米接力金牌收入囊中，成績是
3分40秒69，北京隊以0.88秒之差獲
得亞軍，第三名是廣東隊。■新華社

■■葉詩文在葉詩文在400400米混合米混合
泳比賽中泳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1515歲小將袁思俊歲小將袁思俊
一臉稚氣一臉稚氣。。 新華社新華社

【本報系達拉斯訊】僑務委員會為歡迎海外僑胞返國參加中
華民國第14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慶祝大會及接待茶會活動，特成
立接待服務處，將安排僑胞參加本(105)年5月20日(星期五)上午
11時於總統府前廣場舉行之慶祝大會及5月21日(星期六)下午4
時至6時(下午3時開放入場)在臺北賓館(10048臺北市中正區凱
達格蘭大道1號)舉辦之「海外僑胞回國慶賀中華民國第14任總
統、副總統就職接待茶會」，歡迎踴躍回國參加。

僑胞組團每團人數以10至40人為度，本中心自即日起至5
月10日止受理僑團報名；接送機以僑團為限，同一僑團接送機並
以1次為度，接機時間為5月17日起至5月20日中午12時止，送

機時間為5月21日至5月23日止，未在上述期間者，僑務委員會
恕不提供接送機服務(未滿10人者，恕不接送)，組團相關資料，請
上僑務委員會網站：www.ocac.gov.tw「海外僑胞回國慶賀中華民
國第14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活動專區」

個別僑胞自本年3月22日起至5月15日止，得經由僑務委
員 會 網 站 （www.ocac.gov.tw） 線 上 登 記 或 以 傳 真
（886-2-2356-6233、886-2-2356-6325)、快遞或掛號將填妥之
僑胞登記表寄達僑務委員會(10055臺北市徐州路5號15樓)辦理
報名。

海外僑胞完成報名登記凡參加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副總

統就職活動，報到日期為5月18日至20日止(每日上午9時至下
午6時)；報到地點：僑務委員會「海外僑胞回國慶賀中華民國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活動」接待服務處(10055臺北市中正區徐
州路5號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1樓，我國護照、入國許可證或
僑居國護照正本，僑居國居留證明文件正本、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例如以僑眷身分申請者，應檢具親屬關係證明文件)，僑團應另附
慶賀團名冊1份辦理報到。

相關詳情請洽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鄧小姐，電話（713）
789-4995。

歡迎海外僑胞回國慶賀中華民國
第14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活動

達拉斯台工會與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台灣
同學會將於4月2日下午二點於德州大學阿靈
頓分校的Woolf Hall舉行2016年度的春季演講
會，特邀到現任職於UTA土木工程系的趙世鶴
教授(Dr. Shin-Ho Chao) 講解地震對建築結構
的損壞，以及工程技術如何減少地震對建築物
的衝擊。

今年二月
六日淩晨發生
了台南大地震
，維冠大樓整
棟倒 塌，讓人

悚目驚心，總共死亡117人。雖然地震這種天災
無法避免，但事先的防患可以將災害減至最低。
根據 檢測，維冠大樓的結構，不合建築規格，以
致無法承受 七級以上的地震。居住在北德州地
區的居民，這幾年來 也驚覺到頻繁的輕微地震，
為了防患未來可能的震灾，達拉斯台工會的春
季科技演講會特邀任教于 UT-Arlington 的趙

世鶴教授莅臨演講與指導。他將解析地震發生
原因、為何地震會引起結構災害、何種工程方法
可減低災害、現代化的大樓能否撐住大地震等。
達拉斯台工會敬邀各位參加，演講會備有茶水
與點心，入場免費。
趙世鶴教授簡介：

趙世鶴博士畢業於台灣大學，然後獲得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的土木工程
博士學位。他目前于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土木
系擔任副教授，研究專長包括地震工程學、超高
強度纖維複合混凝土、預力混凝土、橋梁工程學
、鋼骨結構學、大型建築結構實驗測試、結構抗

震設計等。趙博士是美國混凝土協會(ACI)
Chester Paul Siess Award的獲獎者，並也是美國
鋼骨結構協會 (AISC) 的捷出年青學者及會士，
于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土木系教學卓越，並且
獲頒2015年德州大學體系的杰出教育獎。
Date & Time: April 2, 2016 (Saturday) at 02:
00pm
Location：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Woolf
Hall, Room 311, 500 West First Street, Ar-
lington, TX 76019
連 絡 人：黃 重 儒 682-554-1504，詹 文 聲
817-354-6215(台工會供稿)

春季科技演講會
達拉斯台工會暨 UTA 台灣同學會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DC）已在美國選擇了 15 個
郡來參加今年的全國健康與營
養 體 檢 調 查（NHANES）。
NHANES 同時徵求中文、韓文
、和越南文翻譯人員在 3/25 至
5/17日之間協助和亞裔居民溝
通 。 有 興 趣 人 士 請 電
800-398-1394報名。

亞 美 健 康 關 懷 服 務
（AACCS) 將協助(NHANES)在
科林郡(Collin County)進行的
調查。這個調查將在三月二十
五日開始到五月十七日結束。
住在科林郡的居民包括：Plano,
Frisco, Allen, McKinney 大約有
5000 位隨機選中的當地居民將

有 機 會 在 隸 屬
於 疾 病 控 制 和
預防 中心的全
國 健 康 統 計 中

心代表登門拜訪時，參加這項
全國健康 與營養體檢調查。
NHANES 搜集的資料將有助
於確定擁有各類健康問題和風
險 因素（包括心臟病、糖尿病和
其他健康狀況）的美國居民人
數。公共衛生官員、立法者和醫
生將使用這些資訊來制定合理
的公 共衛生政策，指導和設計
健康計劃與服務，以及增進對
全民健 康的認識。

此外，透過這項調查獲得
的資訊還可以幫助您瞭解 自己
的健康狀況。欲瞭解更多資訊，
可以造訪 NHANES 的網站：
www.cdc.gov/NHANES。(亞美
健康關懷服務供稿)

全國健康調查(NHANES)
徵求翻譯人員 四月十六日（4/

16/16) 星期六下午
一點在李察遜角聲
社區中心舉辦。地址
： 300 E Terrace,
Suite 309, Richard-
son, TX 75081

亞美健康關懷
服務根據過去三年
舉辦癌症醫療講座
的經驗，發現演講結

束後，有很多癌友和家屬有許多
問題要"請問醫生"。因此我們從
去年開始舉辦免費"請問醫生"
的服務。

我們很高興請到具 有二十
年癌症專科經驗的李志勇醫生
來為我們主持這個活動。李醫生
是達拉斯的腫瘤專科醫生。他擁
有醫學博士和微生物/免疫學的
博士學位。李醫生也在全球有

名 的休士斯安德生癌症中心
（Houston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做過三年的博士後研究。
" 請問醫生"這個服務，所有問題
都會以匿名方式提出，醫生所做
的答案不針對特定的病人。醫生
只是提供資訊，來加强病人對疾
病的認識，並幫助病人能安心接
受自 己的治療方案。所有關於
治療的具體決定，病人還是要遵
從自己醫生的指示。從"請問醫
生"會議取得的資料，只供參考
之用，並非一定要遵行。沒有提
出問題的人士，也歡迎參加聽講
，也許你會得到有用的或是新的
防癌資訊。會後歡迎癌友及家屬
聯誼。

亞 美 健 康 關 懷 服 務 電 話
469-358-7239，email: asiancan-
cercare@yahoo.com(亞美健康關
懷服務供稿)

免費癌症醫療問答請
問
醫
生

（一）日期：2016年4月23日
（週六）至5月6日（週五）。
（二）地點：達拉斯華人活動
中心大廳。
（三）開幕：4/23 日上午 11
時--12 時（華人活動中心
美食節當天）。
（四）說明：1.作品略具水準
者。2.以四尺宣紙對開、三開
、四開為宜。3.橫幅以不超過
三尺為原則。4.每人以兩幅
為原則。5.最好是三個月以
內之作品。6.不必裝裱（裝裱
者不收）。7.作品請於4月22
日（週五）13時前送到，並於
5月6日（週五）14時前取回
。8.開幕典禮後，即有書法繪

畫臨池示範切磋。9.歡迎義
工。
主辦：美南中華書畫藝術學
會： 972-317-5939
協辦：達福中美文化交流協
會： 214-691-5185
達拉斯中華書畫協會：
972-571-5672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
972-480-0311
附註：歡迎新會員加入（入
會 費 及 年 費
共 10 元）。希
望 老 會 員 於
本年 5/1 日前
繳納年費，以
便 製 作 會 員
名冊。

第六屆中華書畫
習作聯展公告

QS160331A達福社區

QS160331B達福社區

時間：4月2日，周六，下午4:00-5:30。
地點：達拉斯德州大學JO 樓4.102教室。
演講嘉賓：芮蘭娜（Lena Rydholm），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漢學教授

達拉斯德州大學孔子學院特邀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漢學教授
芮蘭娜蒞臨中國文化講壇。芮蘭娜教授是國際漢學領域的一位
杰出學者，是享譽世界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的再傳女弟子。芮蘭娜教授剛剛結束其耶魯大學東亞研究委員
會學術講座的行程，將在我校做精彩的學術報告。芮蘭娜教授的
報告的題目立意新穎，相信會令許多聽眾耳目一新：古代中國與
1766年瑞典出版自由法案的關係。芮蘭娜教授通過研究發現，北
歐人對中國的興趣在瑞典通過世界首個信息自由法案的進程中
發揮了不可思議的作用。

1766年，瑞典議會通過了世界首個信息自由法案：《國王陛
下關于寫作和出版自由的仁慈條例》（His Majesty’s Gracious
Ordinance Relating to Freedom of Writing andcof the Press）。今天
很少有人知道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與十八世紀北歐國家中的中國
形象有著密切關聯。瑞典政治家安德斯‧諾頓克蘭茨（Anders
Nordencrantz）和安德斯‧屈德紐斯（Anders Chydenius），丹麥政
治家弗萊德裏克‧路德金（Frederik Lütken），在讀了讓‧巴普蒂
斯特‧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的《中華帝國全志》（1735）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chinoise）中關于
中國情况的描述後深受啟發，主張在瑞典、芬蘭和丹麥推行寫作
、出版，及信息自由。上述三位政治家基于杜赫德的著作，指出出

版及信息自由在中國古代就已出現，而且是中國國力富強和政
治穩定的重要因素。通過對諾頓克蘭茨的《關于自由使用理性、
書寫印刷的觀點》（1756）、路德金的《論寫作自由》（1758）、以及
屈德紐斯的《中國寫作自由情况描述》（1766）與杜赫德的著作加
以對比，芮蘭娜教授發現上述三位政治家都在文本中誤讀中國
歷史和文化，藉以推動瑞典議會通過自由出版法案。他們的努力
不僅促成了世界首個信息自由法案的通過，而且在中西文化交
流史上留下一段引人入勝的佳話。

講座免費向公眾開放，講座前有中式茶點招待。(孔子學院
供稿)

孔子學院中國文化講壇預告孔子學院中國文化講壇預告
““傳統中國與世界首個信息自由法案傳統中國與世界首個信息自由法案：：
十八世紀北歐國家中的中國形象”

西元2011年達福中華文化交流協會的會員
朋友們,為提倡中華書法藝術，議決舉辦“中華
書法展覽”。而由於在海外裝裱不易，且有些書
法愛好的朋友們，常自覺作品不夠成熟，羞於參
展, 因而我們把這個展出定名為“書法習作展”，
就是把平時練習的作品不必花錢裝裱，即可以
參加展出。不過，我們為鼓勵大家不斷的練習、
創作，所以希望所有的參展的都是近三個月以
內的作品，這可以說是個別開生面的展覽。是創
舉，我們用心良苦。

2011年第一次的展出時有30餘人、80多幅
作品參展，佈滿了華人活動中心大廳，令人振奮
，深受鼓勵，乃議決以後繼續舉辦。而書畫同源，
國畫也是我中華民族的瑰寶，因而決定加入國

畫，並邀請達拉斯中華書畫聯誼會與華人活動
中心共同舉辦，這就是“中華書畫習作展”的濫
觴。

今年的展出已經是第六屆了，而由於2014
年底“美南中華書畫藝術學會”的成立，所以最
初發起舉辦這次展出的中美文化交流協會議決
，今後的展覽，轉由美南中華書畫藝術學會主辦
。我們責無旁貸的負起這項任務。因而今後的展
出，我們將會聯合中美文化交流協會，達拉斯中
華書畫協會，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共同舉辦。

中華書畫藝術為我中華民族固有的，特有
的瑰寶，源遠流長，歷久彌新。而由於交通的日
漸發達，華人的足跡已遍及全球。中華文化亦隨
之而至。而尤以特有的書畫藝術最為突出，不但

串聯了民族的心，凝聚了民族的感情，也發揮出
無比的生命力，千秋萬世，永垂無疆。

德州向稱文化沙漠，華人移居亦較遲較少，
直到1997年始有“中華書畫聯誼會”之成立，但
活動很少，實難發揮倡導作用。筆者幼習書法，
來美退休後，每以習字消遣，深覺此一中華瑰寶
有加以提倡之必要，乃自不量力，邀請紐約書畫
界朋友，前來舉辦聯合展出。幸得僑界先進的大
力支持，以及諸位好友們的鼎力協助，新聞界的
鼓勵宣傳，確實掀起一陣風潮。而以後又再三再
四的邀請他們前來作交流觀摩展出，對達福地
區的中華書畫藝術活動，鼓舞良多。其間我們共
舉辦了五次書畫習作聯展，藉以提高大家的興
趣。記得在第四屆習作展時，有位13歲的黃嬿樺

和14歲的杜亨順兩位小朋友的書法作品參
展，他們都已經頗有根底了。但在第五屆展
出時，卻沒見到他們的作品，是否遷居他地？
令人失望。他們都有書法天賦，如能繼續不

斷的練習以後應有所成。而舉凡任何藝術，要想
卓然成家，先天的禀賦和後天的努力缺一不可。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
之者。”筆者知道國畫和書法是我中華民族的瑰
寶，練習書畫，不但可以發揚國粹，而且可以陶
冶心性，鍛煉意志，聯絡感情，團結族心，因而愈
加愛好，樂此不疲。近十多年來，我們這些八老
九十的老友們，已感心餘力拙了。衷心的希望年
輕的朋友們能攜起手來，共同為這項神聖的任
務而繼續努力。不分地區，不講黨派，不論顏色，
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共同責任。如有任何問題，
請隨時指教。李中華鞠躬。

為第六屆書畫習作聯展而寫 李中華

布蘭諾是個比較安全的地
方，但“安全”不是一個絕對的概
念。根據罪犯的口供，布蘭諾對
他們來說有相當的吸引力，而且
作案方便。布市大；容易出入；安
全薄弱環節多；城市新，鄰里互
相不熟；白天大多數家沒人；中
產階級集中；對偷盜等罪犯的判
刑輕，服刑時間短等。犯罪分子
一般會尋找有薄弱環節的住所
下手。他們有些人自稱“專業人
士”，犯罪很有經驗。亞裔尤其華
人成為他們作案對象的事時有
發生。近來甚至發展成入室搶劫
。

這些灾難不是不能防範的。
測試一下大家居家安全的常識
• 是否應該用你家的信箱寄
支票?
• 你的柵欄應該鎖嗎? 你把
鎖放在裏面還是外面？
• 什麽是“通向外面的門”？都
包括那些？
• 一名婦女夜裏醒來,一個陌
生男人正把手伸到她的腿上。那
人並沒有“破門或破窗而入”。他
是從哪進來的？
• 門鎖離任何開口（窗子，帶
玻璃的門）應該有多遠？
• 樹叢應該有多高，遮住你的

窗子安全還是不安全？
•你家外面的燈應安在
什麽地方？應讓它們整夜
亮著還是應在睡覺前關
掉？

• 家裏應安什麽樣的報警器，
是否要到警察局登記？登記後是
否報警器就連到警察局了？
• 什麽樣的門鎖最好？
• 在什麽情况下我應打 911？
什麽算“假報警”？
• 我是否應備把槍在家裏？

你都知道嗎？答對了嗎？這
只是一些例子。為了方便大家，
布蘭諾警察局劉援用漢語給大
家集中講解並答疑。她還會帶來
各種可提高安全係數的設備給
大家看。(布蘭諾警察局供稿)

居家安全講座

布蘭諾的居民你們好：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城市那夜受到冰雹

襲擊，不少人受到了很大損失。這正是那些
不擇手段的修房頂承包商趁火打劫的時候。
有些名聲不錯的修房頂的公司可以為你提
供服務，價錢誠實合理。不要讓那些騙子給
騙了，他們會騙了你的錢然後迅速離開。有
些公司可以向你推薦一些有誠信的單位。這
類的公司包括 North Texas Roofing Con-
tractors Association (北德州屋頂承包商協會)

，Good Contractors List (好承包商名單)，Bet-
ter Business Bureau (誠信商業局) 及你們自己
的保險公司推薦的公司。在花重金選擇任何
承包商時要格外小心。

你還可以上這個網站，那裏可以為你雇
用承包商提供有用的信息：https://www.
consumer.ftc.gov/articles/02...

我個人是相信個人推薦的。如果你有什
麽朋友或鄰居最近修了房子，問問他們的體
會再做决定。(布蘭諾警察局供稿)

布蘭諾警察局新聞發言人的信

警惕修房頂騙局
David Ti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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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型號全自動清洗及易拆洗抽油煙機,特價$288-$595
**有抽油煙機樣品展示和專人為你詳細解釋及專業安裝.

限時優惠限時優惠
免費基本安裝免費基本安裝!!!!6個中文台 中天頻道+CCTV4+鳳凰衛視＋

鳳凰資訊台＋江蘇衛視＋華夏娛樂 （第一年）
超值超值 120個英文台 $26.98/月

手機省錢套裝 免合約，保留原號碼

我們也有商家我們也有商家BusinessBusiness
最優質的網路和電話最優質的網路和電話、、電視服務電視服務

餐館餐館、、辦公室辦公室、、商場商場............

最佳中英文電視台最佳中英文電視台
長城平台22個頻道
台灣天王套裝21個頻道+TVBS $19.99/月
香港翡翠電視9個頻道 $19.99/月
英文120個新聞、體育、娛樂頻道 $34.99/月

$19 無限通話 無限短訊 100MB網路 送無限制打中國等10個國家

www.generalcomm.com Tel:281-983-0088 1-866-772-08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75MB快速穩定上網
最新優惠$14.99/月 ★Comcast電話包括免費無限制打中國、香港、新加坡、加拿大和韓國。

★所有優惠有條件限制，請來電洽詢

最低的價格，最大的優惠
我們代理住家和商業用電服務

電視+網路+電話 多種省錢套裝任選擇

永久免費HD高清頻道 ★優惠套裝需加訂英文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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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團歐洲團
* 西歐五國10天
* 瑞捷奧匈10天
* 義大利蔚蘭海岸12天
* 歐洲十國17天
* 西歐及義大利17天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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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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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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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金 馬 影 后 桂
綸鎂有情有義，
出席紀錄片 「我
們的那時此刻」
首映，雖然感冒
燒聲仍抱病出席
，以磁性聲音和
大家分享她參加
該片旁白獻聲的
感想。首映會上
資深玉女甄珍與
桂綸鎂難得同台
，兩代女神、影
后對影后，彼此
惺惺相惜，但桂
綸鎂有些抱歉地
透露沒看過甄珍
的作品，反倒是
甄珍說，常在電
視看到桂綸鎂，
還誇 「真的很美
！」

兩代女神甄珍、桂綸鎂
「那時此刻」 相見歡

被憲哥酸 「亞洲筆幹王」
陳沂：謝謝天王認證

不是冤家不聚頭？知名活動主持人陳沂4日凌晨在臉
書發表想回澳洲，正巧三立 「綜藝大熱門」久違開棚，
媒體終於能上門造訪，自然 「陳沂返澳」成了吳宗憲的
必考題。先前陳沂曾上節目與吳宗憲搞和解，但被問及
「陳沂返澳」，吳宗憲笑稱： 「很好啊，她滿適合澳洲

的。」接著又酸陳沂是 「亞洲筆幹王」，但話鋒一轉卻
又要留陳沂下來了？

原來陳沂之前指小豬羅志祥是 「亞洲空幹王」，遭
小豬一怒告上法院，兩人官司仍在進行，如今陳沂突然
有感，認為台灣這塊土地不斷地爛下去，讓她想返回澳
洲，吳宗憲趕緊出來幫踩剎車， 「妳（陳沂）要回澳洲
之前，要先把這官司處理，現在還沒有完呢。」據知陳
沂與小豬的官司將於4月12日最後一次開庭。

日前吳宗憲提殺童案要用連坐法懲罰，陳沂認為是
封建時代做法， 「荒謬不可置信，是很愚蠢的言論」，
對此吳宗憲澄清： 「她根本沒弄清楚我的話，不知其解
。」一次槓上 「亞洲舞王」與 「綜藝天王」，陳沂無奈
回應： 「不值得這個大咖一直關注我，謝謝天王的認證
、對我無微不至的關心。」至於何時去澳洲？陳沂說，
等新書出版後才做規畫， 「本來就有計畫，但最近覺得
要早點走。」

謝祖武日前上JET 「命運好好玩」宣傳年代
新戲 「大當家」，談到拍戲過程，他回憶當時
氣溫高達40度，大家還穿純羊毛的西裝拍戲，
他在3天內就中暑2次，甚至出現幻聽、幻想和
囈語等症狀，幸好有同劇演員張晨光在一旁照
顧，讓他笑稱張晨光簡直是他救命恩人。

他在 「大當家」中飾演大反派，這也是他
出道30年來第一次演壞人，連媽媽看了都嚇一
跳，好友宋少卿吐槽： 「他不願意演反派，因
為他一直覺得自己是湯姆克魯斯，其實是湯姆
鱈魚香絲。」但他也說，剛殺青時回到家，太
太覺得他眼神犀利、對小孩也特別嚴厲，花了
一段時間才調適過來。

不過拍 「大當家」時上海氣溫高達40度，
大夥還得穿羊毛西裝拍戲，他因此拍到中暑，
還出現幻覺幻聽、囈語等症狀，他說： 「這經
驗永生難忘，應該是我拍過最辛苦的一場戲。
」幸好張晨光準備了冰毛巾和冷飲在一旁照顧
他，他開玩笑說： 「光哥是我的救命恩人，如
果我是女生，應該就會以身相許，只可惜我不
是女的。」

也因為天氣實在太熱，他形容拍這部戲就
像是拳擊手穿著雨衣跑步，簡直就是高強度的
減肥運動，拍完體重還整整掉了3公斤，現在他
拍外景都會隨身帶冰毛巾和冷飲，拍攝過程也
會一直喝鹽水或運動飲料，以免又中暑。

謝祖武拍戲拍到有幻覺謝祖武拍戲拍到有幻覺
謝張晨光救他一命謝張晨光救他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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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港宣傳400粉絲迎駕

宋慧喬宋慧喬直直奔奔上上 車車

狂揮手狂揮手宋仲基宋仲基
韓劇《太陽的後裔》在港掀起熱潮，加上

4日是公眾假期，吸引400名粉絲來接
機。宋慧喬和宋仲基乘坐中午12時45分的飛
機抵港，航班比原定時間遲了近半小時才抵
達，“雙宋”直至下午1時多才經特別通道
步出機場。宋慧喬打頭陣現身，戴墨鏡的她

穿格仔短裙秀腿，但全程低頭，完全沒有望
向傳媒，僅經過粉絲旁時伸一伸手打招呼
後，便極速上車。

而隨後現身的宋仲基以一身黑皮褸配白
Tee的型格打扮示人，手拎着價值22,500港幣
Givenchy黑色可手挽和側孭兩用皮袋，非常

型格！他表現友善，不時兩邊望兼揮手回應
粉絲和傳媒的呼喚，就算已走到座駕旁，他
也停步並180度揮手打招呼才上車，親民度
爆燈。二人於5日中午現身四季酒店，出席
《太陽的後裔》記者會。

導演稱拍續集機會微
另一邊廂，《太陽的後裔》導演李應福

4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沒有想過劇集可
以這麼受歡迎，對於他們來說是一份很大的
禮物。他特別提到成功是結合了好演員、好
劇本等多個要素，缺一不可，尤其如果不是
事先製作的方式，而是邊拍邊播，這劇根本
沒可能播到出街。因該劇只剩下4集就結
束，不少觀眾都期望有第二季，但李導聽後
笑言：“有第二季當然好，但要配合演員和
工作人員的檔期並不容易，而且兩位編劇金
銀淑和金元碩要再聚首合作亦較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韓劇《太陽

的後裔》兩位主角宋仲基與宋慧喬4日赴港宣

傳劇集，吸引400名粉絲前往接機。二人的表

現一冷一熱，宋慧喬僅揮了一下手，就低頭直

奔上車，相反宋仲基則親民得多，不斷揮

手打招呼，難怪成為眾港女的新男神。

王君馨（Grace）近日在微博宣佈她第一個
“BB”出世，原來她口中的BB是其處女演出的舞
台劇《蒲2.0》。Grace於劇中演一個出道10年的跳
唱歌手，在娛樂圈已經找不到出口，為了生計到了
一間夜場Club任Dancer謀生。這天Grace聯同另
一個舞女鄧穎芝一齊接受專訪，訴說娛樂圈追夢的
心！

採、攝：植毅儀／場地：The Stadium
舞台劇《蒲》於去年十一月首演6場，空前成

功，得到多方面讚賞！今年將加以改良再次重演，
名為《蒲2.0》，將於4月初公演6場。Grace首次
參演舞台劇，以Grace飾演的失意跳唱歌手為主
角，講述她為了生計到一間Club當舞蹈員，遇上排
舞師（鄧穎芝飾）。二人同樣熱愛跳舞，卻在追求
夢想的同時，面對殘酷的現實而各有不同抉擇。既
要演戲又要兼顧大量跳舞場面，對於Grace來說毫
不簡單。“去年這個角色是我的好姊妹周美欣演
的，當時去看演出，我覺得美欣好勁，但發夢都沒
想過監製鄧永威（Amic）會找我去參演。”已是第
二次參演的鄧穎芝在旁插口道：“最初Amic物色
主角都好頭痛，因為要找跳舞、唱歌同演戲都厲害
的藝人有難度。機緣之下知道Grace有興趣，她唱
得演得，最重要跳舞都好叻，咁已經解決最大的難
題。”

鄧穎芝自資歌手出碟
眼前的王君馨和鄧穎芝，雖然首次合作，但言

談間卻表現得默契十足。舞台劇以追夢為主線，希
望給予入場的觀眾正能量，她們不約而同地說：
“因為我們都是追夢的人，目標和言行也很一
致。”入行11年的鄧穎芝，現在以自資歌手出碟。
鄧穎芝說：“好多人可能覺得我半紅不黑，在香港
甚至是零曝光，但其實我已是幸運兒，不需擔心生
計，靠做喜歡的事情賺錢，不用伸手問家人拎錢，
能專心追夢。現在更努力儲錢，以自資歌手出碟，
現已錄製兩、三首新歌。”

初做舞台劇的王君馨，要兼顧跳舞、唱歌和演
戲是大挑戰。“有次導演要求即興演出，才發現自
己不懂舞台劇的遊戲規則，是時候學習新事物。去

年發現身體出現毛病，當躺在病床時我便想：‘如
果做手術不能拍戲、不能跳舞，怎辦？’很感恩遇
到這班肯追夢的團隊，讓我嘗試舞台劇的演出。每
個人在人生不同階段都有不同看法，要清楚當下的
自己最想做什麼，跟隨自己的心走下去。”

初嘗舞台劇挑戰跳唱演

王君馨夥鄧穎芝追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周

柏豪與三位“是非精”梁嘉琪、張秀
文及麥美恩4日到科學園出席《Think
Big Family玩創開放日》活動，柏豪又
跟現場一班小朋友玩遊戲及影相，場
面熱鬧。柏豪表示喜歡跟小朋友玩，尤
其是姪仔，在家中他的角色是負責派糖
及玩遊戲，在家中甚受小朋友歡迎。他
透露日前帶姪仔去戲院睇《功夫熊貓
3》，因現場很多小朋友，會不停發
問，有兩名年輕人嫌嘈不斷“噓”小朋

友，令到氣氛變得尷尬，他覺得睇卡
通片就預了會有很多小朋友，呼籲大
家應多體諒。談到生兒育女問題，柏
豪自言思想傳統，婚後一定會生BB，
18歲時想過生一仔一女，但暫時就未
有計劃。

梁嘉琪、麥美恩及張秀文三女異口
同聲表示喜歡跟小朋友相處，麥美恩表
示希望生夥女逗母親開心，因為哥哥生
三個都是仔，希望有個孫女。秀文亦同
樣喜歡生女，可以一起傾扮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無綫新劇《殭》將於下周一
（11日）播出，4日劇中演員陳
凱 琳 （Grace） 、 劉 佩 玥

（Moon）、陳嘉寶、賴慰玲、
陳山聰、陸永在銅鑼灣鬧市舉行
宣傳活動，各演員以黑色神秘造
型為主，密實打扮的Grace 以
“黑絲襪”力抗大秀美腿的
Moon、嘉寶和賴慰玲，各有千
秋，眾人更即場炮製特飲，並派
給圍觀的觀眾，場面熱鬧。

Grace的男友鄭嘉穎都有份
參演此劇，但4日未見現身宣
傳，Grace代男友解畫：“這是
公司安排，可能不同宣傳有不同
演員，不過本周六會同嘉穎、謝
安琪一齊宣傳，當晚我會穿上隆
重晚裝。”說到她今次打扮密
實，Grace表示：“造型有個小
蝙幅翼尖出來，大家不敢靠近，
件衫是公司安排，我們都統一系
列以黑沉為主。”

最近有指Grace當正自己是
“鄭太”，工作擺款犯眾憎，對
此，Grace坦言看到報道後不開
心，“相信身邊的人知道我為
人，所以面對這些新聞不要太介
意，希望大家看完得啖笑，不要
認真對待，自己亦不知為何有這
些新聞報道出來，不希望以為是
真。”Grace表示：“父母有安
慰我，男友都有安慰話‘大家知

我不是這樣的人，不需介意，愈
是介意別人更以為是真’，（有
指工作人員要打電話給嘉穎先找
到你？）沒有其事，我們兩個都
知不是這回事，有時這些新聞不
用下下澄清，總之我工作態度和
做人都沒變，我一直重視時間，
幾乎不會遲到，會尊重工作，
（做鄭嘉穎女朋友好大壓力？）
不是壓力，希望不要將我們的關
係去攻擊我們，我們都是正常
人，拍拖是正常事，沒必要講到
好似針對我們的關係，最緊要是
我們不介意，看完報道後很快已
無事，開開心心做宣傳。”

好友力撐為人
說到Grace當正是嘉穎嫂工

作態度差，Moon 力撐好友：
“我沒看過報道，但Grace份人
一定不會，我與嘉寶和Grace是
好好朋友，從來沒此感覺，不知
從哪裡傳出來，希望她不受影
響。”

嘉寶就指 Grace 向 來 好
nice，甚至化妝間、茶水阿姐都
讚Grace份人幾好，很有禮貌，
又不時請他們吃東西，所以可能
是誤會。

周柏豪婚後想生兒育女

被指擺款不開心陳凱琳獲嘉穎安慰

■王君馨與鄧穎芝合作演出舞台劇《蒲2.0》。

■■宋慧喬打頭宋慧喬打頭
陣現身陣現身，，但全但全
程低頭程低頭。。

■■宋仲基向宋仲基向
粉絲揮手粉絲揮手。。

■即使已走到座駕旁，宋仲基也停步揮手才上車。

■■宋仲基從仁川機場出宋仲基從仁川機場出
發發，，被網民被網民““捕獲捕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左起：劉佩玥、陳凱琳、陳嘉
寶及賴慰玲現場競艷。

■近日有負面報道的陳凱琳，
稱很快已無事。

■■周柏豪周柏豪

■■王君馨王君馨 ■■鄧穎芝鄧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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