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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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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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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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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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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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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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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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促銷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專業管理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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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southwestrealtywendy@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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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風雲人物風雲人物

蔡毅 博士

熱愛音樂﹐喜歡以歌會友
2013年德州最強音比賽冠軍
美南新聞20屆新年園遊會節目製作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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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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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系達拉斯訊】駐休士頓辦事處訂於
105年4月16日(星期六)下午2時至4時在達
拉斯華人活動中心”Dallas Chinese Commu-
nity Center”( 400 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辦理行動領務服務，居
住達福地區鄉親倘需申請換(補)發護照、赴臺
灣簽證、以及辦理文件證明業務等，敬請攜帶
相關文件，並備妥郵資與填妥地址之回郵信

封後到現場遞件。本處將攜回相關文件，並於
辦理完畢後依據所附之回郵信封郵寄申請人
。

申請相關規定及所需文件與表格，敬請

自本處網站 http://www.roc-tai-
wan.org/US/HOU/mp.asp?mp=
36 領務組項下查詢與下載，或電
話1-713-626-7445詢問。另關於

服務地點查詢，請洽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或
電話: 972-480-0311協助。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將於4月16日
赴德州達拉斯地區辦理行動領務服務

【本報系達拉斯訊】我們常常會忽視
自己身體的狀況：如你有每年做兩次牙
齒保健嗎？有定期驗血檢查嗎？有否補充

一些維他命？但更多人是完全不知我們的腦部也需
要定期檢查的。人們當從一個快樂幸福的生活漸漸
或突然發生一些變故，或長期有著有形無形的心理
及精神上的壓力而造成對自己的感覺或看待事情
的方向有所偏離。

憂鬱症是一種涉及心理、身體及情緒的疾病，
會干擾患者身體正常的功能，造成極大的疼痛和痛
苦,也包括了關心患者的人。嚴重的可摧毀一個家
庭及患者的生命，但這些痛苦都是不必要而可避免

的。而大多數人對憂鬱症
如何發生或由輕至重症並
無太多的了解及知識，由

於多少年來有卓越成效的研究，可透過藥物及社會
心理治療而緩解症狀並至完成治癒。讓身心恢復健
康而腦部思維回到正軌。
Dr. John. 是一位心理諮詢專家，應華人活動中心
之邀將於四月九日（星期六）早上十時卅分在中心
會議室舉辦一場講座，歡迎大家踴躍參加，現場有
中文翻譯並解答。
活動中心地址: 400 N. Greenville Ave., suite#12
Richardson, TX 75081
網 址: www.dallasccc.org Email: info@dallasccc.
org 電話: 972-480-0311

身心靈健康講座
【本報系達拉斯訊】今年4月23日(週六)

請大家將這天預留下來，來參加華人活動中
心美食文化園遊會系列活動，不僅可以吃遍
各式美味小吃，欣賞文化表演節目,且可參與
適合大人小孩一起遊樂的活動。

華人活動中心一年一度的美食文化園
遊會，將在四月廿三日(周六)上午十時卅分
至下午二時卅分於李察遜市中國城商場廣
場舉行。當天活動內容包括書畫展、武術、兒
歌、才藝、卡拉ok表演等及美食園遊會。除此
以外為小朋友們策劃許多童玩遊戲,例如: 夜
市彈珠台, 戳戳樂、燈籠製作及摺紙藝術等
與親子們一起同樂，享受美好時光。

由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主辦中華社團
聯誼會協辦，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及City of
Richardson;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athay
Bank; State Farm Insurance Co等贊助的美食
義賣園遊會，歡迎大家將您拿手的廚藝，精
心烹製的家鄉美食，與眾人分享，以解鄉愁

以饗ロ腹，歡迎個人及各社團、公司商號儘
早報名，報名費用為：個人及社團: 一張桌
$25、兩張桌40、三張桌 $50。公司行號: 一張
桌 $50、兩張桌$90。另義賣所得10%至20%捐
贈活動中心。

華人活動中心是非營利機構，主要以聚
集華人並服務社區為宗旨。華人活動中心也
開設了各類課程，定期舉辦不同活動，希望
服務華人社區。活動中心是非營利團體，所
以各項支出費用，皆需藉助義賣、義演來籌
措。此次義賣園遊會就球是系列活動之一，
也基於目前經濟不景氣，希望各界能大力支
持，參加者不但自己可賺取利潤，開拓市場，
同時也幫中心籌款。

達 拉 斯 華 人 活 動 中 心 地 址: 400 N.
Greenville Ave., Suite 12, Richardson, Texas
75081 電話：972-480-0311。Website: www.
dallasccc.org Email:info@dallasccc.org

四月廿三日美食文化園遊會
各式美味小吃攤位 文化童玩遊樂

【本報系達拉斯訊】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第6屆兒童歌唱大
賽報名參賽的小朋友約 70 多位。本週六上午十點開始將進行
3-5歲個人與團體組比賽部分，下午二點將會是6-11歲個人與
團體組的比賽。每位參賽者演唱兩首中文歌曲，每組各選出三位
優勝者並於當天全部完成比賽。

為了在這次的比賽中，能以公開、公平、公正的態度選出今
年的優勝得主，主辦單位特地為大家邀請到王嘉蕊、符慧如、劉
金紅、佟立鑫、林培琦，並在此對他們的辛勞與付出深表感激。

王嘉蕊女士— 音樂學院學士及碩士，達福地區知名熱心公
益的音樂人士，每年均擔任活動中心音樂卡拉OK大賽裁判盡
心負責，現任愛心合唱團指揮。

符慧如女士—目前任職於Richland College 音樂糸鋼琴教

授，經常受邀各大音樂比賽擔任評審
。符博士榮獲北德大UNT學音樂博
士，南加大USC鋼琴演奏碩士，台灣
東海大學學士，專攻音樂教育，鋼琴
及聲樂。

佟立鑫先生—男高音，瀋陽音樂學院和中央俄克拉荷馬大
學（UCO）碩士，現就讀於被德克薩斯州大學（UNT）攻讀聲樂博
士學位並輔修聲音科學及聲樂教育法。佟立鑫是美國聲樂教師
聯合會的會員，有十幾年的聲樂教學經驗。

劉金紅— 從事演藝工作多年，精通的各類流行歌曲，2008
年移居達拉斯並時常活躍在社區的文藝舞台上。

林培琦—目前在北德州大學攻讀合唱指揮博士學位，副修

聲樂演唱，十幾年豐富的教學經驗，獲獎無數，曾多次擔任合唱
音樂比賽評審，現任『達拉斯少年兒童合唱團』指揮。

我們熱烈歡迎大家踴躍前來觀賽，為這些可愛的小朋友們
加油、打氣！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地址: 400 N. Greenville Ave.,#12, Richard-
son, TX 75081
電話: 972-480-0311 網址: www.dallasccc.org

本週六華人活動中心兒童歌唱大賽
歡迎踴躍來可愛的小朋友們加油、打氣

Thomas Yu, a well known calligra-
pher in Dallas, will be teaching this
course for 10 weeks. During this
ten-week course, Mr. Yu will teach
children basic foundation, from seating
posture, brush holding to actually
writing. It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your kids to experience and appreciate
calligraph and to increase their enthu-
siasm to write Chinese characters. Mr.

Yu received Chinese cal-
ligraphy basic instruction
from his great uncle and
grandpa at age 7. He also
learned from Mr. Yo, a

professor at the Arts Institute of Pe-
king and has been practicing ever
since. He has lectured at Washington
University Chinese Art Festival in St.
Louis, MO, Dallas Museum of Art and
Crow Collection of Asian Art in Dal-
las, Campbell Museum in Fort Worth,
as well as SMU, UTD, Richland Col-
lege, Austin College, Chinese Com-
munity Center and many other insti-

tutions in the DFW area. ＄100 for 10
lessons to support DCCC.

提到虞定一老師，大家都不陌生
。他將在為期十週內，教導兒童書法
基本功，從坐姿，握筆到提筆，下筆。
這將是一個大好機會，讓您的兒女有
機會體驗和欣賞中國書法，並提高兒
童們寫漢字的興趣。虞老師七歲開始
隨祖父習字。短期隨北京美術學院
Yo教授學習書法之後，每天練習，多
年如一日。曾在多所大學和博物館暢
談並示範中國書法。十堂課學費贊助
中心：＄100，開課日期:每週六上午
十一時，額滿 5 人即開課。報名請洽
華人活動中心 972-480-0311。

兒童6歲－11歲
書法班新班招生 英文，中文

只 是 用 不
同 的 語

【本報系達拉斯訊】言表達，主要的不
同在於: 文化及思維上的差異，這些差
異要克服需要花一點時間，沒有速成的
方式，只有不斷的學習與吸收。英文寫
作 (written English，或所謂 writing) 比
口語 (spoken English) 較注重文法及正
式的用法，所以基本文法要扎實，寫作
時自然游刃有餘。本中心ESL老師教學
經驗豐富、認真，只要用心上課，不用再
擔心英文說不出口，上課名額有限，請

盡速報名。以下
是一月份開課
的時間表：

第四冊：週一至週四，上午十點~十二點
，4月18日開課
第一冊：週一至週四，上午十點~十二點
，6月1日開課

每週上課四天(週一至週四)，不收
費學費，僅收報名費及教材費，第四冊
報名費$20和教材費$50，第一冊報名費
$40和教材費$50。課程有說、聽、讀、寫、
會話，即日起接受報名，每班額滿十人
才開課。凡年滿 18 歲，無分國籍，新移
民或舊移民，只要有學英文的興趣與決
心，活動中心一都歡迎報名上課。詳情
請與活動中心聯絡972-480-0311。

成人英文班新班招生
歡迎報名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狀況五：後車跟車太近

燈語：階段性亮亮剎車燈

在高速公路上開車，保持適當

的安全距離是避免事故的有效

方法，但有時候有的人喜歡跟

車開高速，而且保持的距離比

較近，遇到這種情況，前車駕

駛員一定會分散一部分精力來

“關注”後車，免不了要擔心

後車會不會因為剎車不及時而

撞上自己。這時，前車就要想

辦法給後車一點警告，告訴後

車不要緊跟著自己，這時就要

用到剎車燈。

在高速路行駛的過程中，剎車

燈有另一種用法，即在後車距

離自己車太近的時候，前車司

機可輕踩剎車，提示後車“您

離我太近了，應該遠點。”

狀況六:夜間行車車燈語言

1、當車燈光投射距離由遠變近

時，表示汽車駛近或駛入上坡

道。

2、當車燈光投射距離由近變遠

時，表示汽車已在下坡道或由

陡進入緩坡。

3、當車燈光離開路面時，表示

前面出現急彎或車輛已駛至坡

頂。

4、當車燈光由路中移向路側時

，表示前方出現一般性彎道。

5、當車燈光從道路的一側移到

另一側時，表示前方為連續轉

彎道。

6、當對向車射出光線較短時，

表明來車將接近坡道；當對向

車射出的光線與路基脫離時，

表示來車已接近坡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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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之三））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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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
底部疼痛，下肢放射性疼痛（坐
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
、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肌
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
痛，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
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
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多數患
者有不同程度的外傷史，造成腰

椎間盤纖維環破裂，髓核向後
或後外側突出，壓迫脊神經根
引起腰腿痛，坐骨神經痛是腰
間盤突出癥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
有明顯的頸部外傷史或有長時
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經
根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
上背部劇烈疼痛，伴上肢放射性
神經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疼
痛加重。肌力下降，腱反射減弱
或消失，臂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
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
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療
椎間盤突出有 20 多年的經驗，
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
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
用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器材
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
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
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
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 醫 生 診 所 使 用 最 新 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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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主 診 所 地 址 ： 9610 wes-

theimer road, Houston, Tex-
as77063

診 療 時 間 ： 週 一 至 週 五
（8am -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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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黃梅子）惠康超市
換新老板了！新老板、新人事、新
作風！新的股東將全力打造和提升
中國城惠康超市這個老品牌，繼續
保持惠康超市的“價錢最便宜、品
種最齊全、服務最優質”的三最優
勢。確實，惠康超市生意一直很好
，也帶動了整個 Plaza 的人氣，尤
其是周末，惠康超市人山人海，排
隊結賬的人排成長龍。惠康超市生
意好是有道理的，走進超市，一排
排整齊的貨架，那熱騰騰剛出爐的
菜包、價廉物美的盒飯、活蹦亂跳
的鮮蝦活魚、令人垂涎欲滴的瓜果
，還有那耳熟的寒暄談笑，恍惚間
，一切顯得那樣熟悉、親切而又溫
馨，那種回家的感覺油然而生。走
到熟食部，透過玻璃櫥窗，剛出爐
的飯菜水蒸氣氤氳，依稀看見戴著

白帽的阿姨在忙碌，竟是那樣地像
極了腦海裏揮之不去的母親的臉，
不自覺地會停下腳步，買上一根油
條或者來上一盤水煮花生，那股似
曾相識的感覺緩緩襲來，漫過頭頂
。

周末的惠康超市人聲鼎沸，平
時會比周末時清閑很多，但也有不
少老年人在轉悠。有不少來美國帶
孫子的老人喜歡每天來惠康超市逛
逛，因為這裏是個好地方，能一解
鄉愁，各色物品琳瑯滿目，應有盡
有。不光買東西，轉轉也舒心，進
去一晃個把鐘頭，遇上特價品再買
上一點，忘了煩惱買了便宜，多美
！在美國您不用擔心吃西餐不習慣
，在家裏天天做中餐,來惠康超市
買食材佐料，什麼料都不缺。來惠
康超市，從服務員到經理，全都是

華人，透著親切。惠康超市每天供
應新鮮蔬果、精選肉品、遊水海鮮
，備有上萬種南北雜貨。天天有特
價，樣樣皆便宜！

據惠康超市的股東 James 介紹
說，新股東將努力改善超市的清潔
衛生和購物環境，並在不久的將來
全新裝修整個超市，提供給廣大消
費者一個最大、最舒適、最滿意的
中國超市。

惠康超市四月回饋新老顧客，
多種蔬菜、水果、幹貨大優惠，歡
迎光臨購物。

營業時間：早上9點至晚上10
點，每周七天營業。

91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36

電話：713-270-7789； 傳真
：713-270-8912

惠康超市新老板、新人事、新作風！



CC1010大陸影視
星期六 2016年4月9日 Saturday, April. 9, 2016 CC33各地僑社

星期六 2016年4月9日 Saturday, April. 9, 2016

【本報華府訊】無論我們生活居住在哪裡，擁有一
套寬敞舒適的住房無疑是每個家庭的頭等大事。
入住後的房屋怎樣保證能夠長期正常使用？房屋
本身的保養及空調水電設施維護都有哪些重要環
節？如何最大限度地延長房屋及設施的使用年限？

朋友，關於房屋建築保養等等方面的知識您瞭
解多少？在這方面您有什麼疑問需要解答嗎？

張明文，有執照的土木房屋檢查師、機電總工
程師，來美近五十年了，一直從事房屋建築、安裝、
品質檢查、房屋保養以及空調水電維修等方面的
工作，經驗非常豐富，現已退休。

趣味俱樂部有幸聘請到資深的註冊工程師張
明文，講一講房屋建築維修保養方面的話題，有什
麼不瞭解不知道的需要探討的，工程師張明文將
為您答疑解惑，歡迎大家分享及參與。

特約嘉賓：張明文工程師
時 間： 4/12（星期二）12:30 – 1:30 pm

地點：長樂社Upper County Community Center
8201 Emory Grove Rd. Gaithersburg MD 2O877

連絡人：董鐵柱titchu@yahoo.com
肖淑娟xiao.shujuan@gmail.com

(長樂社趣味俱樂部供稿）

【本報華府訊】美京中華會館於4月3日下午，由張主席和成帶領議職員多人，在駐美代表處領務組
吳組長文齡、蕭秘書瑤、華府僑教中心陳主任世池陪同下，前往該會館4處先人墓園掃墓，以表達慎
終追遠、紀念先賢之意。

美京中華會館前念於流落異鄉之先人，百年之後無所歸處，因此在熱心人士奔走下出錢出力，自
1921年起在華盛頓特區及喬治王子郡等地陸續設立義墳，並於每年清明時節在會館主席帶領下，至
各義墳掃墓祭祀先人，以表達慎終追遠之意。

美京中華會館清明掃墓慎終追遠

美京中華會館主席張和成美京中華會館主席張和成((左四左四))偕議職員與駐美代表處領務組吳組長偕議職員與駐美代表處領務組吳組長
文齡文齡（（左ㄧ左ㄧ）、）、僑教中心陳主任世池僑教中心陳主任世池（（右四右四））祭拜會館先人義墳祭拜會館先人義墳

【本報華府訊】由「中華會館」主辦，其屬下之「中華醫藥衛生學會」承辦之義診活動，將
於四月十七日（星期天）假華埠華樂大廈舉辦，時間由上午十時至十二時止，敬請僑界
長者們，以年滿六十五歲，無保險者及收入不高者為優先處理。

義診項目包括：抽血檢驗、血壓脈搏之測量，抽血之用具，完全採用「拋棄式針頭」，
使用一次即拋棄，安全無菌，檢驗之結果報告，將密封郵寄給驗血者，並請自行選擇醫
生處理治療。請注意，義診當日早晨必須空腹抽血。

主理義診的黃浩源醫生表示，義診之主要宗旨為經由檢驗血液之方法，來探出是否
有任何不適病源，而能讓驗血者能預先警惕，早日自行求醫處理，防範於未然。義診不
需預約，可當日早上前往華樂大廈登記，歡迎有需要之僑界耆老們踴躍參加，使用此一
福利。
華樂大廈地址為：WAH LUCK HOUSE, 800 6TH STREET, N.W., WASHING-
TON DC 20001.

「中華會館」義診

【本報華府訊】國際佛光會華府協會訂於四月十三日下午七時在洛城 VisArts 舉行佛學
講座，特別恭請佛光山永固法師為大華府地區的信眾主講 "金剛經與人間佛教"。

永固法師現任多倫多佛光山、渥太華佛光山、滿地可佛光山華嚴寺住持，國際佛光會
世界總會美東副秘書長。曾任佛光山台北道場、紐約道場、溫哥華講堂住持，國際佛光會
中華總會秘書長，佛光山叢林學院女眾學部院長。曾為北美世界日報世界週刊撰寫「耕
耘心田」專欄。法師以智慧慈悲的文字，滋潤人心。著有《說故事的旅程》、《來一壺無我茶
吧》。永固法師也致力於信徒教育及電台弘法，他更帶領佛光會員和信徒走出寺院，走進
校園，融入社區；2012年，永固法師成為唯一榮獲英女皇登基六十年「鑽禧獎章」的比丘
尼。

很榮幸能請到永遠面帶微笑，給人如沐春風的永固法師在百忙之中為我們帶來金剛
經與人間佛教的主題。金剛經深入中國人心，家喻戶曉，法師將如何法浴我們，敬請期
待，歡迎聽講。
時間: 4/13 (星期三) 7:00pm~9:00pm
地點: VisArts at Rockville，2nd Floor
155 Gibbs St. Rockville , MD, 20850
聯絡：301-233-5143

永固法師演講"金剛經與人間佛教"

趣味俱樂部活動資訊
話題60 房屋的保養維修概要須知

【本報華府訊】前身為洛城文藝社的洛市亞太
文藝社，春假4月1日舉辦文藝展，近120位觀
眾欣賞了聲樂，器樂，舞蹈，武術，服裝秀。。聲
光流彩的心靈盛宴，眾人興高采烈，深感不虛
此行。

當 日 來 賓 有 Janet Kelly，Coordinator of
Asian Pacific American Task Force，Rockville
City 洛市亞太專任組協調員蓋真妮，委員華裔
Teresa Harn印裔Sultana 韓裔Nancy Kim等。僑
社領袖有CCACC常青社前社長王紹舟，單明
華；華美金梅社社長張修發夫婦，長樂社社長

徐秀玲，趣味俱樂部長董鐵柱夫婦，Bethany
House 華人代表金晚成等。

文藝界人士有蓋城合唱團創辦人張明文,

女高音郭藹玉教授，北京師大二胡教授王珩，
兩岸時事論壇社長潘玲榮，華府作協前副會長
印鐵林夫婦，蒙郡華裔學生家長協會永久董事
長梁麗珠，太極拳教師端木冠華夫婦，舞蹈音
響指導王世耕夫婦，雷蒙合唱團金祖康等。

沈興寶組織的小合唱，在主持人張明文指
揮下，以<高山青，康定情歌> 拉開序幕。朱綺
雲古箏<高山流水>與張修發葫蘆絲<清清玉
湖水>遙相呼應，一個請靈，一個宛約，相映生
輝。而王珩教授，朱章炎(二胡) 湯逸鳳(古箏) 黃
麗安(笛子)款款奏起<梁祝><妝台思秋> 清幽

雅致，餘音嫋繞，悲惻纏綿，催人淚下。
感謝男高音戴堯天對藝術的嚴謹，投

影展現歌詞文字之美，音樂與文學得以完
美結合。唱將們一一登場: 師侍肖玲，白海
波的李丹麗<紅豆詞，搖籃曲>張明文<大
江東去，歸來吧!蘇連多> 戴堯天<懷念
曲，那就是我> 魏昭芳<黃河黃>薑希<再
見吧!大別山> 隨著串串美妙歌聲，聽眾
思緒馳騁天際。而郭藹玉，吳孟蘇如玉濺
飛花的鋼琴伴奏，更是仙樂風飄處處聞。
可惜無緣聽到梁峰學生柳藝的<我愛你中
國>為一憾事。

舞蹈類群芳兢豔，精彩紛呈。在Holi-
day Park Community Center，White Oaks

Community Center教舞的單明華，腳踏 3 寸高
跟鞋，帶來感性的新疆舞，舞林高腳，身手不

凡。韓穎獨舞<月亮花兒開> 借肢體語
言，闡述殷切尋找夢中親人，終至黯然神
傷 <今天是個好日子>則長扇翻飛，舞臺
一時紅雲朵朵，驚喜連連。

樂梅舞隊的羅平，趙蔚文，徐秀玲，胡
光怡，龔啟惠舞姿翩翩，<紫竹調>勾勒出
一幅幅精緻畫卷。而朝鮮舞<泉水邊> 輕
快的音樂中，林燕，趙峰，田怡君欣然加
入。踏青，掏水，輕笑。。最終頭頂水甕回
家。田園麗色被描繪得風華萬種。相形之
下 Grace Chao，Nancy Kim 的韓國舞卻過
於莊重嚴肅。

遠自 Columbia 的野百合藝術團：宋
濤，余豔，趙建莉，潘玲榮，甯玉蘭，張世蘭
緩緩從國畫中走出來。青花瓷旗袍秀，散
發著中國女性秀麗出塵的迷人風韻。之後
的舞蹈<茉莉花><月光下的鳳尾竹> 揮
灑的飄香春色，令人驚豔頻頻。

輕柔樂音襯托下，梁麗珠，程印維舞
起49式武當劍。舉重若輕，招式分明。林嵋，龔
啟惠，余紅吉，蔡美惠載歌載舞，共織<採茶舞>
的錦繡天衣。耳邊傳來血脈僨張的搖滾樂？原
來 Amy 老師的排舞上場了: 啟惠，美惠，李美
嫻，陳載瑩激情四射，動感十足, 20多個節目終
攀高潮。

此時三劍客:王紹舟，紀芳雄，唐仲明運來
近百份中餐, 西餐廳亦人滿為患。後勤:李春，

簡月女，洪水梨，金晚成等條理井然，觀眾魚貫

進出。大快朵頤之後，舞會開始, 紅男綠女紛紛
婆娑起舞，舞池又是另番氣象。

此次文藝秀的成功為群策群力結果。感謝
主持人張明文妙語如珠，高潮迭起；音響：葉國
全，王世耕；影視：聞達，董鐵柱，甄風琴，Joel
Wishingrad。台上演得混身解數，台下看得津津
有味，全體盡興而歸。 (尹紀穎供稿)

洛城春季文藝展 心靈盛宴 精彩震撼

【本報華府訊】大華府北一女校友會將於4月24日下午2時，假華府僑教中心，邀請台灣
旅美名女作家於梨華女士談她60年寫作的苦與樂。

於梨華1953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同年赴美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新聞系，
1956年獲新聞碩士學位，曾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分校遠東系。於女士在讀中學時
已酷愛文學，至今已有20餘本著作，得獎無數，其中《又見棕櫚 .又見棕櫚》被認為是其最
具代表的作品。

於梨華女士由於所作多寫台灣留美學生的寂寞與鄉愁，被譽為【留學生文學鼻祖】，
近年筆鋒轉調，深入探討女性的內心世界，包括對生命的感懷，對生活的體悟，以及描繪
婚變後婦女掙紮，找尋獨立的崎嶇道路。台灣論者認為，於女士在下筆之際常帶一股豪
氣，和一種身在海外心存故國的充沛民族感情。在女作家之中，於女士是少數能免於脂
粉氣和閨中怨懟的一位。

你想進入於梨華的內心世界嗎？歡迎你來參加4月24號的北一女校友會文藝講座。
(北一女 楊修微撰稿)
大華府北一女校友會成立於1994 年，以聯繫校友感情，共謀校友及母校之福利為宗旨，
經常舉辦各式活動。歡迎校友和僑胞們到我們的網站查看最新的消息和活動預報。網址
是 www.beinu-dc.org 電子信箱是 beinu2000@yahoo.com

北一女校友會文藝講座
於梨華談60年寫作的苦與樂 【本報華府訊】凱仁安老自助中心週六的例行聚會，租用華人活動中心Tilden Middle School(堤頓初中

11211 Old Georgetown Road, Rockville 20852)的場地，作為凱仁社的活動場地。將有近百位老人從馬
州、維州、華盛頓特區來參加交誼、增知、健身、娛樂的活動，幫老人家過一個快快樂樂的週末，凱仁活動
公開歡迎自由參加。

頗受耆老們歡迎的專題講座，本週六(04/09/16)請到了腳底按摩之父吳若石神父在華府的三位高
足之一趙蓉來凱仁社為耆老們教導「老人保健」同時另一高足顧芠來做健康養生的試範。腳底按摩是一
項流傳久遠，有效而無副作用的整體自然健康療法，為許多的人解除了疾病的痛苦。非常歡迎僑界的朋
友們一起來分享。

凱仁社活動的地址仍舊不變，請大家注意！凱仁社的聯絡電話:蔡素燕301-468-6127中心負責人

【本報華府訊】1）蓋城昆士歐查圖書館4月12日週二晚7時至8時半，假圖書館會議室，討論張祖文著
作「我在拉薩等你」。歡迎有興趣讀者到圖書館問詢，借書參與討論。
地址：Quince Orchard Library 15831 Quince Orchard Road Gaithersburg, MD 20878
2)洛城圖書館中文讀書會4月19日週二晚7時至8時半，假圖書館2樓2室，討論野島剛著作、張惠君譯
「繼樣的清明上河圖」。歡迎同好往圖書館參加。
地址：Rockville Memorial Library, Room#2 21 Maryland ave., Rockville, MD 20850

凱仁安老自助中心週六的例行聚會

馬州蒙郡兩圖書館中文讀書會2016年4月份活動

《墊底辣妹》曝光終極預告

零分少女要逆襲

由土井裕泰執導，有村架純、伊藤

淳史、吉田羊主演的勵誌電影《墊底辣

妹》將於4月14日全國公映。今日，片

方曝光終極預告片及橫豎兩款終極海

報，有村架純身穿水手服，卻與好學生

的模樣相去甚遠，零分少女即將在國內

上演逆襲之旅。

賭上人生 讓那些令人討厭的大人

刮目相看
今日，《墊底辣妹》終極預告片與

終極海報齊發，盡顯萬事俱備，只等4

月14日上映的氣勢。海報上，有村架純

染著金發，畫著眼線，手上塗著彩色指

甲油，雖然坐在課桌前，全身仍散發著

“不好惹”的氣場。而終極預告片中，

女主角沙耶加被老師評價為“渣滓”，

父親則不屑地認為她考不上慶應大學，

不思進取的弟弟也嫌棄她，

說“我們這種人就是沒出

息”。面對所有人的質疑和

否定，沙耶加表示“那些只

看外表就說‘這樣的孩子不

行’的大人，我很討厭”，

為了證明自己可以，她洗去

金發，擦掉眼線，全力以赴，

用壹年的時間，不睡覺的去

努力，即便流淚，即便失望，

也選擇相信自己，不放棄對

夢想的追尋，永遠心懷希望。

該片改編自小說《墊底辣妹——應屆

考上慶應大學的故事》，初次發售便

有55萬冊的好成績，電影上映後更是

成為了年度票房第六的佳片。

此前，有村架純被媒體評價為“日

本版奶茶妹妹”，其清新的外表和甜美

的微笑，對於宅男來說極具感染力，

“只要看到她的笑容就會被治愈”。而

參演《墊底辣妹》卻要以強勢的金發辣

妹形象示人，讓有村架純略有擔心。

在與沙耶加的原型人物接觸後，有村

架純感受到這個女孩身上率真的魅力，

“只要堅定信念，拼命努力”，“只

要認真演就好了”。有村架純的努力

也獲得了肯定，憑借《墊底辣妹》獲

得第58屆藍絲帶電影獎最佳女主角，

並提名第39屆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女

主角，第 30 屆黃金飛翔獎最佳新人

獎，這些榮譽都證明了，不論是戲裏

戲外，只要去努力就壹定會有令人刮

目相看的壹天。

最佳助攻 壹場正能量勵誌的狂歡
除了沙耶加的個人努力，電影《墊

底辣妹》中更讓人動容的是母親和摯友

們對沙耶加的支持。母親為了讓沙耶加

繼續上補習班，晚上也出去兼職，老師

把她叫到學校要停學，她也可以無畏地

說出“哪怕全世界都與她為敵，我也會

是她的依靠”，“我相信她”，甚至請

願能讓不舍晝夜努力的沙耶加白天能在

聽不懂的課堂上補眠。而壹直以來和沙

耶加玩樂的小夥伴，在看到她即便是唱

歌也不忘帶著習題本的決心和毅力所打

動，用泡溫泉的方式來給沙耶加抒壓，

並全力支持她去考慶應大學。母親和友

人的神助攻，雖然只是短短幾句話，但

卻能讓沙耶加獲得滿滿能量，可以放下

壹切擔憂和疑慮，全身心的投入到逆襲

之路上。

《墊底辣妹》在海外上映後獲得了

媒體和觀眾壹致好評，每壹個看過該片

的觀眾都由衷地向身邊朋友推薦這部電

影，不僅因為這部電影是壹碗勵誌雞

湯，更是因為從拼命努力的沙耶加身

上，每個人都可以看到自己人生的無限

可能性。《墊底辣妹》將於4月14日全

國公映，各大票務平臺即將開啟低價搶

票。該片由中國電影集團公司進口，華

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發行，八壹電

影制片廠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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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鬼片俊才彭發

導演執導的驚悚懸疑

電影《妄想癥》今日

宣布將於 5月 6日上

映。該片匯集了周柏

豪、安琥、洪辰、程

媛媛等實力派演員，

主打心理懸疑，主人

公們看似平靜的生活

中卻處處透著難以解

釋的詭異。片方同時

曝光驚悚先導海報與

首支預告片，先導海

報中，男主人公的半

張臉上神情驚恐，眼

球中布滿血絲，雙

指間不經意的拉扯

令氣氛更顯緊張。

預告片中，則看到該

片故事撲朔迷離，細節之處鋪滿懸疑，情節令人難以猜透，刷

爆期待值。

令人細思極恐 《妄想癥》“雙物料”彰顯心理驚悚新氣質
此次曝光的眼球驚栗版海報主打“怖由心生”，男主人公

周柏豪表情驚顫、面部扭曲、瞳孔放大、眼球血絲叢生，嘴部

呈恐懼的O型，無不顯示出人物心裏的恐懼與陰影。據周柏豪

本人透露，他在片中飾演的劉壹豪因為童年事故成為了無法好好睡覺的失眠患

者，由此引發出壹系列離奇的事件。同時曝光的先導預告片中也不乏人物面部特

寫，洪辰頭戴小紅帽詭異地窺視，周柏豪壹臉小醜妝仿若行屍走肉般地在街上遊

走，程媛媛慘白膚色下的性感紅唇則異常搶眼，令人細思極恐。

此外，從預告片中可以看到每壹個角色都是“有故事的人”，安琥與身穿情

趣內衣的程媛媛壹開始互相推倒，火熱地親吻對方，轉瞬間畫風突變，程媛媛瘋

狂地往安琥嘴中塞滿飯菜，表情猙獰，兩人的關系之復雜可見壹斑。預告片開始

的壹句“殺了人”與結尾處周柏豪嘶聲力竭喊出的“不關我事，不是我害死妳

的”看似首尾呼應，但隨即又被“我去過了，我看不到東西，我什麽都看不到”

的嘶喊聲推翻觀眾的認知，這究竟發生了什麽？不禁讓人浮想聯翩，足見影片驚

悚之余，懸疑感十足。

生活物件成影片重要線索 導演彭發欽點四大主演
《妄想癥》作為鬼才導演彭發精心打磨的新類型驚悚片，除了延續其擅長的

“神剪輯”和讓觀眾感同身受的心理驚悚等特點外，此次更在細節上下足功夫。

小醜、稻草人、手電筒、望遠鏡、皮影戲等出現在預告片中的道具皆是日常生活

中的常見物件，並且都展現了其細思極恐特性，彭發導演介紹，這些物件將串聯

起整個故事，是影片中解開懸疑的重要線索。此外，在演員挑選方面，彭發更深

入地了解了四位主演的成長故事，發現無論是成長在香港的周柏豪，還是安琥、

洪辰與程媛媛，他們或多或少地與故事主人公有著相似的經歷或心理狀態，所以

表演起來十分精準、到位。

據悉，電影《妄想癥》由北京偉世兄弟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華策影

業（天津）有限公司、沈陽偉世兄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廣州市品晶影視制作有

限公司聯合出品。將於5月6日全國公映。

《青茫》發班主任版預告 蘇有朋驚喜出鏡

由青年導演姚婷婷執導、根據劉

同同名作品創作的電影《誰的青春不

迷茫》將於4月22日全國上映。日前，

片方發布了六位鮮肉主演的教室版海

報和班主任版預告片。此組海報中主

演落座教室，造型狀態各不相同，分

別聯動自己的性格和處境。黑板上的

文字就是自己的心聲，勇敢表達，正

視迷茫。而在預告中，每個人青春中

都會出現的極品班主任爆笑現身，將

影迷記憶拉回到各自的高中班主任身

上。而預告片結尾首曝彩蛋，蘇有朋

以“蘇老師”身份驚喜現身，操著壹

口北方腔調，和學生們鬥智鬥勇。

班主任苦口婆心訓學子 蘇有朋
驚喜客串執教鞭

“高考！就是千軍萬馬過獨木

橋！”預告片伊始，熟悉的話語從

班主任口中傳來。接著壹支粉筆砸醒

了打著瞌睡的高翔（白敬亭飾）。預

告片中，以高翔為首的同學們都不省

心，問到夢想，“考上三班就開心

的”，“做演員的”，“想飛的”

都有，班主任面對學生也是金句頻

出、棒打鴛鴦、苦口婆心，完美刻畫

了中學時代最嚴厲班主任的形象。然

而雖然嚴厲，當面對郭姝彤順著水管

爬出教學樓時，壹向犀利暴躁的班主

任，卻還是撫慰道：“註意安全！”，

關切之情自然流露。我們記憶中永遠

抹不去的青春管家也再度浮現。這樣

的老師都在我們青蔥的歲月裏留下了

深厚溫暖的印記，而電影力圖打造

“屬於所有人的青春片”的理念，也

在此得到了生動地展現。

從預告片中看出，班主在片中有

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更是幾次矛盾的

中心人物，讓人不禁期待這位班主任

在片中的戲份和表現。同時此次班主

任版預告片還給影迷們帶來了驚喜。

結尾處，拿著三角板的蘇有朋驚喜現

身，操著壹口北方腔調給同學們上

課。他的登場也引發了觀眾對於青

茫卡司陣容的猜測。

教室版海報新鮮來襲 六大鮮肉
倔強宣言誓不迷茫

本次同時發布了六位主演的教室

版海報。白粉筆、紙飛機、課桌椅、

淩亂的書本和背包，校園氣息撲面而

來。身著制服的六位主演更是青春洋

溢，但是每壹個人又似乎各懷心事。

白敬亭飾演的高翔側頭仰望、背後的

黑板上寫著：“妳想考第壹，我要做

自己”；郭姝彤飾演的林天驕，學霸

風範呼之欲出：“學得死過去，才能

活出來”。李宏毅飾演的黃韜，冷靜

而高傲：“比考第壹更了不起的是追

到妳”。趙文龍飾演的李濤痞氣十足：

“表白失敗，兄弟還在”。丁冠森飾

演的歐小洋則微笑地摸著光頭：“沒

有零花錢，陪伴最值錢”。王鶴潤飾

演的陸田甜也是光頭亮相，卻完全擋

不住少女的芳心：“別說我不懂愛，

我就是離不開”。六位主演各自的倔

強宣言是自我心聲的流露，也像是在

告訴所有人，青春無悔、迷茫無畏。

六大海報諸多細節不禁令人遐想：在

這場迷茫的青春中，他們將會上演什

麽樣的故事。

通過這勾起滿滿青春回憶的預告

片和海報，電影究竟會帶來怎樣屬於

“每壹個人的青春故事”，敬請期待

4月22日電影全國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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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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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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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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抽油煙機

10800 Bellaire Blvd Suite C
Houston,TX.77036

Bellaire and Wilcrest

AC3100 3300, 自動清洗系列抽油煙機

˙自動清洗 ﹐掃除拆洗煩惱:
最先進的技術﹐只需一按AUTO CLEAN就會自動清洗扇
葉油污﹐操作簡單方便﹐清除油污,掃除您清洗油污的煩惱﹒

˙最超強的吸力﹐最低的噪音 :
專利設計Ｓ型排風系統﹐形成強勁離心吸力﹐全新流線
內部結構﹐使其吸力稱霸﹐噪音最低﹒

˙最先進的外型設計﹐覆蓋美式四個爐頭:
全新流線外型﹐採用西歐無接口收邊技術﹐完美造型﹐
雙吸風口﹐覆蓋四個爐頭﹐使您的廚房充滿高貴現代氣息﹒

訂購電話﹕281-530-1511

最新最新最新

優質售後服務﹐專業的安裝師傅﹐
馬達永久保證﹐零件十年保證

隔板過濾抽油煙機

PR 1230
STAINLESS STEEL

大酬賓特價特價特價
299.00

((台灣製造精品台灣製造精品))

首創蒸氣除油 | 融解油汙 免拆洗
太平洋首創「全自動蒸氣洗」抽油煙機，獨家「130 C超高溫蒸氣洗」，以超高
溫蒸氣環繞去汙，再輔以熱水沖刷潔淨，全方位迅速除油，徹底殺菌，除臭，
自動清洗毫無死角，更配備全新「吸力霸靜音馬達」，給您超強吸力與極靜
音。挑選油煙機，就該選擇解決您所有煩惱的太平洋「蒸好洗」抽油煙機!

有名牌禮品贈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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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NBA常規賽激戰常規賽激戰1111場場，，其中黃蜂客場以其中黃蜂客場以9090--9696負於猛龍負於猛龍，，遭遇兩遭遇兩
連敗連敗。。林書豪首發出戰林書豪首發出戰，，他貢獻了他貢獻了2121分分44籃板籃板77助攻助攻，，命中命中44記三分球記三分球
平賽季紀錄平賽季紀錄，，同時豪哥生涯籃板總數突破同時豪哥生涯籃板總數突破10001000大關大關，，助攻總數突破助攻總數突破
16001600大關大關。。德羅贊則是轟下了德羅贊則是轟下了2626分分77籃板籃板66助攻助攻。。

20152015//1616賽季歐洲足球冠軍聯賽賽季歐洲足球冠軍聯賽11//44決賽首回合壹場焦點戰在諾坎決賽首回合壹場焦點戰在諾坎
普球場展開角逐普球場展開角逐，，巴塞羅那主場巴塞羅那主場22比比11力克馬德裏競技力克馬德裏競技，，托雷斯進球後托雷斯進球後
被罰下被罰下，，蘇亞雷斯梅開二度幫助巴薩逆轉蘇亞雷斯梅開二度幫助巴薩逆轉。。全場全場1111張黃牌張黃牌11張紅牌張紅牌。。

巴薩巴薩22--11馬競馬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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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宰賢下月娶具惠善
現年31歲的韓國女星具惠善上月

被爆與28歲的男星安宰賢譜出姐弟
戀，當時已有傳二人好事近，話口未
完，8日便傳出好消息，就是他們將於
下月21日舉行典禮。特別的是，一對
新人會將婚禮儀式所得的禮金撥捐兒童
病房。二人8日雙雙透過所屬的經理人
公司宣佈，他們將於下月21日結婚，
而婚禮會邀請家人參與，但一切從簡，
舉行地點及時間保密。

林嘉綺宣佈再誕B女
育有3歲女兒Kuku的林嘉綺，8日透過其經理人公司報喜

表示，二女兒沙沙於上月31日誕生，出生身高、體重、長相
都和姊姊Kuku很像，就像是雙胞胎，只是隔3年出生。她笑
說，第一眼看到沙沙時，覺
得長得非常像Kuku，感到
很驚訝，唯一差別是Kuku
在美國出生，沙沙則在台
北。3年前她與老公住在舊
金山時生下Kuku，第二胎
生產過程和上次差不多，只
是在台北，家人探望她較方
便。

展覽會上放有昔日新藝城的歷史內容，
二十大最佳電影，海報版、特刊和電

影片段等，最特別是現場重建當年他們度橋
的“奮鬥室”，令各人百般滋味在心頭，麥
嘉笑言踏入“奮鬥室”靈感源源不絕，黃百
鳴進入室內時便自然坐在昔日慣常坐的位
置，當中只有他和泰迪羅賓是不抽煙，石天
指他倆是吸二手煙器材，已經百毒不侵。麥
嘉表示：“很多謝香港電影資料館為新藝城
舉辦展覽，起初聽到資料室想訪問我們時根
本提不起興趣，後來了解過知道他們想將新
藝城的文化創意奮鬥精神宣揚給年輕一輩，
又覺得很合聽。我們會把成敗得失，用幾千
萬買回來的東西，無私地全給年輕一代，做
電影行業沒了誰都行，但沒錢就不行，電影
界是個好奇怪的行業，又不能講‘難’。”

麥嘉石天愛整蠱貪睡志偉
麥嘉和石天一起接受訪問，他們表示見

到奮鬥室如時光倒流回到當年新藝城，又想
度橋準備開戲，感覺個團火開始燃燒想搞一
部戲，問到新藝城七主將會否出鏡？麥嘉表
示：“未必需要，要看劇本，總之心里很輕
鬆，最難搞應該是劇本，不過一定是喜劇，
（什麼時候能成？）不知，目前正做資料搜
集，希望令這部戲重出江湖，有重振雄風感
覺，選角上都沒有向好。”大家提議以新藝
城歷史做題材，麥嘉反問：“可以嗎？從來
不敢這樣做，不敢歌功頌德。”他們又回想

當年整蠱志偉，因志偉經常睡着覺，他們便
把印章蓋滿志偉臉上，志偉見到大家笑他，
滿以為自己紅了受歡迎，誰知回到家裡嚇到
老婆，趣事一籮籮。

“最佳電影”應有清楚準則
黃百鳴感慨道：“轉眼間便30多年，想

起當年我們晚晚通宵情境，難得一群人可以
聚在一起。”說到電影《十年》在金像獎奪
得“最佳電影”惹來不少非議，當晚黃百鳴
在台下表現臭臉，對此，他承認：“我是臭
臉，事實我是不開心，覺得為何‘最佳電
影’要頒給《十年》，我不是針對《十
年》，而是針對評選‘最佳電影’的準
則。”早前張同祖駁斥黃百鳴不可以製作電
影成本低來評定“最佳電影”，黃百鳴表
示：“我不是說成本多少，大小片我都有
拍，好似《開心鬼》、《王家欣》都是低成
本製作，拍電影是百花齊放，任何題材都可
以，我只是針對頒發‘最佳電影’的準則，
我都沒看過《十年》，又怎麼會批評這部電
影？我只是覺得該片沒有其他提名，又非很
大製作，如果題材好就應該得‘最佳劇
本’, 當然頒了獎一定已落實，不會有任何
爭議，我只是想提出之後‘最佳電影’的準
則是否應更清楚。”說到杜琪峯覺得不該侮
辱導演和電影人，黃百鳴笑說：“杜Sir不是
針對我，是針對老闆，不過他是對事，我也
是講出自己立場而已。”

再再入入““奮鬥室奮鬥室””百般滋味在心頭百般滋味在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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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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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娛樂智多星-新藝城

的光輝歲月”開幕典禮8日在西灣河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行。

當年以七人為主將的新藝城有麥嘉、石天、黃百鳴、泰迪

羅賓、施南生現身，而其餘二人包括曾志偉和徐克則因有

工作在身未能到場。在“最佳拍檔”演繹光頭仔的王嘉明

和一些幕後人員也有到來支持，各人聚首一堂高興萬分，

他們在台上大談當年在新藝城的點滴，更重燃再合作開新

戲的一團火。

8日是黃百鳴70歲生日，前一晚湯寶如、
袁潔瑩、李蕙敏及關寶慧等一班好友特別為他
慶祝。湯寶如8日凌晨在微博上載派對合照，
留言：“祝生日快樂，身體健康！”眾人又送

上一個黃百鳴的Q版肌肉生日蛋糕，蛋糕邊上圍有有黃百鳴多
年來的經典劇照，可愛又花心思，令黃百鳴大感驚喜。

黃百鳴生日收肌肉蛋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達里）
由亞視前員工組成的“A記同學會”每年都
會舉行聯歡聚會，8日超過500人出席聚
會，包括江美儀、朱慧珊、蔡國威、麥景
婷、吳浣儀、劉錫賢、林祖輝、陳煒、張
家瑩與鮑起靜等，眾人並戴上印有“A記同
學會2016”襟章。適逢8日是亞視關機後
第7天“頭七”，眾人異口同聲表示沒想過
有關日子，主要視乎場地能否提供容納數
百人的地方。

當日清晨才收工的江美儀，表示一早
跟劇組度期出席聚會，提到8日是亞視頭
七，她笑道：“那就要大吃一頓，其實沒
想過，因為我們有超過500人，挑日子要看
地方。”江美儀稱搞聚會與亞視關機無
關，因為今後他們仍會繼續舉行，但相信
之前仍在亞視工作的員工會有感觸，她
說：“自己感覺好似回娘家見兄弟姊妹，
每人會湊400元吃飯，多除少補，有藝員同
事很有心，會拿現金出來抽獎用，我也帶
了現金來。”江美儀稱亞視早關機比亂給
人希望更好，現在員工可以出外找工作不
再留戀，她說：“留意到勞工處有講座活
動是廣播界會請人，知道有亞視人去應
徵，希望他們找到新工作，也希望僱主會

優先聘請他們。”至於新電視台ViuTV正
式開台，江美儀也大讚友台節目出色，宣
傳片也拍得很用心，她說：“有競爭才有
進步，也可讓TVB看到怎樣做得更好，這
是良性競爭，觀眾有選擇始終是好的。”

蔡國威沒見無綫高層
蔡國威也很期待與一眾舊同事敘舊，

有傳威仔曾見無綫高層商討過檔事宜，但
換來是被人嫌棄不夠帥。威仔澄清道：

“我沒有見過無綫高層，也不相信他們會
這樣說，帥不帥是見仁見智，我也從來沒
說自己帥，不是我賣點。”

去年帶不夠現金來抽獎的劉錫賢，笑
言今年準備充足前來。對於在亞視頭七舉
行聚會，他笑指大家不要太敏感，因每年
也是差不多時間搞聚會。提到他發起的大
聯盟向亞視追討欠薪情況，劉錫賢稱團結
有一定效果，不少議員朋友都主動幫手為
他們爭取應有權益。

亞視關機“頭七”A記前員工歡聚

■ “A 記
同學會”
8 日舉行
聯 歡 聚
會。

■■左起左起：：黃百鳴黃百鳴、、麥嘉麥嘉、、石石
天天、、泰迪羅賓與施南生再踏泰迪羅賓與施南生再踏
入度橋的入度橋的““奮鬥室奮鬥室”。”。

■展覽會上放有昔日新藝城的歷史內容。

■■““光頭仔光頭仔””王王
嘉明到來支持嘉明到來支持。。

■五主將願意將新藝城的文化創意奮鬥精
神宣揚給年輕一輩。

■具惠善與安宰賢的戀
情上月曝光。 網上圖片

■林嘉綺母女合照。

■■湯寶如湯寶如、、袁潔瑩袁潔瑩、、李蕙敏及關李蕙敏及關
寶慧等為黃百鳴慶生寶慧等為黃百鳴慶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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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農民藉無人機灑農藥
日前，在

新疆生產建設
兵團第六師芳
草湖農場一塊
300畝的南瓜地
裡，一架無人
機在遙控器的
控制下，在距
地面大約兩米
高的空中，時

而前進，時而後移，均勻地噴灑農藥。
該南瓜地的主人房澤濤告訴記者，“現在

用植保無人機噴灑農藥的效果很好，10公斤
農藥，只要10分鐘，而人工噴灑需要1個半小
時，一架無人機差不多能頂10個人，工作效
率是人工的60倍到70倍，而且一兩年就可收
回成本。”他認為，隨着土地的整合，農業種
植面積越來越大，以後農業採用無人機噴灑農
藥和化肥會越來越普遍。

■香港文匯報記者應江洪新疆報道

■離心式植保無人機，一次
最大可載10公斤農藥。

香港文匯報新疆傳真

滇核桃化身區域品牌代言“仁”

韓國慎氏溯源歸根浙江湖州
位於南太湖畔的浙江湖州吳興區八里店鎮

潞村的慎玉龍、慎召民等人近日迎來了一批來自
韓國的“特殊客人”：來自韓國居昌的慎氏族人
慎鏡灶等一行7人前來拜訪，中韓慎氏後人走過
祖先建造的古橋，一同祭祖並共話文化傳承。
韓國慎氏是怎樣找到潞村的？又是如何認

定潞村是他們的祖居地的呢？1997年，衢州
工商局的慎女士從報紙看到時任新華社浙江分
社記者慎海雄的名字，就輾轉聯繫上後交流發
現，韓國人族譜上記載的祖居地地名，以及化

龍、起鳳、騰蛟、天保等古橋名字，與慎海雄
的家鄉吳興區八里店鎮潞村相符。

白髮老人跪地認祖
不久，一批韓國人就來到了潞村。據參與

接待的人員回憶，一到潞村看到這幾座古橋，
這些白髮蒼蒼的老人就齊刷刷跪了下來！他們
說，在中國找了10幾年祖居地，去了天水、
開封、衢州，終於找到了祖宗的根，根在湖州
潞村！

根據韓國居昌慎氏大宗會的介紹，韓國慎
氏家族已繁衍到26至35代。目前，韓國慎氏
有5萬多人口。看着韓國族人的笑容，慎玉龍
代表中方族人說，希望韓國的慎氏宗親常來潞
村看看、雙方的慎氏子孫常來常往。“慎姓人
士雖然散居在韓國各地，但大家彷彿一家人一
樣，十分團結，聯繫非常緊密。”慎鏡灶說，
“我們的根在中國，我們找到了自己的根，這
是我們的精神家園，肯定會常來常往，讓慎氏
宗親親情源遠流長。” ■新華社

美麗仁 聰明仁 長壽仁

56歲的楊素慧是浙江台州人，1991年6月25日，楊4歲的兒子徐劍鋒在廣州南方大廈附
近走失。二十多年來，楊素慧扎根在廣州，通過
報紙、電視、尋親網站，不停地在尋找兒子，無
數次說起這段痛苦的經歷。只是，25年過去了，
徐劍鋒仍未被找到。

不顧身體也要找到兒子
2014 年年底，她被診斷為肺癌中期。上

周，癌細胞出現骨轉移。近日有當地媒體以《兒
子，我怕來不及找到你》為題報道此事後，引發
社會關注，讀者希望向這位堅強的媽媽伸出援
手，還鼓勵楊素慧不要放棄治療的希望。而廣州
復大腫瘤醫院近日更表示，決定捐助5萬元醫療

費用，並安排楊素慧入院進行治療。對此，楊素
慧坦言，深深地感謝這些幫助過她的人。“只有
好好活着，才能有機會見到兒子”。楊素慧告訴
記者，以前總覺得最害怕的是來不及找到兒子，
所以總想着不顧自己的身體，也要盡快找到孩
子。

醫院尊重其意願
楊素慧近日在記者和寶貝回家志願者們的陪

同下來到醫院。復大腫瘤醫院總院長徐克成告訴
記者，根據楊素慧講述的病情來看，她在之前並
沒有經過特應性的腫瘤治療，因此，治療空間還
是相當大的。徐克成解釋，目前的治療或已經無
法做到完全清除癌細胞，但仍可以想辦法控制癌

細胞擴散，盡可能地延長生命期。
然而，當聽醫生提及“化療”時，楊素慧的

表情卻顯得有些異樣。原來，楊素慧之前之所以
選擇保守療法，靠吃藥維繫生命，最重要的還是
放心不下走丟的兒子。“我不希望做放療化療，
放化療的過程太過痛苦。”楊素慧說。除此之
外，她告訴記者，化療時頭髮要剃光，整個人的
精神面貌和容顏都會發生變化，“我害怕孩子會
認不出我……”楊素慧說出了自己的心聲。
對此，醫院方也承諾，治療的同時，會尊重

楊素慧的意願。醫院將再組織專家對其病情進行
評估，或將採取冷凍消融、放化療、血管介入等
多種方法進行綜合治療，盡可能地減少這位母親
的痛苦。

新鮮核桃還沒上市，核桃開始出來“調
皮”了。日前，“中國核桃之鄉”——雲南大
理漾濞的核桃仁集體“化身”萌卡通，為漾濞
核桃區域公用品牌戰略代言。漾濞品牌宣傳中
的卡通形象以“核桃”為原型，身着具有特色
的少數民族服裝，活潑可愛，三個核桃代表了
三種不同類型的核桃，聰明“仁”、美麗
“仁”、長壽“仁”。

雲南大理漾濞被稱為核桃的故鄉、核桃的
發源地之一，也是當前中國最大的核桃苗木輸
出地。此次推出卡通核桃仁形象，即正式啟動
漾濞核桃區域公用品牌戰略，將以“品牌再
造、產業升級、效益提升”為核心內容，全力
打造現代高效生態核桃產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雲南報道

尋子未果尋子未果 患癌母親不肯化療患癌母親不肯化療

““怕孩子認不出我怕孩子認不出我””

■雲南大理漾濞核桃“化身”萌卡通。
記者譚旻煦攝

浙江人楊素慧來廣州尋子浙江人楊素慧來廣州尋子2525年未年未

果果，，最近更被確診為肺癌晚期最近更被確診為肺癌晚期。。她擔心她擔心

自己時日無多自己時日無多，，最大的盼望仍是早日找最大的盼望仍是早日找

到孩子到孩子。。而她更不敢進行化療而她更不敢進行化療，，擔心因擔心因

放化療改變容顏放化療改變容顏，“，“我害怕孩子會認不我害怕孩子會認不

出我……出我……”” ■■《《廣州日報廣州日報》》

■因擔心兒
子 無 法 認
出，病重的
楊素慧不願
接 受 放 化
療。

網上圖片

■■楊素慧早前展楊素慧早前展
示 其 兒 子 的 照示 其 兒 子 的 照
片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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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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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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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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S主持中天《康熙來了》10多年正式停播，當生活
歸於平淡，她反而勇敢踏出舒適圈，才會知道外面的世界
有多大。她說： 「其實陸陸續續有其他工作邀約上門，那
時我才覺得，就算不主持也還是會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出現
。」

她卸下《康熙》主持後，才發現原來這節目對很多人
來說有多麼重要， 「《康熙》宛如夢一場，但也不知為何
，我就是毫無留戀，因為對我來說，那就是一件我曾經做

過的美好事情。」
日前傳出小S即將主持大陸視頻網站新節目，原先要

與大S合體主持的計畫也因大S懷孕暫緩。她說： 「前陣
子去米蘭看秀對我改變很大，好像一個人工作、獨自面對
也沒有什麼不好。如果老想著要依賴他人的話，就很難好
好過自己的人生，不是嗎？」她也透露將會挑戰1人主持
，在電影開拍之前，可能會去接1檔與時尚相關的節目，
但節目細節經紀人表示 「還在洽談中，不方便透露。」

小小SS勇於踏出舒適圈勇於踏出舒適圈 將將11人主持時尚節目人主持時尚節目

《我是歌手 4》8 日總
決賽，開先例邀美國歌手助
陣，7位參賽者及15位幫唱
嘉賓，囊括大陸、香港、新
加坡、韓國及美國歌手，打
造有史以來最豪華陣容；昨
第1輪幫唱，容祖兒和香港
歌手陳偉霆唱跳〈加大力度
〉，舞蹈效果吸睛，但演唱
略嫌平淡，不幸落敗、無緣
晉級第2輪。李玟、李克勤
、張信哲、老狼、黃致列、
徐佳瑩依序拿下首輪 1 至 6
名。

徐佳瑩（Lala）3 周前
敲定林俊傑（JJ）合作，昨
以他的歌〈不為誰而作的歌
〉應戰，編曲略嫌不夠周全，她瞬間
變合音，給人主客角色互換的感覺，
驚險晉級。

張信哲（阿哲）昨延攬多次獲葛
萊美提名的阿肯（Akon）唱跳〈愛如
潮水〉及〈Mr. Lonely〉組曲，他挑
戰嘻哈但編曲略顯混亂，下台後他氣
喘吁吁地說： 「我盡力了，好爽，好
久沒去夜店。」

阿哲1個月前提出邀約，Akon當
時因簽證問題未允諾，近1周才敲定
，Akon從非洲出發，經香港、北京轉
機，飛兩天兩夜抵達長沙，Akon昨一
開口唱中文 「愛如潮水將我向你推」
驚豔全場，是阿哲花2天幫他正音成
果。

李玟與藍調歌手尼歐（Ne-Yo）
深情對唱〈Earth Song〉，她未以拿手

的唱跳應戰，出乎意料，但兩人默契
佳，首輪獲第一。黃致列與朴志妍深
情對唱〈You are my everything〉暫獲
第 5；李克勤邀林子祥、葉蒨文夫妻
檔唱組曲，68歲林子祥與54歲葉蒨文
氣場強、唱功依舊，3 位歌壇老將聯
手，暫奪第2；老狼和汪峰等共9人合
唱〈禮物〉，大陸觀眾有共鳴，獲第
4。

徐佳瑩和鳴JJ變合音晉級墊底
李克勤、林子祥、葉蒨文老將聯手

楊千霈 7 日證實閃嫁紡織小開
Jay，她與老公僅交往半年就於 3 月
31日登記結婚。與她情同兄妹的屈
中恆，聽到消息非常開心，坦白說
： 「上周她才帶老公來跟我們一起
吃飯，我聽到這消息開心死了」。
楊千霈每次交男友大概一周的時間
，都會跟屈中恆報備，但 Jay 不同
「在她登記前2、 3天才跟我說這消

息，這次她保密到家！」
屈中恆坦言得知時 「當下有點

驚訝」，楊千霈也跟屈說 「我確定
，認識他（老公）後，我真的不一
樣了。」他認為楊跟Jay交往後，個
性變得比較穩，較不會我行我素，

並笑說： 「之前她在男友面前就是
個大女孩。」屈認為楊的感情路波
折，這次終於定下來，相當祝福她
。

3 年前屈中恆和楊千霈一同上
《康熙來了》，屈中恆在節目上透
露曾在楊生日時送她 3 萬塊的手錶
，讓老婆Vicky不開心，事後還補送
更貴的給老婆。楊預計年底辦婚宴
，會包多少？屈笑說： 「我好兄弟
庹宗康婚禮包了8萬8，她就像妹妹
一樣，一定會比照高規格。」Vicky
也對楊說： 「男方條件很好，這次
要好好把握。」

楊千霈婚宴 屈中恆紅包高規格

納豆與林千又傳出已
分手 1 個月，他已坦承 1
個月前已與林千又分手，
沒第三者、沒交惡，主因
是生活習慣、價值觀不一
樣，心情難過且不捨，但
兩人還是好朋友，仍有聯
絡 「感情的事我單方面一
直說，怕傷到人。」他與
林千又去年 4 月公開認愛
，常在臉書曬恩愛，後來
林千又發生罵飲料店員
「22K 風波」，引起外界

抨擊時，納豆曾出面替女
友緩頰。

納豆現為了燒肉店忙
碌，下一段感情沒有多想
，不過林千又最近終於走

出50嵐風波，納豆分手仍
不出惡言： 「她工作很認
真，祝福她。」陶晶瑩也
肯定小倆口的處理方式，
「這是個成熟的人，沒有

吵鬧，還可以把話說清楚
當朋友，這真的很不容易
。」認為很少有人分手後
還在問， 「你今天好嗎？
過得如何？」強調如此好
聚好散，令她感到驚訝。

主持搭檔阿 Ken 也表
示，他們兩人就像朋友般
還是會聯絡，但納豆這次
的處理方式變得成熟，
「我也要多向他學習。」

納豆、林千又分手未交惡 阿Ken讚：要向他學習

黃路梓茵（LuLu）8 日出席公視紀錄片
《就是這Young》，該節目刻劃著一群勇敢
做自己的年輕人，如何勇敢追夢的故事。
LuLu是唯一的電影界代表，她在片中爆料，
高中時她曾跟老師表達未來想當主播，沒想
到竟被老師神回： 「我建議你先去削骨喔！
」她說，當時對老師有點恨，現在，她反而
感謝老師的提點。

她從《大學生了沒》出道至今5年，近
年來在演藝圈表現可圈可點，也常受邀至各
大專院校演講，分享工作心得。她認為，年
輕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非常好的態度，無論
做什麼事就應該盡力去完成自己本份， 「再
來就是熱血跟熱情，沒有熱情就無法成就大
事，熱情跟熱血就是我3年前最需要的勇氣
。」而她最後仍不忘展現謙卑自稱幸運。

LuLuLuLu想當主播遭嘲笑想當主播遭嘲笑
~~~~~~~~~~鼓勵年輕人找熱情鼓勵年輕人找熱情~~~~~~~~~~

羅志祥（小豬）日前帶媽媽到巴黎度假，女友
周揚青恰巧在微博分享法國街拍照，被網友指一家
3口溫馨同遊；據悉，他全新巡迴演唱會 「CRAZY
WORLD瘋狂世界」23日上海開跑，壓力大到 「鬼
剃頭」症狀再度復發，趁開唱前飛國外休息，女友
則人肉快遞助紓壓。

他演唱會斥資1億2000萬打造，除了身兼副導
、舞蹈總監、音樂總監，他為了繼續減重，還忌口
禁吃美食，嘟囔著 「工作量大又不能吃，簡直是酷
刑」。

他近兩個月密集學吉他、打鼓、DJ秀，推掉10
場商演、1部電影及3支廣告邀約，估計少賺2億台

幣。
他上海場邀王迅擔任嘉賓，2 人因合作東方衛

視節目《極限挑戰》建立好交情，王笑說： 「我要
好好欣賞台上的小豬，特別是他誘人的眼神、性感
的舞步，還有撩人的舞姿。」

他演唱會砸1500萬訂製5座 「庫卡」機械人手
臂，利用機械手臂轉換大螢幕，以華麗視覺效果製
造演唱會噱頭；此外，他還設計指甲貼、摺疊椅、
摺疊水壺、夜光海報、背心等上海場限量商品 「瘋
狂世界戰鬥組合」，要歌迷貼著 Bling bling 指甲貼
與他共舞，累了拿水壺補充水分，衣服溼了換背心
，嗨完還能打開摺疊椅休息。

羅志祥忙巡演鬼剃頭復發 攜母飛巴黎度假 周揚青人肉快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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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汽聯7日宣佈，鑒於世界一級方
程式賽車（F1）大獎賽的新排位賽規則遭
到車隊、車手和車迷反對，從下一站、也
就是本月17日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大獎賽
開始，將恢復使用去年的規則。如果得到
F1賽事管理機構和國際汽聯最高權力機
構的首肯，已經在澳洲站和巴林站上施行
了兩站的新賽季淘汰式排位規則將就此作
廢。

今年2月底，國際汽聯通過決議，將
每站F1三個比賽日中間一天（通常為周
六）舉行的排位賽分為三段，採取末位淘
汰制，即資格賽首輪進行7分鐘後最慢車
手遭淘汰，之後每1分半鐘淘汰1名車
手，共淘汰7人，15人入資格賽第二輪，
如此類推，直至最後兩名車手在資格賽第
三輪最後一分半鐘內爭奪桿位，惟新排位
規則遭各方廣泛批評。 ■新華社

高洛普去年10月赴英超執教利記
前曾執教多蒙特7年，率蜂軍

兩奪德甲冠軍。今場威斯特法倫球場
爆滿，主隊球迷顯然對這位功勳激情
教頭感情依舊，賽前現場廣播高洛普
的名字時，全場掌聲雷動。他賽後
說：“這次能回來感覺很美好，賽前
球迷給我的掌聲也讓我很感動。”
“紅軍”由比利時射手奧歷治在

36分鐘接應占士米拿頭槌二傳，利用

個人能力禁區內右路射入先下一城。
多蒙特下半場3分鐘由中堅曉姆斯接應
米希達利恩傳中頂成1：1，後者跟利
記的菲臘比古天奴之後各有一次機
會，均未能把握。衛冕冠軍西維爾作
客以2：1擊敗同屬西甲的畢爾包，另
一西甲球隊維拉利爾主場憑巴卡保起
孖以2：1力克捷克布拉格斯巴達，葡
萄牙布拉加主場以1：2不敵烏克蘭薩
克達。 ■新華社

歡迎高洛普回家
蜂軍利記一團和氣

勇士70勝距紀錄只差兩場
NBA常規賽8日賽事，金州勇士主場

以112:101力克勁敵馬刺，以單賽季70勝
創造歷史第二紀錄，也增加了在最後三場
比賽之後刷新由芝加哥公牛於1995/96球
季創下的72勝紀錄的可能，同時他們還提
前鎖定西岸第一的位置。兩天前勇士主場
令人意外地輸給木狼，但西岸霸主這次在
主場找回狀態，史提芬居里貢獻27分9次
助攻5個籃板，班尼斯和特雷蒙格連也分

別有21分和18分入賬。
火箭上場輸給衝季後賽的直接競爭對

手小牛，本場他們依然低迷，主場以115:
124輸給實力較弱的太陽，想得到西岸最
後一張季後賽門票已只剩下理論上的可
能，然而隊中球星夏登仍樂觀說：“我們
還是有機會，只需努力求勝然後讓另外一
些隊輸波。”

■新華社、綜合外電

卡尼雲尼亞里膺英超3月最佳
李斯特城3月聯賽3勝1和續居榜首，雲尼亞里8日當選英超3月

最佳領隊，而上月入了5球的熱刺前鋒哈利卡尼則膺3月最佳球員。
■記者梁志達

“禾琪”因傷避戰兩盃賽
“丹麥甜心”禾絲妮雅琪因在練習時腳部扭傷，8日宣佈無奈避

戰聯合會盃及伊斯坦堡公開賽兩項網球賽事。 ■記者梁志達

陳蕊莊花劍奪金晉殘奧
IWAS亞洲輪椅劍擊錦標賽8日在沙田麗豪酒店產生4面金牌。

香港代表陳蕊莊於女子個人（B級）花劍奪冠，同時獲得里約殘奧參
賽資格。另外，港隊8日尚獲得1銀4銅，連同7日奪得的1銀3銅，
港隊的總獎牌數增至1金2銀7銅。其中2枚銀牌分別來自男子個人(A
級) 重劍的譚湜琛及男子團體花劍。今日將進行男子個人（A、B級）
及團體佩劍賽事。 ■記者 陳曉莉

永倫勝東方 甲一開門紅
2016年度香港籃球聯賽男子甲一組賽事8日晚假修頓室內場館揭

開戰幔。首仗，飛鷹以102 : 80輕取晉龍WTS。
次仗，衛冕冠軍永倫迎戰香港唯一職業球隊東方。此前，兩隊已

在短短一個月兩度碰頭，各勝一局，8日晚兩虎三度相遇，五場銀牌
賽事共取破百得分的永倫主將泰那繼續表現出其驚人的得分能力，個
人獨取44分下，助永倫以87: 64大勝對手。 ■記者 陳曉莉

大馬羽賽 林丹慘敗出局
馬來西亞羽毛球公開賽頻頻爆冷。中國男女單打奧運冠軍林丹、

李雪芮齊齊被淘汰。其中，林丹8日以17：21、4：21慘敗在丹麥球
手約根森柏下。李雪芮前晚則以21：14、18：21和16：21不敵中華
台北名將戴資穎。無獨有偶，8日王適嫻同樣敗在戴資穎手下，兩局
比分為14：21、14：21。幸好，中國另一女單好手王儀涵以21：
13、21：15淘汰現役世界冠軍、西班牙球手馬林躋身四強。

■記者 陳曉莉

吳安儀男子桌球世錦賽折戟
香港“四眼Q后”吳安儀，當地時間7日在英國進行的世界男子

桌球錦標賽外圍賽首圈比賽中，以1：10不敵英格蘭老將Peter
Lines，提前結束世錦賽之旅。不過，作為亞洲首位以女子球手身份參
賽，吳安儀為香港女子桌球揭開歷史新一頁。另外，首度參賽的香港
小將張家瑋以3：10被英格蘭職業好手Robert Milkins淘汰。賽後，
兩位港將異口同聲地表示從大賽中收穫寶貴經驗。 ■記者 陳曉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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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提芬居里史提芬居里((中中，，白白
衫衫))帶領勇士創佳績帶領勇士創佳績。。

美聯社美聯社

■■利物浦領隊高洛普利物浦領隊高洛普((左左))完場後跟昔日完場後跟昔日
愛將曉姆斯擁抱愛將曉姆斯擁抱。。 法新社法新社

■■多蒙特主場球迷展示多蒙特主場球迷展示““多謝高洛普多謝高洛普””的標語的標語，，甚至舉起對手利物浦的圍巾甚至舉起對手利物浦的圍巾。。 路透社路透社

寧澤濤發燒
退出奧運選拔賽

2016全國游泳冠軍賽暨里約奧運選拔賽正在佛
山進行。本該參加前晚男子100米自由泳決賽的寧
澤濤，因病退賽。
寧澤濤6日在該項目預賽中，輕鬆游出49秒

11。他當時表示，這個成績在他的預想之內，複
賽會再稍微快一點。複賽中，寧澤濤游出了47秒
96的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績。“我想努力游一下，
對這個成績還算滿意。”寧澤濤賽後表示。
7日晚決賽開始前，教練葉瑾宣佈了弟子因

病退賽的消息。“8日寧澤濤100米自由泳複賽竭
盡全力，游完以後在更衣室就有嘔吐現象。其

實，他預賽的時
候就因為腸胃不太好，我們的醫生一直給他吃顛
茄片。複賽後量體溫，他已發燒38.8℃。”
葉瑾對記者說，6日晚上他去看寧澤濤時發

現，寧澤濤身上確實很燙，而且說“渾身疼，頭
疼像要炸了一樣。”
對於弟子複賽的成績，葉瑾非常滿意：“我

希望大家能夠對他表示理解，因為運動員非常努
力，在這種時候身體不好，作為各級領導、教練
來說，還是應該關心一下他的身體狀態。”

■中新社

■■寧澤濤日前參加男子寧澤濤日前參加男子100100
米自由泳複賽米自由泳複賽。。 中新社中新社

8日凌晨歐霸盃4場8強首回合較量，高洛普率領利物浦重

返故地威斯特法倫球場，最終在形勢有點驚險下跟多蒙特踢成

1：1。高洛普受到“蜂軍”球迷的熱烈歡迎，他們和利物浦球

迷在現場同唱“利記”隊歌《你永不會獨行》，場面感人。

F1上海站復用舊排位規則

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6年4月9日（星期六）3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改進淨資本、
風險資本準備
計算公式

1
提升資本質量
和風險計量的
針對性、完善
槓桿率指標

2
提高風險覆蓋
的完備性、改
善流動性監控
指標

3
強化資產負債
的期限匹配、
完善單一業務
風控指標

4

提升指標的針
對性、明確逆
周期調節機制

5
提升風險控制
的有效性、強
化全面風險管
理要求

6

六方面修訂風險控制指標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張聰）中國證監會擬改

善證券公司的風險控制指標，通過改進淨資本、風險資本準

備計算公式，完善槓桿率、流動性監管等指標，明確逆周期

調節機制等，提升風控指標的完備性和有效性。

中證監修訂券商風控指標
分析：或為“債轉股”鋪路

有分析指出，此舉令券商在經營
風險方面擁有更多自主掌握的

空間，券商將依市況在自營和委託理
財方面擴大經營規模，同時也可能為
即將開展的“債轉股”在政策上鋪
路。中證監新聞發言人張曉軍稱，正
就修訂《證券公司風險控制指標管理
辦法》及其配套規則公開徵求意見，
時間為一個月，將修改不適應目前行
業發展的風險指標，將改變券商淨資
本計算方式，精簡對券商的槓桿要
求，計劃修改券商風險資本準備的要
求。

“提升風險管理水平”
張曉軍稱，《辦法》的修改內

容主要有6個方面，包括改進淨資
本、風險資本準備計算公式；提升
資本質量和風險計量的針對性、完
善槓桿率指標；提高風險覆蓋的完
備性、改善流動性監控指標；強化
資產負債的期限匹配、完善單一業
務風控指標；提升指標的針對性、

明確逆周期調節機制；提升風險控
制的有效性、強化全面風險管理要
求，以提升風險管理水平。

據稱，此次修訂將原有淨資產
比負債、淨資本比負債兩個槓桿控
制指標，調整為一個資本槓桿率指
標（核心淨資本╱表內外資產總
額），並設定不低於8%的監管要
求。淨資產比負債指標將由不得低
於20%調整至10%，淨資本比淨資
產指標由不得低於 40%調整至
20%。
市場人士指出，普遍性下調指

標後，券商可根據市場狀況自主掌
控風控指標。另外“債轉股”正在
醞釀，“債轉股”形成的ABS產品
可能更適合進入機構市場，因此券
商或將成為機構投資者的參與者，
此次調整為券商作為ABS產品的投
資者打開了政策空間。

“券商自掌空間擴大”
路透引述西南證券首席研究員

張剛表示，新的修訂，在經營風險
方面給了券商更多自主掌握的空
間，可以理解為放鬆槓桿，但是政
策鬆綁以後的效果還要看券商自主
意願和市場需求。
另外，此次修訂將淨資本區分

為核心淨資本和附屬淨資本，將金
融資產的風險調整統一納入風險資
本準備計算，不再重複扣減淨資

本。並將按業務類型計算整體風險
資本準備調整為按照市場風險、信
用風險、操作風險等風險類型分別
計算。
調整後的淨資本和風險資本準

備更符合證券公司開展綜合經營風
險控制的現實需要，但其計算範圍
及標準已發生較大變化，標值不具
有歷史可比性。

■張曉軍指，將修改不適應目前行業發展的風險指標。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近幾個交易日A股連續回調。中國外
匯儲備重回正增長、企業年金已接近萬億
元等利好均未能令大市回勇，8日滬綜指再
跌0.78%，終於失守3,000點關口，深成指
與創業板指也跌近1%。本周滬綜指累計下
跌0.82%，結束周線3連陽。
3月外儲環比增102.58億美元，是時隔

4個月重回正增長。人社部日前發佈，截至
去年年底，企業年金積累基金達到9,525.51
億元（人民幣，下同），意味着按照現行規
定的30%投資上限，企業年金可供投資二級
市場股票的理論上限可達2,857.65億元。
不過，滬深兩市8日雙雙低開，滬綜指

開盤失守3,000點。午後，滬綜指盤中最大
跌幅逾1.5%，盤尾跌幅收窄。截至收市，
滬綜指報2,984點，跌23點或0.78%；深成
指報10,413點，跌91點或0.87%；創業板指
報2,229點，跌18點，或0.83%。本周滬綜
指累跌0.82%，深成指周漲0.33%，創業板
指周升1.11%。8日兩市共成交5,851億元，
較上日大幅縮量1,135億元。
美聯儲官員就4月是否加息意見不一，

政策前景不明朗，全球避險情緒升溫。A股
黃金概念股8日領漲兩市，充電樁、水域改
革、智能穿戴、西藏分類、航母概念等亦錄
得微漲。無人駕駛、全息技術、地熱能、船
舶製造等股類則領跌，兩市逾1,700股飄
綠。
西南證券策略分析師朱斌指出，目前反

彈仍在繼續，但動能正在衰減，原有的利好
因素對市場的刺激作用已經邊際遞減；明顯
的利空因素還未出現，短期市場仍將維持波
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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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華潤集團旗下醫療機構業務擬借殼
鳳凰醫療在港上市，交易涉及逾37.2億港元。鳳凰醫療
宣佈，與華潤醫療集團訂立具約束力的條款書，有條件
地同意收購華潤醫療集團旗下47家醫療機構及3家養老
機構，代價約37.22億港元，並將按每股8.04港元發行
約4.63億股股份償付。每股造價較鳳凰醫療周二停牌前
收市價9.1港元折讓12%。交易完成後，華潤醫療集團
將佔公司擴大股本不少於35.7%，並將成為公司的控股
股東。該股下周一復牌。
上述47家醫療機構包括4家三級醫院、6家二級醫

院、25家一級醫院及12家社區服務中心，所有醫療機
構均為醫保定點醫療機構。於公告日期，有關醫療機
構之核定床位及開放床位分別合共為4,954張及約
6,000張，養老機構之核定床位則為300張，於2015年
年度總醫療收入規模為24.1億元人民幣。

華潤醫療借殼鳳醫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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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 佳 天 然 藥 業

特
約
經
銷

全美營養學會會員企業，擁有強大的 FDA 法規、營養學、醫學專家陣營，生產 100 多種保健品，暢銷全球，請上網或親臨各地特約經銷商選購

地址：3203 Pomona Blvd., Pomona, CA 91768
909-839-2880  週末 909-967-67791.888.902.1688 免費

洽詢

【2015 最新見證】麻省徐先生（240-988-03XX）經常心悸、心慌，用心血通一療
程後，心悸、心慌改善，血脂正常，最近加購 15 瓶作為預防。●上海韓建煌先生
被醫院診斷為冠心病（心絞痛型）高血壓（3 級極高危組），出院後服用心血通，
胸悶胸痛大大改善，飛到紐約看兒子！【最新見證】王小姐 (780-966-61XX)
內蒙古老爸腦血管鈣化，左手麻得厲害，早上服用兩粒心血通，晚上兩
粒益腦靈，頭痛、手麻明顯減輕，現在像變了個人，還能去放羊。 

【2015 最新見證】伊利诺伊州陈妈妈（见证电话630-888-92XX），原先颈椎、腰椎、
膝关节疼痛厉害，美国儿子买了骨精华，只吃二瓶马上感觉颈椎及膝关节疼痛减轻，
行动自如了许多。●天津外国语学校创校校长范桐行，因骨质疏松几次骨折，她在美
国的学生陈先生购骨精华给她服用，骨折关节愈合，愿意实名见证骨精华的卓著功效。

消除胸悶、心悸、心慌、心絞痛，預防心
肌梗塞    
降血壓 / 甘油三酯 / 壞膽固醇，升好膽固醇
起效快，作用持久，安全無副作用，讓你
精力充沛，大量實名見證

◆打通血管

◆三降一升
◆強健心肌

修復軟骨，消除關節疼痛、僵化、響聲、骨刺、五十肩、
網球肘
大劑量補充 II 型骨膠質 Kolla2，又補鈣，全面防止骨質疏
鬆、腿腳抽筋、骨折
珍貴小雞胸軟骨提取，保證 6 周見效，兩療程鞏固療效，
無數成功案例

◆快速修復

◆雙效合一

◆配方科學

增強腦供血供氧，克服銀髮族、電腦族丟
三落四
改善手腳麻木、頭暈、目眩、耳鳴、突然間
口角歪斜
增加認知能力，抗中老年癡呆階段性惡化

◆提高記憶力

◆預防腦中風

◆抗老年癡呆

買 5 送 2〔一療程〕 ● 買 10 送 5〔兩療程〕美國專利 US Patent# 7030102  美國專利 US Patent# 6524616

骨精華
美國專利
US Patent 
# 6838440

買 6 送 1〔一療程〕●買 12 送 3〔兩療程〕

大力消除關節疼痛
全面防止骨質疏鬆

【骨精華】【心血通】【益腦靈】
每個療程加送葡萄籽精    瓶

從 業 22 載
鑄 就 好 品 牌

休 士 頓 燕 窩 城 713-776-2888、713-534-3233 
金荷 713-772-2999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東方中藥 713-774-5558 燕補堂 713-772-7888 
達拉斯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達福出
國人員 469-586-8195 陽光禮品中心 972-758-
9588 百草堂 972-519-8488，469-233-7751  燕
窩 城 972-235-3888，972-527-9888（Plano）
奧斯丁 恒豐 512-719-3864

快速打通血管堵塞
改善胸悶 / 心絞痛

有效改善頭暈耳鳴
預防腦中風/老年癡呆益 腦 靈

貝佳天然藥業

新春大酬賓

保證六周見效 *100 個成功案例上網查詢 心腦健康得安寧 *70 個成功案例上網查詢

風 靡 全 球     強 棒 出 擊 ！

選 購 貝 佳 天 然 藥 業 榮 譽 出 品
【天然蝦青素】三大理由：

1、品質上乘 是市面同類
蝦青素中最權威美國專利
Zanthin  品牌；
2、 嚴 格 品 管 按 照 美 國
GMP 標準生產，符合 FDA
規範，不含任何污染物；
3、效果最佳 為目前自然界
最強抗氧化劑，是葡萄籽
17 倍，大家都說好，大量
實名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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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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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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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5050(全天供應)

干逼軟殼蟹
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
西汁蝦球
羊腩煲

特 別 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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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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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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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蟋蟀俗稱蛐蛐，它們生性好鬥，所以鬥蟋
蟀成了一些人最喜歡的事。自唐興起，經歷了宋元
明清四朝，再從民國至今，這一活動始終受到人們
的廣泛喜愛。

然而鬥蟋蟀不單是出於好玩，它還成了賭
徒們熱捧的一種賭博方式。2011 年 9 月 28 日，江
蘇省常州市一起79人聚眾鬥蟋蟀賭博事件被警方
查處，11月17日，常州市天寧區檢察院以涉嫌賭
博罪對犯罪嫌疑人江永泉、羅立武、聶峰、張海民
依法提起公訴。

2011年9月27日晚8時，江蘇省常州市武
進區，一紡織廠車間裡，一群男女圍著一張大紅漆
木桌，眼睛都注視著桌子中間的一個透明的塑料
盆，他們手裡拽著幾張百元大鈔，咬著牙關，心裡
默默地給盆裡的蟋蟀助威， 「咬它脖子!繞到它身
後咬它的腳!騎到它身上咬它的頭……」還有一些
站在人群外圍的，他們則踮起腳伸長脖子往裡探，
衹見盆裡兩隻蟋蟀你來我往，有進有退，猶如摔跤
場上的兩名勇士。

每個觀鬥者都精神百倍，眼裡閃爍著亢奮
的光，最緊張的當屬蟋蟀的主人江永泉和司馬洪，
兩人手心裡都能攥出水來。這場比賽裡，江永泉是
常州代表隊，而司馬洪是南京代表隊。

在比賽前一週，按照行規，兩人預先把自
己精心飼養的蟋蟀交給張海民保管，這主要是為了
防止蟋蟀的主人在比賽前作弊，比如說給蟋蟀餵食
興奮劑等。

當天，鬥蟋蟀開始前半個小時，江永泉和
司馬洪分別開著本田和索納塔轎車提前來到位於武
進區的某紡織廠，此處位於城郊，遠離居民區，附
近行人稀少，適合蟋蟀賭博。

兩人一先一後把車停在廠門口，然後都帶
著自己的司機、蟋蟀飼養員和 「圈草」的人進到車
間裡。

人到齊後，眾目睽睽之下，張海民讓邱少
唯把江永泉與司馬洪的蟋蟀進行稱重配對，稱體重
的目的是為了公平競爭，體重相差一毫都不鬥。蟋
蟀配對成功後，江永泉與司馬洪共同選擇了一組都
很被看好的蟋蟀進行決鬥。

在正式開始鬥蟋蟀前，江永泉提出用
2300元價碼鬥，司馬洪自然也不示弱地同意，其
他沒帶蟋蟀的參賭者則根據自己的判斷依次喊自己
的下注金額，下注金額從500元起，上不封頂。身
為裁判的羅立武把押江永泉的稱為紅方，把看好司
馬洪的稱為藍方。

通常比賽要等紅、藍兩個陣營下注的錢相
等時才開始，當然也會出現雙方下注不等的時候，
這時裁判就會問雙方是否願意 「放扣」。

待江永泉和司馬洪兩大陣營下注的錢相平
後，裁判宣佈比賽開始。盆中的隔板被撤走，兩隻
蟋蟀紋絲不動，這時紅、藍兩方負責 「圈草」的用
曬得發黃的芡草去撩撥蟋蟀的牙齒，它們被撩撥得
很興奮，主動迎向對方。

一個回合下來，司馬洪的蟋蟀被鬥得節節
敗退。兩個回合下來，雙方戰平。兩隻蟋蟀在盆裡

酣暢淋漓地鬥了三個回合，一共花了15
分鐘，最終江永泉的蟋蟀以2:1戰勝了司
馬洪的蟋蟀。

這場比賽下來，獲得勝利的紅
方總共贏了 1 萬餘元，江永泉從中扣掉
百分之五的抽頭放進裁判旁邊的簍頭
裡，餘下的錢按照每人下注的比例分
錢。

79人參與的蟋蟀賭局
江永泉是常州人，初中畢業後

從擺地攤做起，開過服裝店，做過包工
頭，跟人合夥辦過企業，直到2008年夏
天他自己出資開辦了一家電機廠，幾年
下來，個人資產達到上千萬。

2009年秋，江永泉到上海談生
意，談完生意後，生意夥伴帶他到上海
的一家蟋蟀協會看鬥蟋蟀。看著盆裡的
兩隻蟋蟀像勇士般地在決鬥，江永泉感
到新鮮而有趣。

生意夥伴告訴江永泉，玩蟋蟀
是一種身份的象徵，協會裡玩蟋蟀的大
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資產少則幾
百萬，多則上億，通過玩蟋蟀這個平
台，不僅能認識一些顯貴，還有利於做
生意。江永泉對鬥蟋蟀感興趣了。

回到常州後，江永泉開始與當
地的蟋蟀愛好者打成一片，平時還與南
京、蘇州、泰州等地的蟋蟀玩家交流蟋
蟀文化，有時也帶著自己的 「寶貝」與
別人切磋。

江永泉對鬥蟋蟀到了癡愛的地
步，為了讓更多的蟋蟀迷聚集在一起交流切磋，每
年入秋時，他就主動以組織者的身份將常州地區的
蟋蟀愛好者召集起來開展鬥蟋蟀活動。久而久之，
他在圈內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2011年8月，江永泉做生意虧了，這時他
想到了即將舉辦的一年一度的鬥蟋蟀活動，於是動
起了歪腦筋，決定將江蘇各地的蟋蟀愛好者組織起
來，用鬥蟋蟀的方式賭博。他親自驅車前往山東寧
陽縣泗店鎮收購蟋蟀。

從山東回來後，江永泉就將收購來的一百
餘隻蟋蟀交給雇來的3個山東人照顧。在鬥蟋蟀活
動開始前兩週，他又馬不停蹄地聯繫曾和他一起組
織過鬥蟋蟀活動的張海民，邀請其與他合夥搞蟋蟀
賭博，為了掙醫藥費和生活費，張海民同意了。江
永泉又聯繫了在桃園購買蟋蟀時認識的做汽車輪胎
生意的陳恆，請其幫忙聯繫賭博場地，陳恆沒有拒
絕。

江永泉還聯繫了在斗鳥時認識的上海人劉
煒，請他幫忙組織人參加9月21日在常州舉辦的鬥
蟋蟀賭博活動，並表示事後不會虧待他，劉煒答應
了。

經過兩週的緊張籌劃，鬥蟋蟀賭博活動於
9月21日晚8時正式開始，這首場賭局設在戚墅堰
區的一個停車場，有60多人參賭，他們分別來自

上海、南京、鎮江、泰州、蘇州等地。首場賭局下
來，參賭者輸贏2萬餘元，江永泉、張海民等人從
中抽頭1000余元。

此後，江永泉等人還先後於9月23日、25
日，分別在格林大廈、湖塘橋的一織布廠進行鬥蟋
蟀賭博，參賭者共輸贏 5 萬餘元，他們從中抽頭
2200余元。

江永泉大規模地組織蟋蟀賭博活動很快引
起了警方的注意，9月28日凌晨，在武進一個紡織
廠車間，正當江永泉等人賭勁正酣時，警方破門而
入，將他們打了個措手不及。

警方隨後又從參賭人員汽車的後備箱裡搜
出蟋蟀近百隻，這些繳獲的蛐蛐價位最便宜衹要幾
百元，而最貴的有2萬多元。

警方連夜對抓獲的79人進行審訊。審訊
中發現，這79人的身份形形色色，有腰纏萬貫的
大老闆，也有口袋裡衹有幾百塊錢的落魄漢，有體
面的白領，也有與泥巴打交道的農民。

司馬洪，南京人，其父輩及祖輩都是汽車
配件生產行業的成功企業家，而且還是蟋蟀迷，這
使得他小時候就開始接觸蟋蟀，並對它產生了興
趣，此後，鬥蟋蟀成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

司馬洪和張海民是在山東寧陽收購蟋蟀時

認識的，因為對蟋蟀都很癡愛，他們常常帶著自己
收藏的蟋蟀進行切磋，幾年下來兩人關係深了。9
月26日，當張海民邀請他參加27日的蟋蟀賭博活
動時，他沒有推辭，而且表示要拉一車人過去撐場
面。

還有一些參賭者此前從未接觸過蟋蟀，出
於好奇便參加了蟋蟀賭博。如某房產公司項目經理
馬瓊，9月27日這天，他在常州小東門花鳥市場閒
逛時聽說有蟋蟀賭博活動，出於好奇便跟著去了，
連續壓了兩把500元，都輸了。當然，在被抓獲的
人中還有些是老實巴交的農民，他們是去看熱鬧，
並不參賭。

經審訊，79 人中有一部分人因沒有參賭
被釋放，30多名參賭者接受了治安處罰，每人被
罰款500元，而包括江永泉在內的4人被提請檢察
機關批捕，其中聶峰、張海民兩人因患有疾病被取
保候審。今年10月28日，天寧區檢察院以涉嫌賭
博罪依法對江永泉等人批捕。

針對該案，檢察官告訴記者:鬥蟋蟀作為
一種遊戲，本屬於普通的娛樂活動。但如果以營利
為目的，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根據刑法第三百零三
條規定屬 「賭博罪」:組織3人以上賭博，賭資數額
累計達到5萬元以上的;組織3人以上賭博，參賭人
數累計達到20人以上的。

資產上千萬的常州富商江永泉 「蟋蟀玩家」 變成賭徒

「蟋蟀玩家」 斗倒了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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