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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2016 to receive incentive. Inventory homes must close on or before 6/31/16. Offer is in lieu of any current 
promotion, bonus or incentive. Incentive offer is valid only for new contracts and does not apply to transfers, 
cancellations or rewrites. Offer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Please contact a community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for the incentive offer. Incentive may affect a homebuyer’s loan. Expires 5/31/16.

齐雯 
832-620-2287

jqi@drhorton.com

中文销售专员 

英文售房专员  John: 281-731-6302

Marshall Oaks
Katy, TX 77494

www.drhorton.com/houston

十余种豪华房型任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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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ald 是 D.R. Horton 旗下的奢侈品
牌，致力于打造高档的花园湖区洋房。
Marshall Oaks是Emerald在凯蒂Katy的
又一所高档洋房小区。区内配有安全的
摄像防盗铁门，花园湖景，野餐及儿童
游乐场所。这里有最好的学区KatyISD, 
小区距离附近的Katy购物中心，Cinco 
Ranch, 10号公路，能源走廊，医学中心，
都只需10分钟车程！

Cinco Ranch

Sugarland

Marshall Oaks

现推出特价订购活动
详情请电话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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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

D & L TRAVEL & TOURSC&W PRINTING

Tel:(281)575-1688

713-981-8504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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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
國欄王”劉
翔的女友吳
莎 26日在
個人社交平

台上吐槽某品牌打印機售後問
題，並強調自己的機器至今沒有
修好，劉翔隨即轉發吳莎的有關
文章，堅決為女友維權。
吳莎26日更新了自己的社交

平台，並吐槽某品牌打印機的售
後問題。吳莎表示，自己家裡的
打印機出現問題後，第一時間與
品牌售後聯繫，可對方客服敷
衍，維修人員遲遲沒有修好，至
今這件事不了了之。吳莎對此表
示不滿，將這件事來龍去脈搬上
了社交平台，她諷刺說，“我

的機器還被保管着，要不要我
再給你們交點保管費呢？”看
着自己女友的權益受到侵犯，
劉翔伸出援手，轉發了吳莎有
關吐槽某打印機的文章，全力
支持女友。

為女友維權

有
關

交
售
的
與
敷
至
表
上

2004年第一次入選雅典奧運會到2008年在
家門口作戰的北京奧運會，再到成為核心

人物的2012年倫敦奧運會，不知不覺“阿聯”
已經是國家隊參加奧運會最多的隊員，談到三
個多月之後的里約奧運會，“阿聯”很是從
容，“自從我們去年奪得奧運會入場券以後，
大家都會去猜想奧運會戰績，並對我們有所期
待以及一些要求。”
易建聯表示，里約奧運會是其第四屆奧運

會，對於這支年輕的中國男籃來說，最重要的
是要保持好的心態，要全力以赴的發揮自己的
應有水平，在世界最高舞台上展現自己的所有
東西，全力以赴希望能夠有着好的表現。
針對男籃備戰里約奧運的情況，“阿聯”

指出，今年中國男籃的目標與去年不一樣，因
而準備方式也應該不一樣，“我們期待能夠跟
美國這樣的強隊交手，這也是非常難得的一個
機會。”
談到近期在美國的秘密特訓情況，“阿

聯”透露，在美國主要是恢復體能備戰奧運
會，“因為亞錦賽加上聯賽都連在一起了，最
近感覺比較累，所以去美國休養一下，以恢復
體能儲備為主，備戰今年的奧運會。”

在被問及能否為今夏參加NBA選秀的國家
隊隊友周琦提些建議，“阿聯”表示，“我的
確聽說了這個消息，但能不能給他什麼建議，
我只能說我沒有建議，因為我已經看到很多建
議了。作為一個年輕球員，一個新的希望，給
他的是更多的祝福，不要說太多的建議評價，
好與壞。他有這樣一個勇氣，這樣一個夢想，
有這樣一個目標，更多是祝福。”

美國男籃26日公佈了他
們在里約奧運會前的五場熱身
賽安排。其中，中國男籃將先
後在洛杉磯和奧克蘭兩次與美
國“夢之隊”過招，成為了本
次唯一兩戰美國隊的隊伍。美
國隊熱身賽的其他對手還包括
阿根廷、委內瑞拉、尼日利亞
等隊。
根據安排，美國“夢之

隊”將率先於7月23日在拉斯
維加斯迎戰雅典奧運會冠軍阿
根廷男籃，隨後將會在25日
和27日將在洛杉磯和奧克蘭
與中國男籃交手。隨後，美
國隊將轉戰芝加哥對陣委內
瑞拉男籃。最後在候斯頓迎
接尼日利亞的挑戰。
“我們將會對陣一些出

色且經驗豐富的國家隊，這
對我們奧運會的備戰十分重

要，”美國男籃主帥克里澤維
基說，“在本土的球迷面前進
行這5場比賽，將會給大家留
下十分難忘的回憶，我們也期
待着能夠竭盡所能，展現出美
國隊的實力。”在此前的里約
奧運會分組抽籤中，美國隊與
中國、委內瑞拉、澳洲等隊同
處A組，他們將在8月6日的
奧運會首輪小組賽中，對陣中
國男籃。

兩鬥 熱身

據中國媒體《揚子晚報》26日報道，中國女
排隊長惠若琪兩個月前因為心臟問題離開了國家
隊，回到南京；在南京進行了一個月的康復治
療，惠若琪“滿血復活”，心臟問題已解決，早
前開始已跟隨江蘇女排一起訓練。江蘇女排主教
練蔡斌表示：“我們一直在對‘小惠’進行監
測，雖然訓練量在逐漸加大，但是‘小惠’的心
臟沒有任何不適，從數據上看，至少兩大指標表
明她恢復得不錯：一個是同樣訓練強度下，她的
心跳速率在減慢，比如原來心跳150，現在可能
只有140；還有一個就是訓練結束恢復到平靜狀
態時所花的時間縮短了。”惠若琪將在28日回到
北京，開始下一階段的國家隊集訓。

當初惠若琪回南京康復治療時，中國女排
主帥郎平曾表示：“惠若琪要在醫生的監督之
下一步一步去訓練。”在跟隨江蘇女排訓練
時，惠若琪確實也是這麼做的，有專家指導惠
若琪體能訓練，江蘇省人民醫院的心臟專家也
一直在為惠若琪的恢復提供幫助，每周都要為
惠若琪做一次動態心電監測。從醫生多次檢查
的情況看，惠若琪目前心臟已經沒有任何問
題。儘管如此，蔡斌還是堅持讓惠若琪循序漸
進，逐步加大訓練量：“現在看，她的身體比
剛來的時候好多了，心肺功能和專項體能和以
前狀態好的時候比，提高還是很明顯的。”

另外，26日晚舉行的2016年中日女排精英
賽深圳站首場爭奪結束，面對半主力陣容出戰
的日本隊，啟用魏秋月任二傳的中國女排直落
三局完勝對手，三局比分為25:21、25:14和25:
22。

心
臟
已
無
問
題

香港男子球手歐鎮銘
26日榮獲亞洲壁球協會頒
發的年度亞洲最佳男子球
手獎項，以嘉許他過去一
年優秀的表現。歐鎮銘於

2015年屢創佳績，更歷史性成為首位香港
土生土長的男子球手贏得亞洲錦標賽冠
軍，世界排名更躍進到最高的26位。

時隔8年重返奧運會的中國女足，在26日開始了在北京為期三天的
集訓。值得關注的是，主帥布魯諾此次徵召的20名球員中無一人是國家
隊的主力。對於奧運會的目標，布魯諾說，所有的教練都希望衝擊獎
牌，中國隊也會努力爭取，“但我們首要目標是小組出線”。

回
歸
回
歸

隨着拿玻里26日凌晨被羅馬擊
敗，祖雲達斯在意甲足球聯賽還剩
3輪下，26日凌晨宣告提前加冕五
連冠。
開季“斑馬軍團”曾一度被認

為退出爭冠行列，然而隨着周日球
隊以2：1擊敗費倫天拿，羅馬26
日凌晨臨完場前藉比利時中場尼恩
高蘭禁區邊射入，絕殺積分榜次席
的拿玻里，“祖記”順利以餘下3
輪帶開12分的優勢，將冠軍收入囊
中。
祖記成為意甲聯賽史上第一支

在賽季前10場輸掉4場卻贏得最終
冠軍之師，同時也是第一支兩次實
現五連冠的球隊，上次完成這壯舉
是1935年。主帥阿利基尼透過社交

網Twitter道：“我總說，逆境使人
成長。想想我們經歷的一切，我就
更驕傲了。”他甚至還貼出自己去
年8月的一條發文：“意甲不是百
米決賽，而是馬拉松：你要耐心地
找準自己的節奏。”
得知喜訊後，祖記球迷聚集在

都靈市中心聖卡洛廣場歡慶，球員
則在訓練場起舞慶祝。拿玻里目前
領先羅馬2分，雙方將為聯賽第2
名（可免外圍賽直接躋身歐聯正
賽）的位置展開最後爭奪。為羅馬
奠勝的尼恩高蘭說：“我們必須贏
下剩餘所有比賽。”同日，包尾的
維羅納主場藉補時的罰球，爆冷以
2：1絕殺已無目標的AC米蘭，但
仍要降班。 ■

羅馬贏“玻”祖記實現意甲五連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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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10800 Bellaire Blvd Suite C

Houston,TX.77036
Bellaire and Wilcrest

C5

無線新劇《三個
女人一個“因”》26日於電視城試造型，黃智雯、
袁偉豪、陳智燊、古明華及郭子豪等齊參與。黃智
雯於劇中扮演有人格分裂的律師，三個不同性格有
三個男人，袁偉豪演其未婚夫，黃智雯常幻想他跳
脫衣舞，郭子豪演她於分裂成狂野性格時曾秘密結
婚的丈夫，陳智燊是其律師徒弟。

黃智雯一人分飾三重性格，感到有很大的挑
戰，因此也做足準備功夫，看過有關方面的紀錄片
及書籍，她帶笑指對着這三個男人，可能真會拍到
發神經！另談及袁偉豪的角色原先由羅仲謙演出，
但有傳楊怡忌諱老公會跟黃智雯傳緋聞才不讓他演
出。

黃智雯笑說：“傳聞就是傳聞，阿怡為人大
方，不會這樣做，上星期我們《On Call 36小時》
劇組還一起吃飯，他倆都有到來，也是二人婚後首
次跟一組人吃飯。”

袁偉豪今次扮演舞男，要穿內褲跳脫衣舞給黃
智雯看，他笑指黃智雯已叫他去操練，最好穿
T-back，其實他選香港先生時穿過金光閃閃的泳

褲，今次要看導演
會否要他僭建或加
工來製造搞笑效
果。

會否由女友岑
杏賢代選購內褲？
袁偉豪笑說：“都
會呀！”女友會否
為斷絕緋聞不讓你
拍劇？他則指女友
應不會這樣做。對
於有傳他撿二攤頂
替羅仲謙？他所知
也是這樣，但他卻
不介意撿二攤，因
知道謙仔當時要結
婚，辭演是可以理
解，誰人有期就誰
來拍吧！

胡
鴻鈞和吳若希26日到新城宣傳新歌，
胡鴻鈞新歌《讓我放開》是講述讀書
時的一段愛情故事，因覺對方值得擁
有更好而放棄這段情，他自言不是偉
大，而是自卑作祟，“感覺大家有距
離，因對方家底好、成績好、樣貌出
眾，自知很多方面都比不上，而且是
我的初戀，感覺特別深刻，所以想借
音樂來表達自己成長經歷。”他又指
對方現時已有穩定對象，加上自己想
專注事業，未有準備去迎接一段感
情。說到他有份演出劇集《殭》，大
家笑指他出場便拖垮收視，他笑說：
“真的對不起，相信愈來愈好，之後
情節會愈來愈吸引，我演出的情節都
好精彩。”吳若希亦力撐好友，指她
有經常追看該劇。

吳若希的新歌《愛》是講到一個
女生為愛情不停付出，不過她坦言在
愛情路上被欺騙過兩次，現在不敢付
出全部，問她近日有否愛情滋潤？她
笑說：“有遊戲滋潤，原本打機是想
了解弟弟愛打機原因，豈料我都上
癮。”早前陳嘉桓胞弟因與女友問題
而企跳，吳若希表示：“我弟弟極之
畏高和膽量小，不過他很聽話，通常
我們都是講道理。”

黏身不
覆機不

周麗淇認

麗淇26日出席法國廚具活動，大會安排廚師
炮製法國菜給Niki試食，Niki大讚美味並稱會

對懂入廚的男生加分，問到以前的男友懂烹飪嗎？
Niki避談謂：“不記得了，過去了就算，展望未來，
未來仍在尋找中。”Niki也略懂廚藝，最厲害是煲湯，

有時到內地拍戲便會帶備湯包前往。笑她這樣也吸引不到男
生？她笑謂：“這不代表可以尋覓到伴侶。”

說到一個人吃火鍋好寂寞，她即說：“又不會，還有很多家裡
人，當然有時會想有個人，但就隨緣，（有否追求者？）有朋友介
紹，有空便吃個飯，沒空便會忘記，暫時沒拍拖，（會像姐姐接受
異國情緣？）不抗拒，最重要適合，我現在都有個法國男朋友，是
我姨甥，日前他把腳放到我的嘴，與他像在拍拖，（姐姐有介紹男
生給你認識？）她不會介紹，我和她口味不同，姐夫有介紹朋友給
我，都只是朋友，無發展，可能是我的問題，我又不黏身，人家傳
短訊給我，會隔2至3小時或1日先回覆，或者我不是太喜歡便沒有
記掛的人，未遇到一個令我長時間放電話在身旁的人，所以記得就
覆，記得就一起吃飯。”

Niki近日到外地工作，接下來忙於商演和拍廣告，下月開拍新
劇，問她是否賺錢買房？她謂：“今年沒買到房子。”大家起哄問
她是否每年都買？她急着澄清說：“今年沒買，不代表年年有買，
本身有物業給家裡人住，現時香港樓價好貴買不起，未是時候，在
內地沒有物業，媽媽是上海人，她有意在上海置業，一切交給她決
定。”

郭富城聯同林雪、
羅嘉良、唐嫣、姚晨、王喜合作，由韓劇《來自星星
的你》導演張太維拍攝新戲《夢想合伙人》將於本月
29日內地公映，下月12日便在香港上映。王喜26日
到DBC數碼台宣傳，他透露：“《夢》片是韓國團隊
參與，他們對每事很講究，自己最不習慣是第一天開
工被檢查指甲，發覺不合格便即時整理，自己的指甲
沒有過關要給修剪，從而可見劇組對細微事情都相當
講究，追求唯美，所以拍得組數越多，做護膚時間會
越短，因每日都經他們整理過。”

王喜透露跟城城繼2003年合作後，這次第二度合
作，當問到城城女友有否探班？王喜醒目地拉開話
題：“城城12年後依然好帥，我像他不會變就好，
（城城有否掛着玩手機傳短訊？）他好專業，埋頭研
讀劇本，普通話掌握得好。”記者笑指城城女友是內
地的，他的普通話當然了得，王喜聞言再大話西遊：
“劇組對我們很好，除了中國菜，又有韓國餐。”

王菀之（Ivana）及白只將
攜手主演舞台劇《騷眉勿擾》，早前二人為舞
台劇拍攝宣傳海報，劇組為配合兩人在劇中的
心靈伴侶（Soulmate）的關係，特別構思了由
白只幫Ivana的瀏海加上星星的海報意念，更
斥資過萬港元購買假髮，由髮型師於現場為
Ivana駁髮。Ivana在鏡頭前演釋各種趣怪表
情，毫無難度，為求盡善盡美更不介意圍上大
毛巾赤膞上陣，但拍攝完畢後不禁頸肩酸痛。

而今次飾演按摩師的白只笑言可在現場為
Ivana按摩踩背輕鬆一下，更聲稱自己已經秘密
減肥，所以就算排練按摩踩背戲份也絕不會弄
傷Ivana，Ivana笑着回應稱，只擔心白只按摩
按得太舒服，在演出時會表演“我真的睡着
了”！

《騷眉勿擾》門票於26日起公開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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