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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281) 980-1360
傳真：(281) 980-1362

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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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

餐桌椅批發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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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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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23 #411 #66A #DRB

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會嚴杰會長贈送禮物給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齊永強副處長夫婦、經濟組陳福生組長、松年學院
許勝弘院長詩詞贈送榮調人員、主持人張榮森、管仁卿、蔡維
妮應邀觀禮。

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會會長嚴杰由休士頓台北經文處處長黃敏境監交下、將代表
會長印信交給新會長周雲。

美南台灣旅館同業
公會嚴杰會長熱烈
歡迎遠道而來台北
市 旅 館 商 業 同 業
公會理事們及邱樂
芬理事長蒞休參加
25 屆年會。

州眾議員吳元之、州眾議員武修伯、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會會
長嚴杰、聯邦眾議員 Al Green、哈瑞斯郡法官張文華、新會長
周雲及市議員 Mike Lester 在珍寶海鮮餐廳向美南台灣旅館同業
公會頒發賀狀。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邱瓊慧夫婦、聯邦國會議員 Al Green、助理譚秋晴、休士頓旅遊局資深副總裁 Jorge 
Franz、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會榮譽理事長陳美芬、理事長宋秉穎、會長嚴杰、理事李迎霞、律師賴清陽、台北市旅館商
業同業公會邱樂芬理事長為 25 屆年會共襄盛舉。

清泉小集 6 月 26 日受邀赴
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會第
25 屆年會上民歌演唱：廟
會、夢田、請跟我來、拜
訪春天、拼宵夜等精彩歌
曲。

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會
                第 25 屆年會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邱瓊慧夫婦、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美南僑務
委員黎淑瑛、劉秀美、葉宏志、加州僑務委員許清松、呂世豪、美南台灣旅館同
業公會榮譽理事長陳美芬、哈瑞斯郡法官張文華歡聚在 25 屆年會。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
僑務委員長吳新興頒嚴杰會長榮任北美洲台灣旅館聯合總會
會長賀狀。

美南台灣旅館同業公會第 25 屆年會上、美南、北美洲、南
加州、台北市同業公會理事們歡樂在休士頓共度美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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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讀圖

年長者在安全上的警訊 華裔警官 Gary Ho 主講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於 6
月 25 日上午 7 時 45 分至下午 5 時在雅苑舉行長輩
樂活生涯講習活動，上午 8 時 15 分專車接送到有
機菜園參觀，王秀姿榮譽監事長，鄭雅文會長代
表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贈送一千五百美元給有機
菜園，由該菜園經理代表接受。參觀結束後繼續
回雅苑接受免費健康檢查，參加開營典禮，慶生
會，各式講座等活動，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還準
備各項贈品，使與會會員們及中外僑界人士有吃
有喝又有贈品。

會中有 I-Pad 教學，太極拳教學，如何避免遭
到醫療照料及醫療保險的詐欺，如何減少及避免
淹水的安全措施及損失，年長者在安全上的警訊，
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照料，如何避免及減輕背部痠
痛，遺囑的書寫及重要性等課程。

年長者在安全上的警訊，Gary Ho 華裔警官主
講，他教導僑界人士如何預防詐騙，如平常購買東
西可盡量以信用卡（Credit Card)替代銷帳卡（Debit 
Card), 存款可多存在存款帳戶（Saving Account) 而
不是支票帳戶（Checking Account).

許多不肖歹徒會利用穿著警察制服，電力公
司維修人員制服來降低屋主戒心，要民眾開門。
Gary 何華裔警官提醒僑界人士不要隨便開門，警
察只有三種情況可以進入民眾的住處，需有搜索
令，取得屋主的允許，發生緊急狀況。倘若屋主
不確定是否是真的警察，可以撥打 311 來確認員
警的身分。Gary Ho 華裔警官告訴與會僑界人士 ,
如果你覺得有人跟隨著你，不要開回家，將車開
到附近的警察局，消防站，開放的加油站，或燈
光明亮有人可幫忙你的地方。

預防老年人成為犯罪受害者，休士頓警察局

提供以下資訊供參考。一輩子的經驗，加上與老
化相關的生理問題往往使美國老年人害怕成為盜
竊，搶劫，毆打和其他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然而，
老年人面對最大的犯罪危機是欺詐和騙局。 人身
安全：可能的話，與家人，朋友，或一群人一起
去商店，銀行和看醫生。而不是你自己去。* 當收
到支票（您的社會保險金和退休付款）時，將支
票直接存入銀行。  * 避免大量的現金或其他誘人
物品（如貴重首飾，服裝，包裹）露白。

家居安全：* 鎖上你的門和窗戶。 * 不要讓陌
生人進入你的家。* 看一本書不能只看封面，穿著
體面的人也會犯罪，女人亦然。* 如果你沒打電話
或簽名要求社會服務、免費食品或醫療照顧，不
要讓陌生人說服你需要他們的服務。 * 如果您打
電話要求服務，核對前來服務的人的身份，確認
後才能進入你的家。* 不要讓任何人知道你是獨居
或獨自在家。 * 與朋友安排 [ 夥伴 ] 關係互相照顧。
當有陌生人出現時，馬上打電話給值得信賴的鄰
居請他過來。 * 考慮裝設家庭警報系統，提供防
盜監控，消防及醫療緊急情況。

電話推銷詐騙：* [ 好得不像真實 ] 的電話優
惠，要抱著懷疑的態度。* 抵著立即作出決定的壓
力，並要求書面後續材料，提供解釋。* 當被通知
（嬴得）抽獎活動時，只同意支付的價格不要超
過一個郵票的費用。所有合法的抽獎活動必須有
[ 不須購買 ] 的附帶條件來玩遊戲和領取獎品。*
在沒有與 Better Business Bureau, 州消費者保護局或
州檢察長確認之前，不要提供您的信用卡或支票
帳戶號碼給從陌生公司打電話來的陌生人。 * 與
陌生來電者交談中，不要透露自己的姓名，地址，
婚姻狀況或透露你是單獨一人。 * 要求將自己的

傳真電話放入傳真公司的 ( 不收傳真）名單，以減
少不必要的傳真機呼叫。

最新詐騙方式：* 一位婦女說，她是社會工作
者，需要給你一個耳朵聽力測試 . 當你拒絕轉身離
開她時 , 她抓住你的貴重物品或當她離去之後你發
現物品丟失。* 在春天 , 夏天或秋天 , 當外面的天
氣很好 , 在院子裡工作外的大多數人往往不會鎖著
門。有人接近受害者分散他 / 她的注意力，而另一
人就進入受害人的家偷走金錢，珠寶和其它貴重
物品。另一種住家犯罪的手法是肇事者來到你家 ,
要求喝水 , 上廁所或使用電話而進入你的房子。其
中一人分散屋主的注意力而其共犯則搜索貴重物
品。

有人聲稱代表公司、消費者組織，或政府機
構 , 要您繳一些費用 , 他們就可幫助您申請因電話
欺詐所損失的金錢。與之相同的詐騙手法有詐騙
者假冒是官員，要求你協助他抓小偷。絕對不可
掉入這些圈套。犯罪嫌疑人聲稱他有賸餘的材料 ,
可幫你完成各種家居維修工作，例如修屋頂或便
宜鋪磁磚。一旦這項工作完成後 , 其成本比當初報
價高，而要求你付現金。此外 , 犯罪嫌疑人可能要
求預付錢來購買材料 , 錢拿了離開就沒再回來。

大夏普斯堂管理區提供此份文件的翻譯經費

緊急電話   9-1-1
警方非緊急電話  713-884-3131
一般治安信息請聯繫您的地區警察分局（各

警察分局電話號碼如下）或打電話給警察公共事
務部門， 713-308-3200，欲了解更多信息，請上
網 www.houstonpolice.org

休士頓警察局各分局

Airport-Bush       281-230-6800
Airport-Hobby    713-845-6800
Central               713-247-4400
Clear Lake          281-218-3800
Eastside              713-928-4600
Fondren               713-773-7900
Kingwood             281-913-4500     
Midwest                832-394-1200
North                    281-405-5300
Northeast              713-635-0200
Northwest             713-744-0900
South Central       832-394-0200
Southeast             713-731-5000
Southwest             713-314-3900
Special Ops.         832-394-0000
Westside               281-584-4700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於 6 月 25 日上午 7 時 45 分至下午 5 時在雅苑舉行長輩樂活生涯講習活動 , 會員們 , 僑界
人士參加其中年長者在安全上的警訊，聆聽 Gary Ho 華裔警官主講 .( 記者黃麗珊攝 )

王秀姿榮譽監事長 , 鄭雅文會長於 6 月 25 日上午代表中華保健中心贈送一千五百美元給有機菜園，由該菜園
經理代表接受 .( 記者黃麗珊攝 )

年長者在安全上的警訊，Gary Ho 警官主講 ( 記者黃麗
珊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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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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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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6年6月28日 Tuesday, June 2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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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比退役中國首秀
劉燁金鐘國籃球比拼火藥十足

近日，東方衛視原創明

星籃球跨界真人秀《星球者聯

盟》在北京舉辦發佈會，剛

退役的NBA傳奇巨星科比驚

喜現身，社長變隊長的劉燁

帶領明星聯盟隊員陳建州、

王迅、梁超、馮瀚圃、李汶

翰、王燕陽悉數亮相，而金

鐘國組建力量顏值均出眾的

韓國跑男隊前來“砸場”，

雙方現場比拼球技，火藥味

十足。

《星球者聯盟》是NBA

傳奇巨星科比在中國的首秀

，科比在現場看過了明星聯

盟隊員的球技後透露，“這是自己退役賽

後第一次摸球，今天在隊員身上看到了不

錯的技巧，大家多多練習後會有更多的進

步。”談及加入《星球者聯盟》的原因，

科比表示這是他對中國球迷的特別回饋，

也希望能借此機會推廣籃球文化。他同時

表示，希望隊員在運球、上籃、投籃的動

作技巧上多下功夫，希望未來的第二季節

目可以去美國自己的家鄉拍攝。

雖說此前在中國活動的機會並不多，

但科比卻不乏要好的中國朋友。曾經的

NBA老對手姚明和湖人隊友孫悅都和他有

過不少交流，作為科比的好友，影星成龍

雖沒能親自到場，也為科比送上了花籃表

示支援。科比也透露，“頭天晚上剛剛和

成龍一起吃過晚飯”。

明星隊員合影
作為《星球者聯盟》絕對的主角，剛

在上海拿下金爵影帝的劉燁領銜 7人戰隊

身穿球服率先亮相，相比平時西裝革履的

裝束，身著運動服的各個隊員顯得活力十

足、神采飛揚。不過一眼望去，這支非典

型隊伍高矮胖瘦不一，不光有馮瀚圃、梁

超這樣的“最萌身高差”，還有李文瀚、

王燕，王迅這樣的“最萌顏值差”，如此

參差不齊的陣容將在節目中經歷諸多考驗

和蛻變。另一邊戰鬥經驗豐富、肌肉發達

的金鐘國組建韓國跑男隊“來者不善”，

一登場就亮肌肉秀柔韌向主隊成員宣戰。

好在明星聯盟完全不輸陣勢，兩隊不僅現

場派出代表花式比拼球技，還互相放狠話

要在節目裏滅了對手。據記者了解，這檔

全明星籃球真人秀將在 7月上旬登陸東方

衛視週五晚間黃金時段，樂視體育將聯合

樂視視頻獨家網路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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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衛視昨天透露，本週日21點新一期《極限挑戰》中，“極限男人幫”黃渤、
孫紅雷、黃磊、羅志祥、王迅和張藝興六兄弟將開啟一場人生之旅，重返0歲，從呱
呱墜地的嬰兒開始，在一天之中看盡人生百態，嘗遍人間冷暖。而在經歷了青春的躁
動，經過了中年的危機之後，他們化起了老年粧，在昏暗的夜色中走上街頭。

六兄弟重走人生路
節目一開始，六兄弟就成了穿著嬰兒服，嘴裏含著奶嘴的襁褓嬰兒。此後，他們

每完成一輪任務，就會被加上至少10歲的基礎年齡。就這樣，第一輪遊戲過後，六人
瞬間長大，搖身一變成了一群叛逆青春的毛頭小夥子。導演組考慮到這個年紀花季雨
季的心情，特別邀請來一群青春美少女，六兄弟要完成的任務就是買一樣能讓少女們
最喜歡的禮物。

黃渤自創勵志企業操
歡樂的青春期過後，“男人幫”步入三十而立。這一階段對他們最大的考驗來自

職場。此時，累計年齡最大的孫紅雷成為了公司的人力主管，他手上握有人事權利。
當黃渤成為副總經理之後，為了振奮員工，傳播企業文化，他竟帶領著“跟班”羅志
祥和張藝興，自創了一套勵志企業操。隨著黃渤高聲喊著：“努力加油，升職加薪！
如果不努力的話就會pass！pass！”身後的羅志祥和張藝興則跟著做了起來。這段“勵
志口號”實在太有魔性，聽一遍就“洗腦”。

95歲黃磊為女兒慶生
老年粧則最感人，“老年黃磊”的面前擺放著一張2066年的報紙。“那時我已經

95歲了。”黃磊感慨良多。而作為一位父親，他第一時間想起了深愛的女兒“多多”
和“妹妹”，“那時候，多多剛好60歲了。”在王迅的提議下，“耄耋之年”的黃磊
借著鏡頭為已經步入花甲之年的“多多”送上了生日祝福：“多多，希望你永遠幸福。”
不知當“多多”真的在60歲時，看到爸爸錄製的這段視頻會是怎樣的場景？

“好聲音”官司大反轉
燦星仍可能用《中國好聲音》

這兩天對於“中國好聲音”這五個字

來說，真是劇情演變得跌宕起伏、過山車

一樣。繼 20日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對上海

燦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發出訴前保全裁定

，禁止燦星文化以《中國好聲音》為名稱

製作歌唱類比賽節目後，昨日這場劇情發

生了大反轉——燦星向媒體發來通告稱，

6月 22日中午，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庭

針對 5月 6日 Talpa向該仲裁庭提交的《宣

告式救濟和禁制救濟申請書》，基於 6月

12日全日的香港聆訊，作出明確裁決：駁

回 Talpa 對其擁有“中國好聲音”五個中

文字節目名稱的宣告要求，駁回 Talpa 對

臨時禁制 SCML/夢響（以及通過其臨時禁

制燦星和浙江衛視）使用“中國好聲音”

五個中文字節目名稱（以及製作新節目）

的請求。

燦星：
香港仲裁庭裁決“中國好聲音”歸我

據燦星發來的通告稱，早在今年 5月

，Talpa就向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庭提出

申請，請求宣告其擁有“中國好聲音”的

五字中文節目名稱。在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尚未作出裁決之前，唐德影視又在北京提

出相同內容的訴前保全。燦星認為，“現

在看來，昔日唐德影視在北京提出訴前保

全之時，並不確定Talpa是否擁有‘中國好

聲音’的五字中文節目名稱。”

眾所週知，“the voice of……”的模

式及所有相關權利皆由Talpa授權給唐德影

視。而從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判決來看，

Talpa本身不擁有“中國好聲音”的五字中

文節目名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庭也

明確表示：今年 7月，浙江衛視可以播出

由燦星製作提供的《中國好聲音》節目。

燦星製作副總裁、“好聲音”宣傳總監陸

偉昨日也對揚子晚報記者表示，會把香港

國際仲裁中心的最新裁決結果，作為證據

提交給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申請復議，請

他們在新證據的基礎上作出裁決。

據法律界人士分析，當時Talpa與星空

傳媒簽訂的一到四季的版權合同中註明，

雙方如果產生任何爭議，適用英美法係，

優先採用仲裁方式解決。因此，Talpa會在

香港仲裁庭就《中國好聲音》中文節目名

稱提出仲裁。而這一仲裁結果將直接影響

Talpa新的授權方（即唐德影視公司），因

為Talpa不擁有該節目中文名，唐德主張保

全該名稱的基礎已不存在。因此這不是香

港法律和內地法律的區別問題，而是作為

模式授權主體的 Talpa 公司根本無權使用

《中國好聲音》中文節目名的問題。

唐德：
明年初推出第五季“中國好聲音”

昨日，唐德影視並未就此新狀況發出

態度，但對於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的判決

書部分，唐德影視給揚子晚報記者發來聲

明稱，“自 2016年 1月 28日起，唐德影視

與享譽全球的電視綜藝節目《中國好聲音

》（英文名《The voice of China》）的版

權方荷蘭 Tapal 公司鄭重簽署協議，獲得

《中國好聲音》（英文名《The voice of

China》）節目在中國大陸和臺港澳地區

的正式授權。就在我們艱難地推進正版

《中國好聲音》節目的同時，我們也很遺

憾地看到，原來獲得授權製作《中國好聲

音》（英文名《The voice of China》） 一

到四季的上海燦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在失

去版權方的授權後，置與版權方的原有合

同約定於不顧，置國內各大合作方的合法

權益於不顧，置廣大電視觀眾的正當利益

於不顧，置中國法律的嚴肅性于不顧，堅

持使用涉嫌侵權的原有節目名稱，並在海

選中使用‘《中國好聲音》第五季’、

《The voice of China》、‘2016《中國好

聲音》’等說法，甚至一度在海選中廣泛

使用《中國好聲音》版權方擁有的‘單手

持話筒做出 V形手勢’的標誌。”

唐德影視還否認搶奪版權，“在唐德

影視決心全面進軍電視綜藝產業的時候，

荷蘭 Tapal 公司與燦星文化關於《中國好

聲音》版權的授權到期，他們雙方按原合

同約定就續約問題進行了為期 2 個月的談

判，在原約定談判期結束卻沒能就價格問

題達成一致的情況下，荷蘭 Tapal 公司又

與燦星文化額外進行一個月的談判，最後

仍然無法與燦星達成合作協議。這時荷蘭

方面找到當時正與其進行其他項目合作的

唐德影視，詢問唐德影視是否有意商談

《中國好聲音》的授權問題，在這樣的情

況下，我們才與荷蘭 Tapal 公司進行了有

關《中國好聲音》的洽談，並迅速達成了

合作協議。應該說，唐德影視無意搶別人

的生意，但是現在我方既然已經與荷蘭方

面簽署了合同，我們也不希望他人侵犯唐

德影視的合法權益，尤其是不能容忍他人

明目張膽地盜版。”

就荷蘭版權方面獅子大開口，嘗試要

每年數億元的授權費的傳聞，唐德影視表

示，“我們不清楚這種傳言的依據何在。

但根據我們與荷蘭方面的協議，我們以

6000萬美元的價格獲得了Tapal公司在 5年

內製作四季 《中國好聲音》的授權，平均

到每季的授權費約為 1億元人民幣，平均

到每年約 為 8千萬元人民幣。作為一家上

市公司，我們已經在今年 1月底的公告中

詳細地向公眾披露了這一資訊。”唐德影

視稱，“我們知道，《中國好聲音》引進

中國後，其 商業贊助費年年上漲，2015年

的市場總收益據說超過 40億元人民幣，但

沒有多少人抱怨，這是因為無論是製作方

、播出方，還是贊助方、電視觀眾甚或是

參賽的選手們、明星導師們都從中受益匪

淺，這是一個多贏的結果，是一個尊重智

慧財產權並達成共同發展的生動案例，我

們希望唐德影視製作的新一季的《中國好

聲音》能夠延續這樣的局面。”據唐德稱

，“目前唐德正在與衛視平臺溝通，即將

聯合推出《中國好聲音》第五季，並計劃

于明年推出新一季的《中國好聲音》。”

黃正民蘇志燮宋仲基新片
《軍艦島》開機

韓國電影發行公司CJ娛樂日前表示，由

黃正民、蘇志燮、宋仲基和李貞賢聯袂主演

的電影《軍艦島》17日在忠清北道青州市開

機拍攝。

該片由著名導演柳承完執導，將于 2017

年在韓國上映，因演員陣容強大未拍先紅。

電影講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400多名朝鮮半島

勞工被強征到日本軍艦島後冒著生命危險逃

生的故事。黃正民飾演京城酒店樂團團長

“李江玉”，聽信送他去日本的謊言而被騙

到軍艦島。蘇志燮飾演稱霸首爾鍾路區一帶

的黑幫人物“崔七星”。宋仲基飾演抗日獨

立運動隊員“樸武英”，爲解救獨立運動人

士潛入軍艦島。李貞賢飾演被強征到軍艦島

的女性“末女”。

柳承完說，首次拍攝十分順利，今後的

拍攝會很辛苦，但相信可以很好地完成拍攝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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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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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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洗、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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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友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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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舉行新聞發布會，狀元西蒙斯手持25號球衣亮相。

西
蒙
斯
亮
相7

6

人

2016歐洲杯第2場1/8決賽在王子公園球場開始爭奪，威爾士1比0
小勝北愛爾蘭，貝爾第75分鐘傳中制造麥考利自擺烏龍。威爾士打入
八強，將對陣匈牙利和比利時之間的勝者。

威爾士1-0北愛爾蘭

貴肯信貸全國賽決賽輪

貴肯信貸全國賽在國會鄉村俱樂部落下戰幕。美國選手比利-赫爾
利三世力壓斐濟名將維傑-辛格，奪得個人首個美巡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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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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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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版■責任編輯：張 琳 2016年6月28日（星期二）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跳遠王
子”陳銘泰受酷熱天氣影響，上周末在福地──將軍
澳運動場舉行的“香港城市田徑錦標賽2016”衝擊8
米15的奧運標準失敗，他的成績為8米11，與里約奧
運會標準只差0.04米！

現年21歲的陳銘泰在女教練陳慧賢的協助下，雖
然年初就已提前一年完成田總定下的“破8米計劃”，
但今次征奧目標仍未能實現，不過，“泰仔”並沒有絕
望，表示仍會繼續努力、力求進步，為征奧作準備。目
前，港田徑隊唯一達標奧運的選手、馬拉松名將姚潔貞
也對陳銘泰投下信心票，希望與他攜手參加里奧。
陳銘泰於早前赴歐洲參加兩場比賽，但情況跟5

月在灣仔運動場刷新8米12的香港紀錄時一樣，未能
達標、最終與里奧入場券擦身而過。
不過，陳銘泰未絕望。他指，征里奧尚有三個機

會，先是在下月的泰國公開賽中跳越8米15的入奧門
檻。其次是世界排名。“泰仔”稱，現與四位外國選
手的成績同是8米12，並列第29位；爭奪里奧資格會
在7月截止，屆時世界排名前23位的選手直入奧運。
而里奧共有32名跳遠選手角逐，那麼餘下的9個名
額，會由國際田聯與里奧組委會商議產生。所以，陳
銘泰希望以此途徑躋身奧運。不過，他表示，為免夜
長夢多，他會力爭在7月份的泰國公開賽達標。

至於入奧最後一個途徑則是“外卡”，這是每個
國家或地區田徑總會都有一外卡推薦名額。由於姚潔
貞已達標不用外卡，亦無其他運動員適合用外卡，所
以香港田徑總會極可能把這張外卡推薦名額用在陳銘
泰身上。

6月28日，2016年世界女排大獎賽前期的
3周9個分站賽賽事落下帷幕，由於中國隊在香
港站以0：3被美國隊橫掃，令美國隊以24分
積分高居榜首。中國女排與俄羅斯同積23分，
但勝負局比值較佳位居次席，俄羅斯排名第
3，巴西依靠7勝2負積22分名列第4。

按照總決賽6強的入圍資格，雖然泰國
僅2勝7負積5分位居第10，但是得益於東道
主身份自動晉級。這樣，除了美國、中國、
俄羅斯和巴西提前出線外，最後一席在荷蘭
與塞爾維亞之間展開競爭。荷蘭與塞爾維亞
同樣是5勝4負，不過荷蘭積15分淘汰塞爾
維亞12分壓哨晉級。

總決賽將於7月6至10日在泰國曼谷進
行，而分組形勢也正式敲定，J1組有美國、
中國、荷蘭，K1組有泰國、俄羅斯、巴西。
小組賽將採單循環賽，各小組前兩名晉級4
強，再經交叉淘汰賽於10日決出冠軍誰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美國游泳奧運選拔賽當

地時間本月26日至7月3日

在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舉

行，包括菲比斯、羅切特、

萊德基及富蘭克林等諸多名

將都將參賽。其中，如果菲

比斯獲得里約奧運會的參賽

資格，他將成為第一位參加

過五次奧運會的美國游泳運

動員。

孫楊
里奧無緣戰“菲魚”

梁峻榮里奧測試賽獲第三
里約奧運會場地測試賽當地時

間本月25至26日舉行。香港選手
梁峻榮在澳洲、俄羅斯、日本、瑞
士、巴西等國共20名運動員參加的
男子全能賽事名列第三名。此次測
試賽只安排男女全能賽項目進行測
試。香港單車隊備戰奧運進入最後
階段。教練組將從在剛剛結束的墨
爾本場地一級賽和今次奧運場地測試賽中找出問題及在最
後階段盡可能予以彌補，同時調整好心態，作好一切準備
工作。 ■記者 陳曉莉

英國脫歐 溫網獎金或縮水
溫布頓網球公開賽27日展開首日正賽。主辦賽會

今年調高獎金，男子單打與女子單打冠軍的獎金將各達
200萬英鎊，較去年的188萬英鎊增加6.4%，創下歷史
新高。但隨着英國公投決定脫離歐盟，英鎊匯率暴跌，
獎金極可能因此縮水。對此，今年已先後在澳網及法網
稱王的的祖高域表示，他一點都沒有怨懟的感覺，反而
很感恩能參加全球最大規模之一的網球比賽。

另外，中國球手鄭賽賽27日女單首輪出局。
■記者 陳曉莉

盧彥勳當選ATP理事會代表
中華台北網球一哥盧彥勳27日在facebook粉絲團

上表示，當選本屆ATP理事會球員代表，成為首位獲
此頭銜中華台北球員，將和球王祖高域等代表參與、決
定ATP決策。盧彥勳目前正參戰溫布頓網賽，在球員
休息室，許多選手都祝賀盧彥勳，球王祖高域也和盧彥
勳開玩笑說，“Rendy（盧彥勳英文名字）我們都是球
員代表喔，以後大家都是同陣線的喔！” ■中央社

總決賽分組
中美女排再相逢

■梁峻榮在全能賽
記分賽一人突圍。

■中國女排再在總決賽與美國狹路相逢。
新華社

■超級奶爸有子萬事足。
facebook圖片

■菲比斯（右）恭賀卡
里茲奪冠。 法新社

■菲比斯在發佈會再次展
現自信的笑容。 美聯社

■孫楊在里約奧運將無緣與“菲魚”正
面交鋒。 資料圖片

■陳銘泰在城市田徑賽跳出8米11的佳
績。 潘志南 攝

陳銘泰僅差0.04米達標
征奧未絕望

菲比斯在倫敦奧運贏得6枚獎牌，使他的
奧運總獎牌增至22枚（其中包括18

金），如果他順利通過是次選拔賽，那麼他
將第五次參加奧運會。他在賽前新聞發佈會
上被問及選拔賽與奧運會哪個壓力更大時表
示：“就美國而言，選拔賽壓力更大。我們
有2千名選手參加選拔賽，但最多只有52名
選手可以參加奧運會。只有選拔賽各項賽事
的前2名選手才有機會參加奧運會”

他回顧倫敦奧運狀態不佳以致產生厭倦
感時坦言：“其實當時我就是不想游了，我
不開心，總是逃避訓練。現在我開心多了，
所以最近兩年我的表現還是不錯的。”現在
的感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我輕鬆了很
多，很享受現在的生活，我只做喜歡的事
情。我從來沒有緊張，已經準備好了。”

期待兒子見證最後征程
上月升任為爸爸的菲比斯被問到7周大

的兒子時，立即變成超級奶爸。“當我抱着
他，和他躺在沙發上的時候，那感覺妙不可
言。我已經能分辨出小布默哭聲的不同含義
了，他是需要換尿布，還是要媽媽。”他
說，他非常期待布默和他的媽媽妮科爾．約
翰遜（Nicole Johnson，菲比斯的未婚妻）
來看他比賽，見證他職業生涯的重要時刻，
不僅在奧馬哈，還有里約。他說：“我期待
讓兒子在現場，看到我最後的比賽征程。”
本月底即年滿31歲的菲比斯堅持認為

自己不會去2020年東京奧運會，里約是他
最後一屆奧運。
美國游泳奧運選拔賽當地時間26日進

行首日選拔賽，在男子400米混合泳比賽
中，菲比斯的訓練夥伴卡里茲奪得冠軍，成
績4分09秒54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績。在男
子400米自由泳中，捷格以3分43秒79獲
得冠軍，這是今年世界第三好成績，僅次
於澳洲選手霍頓和中國的孫楊。
迪拉多奪得女子400米混合泳的

冠軍，她的成績是4分33秒73，是
今年世界第五好成績。此外，在男
子100米蛙泳的預賽中，科爾德斯
以58秒94創造了今年世界第二好
成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美國游泳奧運選拔賽當地
時間26日在奧馬哈揭幕。曾
奪18枚奧運金牌的菲比斯當
日突然宣佈放棄參加男子200
米自由泳的比賽，令中國名將
孫楊極可能無緣與這位美國
“菲魚”正面交鋒。

今次比賽，菲比斯共報名
參加100米自由泳、200米自
由泳、100米蝶泳、1200米蝶
泳和200米混合泳五個項目的
較量。但26日比賽前，他突
然宣佈放棄200米自的比賽，
這也意味着這位2008年北京
奧運8金王將無緣里約奧運會
男子200米自的比賽，同時也

令中國泳手孫楊無緣與“菲
魚”正面交鋒。

菲比斯並沒有透露自己放
棄200米自的原因。但在本月
早些時，菲比斯參加了奧斯汀
精英賽的200米自比賽，結果
僅游出1分48秒73的成績，這
一成績比孫楊在聖克拉拉創造
的今年世界第二成績1分44秒
82慢了將近4秒。

目前，對菲比斯來說，美
國時間周四進行的200米蝶泳
預賽將是他在今次選拔賽的首
秀，而那天也正是他31歲的
生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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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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靚苗米

關曉彤人生格言：腳踏實地才能仰望星空

26日，網友曝光一則鹿晗[微博]怒斥跟車黃牛的視頻。視頻中鹿晗情緒激動，下車再三呵斥黃牛。6月27日晚間，鹿晗
工作室發聲明，對近期兩起黃牛追車事件做出說明。

文中稱，兩起黃牛跟車事件中，車中載有十余位女生，黃牛車多次逼停鹿晗座駕，置公共交通安全和相關人員安全與
不顧，並多次危險駕駛，鹿晗座駕被迫停下。兩起事件中鹿晗團隊均與黃牛有過溝通，但對方刻意挑釁，將視頻進行剪輯
售賣，企圖顛倒是非，甚至以撞車方式威脅鹿晗生命安全。鹿晗工作室及粉絲多次公開表示對這種行為的反對與勸阻，但
未有成效。最後，鹿晗團隊再次呼吁大家抵制黃牛的行為，並對關心鹿晗的粉絲媒體表示感謝。

粉絲評論表示“支持鹿晗”“不要讓鹿晗下車！不要讓他和黃牛私生正面交流”“拒絕黃牛”。

模範夫妻！胡軍為愛妻定制99朵玫瑰蛋糕

6 月 23 日，在熱播劇《好先生》中出
演佳禾的關曉彤[微博]高考成績曝光，552
分超過藝考類錄取分數線200多分，在剛剛
結束的藝考中，她也獲得了北京電影學院
表演專業第一的好成績。關曉彤接受采訪
時爆料，自己從小就是“學霸”。她開玩
笑說：“感覺我因為學習成績好，一晚上
成了網紅。”關曉彤說自己的人生格言是
“腳踏實地才能仰望星空”，“在學習和
表演上，我從來沒有投機取巧。”

學霸
好成績能治恐高
關曉彤正在橫店拍攝新戲《軒轅劍》

。得知成績那天，關曉彤正好有一場吊威
亞的戲。她笑言，平時一碰到吊威亞的戲
就害怕。知道成績後，樂得連恐高的事都
忘了，“一整天都樂呵呵的，完全不怕吊
威亞了，真是心情大好。橫店這裡特別熱
，我知道成績後馬上請大家喝冷飲。”

關曉彤這幾年作品不斷，2014 年與王
志文、李小冉[微博]等主演的《大丈夫》首
播；同年與張嘉譯、閆妮主演的《一僕二
主》首播。2015年，主演蘇有朋[微博]導演
的電影《左耳》上映；同年，與演員楊玏
、俞飛鴻等主演的《小丈夫》首播。有人
好奇，既要拍戲又要上學，成績還那麼好
，時間是怎麼分配的？關曉彤哈哈一笑說
：“其實我拍的戲只是趕巧連著播出了。
這幾個戲都是暑假拍的，其實我上學時間
還是挺多的。”不過，關曉彤也坦承，高
二高三拍的戲比較多，學習落下不少，
“從高二開始就沒去學校上課，一直在各
種機構補課，每天補習10個小時。當時真
是感覺眼看著考試時間一點點逼近，各種
抓狂，各種忐忑。”

好在關曉彤基礎扎實，從小就是個學
霸，學習對她來說，一直就不是特別難的
事。關曉彤說：“小學時成績最輝煌。經
常考年級第一，被評為三好學生。初中後
有些不適應，數學考過70多分，當時感覺
人都崩潰了。不過很快成績就趕上來了，

中考 500 多分，所以一直感覺學習對我來
說不是很難。”關曉彤的數學和物理成績
一直很高，她笑言：“理科好估計隨我媽
媽，她是理科生。”

說到這次高考，關曉彤說感覺最難的
是背書，“因為時間太緊張，要背的東西
實在太多了，後來語文考背書的題我都放
棄沒有答。”而她最自信的則是英語，
“因為我喜歡看美劇，唱英文歌。”關曉
彤說，如果不當演員，自己會報考語言大
學學習外語，或者從事經紀人的工作，不
過自己最鐘愛的還是當演員。

老戲骨
最想挑戰復雜角色
關曉彤出生於北京一個藝術世家，祖

父關學曾是北京琴書大師，父親關少曾[微
博]是影視演員。關曉彤4歲半就和父親拍
了電視劇《煙海沉浮》，走上童星之路。
關曉彤坦言，自己從小就不怯場，“小時
候拍戲，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嗎，但是
又覺得挺好玩。關鍵是我不害怕。印像最
深的就是演哭戲，我哭不出來，導演就會
嚇唬我說‘你媽不要你了。’我一委屈就
哭出來了。雖然哭得很傷心，但我還會繼
續說台詞。”關曉彤5歲學習認字，“不認
字的時候，台詞是媽媽給我一句一句講，
我再背下來。5歲開始學習認字，劇本都自
己看了。表演也不用媽媽教，一上來就演
，這可能跟我從小生長在藝術家庭有關。
”

父母都是演員，關曉彤也繞不開“星
二代”這個標簽。不過她說，自己爸媽都
不是明星，只能算是“藝二代”，“爺爺
當年挺紅，不過那時我還很小。爸爸是兒
藝的演員，雖然很有成就，但不算明星。
其實一直以來，我全是靠自己的努力，不
斷磨煉演技，只有演得好，導演才會用。
也要感謝媽媽幫我挑劇本。”關曉彤說，
既然選擇當演員，就要做到最好，憧憬當
國際巨星。

關曉彤已經演了七十多部作品，經常
被戲稱為“老戲骨”。剛剛考入藝術院校

的她，在同齡人還在學習如何
表演的時候，已經不滿足於本
色出演，想挑戰復雜的角色了
。她說：“我最想演那種不同
於自己的生活，需要揣摩、內
心復雜的角色。雖然我現在接
的角色都挺瑪麗蘇、傻白甜的
，不過我在演的時候，都會給
角色賦予一些小毛病或者小習
慣，畢竟人無完人嘛。”

國民閨女
點評各位父親
關曉彤年齡不大，合作過

的明星卻不少。16 歲時，關曉
彤先後在電視劇《大丈夫》和
《一僕二主》中飾演歐陽淼淼
和楊樹苗兩個角色，一時間成
為網友眼中的“國民閨女”。
近日，關曉彤與孫紅雷[微博]合
作的《好先生》正在熱播，兩
人演一對冤家父女。關曉彤說
，和這些前輩合作讓自己受益
良多，“比如說對表演的理解
，我體會到，要想把一個角色
演得活靈活現，就要在演壞人
時，把不為人知的好演出來。
演好人時也要演得有性格。”

說起孫紅雷，關曉彤特別
感慨。她說：“他會給我講很多課堂上學
不到的知識。比如：走心、認真。這兩個
詞對我的幫助特別大。一想到這兩個詞，
我就能很快找到角色的感覺。”孫紅雷和
關曉彤生活中就像好哥們兒，她笑言：
“他很關心我，拍《好先生》時，正好在
准備高考，他會問我的學習成績，未來的
志願。平時我們愛開玩笑，互相以老師相
稱。我倆可自戀了，都愛吃又很怕胖。他
管我叫小胖子，因為我總減肥不成功。”

《大丈夫》中，關曉彤演王志文的女
兒。在關曉彤心目中，王志文是敬業的代
表，“他對劇本讀得非常透。不拍戲的時
候，王志文老師挺喜歡安靜，在候場的時

候，他就自己一個人回帳篷裡。”演過三
次張嘉譯的女兒，關曉彤開心地說：“他
就像我真爸爸一樣，對我特別好，跟他拍
戲特別輕松。張嘉譯爸爸喜歡熱鬧，總是
跟我們坐一塊兒聊天，他還教我演戲的時
候怎麼走位更生活化。”

因為童星身份以及演的都是大家閨秀
角色，很多人以為關曉彤是個“高冷美少
女”。但是接觸到本人，瞬間就覺得她與
角色判若兩人。生活中的關曉彤，是一個
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十八歲姑娘——擁有
完整校園生活、和朋友吃吃喝喝、看漫畫
、玩游戲、哈韓、追星。和關曉彤聊天總
能被她的話逗得哈哈大笑。

近日，胡軍在結束人藝版話劇《人民公敵》的首輪公演後，便馬不停蹄
的奔赴蒙古，拍攝新戲《鐵木真傳說》，如此高強度的工作，也讓胡軍成為
業界勞模。

不過作為好男人的代表，胡軍不甘只做勞模，事業上如魚得水的他，更
是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眾所周知，胡軍盧芳夫婦有一雙乖巧可愛的兒女
，不僅如此，胡軍對妻子盧芳更是寵愛有加。盧芳近日出演人藝大戲《櫻桃園》，並在劇中擔任主角。話劇首演當天，胡軍因身在內
蒙古拍攝新戲《鐵木真傳說》而錯過首場演出，但卻不忘定制99朵玫瑰蛋糕送給妻子，如此浪漫，可見胡軍對愛妻的心意。為了彌
補首演未能到場觀看的遺憾，胡軍這次新戲剛一殺青便匆忙趕回北京，直奔人藝，此次他的驚喜現身，更是帶來寫有妻子名字拼音縮
寫的花牌擺放在劇院的人物海報處，十分顯眼，讓前來觀看話劇的觀眾紛紛爭相合影留念，見證這對娛樂圈模範夫妻的恩愛。

據悉，在昨天場次的《櫻桃園》話劇現場，九兒更是陪著爸爸一起為媽媽的話劇助威，除此之外黃志忠、柯藍等好友也低調現身
，為盧芳站台。

鹿晗方說明黃牛追車:
屢勸不止 安全被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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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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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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個英文台 $26.9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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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天王套裝21個頻道+TVBS $19.9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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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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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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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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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位準港姐登場 最小19歲

“本地薑”
迎戰

本地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攝影 彭子文）正式入圍

《2016年香港小姐競選》的30位候選佳麗，當中包括3位海

外佳麗27日在電視城進行首次內部聚會，早前被傳媒看好的

大熱人選，如港大Crystal（馮盈盈）、Maggie及Joyce，應屆冠

軍麥明詩的同學和朋友Bowie、Sophie、Angellica（關可欣），以

及2013年多倫多華裔小姐亞軍Bonnie（陳雅思）全數入圍。

3海外佳麗

��
((
梁朝偉生日Chok擺造型

香港文匯報訊 梁朝偉
（偉仔）27日迎來54歲生
日，壽星仔拍完《擺渡人》
即又要趕拍《歐洲攻略》，
十分忙碌。澤東電影公司27
日凌晨零時在微博上載一張
偉仔低頭照，留言：“擺渡
男神，生日快樂！祝福你每
天充滿正能量！”相中的偉
仔雖然低頭不見樣，兼Chok

擺造型，但網民仍讚偉仔型、帥。

過百“雙子星”參與祖兒MV
香港文匯報訊剛推出新碟《J-POP》的容祖兒，

早前為宣傳派台新歌《無人知道雙子座》，廣邀其他
雙子座的好友及歌迷自拍短片，收集之後再製作成
MV。
歌曲以雙子座不易被看穿情緒的性格，道出看似

開朗或倔強的背後那顆需要被愛的心。祖兒說：“雙
子座習慣用相反的行為表達真實想法，因為害怕被人
斯騙、利用，想要保護自己，便把表面裝得世故、現
實和冷漠，這首歌就是要讓大家重新認識雙子座。”
透過今次MV，祖兒亦一心製作屬於雙子座的創

舉，於是網上招攬
“雙子們”自拍歌曲
短片。當中不少圈內
朋友的亮相令人驚喜
萬分，粉墨登場的包
括李嘉欣、黃偉文、
阮兆祥、佘詩曼、周
秀娜、鄭欣宜、林奕
匡、馬天佑，有人造
型吸引、亦有人動作
鬼馬，另加一班朋友
及歌迷的用心演繹等，超過一百人參與。對於參與招
募的每位朋友，祖兒心存感激，因大家的拔刀相助就
等於一份支持、一個鼓勵！

新華社電 2016中英電影節開幕式暨頒獎
典禮在英國時間26日於倫敦阿波羅劇院舉行，
《老炮兒》獲得三項大獎。
本次電影節共評選出17個獎項，其中《老炮

兒》成為當晚大贏家：管虎拿下最佳導演，扮演
燈罩兒媳婦的梁靜獲最佳女配角，該片原創音樂
竇鵬獲最佳音樂獎。犯罪題材片《烈日灼心》獲
得最佳影片，該片主演之一段奕宏獲最佳男主
角；鞏俐憑藉《西遊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
獲最佳女主角；由徐浩峰導演的《師父》獲得

最佳編劇和評委會特別大獎；《前任2：備胎
反擊戰》導演田羽生獲得最佳新銳導演，片中
飾演李相赫的張藝興獲最佳男配角。張國立和
徐崢分別獲得組委會特別貢獻獎和組委會最具
海外影響力獎。
擔任本次電影節形象推廣大使的著名導演

馮小剛受訪時表示，近年來，有很多中國電影
節在海外舉辦，這些電影節能把中國電影介紹
到海外，值得支持。讓外國觀眾對中國電影感
興趣首先要提升中國的文化影響力。

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副主席安妮．莫
里森在頒獎典禮上致辭說，中英電影節這個平
台不僅可以增進中英兩國電影產業間的跨文化
理解與交流，也能加深兩國人民之間的交流。

本次電影節將從27日起舉辦中國電影展映
周，11部優秀國產電影將在倫敦市中心“電影
世界”影院上映，包括《老炮兒》、《烈日灼
心》、《西遊記之大聖歸來》、《西遊記之孫
悟空三打白骨精》、《謎城》、《火鍋英雄》
和《百鳥朝鳳》等。

主辦方還在27日舉辦中英電影人論壇，中
英電影人將就中英電影市場新趨勢、中英電影
合作機遇與挑戰等話題進行交流和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訪港3天的“萬人迷”碧
咸（David Beckham）27日早擔任神秘送遞
員，聯同adidas大中華區足球運動推廣大使
Tom Byer，突然現身香港喇沙書院，率先送
贈20個足球予該校學生。27日早上，20多位
喇沙書院2015/16 年度學界C組冠軍的足球
隊隊員正接受由客席教練Tom Byer帶領的
足球訓練。期間，碧咸拿着足球突然現身球
場送上驚喜，一眾球員都非常雀躍，他和球

員們進行足球互動，又鼓勵年紀小的球員落
場，更送上30個親筆簽名的迷你足球給學
員作紀念，喇沙書院校長賀敬（Brother
Steve Hogan）修士隨即致送印有 David
Beckham名字的喇沙球衣給碧咸，來答謝是
次行動。
此外，碧咸26日晚亦到尖沙咀出席開

幕活動，並與嘉賓之一的陳奕迅（Eason）
來個合影，掀起當晚高潮。

碧咸突襲港書院 教學生踢足球

月初經過兩輪面試後，27位本地佳麗從
百多位面試者中脫穎而出，連同3位海

外佳麗共30人首次內部聚會兼會見傳媒。
首次公開露面的3位海外佳麗，當中以19歲
擁有5呎9吋高，來自洛杉磯的Tiffany最突出。
只有19歲的Landsay是眾佳麗中年紀最輕，她
笑稱不怕被人欺負，其他姐姐都對她很好。

混血兒Daisy成“造型王”
本地代表方面，德蒙混血兒Daisy（代

蓮曦丹美）27日表現豪邁，狂擺造型供傳媒
拍照，她笑言造型都是自學，又稱早前面試
都穿透視裝，27日一反常態要穿得密實。

大熱人選Crystal、Maggie及Bonnie繼
續保持勇態，2013年多倫多華裔小姐亞軍的
Bonnie，穿上藍色露肩裝大方得體，上次選
美經驗令她有信心選港姐。被指認識周焯華
兒子的Maggie，上次回答問題時緊張得口震
震，她辯稱因冷氣凍所致，指對方其實是妹
妹的英國同學。信心十足的港大Crystal也表

現淡定，還大方地展示男友送她的水晶珠
鏈。一身古銅色皮膚的Nicole，特意穿上有
翼的高跟鞋，未知是否想飛上枝頭變鳳凰。

3位海外佳麗分別是來自溫哥華24歲的
Bridget、19歲來自洛杉磯的Tiffany和23歲
多倫多的Andrea。貌似李珊珊與鍾嘉欣混合
體的Tiffany擁有高挑身材，她表示因有打
籃球的習慣，現正就讀大學2年級。另外，3
位佳麗Lindsay、Winky和Cherub就略為失
色，因服裝品味顯得土氣。

■祖兒想讓大家重新認識雙子座。

■偉仔低頭又雙手插袋，
夠Chok。 網上圖片

■碧咸與學生們來個大合照。

■碧咸叉腰教踢波。 ■幸運球員收到碧咸的簽名足球。

《老炮兒》攬中英電影節三大獎

■來自多倫
多的 Andrea
笑容甜美。

■來自溫
哥 華 的
Bridget凸
腩示人。

■來自洛杉磯的
Tiffany頗健碩。

■德蒙混血兒 Dai-
sy27日超搶鏡。

■Maggie指上次回答問
題時因冷氣凍才口震。

■ Peggy 被形容為
“城大吳幸美”。

■Bonnie繼續保持勇
態。

■麥明詩好友Bowie
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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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臺灣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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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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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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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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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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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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會上半年前5爛 謝金燕人氣砍半

戎祥遺孀賴芊合昨凌晨因自己不
慎割傷手虎口，還在臉書罵自己 「手
賤」，半夜請友人陪同到國泰醫院掛
急診，縫合傷口時，竟被民眾捕捉到
跟一名外籍男子同進同出，被民眾認
為是新男友，並 PO 到爆料公社，昨
她坦承認識對方半年，也表示： 「我
並沒有期待愛情，但他就這樣走進我
的生命。」男友 Kosta 是以色列人，
媽媽上次來台已看過賴芊合，並做飯
給她吃。

賴芊合在戎祥過世後，心中想的
事情多半都是要如何在演藝圈奮鬥，
要怎麼還房貸，才不會讓房子被收走
，沒想到 Kosta 竟這樣走進生命，好
友江泳錡也透露賴芊合的難處： 「之
前她根本沒辦法去認識新的人，因她

無法預料，對方會不會Google她的過
去，至少台灣人難接受吧，甚至有人
認為，老公走了是女方的問題，也因
此她封閉好幾年。」

賴芊合目前 36 歲，Kosta 則是 32
歲，意外談了姊弟戀。賴芊合目前仍
在拍民視八點檔《春花望露》，雖然
角色比較活潑，但不一定集集都有，
收入不穩定，問她是否會讓外籍男友
幫忙繳房貸？她說： 「我認為不應牽
扯他進來，我們就是各自打拼，所以
我才會跟泳錡借錢，度過難關。」

而戀情曝光後，即有自稱 「前員
工」的讀者爆料： 「賴芊合的男友有
老婆。」該名爆料者表示， 「Kosta去
年來台灣設櫃，他以色列老婆曾來探
望」。但此名離職員工也表示不知

Kosta婚姻現況。
賴芊合昨表示，知道他有過一段

婚姻，但 「不管他的過去如何，我認
識他時，就已經是單身的身分，而且
我就是一路觀察，直到這幾個月才跟
他在一起，這名員工沒有查證清楚，
就隨便爆料，我們很可能對他提起告
訴，外國人來台灣，本來就容易被當
成是來騙女孩子的，這樣的爆料損壞
我的名譽，也損害他的名譽，怎可隨
便亂爆」！ 賴芊合說，她會被男友打
動，就是因為男友對工作認真的態度
，男友很拼、肯做，是個窮光蛋，她
喜歡這種人，寧可一起吃苦努力，也
不想跟有錢人在一起。

張韶涵7月23日再登台北小巨蛋，相隔6年開唱，宣傳
造勢卻幾近於零，令人好奇門票銷售情況，主辦單位
IMC27日宣稱票房已破8成5；據悉她7月20日將辦新專輯
記者會，順便為演唱會造勢，離開唱倒數3天才催票，實在
很有種。

她的 「純粹」巡演去年11月從成都起跑，已唱完3場
，6月初公布台北場次至今，廣告曝光度甚低，但IMC表
示6月初起已砸300萬在電視、廣播及捷運站買廣告，對她
很有信心，認為在無贊助商的情況下，開唱當天觀眾人數

絕對能破9成、力拚完售。
她之前表示台北演唱會想找鮮肉猛男當嘉賓，她負責

唱、男生負責露，呈現賞心悅目畫面給歌迷；昨經紀人卻
表示因時間緊迫，短期內找不到適合人選，所以 「應該不
會有嘉賓」。至於她的 「隱形男友」Sky是否來台捧場？她
大打太極： 「只要是好朋友都歡迎來欣賞。」

「純粹」演唱會門票已在KKTIX及FamiPort開賣，詳
情可洽IMC Live Group官方的宣傳平台。

藝高人膽大 開唱前3天才造勢
張韶涵零贊助票賣8成5

全天候狗仔隊日前在街頭捕獲吳玟萱與一名小嫩弟甜
蜜約會！

43歲的吳玟萱擁有凍齡高顏值， 「美魔女」封號當之
無愧，她離婚後似乎越活越年輕，顏值跟歲月成 「正比」
，有增無減。某天午後，吳玟萱被狗仔隊捕獲與1名小嫩
弟現身信義商圈，她身穿粉色格紋襯衫、露出細長辣腿，
事實證明，人正，少女打扮也無違和感。

她和小嫩弟十指緊扣晃進甜甜圈店，親密地緊摟著他

談心，細看小嫩弟年紀像學生，揹著大包包、一身休閒打
扮，十分神似吳玟萱與前夫所生的帥兒安東尼，一步出大
門，吳玟萱拿手中的甜甜圈主動餵食，見小嫩弟大大咬一
口，卻露出很燙的表情，奇怪？他吃的不是甜甜圈嗎？稍
晚2人上了同台車離開，感情好得不得了，而仔細一看，
這名高大帥氣的嫩弟，其實就是吳玟萱的17歲寶貝兒子。

對被拍到母子天倫樂畫面，吳玟萱說： 「兒子本來就
是我的男朋友啊，現在都已經高我一個頭了，只要回來我

都想要他陪我逛街，不過他都是在國外念書，這次是因為
暑假回來度假，陪陪我也是應該的。」

吳玟萱這幾年來往兩岸，除了上節目外，因為自身的
選美經驗與演藝工作資歷，先擔任全球城市小姐的美學顧
問工作，接著又獲聘當上 「中華夫人國際大賽」的明星評
審導師，忙得不亦樂乎，但再忙也要陪兒子，看到兒子長
大成人，開心到快飛上天去。

金曲獎稱青峰 「峰姐」 小S清晨臉書道歉

近年演唱會市場蓬勃發展，幾乎每周都
有歌手開唱，但並非人人都像張惠妹具票房
秒殺的號召力。《蘋果》依主辦單位提供的
演唱會觀眾人數與網路售票狀況，統計2016
上半年5大慘澹歌手，依序是 「民歌41」、
小鬼（黃鴻升）、 「姐姐」謝金燕、張洪量
與羅時豐。謝金燕2012年首攻台北小巨蛋時
，吸引1萬2千人捧場，海撈2800萬元，但
今年高雄巨蛋演唱會1 萬張票只賣6 成，較
上回縮水4成，金額約1380萬元，還不到上
回的一半，女神破功。

謝金燕靠著《嗶嗶嗶》等台語電音歌在
歌壇獨樹一格。但她不辦記者會宣傳，也不
開臉書與粉絲互動，2013年推出《姐姐》後
繼乏力，導致A今年5月14日台北小巨蛋及
6月4日高雄巨蛋票房不如預期，台北場開唱

前一周僅賣出 8 成，後來靠企
業包票，才衝到滿座。集結潘
越雲、許景淳等 14 組歌手的
「民歌41高峰會」上月在北、

中、南巡迴開唱，資深唱將無
助門票銷售，除台北小巨蛋場
售出近9成，高雄巨蛋僅5成，
台中圓滿劇場連5成都不到。

56歲牙醫歌手張洪量唱紅《你知道我在
等你嗎》等經典情歌，但他淡出歌壇10餘年
，前陣子為了6月11日首度攻蛋勤跑通告宣
傳，但即便贈票給音樂相關科系學生也僅達
8成。他演出時高音屢唱不上，被網友稱為
「上半年最驚悚演唱會」。

小鬼臉書擁有91萬粉絲，但暢銷曲不夠
多，5月21日在可容納3千人的國際會議中

心開唱，前一周賣約5 成，當天竟坐到9 成
滿，主辦單位承認有企業贊助包票。同樣在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開唱的羅時豐，在演唱會
前2個月──4月19日開放預售，同樣賣不
到5成，開唱前1天僅剩298個空位沒賣出。
主辦單位表示無企業包票，但不回應是否送
公關票。

失婚16年 吳玟萱十指緊扣小鮮肉

戎祥遺孀守寡3年 改吃以色列失婚男

金曲獎上狂
戳青峰是 「峰姐
」引發性別爭議
，小 S 正式道歉

！
小S在金曲典禮上笑鬧 「蘇打綠」主唱青鋒是 「峰姐

」，搞得青峰生氣、狀似離場，事後更坦承跟青峰沒有套

好，引起網友批她玩笑開過頭，不尊重性別議題，她今晨
發臉書正式道歉。

小S在臉書上表示， 「我說了一些話，傷了一個好友
的心！我很抱歉，還好他心胸寬大原諒了我！」，她也表
示她 「上了一課」 「再好的朋友，都不該標籤別人」，她
也希望網友們不要再激動 「畢竟兩位當事者已合好」，她
最後表示 「原來我覺得幽默的事，卻可能傷到別人」，會

好好反省。
許多網友看到也給予鼓勵 「加油...說者無心聽者有意

常常會發生」 「和好就好！其實傷了朋友的心也傷害到自
己」 「欣賞你認錯的勇氣...」 「希望你下次不要再這樣稱
呼他了！」 「多虧你，讓大家都上了寶貴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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