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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3日 星期六
Saturday, August 13, 2016

4號出口

星期二、三、四
9：00AM
星期五、六
9：00PM
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77-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詢問有關本校$10,000的獎學金的詳情

˙中外中醫名流授課
˙中西醫學多元化教學
˙學科及臨床並重
˙全時或半時上課
˙日班或夜班課程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C12廣 告

金碗#1系列：春卷皮、雲吞皮 特脆，易包，
適合大小餐館使用 各大餐館批發均有代售

特脆 易包

www.wontonfood.com 832-366-1280

全新系列
NEW ARRIVAL

金碗#1系列：
春卷皮: 7'' X 7'' 6'' X 6''
雲吞皮: 4'' X 4''

Scan to view Our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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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廣 告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

$14.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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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y Rd.

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

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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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 878-3879

傳真：(281) 980-1362

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

☆白色的硬木櫥櫃
☆不同類型的水龍頭
☆各種顏色和大小的花崗巖
☆各種廚房和浴室水槽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批發！

大西洋按摩美容學院
Bright Education Institute License#3452

*全美承認
*按摩執照-聯邦考試培訓
*600小時學時證書
學校有多家下屬按摩店/床腳店，
可以作為學生邊工作,邊上課的教學基地
*醫師助理證書 (800 小時學時)
*美容，永久脫毛，瘦身執照
*申請及更新各州執照

學生宿舍,設備齊全

中文電話：954-789-1736
754-222-6673

6890 W. Atlantic Blvd. Margate, FL 33063
info@brighteducationinstitute.com
www.brighteducationinstitute.com

100% 學生通過聯邦考試

(99%學生一次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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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713-952-9898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 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 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
治
主

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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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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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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Kirkwood

中美
Bissonnet

W
ilcrest

Boone 8

BeechnutN

Leawood

281-498-1280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超 值 套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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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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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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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預訂全年酒席﹑社團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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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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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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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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霆自嘲“單身狗”
古巨基：首次見就知道他會紅

近日，愛情喜劇電影《那件瘋狂的小事叫

愛情》在北京舉行首映發佈會，導演鄒佡攜

演員陳偉霆、Jessica、紀煥博、王梓謙、劉小

倩，以及電影夢想主題曲演唱者古巨基出席

助陣。

《那件瘋狂的小事叫愛情》講述剪輯師江

洋(陳偉霆飾)經歷著人生中最苦逼的日子，導

演夢被嘲笑、漂亮女友被惦記、古板父親不可

理喻，屋漏偏逢連夜雨，工作上又發生重大失

誤，使得江洋陰差陽錯踏上一段瘋狂之旅。

對於這次出演“接地氣”的小人物，陳偉

霆表示自己全無“偶像包袱”，“我每一部戲

都會挑戰不同的戲路，這次要讓大家看到我搞

笑的本事，通過一個小人物的故事鼓勵大家擁

抱夢想”。

首映上，古巨基也出席助陣，並憶起當年

結識陳偉霆的經歷，“這次唱的歌其實是陳偉

霆的成長經歷，第一次見到偉霆就預感他一定

會紅”。陳偉霆則感嘆說：“剛出道時最重要

的一個新人獎就是古 sir頒給我的。”

另外，當天恰逢七夕情人節，陳偉霆雖

然坦言自己在生活中是“單身狗”，但也貼

心為搭檔 Jessica “按摩”、“送披肩”、

“戴項鍊”，被 Jessica 大讚說：“在電影中

江洋不是好的男朋友，但在戲外陳偉霆是很

好的男人。”

回憶起夏威夷拍攝的情景，Jessica曾用半

個小時學會當地人的土著舞，令陳偉霆非常佩

服。拍攝水上噴射器的戲時，陳偉霆拒絕使用

替身，用一天半時間反覆練習，吃了不少苦頭

，最終才拍齣電影中炫酷的水上鏡頭。但其頻

頻“上天下海”，Jessica表示非常“心疼”。

據悉，電影《那件瘋狂的小事叫愛情》將

於8月12日在全國上映。

暑期檔迎來動畫片高潮
10多部電影該挑哪些看？

暑期檔已過大半，動畫片終於迎來上映高潮。

除了目前正在上映的《愛寵大機密》、《大

魚海棠》、《哆啦A夢》、《神秘世界曆險記 3

》等等，接下來將有《海洋之歌》、《我們誕生

在中國》、《諾亞方舟漂流記》、《新大頭兒子

和小頭爸爸2》、《精靈王座》、《冰川時代5》

等多部動畫片，陸續將於8月底之前上映。

8月 12日上映的《海洋之歌》是一部高分動

畫電影，品質上獨佔鰲頭。《海洋之歌》獲第87

屆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提名，第42屆動畫安妮獎

七項提名，第18屆上海電影節最佳動畫片等多項

殊榮，爛番茄新鮮度高達99%。

昨日，該片在浙江翠苑電影大世界舉行媒體

看片。記者發現《海洋之歌》果然名不虛傳，是

8月不可錯過的一部佳片。

《海洋之歌》講述在一個風景如畫的海中小

島上，小男孩原本一家快樂地生活在一起，但母

親在生下妹妹不久後撒手人寰，父親始終未從喪

妻之痛中走出。奶奶將兩個孩子帶離這座小島，

但城市的生活讓兄妹無法適從，意外遭遇了 3個

奇怪的小精靈。他們為回到自己深愛的故鄉小島

，踏上神奇的冒險旅途。

影片的創作靈感源自導演湯姆· 摩爾與兒子

的一次旅行，看到海灘上有人捕殺海豹而感到痛

心，再聯想到愛爾蘭傳說中海豹象徵逝者的靈魂

，就此構思了整個故事。

電影以小男孩的心靈成長為線索，融入了許

多歐洲的古老神話傳說，傷心的巨人化作了一座

孤島、長髮智者每一根頭髮都有一個故事、海豹

精靈的歌聲可以喚醒沉睡的石頭……使得整個探

險之旅豐富跌宕。記者觀看後的感受是，《海洋

之歌》是一部完全不同於好萊塢風格的動畫片，

天馬行空的想像，隨性的線條與色彩，故事不是

為了套路而定型，也不為煽情而刻意。

尤其是電影的畫面極其唯美，美到每一幅都

是藝術畫，可以拿來做壁紙。不同於好萊塢 3D

工業流水線動畫，《海洋之歌》是逐幀手繪的歐

洲動畫。手繪畫風淳樸，運用了浮世繪、工筆、

水墨等多種繪畫技法，整體美學風格和諧自然，

黃金分割、對稱構圖和古老的符號被大量運用，

歷時7年才製作完成。

電影的配樂也堪稱完美，有著海洋般的古老

、神秘、幽幻和浩翰。原來，影片作曲、配器，

均由法國頂級作曲家布魯諾· 庫萊斯操刀。他四

度榮獲法國凱撒獎，《微觀世界》、《遷徙的鳥

》、《放牛班的春天》的配樂都出自他手。這次

，他運用了愛爾蘭風笛、民謠吉他、豎琴、鋼琴

等豐富多樣的樂器，還加入大混響處理的音效作

為旋律副聲部融入民謠，編曲簡約淡雅，營造出

了一個絕美的視聽境界。

不過，也有人說，導演有抄襲《懸崖上的金

魚姬》之嫌。而從故事類型、場景設計，還是人

可以變身的這種人設，的確兩者非常類似。不過

，《海洋之歌》畢竟是一部帶有濃烈歐洲氣質的

動畫作品，在尋找自由的主題上，表現得更加的

濃烈和熱切，足以讓人感受到東西方文化之間不

同的魅力。

這幾部片也適合孩子看
《我們誕生在中國》

上映日期：8月12日

看點：陸川執導，周迅解說。該片以中國的

三種珍稀野生動物，大熊貓、雪豹、金絲猴為主

線，講述了它們在神秘的自然保護區出生、成長

的故事。觀眾將被影片中萌萌的寶寶和濃濃的母

愛所擊中，感嘆這群誕生在中國的生靈，竟然與

我們人類一樣，也有家長裏短，也有二胎故事，

也有長大別離。

《諾亞方舟漂流記》

上映日期：8月12日

看點：這是一部歐洲動畫片。故事發生在世

紀之末，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即將席捲小島，動

物們在獅子的帶領下登上諾亞方舟。但戴夫和芬

尼這對喜歡旅行的呆萌父子不在名單內。為躲避

洪水，父子開始了一場歡樂搞笑的世紀大冒險。

導演表示“愛”與“勇氣”始終貫穿全片，不僅

有歡樂搞笑，還有溫情治愈和滿滿的正能量。

《新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2》

上映日期：8月19日

看點：這集講的是大頭兒子活潑調皮，對課

外學習卻不屑一顧，圍裙媽媽陷入了對兒子未來

的焦慮之中。就在這時，她和小頭爸爸意外地遇

到了一個神秘人物……鞠萍姐姐、董浩叔叔、金

龜子，還有小朋友喜愛的小鹿姐姐、綠泡泡、哆

來咪、紅果果、毛毛蟲、黃煒等少兒主持人參與

到電影的配音中。

《精靈王座》

上映日期：8月19日

看點：由《龍之谷》原班人馬花費兩年心血

打造，承接上部劇情，男主角小魚和莉雅因人類

與精靈的身份，飽受相思之苦。終於精靈女王將

舉辦婚禮特邀小魚前往參加。可等待男女主角的

不僅有甜蜜的重逢，更有未知的危險。

《冰川時代5》

上映日期：8月23日

看點：這一集的笑點主要集中在樹懶希德和

小松鼠身上。執著追逐橡果的小松鼠奎特這次

“作上天”，引發了彗星撞地球的危機。新角色

也非常亮眼，英國流行天后 Jessie J配音的女樹懶

布魯克，將與“冰川三賤客”中最後的“王老五

”希德上演一段浪漫故事。

陪葬品當廳堂擺設？
專業人士吐槽熱門影視劇

最近，果殼網一則各行各業

專業人士吐槽影視劇橋段的帖子

火了，從古裝劇到醫療劇、抗戰

劇，各種細節分分鐘讓人齣戲。

最近以南派三叔的《盜墓筆記》

為題材的網劇《老九門》及電影

版《盜墓筆記》，各類吐槽不一。

看來“高手在民間”，影視劇團

隊身邊多幾個民間顧問，也會少

點尷尬。

吐槽1：別欺負咱圍觀群眾
沒文化

案例：《盜墓筆記》裏的戰
國帛書拓片

歷史系老師表示，看古裝劇

分分鐘容易齣戲，“前段時間看

電視劇版《雲中歌》，霍成君看

上了孟玨的一幅畫，當生日禮物

送給她，她視若珍寶。那幅畫是

戰國帛畫人物龍鳳圖，為了引導

墓主人靈魂升天的，是陪葬用的

銘旌。1949年才從戰國楚墓出土

的東西，卻被挂在西漢的坊間，

周圍滿屋子的唐卡飛天看得人冷

汗直冒，編劇腦子裏在想什麼？

還有古裝劇裏隨處可見的唐三彩

，拜託那不是擺設，都是陪葬品

好嗎？”“作為學歷史的，我覺

得最驚悚是，《孝莊秘史》孝莊

的臺詞是，‘我孝莊……’”其

他典故和成語穿越時代使用，已

經屢見不鮮。學習書法的小夥伴

則表示，“《盜墓筆記》裏的帛

書拓片驚呆了我和小夥伴。”帛

書作為一種古代書寫文獻，戰

國時代確實有，但最早的拓片

唐宋時代才有，所以，戰國帛

書拓片是什麼鬼？考古學專業

同學神總結：“你猜我們看古

裝片什麼感受？突然覺得讀點

書也是有用的。”

吐槽2：科普有點高科技含
量行不

案例：《老九門》裏拿磁鐵
吸鐵軌

涉及專業科普的，《老九門》

也貢獻了反面案例，“都別跟我

爭，劇中拿一塊磁鐵去吸鐵軌，

吸上了就說鐵軌有磁性，沒見過

這麼甩鍋的。”還有啊，“舉個

防毒面具在臉前面就防毒了，挖

墓挖到岩漿裏。”

說到科普，技術控也發話了。

“電梯頂蓋誰告訴你可以爬出去

的？大部分都是密封的好嗎？有

開口的也是鎖死的，從上面才能

打開的好嗎？上面有安全開關，

隨便打開就停了。”還有飛行員

不能忍：“現在航空相關的電影

好像專業性高了很多，但是一般

的大片裏每次主角坐的飛機直升

機駕駛員失能之後自己接管，一

拉桿就起來了，每次看到主角不

切換頻率，就和不同人對話我就

淚流滿面……”“《寒戰》裏所

謂高端駭客，打開個 dos 窗口，

不停輸 telnet命令還連不上，這讓

在華為工作的我當時就受不了，

怒關。”

吐槽3：真別以為咱們沒破
譯過電碼

案例：《艦在亞丁灣》的軍
艦還在地球嗎

關於抗戰劇諜戰劇等軍事題

材，專業槽點也不少。在部隊搞

報務專業的網友表示，最不能忍

的是“電臺的收報聲”。“其實

一份電報播再快，嘀和嗒聲，區

別也是非常明顯的，莫爾斯電碼

聲是由很短的嘀聲和長一點的嗒

聲組成，其時間比值是 1：3，間

隔是 1，字符間是 3，字間是 7，

不管你電碼放多快，50 碼也好

200 碼也罷（50 碼的意思是一分

鐘發送五十個字母或數字，以此

類推），這個比例是不變的，再

快也不能都是嘀嘀嘀嘀嘀的，全

是點，我抄毛線報啊！”還有要

先聽電碼抄報，然後校報，因為

抄報過程中電波會有干擾，然後

再對照謎語本進行譯碼，所以，

“怎麼可能一邊聽電碼一邊就把

報文讀出來，別說翻譯報文，你

一邊抄報一邊背乘法口訣或者唐

詩什麼的試試，不掉得一塌糊塗

才怪！”軍事題材的《艦在亞丁

灣》中方位是東經 128°，北緯

108°，“北緯 108°，導演，你確

定軍艦還在地球嗎？”因為緯度

最高位90°，不管南北緯。

■業內人士分析

為何顧問加審查，穿幫劇還

防不勝防

業內人士表示，影視劇不尊

重常識的現象時有發生，編劇在

科學常識、歷史常識、專業知識

方面的缺乏，造成“穿幫劇”盛

行。有些觀眾對相關的知識並不

了解，很容易被誤導。

內地行業劇“專業性”的缺

失，原因可能在於編劇的短板，

由於行業劇專業性的要求，需要

主創“術業有專攻”，而內地編

劇的“行業性”專業知識匱乏，

缺乏對醫療、法律等專業知識的

積累，以及嚴謹的邏輯思維，大

膽假設、小心求證。再加上有些

製作團隊急功近利，一部劇的製

作週期被縮減再縮減，往往劇本

還沒寫完就急著開拍，因此，儘

管在劇目審查時會請相關專家把

關，劇方也會請專業人士當顧問，

但此類問題防不勝防。



C9香港娛樂

小瀋陽

七天營業：早10點至晚12點

Lucky Pot Restaurant
電話：（713）995－9982

經典菜色 新增菜色
沸騰魚 $10.99 活魚豆腐湯

香辣鱸魚
沸騰魚

鹹蛋黃焗南瓜
拔絲香蕉大棗

麻辣乾鍋

小雞燉磨菇
東北鍋包肉
火爆腰花
溜肥腸
羊雜湯

尖椒乾豆腐

特 價

油炸糕、驢打滾，小籠湯包，
韭菜餡餅，手抓餅，芝麻大餅，
羊肉燒賣，各式手工面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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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58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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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宇宙最強”甄子
丹太太汪詩詩聯同湯怡
(Kathy) 及英皇新晉歌手陳
凱彤 (Lillian)出席代言護膚
品牌活動，詩詩表示年紀
漸大要開始保養，平日工
作繁忙，很少做運動，但
由於事事親力親為，故也
是另一種運動。汪詩詩
說：“近日看奧運，特別
留意中國游泳男隊，覺得
頗英俊，以及中國女泳手
傅園慧，她很sweet。(兒子
有運動天分？)也有，早前
子丹在英國補拍電影《星
戰》，一家到當地探班，
仔仔相當興奮即場耍功夫
給導演看。”（《星戰》
推出預告片？)由小看到
大，感覺好奇怪又自豪。

同場的湯怡少有地穿
上低胸裙出席活動，她表
示有機會跟汪詩詩一起工
作感到很開心，覺得對方
是一位賢妻，所以很喜
歡。問到是否也想做賢
妻？湯怡稱每個女生都

想，自己亦慢慢開始學。湯怡透露
有兩部電影劇本在手，問到可會演
性感角色？她續說：“不抗拒，女
仔怎樣都要有少少性感才吸引。
（有冇底線？）三點不露。大家都
是這一行，會信任對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馬浚偉、萬綺雯
（蚊蚊）及陳伊玟12日到電
台宣傳舞台劇《偶然．徐志
摩》，談及近日排練已經開
始，蚊蚊帶笑訪問正好給她
做清算大行動，指馬仔說她
給自己壓力很大，但其實是
馬仔壓力最大，新人陳伊玟
也認同壓力由馬仔身上滲出
來，馬仔才解釋說：“有壓
力是必需的，我身兼編、
導、演，更加是公司老闆，
會想有好作品出來，不過排
戲最大壓力一定是蚊蚊，因
她要學跳華爾滋、唱崑曲，
更要周旋在三個男人之中實
在很忙。”他笑言為蚊蚊減

壓是不停給她吃，她也難吃得胖，
蚊蚊則表示排練需要大量體力如軍
訓，一定要吃飽飯才夠氣力排練。

馬仔曾學過唱歌，也特別錄音
教蚊蚊開聲，可是蚊蚊於家中跟
錄音在唱。
舞台劇定於十一月在演藝學院

演出，連加場共開六場，馬仔坦言
由於場地沒有檔期，只期待明年到
美加、新加坡等地巡迴演出。談到
舞台劇起用多位新人演出，馬仔表
示對他們分外嚴格，甚至會鬧他
們，不過有時排練完他都會接載蚊
蚊及陳伊玟回家，陳十三亦常來接
蚊蚊放工，記者笑指接人妻回家很
容易傳出緋聞，馬仔即搞笑說：
“我又不是李思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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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汪明荃
(阿姐)12日出席《九龍樂善堂×富通保險愛
心保單記者會》，啟動愛心保單捐贈計
劃，現場又推出蛋糕預祝阿姐今月28日生

日，令阿姐大為驚喜。
阿姐表示該機構多位主

席去年以保單捐贈形式購買
一以樂善堂為受益機構的人
壽保單，每份逾一百萬，她
覺得很創新又幫到人，而她
早在2010年已為樂善堂任愛
心大使，而福陞劇團將於九
月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公

演的第一場《蝴蝶夫人》，亦是為樂善堂

籌款。近日阿姐忙於為《蝴》劇綵排，她
表示十年前雖已演過該劇，但拍檔並非羅
家英，而今次所演的已是第四個版本，不
論劇本、服裝及舞台都會作出改動。戲中
阿姐會有多個日本造型，服裝都是全新造
的。她又透露劇中並要跳日本舞，雖然多
年前她曾到過日本受訓，但今次會再約日
本舞蹈老師上堂練舞。
對於泰國華欣近日發生連環爆炸，阿

姐得悉後即關心是否有人命傷亡。她表示
平日甚少到華欣旅行。問到會否少去有危
險的國家旅行？她說：“不能擔心太多，
有時真是避無可避，有事政府都會提醒市
民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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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阿姐老公羅家英12日以藝術策劃的身
份，到高山劇場出席《粵劇新星展
II》拜神活動，而一連六日的演出他
亦會到場監場，之後又要投入與太太
汪明荃合演的粵劇《蝴蝶夫人》綵
排。談到阿姐快將生日，問到時會如
何慶祝？家英哥笑指阿姐的新曆及農
曆生日他也很忙要排戲，只在下午有
空檔跟她慶祝，他說：“已約阿姐中
午食餐飯慶祝，(會否有驚喜？)老夫
老妻有什麼surprise？不送禮物喇，送
都給賊偷了！大家講明不要送禮物，
平時看到有適合就送，手袋、心口

針、鑽石、手鏈、耳環好多東西都送
過，（送層樓？）我就沒那麼多錢，
又無這需要，慳慳地食餐飯好，初戀
就話送多點。”問到他最近可有被阿
姐罵？他笑謂：“她問我間屋是不是
有鬼？成日不在家，去做嘢啦，男主
外，女主內，她在TVB ，我要返內
地拍戲。”他謂平時最多都是與明星
足球隊去踢球。
剛從布拉格拍戲返港的家英哥，

表示買了一個百多元的水晶指甲銼送
給阿姐，笑說：“好貴的，阿姐收到
都話好需要，(生日禮物？ )手信加生
日禮物。”

華欣發生連環爆炸

汪明荃關心傷亡人數

羅家英水晶指甲銼贈太太

■ 近 日 掀
起玩寵物小精
靈遊戲，原來
Kelly都有玩。

（設計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八月
11日是薛凱琪(Fiona)35歲的生日，唱片
公司太陽娛樂文化同事為Fiona舉行生
日飯局加卡拉OK，替壽星女慶祝。當
晚Fiona媽咪、公司兩大高層Paco與
Alex都有現身，同事還為Fiona準備了
兩個生日蛋糕。食完飯，眾人拉隊到卡
拉OK繼續慶祝，Paco破例大開金口，
獻唱John Lennon名曲為壽星女慶生，
Fiona也加入與Paco一起合唱。

■汪明荃《蝴蝶夫人》造型相

■汪詩詩

■汪明荃

■羅家英出席
《粵劇新星展
II》拜神活動，
透露將一連六日
到來監場。

■馬浚偉、萬綺雯及陳伊玟12
日到電台宣傳舞台劇。

■陳凱彤■湯怡

陳慧琳和張智霖(Chilam)12日為代言的月餅新店擔
任剪綵嘉賓，陳慧琳透露巡唱暫告一段落，緊接

是籌備國語新專輯，今年中秋會在港度過，一如以往
會同小朋友玩燈籠食月餅賞月，(會否自製燈籠？)
陳慧琳說：“希望他們可以自製，不用我整，學
校都可能會教他們整燈籠。”

Kelly也有捉精靈
近日掀起玩寵物小精靈遊戲，Kelly都有

玩，但就不會沉迷，更笑言中秋應該整些
月餅精靈，至於她的多個造型被指似精
靈，Kelly笑說還未給囝囝看，要給
他們看看。

Kelly 新推出的演唱會
DVD銷量不錯，已翻單加
印，囝囝和老公都在製
作花絮上出現，她說：
“兒子上台部分都有，足

本收錄在DVD作為紀念，老公
在台下都影，一家四口出鏡，只此一

次。”因Kelly也是12日先收到新碟，尚未
給囝囝看，她表示囝囝看到一定笑死，可能會諗不是

媽咪先上電視，也是第一次有40分鐘這麼長製作花
絮，如同整套劇的時間，自己都要返去煲下。Kelly又
大爆蝦餃仔好大膽、識搶鏡：“他見到有歌迷想同我
合照時，就會偷偷過來影相，平時叫他便不會影，有
次入到電梯他周圍同人講‘這個是Kelly，你知不知道
這個是Kelly？’幫我宣傳，他proud of我，要給個
DVD他先拿著，印好Tee給他穿，這個宣傳人員很不
錯，最怕將來叫媽咪安排一個環節給他，哈哈。”

張智霖和前占士邦合作緊張
Chilam之後便要到上海做演唱會，接到倫敦夥

前占士邦皮雅斯布士南（Pierce Brosnan）合拍西片，
Chilam要全英語對白，他說：“雖然平時有講英文，
但講對白是首次，很有壓力和緊張，故此，特地請河
國榮老師教英文，這部是動作片，自己對打場面不
多，但對白很多，都是抱學習心情參與，預計拍到九
月中，到時靚靚不會來探班。(怕她來shopping？)我習
慣，馴服似綿羊，因靚靚生日是遲我七天，我的生日
禮物是希望不用送禮物給她，其實我第一個生日願望
是一年都不用買包給她，但不想頭一個願望便破滅不
吉利。（試過拒絕買給她？）未試過，但她經常拒絕
我。”

成蝦餃仔 Kelly
最佳宣傳大使

爆兒子踩完紅館膽變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陳慧琳（Kelly）於近日推出的演唱會DVD，有一家四

口曝光畫面，大仔蝦餃仔(劉昇)更懂得搶媽咪鏡，每次粉絲要和Kelly合照時，蝦餃仔便會

攝入鏡頭，同時又周圍幫媽咪宣傳說：“這個是Kelly”，成為Kelly的最佳宣傳人員。

■張智霖表示
之後到倫敦拍戲，
同007皮雅斯布士
南有對手戲。

■ Kelly 爆 大 仔
（左）現在變成最
佳宣傳人員。

■陳慧琳今年中秋會在港
度過，一如以往會同小朋
友玩燈籠食月餅賞月。

Paco為薛凱琪開金口

■Paco

■薛凱琪

中國大熊貓保護研
究中心在野外救護的雌
性大熊貓“喬喬”，前
日在四川雅安碧峰峽基
地順利產下一對雙胞胎
熊貓寶寶，這是今年7
歲來自野外的“喬喬”
首次當媽媽。

11 日早上 10 時 35
分，“喬喬”羊水破
出，由於是第一次產
仔，“喬喬”臨產反應
較強，直至下午4時28
分，“喬喬”產下第一
仔，隨即將幼仔叼入懷
中哺育，帶仔行為較
好。5分鐘後，“喬喬”
產下第二仔，工作人員
隨即將其取出進行人工
育幼。經專家初步檢
查，“喬喬”所產第二
仔為雄性，體重 180.7

克。第一仔由其母親哺育，暫
時無法知曉性別，通過現場觀
察，幼仔叫聲洪亮，個頭比第
二仔略小。

據該中心雅安基地動管部
副部長羅波介紹，大熊貓“喬
喬”2009年出生於野外，2013
年4月8日在四姑娘山風景名勝
區被當地人發現，當時牠行走
困難。被救護後回中國大熊貓
保護研究中心進行診斷治療，
恢復良好。“喬喬”此次產下
雙胞胎將為保護研究中心大熊
貓種群遺傳多樣性作出重要貢
獻。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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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大熊貓“喬喬”初
次產下雙胞胎。 網上圖片

九旬翁廿載撰33本英文日記

洋漢創“茅台冰摩卡”

助中國白酒出海
北京三里屯的精品傢具

店Pop-up Beijing 日前舉辦

了一場品酒會，重點推介兩

款分別由白酒混合雲南咖啡

和茶葉製成的飲料——“茅

台冰摩卡”和“海南島冰

茶”。“這是一種全新體

驗。這樣的混合口感比純白

酒更好，更柔和。”來自美

國的體驗者漢娜如此評價

“茅台冰摩卡”。漢娜在來

華的第一個月品嚐了白酒，

“ 那 感 覺 就 像 喉 嚨 着 了

火”。“茅台冰摩卡”也令

英國人尼爾建立起對白酒的

好感。 ■新華社

“在此之前我從沒喝過白
酒，最常喝的是威士

忌和伏特加。我現在對白酒挺
好奇的，以後會喝起來。”尼
爾說。

此次品酒會是酒業博客寫

手吉姆．博伊斯發起的白酒日
系列活動之一。現居北京的博
伊斯來自加拿大，熟知中國酒
業行情。為了推動中國白酒走
出中國，他去年發起白酒日。

中國白酒企業開拓海外市

場的能力偏弱。據統計，2014
年中國白酒產量佔世界烈性酒
生產量的37.5%，但在海外的
市場份額卻不足千分之八。

今年的白酒日活動吸引了
全球24個城市的40多家酒吧

和餐廳。它們創造出許多新喝
法，包括含白酒的雞尾酒和混
合了咖啡、巧克力、啤酒和茶
葉的白酒飲料。

白酒＋咖啡＋茶葉
“茅台冰摩卡”和“海南

島冰茶”的創造者山姆．科恩
斯韋特非常享受調製的過程。
“試驗如何將白酒與咖啡和茶
混搭是很好玩的過程，每種原
料都能使白酒的口味發生微妙
變化，這讓我們非常興奮。”
山姆．科恩斯韋特說，但試驗
的成功率很低，這兩款成功飲
品的背後是多達二三十種搭配
的失敗。

該店的合夥人舒特曼認
為，白酒需要品鑒，“就像我
們喝威士忌一樣，小口抿着
喝”。

浙江省永康市90歲的酈德火從
50歲開始自學英語，71歲連續20
年寫日記，而且用的還是英文。他
前日拿出珍藏的33本英語日記本，
英文水平和漂亮的書寫，驚呆了眾
人。“寫英語日記是為了不忘記知
識，活到老學到老。”說到寫日記
的這個習慣，酈老說始於 1997
年。那一年，71 歲的他得了重
病，一度在重症監護室住了7天。
酈老挺過了這一關，但也從此離開
了他深愛的講台。

“不教書，每天不學點什

麼，我就感覺很空虛，於是每天寫
日記來記錄生活。”在酈老的日記
裡，既有對生活小事的記錄，也寫
景色、養生和做人的感悟。20年
來，日記寫滿33本。

50歲開始自學英文
酈德火曾是一名老師，到了

上世紀70年代末，已經50歲的他
被安排到永康太平水庫工作。單位
裡有個收音機，他每天都聽。他找
來初一課本，一個音標一個音標開
始自學。每天早上，他都會跑到山

上去朗讀；到了晚上，就打開收音
機在宿舍聽英語廣播節目。

1979年，酈德火恢復教師身
份，到胡庫初中教初一語文兼
班主任。期中考試時，班上的
英語平均分只有十幾分，這時
候，英語老師剛巧辭職。校長
堅持由酈德火教英語，他硬
着頭皮接下任務。沒想到，
期末考試班上的英語成績
有了提升。後來，酈德火
便從語文老師轉型成為英
語老師。 ■《錢江晚報》

■酈德火20年來
寫了33本英文日
記。 網上圖片

■90歲的酈德
火在做學習筆
記。網上圖片

■白酒日活動吸引了全球24個城市的40多家酒吧和餐廳參
與。 網上圖片

■現場賓客樂於品嚐各種創
新的雞尾酒。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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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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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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通血管
清除脂紋斑塊，改善胸悶、心
慌、心悸、心絞痛，預防心肌
梗塞
◆三降一升
有效降低甘油三酯 / 壞膽固醇
/ 血壓，升高好膽固醇
◆強健心肌
減低心肌缺血，起效快，作用持久，
安全無副作用，大量實名見證

◆提高記憶力
增強腦供血供氧，克服銀
髮族、電腦族記憶衰退
◆預防腦中風
改善頭暈、目眩、耳鳴、手
腳麻木、突然間口角歪斜
◆抗老年癡呆
抵禦中老年癡呆階段性惡
化、認知障礙，安全有效

心血通
快速打通血管堵塞
改善胸悶 / 心絞痛

益 腦 靈
祛除頭暈耳鳴麻木
預防腦中風 / 老年癡呆

買 6 送 1 ● 買 12 送 3

骨精華
消除關節疼痛 / 骨刺
防止骨質疏鬆 / 骨折 買 5 送 2〔一療程〕 ● 買 10 送 5〔兩療程〕

【2016 最 新 見 證 】
四川李太太，心臟與
關節不適，吃了半年
心血通，高齡懷孕，
順利生下又白又胖小
寶寶。●上海韓建煌
冠心病（心絞痛型）
高血壓（3 級極高危
組），出院後服用心
血通，胸悶胸痛痊癒，
飛到紐約看兒子！

【最新見證】鄭女士
(909-396-51XX) 大陸
老爸血管鈣化，左心
肥大，手麻得厲害。
貝佳客服介紹早晚各
服用兩粒心血通、益
腦靈，老爸馬上告訴
她手麻症狀減輕，心
臟舒服了，現在像變
了一個人似的，充滿
活力。

天然蝦青素
Natural  Astaxanthin 自然界最強抗氧化劑

【2016 最 新 見 證 】 洛
杉 磯 沈 太 太（626-458-
67XX）堅持服用骨精華，

美國專利骨精華火了！骨精華使用者遍佈全球，在北美 500 家參茸藥
房，文學城、淘寶、京東等門戶網站熱銷。2016 年，骨精華被全球最
大購物網 Amazon（亞馬遜）選中，成為會員制 FBA 產品。以下為骨
精華與北美同類骨產品的四大區別：

◆雙效合一骨精華突破北美其它骨保健品只補鈣或只補骨膠質的缺陷，
做到既補 II 型骨膠質 Kolla 2，又補鈣，全面防止骨質疏鬆、腿腳抽筋、
骨折。
◆劑量充足骨精華大劑量補充 1200 毫克 II 型骨膠質 Kolla 2，同時小劑
量補鈣，讓關節吃飽，全面消除關節痛、響聲、骨刺、五十肩，避免了
北美其它骨保健品劑量不足或可能導致的腎膽結石副作用。
◆超小分子骨精華超小分子結構，和人體軟骨結構最吻合，有利於腸胃
和骨骼吸收，不像北美其它骨保健品使用一般的 Collagen 大分子或豬牛
骨粉末，難吸收。
◆配方科學骨精華富含 Kolla 2、Glucosamine、Chondroitin、MSM、
Calcium，而北美其它骨保健品僅含有 Glucosamine 或 Chondroitin，配
方單一。骨精華勁爆給力，六周見效，一療程療效卓著，兩療程鞏固療效。

抵抗衰老，護眼明目
保護關節，清理血管

心腦健康得安寧
*70 個成功案例上網查詢

傳說中的骨 精 華火了！

原先骨關節退化、膝蓋上樓梯嘎嘎響、骨質疏
鬆松改善，頸椎骨刺消退，逢人便講骨精華真
有效！
●天津外國語學校原校長范桐行，骨質疏鬆幾
次骨折，她學生陳先生購骨精華給她服用，骨
折關節癒合，願實名見證骨精華功效。

暑期大贈送 購 任 何 產 品 一 療 程 送 葡 萄 籽 精 1 瓶， 兩 療 程 送 2 瓶

免費
洽詢

6 周消除關節疼痛 / 骨質疏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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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約奧運

馬龍小檔案
籍貫：遼寧鞍山
出生日期：1988年10月20日
項目：男子乒乓球

運動經歷：
■ 1993年開始在遼寧鞍山學習乒乓球。
■ 2001年轉至北京繼續學習。
■ 2003年進入國家隊。
■ 2014年4月，通過隊內投票當選中國乒

乓男隊隊長。

主要成績：
■ 2012年，在乒乓球世界盃比賽中獲得第

一個男子單打世界冠軍。
■ 2013年，蟬聯乒乓球亞洲錦標賽男單冠

軍，成為史上第一位在亞錦賽男單
三連冠的球手；2014年，奪
得了個人第4個亞洲盃冠
軍，再度成為奪得亞洲
盃冠軍最多的選手。

■ 2015年1月，馬龍獲
得乒乓球團體世界
盃冠軍；5 月 3
日，在蘇州世乒
賽男單比賽中
馬龍收穫個人
首個世乒賽男
單冠軍。

■ 2016年8月12
日，首次奪得
奧 運 男 單 冠
軍，實現個人
男單大滿貫。

資料來源：

百度百科

里約奧運各項賽事正“漸入佳
境”。除參賽選手外，賽場內的游泳
救生員、泳壇巨星菲比斯的隊醫、中
國乒乓球隊主帥也吸引了眾人的目

光，只因他們在做一份“最輕鬆”的工作。
里約奧運乒乓球女單決賽賽場上，未見中國乒

乓女隊教練孔令輝的身影。孔令輝決賽前接受媒體
採訪時就透露，自己不會去現場觀看決賽，“無論
是公開賽還是其他比賽都是這樣。”對此，孔令輝
解釋為：“都是自己人，電視上看得清楚。”自信

之情，溢於言表。

游泳救生員呆坐現愁容
至於里約奧運游泳賽場邊上，75名救生員百無

聊賴地坐在角落裡，等待着似乎不會存在的救援。
有人說：如果你認為自己的工作毫無價值，請想一
想奧運會游泳比賽現場的救生員們。看看那些憂愁
滿面的臉，仿佛一輩子都沒機會開工了一樣。據數
據表明，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奧運游泳運動員被救
過。 ■中新社

** ((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騰訊網

報道，這一次，馬龍沒有再跳上球枱激情

慶祝。在摘下無數運動員夢想中的奧運金

牌後，他的慶祝動作，只有一個簡簡單單

獻給自己的心形手勢，然後叫來張繼科，

一起手拿中國國旗向觀眾致意。10年時

間，馬龍完成了小將到主力隊長的跨越。

都說十年磨一劍，在里約，馬龍終於等來

了“寶劍出鞘”的一刻。正如他最喜歡的

那首歌曲《蝸牛》所唱：“我要一步一步

往上爬，當風吹乾流過的淚和汗，總有一

天我有屬於我的天”。

馬 龍
內
斂
小
伙
祛
心
魔

十
年
磨
劍
登
巔
峰

馬龍沒有張揚的性格，謙虛內斂甚至一度被認
為是他在成績上無法突破的原因。摘得奧運

金牌後的馬龍說，這些年，自己的性格其實並沒有
發生什麼改變，他依然在堅持自己的風格。依舊是
每天訓練走得最晚的一個，還是大家心中的“勞
模”。

關鍵時失常 曾崩潰停滯
時間倒回到2013年6月。“真想有人過來撞我

一下，我好狠狠地揍他一頓”，這時的馬龍正經歷
運動生涯最低谷。就在一個月前，馬龍在巴黎世乒
賽男單半決賽中再次不敵王皓，無緣決賽。此前兩
屆世乒賽單項賽中，馬龍都是在半決賽中輸給王
皓。相比輸球，最為可怕的是比賽的過程中馬龍像
是不會打球一樣，場上的他幾乎都接不過王皓的前
三板就敗下陣來，場面相當難看。

一切都是心魔作祟。馬龍2007年薩格拉布世
乒賽就開始參加單打比賽。然而多年來，馬龍從未
收穫一個分量重的單打冠軍，停滯不前的同時，同
年齡段的張繼科卻以驚人狀態成就大滿貫。在競爭
激烈的中國乒乓球隊，這時馬龍已經被張繼科取
代。這樣的情況下，馬龍更着急想證明自己，但越
是這樣，馬龍越是背上了“想贏怕輸”的包袱，導
致屢屢在關鍵時刻失常。

穩定破綻少 迎接“龍時代”
但寶劍鋒從磨礪出，對於馬龍而言，2015年他

開始真正綻放，心魔逐漸祛除。他在這一年裡先後
拿到世乒賽、世界盃和國際乒聯巡迴賽總決賽三項
重要賽事的冠軍，幾乎將全部能拿的榮譽都拿了個
遍。

馬龍最大的特點是穩定，比賽中對手很難找到
他的破綻，這也是教練組對他最放心的地方。曾有
國外媒體用遊戲數值框給觀眾做了一個馬龍的六維
圖，結果他在防守、經驗、發球、力量、速度和技
術六個方面全部均為滿分。如今，心理上已日臻成
熟的馬龍，正迎來屬於自己的時代。

奧運“最輕鬆”工作 國球主帥上榜

女劍客孫玉潔
十歲離家終不悔 學業練劍兩不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珈琳鞍山報道）儘
管在6日的里約奧運會女子重劍個人賽爆冷止步
32強，中國女子重劍隊四朵金花之一的孫玉潔還
是在12日的女團決賽中頂住壓力貢獻了12分的
高分，最終雖無緣衛冕，但這塊獎牌對孫玉潔以
及遠在遼寧鞍山的父母和啟蒙教練而言，卻是給
24歲的她最好的生日禮物。

記者賽前在鞍山市軍事體育學校見到孫玉潔
母親何莉。經歷過女兒孫玉潔最初練劍時的不確
定，也見過負傷的她堅持訓練卻對探望的家人躲
躲閃閃，更忍耐着10歲離家、與家人在數不清
的節日裡無法團聚的遺憾，何莉的態度卻始終如
一，“既然選擇了，就不放棄”。眼圈泛紅的何
莉知道，這也是女兒的心聲。

孫玉潔的啟蒙教練、現任鞍山市軍事體育學
校擊劍隊教練的王威首先發現了她的天賦，彼
時，8歲的孫玉潔第一次接觸擊劍。作為隊裡年

齡最小的運動員，孫玉潔常常跟着比自己大四五
歲的大隊員一起訓練。儘管體能不同，但她總能
堅持下來，“大孩子跑多少你就跑多少”，本想
為她降低常規訓練難度的王威決定“一視同
仁”，更大地發掘孫玉潔的潛能。克服了最初對
項目的陌生感，孫玉潔開始固定每天下午進行4
個小時的常規訓練，“我就慢慢了解到這小姑娘
不一般啊”。

日上半天課 進校前六名
一旁的母親何莉對此則更有發言權，“我姑

娘小學二年級開始就練劍了，每天就上半天課，
但一點沒耽誤學習。有一回開家長會，老師第一
句就說，‘今天要特別表揚孫玉潔’，我當時還
有點懵，這孩子幹啥了？”何莉笑着說，“每天
訓練，成績還能排進全校第6”，老師的一番話
讓何莉記憶至今。

現在，孫玉潔還保持着這種學習態度，
2013年被北京大學錄取的她仍有大量緊張繁
忙的訓練和比賽，不過她還是堅持參加了學
校的每一場考試。“訓練一緊張和累的時

候，我就勸她，不行就休學一年吧，
可孩子告訴我，不想耽誤學習。”何

莉坦言，孫玉潔從小就好學
習、讀書，“現在在北大她也
沒什麼特殊待遇，跟普通學生
一樣，成績也都可以，到現在
還沒掛過科”。

乒乓“勞模”

■馬龍賽後
比出心形手
勢。 法新社

■馬龍奧運乒乓球男
單比賽奪冠，激動握
拳仰天吼。 中央社 ■馬龍比賽時動作迅速

（多次曝光）。中新社

■孫玉潔（左二）和隊友在一
起。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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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約奧運

馬龍小檔案
籍貫：遼寧鞍山
出生日期：1988年10月20日
項目：男子乒乓球

運動經歷：
■ 1993年開始在遼寧鞍山學習乒乓球。
■ 2001年轉至北京繼續學習。
■ 2003年進入國家隊。
■ 2014年4月，通過隊內投票當選中國乒

乓男隊隊長。

主要成績：
■ 2012年，在乒乓球世界盃比賽中獲得第

一個男子單打世界冠軍。
■ 2013年，蟬聯乒乓球亞洲錦標賽男單冠

軍，成為史上第一位在亞錦賽男單
三連冠的球手；2014年，奪
得了個人第4個亞洲盃冠
軍，再度成為奪得亞洲
盃冠軍最多的選手。

■ 2015年1月，馬龍獲
得乒乓球團體世界
盃冠軍；5 月 3
日，在蘇州世乒
賽男單比賽中
馬龍收穫個人
首個世乒賽男
單冠軍。

■ 2016年8月12
日，首次奪得
奧 運 男 單 冠
軍，實現個人
男單大滿貫。

資料來源：

百度百科

里約奧運各項賽事正“漸入佳
境”。除參賽選手外，賽場內的游泳
救生員、泳壇巨星菲比斯的隊醫、中
國乒乓球隊主帥也吸引了眾人的目

光，只因他們在做一份“最輕鬆”的工作。
里約奧運乒乓球女單決賽賽場上，未見中國乒

乓女隊教練孔令輝的身影。孔令輝決賽前接受媒體
採訪時就透露，自己不會去現場觀看決賽，“無論
是公開賽還是其他比賽都是這樣。”對此，孔令輝
解釋為：“都是自己人，電視上看得清楚。”自信

之情，溢於言表。

游泳救生員呆坐現愁容
至於里約奧運游泳賽場邊上，75名救生員百無

聊賴地坐在角落裡，等待着似乎不會存在的救援。
有人說：如果你認為自己的工作毫無價值，請想一
想奧運會游泳比賽現場的救生員們。看看那些憂愁
滿面的臉，仿佛一輩子都沒機會開工了一樣。據數
據表明，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奧運游泳運動員被救
過。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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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騰訊網

報道，這一次，馬龍沒有再跳上球枱激情

慶祝。在摘下無數運動員夢想中的奧運金

牌後，他的慶祝動作，只有一個簡簡單單

獻給自己的心形手勢，然後叫來張繼科，

一起手拿中國國旗向觀眾致意。10年時

間，馬龍完成了小將到主力隊長的跨越。

都說十年磨一劍，在里約，馬龍終於等來

了“寶劍出鞘”的一刻。正如他最喜歡的

那首歌曲《蝸牛》所唱：“我要一步一步

往上爬，當風吹乾流過的淚和汗，總有一

天我有屬於我的天”。

馬 龍
內
斂
小
伙
祛
心
魔

十
年
磨
劍
登
巔
峰

馬龍沒有張揚的性格，謙虛內斂甚至一度被認
為是他在成績上無法突破的原因。摘得奧運

金牌後的馬龍說，這些年，自己的性格其實並沒有
發生什麼改變，他依然在堅持自己的風格。依舊是
每天訓練走得最晚的一個，還是大家心中的“勞
模”。

關鍵時失常 曾崩潰停滯
時間倒回到2013年6月。“真想有人過來撞我

一下，我好狠狠地揍他一頓”，這時的馬龍正經歷
運動生涯最低谷。就在一個月前，馬龍在巴黎世乒
賽男單半決賽中再次不敵王皓，無緣決賽。此前兩
屆世乒賽單項賽中，馬龍都是在半決賽中輸給王
皓。相比輸球，最為可怕的是比賽的過程中馬龍像
是不會打球一樣，場上的他幾乎都接不過王皓的前
三板就敗下陣來，場面相當難看。

一切都是心魔作祟。馬龍2007年薩格拉布世
乒賽就開始參加單打比賽。然而多年來，馬龍從未
收穫一個分量重的單打冠軍，停滯不前的同時，同
年齡段的張繼科卻以驚人狀態成就大滿貫。在競爭
激烈的中國乒乓球隊，這時馬龍已經被張繼科取
代。這樣的情況下，馬龍更着急想證明自己，但越
是這樣，馬龍越是背上了“想贏怕輸”的包袱，導
致屢屢在關鍵時刻失常。

穩定破綻少 迎接“龍時代”
但寶劍鋒從磨礪出，對於馬龍而言，2015年他

開始真正綻放，心魔逐漸祛除。他在這一年裡先後
拿到世乒賽、世界盃和國際乒聯巡迴賽總決賽三項
重要賽事的冠軍，幾乎將全部能拿的榮譽都拿了個
遍。

馬龍最大的特點是穩定，比賽中對手很難找到
他的破綻，這也是教練組對他最放心的地方。曾有
國外媒體用遊戲數值框給觀眾做了一個馬龍的六維
圖，結果他在防守、經驗、發球、力量、速度和技
術六個方面全部均為滿分。如今，心理上已日臻成
熟的馬龍，正迎來屬於自己的時代。

奧運“最輕鬆”工作 國球主帥上榜

女劍客孫玉潔
十歲離家終不悔 學業練劍兩不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珈琳鞍山報道）儘
管在6日的里約奧運會女子重劍個人賽爆冷止步
32強，中國女子重劍隊四朵金花之一的孫玉潔還
是在12日的女團決賽中頂住壓力貢獻了12分的
高分，最終雖無緣衛冕，但這塊獎牌對孫玉潔以
及遠在遼寧鞍山的父母和啟蒙教練而言，卻是給
24歲的她最好的生日禮物。

記者賽前在鞍山市軍事體育學校見到孫玉潔
母親何莉。經歷過女兒孫玉潔最初練劍時的不確
定，也見過負傷的她堅持訓練卻對探望的家人躲
躲閃閃，更忍耐着10歲離家、與家人在數不清
的節日裡無法團聚的遺憾，何莉的態度卻始終如
一，“既然選擇了，就不放棄”。眼圈泛紅的何
莉知道，這也是女兒的心聲。

孫玉潔的啟蒙教練、現任鞍山市軍事體育學
校擊劍隊教練的王威首先發現了她的天賦，彼
時，8歲的孫玉潔第一次接觸擊劍。作為隊裡年

齡最小的運動員，孫玉潔常常跟着比自己大四五
歲的大隊員一起訓練。儘管體能不同，但她總能
堅持下來，“大孩子跑多少你就跑多少”，本想
為她降低常規訓練難度的王威決定“一視同
仁”，更大地發掘孫玉潔的潛能。克服了最初對
項目的陌生感，孫玉潔開始固定每天下午進行4
個小時的常規訓練，“我就慢慢了解到這小姑娘
不一般啊”。

日上半天課 進校前六名
一旁的母親何莉對此則更有發言權，“我姑

娘小學二年級開始就練劍了，每天就上半天課，
但一點沒耽誤學習。有一回開家長會，老師第一
句就說，‘今天要特別表揚孫玉潔’，我當時還
有點懵，這孩子幹啥了？”何莉笑着說，“每天
訓練，成績還能排進全校第6”，老師的一番話
讓何莉記憶至今。

現在，孫玉潔還保持着這種學習態度，
2013年被北京大學錄取的她仍有大量緊張繁
忙的訓練和比賽，不過她還是堅持參加了學
校的每一場考試。“訓練一緊張和累的時

候，我就勸她，不行就休學一年吧，
可孩子告訴我，不想耽誤學習。”何

莉坦言，孫玉潔從小就好學
習、讀書，“現在在北大她也
沒什麼特殊待遇，跟普通學生
一樣，成績也都可以，到現在
還沒掛過科”。

乒乓“勞模”

■馬龍賽後
比出心形手
勢。 法新社

■馬龍奧運乒乓球男
單比賽奪冠，激動握
拳仰天吼。 中央社 ■馬龍比賽時動作迅速

（多次曝光）。中新社

■孫玉潔（左二）和隊友在一
起。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C5體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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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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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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6年8月13日 Saturday, August 13, 2016

 

中文课从学前班至 AP中文,采用简体字和汉语拼音授课。
才艺课设有 AP Java 入门， Scratch Programming，演讲, 
辩论, 新加坡数学, MathCounts, SAT / ACT 数学，心算
速算，SAT 英文,小学英文阅读写作,小学 GT 预备,素描
与水彩绘画, 卡通漫画与亚克力吹画, 基础绘画与趣味手
工,篮球小班和中班( NBA 球员任教 ), 国际象棋, 摄影
成人班, 羽毛球少年班和成人班, 免费国学课堂等课程。 
 

                  

                                              
 
 

            

   

 
 

        
        

                                                                    
 

   

    

 

 

学校新址：2553 Cordes Dr. Sugar Land, TX 77479 
学校网址：http://www.hschineseschool.org 

* 学校介绍: 师资力量强大,教学质量上乘,糖城最具规模,影响最大的非营利中文学校。 
* 教学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以兴趣为先导,以精讲为原则,以应用为目标。 
* 办学特色: 以质量求发展,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语言基础,采取灵活多样教学方式； 
            博取众多教材之优点,取长补短,建立了一套华盛独特的教学方法。 
                            
 网上报名 学校缴费 

 

请登陆 www.hschineseschool.org 
点击“2016 秋季学期网上报名链

接（周六或周日）”即可登记 

上课时间: 9:30 am - 1:30 pm  (周六 ) 
           10:30am - 5:00pm  (周日) 
联系信箱：info@hschineseschool.org 正在招聘富有经验，充满爱心和责任心的中文和才艺老师 

 

   联系电话：281-277-8030  713-570-6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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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HOUSE 
8 月 14 日 2:00-4:00pm 

同时注册缴费 
    （新校址） 

英超賽季前
熱 身 賽 ， 曼 城
2-3不敵阿森納，
新浪為您送上比
賽精彩瞬間。

曼
城2

-
3

阿
森
納

男子舉重62KG
哥倫比亞選手莫斯克拉奪金

巴西裏約熱內盧，2016裏約奧運會舉重男子62KG決賽，哥倫比亞
老將菲格羅亞-莫斯克拉奪冠。

女子7人橄欖球澳大利亞奪金

C8臺灣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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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的女性要學會寵愛自己，不管是
透過美妝、美食也好，一定要知道如何做自
己與愛自己。」時尚媽咪 Melody 與 Yahoo 
TV 合作，推出網路直播節目《Melody 瘋時
尚》，要教大家用時尚態度愛自己，現場
Melody 更拿出甜點馬卡龍要向主持人黃子佼
「請益」，請教他如何靠直播培養出 3 千萬
瀏覽量。

網 路 平 台 Yahoo 奇 摩 9 日 舉 行 Yahoo 
TV 開台記者會，正式宣布加入跨螢直播的
行列，未來將會以新聞財經、娛樂綜藝、體
育電競、生活美食等領域製播節目，並透過
「直播」的方式與網友互動，希望成為新興
的影音瀏覽趨勢。除了娛樂節目，Yahoo TV
也將直播體育賽事，今年更將攜手統一獅直

Yahoo TV 開 台   Melody 瘋 時 尚 玩 直 播

昆凌傳再懷孕 周杰倫放「超聲波」油畫

《美好年代》迎戰鬼月禁忌多
布魯斯膽小要人陪睡

穿 23 年前打歌服重回西門町
《美好年代》孫耀威酷暑賣笑 緊黏劉奕兒

華視新聞雜誌 7 獲社會光明面獎 !

于美人 8 日最後一次進棚錄 JET「新聞挖挖哇」，神秘嘉賓陳立宏驚喜現身，當場讓她
淚灑攝影棚，陳立宏因病無法久站，講話略嫌吃力，于美人忍不住哽咽：「你怎麼會來？太
麻煩你了！」陳立宏說，很意外于美人竟然會離開節目，無論如何也要來送于美人，情義相
挺的畫面令人動容。

于美人分享最後一次錄影心情，表示自己「很平靜」：「其實我們也不會分開太久的時
間，因為還是在同一個圈子嘛，只是這個節目畫下一個句點，但也是新的展開，我很祝福。」
鄭弘儀也坦言不捨，「但正如美人的名言所說，放手才是最好的祝福」，不過對於兩人從戰
友變對手，鄭弘儀說：「還好啦，朋友是朋友，節目是節目。」于美人也表示對打的節目有
太多，不會因此影響友情。

她在主持節目期間歷經生子和婚變，「挖挖哇」見證過她不少人生大事，她有感而發：
「很謝謝在我人生最困難的時候，節目團隊和老闆都給我最溫暖的支持，讓我可以走過來，
所以這個節目結束，我一點怨都沒有，因為我們美好的仗已經打過。」而製作單位找來 11
位來賓歡送于美人，其中罹患腦癌的陳立宏拖病體現身，讓于美人當場潰堤，鄭弘儀還故意
問陳：「以後要看『挖挖哇』還是『國民大會』？」陳立宏機伶回「我家有三台電視」，笑
翻全場。

陳立宏久未現身，看來氣色頗佳，只是走路還需要倚靠拐杖，他坦言現在視力受影響，
也還無法寫字，但慶幸的是癌細胞目前都已經清除，「我現在就是往前走，都已經遇到這種
事情了，還能怎麼樣？我已經不太去想以後怎麼樣，每天快快樂樂的，最重要。」

又是得獎的好消息！華視記者蘇瑋婷和
張書堯，日前報導桃園少輔院生透過學習音
樂，翻轉人生，這則專題報導，榮獲 2016
年社會光明面新聞獎。這是華視新聞雜誌節
目，自 2010 年以來，第七度連續蟬聯這份獎
項，也讓優質的華視新聞團隊、再受肯定！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的這一天，決賽地
點，氣氛緊張，五位選手一下車，我們的畫
面也得經過處理，因為他們都是桃園少輔院
收容的感化少年，過去吸毒、殺人未遂、傷
害等刑案被捕，每個人都背著前科。但如今，

製作人：台灣綜藝已一腳踏入棺材

播 60 場主場賽事。
Yahoo 奇 摩 董 事 總 經 理 王 興 表 示，

Yahoo TV 除了持續推動先前成功的影視經
驗，更將透過精選優質內容、建立同好社群
等優勢，吸引不同族群，在線上影音的藍海
拼出差異化。

已與 Yahoo TV 合作《佼心食堂》一年
多的黃子佼也說，外界普遍質疑台灣演藝圈
面臨寒冬，其實影音時代的來臨，正是提供
綜藝圈嶄新的發展契機。

除了黃子佼與 Melody，Yahoo TV 也網
羅了政治新秀苗博雅、星座專家唐立淇、氣
象達人彭啟明、時事評論家侯漢廷等不同領
域的名人，以各自的專業才華，製作直播節
目。

孫耀威日前客串中天、中視戲劇《美好年代》，
演的角色正是 20 年前的自己！他為此搬出 23 年前的
封箱打歌服，因外型身材幾乎沒變，照樣合穿，「還
好我這些日子沒有改變很多，好像還變帥了一點！」
他與製作人王珮華因合作《女王的誕生》建立好交情，
這次接到邀約二話不說來台相挺，且分文未取，情義
無價。

頂豔陽拍戲不累
孫耀威說，他是抱著好玩的心態想演看看 20 年前

的自己，「演起來覺得滿 OK 的。且一穿上 1993 年的
打歌服就像回到當年。」

這次拍攝地點在西門町，勾起他的美好回憶，「我
之前常在西門町混，下了通告後，L.A. Boyz 就帶我去
吃漢堡、打保齡球。」

敬業的孫耀威頂著豔陽拍戶外戲，完全沒喊累，
汗流浹背也始終帶著親切笑容，「我一直很希望再來
台灣拍戲，這次很過癮，常常覺得很多回憶在台灣，
每次來都特別開心。」當天他拍到最後一刻才飛車趕
往機場搭最後一班飛機返港，讓劇組人員感動又敬佩。

劉奕兒甜喊老公
這場戲是劉奕兒在大街上險被車撞而巧遇偶像，

孫耀威形容：「我們已有肌膚之親，而且是很黏的那
種！」劉奕兒害羞解釋，因天熱一直流汗，所以被偶
像摸到她黏黏的，實在很不好意思。她入戲深，戲裡
喊孫「老公」，戲外也成了他的鐵粉，看到本尊時少
女心大噴發，「我一直癡癡遠望，他的笑讓我無法招
架，他這種笑起來很無害的男生，最吸引人了。」孫
耀威還貼心送她小電風扇，讓她等戲時可以涼快。

他們放下武器，改拿樂器，舞台上展現絕佳
默契。

從看不懂五線譜，到最後勇奪全國第三
名，還贏過好多高中音樂班，他們的逆轉人
生，感動了身邊的每一個人。華視記者蘇瑋
婷、張書堯，採訪製作、「少輔院生的春天」
專題、榮獲 2016 年社會光明面新聞獎。而這
也是華視新聞雜誌節目，自 2010 年以來，第
七度連續蟬聯、這份獎項，也讓優質的華視
新聞團隊再受肯定！ 

「周董」周杰倫與昆凌，去年婚後
誕下女兒「小周周」，昨日度過台灣第
一個父親節，但周董竟然在網上發放一
張像「超聲波」的油畫，有粉絲留言指
畫中看見嬰兒，可能意味昆凌有第二
胎，周董未有表態，但所屬的杰威爾則
只表示，是一幅大師的油畫，令人更有
遐想。

昨天是台灣的父親節，取其諧音 8
月 8 日「爸爸節」，最吸引的莫過於周
董發放的照片，他在社交媒體留言，「杰
倫：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父親節禮物 ... 哈
哈」，還附上一個「哈哈笑臉」。粉絲
瘋狂留言，有人說「仔細看右下角超音
波紋中出現小 baby 像，傳言早預計顯示
說大牌周天王又將要準備迎接第二胎新
生兒誕生了」，周董未有否認更令人相

信傳言是真的。亦有粉絲指，是因為佗 B 未滿三個月，所以周董不敢直說。 

許多老牌談話節目近日傳出變動，
于美人遭主持 14 年的《新聞挖挖哇》
辭退，謝震武主持 9 年的《今晚誰當家》
也驚傳收攤，預定轉型、早已不錄影，
對於這種景況，製作人黃裕昇表示，大
環境不好，其實不只談話節目，台灣綜
藝已一腳踏入棺材。

曾經紅極一時的談話性綜藝節目，
近年逐漸凋零，根據《聯合報》報導，
製作人焦志方表示，以《康熙來了》為
例，不僅有收視率又得到電視台資金加
碼，才有發揮空間。另外，觀眾也扮演
某種程度的關鍵，雖然《今晚誰當家》
不斷嘗試變更形式，但觀眾不埋單，製

作單位也很辛苦。
「以後只會越來越糟。」黃裕昇則認為，現在節目的廣告量無法負荷製作費，市場嚴重萎縮，由此可見，

不只談話節目崩解，台灣綜藝已一腳踏進棺材，不如恢復老三台外製外包模式，讓製作單位有更多空間，也呼
籲政府多加作為。

陳立宏抱病現身
于美人最後一次錄「挖挖哇」淚崩

農曆七月鬼門開，中天、中視《美好年代》
男、女主角布魯斯、劉奕兒自曝都是俗辣、膽小
鬼，鬼月禁忌多！外型超 Man 的布魯斯說自己鬼
月不吹口哨，「鬼」字也絕對不能說，就連旁人
不小心說到這個字，他還會生氣叫對方不要說。
陽光美女劉奕兒愛運動，但因爸爸嚴令禁止，她
農曆七月絕對不會去海邊玩水。

絕不看恐怖片
劉奕兒說，小時候看電影《七夜怪談》後，

整整１星期睡不著，從此不敢再看鬼片，尤其農
曆七月絕不看恐怖片。也因超膽小，晚上睡覺即
使尿急，絕不會半夜起床上廁所，就怕一開門看
到不該看的。

布魯斯不僅鬼月禁忌多，平常到外地工作住

飯店，也都要找人陪睡，有次須自己睡一間，他
還抱著枕頭、棉被窩到浴缸，才能安心入睡，理
由是「床太大，睡在房間有種像是睡在籃球場的
莫名空曠感，會沒安全感，怕怕的。」

同劇的池端玲名膽子超大，她說，家鄉有個
地方死過很多人、鬧鬼傳聞多，外頭還貼禁止進
入標語，她卻曾和朋友到該處探險，結果探完險，
車子就拋錨發不動，同行朋友也突然一直嗜睡，
那輛車１個月後就出了嚴重車禍。

安俊朋樂慶生
《美好年代》昨為安俊朋慶祝 22 歲生日，他

劇中唯一吻戲是和布魯斯男男吻，為犒賞壽星，
劉奕兒、池端玲名、大文三姝獻上火熱紅脣，在

他臉上蓋印章，突來的豔遇讓壽星好害羞。
原本大家起鬨池端玲名和他嘴對嘴，一旁的

楊銘威和布魯斯竟吃味大喊「不可以」。被問到
最喜歡誰的吻，他說「親臉頰沒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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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麗脫俗的野百合藝術團,及舞藝精湛的雲裳舞團上週六於洛城圖書館演出轟動。
與劇院遙觀不同,觀眾得以近距離精研每一節目，並感受到舞者的氣質與激情，溫馨氛
圍有如家庭。主任Judy Ku讚譽有加,力邀明年務必回館公演。

Gaithersburg Library馬州蓋城圖書館聞風跟進，特邀舉辦亞洲歌舞文藝展，歡迎僑
胞扶老攜幼，踴躍前來欣賞，共度一個愉快的週末。

此次將由翩翩舞團及野百合藝術團聯合演出。節目精彩紛呈,20個節目皆為精選之
作。除獨唱《牧羊曲,When We Were Young》詩誦《等待,感恩的心》巴烏《婚誓》葫
蘆絲《望春風》形體舞《女兒情》印度《東方舞》外,中國古典舞《望月》旗袍舞《茉
莉花》單扇《月亮花開》雙扇《嬌俏》長扇《好日子》;族裔舞蹈:藏族《卓瑪》蒙族

《草原上的月亮》維族《最美
是新疆》傣族《彩雲之南,月光
下的鳳尾竹》。壓軸為百老匯
式青春旗袍現代舞《南屏晚鐘
》。 最後觀眾可加入即興歌舞
節目，此次免費表演:

大華府區正昇財務顧問公司總裁張文進博
士，將于8月13日及20日舉辦 「年金」及 「投
資節稅策略」講座，從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 止 ， 報 名 請 洽 Grace， Lily 或 Casey，
240-479-2688 分機 1001 或 admin@uprightplan-
ning.com。講座地址是 15245 Shady Grove Rd.
(North Entrance), Rockville, MD 20850。

8月13曰的講題是 「終生收入年金」，人
一輩子靠以維持家計的那份薪水，在退休後即
消失，如何建立一份薪水，讓一輩子都能享用
，以保障退休生活，是您一輩子努力工作的目
標。終生收入年金是取代那份消失薪水的最佳
投資選項。它提供一輩子皆有收入，且收入只
會上漲，絕對不會下跌。

當股市上漲時，終生收入年金的價值也隨
著上揚，因此您的終生收入也會跟著升高。當
投資下跌時，您的收入絕對不會下跌；只要你
活著，保險公司就會持續的提供收入，即使您
的年金價值已為零。

年金的主要設計是給自己用的，但某些產
品也可以做資產轉移，投資者應依據自身的需
求，選擇適切的產品。 「自用並可轉移」終生
收入年金，提供您終生收入，但當人過世時，
受益人將可領回本金或最高值。這種可自己用
，且不降低留給受益人的投 資方式，非常適合
亞裔人士的理財觀念。

舉例說明，陳先生在 65 歲存入年金 40 萬
元，每年的保障收入是2萬元，有可能增加，
絕不會降低，假設25年後陳先生過世，年金價
值只剩10萬元，陳先生的受益人將領回40萬元
。反觀若陳先生過世時的年金價值是70萬元，
陳先生的受益人將領回70萬元。

除了投資型年金外，張博士也將詳細解說
並比較指數型及固定型年金的優缺點，並綜合

分析年金的適用性，您絕對會很清楚的瞭解那
一類型的年金，能幫您達到財務目標。

8月20曰的講題是 「投資節稅策略」，投
資就是要賺錢，也希望能保本，張博士建議投
資人應依時限，設立短中長期的投資標的，如
此一來，投資方向才易落實，目標也較易達成
。

張博士將解說如何善用 「終生收入年金」
、 「商業房地產投資信託」及 「資產管理投資
策略」，達成短期中期及長期的投資目標。

「商業房地產投資信託」的優點是利息穩
定，具成長潛力，並可延稅。商業房地產投資
範圍廣，且資本額較高，投資者可以購買商業
房地產投資信託為投資工具。

銀行及債券的利率超低，無法對抗通膨。
股票雖是好的抗通膨投資，卻不一定能保本。
房地產的價值及房租，會因利率上揚而上昇，
應是您保本保值及穩定收入的好投資。長久以
來房地產一直是抗通膨的好投資，超過半數的
美國富人是靠房地產致富的，其成長潛力不容
忽視。

股市投資就是會上下起伏，若能將股市投
資定位於長期投資的標的，那麼股市波動反而
是機會而非危機。股市投資要是不賺錢，怎麼
會有那麼多人力及資金投入在股市？

股市投資主要分戰略型投資及戰術型投資
，戰略型投資就是一般人熟悉的分散風險策略
，戰術型投資則注重於技術層面的分析。此二
型投資各有其優缺點及其適用性，股市平穩向
上時，戰略型投資占上風，股市高低變化大時
，戰術型投資占優勢。張博士建議您應該二種
策略皆用，他將解說如何善用二種策略，在不
同時機用不同比重，來爭取最大利益。

張文進博士8月份二場財務講座 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蓋城舉辦夏季歌舞秀

大華府青少年［中華說唱藝術--數來寶比賽
］原訂於八月27日假蓋城的華府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舉行，有鑑於許多家長表示：有意讓孩子參加
比賽接受磨練, 但由於八月底暑假才剛結束，諸
事尚未上軌道又忙著開學，無法參加，頗為遺憾
！主辦單位因而決定延期至九月24日（星期六上
午十點）舉行，地點亦改為位於馬州洛城市中心
的龍林學苑（112 W. Montgomery Ave., Rock-
ville, MD 20850; Tel: 240-460-4594）青少年
［數來寶比賽］是一項鼓勵性的青少年語文競賽
，參賽者通通有獎，各組前三名還有獎學金，歡
迎家長為孩子報名參加。

主辦單位表示：［數來寶比賽］是磨練孩子
口才和挫折忍耐力的良機！海外華裔下一代若能
學說說唱唱的 「數來寶」，不但可以提昇中文能
力並認識中華文化，更讓孩子可以由 「被動學習
」轉為 「主動學習」，大大提昇其學習中文的意
願。此外，由於 「數來寶」是一種 「表演藝術」
，學習者可以在任何時間或場合表演，是非常
「學以致用」的學習。以下是各組［數來寶比賽

］的指定項目，您的孩子也能上臺流利地說出下
列這些繞口令和數來寶嗎：

［兒童組指定項目］＜一根竹子八十八個節＞
一根竹子八十八個節，八十八片葉，八十八隻八
哥子，在八十八片葉上歇。
八十八個老頭子，拿著八十八根木棍子，要打八
十八隻八哥子，
不許八十八隻八哥子，在八十八片葉上歇，
八十八隻八哥子，就不在八十八片葉上歇。
［青少年組指定項目］＜四和十＞

四和十，十和四，四十，十四，四十四。
四個四，四個十，四個十四，四個四十，四個四
十四。

十個四，十個十，十個十四，十個四十，十個四
十四。
十四個四，十四個十，十四個十四，十四個四十
，十四個四十四。
四十個四，四十個十，四十個十四，四十個四十
，四十個四十四。
四十四個四，四十四個十，四十四個十四，四十
四個四十，四十四個四十四。
* 自選的數來寶可參考以下，或挑選其他任何數
來寶一則：

＜環保數來寶＞ （採自http://blog.xuite.net/
wasamie/168/25546038）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們是環保小尖兵。你丟我撿
有意義，亂丟垃圾就要抗議。
廢物利用有創意，資源回收莫忘記。你我齊心作
環保，青山綠水永得保。
知福惜福再造福，後代子孫有幸福啊有～幸福！

＜象棋數來寶＞ 林秀蘭作
下象棋，真有趣，可以鍛鍊專注力。先動頭腦再
動手，仔細想好再下棋。
起手無回大丈夫，不論輸贏要講理。勝不驕，敗
不餒，輸了不可以生氣。
下完棋，說謝謝，並且要收好象棋。這局輸你沒
關係，回去我會再努力。

＜十二生肖數來寶＞ 林秀蘭作
數來寶，數來寶，所有動物來賽跑：
第一名是小老鼠，吱吱叫呀吱吱叫；第二名是大
水牛，哞哞哞哞很勤勞；
第三名是大老虎，生起氣來好威風；第四名是小
白兔，耳朵長長眼睛紅；

第五名是飛天龍，騰雲駕霧好神氣；第六名是扭
扭蛇，扭過來又扭過去；
第七名是千里馬，駕駕駕駕很會跑；第八名是羊
咩咩，咩咩叫呀愛吃草；
第九名是頑皮猴，一天到晚惡作劇；第十名是大
公雞，咕咕咕咕叫醒你；
十一名是大黃狗，汪汪叫呀好保鑣；十二名是小
胖豬，好吃懶做愛睡覺。
十二生肖到齊了，玉皇大帝開口笑，送給大家好
禮物，說大家：

認真聽話，努力學習，都是好寶寶。

＜超級市場數來寶＞ 林秀蘭作
數來寶呀數來寶，超級市場來尋寶。你挑乾貨我
買菜，華人超市生意好。
西點麵包香噴噴，大白兔糖弟弟要；媽媽挑了枇
杷膏，爸爸最愛去買報。
鮮魚螃蟹和龍蝦，茄子苦瓜和豆苗；蘿蔔芥蘭綠
豆芽，想買什麼自己挑。
麻油米酒豆瓣醬，奶奶作菜不可少；木耳豆腐和
香菇，有益健康好味道。
肉乾荔枝和蜜餞，美國店子買不到；當歸枸杞和
紅棗，冬天進補靠中藥。
酸梅煎餅牛奶糖，春捲蛋塔水蜜桃；猜猜什麼我
最愛？海苔水餃蘿蔔糕。

＜親戚數來寶＞ 林秀蘭作
數來寶呀數來寶，我的親戚真正好！有男有女有
老少，聽我一一來介紹：
我的爸爸是父親，我的媽媽是母親，爸爸媽媽的
親人，都是我的好親戚。
爸爸的爸爸是祖父，爸爸的媽媽是祖母；媽媽的
爸爸外祖父，媽媽的媽媽外祖母。
姑媽的先生叫姑丈，阿姨的先生是姨丈；叔叔的
太太叫嬸嬸；伯伯的太太是伯母。
舅舅也叫做 Uncle，舅媽就是我 Auntie；Uncle
Auntie 的小孩，英文通通叫 Cousin。
表妹堂妹有區別，表哥堂哥不一樣；讓我慢慢告
訴您，中文稱呼有名堂。

叔叔伯伯的兒子，是我堂哥和堂弟；叔叔伯伯的
女兒，是我堂姐和堂妹。
姑媽阿姨和舅舅，也有兒子和女兒；男生是我表
兄弟，女生是我表姐妹。
同姓就叫做堂親，異姓就叫做表親；我的堂親和
表親，都是我的好親戚呀好～親～戚！

＜猜謎數來寶＞ 林秀蘭作
數來寶，數來寶，數來數去都是寶，今天我們來
猜謎，絕不跟你胡說八道。
我出題目你回答，我動嘴巴你動腦。千萬不要不
專心，胡思亂想可糟糕。
ㄟ，題目來了，(你) 可得仔細聽，(我) 給你三個
寶：
第一寶，彎彎一座橋，架得半天高；顏色雖漂亮
，沒人走得到。這是什麼誰知道？
第二寶，說鳥不是鳥，躲在樹上叫；自以為都懂
，其實不知道。這是什麼誰知道？
第三寶，人人有個好朋友，烏黑身體烏黑頭；燈
前月下陪著你，可是從來不開口。這是什麼誰知
道？

＜中醫養生數來寶＞ 林秀蘭作
數來寶呀數來寶，中醫養生有法寶。一天到晚吃
東西，什麼食物真正好？
潤肺化痰靠水梨，蘋果止瀉營養高。多吃木瓜助
消化，解壓專注靠香蕉。
花菜蘑菇抑制癌，芹菜有助血壓高。綠豆清熱又
解毒，生薑治暈和感冒。
當歸補血又抗老，增強體力靠紅棗。蓮子養心又
安神，枸杞明目消疲勞。
生津補氣又強身，人參稱王在百草。

參加就是贏家！這是一個鼓勵性的比賽，人
人有獎，所謂“玉不琢, 不成器。”讓我們一起
來磨練孩子，鼓勵孩子參加［數來寶比賽］！
報名表請上龍林學苑網站自行下載：www.drag-
onworldschool.com，詢問請電［龍林學苑］：
240-460-4594。

鍛鍊口才並提升中文能力，請鼓勵孩子參加！

時間： 8月27日 (週六) 2pm-4pm

地點: 馬州蓋城圖書館

Gaithersburg Library

18330 Montgomery Village Ave.,

Gaithersburg, MD 20879

公車Ride On Bus:55,56,58,59可到

詳情:

www.montgomerycountymd.gov

(240)773-9490

大華府青少年［數來寶比賽］延至九月24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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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襲往年傳統，以“戶外散心，交友聊天”為主題，意在活
躍遠離家鄉故土的安徽鄉親及朋友們間的相互瞭解、互相交流以
解思鄉之情，安徽同鄉聯誼會組織廣大鄉親和朋友于2016年8月
6日星期六中午在維吉尼亞州的大瀑布公園舉行了夏季燒烤、野
餐聚會。
安徽同鄉聯誼會是為了方便在美國尤其是大華府地區工作、學習
和生活的安徽人士及親友相互增進瞭解、聯絡鄉情、交流經驗、
互相幫助而成立的；會員組成主要是原籍安徽或在安徽學習工作
過，以及對安徽感興趣、願為安徽做貢獻者及其親友。一般來說
每次參加活動的住在馬里蘭州的鄉親和朋友居多，所以聯誼會理
事會為方便維吉尼亞州和馬里蘭州兩邊的朋友，特意把這次聚會
地點選在了風景美麗的維吉尼亞州的大瀑布公園。
聯誼會的每次活動都離不開大家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理事會成員
的辛勤付出。這次野餐燒烤聚會也不例外，從會長、副會長到理

事們，能參加的都盡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理事會曾召
開了兩次會議，就地點的選擇、各項任務的安排一一
落實。聚會當天每個人更是站好自己的一班崗，把事
先安排好的任務出色完成，包括提前安排、佈置場地
，準備燒烤食品，領取從川來串去餐館定購的食品；
到聚會當中幫忙分菜以及餐後的清理工作，都井井有
條，為聚會的順利進行提供了保障。更高興的是這次
聚會得到了大家的積極回應。雖然處於夏季休假高蜂
，仍然有近40家、80多位鄉親和朋友如約相聚。雖然
天氣有些濕熱，但沒人抱怨。大家聚會當中邊吃邊聊，學業
、工作、家庭、選舉面面具到。除了見到很多老朋友，又結
識了不少新朋友，不亦樂乎！聚餐結束後，大多數家庭還去
觀賞了風景如畫的瀑布，還有的選擇了更有挑戰性的徒步旅
行，意猶未盡。
聚會當中徐礪新會長除了歡迎大家的參與外，也感謝眾多鄉
親和朋友一如既往的對安徽同鄉聯誼會的支持與厚愛。一個
很好的例子就是索賠專家鐘家鈺先生，也希望大家以後對他
的業務給予支持。對於聯誼會下一階段的活動安排，名譽會
長許綱就安徽同鄉聯誼會準備和馬里蘭州、安徽省州省友好
協會聯合主辦中秋聚會的設想和大家作了一個簡要說明，具
體事宜由名譽會長許綱和石德秀負責，具體情況聯誼會會在
隨後的通知裡向大家詳細介紹。同時關於捐款給前段時間遭
受特大洪災的安徽鄉親們的事宜由創會會長陳華堂負責，現在仍
在進行中，有意捐贈者歡迎和我們聯繫。
此外，今年是大選年，安徽同鄉聯誼會一起積極參與華盛頓地區
同鄉會聯合會關於鼓勵華裔參政、議政的活動，鼓勵大家參與
11月份的大選。許鵬理事特意在現場佈置、宣講參選的重要性

並開展了協助選民登記等事項。
聚會在不知不覺中就到了尾聲，大家吃得高興、玩得開心，見老
友、交新朋，帶著美好的心情期待下一次重逢！
http://afa.chineseconnection.org/index.html
安徽同鄉聯誼會供稿

安徽同鄉聯誼會夏季野餐燒烤聚會歡樂舉行

美 國 華 人 生 物 醫 藥 科 技 協 會
(CHINESE BIOPHARMACEUTI-
CAL ASSOCIATION, USA CBA)和
美京華人活動中心(Chinese Culture
and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CCACC)合作，將組織一系列的研
討會，旨在為生物科學研究領域的
專業人士，提供獲得藥物開發和銷
售許可的更深層次解讀的機會。

華人生物醫藥科技協會和美京華
人活動中心合辦的第一次研討會，
訂於 2016 年 8 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在美京華人活
動中心二樓會議室舉行。中心二樓
地址是 9318 Gaither Road, Suite 215,
Gaithersburg, MD 20877。誠邀有興
趣的各界人士加入，學知識、會專

家，註冊電郵是contact@cba-usa.org
。

研討會的主講者是生物製藥行業
或監管機構方面的專家，具備實戰
經驗，將和所有與會者分享其專業
知識。第一次研討會的主題是：藥
物研究、開發和市場行銷批准策略
。主講者是 Lisa Pitt, Vice President,
Global Regulatory Affairs, Premier
Research. Cassandra Hoffman, BS,
PMP, GPM Manager, AstraZeneca.
Ke Zhang, PhD, Office of New
Drugs, CDER, FDA.

參加費用為每人$5.00；CBA、
CCACC、NIH-CSSA and ASQ509
會員免費；午餐免費提供Pizza。請
瀏覽網站 www.cba-usa.org。

為歡迎海外僑胞踴躍返國參加中華民國
105年十月慶典活動，僑務委員會自即日起開
始受理報名作業，其中個別僑胞請於即日起
至截止日8月31日期間，自行採取網路、傳
真或通訊方式報名，報到現場不接受臨時報
名；另僑團組團返國，每團人數以10人至40
人為原則，報名僑團請於8月31日前填妥慶
賀團團冊及團員清冊送交華府華僑文教服務
中心彙辦。

本年十月慶典活動內容包括10月9日下
午於臺北小巨蛋舉行四海同心聯歡大會；10
月10日上午於總統府廣場舉行國慶大會（本
項活動採報名登記制，並按先後順序接受登
記，額滿後不再受理）。另為鼓勵僑胞遊覽
寶島風光，本年十月慶典僑胞參訪活動補助
，限參加僑委會甄選合格之旅行社所提供行

程(需於9 月 1 日(含)以後入境)得申請旅遊補
助，其活動期間限10月3日至17日止，每人
以新台幣 2,400 元（約美金 75 元）為補助上
限。

相關活動須知及僑胞登記表可至僑委會
網站http://www.ocac.gov.tw下載，或於上班
時間（週二至週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電
洽華府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聶小姐，

電話：301-869-8585分機116
或e-mail：cctecro@verizon.net。

Culture Center of TECRO
901 Wind River Lane,

Gaithersburg, MD 20878
TEL:301-869-8585
FAX:301-869-8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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