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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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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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rch 4, 2017

每位
9-12岁儿童和65岁或以上老人工作日午餐每位$12.99
晚餐&周末每位$15.99（须出示ID）; 限時一個半小時

仅限休斯顿门店：
848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 771-1153;
5901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77057
(713) 975-0687;

活动截止日期：10/3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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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治治
主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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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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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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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地產預購新屋﹑舊屋﹑拍賣屋,辦公大樓公寓屋

281-798-0868（手）
281-561-7275

1919年豐富房產經驗年豐富房產經驗
住

家

商

業

住家專精﹕西南區﹑醫學中心﹑糖城﹑Katy﹑Pearland
商業專精﹕店面﹑倉庫﹑購物中心﹑辦公大樓招租﹑

買賣管理﹑土地投資
Email:tsuiweihuang@yahoo.com

蕭翠薇蕭翠薇

★西南區平房,近2000呎﹐全磚2003年﹐全新裝修﹐售$218,000
★I10 & Memory Townhouse 2-2.5-2車庫,狀況極佳
現有房客租$1300 叫價$138,000

★中國城附近Townhouse 2-2-2車棚 叫價$52,000
★中國城Condo(樓下)1房1衛﹐全新裝修$30,000
★西南區Townhouse 2樓 2-2-2車庫$69,900
★288&H6,17畝地 $1,200,000
★西南區﹐辦公樓出售﹐設備齊全﹐$275﹐000
★查封屋 Shopping Center 請電281-798-0868

中國城地王全新裝潢公寓，位於敦煌，陽光和王朝廣場旁，幾分
鐘可走路去中國城各個超市，銀行及餐廳！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2-8100

百
樂
公
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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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7年3月4日 Saturday, March 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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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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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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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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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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高血糖及其併發症 血糖偏高、糖
尿病及其併發症
（2）神經系統疾病 神經衰弱、腦萎
縮、抑鬱症
（3）免疫系統疾病 免疫功能下降引
起的易感冒、易疲勞，及由此引發的
免疫系統疾病。

輔助治療
失眠及失眠後遺症
˙短暫性失眠
˙短期性失眠
˙頑固性失眠
˙及失眠引起的後遺症

適用症狀

失眠、緊張 不用愁！

7天讓你不再依賴安眠藥!

《靈芝安神膠囊》
免疫、安神雙重功效，中老年人、青年學生都可服用！

成份
取材于中科院黃山基地赤靈芝，高濃縮萃取其多糖精華，增強細胞分裂能
力，促使腦幹分泌出內源性睡眠因數繼而促使人體自然入眠，從根本上保
證人體根據睡眠規律自然入眠

作用
機理

迅速改善人們紊亂的神經-內分泌-免疫網路及全身各系統，達到治療、強
身的目的。從根本上走出 「藥越吃越多，失眠病越治越重」的怪圈。

經大量臨床試驗表明，該產品具有改善睡眠、安神養氣、提高
免疫等生理功能，且無任何毒副作用。2001年經國家衛生部
專家組驗證，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產保健品批准證書》。

每瓶40美元 (60粒)SINO-SCI

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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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誠徵﹕企檯﹑出納﹐有意者面洽）

星期六 2017年3月4日 Saturday, March 4, 2017



CC44體育消息

美國專利產品【骨精華】火了！消除關節疼痛 
延緩骨質疏鬆

一、美國專利【骨精華】火了

美國專利產品【骨精華 Bone Essense】上市十年來，

好評如潮，用戶遍布全球北美超過 500 家參茸藥房，眾
多門戶網站熱銷中。

八年前，郎平在丹佛當美國國家隊教練，腿傷嚴重，
右膝關節受傷，軟骨破碎，有積液，科州《美中郵報》負
責人看望她，見面禮就是【骨精華】。後來，郎平在加州
的好友北奧寫信給美國貝佳天然藥業，寄兩個療程【骨精
華】給郎平服用，大有裨益。【骨精華】消除關節疼痛，
延緩骨質疏松，幫助了許多人。

二、關節疼痛的症狀、起因及對策

第一、年歲漸老，人體關節處的軟骨被磨損，關節
活動磨擦，就會疼痛、腫脹、僵硬，發出響聲。第二，
人體老化，自身產生 II 型骨膠質的能力下降。所以，
只有大劑量補充 II 型骨膠質 Kolla2，才能保持、修複關
節軟骨和結蒂組織，使關節不再因摩擦而疼痛。

【 骨 精 華 】 從 小 雞 胸 軟 骨 提 取 II 型 骨 膠 質
（kolla2），被人體吸收後，修複軟骨及其結締組織，
消除關節疼痛、腫脹、僵化、無力、有聲響、長骨刺、

五十肩。
II 型 骨 膠 質 Kolla 2

生物活性強，超小分子，
和人體軟骨結構最吻合，
更好吸收。哈佛醫學院等
臨床證明【骨精華】及
其 II 型骨膠質消除關節疼
痛及退行性關節炎顯著效
果。【骨精華】被國際骨
關節炎學會主席 Dr.Roland 
W. 譽為 “緩解疼痛、消
除炎症、修複關節、防止
骨松” 新一代骨保健品。

三、骨質疏松的起因及症狀

28 歲人的骨密度達到最高峰，隨後一路下跌。
這時，骨頭變得多孔脆弱，形成骨質疏松。另外，血
中鈣含量不足，女性絕經後雌激素下降等，也會出現
骨質疏松。骨質疏松是一種隱匿型病變，平時無感
覺，但卻有高發病率、高死亡率和高致殘率，誘發各

種骨折，壓迫神經，導致癱瘓。

四、【骨精華】領先全球的四大優勢

1、美國專利。US. Patent # 6838440，美國著名生物
學家特瑞靈 2005 年發明，是該領域最新一項美國專利。

2、快速修複。【骨精華】大劑量補充 II 型骨膠質
Kolla2，快速修複軟骨，有效消除關節疼痛、腫脹、積液、
響聲、骨刺、五十肩、網球肘。

3、雙效合一。既補骨膠質又補鈣。【骨精華】將
II 型骨膠質 Kolla2 與鈣有機結合，增進鈣吸收率，大幅
提高骨密度，全面防止骨質疏松、腿腳抽筋、身材矮縮、
腰肌勞損、牙齒松動、骨裂骨折。

4、 科 學 配 方。【 骨 精 華 】 含 有 II 型 骨 膠 質
Kolla2、Glucosamine、Chondroitin、MSM、Calcium 等 骨
保健最佳成分。配方最全面，科學有效，六周見效。

五、【骨精華】成功見證   

改善膝蓋疼痛。76 歲的白淑妹是中國舞蹈家、國家
一級演員和編導。近年來受關節炎困擾，膝蓋疼痛，上下
樓梯難受。女兒從美國買來【骨精華】，服用三瓶，膝蓋

疼痛好轉，可以坐飛機來
美國探親，現在都能抱外
孫女了。

消 除 腳 跟 骨 刺。 廣
州魏老師五十歲，常年站
著上課，漸漸腳跟骨刺痛
得錐心，不敢著地。後經
學生家長推薦，開始服用
【骨精華】，兩個療程後，
腳跟骨刺疼痛大改善，現在走路都不痛了！

改善骨質疏松。嚴先生 72 歲，骨質疏松且左膝蓋骨
關節炎，陰雨天疼痛難耐，多年注射止痛劑未好轉。服用
【骨精華】4 周後，關節就不痛了，堅持服用至今，骨質
硬朗，關節靈活，骨質疏松大改善。

 有關【骨精華】更多詳情，請查詢美國貝佳天
然藥業網站 www.1688best.com ，免費洽詢電話
1.888.902.1688 ，或 1.909.839.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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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雁宜晉級德國賽八強
世界羽聯黃金大獎賽德國公開賽當地

時間3日誕生五個項目的8強人選。港羽
“一姐”張雁宜（上圖），直落兩局以
21：9、21：13橫掃印尼對手晉級8強。她
將與世界排名第6的日本女將山口茜爭奪4
強席位。中國國羽方面，大滿貫球手林丹
出人意料地以10：21、16：21被丹麥球手
霍爾斯特淘汰。不過，國羽現任奧運冠軍
諶龍順利打入男單8強，女雙只有黃東萍/
李茵暉一對晉級，男雙和混雙各有兩對組
合晉級。 ■記者 陳曉莉

馬拉當拿或助中國足球
阿根廷傳奇球星馬拉當拿的律師馬蒂

亞·莫拉在里約熱內盧時間2日發表聲明
說，馬拉當拿有可能赴中國從事足球方面
的指導工作。“將泰維斯帶往中國的那些
人也對迭戈（馬拉當拿）展示了濃厚的興
趣，我們也作出了肯定的回應。幾次會面
都取得了可喜的進展。”莫拉表示。他補
充道，56歲的馬拉當拿將需要辭去目前他
在迪拜所從事的工作。 ■新華社

中國籃協官網2日公佈中國女籃
主教練選拔方案，3月10日至23日將
確定主教練最終人選。日前上任的新
一屆中國籃協主席姚明擔任選拔組組
長，原中國男籃主教練蔣興權、宮魯
鳴等籃壇名宿擔任選拔組成員。
中國籃球在里約奧運會上全面陷

入低谷，新奧運周期的國際大賽任務
更加艱巨。女籃方面，2017 年和
2019年女籃亞錦賽、2018年女籃世
界盃、2018年亞運會，以及2020年
東京奧運會將接踵而至。

根據當日公佈的《2017年中國
女籃主教練選拔方案》，選拔方式為
公開競聘，新任主教練是針對2020
年奧運周期，將簽署3+1年的聘用合
同。
本次選拔成立了中國女籃主教練

選拔組和監督組。選拔組負責選拔中

國女籃主教練的所有具體工作，由姚
明擔任組長，中國男籃老一輩國手楊
伯鏞、原中國男籃主帥蔣興權和宮魯
鳴、原中國男女籃領隊匡魯彬均在選
拔組成員之列。

方案中對中國女籃主教練選拔標
準有明確規定，其中包括“在相應的
省市一線隊伍中或WCBA職業俱樂
部中擔任主教練3年以上並且取得過
全國比賽前3名”，或者“曾經擔任
過國字號隊伍主教練2年以上，取得
過亞洲冠軍或者世界前8名的成績，
為國家隊培養過多名優秀運動員”。

另外， 2016－2017賽季WCBA
（中國女子籃球聯賽）前晚落下帷
幕，北京女籃以96：77再度主場獲
勝，在5戰3勝制的總決賽中以3：0
橫掃八一隊，繼上賽季奪冠後成功衛
冕。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中超首輪繼續進行，升班馬天津權健4日作客
廣州迎戰廣州富力。帶領球隊首次殺入中國頂
級聯賽的意大利主帥簡拿華路表示，非常期待
這場比賽，作為中超新軍，權健將用跑動、鬥
志來面對富力的經驗。而富力主教練史杜高域
則稱，全力打好本仗，為賽季衝擊亞冠資格開
個好頭。
新賽季廣州富力主場球場改在位於市中心

的廣東省人民體育場，面對的是升班馬天津權
健。對於在冬窗轉出多名主力球員的富力來
說，新陣容如何應對新貴權健的衝擊將是一大
難題。
在3日的賽前新聞發佈會上，簡拿華路表

示，這將是球隊歷史性的時刻，比賽非常有意
義。“作為中超新軍，我們的經驗不如富力，
在頂級聯賽中磨練出的技戰術也在富力之下，
因此，我們必須在拚勁和鬥志上超越對手，才
有贏球的機會。”

本場比賽，權健兩名新援柏圖和韋素受
到關注，特別是柏圖，此前効力7支球隊，

首場比賽都有進球。對此，簡拿華路表示，
在他的球隊，只有整體足球，不會突出個人
表現，更不會指望一兩個球員來贏得一場比
賽。
新聞發佈會後的訓練中，l wm1國家隊主

教練納比突然現身球場，引發騷動。納比全程
觀看了簡拿華路的帶隊訓練，而且不斷和助手
馬達洛尼就訓練內容進行討論。如今，師徒二
人，一個是中國男足的主教練，一個執教頂級
聯賽球隊，兩人在中國的故事還在繼續。

簡拿華路率隊戰富力 納比親打氣

姚明領銜啟動中國女籃選帥 短訊

中超烽煙再起！

16 支 球 隊 厲 兵 秣

馬，爭奪屬於自己的

勝利和榮光。爭冠與保級，始終是球迷

最為關注的懸念，而誰將一鳴驚人成為

黑馬，同樣令人期待與遐想。

■北京女籃在頒獎儀式後與嘉賓合影。 新華社

■■權健引入強援柏圖權健引入強援柏圖（（左左））
與韋素與韋素。。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越來越多的大牌外援登陸中超，注定了這將是極具觀賞性
的一個賽季，而U23（23歲以下）新政等的實施，也預

示了這個賽季將會有更多的變化和不確定性。那些被排除在
爭冠集團之外的球隊，如果能很好地適應和利用新的聯賽政
策和環境，將很有可能悶聲發大財，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

夏天再增內外強援
“升班馬”天津權健無疑最具黑馬潛質。不差錢的權健

在冬季轉會市場頻頻出手，先後引進比利時當紅國腳韋素、
巴西金童柏圖、韓國國腳權敬源、巴西前鋒祖利亞摩拉斯四
名外援和糜昊倫、王永珀、王曉龍、楊善平四名國腳級球
員，轉會費總支出7,249萬歐元是中超冬季轉會期引援投入
第二的俱樂部。加上上賽季的衝超功臣孫可、趙旭日、張
鷺、祖雲尼奧等，權健的紙面實力不容小覷。董事長束昱輝
稱，今年夏天，權健還將引進一名與迪亞高哥斯達同等級別
的外援前鋒和一名國腳級內援，屆時球隊實力將進一步提
升。
另外，在U23球員方面，權健也是人才濟濟。劉奕

鳴、張修維、晏紫豪、鄭達倫、蘇緣傑等適齡球員，頗受主
帥簡拿華路器重，在上賽季衝超過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超二年生河北華夏幸福或許會在新賽季帶給大家另一

份驚喜——爭冠。從華夏的球員配備看，已具備與廣州恒
大、江蘇蘇寧、上海上港一較高下的實力。該隊在保留了謝
雲奴、拿維斯、麥比亞、艾萊斯奧等世界級外援的基礎上，
今年又從意甲豪門祖雲達斯引進中場大將靴蘭尼斯，並引進
韓國中衛金周榮。內援方面也是大手筆引進了張呈棟、任
航、趙明劍、尹鴻博、高準翼、趙宇豪。整個冬季轉會期，
華夏的引援支出達7,769萬歐元，排中超第一。

魯能或掀青春風暴
當人們將爭冠熱門鎖定在恒大、蘇寧、上港時，華夏如

果能激發這支“豪華外援＋國腳”組成的戰艦的默契度和戰
鬥力，最終擊敗恒大、蘇寧而問鼎，必將書寫這支中超二年
生的黑馬傳奇。

上賽季的豪門球隊山東魯能這個賽季低調了很多，即使
在上賽季人才濟濟，魯能直到最後時刻才得以成功保級。不
過，“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魯能的四大外援柏利、
基爾拿斯文圖、 柏比斯施斯、泰迪利依然是響噹
噹的人物，內地球員蒿俊閔、王大雷、鄭錚、金敬
道、戴琳、劉彬彬、周海濱、吳興涵等，同樣實力不
俗。
另外，魯能或者會成為新賽季U23新政的最大受

益者，其上報足協的一線隊27名本土球員中，U23球
員多達9人。新賽季，善於挖掘年輕球員的主帥馬加
夫，勢必帶領魯能在中超掀起青春風暴。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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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拿華路簡拿華路（（中中））迎中國頂級聯賽首戰迎中國頂級聯賽首戰。。
敖敏輝敖敏輝 攝攝

高
價

■■祖雲達斯中場大將靴祖雲達斯中場大將靴
蘭尼斯加盟華夏蘭尼斯加盟華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佛山
報道）第13屆中國全運會男子拳擊第一
次資格賽暨2017年全國男子拳擊錦標
賽，將於3月5日至10日在廣東佛山舉
行，屆時來自全國34個代表隊的295名
運動員將齊聚佛山嶺南明珠體育館，在
為期6天的賽事中爭奪每個級別8張全
運會決賽階段門票。據悉，今年，中國
拳協全面與世界接軌，將舉辦一系列賽

制更新升級的拳擊賽，歷練強者，培育
新人，為下一個奧運周期作準備。

今年全運會男子拳擊資格賽共分三
次舉行，第一次資格賽即為3月5日開
打的全國錦標賽，第二次資格賽將於4
月18日至21日在四川西昌舉行，第三
次資格賽暨2017年18-22歲全國拳擊錦
標賽5月14日至19日將在天津寶坻舉
行，而全運會決賽階段比賽將於8月3

日至12日在天津正式打響，將產生10
個級別的新科全國冠軍。

據介紹，今年3月5日開打的全國
錦標賽還將作為“中國拳王”賽的初級
選拔賽，各級別四強選手將獲得晉級資
格。當前國際拳聯不斷推進拳擊職業化
改革進程，拳跆中心、中國拳協也在全
面與世界接軌，並通過全運會、全國錦
標賽等大賽培養新人、歷練強者。

男拳全錦賽開打與世界接軌

■全運會拳擊資格賽佛山開打。
敖敏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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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視發債傳受阻 資金鏈受關注
傳印度裁員85% 樂視網股價創年半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早前獲融創注資的樂視再到風口浪尖，

3日印度媒體稱，樂視印度公司因資金鏈緊張將裁員85%，並可能退出印度市場。加

上市傳樂視網的公司債審核工作目前處於中止狀態，樂視網3日曾大跌近8%，公司

緊急澄清之後仍跌逾5%，創18個月新低。

公開資料顯示，2016年1月樂視宣佈正式進軍印
度，之後在當地推出了數款超級手機產品。去

年8月，樂視電視亦接踵掘金，在印度發佈了三款第
三代超級電視。值得注意的是，早前樂視曾吸引了
前三星高級副總裁Atul Jain擔任樂視印度智能業務
首席營運官（COO），但知情人士透露，Atul Jain
及公司互聯網應用服務內容業務首席營運官Debash-
ish Ghosh已經辭職。

澄清無計劃撤出印度
3日，印度當地媒體印度《經濟時報》發佈文

章稱，樂視控股由於資金鏈緊張問題，位於印度的
公司將裁員85%，並極有可能撤出印度市場。《新
京報》也指，樂視網2016年公開發行不超過20億
元（人民幣，下同）公司債項目的審核工作，目前
處於“中止”狀態，該債券的發行規模為不超過20
億元。該債券募集書顯示，截至去年6月底，樂視
網在多家銀行的24.2億元授信金額，已使用率達
92.6%。
樂視網3日低開1.9%，開盤後股價一路下行，

午後跌近8%。樂視官方之後緊急澄清，強調印度
是其全球化戰略的重要佈局，公司無任何退出計
劃，且下周樂視印度公司將舉行新品發佈會。不
過，樂視上述負責人同時表示，現在樂視印度將其

戰略從快速市場擴張，轉變為健康可持續的擴張，
隨着樂視在印度市場轉向更為戰略性的業務階段，
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業務的可持續性和盈利能力是
恰當的一步。“僅僅出於這個意圖，樂視在包括印
度在內的市場中，將採取相應規模調整。”不知是
否在暗示印度公司的確會裁員。
樂視澄清傳聞後，樂視網股價才漸漸回穩，但

收市依然跌5.51%，報31.89元，成交27億元，換
手率近7%。本周樂視網股價重挫12.63%，續創出
18個月新低。此前，以45元參與樂視網定增的財
通基金、嘉實基金和中郵基金等三大公募基金，重
度被套。

順豐續回吐 收跌7.82%
另外，近日的明星股順豐控股同樣經歷“冰火

兩重天”，投資者熱情不再。順豐早盤低開逾
2%，全日震盪下行，收市大跌7.82%，股價報62.6
元，總市值進一步縮水至2,619億元。當日順豐控
股換手率高達22%，成交18億元。其餘三大快遞股
圓通速遞、申通速遞、韻達股份分別下跌6%、
3%、2%。

兩會揭幕，多數投資者按兵不動，滬深大市總
體並無亮點。大盤股不振，令滬綜指相對萎靡，低
開0.34%後全日維持綠盤，最終跌0.36%或11點，

報3,218點。深成指與創業板指則小幅收紅，其中
深成指升 0.29%，報 10,397 點；創業板指升
0.41%，報1,928點。兩市共成交4,496億元，較前
日縮量近400億元，其中滬市成交1,927億元。全周
滬綜指累計下跌1.08%，周線止步三連陽；深成指
周跌0.45%，創業板指周跌0.52%。
盤面上，塑膠製品、航天航空、木業傢俬、電

子元件、裝修裝飾等股類小幅收紅。貴金屬、有色
金屬、石油、鋼鐵、水泥建材、券商信託、煤炭、
銀行等權重股跌幅居前，中石油、中石化均跌逾
1%。
華融證券認為，兩會前通常熱炒政策預期，如

果沒有超預期的政策推出，兩會期間反而是政策利
好預期兌現。此外，目前市場點位接近前期高點，
且行業輪動接近尾聲，均令市場面臨一定的調整壓
力，建議投資者控制倉位，兌現漲幅較高個股，輕
倉參與超跌股的補漲機會。

■傳樂視
印度公司
因資金鏈
緊張將裁
員 85%。
圖為樂視
創辦人、
董事長兼
CEO賈躍
亭。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
海報道）首個比特幣ETF上市大型證
券交易所的判決日臨近，美元現貨比特
幣也隨之迎來一波高潮。3日比特幣價
格最高觸及每個1,352美元，超過一盎
司黃金價值，再次創下歷史新高。不
過，業內評論就認為，儘管作為虛擬貨
幣的比特幣價格已超黃金，但目前看來
比特幣波動仍過大，且未被有效監管，
不建議投資者盲目追高。
比特幣價格連續3日觸及歷史高

點後，於3日攀上新高。從火幣網報
價來看，比特幣美元現貨價格最高至
每個1,352.79美元，人民幣現貨最高
達每個8,300元人民幣。
由於市場普遍預期美國將於3月

加息，3日紐約商品交易所黃金期貨市
場交投最活躍的4月黃金期價報收每
盎司1,232.9美元，跌逾1%。且今年
以來黃金價格只上漲8%，比特幣則漲
逾25%。今次並非比特幣價格首次超
越黃金。據當時全球最大的比特幣交
易機構日本交易所Mt.Gox數據顯示，
2013年11月29日，比特幣價格曾見
每個 1,242 美元，超過當時每盎司
1,241.4美元的金價。

從歷史上來看，誕生於2009年的
比特幣最初出現在交易平台上的價
格，每個僅為0.0769美分，但不到7
年間其身價便暴漲20,000倍。外媒
指，比特幣價格飛漲，很大原因是由
於中國內地投資者對其的濃厚興趣，
通過炒賣比特幣也成為讓境內資金走
出境外的渠道。

OKCoin幣行的分析師認為，比
特幣近期瘋漲的主要原因是首個比特
幣ETF上市的判斷日將近，美國證券
交易委員會將於3月11日就是否放行
Winklevoss比特幣ETF作出決定。該
ETF有利機構投資者參與購買比特
幣，對比特幣起到明顯的推動作用。
且一旦比特幣ETF宣告上市，將吸引
大量的資金投入，至少能達到3億美
元。
雖然比特幣行情火爆，也仍有清

醒觀點。業內人士指出，全球比特幣
總數為2,100萬個，按照3日最高價估
值，市場資本總值約284億美元，仍
然不抵黃金市場。再者比特幣價格波
動巨大，缺乏穩定機制，最重要是，
目前全球各地政府對待比特幣的態度
仍不明朗，一旦監管驟然降臨，或極
大打壓虛高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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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證監：去年辦結人大議案152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兩會報道）中國

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張曉軍3日通報了中證監辦理
2016年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和政協提案議案數據。
張曉軍指出，去年一共辦結人大建議議案152件
和政協提案169件，代表委員提出的解決中小微
企業融資難、加大併購重組力度、規範私募基金
行業等建議已經相繼推出相關措施。
張曉軍表示，在辦理過程中，中國證監會一

是嚴格落實辦理責任，將每項辦理工作落實到
任，嚴格把好政策關、程序關、公文質量關，確
保口徑統一、程序嚴謹、標準不降、效率提升；
二是實事求是，加強溝通；三是堅持“提”
“辦”結合；四是做好議案、重點督辦建議和重
點提案辦理工作。
另外，在當日的新聞例會上，中證監發佈了關

於支持綠色債券發展的指導意見，對綠色公司債

券、綠色產業項目作了說明，強調募集資金必須投
向綠色產業項目，嚴禁套用亂用資金，鼓勵證券公
司、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市場機構投資綠色債
券，交易所要發佈綠色公司債券指數，擴大綠色債
券市場影響力，鼓勵投資機構開發綠色金融產品，
滿足投資者需要。
同時，對發行人應該履行的信息披露義務進行

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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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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3月4日 Saturday, March 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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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屆))英格蘭聯賽杯決賽在英格蘭聯賽杯決賽在
溫布利球場展開角逐溫布利球場展開角逐，，曼曼
聯聯33比比22險勝南安普敦險勝南安普敦，，
伊布和林加德先後破門伊布和林加德先後破門，，
加比亞迪尼連入加比亞迪尼連入22球扳平球扳平，，
伊布第伊布第8787分鐘絕殺分鐘絕殺。。曼曼
聯第聯第55次奪得聯賽杯冠軍次奪得聯賽杯冠軍。。

[[聯賽杯聯賽杯]]曼聯曼聯33--22南安普頓南安普頓

迪拜賽費德勒橫掃進次輪迪拜賽費德勒橫掃進次輪

ATPATP500500賽迪拜公開賽展開了首輪的爭奪賽迪拜公開賽展開了首輪的爭奪。。
33號種子號種子、、77屆賽會冠軍費德勒表現出色屆賽會冠軍費德勒表現出色，，面面
對法國帥哥佩爾雷的挑戰時輕松地以對法國帥哥佩爾雷的挑戰時輕松地以66--11//66--33
過關過關，，澳網奪冠後的首演完美晉級澳網奪冠後的首演完美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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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老師 高歌一曲贏得全場喝彩小提琴獨奏 黎緯民謝天錫夫人林寶珠高歌娛眾

【本報記者王喜榮採訪報道】華盛頓廣東同鄉會於2017年
2 月 24 日晚 6 時在北維州的漢宮大酒樓舉辦舉辦春節聯歡晚會
。來自大華府地區的貴賓，大使館官員，僑學界各社團領袖，
同鄉會會員及其家屬們共 500 餘人齊聚一堂，大廳內座無虛席
， 人氣鼎盛，晚會一開始由黃氏武舘表演的“祥獅獻瑞”烘托
了晚會的春節吉祥，萬事順遂的氣氛！

羅維桐會長宣佈晚會開始並代表同鄉會致詞：各位鄉親，
使館的領導，各位嘉賓大家好！首先，歡迎並感謝大家在百忙
中抽出時間來參加我們廣東同鄉會2017年迎金雞年春節聯歡晚
會！今日儘管是農曆正月的最後一日，但廣東俗語有句 “有心
不怕遲, 十月仍是百年時！”我也趁這個機會向大家拜個晚年，
祝大家新年快樂，在新的一年中身體健康，事業有成，家庭和
樂，心想事成！

會長感言道：“廣東同鄉會由2002年改組恢復活動迄今已

經度過了十四年。在前三位前任會長及歷屆執委同仁與我們現
在理事們的共同努力下，廣東同鄉會一直在壯大。廣東同鄉會
秉承了服務鄉親的宗旨，一直作為與祖國，特別是廣東家鄉聯
係的橋梁；致力促進中美兩國民間文化，經濟，教育等各方面
的交流。與此同時，廣東同鄉會與美國本地其他華人團體保持
聯絡與合作，與中國大使館密切的交往聯係。為提升我們華人
在美國的地位貢獻力量。在新的一年裏，廣東同鄉會會一如既
往的貫徹執行同鄉會的宗旨，把握廣東同鄉會的活動方向。 請
華人朋友們和美國各界朋友繼續支持同鄉會！”

中國大使館李民參贊致詞道: “這次的廣州同鄉會，他已經
是第二次參加，在此也給同胞們拜個晚年！近幾十年來祖國的
經濟文化及各方便發展有著翻天復地的變化， 旅美的華人也為
祖國的快速發展感到驕傲感到自豪！同時大使館的工作得到了
各界僑胞的協助與支持， 僑胞們已經成為中美交流的主要力
量，為中美關係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他在此表示由衷
的感謝！”

同鄉會會長和各位執委及中國大使館李參贊至詞後， 晚會
的各種文化表演開始。表演多種多樣，精彩紛呈！ 有蕭老師獨
唱的“我愛你中國”, 青年才俊的小提琴獨奏， 活潑可愛的小朋
友們的民族舞蹈等等。 表演過程中還穿插了抽獎活動，獎品由
各界好友捐贈加上自備很多不同禮物，引起全場的關注，抽獎
過程中高潮迭起，更有很多來餐會的美國友人抽到大獎， 由於
晚會主持主要是中文，美國友人上來領獎也閙了不少的歡快插
曲， 一時見歡歌笑與其樂融融！

華盛頓華盛頓20172017年廣東同鄉會春節聯歡晚會歡樂滿堂年廣東同鄉會春節聯歡晚會歡樂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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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 李民參贊(二) 將特獎
頒給幸運得主

中為司儀陳夷非，右為司儀葉愛軍

孩童們歡天喜地．挑燈籠上臺

大會主席羅維桐---喂獅 好彩頭

老少臺上二胡琴演

由李清秀老師領導的大華府費郡舞蹈藝術學苑--扇舞表演

貴賓中國大使館 薛小寧秘書 (
左) 頒獎給幸運得主

中國城海鮮大酒樓鄭進玉
董事長夫人(右) 榮獲大獎

名譽顧問何謂澧(左) 贈頒現金300元
給幸運得主

大會主席羅維桐會長-致開幕詞 貴賓 中國駐美大使館李民參贊致賀詞

會長羅維桐(右)致贈名譽顧問証書給何謂澧先生

馬里蘭州議員李鳳遷(左) 、馬州眾議員林立圖(右) 贈送大會賀新年證書

豪華旅行社東主Michael Liu 贈出香港來回機票
廣東同鄉會領導團隊與貴賓們大合照

榮譽會長李伯建 (左二) 為大會抽幸運獎

大華府費郡舞蹈藝術學苑----行燈籠舞 表演 大華府費郡舞蹈藝術學苑--歡歡喜喜迎新春

昇平音樂社永遠名譽顧問
謝林寶珠為大會抽幸運獎

華府僑社

0302B03

【華府新聞日報訊】華府華文作家協會年
會於2月18日在位於馬州蓋城的華府僑教中心
舉行。年會中除了由會長例行的會務要點、新
會員自我介紹，財務賈明文的財務報告、將近
一個小時的 「部落格（博客）寫作」座談會外
，還有會員新書展售、文友舊書義賣、新春猜
謎。

由於華府作協內名作家不少，已出書的會
員更多，年會當日參與會員新書展售者有：於

梨華、韓秀、吳崇蘭、張純瑛、龔則韞、紀萱
、巫一毛、姚茵、左一心、劉佳智、丘宏義、
朱小棣、陳玉敏、金大俠等十餘人。

雖是舊書義賣，但有不少經典好書，例如
，齊邦媛的《巨流河》、龍應台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金安平的《合肥四姊妹》、余秋
雨的《借我一生》、白先勇的《父親與民國》
等等約150本舊書，書價多訂在一元至五元間
。現場又來了六位會員，各拖了一大紙箱的舊

書到會場，參與盛會。戴堯天老師不僅拖來了
三箱的贈書，並帶來兩瓶自家庭院剪下的盛開
梅花，為會場帶來了書香與花香。最後粗略的
估計，有贈書250本以上，加上與會者圍繞在
書展翻閱，使得會場一度近乎失控，熱鬧非凡
，愛書人實在不少呀。

「部落格寫作」具有公開化、多樣性、迅
捷度等異於傳統的寫作特性，成為了另一個具
有影響力的自由媒體、個人傳播。華府作協內
有包括會長金大俠本人、九裡安西王、悍妻溫
柔媽和山人等不少部落格寫手，也有更多的部
落格的門外漢，藉著這回 「部落格寫作」座談
會，格內、格外的雙方互相交流學習，對於一

些部落格經營訣竅、編寫部落格的優點、和部
落格的風險都有廣泛與熱烈的討論。由於仍然
是新春期間，金會長精心準備了十個謎題的猜
謎活動及中國結小品，謎題都是原創，高掛牆
上，不怕與會者在Google、百度、或雅虎中?
索。座談會後，會員與文友們熱鬧的一同射文
虎，巫一毛猜中三題，是猜中謎底最多者，遠
從巴爾地摩來的陳明珠猜中最後一題（最難猜
的一題），得到最大的項。也將年會的尾聲帶
入最高潮，最後竟然忘了拍一張年會的大合照
。鑑於年會上舊書義賣，書多且廣又雜，大受
歡迎，作協幹事會大受鼓舞，已決定半年後再
辦一次。

華府作協2017年年會

【華府新聞日報訊】又到申報個人所得
稅的季節了，慈濟基金會的志工仍然一如往
年 ， 將 分 別 在 瑞 斯 頓 (Reston, VA) 和 洛 城
(Rockville, MD)兩處會所，為大華府地區的鄉

親免費服務。凡是
去 年 （2016） ， 家
庭總收入低於 $54,

500, 或年長、有身心障礙，需要語文協助的
，都歡迎到慈濟會所來尋求服務。

時間: 每星期六下午 1 - 4 點
地點: 慈 濟 會 所 ， 620 Hungerford Dr.

Suite 30, Rockville, Md. 20850，電話： 301－
602-5825

時間: 每星期日下午 1 - 4 點
地點: 慈 濟 會 所 ， 1516 Moorings Dr.,

Reston, Va. 20190，電話：703－707－8606
報稅需要攜帶的資料包括:
1. 所有家庭成員的社安（ SSN ）卡；

2. 政府核發的有照片的證照；
3. 收入的證明文件如：W－2, 1099-R,

1099-INT, 1098-T 等；
4. 如果夫婦一起合報, 兩人都必需到場；
5. 健康保險證明文件如：1095A,1095B,

1095C 等。
有任何稅務疑問，請電301-602-5824

稅月年年免稅報稅服務

對各族裔的服務包括中文對各族裔的服務包括中文、、英英
文文、、西班牙文以及韓文西班牙文以及韓文。。

過去四年過去四年（（20132013－－20162016），），總共服總共服
務了務了350350人人

年長年長、、有身心障礙有身心障礙，，或需要語文協助的鄉或需要語文協助的鄉
親親，，都歡迎到慈濟會所來尋求服務都歡迎到慈濟會所來尋求服務 去年去年（（20162016））總退稅額超過總退稅額超過$$300300,,000000

【華府新聞日報訊】僑務委員會為配合政
府當前五加二創新產業政策規劃，增進僑臺商
瞭解臺灣農業技術現況及優勢，掌握臺灣農業
技術、農業資材及農產品產業商機，將於本年
6月12日（星期一）至6月16日（星期五）
，共5天4夜，舉辦 「2017年新農業僑商企業
家邀訪團」 ，期能透過拜會農業機構、參訪農
業產業及辦理商機媒合洽談等活動，促進與國
內農業產業商機交流與技術合作，帶動投資及

產業發展，創造臺灣農業商機拓展至國際。歡
迎大華府地區具有投資意願之海外僑臺商企業
家，並有意與國內新農業產業合作或投資、協
助臺灣相關產業拓銷至海外市場之僑胞踴躍報
名。邀訪團活動內容包括拜會財團法人農業科
技研究院（簡稱農科院）、安排參訪農試改良
場所（依參與僑臺商需求，安排農業改良場、
農業試驗所、水產試驗所、畜產試驗所、林產
試驗所及種苗試驗所等）、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及至少 3 家國內績優農業企業，並辦理 1 場
「新農業國際商洽會」（2小時），邀請至少

10家農業技術、農業資材或農產品之國內農業
相關績優廠商簡介特色及可引資、採購、代理
或合作項目，媒促僑臺商與國內企業之商機交
流及合作。參加學員需自付往返臺灣之相關交
通費用及其他個人費用，活動期間膳宿及參訪
等費用則均由僑委會負擔。有意報名者請於4
月4日前上班時間（週二至週日上午10時至

下午 6 時）洽中心陳先生，電話： (301)
869-8585 ext. 118，電傳： (301) 869-8883，
E-mail:cctecro@verizon.net。

華府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Culture Center of Taipei Economic & Cul-

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901 Wind River Lane, Gaithersburg, MD, 20878
TEL: 301-869-8585 FAX: 301-869-8883
Email: cctecro@verizon.net

歡迎報名參加僑委會 「2017年新農業僑商企業家邀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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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朝陽/採訪報導）
2 月23 日晚7 時有關移民問題公

開答問會議在南永活街 2356 號希林
藝術中心隆重舉行。會議由國會議員
丹尼．戴維斯(Danny Davis)主辦。丹尼
．戴維斯及聯邦政府代表移民律師詹
姆斯James、公民及移民服務局芝加哥
辦公室幕僚長柯恩 Coen三人在現場
回答群眾提出的問題。藝術中心會場
湧進二百多人，座無虛席，不少人站在
後排聚精會神聆聽並鼓掌歡呼，情緒
熱烈，說明廣大群眾對移民問題十分
關注。

會議籌備人國會議員丹尼．戴維
斯的華裔顧問馬森柱及芝加哥同源會
會長林寶嫦歡迎大家光臨，歡迎大家
多多提問。兩位僑領解釋說，2月21日
美國國土安全部公佈了兩項備忘錄，
移民問題再度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備忘錄擴大了遣返非法移民的範圍，
川普總統的一系列移民問題改革方案
引起廣泛的關注，群眾中有不少疑慮
和擔心，所以我們舉行這次會議，希望
能緩解大家的憂慮，共同創造安定和
諧的局面。丹尼．戴維斯議員表示，他
很高興在華裔社區舉行的這次會議受
到大家的熱烈支持。我們將努力工作
來保持華裔社區的安全，保障全體移

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據悉，近日白
宮發言人斯派塞在白宮舉辦記者會時
表示：當務之急是處理那些對美國造
成威脅的人。這次移民政令的目的是
安全、有序、人道地遣返非法移民，要
在提高辦事效率的同時仍忠實於此前
的美國移民法律，更有效地執法。

在丹尼．戴維斯和兩位華裔僑領
的鼓勵下，群眾踴躍提問。有一位非裔
、一位西裔、四位華裔和約十名白人提
出問題。其中包括：“領取不當社會福
利者，是否也會被遣返？”、“非法移民
在美國犯罪後，為什麼不直接由警方
驅逐出境，而要費工夫審判和關進監
獄？華諮處移民入籍服務負責人徐婕
雯問：“通過政治庇護取得綠卡者回母
國探親旅遊，返美國時會不會遇到麻
煩？”群眾提問後，丹尼．戴維斯、詹姆
斯和柯恩•輪流回答問題。丹尼．戴維
斯回答說，國土安全部長凱利簽署的
備忘錄大幅提高移民執法人員的權限
，執法人員可通過調查自行判定移民
是否領取不當社會福利。詹姆斯說，杜
絕移民濫用社會福利是川普政府的主
要政見之一。聯邦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ICE已加派執法人員，加強執法力度，
民眾應自重，勿非法領取社會福利，否
則會受懲罰。非低收入者切勿冒充低

收入者去申請社會福利，至於冒領福
利是否會被遣返，完全由 ICE執法人
員決定。由於個案差別很大，很難判定
是否會被遣返。

丹尼．戴維斯說，領取福利只要是
在合法條件下領取，不必擔心會被遣
返，不必恐慌。徐婕雯也詢問持綠卡者
領取糧食券、醫療卡發生不當行為是
否會被遣返，詹姆斯說，移民可合法領
取符合自己條件的福利，川普政府只
表示要加強查緝申請資料，制止過去
濫發福利的現象，並未提出要遣返冒
領福利者。身負重罪的非法移民才是
第一優先遣返對象。過去由於人手不
足，執法不嚴，遣返速度太慢。據悉
ICE 已增加一萬名執法人員，原本僅
適用於墨西哥偷渡客的立即遣返回墨
的做法將被廣泛適用，非法移民中的
罪犯將儘快加速遞解。據悉，海關及邊
境保護局 CBP 也增加了 5000 名執法
人員。丹尼．戴維斯說，非法移民違法
時會先被逮捕，再評估其罪行，按不同
個案的嫌犯身份處理。據說芝加哥公
校宣佈，ICE必須出示刑事拘票，才能
進入校園搜捕非法移民。

柯恩回答徐婕雯的問題說，對於
通過政治庇護持有綠卡者在返美時，
美國海關執法人員會根據個案情況評

估是否讓持有綠卡者繼續保有綠卡。
所有移民個案都有細微差別，曾有個
別人已被取消政治庇護取得的綠卡，
所以通過政治庇護取得綠卡者出國要
慎重，以免遇到麻煩。

徐婕雯在接受採訪時說，由於川
普削減非公民福利，持綠卡華人掀入
籍浪潮，很多人憂慮，擔心不入籍就拿
不到福利。因此，不少持綠卡已二、三
十年的長者也來申請入籍，並以低收
入者身份申請免費考公民。她認為大
量華人入籍能提高華人的政治地位，
增加美籍華人的力量，增大華人選舉
選票的分量，是好事，所以華諮處移民
入籍部大力幫助申請。她希望全體華
人也都來支持，不要因為自己入籍考
試未通過而患“紅眼病”，嫉妒別的華
人。常聽人說：“哼，他（她）的英語、他
（她）的記性都不如我，竟然入籍了！”
“他（她）家有錢，不該替他（她）申請免
費入籍考試。”這樣做，只能幹擾我們
的工作，造成混亂。我們只是代辦，沒
有入籍考試免費的決定權。

另一方面，申請親屬移民者大幅
度減少，因為川普對合法移民也加限
制。不少人擔心，申請父母移民，移民
後父母不能享受美國福利。其實，對合
法移民的限制尚未實施，徐主任建議

華人趁早申請親屬移民。華人有孝敬
父母的美德，即使要負擔父母的生活
費也責無旁貸。華諮處替華人申請親
屬移民，收費低廉，已成功替許多人申
請父母和子女移民到芝加哥。華諮處
將再接再厲，繼續勤勤懇懇為華人申
請親屬移民。川普執政可能只四年，如
果其限制合法移民法令引起普遍不滿
，下一任總統很可能就會將它推翻。要
相信：只要美國保持繁榮強盛，福利是
少不了的！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科技
文明的日益發達進步，人類的生活只
能越過越好，越來越美滿。目前福利的
減少只是川普的暫時的權宜之計，不
得已而為之。

鑒於當天出席的華人不多，徐婕
雯和林寶嫦建議再請丹尼．戴維斯議
員開一次移民問題公開答問會議，找
一個較大的場地開，請馬森柱先生與
大芝加哥地區華僑華人聯合會聯合舉
辦，通知各僑團組織華人前來參加，準
備好要提問的問題。同時，要給丹尼．
戴維斯等解答者提供中文翻譯，讓廣
大華人都能瞭解迫切需要瞭解的各種
移民問題。

與聯邦政府移民律師詹姆斯、移民服務局幕僚長柯恩現場回答群眾提問

馬森柱致歡迎詞馬森柱致歡迎詞

女幕僚長女幕僚長 柯恩柯恩 Carissa CoenCarissa Coen回答問題回答問題，，MoorerMoorer（（中中）） 大衛斯大衛斯（（左左））致詞致詞，，詹姆斯詹姆斯（（右右））

林寶嫦林寶嫦（（右二右二））介紹開會目的介紹開會目的

中領館僑務組長盧曉暉中領館僑務組長盧曉暉（（中中））表示關心刊登表示關心刊登 華諮處移民入籍服務負責人徐婕雯代表華人社區向議員和移民局提問華諮處移民入籍服務負責人徐婕雯代表華人社區向議員和移民局提問

出席會議的知名人士出席會議的知名人士 大衛斯大衛斯（（右右））徐婕雯徐婕雯（（中中））林寶嫦林寶嫦（（左左））合影合影 群眾提問群眾提問

國會議員丹尼．戴維斯(Danny Davis)關心華裔移民問題

僑社新聞僑社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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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壇新人 Shiny 姚 亦晴年僅 20
歲，至今只談過純純的愛。她曾跟高
中學長十指緊扣，緊張到狂冒手汗，
害羞不已；不料學長最後遠赴美國讀
書，這段初戀就此無疾而終。

她透露自己欣賞像吳彥祖、張學
友的男生，外型成熟穩重，最好還要
有生意頭腦。被虧喜歡做生意的熟
男，根本就有「戀父情結」，Shiny 害
羞點點頭認了。她坦承自己有小女人
的一面，「就像我的新歌〈馴獸師〉，
對方要可以征服我。」

Shiny下定決心拚事業，先前考
到的 3 所美國大學，只好放棄學籍，
接下來給自己 10 年的時間打拚，「我
答應爸爸之後一定會念大學，但現在
最想要完成當歌手的夢想。」

她表示，當藝人的確得面對很大的壓力，尤其必須特別注意體態，身
高 162 公分、體重 46 公斤的她，歷經 2 年的魔鬼健身和練舞課程，如今
已練出傲人的馬甲線。

Shiny 的爸爸管教嚴格，起初很反對她踏入演藝圈，兩年前 Shiny 剛
發首張 EP 的時候，爸爸不但會全天候查勤，還會每天開車接送，深怕她
會被複雜的演藝圈帶壞。如今 Shiny 還是保持每天向爸爸報備行程的習
慣，被問及如果未來男友也愛查勤怎麼辦？Shiny笑說如果是她愛的男生，
「OK 啦！」

Shiny 上個月推出首張個人專輯《Getting Stronger 漸強》，首波療傷
主打歌〈Getting Stronger〉，先在數位音樂龍頭 Spotify「台灣前 50 名熱門
精選榜」勇奪冠軍，又在 KKBOX 華語新歌榜成功打入 TOP 10，前三波
主打 MV 點擊次數加起來更是直逼 200 萬，人氣持續延燒！

她說：「能夠加入環球唱片真的很幸運，但壓力也很大。EMI 的師兄
師姊 ( 張惠妹、羅志祥、楊丞琳等 ) 都那麼厲害，我也要更努力。」Shiny
姚亦晴首張個人專輯《Getting Stronger 漸強》已發行。

姚亦晴棄大學闖歌壇
嚴父緊盯怕她學壞

鄧兆尊享齊人之福！ 3名女友輪流陪

陳思璇女漢子隻身入院動手術

范瑋琪攀懸崖險掉海 復出護嗓少吼兒子

辛龍被吳宗憲意外爆出 2 年前中 2 億樂透，
事後辛龍坦承確實有此事，但只有 1.2 億元，引
起外界質疑劉真願意點頭下嫁都是因為他成為
億萬富翁！不過辛龍則解釋是在婚後才中，還感
謝老婆帶給他好運，劉真好友楊麗菁則直喊羨
慕，透露小倆口計畫懷第二胎。

2012 年辛龍和劉真傳出戀情，當時引起外
界一陣譁然，認為兩人在外型和財力上都不相
配，2014 年 5 月悄悄登記結婚後，6 月辛龍便砸

近千萬台幣在夏
威夷迎娶劉真，
因此中獎消息一
爆出，就有網友
推 測 獎 金 可 能
拿來當婚禮基金
了。

據 悉，辛 龍
平 時 就 有 買 樂
透 習 慣，直 到 2
年前娶了老婆之
後，才幸運中了
獎金，不過他也

范瑋琪近日推出兩首新歌〈在幸福的路上〉〈陪你〉後，
最近正如火如荼為了 2017 年「在幸福的路上」巡迴演唱會
做準備。她說這次呼叫千軍萬馬，就希望演唱會開場能有
「大氣磅礡」的主題曲。

此次主題〈在幸福的路上〉MV，找來黃中平導演拍攝，
范范直呼太有緣了，從一出道就開始跟導演合作，「是我最
愛也最害怕的導演，每次跟他都上山下海，這次還到懸崖邊
拍攝。」她自嘲很像在拍望夫崖，等丈夫回家。

回想起 MV 拍攝時，大工程奮力爬上懸崖，「雖然不害
怕，但還是抖了一下。」直呼要穿著靴子攀岩好恐怖，「只好
把鞋子拿上去再換穿，要不然可能會直接掉進海裡。」

當天從早上 7 點拍到晚上，她說幸好有工作人員學過
攀岩，教大家徒手爬懸崖。開拍後，工作人員還狼狽地在懸
崖上找空隙躲起來，「還好我沒有懼高症，眼睛要一直看遠
方的空拍機，真的很怕重心不穩就掉下去！」

范范表示，每次與黃中平導演合作，雖然不免有小意外，
但因導演對美的畫面講究、要求高，拍出來結果總是相當
驚豔。她曾潛水到深海，也曾意外被鞭炮炸到，「鞭炮炸傷
那次是用瓶子裝沖天炮，結果不小心炸到我手上。」先前拍
攝〈暮光〉MV 時，還被石頭砸到頭，她開玩笑說：「公司應
該都有幫我保險啦！」

她十足信任導演對美學有自己的堅持與看法，「我基本
上就是把靈魂抽出，把身體交給他。」范范出道 15 年來，7、
8 張專輯中有許多 MV、封面與廣告都取景自金山、陽明山
一帶，次數超過 10 次，她笑說：「我是跟這一區結了什麼深
厚的緣分呀！」

范瑋琪暌違近4 年，巡迴演唱會將於 3/18 在深圳開跑，
會取名「在幸福的路上」，她說因為大家每天都在往幸福的
路上邁進，「我希望范范的歌，一路上一直陪著你們」。被

TVBS《女人我最大》日前錄製「12 星座誰來守護」主題，12 星座藝人
分成「獨立派」與「依賴派」，雙方各執一詞，讓星座專家唐綺陽忍不住笑
說：「一邊是女漢子，另一邊是女廢物！」陳思璇和 Gigi 個性都很獨立，手
術和急性腎炎都是獨自前往醫院。另一派的劉真則說依賴是一種「自然的
撒嬌」，她以夫為尊，打從心裡崇拜辛龍；而習慣依賴老公的崔佩儀也為自
己辯白：「我本來就沒說我很能幹！」

陳思璇是女漢子代表，個性獨立又好強，她認為，凡事都可自己來，
不需要人照顧。她 16 歲就不再向家裡拿錢，靠自己半工半讀，家裡簡單水
電都會自行處理，先前頭皮長脂肪瘤，看醫生及最後動手術都獨自前往。
Gigi 從高中開始就獨立生活，主持人藍心湄也說，Gigi 獨立到讓人心疼，
她身體再不舒服也忍痛自己開車至醫院，結果竟是急性腎炎，所幸最後無
大礙。

鄧兆尊為已故粵劇大師新馬師曾（鄧永祥）的長子，
曾演出多部電影、電視劇，自 2011 年演出電視劇《七號
差館》後，近年來漸漸淡出演藝圈，但現年 50 歲的他因
同時與 3 名女子交往，屢登新聞版面，他近日更大方透
露女友們有一個通訊軟體的群組，每天選一位「主打」
與鄧兆尊一起吃飯。

據《香 港 蘋 果》報導，鄧 兆 尊 的 女友一共 3 人，
Carmen、Cherry 和 Claire，並無大房、二房之分，鄧兆尊
一視同仁，不過他坦言要享齊人之福首先時間分配要做
好，不過他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不過任何節日，雖然一
般女性都會很在意，但過一段時間大家都會習慣的，「我
跟她們說每天開心的話都是節日，她們都很認同」。

鄧兆尊相當驕傲 3 名女友都是主動追求他，不過鄧
兆尊並不打算結婚，「對普通女人來說可能很重要，但
對一個和你一起這麼多年的女人來說，這張紙只是保
障離婚後可以分到錢」，且 3 名女友已經達成協議，「大
概知道我今天會陪哪個人，誰會是『主打』，如果沒有問
題，就會和『主打』一起吃飯」，未來4人也講好不生小孩，
雖然一群人一起生活難免有爭執，但相互之間都不至於
大吵撕破臉，相處起來還算融洽。

辛龍中 1.2 億樂透 選號祕訣只有 5個字
透露，獎金分給劉真，再加上預存小孩的教育基
金和捐款，其實很快就要花光了，他還分享自己
的選號祕訣是：「把心靜下來」，自然會有一組
對你好，你也愛的數字會浮出來。

外型姣好的劉真，出道以來緋聞一直不斷，
曾與已婚的拉丁舞伴王鴻儒傳緋聞，隔年又被
拍到和澎恰恰在車內幽會，2007 年，她和合作
主持節目的 GINO 常相約吃飯而傳戀情，隔年
又被爆和李安卓拍 MV 有曖昧，之後又被拍到
和庹宗康吃飯坐他的車。

直到和辛龍交往後，劉真的感情才真正穩
定下來，擔任劉真婚禮伴娘的楊麗菁表示，兩人
交往時就曾預言他們一定會結婚，「有次我們吃
飯，她特地拍照傳給龍哥看，我跟小真認識 15
年，她是個從不跟男友報告行蹤的人，就表示她
非常重視這個男人，當下我就說『妳一定會嫁給
他！』」

對於辛龍中了上億樂透，楊麗菁笑說自己不
知情，看到新聞後詢問劉真她也只笑說「唉唷！
沒有啦！」對於外界質疑劉真因為辛龍中樂透才
願嫁他，楊麗菁則說，劉真一直都不是外貌協會
的人，而且自己的經濟能力也很不錯，「她看男

問及生活中最幸福的事？她笑說：「可以平衡家庭生活，又
能兼顧我最愛的唱歌是很幸福的事，我也一直亦步亦趨地
在這個路上。」

最近兩天首次與樂團彩排巡演的她，表示相當興奮，「覺
得又把以前表演那種興奮感找回來了。」兩天都從下午 1 點
練到 7 點，馬不停蹄練了12 個小時，體能皆保持在絕佳狀
態。

隨時都有溫暖好嗓音的她，透露保養喉嚨的小撇步，
「最近就是盡量少吼小孩、少講一點話，要注意有生病的人，
都不能靠近我。」還有最近積極上體能課，一個星期都會上
兩次以上，增強自己核心肌耐力、心肺功能等，「再加上平
常帶小孩，體力真的比之前還好耶！」

此次演唱會，她坦言最怕的部分竟是「高跟鞋」，「這
次舞台非常漂亮，有個大斜坡和很多樓梯，最害怕穿高跟鞋
走樓梯。」平常帶小孩都不穿跟鞋的她，直說根據以往摔跤
經驗，「真的滿有機會發生，最近開始要訓練自己穿高跟鞋
唱歌。」

人的重點是要讓她開心，不會干涉她想做的事
業和舞蹈，龍哥和她很有話聊也很疼她，凡事都

以她為主。」兩人也積極計畫準備懷第二胎，婚
姻生活非常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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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17電視劇品質盛典”頒獎禮在
上海舉行，近50位明星悉數到場，眾

明星齊聚一堂，現場熱鬧非凡！劉詩詩及靳
東獲“年度影響力劇星”、劉濤獲“年度
觀眾喜愛品質劇星”、張藝興獲“年度全能
藝人”、 趙麗穎獲“年度實力演技巨
星”、趙又廷獲“年度突出表演獎”、王
凱及唐嫣獲“最具市場號召力演員”，而胡
歌及孫儷獲“年度卓越品質之星”。

袁弘林依晨擔任頒獎人
袁弘、林依晨擔任頒獎人，為好友胡

歌頒獎，林依晨特別從台灣飛往內地當嘉
賓頒獎，更為胡歌送上溫暖話語。胡歌見
到林依晨先是驚訝地張大嘴，隨後大步上
前擁抱她。林依晨於台上說：“一個表演
工作者，有時其實是一般人，都會有被人
家仰望或者是輕視的時候，可是我覺得，
只要他自己知道應該‘如何平視自己’，

知道自己該是個什麼樣的人、可以是個什
麼樣的人，我覺得這趟旅程，他會因為這
樣得到很多，然後……開心玩吧！”

趙麗穎澄清沒退出娛圈
林依晨在說最後兩句話時哽咽起來，

胡歌也在她說話時忍不住擦了擦眼淚，兩
人相知相惜的模樣，令許多人動容。恰好
去年胡歌拿下金鷹視帝時，曾特別感謝台
下的林依晨，令她當場淚崩，如今也算是
“禮尚往來”惹哭回去了。由於林依晨過
去在出演電視劇《我可能不會愛你》奪得
金鐘視后沒多久，毅然選擇到英國唸書，
如今胡歌也步上求學之路，相比其他致詞
者，林依晨的話或許更能貼近他的心，網
民感慨地說：“果然是林依晨最了解
他”、“真正的知己莫過於此了”、“林
依晨外貌內在都佔了，彷彿看到個女版胡
歌”。

另外，瘋傳因腰傷“退出娛樂圈”的
趙麗穎當晚奪得“年度實力演技巨星”，
並首次回應引退的說法，她說：“我沒有
退出娛樂圈，只是放慢拍戲的腳步，想要
追求更高的電視劇品質。”

劉詩詩日前獲頒“最具
影響力女演員”，她
早前離開了培育她多
年的經理人公司，
投奔老公吳奇隆
的“北京稻草
熊影視”，當
晚她面對坐
在台下的前
老闆仍公開感謝，表
示“沒有她就沒有今
天的自己”，獲網民
大 讚 “ 重 情 重
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中國內地藝人胡歌決定暫別演藝圈去美國進修。他臨別前出席“2017年中國

電視劇品質盛典”，好友林依晨驚喜現身送行，並獻上祝福的一段話，讓他聽了不禁落下男兒淚。胡歌說：

“我真的是有點受不住了”、“藝術的生命是非常長的”、“我會更好地回來”。

林依晨臨別贈言

胡歌灑淚
知己

現身頒獎

倍驚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鄧萃雯（雯
女）2日生日，向來專業的她雖然要在工作中度
過，拍攝內地劇《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但依
然全程保持愉快心情及笑容。巧合的是， 雯女
與同劇男主角楊玏及張超竟然是同一天生日。
劇組亦十分識做，送上超巨型蛋糕為三人慶生，
讓雯女笑逐顏開。

對於和同劇男主角同日牛一，雯女亦坦言大
感驚喜，並謂：“我從來沒有試過，同一套劇，
有三個人都是三月二日一起生日的。我覺得挺有
緣的，雖然我還沒有時間問他們，但我相信同一
天生日的人，應該會有很多地方差不多吧。”2
日主要拍攝雯女告白的場口，雯女雖然笑言自己
已很久沒有拍過同類型場口，有點緊張，但現場
所見，雯女很快便投入其中，完美演繹熱戀中女
人特有的嫵媚，演技讓人拍案叫絕。
另外，雯女早前接受內地媒體訪問， 並拍

了一輯唯美度十足的照片，尤其一雙具備霸氣、
自信及成熟美的眼神，更是讓人一見難忘。在
訪問中， 雯女提到一直期待與黎耀祥再度合
作，並謂：“ 我從來沒有放棄過這個想法，我
也深愛着九姑娘和劉醒， 他們超越了朋友的感
情，像親人一樣。” 曾數度透露在現實生活中
不像外表硬朗、需要人懂她、愛她的雯女， 更
笑言去年在無綫台慶頒獎禮現身時， 全靠祥仔
才讓緊張的自己安定下來：“看到他（我）很安
心， 因為我們有一種如老朋友般的默契，遇到
這樣的對手是一種幸福。”

香港文匯報訊台灣歌手韋禮安5
日30歲生日，他在唱片公司精心安
排下提早慶生，恰巧他進入公司也近
10年，其間公司送過他大大小小的禮
物，像是結他、水波爐、電動機車、
智能手機和筆電，公司幾乎什麼都送
了，最特別的是讓他從古老的小熒幕
手機換成第一部智能手機。

去年29歲的他，一度覺得自己
一事無成“超廢”，極度焦慮、壓力
爆錶，“覺得自己不能再當哥哥，可
以叫我叔叔了！”跨越2字頭來到30

歲的他，因為兩年前發片時曾向老闆
許願，想要公司給台北到美國來回機
票，今年公司也特准他出去充電。

韋禮安希望在30歲之前完成一
個大夢想，出去進修作曲、音樂工
程，期盼能認識不同的音樂人，擦出
更多火花、合作機會，甚至開人生第
一場巡迴演唱會。不過要到哪個國家
充電可就不知道了，美國洛杉磯或是
歐洲，都可能是選項之一，但看得出
來韋禮安已經迫不及待享受他的30
歲生日大禮！

香港文匯報訊 由澳門演藝人
協會主辦的澳門首個以“歌手為
本”的《第一屆澳門樂壇頒獎典
禮》日前於澳門舉行，會長徐智
勇（小肥）帶領一眾澳門藝人一
同揭開序幕。典禮當晚，大會亦
邀請了多名香港藝人蒞臨，包括
金牌司議林盛斌（Bob）、歌手吳
業坤、泳兒、樂隊RubberBand及
資深演員黃夏蕙等，均親身出席
支持澳門樂壇。

頒獎典禮的獎項分為兩大
類，分別為“最佳類別”及“最

受歡迎類別”，一共有18個大
獎，由澳門多名歌手角逐各個獎
項。過江龍由澳門唱到香港的陳
慧敏領頭勇奪“最佳女歌手”、
“最受歡迎女歌手”、“年度最
佳歌曲”三大獎項，並由同為
TVB巨聲幫出身的坤哥擔任授獎
人。坤哥早前受陳慧敏邀約攜手
拍攝個人大碟新歌《慧敏歌》，
扮演風靡千萬少女的校園“男
神”，今次又赴澳門親手頒獎給
陳慧敏，而頒獎現場亦首次公開
她全新的個人作品《慧敏歌》，

回想到由初入行參加巨聲幫到現
在，看見自己努力的成果，現在
終於獲得認同，也算是衣錦還
鄉，令陳慧敏十分感觸。

韋禮安30歲生日換智能手機鄧萃雯想同祥仔再合作

坤哥赴澳門頒獎予陳慧敏

■■韋禮安韋禮安

■■坤哥戥陳慧敏開心坤哥戥陳慧敏開心。。

■胡歌將到美
國進修，暫別
演藝圈。

網上圖片

■身穿戲服的孫儷直接從無錫
趕到上海領獎。

■■趙又廷得獎後開心感趙又廷得獎後開心感
謝觀眾謝觀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趙 麗 穎趙 麗 穎
否 認 退 出否 認 退 出
演藝圈演藝圈。。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張藝興獲張藝興獲““年度全能藝年度全能藝
人人””獎獎。。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劉詩詩含淚感謝栽培她多年的前老
闆。 網上圖片

■■林依晨送上溫暖話語林依晨送上溫暖話語，，胡歌聞言激動落淚胡歌聞言激動落淚。。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雯女與楊玏(左)、張超(右)同一天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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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17電視劇品質盛典”頒獎禮在
上海舉行，近50位明星悉數到場，眾

明星齊聚一堂，現場熱鬧非凡！劉詩詩及靳
東獲“年度影響力劇星”、劉濤獲“年度
觀眾喜愛品質劇星”、張藝興獲“年度全能
藝人”、 趙麗穎獲“年度實力演技巨
星”、趙又廷獲“年度突出表演獎”、王
凱及唐嫣獲“最具市場號召力演員”，而胡
歌及孫儷獲“年度卓越品質之星”。

袁弘林依晨擔任頒獎人
袁弘、林依晨擔任頒獎人，為好友胡

歌頒獎，林依晨特別從台灣飛往內地當嘉
賓頒獎，更為胡歌送上溫暖話語。胡歌見
到林依晨先是驚訝地張大嘴，隨後大步上
前擁抱她。林依晨於台上說：“一個表演
工作者，有時其實是一般人，都會有被人
家仰望或者是輕視的時候，可是我覺得，
只要他自己知道應該‘如何平視自己’，

知道自己該是個什麼樣的人、可以是個什
麼樣的人，我覺得這趟旅程，他會因為這
樣得到很多，然後……開心玩吧！”

趙麗穎澄清沒退出娛圈
林依晨在說最後兩句話時哽咽起來，

胡歌也在她說話時忍不住擦了擦眼淚，兩
人相知相惜的模樣，令許多人動容。恰好
去年胡歌拿下金鷹視帝時，曾特別感謝台
下的林依晨，令她當場淚崩，如今也算是
“禮尚往來”惹哭回去了。由於林依晨過
去在出演電視劇《我可能不會愛你》奪得
金鐘視后沒多久，毅然選擇到英國唸書，
如今胡歌也步上求學之路，相比其他致詞
者，林依晨的話或許更能貼近他的心，網
民感慨地說：“果然是林依晨最了解
他”、“真正的知己莫過於此了”、“林
依晨外貌內在都佔了，彷彿看到個女版胡
歌”。

另外，瘋傳因腰傷“退出娛樂圈”的
趙麗穎當晚奪得“年度實力演技巨星”，
並首次回應引退的說法，她說：“我沒有
退出娛樂圈，只是放慢拍戲的腳步，想要
追求更高的電視劇品質。”

劉詩詩日前獲頒“最具
影響力女演員”，她
早前離開了培育她多
年的經理人公司，
投奔老公吳奇隆
的“北京稻草
熊影視”，當
晚她面對坐
在台下的前
老闆仍公開感謝，表
示“沒有她就沒有今
天的自己”，獲網民
大 讚 “ 重 情 重
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中國內地藝人胡歌決定暫別演藝圈去美國進修。他臨別前出席“2017年中國

電視劇品質盛典”，好友林依晨驚喜現身送行，並獻上祝福的一段話，讓他聽了不禁落下男兒淚。胡歌說：

“我真的是有點受不住了”、“藝術的生命是非常長的”、“我會更好地回來”。

林依晨臨別贈言

胡歌灑淚
知己

現身頒獎

倍驚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鄧萃雯（雯
女）2日生日，向來專業的她雖然要在工作中度
過，拍攝內地劇《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但依
然全程保持愉快心情及笑容。巧合的是， 雯女
與同劇男主角楊玏及張超竟然是同一天生日。
劇組亦十分識做，送上超巨型蛋糕為三人慶生，
讓雯女笑逐顏開。
對於和同劇男主角同日牛一，雯女亦坦言大

感驚喜，並謂：“我從來沒有試過，同一套劇，
有三個人都是三月二日一起生日的。我覺得挺有
緣的，雖然我還沒有時間問他們，但我相信同一
天生日的人，應該會有很多地方差不多吧。”2
日主要拍攝雯女告白的場口，雯女雖然笑言自己
已很久沒有拍過同類型場口，有點緊張，但現場
所見，雯女很快便投入其中，完美演繹熱戀中女
人特有的嫵媚，演技讓人拍案叫絕。
另外，雯女早前接受內地媒體訪問， 並拍

了一輯唯美度十足的照片，尤其一雙具備霸氣、
自信及成熟美的眼神，更是讓人一見難忘。在
訪問中， 雯女提到一直期待與黎耀祥再度合
作，並謂：“ 我從來沒有放棄過這個想法，我
也深愛着九姑娘和劉醒， 他們超越了朋友的感
情，像親人一樣。” 曾數度透露在現實生活中
不像外表硬朗、需要人懂她、愛她的雯女， 更
笑言去年在無綫台慶頒獎禮現身時， 全靠祥仔
才讓緊張的自己安定下來：“看到他（我）很安
心， 因為我們有一種如老朋友般的默契，遇到
這樣的對手是一種幸福。”

香港文匯報訊台灣歌手韋禮安5
日30歲生日，他在唱片公司精心安
排下提早慶生，恰巧他進入公司也近
10年，其間公司送過他大大小小的禮
物，像是結他、水波爐、電動機車、
智能手機和筆電，公司幾乎什麼都送
了，最特別的是讓他從古老的小熒幕
手機換成第一部智能手機。
去年29歲的他，一度覺得自己

一事無成“超廢”，極度焦慮、壓力
爆錶，“覺得自己不能再當哥哥，可
以叫我叔叔了！”跨越2字頭來到30

歲的他，因為兩年前發片時曾向老闆
許願，想要公司給台北到美國來回機
票，今年公司也特准他出去充電。

韋禮安希望在30歲之前完成一
個大夢想，出去進修作曲、音樂工
程，期盼能認識不同的音樂人，擦出
更多火花、合作機會，甚至開人生第
一場巡迴演唱會。不過要到哪個國家
充電可就不知道了，美國洛杉磯或是
歐洲，都可能是選項之一，但看得出
來韋禮安已經迫不及待享受他的30
歲生日大禮！

香港文匯報訊 由澳門演藝人
協會主辦的澳門首個以“歌手為
本”的《第一屆澳門樂壇頒獎典
禮》日前於澳門舉行，會長徐智
勇（小肥）帶領一眾澳門藝人一
同揭開序幕。典禮當晚，大會亦
邀請了多名香港藝人蒞臨，包括
金牌司議林盛斌（Bob）、歌手吳
業坤、泳兒、樂隊RubberBand及
資深演員黃夏蕙等，均親身出席
支持澳門樂壇。

頒獎典禮的獎項分為兩大
類，分別為“最佳類別”及“最

受歡迎類別”，一共有18個大
獎，由澳門多名歌手角逐各個獎
項。過江龍由澳門唱到香港的陳
慧敏領頭勇奪“最佳女歌手”、
“最受歡迎女歌手”、“年度最
佳歌曲”三大獎項，並由同為
TVB巨聲幫出身的坤哥擔任授獎
人。坤哥早前受陳慧敏邀約攜手
拍攝個人大碟新歌《慧敏歌》，
扮演風靡千萬少女的校園“男
神”，今次又赴澳門親手頒獎給
陳慧敏，而頒獎現場亦首次公開
她全新的個人作品《慧敏歌》，

回想到由初入行參加巨聲幫到現
在，看見自己努力的成果，現在
終於獲得認同，也算是衣錦還
鄉，令陳慧敏十分感觸。

韋禮安30歲生日換智能手機鄧萃雯想同祥仔再合作

坤哥赴澳門頒獎予陳慧敏

■■韋禮安韋禮安

■■坤哥戥陳慧敏開心坤哥戥陳慧敏開心。。

■胡歌將到美
國進修，暫別
演藝圈。

網上圖片

■身穿戲服的孫儷直接從無錫
趕到上海領獎。

■■趙又廷得獎後開心感趙又廷得獎後開心感
謝觀眾謝觀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趙 麗 穎趙 麗 穎
否 認 退 出否 認 退 出
演藝圈演藝圈。。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張藝興獲張藝興獲““年度全能藝年度全能藝
人人””獎獎。。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劉詩詩含淚感謝栽培她多年的前老
闆。 網上圖片

■■林依晨送上溫暖話語林依晨送上溫暖話語，，胡歌聞言激動落淚胡歌聞言激動落淚。。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雯女與楊玏(左)、張超(右)同一天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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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世界的超級英雄不壹定是復仇者聯盟，也

可能是範偉。今日，喜劇電影《有完沒完》曝光

“出不去的愚人節”版預告片、海報以及劇照，為

大家呈現了壹個360°無死角的“老範”形象。

電影《有完沒完》講述了生於愚人節的老範，

在他生日這壹天接連遭遇了壹系列奇葩人物和悲催

事件，並“被困在永遠過不完的四月壹日”裏的故

事。正如同此次曝光的最新版海報，終日尋常不過

的平行世界，皆因4月1日愚人節而變得生動有趣起

來。

循環往復的時鐘由遠及近的變化匯聚成了壹個

巨大的時空漩渦，將眾主創紛紛卷入其中，有滿臉

困惑不已的範偉，有回眸壹笑的賈靜雯，有“生無

可戀”的天臺boy薛之謙，有專註指點迷津100年的

心靈導師林更新，以及Mike隋、宋陽、範湉湉、趙

英俊、孔連順、徐小溢等眾星組成的喜劇陣容，或

許正是因為這壹輪又壹輪“有完沒完”的循環旅行

，“老範”也因禍得福體驗了千姿百態的花樣人生

，並逐步進階成為“壹日贏家”。電影《有完沒完

》由王嘯坤執導，範偉領銜主演，賈靜雯、劉俊昊

等主演，影片將於4月1日上映。

《非凡任務》曝“暗戰”版海報
段奕宏試探臥底花樣百出 黃軒上刑又赴宴

由麥兆輝、潘耀明導演
，莊文強編劇，黃軒、段奕
宏、郎月婷、祖峰等領銜主
演的電影《非凡任務》將於
2017年4月1日上映。今日影
片曝光了壹組“暗戰”版海
報，首次披露黃軒段奕宏之
間殺機四伏的對抗。

海報中黃軒孤身陷入重
圍，不僅被捆綁蒙眼，還被
段奕宏按在地上以槍指頭，
生命危在旦夕。

在險惡之地稱霸壹方，
心狠手辣是毒梟的“基本配
置”。為探明黃軒的真面目
，段奕宏使出渾身解數，軟

硬兼施無所不用其
極。初次見面就各
種酷刑的輪番上陣
，兇相畢露。

“硬”的之後來“軟”
的，酷刑考驗後段奕宏又換
上壹副面孔，片中他不僅帶
黃軒見識自己的制毒工廠，
還主動設宴款待，但杯盤交
錯間暗藏刀光劍影，壹雙
“鷹眼”時刻緊盯黃軒壹舉
壹動。

由閆妮、杜天皓主演的治愈系情感喜劇《美容針》

，日前正式宣布改檔，影片將於5月19日與全國觀眾見

面。據悉，電影《美容針》講述了熱愛寫作的文藝熟女

夏百合通過網絡遊戲與陽光少年小健相識，而二人的網

絡結緣並非完全巧合，壹本書、壹個名字，成為了情感

羈絆中的關鍵。對於百合來說，小健的朝氣活力猶如壹

劑強力美容針，深深地感染了她。不同於以往大家經常

看到的青春愛情片裏的甜蜜發糖，《美容針》通過人物

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來探討愛情中的各種可能性：“每個

人都有愛與被愛的權利，我們不能以旁觀者的世界觀去

隨意評價甚至幹涉他人的愛情。”

在電影《美容針》中飾演女主角“百合”的閆妮此

次挑戰素顏出鏡，真實演繹夢想和現實的碰撞、青春與

時間的對抗。雖然閆妮在片中的“愛情花期”延遲，但

因對青春的珍視而更加熾烈，讓人想起十七歲的愛情往

事。作為壹部情感喜劇，壹向以陽光校草形象示人的杜

天皓在片中並沒有太多機會耍帥，反而拋棄偶像包袱努

力搞笑，竭盡所能將閆妮從現實中拉回青春初綻的十七

歲。在片中杜天皓抖起包袱來也毫不示弱，和閆妮組成

壹對歡喜冤家，將給觀眾帶來無限歡樂。

電影《美容針》將於5月19日全國上映。

香港歌手麥浚龍跨界做導演獲得不少好

評，他2013年拍攝的電影《僵屍》不僅在圈

內口碑好，而且在次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上

也獲得不少項提名的肯定，很多人贊他復興

老港精神，更將其看作香港年輕導演中的壹

位有力創造者。日前，麥浚龍接受香港媒體

采訪時透露，將會把《風林火山》拍成史詩

警匪四部曲，故事主要圍繞內地和香港緝毒

與販毒間的角力世界，目前還在前期選角試

鏡中，打算在今年年中正式開拍，麥浚龍強

調，該片將逆轉警察臥底與毒販間的傳統電

影角度。《風林火山》2016年底已在內地廣

電總局立項，雖然當年《僵屍》沒能走上內

地大銀幕，但這部《風林火山》是確定無疑

的合拍片。

據悉，這部戲的制作費用約1.5億港幣，

片中重頭戲主要在兩位男主角身上，港媒之

前曾報道過，該片最初找過周潤發搭劉德華

，但兩人都推了，後來又找了梁朝偉搭張家

輝，也沒成功，最後麥浚龍又找了金城武搭

梁家輝，終於成功了，據說，金城武看完劇

本很喜歡，又看過《僵屍》這部戲，覺得頗

有新意，才會有興趣拍《風林火山》，有傳

雙方已談得七七八八，只差未動筆簽約。

由於《風林火山》投資大，所以麥浚龍

表示這次會專心做好導演崗位，不會參加演

出，曾參與《僵屍》演出的香港資深導演、

演員陳友會擔任《風林火山》的監制。

徐克徐克《《狄仁傑狄仁傑33》》定檔定檔20182018春節春節
黑澤明劇本遺作黑澤明劇本遺作““黑色假面黑色假面””&&““畫皮前傳畫皮前傳””等將拍等將拍

華誼兄弟今日（3月1日）在京聯合工夫影業

壹口氣宣布五部大片計劃：徐克導演《狄仁傑之四

大天王》定檔2018年春節、電影版《陰陽師》2018

年國慶檔上映、《畫皮前傳》定檔2019年暑期、天

下霸唱盜墓題材《摸金校尉之九幽將軍》定檔2019

年國慶、日本電影大師黑澤明劇本遺作《黑色假面

》定檔2020年國慶。兩家公司發布聯合廠標，推出

上述“想象力工業”電影計劃。

《狄仁傑之四大天王》定檔2018年春節
《狄仁傑之四大天王》繼續由徐克擔任導演，

陳國富和施南生擔任監制，張家魯執筆劇本，劉嘉

玲、趙又廷、林更新、馮紹峰等主演均回歸，此外

還有幾位重量級演員加盟。《狄仁傑之通天帝國》

、《狄仁傑之神都龍王》分別於2010、2013年上映

，共取得近9億票房。

張家魯透露，徐克目前正在臺北閉關創作劇本

，自己昨天剛剛“去催稿”，以往都是他提供想法

給導演們以及“被催”，但徐克導演的腦袋太快了

，“不要說我們，他有時候自己都追不上自己，他

寫下來，這樣大家就比較清楚”。談及項目進展，

施南生還在現場跟張家魯開玩笑：“他有很多個版

本，我要便宜那個版本，他總是給我貴的那個。”

黑澤明劇本遺作《黑色假面》將拍電影

作為發布會壓軸公開的項目，《黑色假面》來

自日本電影大師黑澤明的劇本遺作，改編自美國作

家愛倫坡的《紅死病的面具》。發布會現場展示了

黑澤明的寶貴手稿影印本，黑澤明的兒子黑澤久雄

也發來VCR，對華誼兄弟和工夫影業給予充分信任

和期待。監制陳國富表示 ，他希望由年輕導演來

拍攝該片，具體是誰還未公布。王中磊則透露，拿

到劇本版權的時間並不長，沒

想到消息很快就在行業內傳開

，有很多導演報名自薦，甚至

包括日本現在壹些殿堂級的導

演“都追過來”，希望能夠有

機會執導。“但我跟國富還是

有我們自己的壹些想法，雖然

不很成熟”。據王中磊介紹，

拿到《黑色假面》是得益於在

日本認知度頗高的畫家呂忠平

的牽線搭橋，拿到黑澤明大師

的遺作並用中國人的力量跟方

式拍攝“是非常不安的”，回

國第壹時間他就跟陳國富通話

，“我相信國富當時也沒有想

好怎麽辦，但特別棒的是他第

二天看了手稿後，就跟我打電

話，說願意跟我壹起來挑戰”。

陳國富稱，手機裏至今保留著去年11月19日

與王中磊的聊天記錄，兩人商量電影計劃裏的第五

個應該是什麽項目，始終沒有壹錘定音的作品，

“後來我說中磊我們要不要做壹個保證不會賺錢的

項目？我們計劃裏其他四個項目，在商業上應該都

會成功，但別人也能做，我們為什麽不做個不壹樣

的？因為黑澤明他60多年的生命完全奉獻在電影藝

術上，可以說是死在電影上，88歲還在籌備新項目

，《黑色假面》是他壹個遺作，我們為什麽不傳承

壹下對電影藝術的追求？”

至於為何定檔2020年，陳國富笑言：“我沒有

想法，就是沒譜嘛，所以盡量往後擺。”他同時呼

籲任何有心挑戰這個項目的導演都可以來報名。

《摸金校尉之九幽將軍》挺進2019年國慶檔

改編自天下霸唱同名小說的《摸金校尉之九幽

將軍》，依舊以胡八壹、王胖子和Shirley楊為主角

，陶昆擔任監制，陳坤有望繼續出演胡八壹。

談及對電影的期待，嘉賓陳坤與天下霸唱有了

壹次簡短的對話。陳坤表示很榮幸能夠飾演天下霸

唱著作中的主角，但也對眾多版本的胡八壹表示出

憂心，公開問霸唱“您給我多少分”？

天下霸唱直言：“如果說滿分是100分，咱們

的坤兒能得280分。為什麽給妳扣20分呢，咱們給

別的演員，別的演胡八壹的散兵遊勇，給他們留條

活路。”對於又壹部作品被搬上大銀幕，天下霸唱

表示沒有壓力，自己“也期待文字作品低成本的想

象力，怎麽能轉化成高大上的影像作品”。制片人

陶昆則不壹樣了，他坦言每部作品都會超支，好在

最後電影品質都還不錯。

《畫皮前傳》《陰陽師》搶灘2019暑期＆2018國慶檔
《畫皮前傳》作為《畫皮》系列第三部作品，

目前還未公布導演、主演陣容，故事走向也在保密

中，唯壹可公開的信息就是檔期。此外，《陰陽師

》正籌備劇本 2018年國慶檔上映。

陳坤表達了出演《陰陽師》的願望，他說面對

年輕壹代觀眾，自己最大的感觸就是時間會推動所

有人站在舞臺中央，他很恐慌，甚至害怕衰老，怕

早晚有壹天“會被OUT出舞臺”。當得知《陰陽師

》的玩家們呼籲他出演其中角色時，陳坤趕緊催促

：“早點拍，我會爭取去演。”

值得壹提的是，拿出尚在進展階段的項目開發

布會，陳國富壹開始“非常不想辦”，王中磊也直

言絕對不是為了融資，陳國富表示“壹定會以兩倍

甚至三倍的專註力跟意誌力，努力做到最高表現”

，因為“坦白說華誼電影輸不起，在這個時間點應

該說也丟不起這個人”。

《《有完沒完有完沒完》》曝愚人節版預告曝愚人節版預告&&海報海報
範偉也要救世界範偉也要救世界 天天都過愚人節天天都過愚人節

情感喜劇情感喜劇《《美容針美容針》》改檔改檔55..1919上映上映
禦姐碰上小鮮肉禦姐碰上小鮮肉
閆妮杜天皓演繹歡喜冤家閆妮杜天皓演繹歡喜冤家

麥浚龍新片將會是警匪四部曲
《風林火山》年中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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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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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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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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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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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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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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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電話：：((228181)) 980980--13601360
((832832)) 878878--38793879

傳真傳真：：((281281)) 989800--13621362

十年老店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光新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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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8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77477

星期六 2017年3月4日 Saturday, March 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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