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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預告

《三個女人一台戲》
美南電視 15.3《生活》節目全面改版﹐從 9
月 2 日起隔周推出《三個女人一台戲》
﹐每期
三個女人侃閒篇聊八卦﹐各種輕鬆私密的女
性話題﹒節目主持人黃梅子同時也是《生活》
節目總製片人﹐第一期嘉賓是女作家陳瑞琳
和原鳳凰衛視女記者王濛﹒想知道這三個女
人唱的哪一齣戲﹖請 9 月 9 日晚 7 點半和 9 月
11 日晚 8 點鎖定美南電視 15.3 頻道﹒

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ﬃ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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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加油站》

介紹養生獨門秘方

KVVV

節目介紹：
《明星加油站》(又名：養生一點通)是結合大眾養生需求而
打造的全新大型健康養生類節目。每期節目邀請一位具有
權威背景、獨家觀點的醫學名家，以大眾最關心的養生話
題為中心，通過深入淺出的講解以及生動易懂的現場操作
等方式，傳遞養生智慧、介紹獨門秘方，每期都有實用的
健康知識讓您“一點就通”。養生一點通，生活更輕鬆。

播出時間：每周三上午10點至10點半首播，每周五晚間
10時半至11時，每周日凌晨12點半至1點重播。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休斯頓市長：
休斯頓開張營業了

或音樂會的人，你
仍然可以來。我們
希望你來。我們可
以同時做多件事情
。”
但是對於那些被水
淹了的社區的許多
人來說，特納仍然
勸他們離開。
休斯頓西部的兩個水庫已
經水滿為患，美國陸軍工
程師計劃開閘放水，以防
止水壩斷裂。這個行動將
讓不少民宅被淹，最多達
到兩萬個住宅 。特納說，
任何拒絕離開的人，不僅
使自己的生命處於危險之
中，也會危及救援人員的
生命。
8月25日，哈維颶風襲擊
︱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中）等人給災民送救濟品 了德州東南部，並在德州
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墨西哥
（2017年9月3日）。
灣沿岸徘徊了幾天，成為
熱帶風暴。它帶來了創紀錄的雨量。至少有44
【VOA】在經過颶風哈維的侵襲之下，美國德
人死亡。
州休斯頓市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Sylvester
在福克斯新聞星期日節目裏，德克薩斯州州長
Turner）希望世界知道，休斯頓正在清理和評
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表示，風暴造
估哈維颶風造成的破壞，商店都已經“開張營
成的損失可能高達1800億美元，比唐納德·川
業了”。
普總統要求國會批準的78.5億美元初始資金多
特納告訴CBS電視台的“星期天面對國家”節
20倍。
目：“任何曾經計劃到這裏開會，看體育比賽

明星上節目暢談養生秘訣。

▲

▲ 節目花絮。

美各州是否應立法要求總
統候選人公布稅表引爭議
颶風災區有將近45萬個家庭登記申請聯邦緊急
事務管理署的協助。白宮說，任何需要幫助的
人都會得到幫助。
【VOA】川普總統一直拒絕公布其稅表，引發
美國麻薩諸塞州以及其它一些州提出動議，要
求總統候選人公布其個人經濟狀況，否則沒有
資格參選。
麻薩諸塞州議員定於周三在州議會就一項施加
上述限制的法案舉行一次聽證會。
這項法案的主要提出者、麻州參議員邁克·巴
雷特表示，在川普參選之前，絕大多數美國人
都會認為總統參選人會恪守“現
代公開透明的習慣做法”，即使
這種做法並不是成文規定的。
這位來自萊克星敦的民主黨人表
示，“公開透明的其中一項就是
公開參選人可能發生利益沖突的
個人經濟信息。2016年的選舉
擊碎了我們在公開展現的一些特
定規矩層面可以明確接受總統參
選人的信心”。
麻州的這項法案將要求任何希望
自己的名字出現在麻州初選選票
上的總統參選人遞交過去三年經
過公證的聯邦所得稅報稅表。

這項法案還要求州務卿在該州的網站上公布這
些報稅信息。拒絕接受這些要求的參選人，其
名字將被禁止列入初選選票。
不過也有人質疑這樣做是否符合憲法。美國憲
法第二款規定贏得白宮的三個條件，那就是：
總統必須是“在美國出生的公民”，必須年滿
至少35歲，必須在美國居住14年。
美國最高法院曾經裁定，各州和聯邦政府在憲
法規定的條文之外，不得增加對參議員和眾議
員的資格要求。這項裁定可以被引申用於總統
。

︱2016年參加總統競選時的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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颶風無情人有情—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

在 NRG
NRG中心哈維颶風避難所提供服務
中心哈維颶風避難所提供服務

孔院志願者周鎮和張恒在整理救災物資。
孔院志願者周鎮和張恒在整理救災物資
。(孔子學院提供
孔子學院提供))

【本報訊】8 月 30 日開始，哈維颶
風稍停，位於休斯頓市的德克薩斯州南
方大學孔子學院立即組織了服務團隊，
在中方院長易曉教授帶領下，公派教師
胡孝斌、法麗娜，以及志願者教師王亞
寶、曹雅雯、杜晨曦、周鎮、李卓、王
雨、王博、張恒、祁朋樂等 12 人，奔赴
休斯頓 NRG 體育中心設立的哈維颶風
災後避難所，連續參加休斯頓災後救濟
工作。
自 8 月 24 日 晚 以 來 ， 哈 維 颶 風
（Harvey）留滯在墨西哥灣上空長達五
天之久。這給德州，尤其是休斯頓地區
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的大規模降
雨和洪澇災害。數百上千幢房屋受損，
難以計數的汽車被淹，數十萬家居民陸
續斷電，學校、商鋪關閉。城市幾乎陷
於癱瘓，大量的主幹道泡在水中。受災
人民搭乘船只或救援的直升機，或是徒
步，帶著孩子、寵物和隨身行李，離開
了他們被洪水淹沒的家園。德州南方大
學孔子學院的漢語教師及志願者居住的
小區都被水圍困，小區積水無法出行。
由於颶風來臨前，大家都做好了充足的
準備工作，教師的停放在小區車庫樓上
，志願者們全部車輛存在學校車庫樓上
，食品及飲用水貯備充分，雖然哈維破

壞力巨大，孔子學院教師志願者的生活
和財產基本上沒有受到影響。
盡管哈維颶風在休斯頓的影響還在
持續中，但救災工作刻不容緩，為了安
頓受災居民，休斯頓市立即投入到緊張
的災民救助工作之中。德州南方大學孔
子學院在洪水剛剛在小區周邊消退之際
，秉承孔子的“仁者愛人”的思想，全
體老師志願者在大災面前有極強的凝聚
力，一致同意到休斯頓 NRG 體育中心
的臨時避難所當義工，在災後救助中配
合當地義工組織為受災群眾服務，並提
供漢語翻譯幫助。
NRG 避難所裡井然有序，志願者們
經過簡單的義工服務培訓，便分派到不
同的崗位。孔子學院教師和志願者團隊
有的幫助災民登記信息，有的幫助災民
整理床鋪，為捐助物品進行分類，有的
為災民分發衣物和食物，有的幫助災民
運送行李。志願者們面帶笑容，和災民
溫馨互動。其中不乏暖心
的故事：志願者們遇到一
個家庭，他們的房屋被洪
水淹沒。而母親剛剛生產
完，在洪水中受到
感染，急診住院，
六個年幼的孩子需

要照看，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的漢語
教師志願者耐心陪伴孩子玩耍，為他們
帶來歡笑。受災的 Robert 先生一家是來
休斯頓旅行，卻遇到如此災難，導致車
被毀無法回家，NRG 避難所提供了良好
的住宿飲食及服務，使他們一家能在此
安心等待朋友前來接應。前來幫助災民
的志願者，不分晝夜，一批批前來義務
服務，不計成本不計回報，以讓受災群
眾安頓。這次嚴重的災難背後，德州人
民積極樂觀的心態，互幫互助的精神讓
人動容。
颶風無情人有情，德州南方大學孔
子學院在休斯頓災後第一時間站出來，
和當地志願者一起，為創建出一個井然
有序、幹凈整潔的避難所做出了自己的
貢獻。陽光重新照耀在休斯頓的大地，
溫暖取代了暴雨的冰冷。德州南方大學
孔子學院用自己的服務，衷心地祝福在
此次風暴中受災的人民早日走出陰霾，
重建美好家
園！

公派老師胡孝斌和志願者王雨在接待中心服務台。
公派老師胡孝斌和志願者王雨在接待中心服務台
。(孔子學院提供
孔子學院提供))

孔子學院教師小區在颶風中被水圍困
。(孔子學院提供
孔子學院提供))

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服務團隊合影，前排左至右胡孝
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服務團隊合影，
斌、王雨
王雨、
、祁朋樂
祁朋樂、
、易曉
易曉，
，後排左至右張恒
後排左至右張恒、
、法麗娜
法麗娜、
、
王博、
王博
、李卓
李卓、
、杜晨曦
杜晨曦、
、曹雅雯
曹雅雯、
、周鎮
周鎮。
。(孔子學院提供
孔子學院提供))

孔院志願者張恒 （ 左一
孔院志願者張恒（
左一）、
）、杜晨曦
杜晨曦（
（ 左二
左二）、
）、周鎮
周鎮（
（ 右一
右一）
） 幫助
受災群眾安置。
受災群眾安置
。(孔子學院提供
孔子學院提供))

綜合經濟

金科文化擬收購 Outfit7
“湯姆貓”能否再續輝煌
上市公司金科文化拋出了公司史上
規模最大的並購方案，擬向實際控制人
朱誌剛等交易對手發行股份的方式，合
計作價 42 億元收購杭州逗寶、上虞碼牛
各 100%股權。而這兩家公司的核心資產
為持有 Outfit7 公司 56%股權，Outfit7 公
司創造了“會說話的湯姆貓家族”這壹
全球知名 IP。這意味著 Outfit7 公司的估
值高達 75 億元人民幣。
不過，艾瑞等第三方數據顯示，
“會說話的湯姆貓家族”主打產品“會
說話的湯姆貓”等裝機量逐步走低。
“我們的收購非常慎重，內部進行
了多次探討。”金科文化董秘張維璋接
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公司對“會
說話的湯姆貓家族”IP 非常看好，此次
收購對公司是壹次“鳳凰涅槃”。
金科文化去年已有意收購，被歐亞
平搶先
公開資料顯示，金科文化成立於
2007 年，原主要從事氧系漂白助劑 SPC
的研發、生產和銷售，於 2015 年 5 月 15
日登陸創業板。
在上市後不久，金科文化即發布
《關於重大資產重組停牌公告》，2015
年 12 月，公司確認收購標的為從事移動
休閑遊戲發行運營的杭州哲信100%股權，
切入移動互聯網領域。
“公司原有主要業務氧系漂白助劑
SPC 已經做到行業龍頭，出口占到全國
壹半，未來市場成長空間相對有限，因
此需要開拓新業務。公司認為移動互聯
網發展空間巨大，因此想向移動互聯網
方向轉型。”張維璋稱。2016 年 6 月，
杭州哲信正式納入上市公司合並範圍。
2016 年 9 月，Outfit7 公司創始人夫
婦全球範圍尋找買家，當時金科文化也
積極與 Outfit7 公司進行接觸，並從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上午開市起停牌。

公告顯示，金科文化原主營業務為
移動互聯網文化內容制作、分發與運營，
以及互聯網兒童早期教育。Outfit7的主營
業務為大數據廣告分發與互聯網兒童早
期教育。本次交易屬於上市公司同行業
不過，Outfit7 公司卻被歐亞平旗下 產業並購，在實現優勢互補的同時，對
的聯合好運公司搶先收購。2016 年 12 月 上市公司的業務協同與未來盈利能力的
28 日，Outfit7 全體股東將持有的 Outfit7 大幅提升，具有重大的意義。
公司全部股份以總計 10 億美元的價格轉
讓予聯合好運。
曲折收購 Outfit7 股權，金科文化多
公開資料顯示，歐亞平是眾安在線 付數億元
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百仕達
經過歐亞平壹轉手，金科文化不僅
控股有限公司創辦人及主要股東。此前， 多付出了 8 個多月的時間，資金也多付
歐亞平和金科文化實控人朱誌剛曾有諸 出了數億元，收購 Outfit7 公司股權的過
多 交 集 ， 二 者 同 為 大 自 然 保 護 協 會 程也更為曲折。
（TNC）中國分支成員，歐亞平擔任中
今年 1 月，金科文化全資子公司金
國 TNC 理事會秘書長兼執行委員，朱誌 科香港與歐亞平簽署《股權轉讓協議》，
剛擔任中國 TNC 理事會理事。
以自有資金 0.5 萬美元受讓由其持有的聯
在聯合好運公司將 Outfit7 公司納入 合好運 10%股權。5 月 19 日，金科召開
旗下後，金科文化隨即謀求從聯合好運 董事會會議，同意金科香港以自有資金
處收購。
1.25 萬美元受讓由歐亞平持有的聯合好
1月24日，金科文化宣布與聯合好運 運 25%股權，受讓完成後，金科香港持
簽署了股權收購框架協議，約定未來 3 個 有聯合好運 35%股權。
月內就收購Outfit7公司進行獨家談判。
5月24日，聯合好運於英屬維爾京群
為何不直接將Outfit7公司收購？張維 島分別設立Lily及Ryuki。6月5日，聯合好
璋向記者解釋稱，當時中美均有許多公司 運分別與Lily、Ryuki簽署股權轉讓協議，
前往洽談。但 Outfit7 公司創始人夫婦認 約定聯合好運分別將其持有的Outfit7公司
為，Outfit7公司在西方國家市場已經基本 的28%股權無償轉讓給Lily、Ryuki。
飽和，中國市場還具有較大增長潛力，因
8月10日，聯合好運將其持有的Lily、
此傾向於售賣給中國公司。
Ryuki全部股權，分別以2.996億美元的價格
“Outfit7 公司創始人夫婦希望交易 轉讓給杭州逗寶、上虞碼牛。以此計算，此
在 2016 年 12 月底前完成，由於外匯管制 時Outfit7公司的估值達到10.7億美元，相比
等諸多原因，導致其他中國公司不能及 聯合好運此前收購價上漲4.59億元。
時完成交易，聯合好運由於註冊地在境
8 月底，金科文化披露重大資產重
外，歐亞平本人在境外融資能力較強， 組草案，上市公司擬向朱誌剛、王健、
最終由聯合好運收購。”張維璋稱，歐 上虞杭天、深圳霖楓以及徐波、上虞朱
亞平的確與公司實控人朱誌剛相識，但 雀共 6 名交易對方非公開發行股份購買
收購Outfit7公司主要是從商業角度考慮， 其持有的杭州逗寶 100%股權和上虞碼牛
並非幫公司代收購。
100%股權。交易對價為 42 億元。杭州逗
張維璋表示，Outfit7 公司的盈利能 寶和上虞碼牛主要資產為合計持有的
力滿足單獨上市的要求，歐亞平雖然本 Outfit7 公司 56%股權。
人無移動互聯網經驗，但可以通過運作
以昨日匯率計算，金科此次收購時，
在香港上市。願意轉讓給金科文化，主 Outfit7 的估值相比聯合好運收購時上漲
要是因為 Outfit7 公司與金科文化戰略更 了約 9.45 億元，56%的股權相當於多花
吻合，可以促使 Outfit7 更好發展。
了 5.3 億元。

為何此前 1.75 萬美元即獲得聯合好
運 35% 的 股 權 ， 此 次 購 買 Outfit7 公 司
56%股權，卻花費了 42 億元的代價？聯
合好運壹系列股權轉讓背後的原因是什
麽？是否存在利益輸送？對此，張維璋
解釋稱，公司此前獲取聯合好運 35%的
股權，裏面包含聯合好運負債。而之所
以聯合好運先向 Lily 及 Ryuki 轉讓，主要
是出於避稅角度。此後，實控人進行了
壹系列的股權運作，主要是為了幫助上
市公司規避跨境並購的風險，即使收購
失敗，上市公司也沒有損失。在此過程
中，實控人並沒有獲益。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6
月，Outfit7 公司凈利潤分別為 55481.01
萬元、46325.31 萬元和 30556.02 萬元。對
於2016年業績下滑的原因，金科文化稱，
2016 年業績波動，主要系 Outfit7 為加大
在亞太地區尤其是中國市場的推廣效果，
重新調整了部分擬發布產品的定位，
2016 年 Outfit7 僅發布 1 款應用產品，導
致 Outfit7 的 2016 年度業績出現波動。
根據公告，朱誌剛為金科文化實際
控制人、王健為總經理。朱誌剛和王健
作 為 利 潤 補 償 義 務 人 ， 承 諾 Outfit7 於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實現的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歸屬於母公司股東
的凈利潤分別不低於 7809.04 萬歐元、
9286.68 萬歐元和 10975.80 萬歐元。
張維璋表示，目前 Outfit7 公司盈利
非常穩定，今年上半年盈利已超實控人
朱誌剛等業績承諾的壹半，實現 2017 年
業績承諾問題不大，2018 年和 2019 年業
績承諾預計也可以順利完成。
產品裝機量下滑，湯姆貓能否再續
輝煌？
根據評估結果，Outfit7 的 100%股權
評估值為 728596.52 萬元，Outfit7 經審計
的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所有者權益合計
為 42116.38 萬元，增值率為 1629.96%。
Outfit7 的評估增值率較高。
“移動互聯網企業固定資產較少，主
要為無形資產，給予這種估值並不算高。
”張維璋認為，Outfit7創造了“會說話的

湯姆貓家族”這壹全球知名IP，基於該IP
開發的趣味應用和產品，已覆蓋全球數十
億人口，給予這種估值較為合理。
“IP 本身具有壹定的價值，但 10 億
美元的確有些偏高了。”在知名遊戲專
家楚雲帆看來，湯姆貓雖然壹度流行，
但其本身並不算嚴格意義上的遊戲，且
形成的品牌認知與本身的技術門檻並不
高，在 IP 研發上做得並不深入。“收入
模式相對單壹，這樣的 IP 價值後續實際
上是不斷縮減的。”
記者通過第三方軟件APP Annie測評
發現，“會說話的湯姆貓家族”主打產品
“我的湯姆貓”過去壹年在美國所有蘋果手
機應用中，排名232位、遊戲排名為78位。
在中國對應排名分別為187位和41位。
根據第三方軟件艾瑞測評，今年7月，
“會說話的湯姆貓家族”在中國表現最好的
壹款遊戲為“會說話的湯姆貓 2”，總排
名為 290，同類遊戲排名為 12，“我的湯
姆貓”總排名為330位，同類排名為14位，
其余產品均在1000名開外。
即使是表現最好的“會說話的湯姆
貓 2”，月度獨立設備數也呈現下滑趨
勢。該款遊戲在 2016 年 8 月月度獨立設
備數達 1373 萬臺。今年 1 月下滑至 1085
萬臺，而到了今年7月，下滑至740萬臺。
“壹款遊戲在新推出的時候，下載
和裝機量高，此後都會逐漸下滑。”張
維璋表示，金科文化內部曾多次反問，
此次並購到底值不值，最終討論的結果
是“值”。
張維璋稱，每款遊戲都有其輝煌期，
如果公司在“湯姆貓”遊戲最火的時候入
股，風險反而是最大的。過去“會說話
的湯姆貓家族”系列盈利模式主要是通
過搭載廣告，模式過於單壹，因為文化
上的隔閡，對中國市場開發遠遠不夠。
“金科文化收購 Outfit7 公司後，將在周
邊衍生品市場、大電影、動畫片以及主
題樂園等多領域發力。”
在風險提示中，金科文化列出了
Outfit7 產品對“會說話的湯姆貓家族”
存在較大依賴的風險、移動應用產品生
命周期帶來的業績波動風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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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山上的幼松林

摩洛哥遊之九：
摩洛哥遊之九
：阿特拉斯山
阿特拉斯山、
、爾佛
今日的行程是從菲斯穿過中阿特拉斯山
脈（Middle Atlas）到爾佛（Erfoud），全天
都在車上。早上 7:30 從酒店出發，比一般出
發的時間提早了一小時，因為今日的車程是
此次旅遊裡最長的一天，包括午休等將長達
9 小時。不過領隊阿蔔杜拉說，穿越中阿特
拉斯山一路上的風景極佳，保證大家不會感
到厭倦無聊。果然誠如所言，從菲斯（Fez）
到爾佛（Erfoud）乘了一天車下來，使我對
摩洛哥的地貌認識完全改觀。（當然主要也
是因為自己從來沒有認真去查閱過）腦中印
像裡一直以為北非的摩洛哥跟新疆差不多，
大部分是一片沙漠，城市便是幾個綠洲，如
此而已。這一趟翻山越嶺下來，團友們亦皆
大為驚異地說“我不知道摩洛哥有這麼
美！”

阿 特 拉 斯 山 脈 （AtlasMountains）
阿特拉斯山脈位於非洲西北部，長約
2500公裡，橫跨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
西亞三國，把地中海西南岸與撒哈拉沙漠分
開。在摩洛哥境內的阿特拉斯山脈可分為中
阿 特 拉 斯 （Middle Atlas） 、 高 阿 特 拉 斯
（High Atlas，亦稱“Grand Atlas,大阿特拉
斯”）、與安迪阿特拉斯（Anti-Atlas）。山
脈大致與海岸線平行，自西南向東北延伸。
山脈的西段複雜高峻，海拔多在 2,500 米以

一大片的雪松林

阿特拉斯山一景

夏曙芳

上，最高峰 Toubkal 高達 4,165 米。山勢由西
向東逐漸降低。阿特拉斯山脈的平均海拔約
為 1,500 米，中間為海拔 1,000 米左右的高
原。北坡屬地中海式氣候，多森林果園，其
餘地區屬半荒漠氣候。山區富鐵與磷灰石
礦，山間高原多鹽湖。山上居民多為柏柏爾
人(Berbers) 。他們保留著自己的語言、傳
統，並接受一定程度的伊斯蘭教。
中阿特拉斯山是阿特拉斯山脈裡最北面
的一段，長 350 公裡，整座山綿延橫亙在摩
洛哥國境內，有15%的地區是在海拔2,000米
以上的。山岩多為石灰岩。其南隔Moulouya
河與 Um Er-Rbia 河為高阿特拉斯山（High
Atlas）又稱大阿特拉斯山（Grand Atlas）。
高阿特拉斯山在摩洛哥的中部，西由大西洋
向東，伸延至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的邊境，
進入阿爾及利亞。高阿特拉斯山長約 700 公
裡，有 10 個高峰在 4,000 米以上。其南為安
迪阿特拉斯山（Anti-Atlas），從摩洛哥西南
的大西洋東北走向。
車子在中阿特拉斯山盤桓而上，山路曲
折陡峭，漸行漸冷，只見兩邊一片片雪松林
的樹尖上覆蓋著白雪。約一個多小時後車抵
伊復蘭（Ifrane）鎮。這裡是一處有名的度假
村，冬冷夏涼。由於在中阿特拉斯山區裡，
凡 600 米以上的地方，整個冬季都會有冰有
雪，Ifrane在冬天便是一個滑雪勝地，夏天因
地處高山內，氣溫低又成為避暑之地。Ifrane

鎮內酒店、餐館、與一棟棟別墅之格式頗有
瑞士的建築風味，是很美的一個山鎮。領隊
說國王在此地亦設有行宮，“率土之濱莫非
王土”，這自然也不會令人感到意外的了。
那忽高忽低的路，那白茫茫一片雪地上
的矮松林，那山坡上一株株的大雪松，樹枝
樹尖上面全掛著一坨坨像棉花球似的瑞雪。
天空忽晴忽陰，陣藍陣灰，間而有一兩間遊
牧民族在山谷住扎定居的房子與一群群的綿
羊。從車窗望出，我們彷彿是行走在圖畫
裡。
中午我們在 Midelt 鎮裡一家摩洛哥餐廳
享用了一頓烤鱒魚（Brown Trout）午餐。在
這無鎮無鄉的荒山上，餐廳的主要顧客自然
多是觀光客了。就餐時居然會遇到鄰座一隊
從台灣來的台大旅遊團，只是團友們的年齡
看來是比我們的下一代還要年輕了些。午餐
後繼續翻山，穿過了長達 6,000 英尺的山隘
後，松林不見了，白雪也沒了。藍天白雲
下，是一片全乾的砂石地帶。經過山谷時，
看到旁有溪流的綠洲地，有農村、有河流、
有耕地、有椰棗林。民居的屋頂是平的，用
來曬棗子或打麥子。一天之內，車窗外的景
色真是變化何其多！

爾佛（Erfoud）簡介
車子在 5:30 左右駛抵爾佛，入宿 Chergui Kasbah 大酒店。這是一間摩洛哥式的大

觀光酒店。外型是一座相當氣派的古堡式建
築。牆內有很大的室外游泳池。室內裝飾極
為華麗別緻。本團抵步時已是黃昏時分，大
家入房一放下手提行李後，便趕著衝上另一
棟大樓的陽台觀日落。夕照下，在這座大樓
的屋頂平台上，看著西斜的殘陽緩緩墜入地
平線下，亦是難得的景觀。今夜大家都很興
奮，因為明天便將前往久聞大名的撒哈拉沙
漠了。
爾佛（Erfoud）是摩洛哥東部撒哈拉沙
漠裡的一個綠洲小鎮，始建於法國殖民時期
上世紀的 20 年代。由於它地近 Merzouga 與
Ergchebbi 大沙丘，又是在 Merzouga 沙漠村
的大門口，近年來為了發展去撒哈拉的旅遊
業，摩洛哥政府在爾佛注入了大量資金，發
展其周圍之公路，裝置水電等公共設施，隨
後大小酒店餐廳應運而生。今日，爾佛已變
成一個遊客進入撒哈拉沙漠的前站，有“沙
哈拉大門”（Gate to Sahara）之譽。
除此之外，由於地近 Ergchebbi Dunes，
周圍是紅褐色的山峰，自然景觀極美。數十
年來，被電影製片家選為拍攝沙漠或太空場
景的最佳背景地，有好幾家大影片公司在此
設有大規模的攝影棚。近年來在此拍攝的大
片子有<March or Die> (1977), <The Mummy> (1999)， <Prince of Persia > (2010)等。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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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山路上

下山路上的山谷叢林

翻越阿特拉斯山途經一片雪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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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傑倫用蓋倫打野贏過吳亦凡
來看吳亦凡的反應
9 月 3 日，英雄联盟 6 周年庆典现场举行万众瞩目的明星赛，两边的领队都是超
级巨星。超越队的领队是一代天王华语乐坛的领袖周杰伦周董，而酷秀战队的领队
是乐坛新秀《中国有嘻哈》的实力导师吴亦凡！两人上场前“隔空”对话，以及吴
亦凡在赛前的调试，和比赛完两人友好的互夸，都令网友激动。
吴亦凡隔着屏幕对周杰伦喊话道：“杰伦哥 你好 我是亦凡 听得到我说话吗？杰
伦哥我想说我非常喜欢你的音乐，你是我小时候的偶像，但是今天我不会手软的。
”而周杰伦也回应称：“敢在杰伦面前耍剑圣，关公面前耍大刀、包公面前晒太阳
的也只有你了！”两人十分的友好。
在结束比赛后，采访周杰伦时，周杰伦和大家分享比赛感受，最开始以为输了
，“不过后来起死回生非常开心，重点是我都没有死过。”并称制造了一个新潮流
，依然是惜字如金，冷幽默的本性。

B5

壹臉驕傲笑容俏皮鬼馬
陳研希大方曬卡通自作畫

台灣影視

9 月 4 日，陈妍希在微博晒自拍并大秀自己画的水彩画，还配文：“严肃
声明：这是一只小鸟不是小鸡”。照片中，陈妍希皮肤白皙，戴小兔子耳环
扎简单马尾轻松活泼，手拿自己的画作也是一脸微笑鬼马得意
，眼睛有神很是俏皮。网友留言大赞：“厉害了小汤包”、
“还是好好看的啊。”

蔡依林分手 9 個月後松口理想型
個月後松口理想型：
：
期待讓我幼稚的人

据台湾媒体报道，天后
蔡依林出道 18 年，逐渐体会
到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健康、
吃得好、睡得好，只要学会爱自己，生活可以变得很简单，现
在的她，在舞台上光彩夺目，褪去华服私下的她，却像个小女
孩一样，也会享受追剧带来的人生体悟。据某时尚杂志报道，
蔡依林的不服输以及毅力是众所皆知，她说这可能是遗传自妈
妈，但不只是顽强的意志力遗传自妈妈，身体里演艺的血液可
能也和母亲有关，她爆料蔡妈妈年轻时曾有过星梦，“我妈私
底下很会摆 POSE，很喜欢拍照的”，一提到妈妈，天后收起
了霸气，流露出柔软温馨的一面。

劉耕宏帶女兒早起趕飛機

小泡芙翻白眼俏皮搞怪

趙又廷說起林更新壹臉寵溺：

他的晚飯都是我照料
林更新和趙又廷的友情可以說是讓網友們十分羨慕，兩人不僅微信常常
留言互動親密，在公開場合更是不避諱為對方說話，展現兩人的友誼。
近日，網上的壹段對話讓大家都驚呆了。在壹次訪談中，趙又廷表示林
更新的晚飯都是自己幫他照料的，只要是他買的，林更新就會吃。在壹旁聽
到這些的林更新更是嬌羞地笑。
甚至還爆料壹次因為自己忙著拍戲而沒辦法照顧林更新，林更新就壹個
人傻傻在房間等了壹個多小時才去吃飯。
網友們看到這段爆料，都表示無法理解這段友情到底有多好，對此，高
圓圓對於他們也是只能選擇放手，看著他倆“秀友情”。網友們調侃說：
“不在壹起都可惜了啊哈哈”。

9 月 4 日上午，刘耕宏微博晒出与女儿小泡芙在飞机上的合照一则，并附文称：“太早起床……坐
飞机，她有点累了。”照片中，奶爸刘耕宏戴著墨镜都嘴指著镜头，一边的小泡芙却造型搞怪，虽然
她穿著小裙子戴著发卡像小公主般，但却举起双手做“投降状”，还翻起了白眼，看来是真的累到了
。早期赶飞机疲惫的小泡芙已经完全不计形象了，爸爸却把这样的照片发到网上，“黑粉”行为惹得
网友发笑：“不带这样坑女儿的！”但也有网友表示：“不过我芙翻白眼也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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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三平監制《無證之罪》定檔 9.6
秦昊鄧家佳演繹首部社會派推理劇
中國首部社會派推理網劇《無證之罪》定檔 9 月 6 日，即將在愛奇
藝迎來首播。該劇改編自素有“中國版東野圭吾”之稱的紫金陳“推理
王”系列同名小說，由韓三平監制，新銳導演呂行執導，秦昊、鄧
家佳、姚櫓、代旭、王真兒主演。
男主角秦昊近些年壹直活躍在文藝電影銀幕上，曾被提名“金馬
獎”最佳男主角，王小帥導演更稱他為戛納的“無冕之王”。秦昊選擇
角色壹向比較謹慎，所以此番出演《無證之罪》受到期待。此前發布的
預告片中，他壹襲皮衣亮相，雅痞的外表亦邪亦正，慵懶的做派似在與
過去的刻板做抗爭。“破案不能靠證據，靠什麽？本能。”腔調十足又
充滿疑點的臺詞更是讓觀眾好奇。
女主角鄧家佳壹改“小姨媽” 的可愛風格，變身冷艷動人的“萬
人迷”，以柔克剛，用眼淚和軟弱巧妙對抗殘酷的現實。
脫離本格的詭計，該劇沿用紫金陳壹貫擅長的多線平鋪，通過平行
視角三線敘述。在男主角嚴良最接近真相的壹瞬間，那句“我給了妳真
相，誰來給我真相”又將原有的推理置向深淵，靠本能用反證法試出了
雪人殺機的答案卻苦於沒有解答的過程，然而真相卻在另壹條腦回路上
開枝散葉，那麽真相到底有幾個？
壹直以來，業內就對紫金陳的評價頗高，稱其為“中國版東野圭
吾”。他的作品也有著和東野圭吾極其相似的世界觀及思維方式：當所
有的事太過完美，就壹定是有問題的。紫金陳的社會派推理有著明顯的
煉獄式人性烙印，眾多網友評論“中國社會派推理我只服紫金陳”。

顧長衛校園片《飛火流星》曝“沈香”劇照

影片將於近日殺青
曹駿王玉雯蔣易演繹青春密語

《西謊極落》曝海報定檔 9.6
進擊無房族激情炸裂
由孫立基監制，吳漢邦、吳兆
麟執導，向西村上春樹編劇，香港
人氣演員周柏豪、林敏驄、蔡瀚億、
林盛斌、張繼聰領銜主演，鄭欣宜、
雨僑、陳詩慧、連詩雅、周祉君、
杜小喬主演的電影《西謊極落之太
爆太子太空艙》，今日曝光了“霓
虹版”人物海報。炫酷清奇的畫風，
詮釋了無房族內心的絢爛與對現實
的不妥協。據悉，該片於 9 月 6 日強
勢登陸愛奇藝。

近日，由顧長衛執導的新片《飛
火流星》再次曝光劇照，色彩明亮的
表象之下，傷害、保護、暗戀同時滋
生，向觀眾展示了青蔥歲月更為戲劇
性的壹面，“沈香”的扮演者曹駿、
王玉雯、蔣易也通過自己的表演，將
這壹場青春密語演繹。據悉，《飛火
流星》目前已完成大部分的拍攝，將
於近日殺青。
紅色斑點發帶、雙肩背包、藍白
相間的校服，普通的穿著打扮在淩彩
彩的身上卻顯得格外青春洋溢。周圍
模糊的人群各自走在屬於自己的道路
上，只有她輕輕別過頭，眺望遠方，
不知道究竟何事或何人吸引著目光。
曹駿飾演的阿虎則是壹個是普
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少年。作為壹個
擁有大塊肌肉的倔強男孩，阿虎人

如其名，虎勁兒十足。在 80、90 後的
記憶中，“沈香”是不會遺忘的經典
角色，觀眾被壹心救母的堅持男孩感
動的同時，扮演者曹駿也走進了大眾
的視 野 。 此 次 扮 演 “ 閃 電 少 年 ” 阿
虎 ，他將自己對青春的獨特理解註入
到表演中。
而喜劇演員蔣易此次飾演的青龍
壹角在劇照中就分外搶眼。雞冠頭加
花襯衫的配備，讓他看起來“痞帥”
十足，也不由讓人好奇，他在曹駿和
王玉雯之間的感情線中飾演壹個怎樣
的角色？
壹個是絕對女神般存在的校花，
壹個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男同學，壹
個吊兒郎當的“壞孩子”。三人本應
該如平行線壹樣沒有交集，但三個人
身上的故事卻絕對不止這麽簡單。

霓虹太空艙撞色迷人眼
《西謊極落》定檔 9 月 6 日登陸
愛奇藝
片方此前曝光的預告片，壹經
播出便深受好評。在網友的熱切期望
中，電影《西謊極落》終於定檔，於
9 月 6 日強勢登陸愛奇藝。今日又曝光
了八張“霓虹版”人物海報，整體采
用風格化處理。炫酷霓虹色彩搭配撞
色的高飽和畫面，在不協調、清奇的
視覺中互相形成套系。呈現出壹種年
輕、張狂和不妥協的氣質。
畫 面 內 容 展 現 八 位 主 人 公“ 燈
紅酒綠”的太空艙世界。懷揣著成
為“紮克伯格”的夢想，交不起房
租的樓市專家子軒（周柏豪飾）手
持自拍桿，坐在幹凈整潔的太空艙
內。他要靠太空艙節省房租，想有
朝壹日向女友求婚。滿屋粉色，極
致誘惑的喵系胖女孩 Jenny（鄭欣宜
飾）與貨車司機阿明（張繼聰飾），
只能擠在擁擠的太空艙裏秀恩愛。
沒落古惑仔阿峰（蔡瀚億飾）扛著
砍刀，隨時準備為幫會事業挺身而
上。對於伸張正義的“慣犯”瑞昌
（林盛斌飾）來說，與監獄相比太
空艙是無比歡樂安逸的巢穴。而這

些太空艙全都是充滿生意頭腦的精 賞，壹行人開始了壹場驚險刺激的飛
神病患者阿成（林敏驄飾）最滿意 車追逐冒險之旅。影片以港式喜劇獨
有的敘事風格，融入了“古惑仔”等
的傑作。
經典元素，將香港社會存在的共性問
題轉化成“沒錢搞不定丈母娘”“百
遇上壹條柯基改變壹生
萬尋狗”等社會事件，並以笑到爆倉
港片元素玩味黑色幽默
隨 著 電 影 信 息 的 不 斷 露 出 ， 觀 的方式呈現給觀眾。
欲知壹條柯基犬和八個人的命運
眾提出了對片名難以理解的疑問。
《西謊極落之太爆太子太空艙》講 如何交織成這部極致爆笑，冒險離奇
述了隱藏在繁華都市香港的壹個貧 的荒誕故事。敬請關註 9 月 6 日在愛奇
困角落太子港區，有壹群心懷夢想， 藝播出的電影《西謊極落之太爆太子
卻要用美麗的謊言蒙蔽自己的“廢 太空艙》。
老廢中廢青”。他們
本以為自己會走在工
作、存錢、買房、結
婚，這樣壹條不斷攀
升的人生軌跡上，卻
被殘酷的現實擊碎了
夢想。只能無奈地居
住在壹個個比“隔斷
房”更恐怖的“六遲 x
四遲棺材式”太空艙
裏。這壹班連自己都
快騙不下去的人們，
仍然滿懷激情，創造
機會來底谷反擊。他
們正在書寫著令人驚
奇，離譜的人生故事。
這也成了影片名稱的
最初由來。
然而上天總是眷顧
窮人，命運的杠桿因為
房東阿成偶然撿到壹只
身價昂貴的柯基犬而發
生了轉變。“百萬尋
狗 ”的消息如同壹張能
打破階級屏障的船票，
幸運地出現在幾人的生
活中。為了得到高額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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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弟
荷蘭弟”
”帥氣亮相
帥氣亮相《
《蜘蛛俠
蜘蛛俠》
》中國首映
感動漫威!! 暖心
感動漫威
暖心“
“鋼鐵俠
鋼鐵俠”
”為荷蘭弟做加班餐

貝爾為演美國前副總統切尼又壹次胖成球
為傳記新片“次要位置”增肥+將眉毛染金
本周六，克裏斯蒂安· 貝爾帶著新片《敵
對分子》現身特柳賴德電影節。當他來到位於
科羅拉多州的主會場時，這位 43 歲的演員又壹
次以自己不同凡響的體型驚訝到了眾人。曾因
《鬥士》壹片獲得奧斯卡“最佳男配”小金人
的貝爾，為了在新片《次要位置》中飾演美國
前副總統迪克· 切尼，用改變自己的體型來做
準備，月半得讓人不敢相信，還把原本的深色
眉毛染成了金色。
傳記片《次要位置》由亞當· 麥凱（《大
空頭》編劇）自編自導。現年 76 歲的切尼在

2001 到 2009 年期間，壹直是小布什總統的副手
，也被廣泛認為是美國政治歷史中最有勢力的
副總統。
貝爾顯然抓住了切尼胖乎乎體格的精髓，
在因在電影行業的貢獻受到認可，上臺接受特
柳賴德電影節的銀質獎章時，任性的貝爾穿的
是松松垮垮的黑色襯衫和褲子。
貝爾可對於“改變體型”這個事兒不陌生
，他實際上是有點兒太拼了……2005 年的《蝙
蝠俠：黑暗騎士》和 2008 年的《蝙蝠俠：黑暗
騎士掘起》中，為了飾演布魯斯· 韋恩，他把

自己的身體塑造得幾近完美。之後為了出演
《美國騙局》，他又把自己弄得大腹便便。這
種塑身再變胖，胖後再瘦下來的過程貝爾重復
過許多遍，實力詮釋什麽是真正的演員。在新
片《敵對分子》中，貝爾飾演 19 世紀時期壹位
幾近退休的陸軍上尉，在經過壹番堅決反抗後
，極不情願地同意護送壹名垂死的夏安族印第
安戰酋及其家人返回他們的部落。裴淳華、
本· 福斯特、提莫西· 查拉梅等人共同出演。影
片本身已經獲得了很多關註，貝爾也許會為這
壹血腥西部片中的表演獲得獎項上的肯定。

索尼與漫威聯合打造的超級英雄巨制《蜘蛛俠：英雄歸
來》今天在京舉行中國首映禮發布會，“蜘蛛俠”湯姆· 赫蘭
德與導演喬· 沃茨共同現身分享拍攝趣事，影片在中國大陸的
嘻哈大使 PG ONE 亦登臺熱血演唱推廣曲。
雖說《蜘蛛俠：英雄歸來》的另壹位重要主演小羅伯特·
唐尼沒有來到中國，但是“鋼鐵俠”在發布會上存在感依然
很強。被中國粉絲昵稱“荷蘭弟”的湯姆· 赫蘭德大贊唐尼
“在片場讓所有人充滿能量”。荷蘭弟透露自己拍攝《復聯 3
》顧不上吃飯的的時候，唐尼還會讓私人廚師為他加餐，
“鋼鐵俠爸爸”真是暖心又暖胃。
這部北美暑期檔爆款電影將於 9 月 8 日（本周五）登陸中
國，當主持人讓主創們壹句話總結為什麽要看《蜘蛛俠：英
雄歸來》的時候，導演沃茨很接地氣的表示：“因為大家已
經看過 20 遍《戰狼 2》了。”
《美國隊長 3：內戰》上映之後，因為聚集了多位復仇者
聯盟的角色而被粉絲戲稱為《復仇者聯盟 2.5》。這次索尼與
漫威聯手重啟《蜘蛛俠》系列，讓小蜘蛛擺脫了壹個人單打
獨鬥的孤單局面。“復聯”兩位大佬——鋼鐵俠與美國隊長
均在《蜘蛛俠：英雄歸來》中驚喜亮相。
因此也有壹些評論將這部電影稱作“復聯 2.99”，對於這
種看法，“荷蘭弟”表示：“這部裏面只出現了三個復聯角
色，如果算上墻上那張綠巨人照片，那就四個了。還算不上
復聯的規模啦。”
《蜘蛛俠：英雄歸來》的續集已在籌備中。據悉，下壹
部還會有更多“復聯”超級英雄來為小蜘蛛作伴。發布會上
，面對希望續集能出現哪位復聯英雄這個問題，兩位主創也
打開腦洞。導演沃茨期待黑豹能來客串（沃茨眼下正與編劇
壹起開發續集劇本）。荷蘭弟則對史鐵罐壹往情深，表示希
望鋼鐵俠能繼續與蜘蛛俠並肩作戰。
鋼鐵俠與蜘蛛俠亦師亦友的關系是《蜘蛛俠：英雄歸來
》中最令人期待的看點之壹。談起與“鋼鐵俠”小羅伯特· 唐
尼的合作，湯姆· 赫蘭德暴露了迷弟的壹面：“他可是羅伯
特· 唐尼啊，看著鋼鐵俠在妳面前活過來太驚人了！羅伯特來
到片場會讓大家充滿能量。他拍攝的時候也經常即興發揮，
大家在預告片裏看到那場車內尷尬擁抱的戲就是他臨時加的
。”拍戲之余，鋼鐵俠“爸爸”對小蜘蛛也非常照顧。“荷
蘭弟”提到他前段時間拍攝《復聯 3》時的壹個小插曲：“那
天我壹直在拍戲，收工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就錯過了飯點，
我就發短信找羅伯特蹭飯，因為聽說他有私人廚師。沒想到
羅伯特就真的讓給他做了頓加餐送過來。”。
電影《蜘蛛俠：英雄歸來》將於 9 月 8 日以 3D、IMAX3D
、中國巨幕 3D 制式正式上映。

“復聯4”重返蘇格蘭 星雲分享片場照
第三部曾在蘇格蘭拍攝 劇情將會如何串聯？
根據 Daily Record 的消息，內部人員
稱《復仇者聯盟 4》將於明年赴蘇格蘭拍
攝。此前《復仇者聯盟 3：無限戰爭》就
曾在蘇格蘭的愛丁堡和格拉斯哥拍攝大量
場景，美隊、綠巨人、黑寡婦、獵鷹、猩
紅女巫、幻視等都有現身。
內部人員還透露，拍攝最早要到明年

7 月才能開始，因為“復聯 3”的首映活動
在明年 4 月左右展開，主創人員大概要花
壹個月的事件參加宣傳活動。觀眾們只能
在先看完“復聯 3”後進行推測，蘇格蘭
情節將如何延展到第四部中。
另外，凱倫· 吉蘭近日在 Ins 上發布壹
張“星雲”的道具照，並解釋這是“工作

了壹整天後星雲的樣子”。凱倫· 吉蘭所
飾演的星雲作為滅霸的幹女兒曾出現在兩
部《銀河護衛隊》中，並將在“復聯”第
三、四部中出現，角色劇情將如何展開目
前尚且未知。《復仇者聯盟 3》將於 2018
年 5 月 4 日北美上映，《復仇者聯盟 4》預
計於 2019 年 5 月 3 日北美開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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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賑災義演籌備委員會
休士頓賑災義演籌備委員會」」
九月二日正式成立，
九月二日正式成立
，休士頓二十個社團參與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休士頓這
次遭遇千年不遇的洪災，也把本地的華人
的性和團結力徹底的發揮出來。上週六
（ 九月二日） 晚間，休士頓近二十個社
團代表共聚美南報系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
華先生宅邸，大家總結這幾天來的抗洪救
災經驗，無論是在風雨大水中救渡災民脫
困，亦或發放大批救災物資，我們這次與
主流社會首次交流，改變華人形象，促進
華人與主流社會間的溝通了解，最後，這
二十個社團的負責人一致認為，為了不讓
這股 「風雨同舟」 的氣勢散掉，為了眼
下迫在眉睫的救災，求償，以及為了 「
中國城」 的長治久安，把 「安全」 做好
，決定辦一場休士頓華人賑災晚會義演，
當晚 「休士頓賑災義演籌備委員會」 正
式成立，在選定時間和地點後正式對外發
佈。
這二十 社團分別為： （ 按發言順

序）美南山東同鄉會、德州東北同鄉會、
川渝同鄉會、上海聯誼會、天津同鄉會，
東北總商會、河南同鄉會、安徽同鄉會、
湖南同鄉會、北美青年國樂團、華裔女企
業家協會、華夏中文學校、湖南同鄉會、
雲南同鄉會、福建同鄉會、浙江同鄉會、
中華總商會、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華夏中
文學校、休斯敦中國聯合校友會，智勝學
院。
「 休士頓賑災義演籌備委員會」 並確定
當務之急立即要完成的目標：
（ 一 ）幫助受到颶風和洪水傷害的個人
和小企業註冊 FEMA 帳號，獲得聯邦政
府或州政府的重建補助。
（ 二 ） 幫助 Katy 的華夏中文學校九百
位學子儘快找到可以上課的地方。
（ 三 ） 整合大家的力量致力於洪災善
後之餘，將集中未來華人組織力量，致力
於社區 「安全 」 問題。

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會長彭壽臣
親來休士頓幫忙救災，
親來休士頓幫忙救災
，並捐美金二千元

(圖文
圖文：
： 秦鴻鈞
秦鴻鈞))
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 會長彭壽臣
會長彭壽臣（
（ 圖左三 ）於九月三日抵休探視休巿的
老鄉及友人們。
老鄉及友人們
。彭壽臣會長曾在休士頓居住七年
彭壽臣會長曾在休士頓居住七年，
，現為特許金融分析師
現為特許金融分析師（
（CFA ), 及
舊金山齊魯會館 榮譽會長
榮譽會長，
，美亞工商聯合會 理事
理事，
，泰山體育美國 總裁
總裁。
。他來休巿
，除了三日晚間與休士頓老會長餐敘外
除了三日晚間與休士頓老會長餐敘外，
，並於四日上午
並於四日上午，
，由山東全美總會前總會長
李莉穎陪同，
李莉穎陪同
，赴 Southwest Muti-Service Center 探望 「愛心 」 數百位正在作學用品
包裝的義工們。
包裝的義工們
。隨即轉往美南 ITC 救災中心
救災中心，
，拜訪好友李蔚華董事長
拜訪好友李蔚華董事長（
（ 圖右三 ）
並當場捐出美金二千元，
並當場捐出美金二千元
，由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
由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
（ 左二 ） 代表接受
代表接受。
。一旁
作陪的有全美山東總會二位前會長孫鐵漢（
作陪的有全美山東總會二位前會長孫鐵漢
（ 右二 ），
），李莉穎
李莉穎（
（ 左一 ），（ 右一
） 為彭壽臣會長在休士頓公司員工
為彭壽臣會長在休士頓公司員工。
。

「休士頓賑災義演籌備委員會
休士頓賑災義演籌備委員會」
」 的各社團代
表合影於會議現場。（
表合影於會議現場
。（ 記者秦鴻鈞攝 ）

出席休士頓賑災義演籌備會的各社團代表合影於李蔚華
董事長宅邸。（
董事長宅邸
。（ 記者秦鴻鈞攝 ）

FEMA 提示災害申請人警惕
FEMA提示災害申請人警惕
謠傳，
謠傳
，錯誤信息
錯誤信息，
，以及欺詐
(本報訊）華盛
頓消息 - 聯邦緊急
事務管理局（FEMA
）提示颶風哈維受
災民眾及其親友必
須警惕謠傳、詐騙
、身份盜用、和欺
詐。雖然許多美國
人現在正在努力幫
助鄰居，但在混亂
時期仍有人試圖渾
水摸魚。
為了消除互聯
網和社交媒體上傳
播的一些謠傳，
FEMA 設 立 了 一 個
專門網站，解答一
些最常見的問題。
請記住，如果有聽
起來好的不真實的
消息，那就有可能
是謠傳。請反問
https://www.fema.
gov/hurricane-harvey-rumor-control

獲得來自可靠消息
來源的最準確的信
息。
以下是如果保
護自身或親友免受
災害欺詐的提示：
• 聯邦和州工作人
員不會要求或接受
金 錢 。 FEMA 人 員
從不會向申請人收
取災害援助、住宅
檢查、或協助填寫
申請的費用。警惕
加快保險受理、災
害援助、或建築審
批流程的虛假承諾
。
• 記住要求親自查
看 FEMA 員 工 身 份
證 件 。 FEMA 受 災
民眾援助隊會在受
影響的社區提供信
息並協助受災民眾
完成登記流程或申
請文件。

• 一 件 FEMA 上 衣
並不能證明身份。
所 有 FEMA 代 表 ，
包括我方的承包檢
查員，都佩有塑封
照片身份證件。所
有全國洪水保險計
劃定損員都佩有標
註其姓名以及可定
損的理賠類型的
NFIP 授權定損員卡
片。
• 如果您不確定或
懷疑您所遇到聲稱
是緊急事務管理官
員的任何人，請不
要提供個人信息，
並聯繫當地執法部
門。
• 如果您懷疑欺詐
， 請 聯 繫 FEMA 災
害 欺 詐 熱 線
866-720-5721， 或
上報聯邦貿易委員
會
www.ftccom-

plaintassistant.gov。
• 通過得克薩斯州
總檢察官辦公室網
站 texasattorneygeneral.gov/cpd/disaster-scams 或 撥 打
800-252-8011， 了
解關於災害相關欺
詐的更多信息。
NR76-Fraud Alert
FINAL2-Chinese
• 在路易斯安那州
，通過州總檢察官
網 站 http://www.
agjefflandry.com， 或
聯繫國家災害欺詐
中
心
熱
線
1-866-720-5721，
了解災害相關欺詐
信息。
FEMA 的 使 命
是為公民和緊急響
應人員提供支持，
以確保我們作為一
個國家共同建立、

維持並改善應對、
抵禦各種災害，以
及針對災害進行相
應，災後恢復和控
制災害的能力。
請 在 線 關 注
FEMA www.fema.
gov/blog,
www.
twitter.com/fema,
www.twitter.com/
femaspox,
www.
facebook.com/fema
和
www.youtube.
com/fema 並關注局
長 Brock Long 的 活
動 www.twitter.com/
fema_brock。所提供
的社交媒體鏈接僅
供 參 考 。 FEMA 不
對任何非政府網站
、公司或應用提供
背書。

休城工商

新世紀通訊雙喜臨門!
新世紀通訊雙喜臨門!
——榮獲全美明星門店
—榮獲全美明星門店&
& 經理 Lily 八十大壽
（本報記者黃梅子）休斯敦的商家名店新世紀通訊在華人社區口碑很好
，一直以高性價比和良好的服務著稱。兩位合夥人 Lily 和 Judy 更是一對黃金
搭檔，她們的服務理念“幫您省錢，替您省心”深入人心，贏得了很多忠實
的顧客。自從去年新世紀通訊加入 T-Mobile 的 MetroPCS 專營店以來，業績
呈直線上升，很快奪得全德州銷售第一名並且獲得全美明星店殊榮，這一切
都與兩位合夥人的全心付出分不開。 9 月 4 日 Lily 八十大壽，在姚餐廳席開四
桌，家人以及親朋好友齊來祝賀，氣氛熱烈！ Lily 的一雙兒女都很有出息，
女兒是美國大公司的電腦工程師，兒子是全美明星醫生，是全美國著名的肺
科醫生。 Lily 尤其感謝兒媳，兒媳是原 NBC 新聞主播，婚後辭去高薪工作全
力撫育兩個孩子，為家庭做出很大犧牲和貢獻。
壽宴上 Lily 穿著紅色的蕾絲洋裝，戴著白色的珍珠項鍊和耳環，顯得雍
容華貴、精神煥發，看上去只有六十來歲，比實際年齡年輕很多。她說，工
作著最美麗，因為新世紀通訊這份事業，她投入自己的熱情和乾勁，也獲得
了豐厚的回報，收穫了友誼和年輕的心。希望在新的一年，新世紀通訊能更
上一層樓，更好地為社區服務!

好熱鬧！
好熱鬧
！

幾十年的閨蜜，
幾十年的閨蜜
，每天都要通電話
每天都要通電話。
。

老朋友

家人

松年學院的同學們。
松年學院的同學們
。
切蛋糕

黃金搭檔：
黃金搭檔
：Judy(
Judy(左
左）和 Lily(
Lily(右
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