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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易曉
教授(右一)的帶領下﹐該學院的志願者們再次
來到休斯敦NRG哈維颶風避難所幫助災民﹒
他們攜帶大熊貓的服裝﹐以及書法水寫布﹑兒
童泥塑﹑折紙﹑臉部彩繪等材料﹐讓災民忘記
了災難的重創和悲傷﹐讓孩子們在災難過後
仍能綻放笑顏﹒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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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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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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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美南電視介紹

【VOA】美國總統川普預計今年11月訪問中國。 路透社和彭博
社分別援引美國官員的話報道說，隨著朝鮮半島緊張局勢不斷
升級，美國總統川普可能今年11月在其首次正式出訪亞洲期間
到訪中國。
美國及其盟友表示，作為朝鮮最重要的盟友和貿易夥伴，中國
急需向朝鮮施加更大壓力以迫使其停止發展核武器和彈道導彈
項目。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四月訪美期間曾邀請川普總統訪華，
兩位領導人今年7月還在20國集團峰會期間舉行了會面。
川普預計將於11月出席在菲律賓舉辦的美國-東盟峰會和東亞峰
會以及在越南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
美國白宮和中國外交部尚未就這一消息發表評論。

五角大樓舉行紀
念儀式 悼念
9/11事件死難者
【VOA】川普總統在當選後的第一個“九一一”紀念日發表講
話，他表示，美國不會忘記將近三千位無辜的死難者，也不會
向恐怖主義低頭。
十六年前的今天，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美國航空客機撞向國
防部五角大樓，造成機上及地面一共184人遇難。
在五角大樓紀念園舉行的紀念儀式上，遇難者的名字被一一宣
讀。國防部長馬蒂斯說，在2001年的襲擊之後，“我們的國家
凝聚成一個整體。”“英勇的事跡和慈悲憐憫無法言盡。”
 
川普總統在講話中， 對五角大樓應對“九一一”恐襲的工作表
示肯定。他在緬懷恐襲中逝去的無辜生命的同時，也重申美國
不會向恐怖主義屈服。
他說：“美國不會屈服，我們堅定不移，堅強不屈。在這個儀
式上，我們的心傷感而堅定，我們向捍衛我們安全與自由的英
雄們致敬。我們誓言，共同努力，共同戰鬥，共同戰勝前方的
每一個敵人、克服每一個阻礙。”
十六年前的恐怖襲擊給美國和美國人民留下沈重的傷痛，十六
年後的今天，國際反恐形勢依然嚴峻。今天的儀式不僅是對死
難者的悼念，也表達了抗擊恐怖主義的堅定決心。

位於華盛頓特區的新聞博物館專門設有“九一一”事件常規展
覽。世貿大樓頂端的電視天線殘骸，還有滿墻報道“九一一”
事件的報刊頭條提醒著每一名訪客，十六年前的這一天，徹底
改變了許多美國人的生活。
“對很多美國人來說，這是個決定性的時刻。每人都有自己的
故事，‘九一一’當天你在做什麼？你的生活受到什麼影響？
這個展覽在告訴人們，報道這個事件是怎樣的，新聞工作者冒
著怎樣的風險。時至今日，‘九一一’對人們來說仍然具有特
殊意義。” 華盛頓新聞博物館展覽部主任帕蒂·魯爾（Patty 
Rhule）告訴美國之音記者，“很遺憾很多年輕人不知道‘九一
一’之前的生活是怎樣的，在機場不用脫鞋進行安檢的日子是
怎樣的，他們不知道曾經很多美國人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沒有
這種不信任。‘九一一’是美國歷史上一個決定性的時刻。”
十六年前恐怖襲擊的烈火和濃煙已經平息，而人們心中的烙印
難以抹去。應對當今的恐怖主義威脅勢在必行，而彌補人們心
中的裂痕，更加任重而道遠。

︱美國總統川普。

 ︱川普總統參加在五角大樓9/11國家紀念園舉行的紀念儀式。
   （2017年9月11日）。

節目花絮。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 節目片頭。

川普總統或
11月出訪中國

節目介紹：
《中國詩詞大會》是中央電視台繼《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中國成語大會》《中國謎語大會》之後，由中央電視
台科教頻道（CCTV-10）自主研發的一檔大型演播室文化益智節目。《中國詩詞大會》是央視首檔全民參與的詩
詞節目，節目以“賞中華詩詞、尋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為基本宗旨，
力求通過對詩詞知識的比拼及賞析，帶動全民重溫那些曾經學過的古詩詞
，分享詩詞之美，感受詩詞之趣，從古人的智慧和情懷中汲取營養，涵養
心靈。

播出時間：每周六下午4時至5時30分首播，每周四下午3時至5時重播
，敬請準時收看。

KVVV

精彩
節目介紹

《中國詩詞大會》帶動全民重溫古詩詞

分享詩詞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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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線城市房價持續降溫
“金九銀十”或難掀波瀾

8月份，壹線城市樓市的房價、成交

量均維持近幾個月來的降溫態勢。隨著

“金九銀十”的到來，很多購房者開始擔

心，壹線城市房價是否會出現上漲小高潮。

對此，多位業內分析人士認為，樓市重回

“高溫”的幾率幾乎為零，房價維持平穩

的情況下，成交量或小幅增加。

壹線樓市繼續降溫
8月淡季現量價齊跌
作為樓市的傳統淡季，8月份，壹

線城市房價延續降溫態勢。

安居客房產研究院的數據顯示，8

月份，除上海新建商品房均價環比7月

微漲以外，北京、廣州、深圳三個壹線

城市的新房均價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其

中，北京新房價格環比下跌13%居前。

二手房市場方面，從國家統計局發

布的70城數據來看，北京二手房價在5

月、6月、7月連續三個月領跌。而在安

居客的數據中，8月份，北京二手房均

價則略有回升，上海、廣州、深圳二手

房均價較7月基本持平。

房價降溫，也直接反映了成交量的

低迷。安居客近期發布的報告指出，8

月全國主力城市成交低迷，“壹線城市

供應乏力、推盤量減少，購房者入市熱

情並不高。”

以北京、上海為例，據中原地產研

究中心統計，8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

連續三個月低於萬套，市場持續低迷；

同時，新建商品房共簽約 1786套，較

2016 年 8 月 4052 套的成交套數下降了

56%。上海方面，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報

告稱，8月上海新房成交面積46萬平方

米，環比減少31.2%；二手房成交面積

866萬平方米，同比跌64%，創近四年同

期成交面積新低。

“7、8月是樓市傳統淡季，加之樓

市調控政策影響繼續加強，北京等壹線

城市出現了量價齊跌的現象。”中原地

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分析稱。

過半購房者不急於在“金九銀十”
出手

價格走低、投資投機需求被遏制，

不正是剛需購房者的入市良機？

然而，從春節後就開始看房的李勝

（化名）卻壹直沒出手，“北京房價降下

來，選擇余地也多了，本想買北京東四環

的壹居室，但現在二環裏也有總價500

萬左右的合適房源，”她坦言，現在

看房人少了、也更挑了，價格差不多

的就開始衡量朝向、樓層、社區環境

等，“當然，也抱著房價還會再降的

僥幸心理。”

安居客“國民安居指數”顯示，8

月份購房者信心指數為101.4，環比上漲

1.2%，是連降三個月後的首次反彈。

“62.9%的購房者認為短期內房價穩定，

並不急於在‘金九銀十’出手，願意花

時間挑選更適合自己的房源。”安居客

房產研究院首席分析師張波說。

“如今，購房者面臨的信貸和各類

隱性成本壓力依然不小。”易居研究院

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向記者解釋了

購房人購房意願不強的原因：首先是信

貸方面，很多城市提高了首付比例，這

比提高貸款利率的影響要大得多；其次

是隱性成本的存在，在壹些熱點城市購

房，或要付出額外費用，側面也說明熱

點城市房源相對緊俏。

“金九”已至
壹線城市房價料難掀波瀾
進入9月後，很多購房者開始擔心，供需

仍存較大缺口的壹線城市房價會再掀波瀾。

對此，張波認為，從1-8月全國樓市

數據來看，壹線城市和二線熱點城市的

房價增速已經得到明顯控制，非理性投

機被有效控制。展望“金九銀十”，樓

市調控政策整體不會放松，央行堅定抑

制泡沫、防範風險的步調不會停，樓市

整體重回“高溫”的幾率幾乎為零。

嚴躍進則將量、價分開來看，“由於

壹線樓市調控依然嚴厲，交易最後的閥門

沒有打開，房價上漲可能性並不大，但可以

確定，市場成交量屆時將有上升可能。”

“今年‘金九銀十’幾乎不可能迎來

量價齊漲的情況。”居理新房數據研究院

主任陽洋在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也表達

了相同觀點，從目前各大開發商的推盤量

來看，9月壹線城市新房供應會迎來壹個

高峰，所以成交量會呈現小幅回暖。

五億元墨西哥投資“緊急叫停”的背後
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專利審查協作河南中心

（以下簡稱審協河南中心）在河南新鄉科隆企業集團

舉行專利審查員聯絡站掛牌儀式。集團公司董事長程

清豐對新鄉市知識產權局和審協河南中心的感激溢於

言表：“作為壹家年銷售收入達50多億元的企業集

團，其中海外市場占40%，卻貢獻了集團60%—70%

的利潤。這次集團在墨西哥的5億元人民幣投資能夠

虎口脫險，還得感謝知識產權部門的保駕護航啊！”

專利預警提醒企業“緊急避險”
2013年底，冰箱市場上出現壹種旋翅冷凝器產品，

該產品是替代傳統絲管冷凝器的壹種新興高效冷凝器產

品，主要用於大容量風冷冰箱。該產品的結構完全不同

於現有產品，是冰箱冷凝器更新換代發展方向之壹，但

擁有該產品核心高價值專利的韓國邦迪公司，早就在中

國、韓國、美國、歐洲等重要地區都進行了專利布局。

2016年初，國內知名冰箱冷凝器、蒸發器制造

商、河南新鄉科隆集團公司決定在墨西哥收購壹家

美國同行企業的同時，購買土地新建旋翅冷凝器產

品生產線，進軍北美市場。

新鄉市知識產權局在深入企業調研時，認為北

美市場是跨國公司專利布局的敏感區和密集區，中

國企業到海外投資，知識產權是必須跨越的“門檻”，

壹旦遭遇“專利地雷”，投資安全難以保證。於是，

新鄉市知識產權局緊急啟動知識產權維權援助機制，及

時向企業發出海外投資專利預警提醒，並向河南省知

識產權局和審協河南中心匯報反映，請求給予技術

和法律支持。很快成立了壹支由審協河南中心為主

的法律、政策、技術專家團隊。

專家團隊到該集團生產線進行實地調研，和技術

人員進行技術比對。通過對全球數萬篇相關技術文獻

進行專利檢索分析及篩選，專家團隊最終鎖定4篇韓國

邦迪公司美國分公司在墨西哥布局的專利，並出具了28

頁的專利預警及侵權判定咨詢意見書，認定其在海外建

廠受到了韓國企業在墨西哥布局專利的嚴重制約。

新鄉科隆集團決策層對專利預警分析極為重視，經

過慎重研究，決定緊急叫停墨西哥投資項目，將生

產線戰略轉移到歐洲羅馬尼亞建廠。同時，根據專

家團隊提出的韓國企業專利規避改進路線，該集團

在4個月內對相關技術進行了改進，新申請了8件

中國發明專利，其中3件發明專利在美國和墨西哥

進行了PCT專利申請布局。

鑒於韓國某同行企業在歐洲的蒸發器專利2年後

保護期滿，專家團隊建議科隆集團待韓國企業專利保

護期滿後再生產該款蒸發器產品，企業可先生產無專

利糾紛風險的冷凝器產品。目前，該集團在羅馬尼亞

壹期投資3000萬元人民幣項目順利進行，可年產400

萬臺某型號冰箱冷凝器，年銷售額達到近億元人民

幣。此外，該集團準備在美國、印度建廠的前期專利

預警分析工作也在緊鑼密鼓進行之中。

企業走向海外亟待“專利護航”
“通過多年來的宣傳和培訓，河南許多企業都擁

有了自己的自主知識產權，但企業對知識產權的運營

能力還非常欠缺。”全程參與這次海外投資專利預警

分析的新鄉市知識產權局局長羅占新介紹，比如說這

家企業已經獲得各類中國專利400多件，其中發明專

利44件，獲得了國家知識產權優勢企業稱號，產品

供應海爾、惠而浦、松下、三星等世界冰箱制冷企業，

從來沒有出現過知識產權糾紛。但企業走出去在海外

投資建廠依然沒有知識產權風險意識和經驗。

國務院2015年12月下發的《關於新形勢下加

快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若幹意見》提出，要加強重

點產業知識產權海外布局和風險防控；河南省人民

政府2016年10月印發的《河南省建設支撐型知識

產權強省試點省實施方案》中也提出，要加強企業

涉外知識產權培訓，降低“走出去”過程中的知識

產權風險。當前，中國企業踐行“壹帶壹路”倡議，

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形勢令人欣喜，但中國企業

還普遍缺乏海外專利分析、預警、評議、檢索、外

語等專業人才和能力，他們在產品出口、海外建廠、

收購時，往往存在著巨大的專利風險。

“河南企業墨西哥投資緊急叫停事件，給壹些企

業敲響了警鐘，也時刻提醒著各地知識產權部門肩上保

駕護航的任務還很重。”河南省知識產權局局長劉懷章

在此提醒企業，知識產權部門要協調為外向型企業建立

知識產權聯絡員制度，企業也要積極主動借助知識產權

專業服務機構的力量，提前進行海外專利預警和布局，

培養高端專利檢索分析實戰人才，從而提高企業海外知

識產權風險防控能力和應對知識產權國際糾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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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參加華文媒體高
峰會之際突然接到三姐從美國發來
的email簡訊，得知好友謝宏銘兄
(Steve Shieh)在德州不幸英年辭世
的消息，內心非常震撼悲傷，我立
刻決定提前結束這一次的高峰會的
采風活動返回美國送這一位老朋友
最後一程。我在所下榻的成都假日
旅館足足花了半天的工夫，並透過
上級的協助才順利的把飛機票的行
程更改再更改,輾轉的從香港轉機到
紐約，隔夜再飛到達拉斯參加宏銘
兄的追悼會。     

我之所以那麼重視宏銘兄，完
全是出自於內心深處的一種情義所
然。美國詩人梭羅(Henry Thoreau)
曾經說過: ”友情的語言，不是文
字，而是意義。” 這一句話正是
我當下心中的思維，因為我知道，
我現在縱使用萬千個不朽的文字來
抒發自己對宏銘兄的感念、感傷、
感謝和感恩，那一切都已經為時過
晚，在極樂世界的他，再也讀不到
這些文字了，所以我要用具體的行
動來表達對他無盡的哀思和默禱。

宏銘兄比我長九歲，他在生前雖然只是我們美
南報系達拉斯日報的一位業務經理，但是非常不同的
是，他卻是我們全家人真心誠意的好朋友，我們兄弟
姊妹們無不把他當成自己的親人一般看待，我們全家
人對於他的感恩，不僅僅是因為他對我們報系的卓越
貢獻，更在於他對我們全家人,包括他對我們母親的關
懷與協助，那真的是一份出自於他內心的真誠，母親
生前好多次在我面前豎起大姆指誇獎他，並且要我一
定要向他學習為人處事之道。是的，在與他共事的一
段時間裡,我的確從他身上學習到了與人交往的許許多
多的哲學與道理，在我生命的學堂之中，宏銘兄是讓
我受益極多的一位老師。

宏銘兄是於一九九六年從台灣移民來到美國達拉
斯，在加入我們報系達拉斯時報之後，即投入業務部
工作，由於他工作勤奮，業務成績極為突出，再加上
個性隨和，人緣極佳，所以深受報社內同事們的愛戴
和推崇。      

我相信宏銘兄為人處事之圓融以及工作態度之
嚴謹一定是來自於他早年在台灣自己創業以及曾經到
大陸工作所累積的豐富經驗。宏銘兄是台灣彰化人，
具有道道地地彰化人的那種俠義拼搏的精神。在從淡
江大學企業管理系畢業，服完兵役之後，他就自己創
業經營了磁磚生意，並且還與朋友一起投資經營餐飲
事業，因為具有經營的長才,獲得了台南紡織公司的延
攬，派遣他到中國大陸為公司設廠，那真的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然而當時年紀不大的宏銘兄卻靠著自己的
才能和努力圓滿達成公司所委派的任務。

宏銘兄自從來美投入本報系工作之後，多年來因
為勤奮努力，累積了極為豐富的業務經驗，他的業務
能力相當的強，很快就建立起豐沛的人脈，他總是能

夠把他的客戶當成自己的好朋友，所以他的廣告客戶
相當的穩健，他每次外出接洽業務,從未空手而返，業
務能力之強非常令人敬佩，正因為如此，所以每當我
們報系各地城市需要培訓業務人員的時候，都會請他
從達拉斯到不同的城市去培訓和輔導工作，而他每一
次都欣然的同意遠離達拉斯到外地去出公差，那並不
是一般員工所願意去做的，因為一般人都不願意遠離
自己的家庭而到別的城市去工作，但是宏銘兄卻沒有
這方面的顧慮，這是讓我們深深感動的。

宏銘兄最打動我心弦的就是在二零零五年的時
候，我請他到芝加哥來助陣做黃頁電話簿。那一年我
們因為要開展美國中西部(Midwestern)15個州的華人
黃頁電話簿的新業務，那是一項非常艱鉅的任務，也
從來沒有任何人做過，所以我在與三姐商量過後，就
請宏銘兄來到芝加哥長住了好長一陣子，那時候，我
們兩個人租了一部車，輪流開車從伊利諾州往東行，
跑遍了印第安納州、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威斯康辛
州、愛荷華州、肯薩斯州、密蘇里州和明尼蘇達州等
等地方去拜訪當地的新商家客戶，而那些地方都是我
所不熟悉，也從來都沒有去過的，由於當時還沒有便
捷的GPS導引器材，我們手上只擁有一本笨重的大
地圖書, 我們兩個人邊開車邊找路，有的地方一連開
好幾個小時都找不到一個加油站，路上不但看不到一
個人，就連一部車也都沒有碰到過，正是那種”天蒼
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淒涼景象，我有好
幾次對宏銘兄說，人生的歲月豈容如此蹉跎，咱們回
頭吧，但是宏銘兄卻老神在在的對我說:”Danny呀，
別忘囉，柳暗花明又一村哦！” 正是因為在他的鼓勵
之下，我們終於以莫大的恆心和毅力,克服萬難出版了

美國中西部15州華人黃頁電話簿，
在那一本黃頁上，流滿了宏銘兄的
汗水，讀者當然不會知道，但是我
的心裡卻非常的明白！

由於這麼多年來與宏銘兄一
起實際工作的經驗，我觀察到他的
工作態度與方法都非常的紮實和平
實，他並不迷信科技，例如他喜歡
把一些重要聯絡人的電話書寫在一
個掛在牆壁的大板子上面，名字和
電話一目了然，他曾經跟我解釋說,
他只要一抬頭就會想到要跟這些
他認為重要的人去聯絡, 他還說，
儲存在電話簿裡面的名單太多太小
了，你不會想到要去打那一支電話
的！有一次我到我們報系位於麻州
劍橋市的波士頓新聞報社時,我看到
了宏銘兄在一張簽好約的合同上面
寫著:”老闆喜歡打乒乓，一定要找
時間相約！”

這就是宏銘兄的工作態度， 
非常喜歡打乒乓球和釣魚的他，總
是把自己的消遣生活融入了工作
之中，他無論到了那一個城市，都
會很快的去用他所擅長的這兩個娛

樂去結交到許許多多的球友與釣友，他不但自己打球
釣魚，他也樂於教別人去做，他的徒弟，無論男女老
幼都有，他可以很快的融入別人的生活圈子之中，他
才和人家認識不久，就受邀與別人全家一起去旅遊，
這一點，對我而言，真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他就做得
到，在這一次的追思儀式上，宏銘兄的好多朋友都來
參加了，其中有一位他的釣友還老淚縱橫，痛不欲
生，相當的令人感動。

在追思會上更有許多宏銘兄的公子謝翰凱和未婚
妻Stephanie 的同學們，對父親非常孝順的翰凱說，當
年他的爸爸完全是為了他的教育才移民到美國的，他
能夠在美國接受到良好的西式教育，在德州大學達拉
斯分校(UTD)畢業後又幸運的到銀行上班，擔任財務投
資的工作，這些都是父親給他的恩賜。

在回憶起這一段他父親的抗癌歷程， 翰凱感傷的
說道: “因為爸爸的生病，才使得我與他的感情更加的
親近。”翰凱說，他的爸爸自從在三年前發現罹患癌
症後，都非常的樂觀和勇敢，雖然在化療的時候非常
辛苦與痛苦，但是他都煎熬過來了，一直到三個月前
病情惡化，終於不治而蒙主垂憐與世長辭，由於他父
親的去世，翰凱說，他將把自己的婚事延後舉行，這
不禁讓我想起幽默機智的宏銘兄在生前，每當有人問
他何時可以喝他家公子的喜酒時，他總是笑哈哈地回
答道:”我也還沒有接到我兒子的喜帖啊！”

唉，真的沒有想到， 宏銘兄將來是永遠都收不到
兒子的喜帖了，人世間的滄桑，沒有任何人可以預料
的到，或許那一切都是上天所安排好了，只是我們看
不到而已，在宏銘兄辭世後，我的三姐推崇他是”亦
師、亦父、亦兄、亦友”的 “人間的極品”，我完全
的贊同三姐的觀點和看法，誠如我大哥在這一次的追
悼式上所說的:” 宏銘兄對我們報系和我們家人有重大
的貢獻，他的離去是我們重大的損失和哀痛！”

宏銘兄，您安息吧，但願您在天國裡的每一天，
都像您以前在人間一樣的開朗、幽默與安祥！

您是我生命學堂中的老師典範
長存

人世間的滄桑，沒有任何人可以預料得到，好友謝宏銘兄不幸英年辭世，讓我哀痛莫名。美國詩人梭羅
曾經說過: ”友情的語言，不是文字，而是意義。”這一句話正是我當下心中的思維，因為我知道，我現在縱
使用萬千個不朽的文字來抒發自己對宏銘兄的感念、感傷、感謝和感恩，那一切都已經為時過晚，在極樂世
界的他，再也讀不到這些文字了，所以我要用具體的行動來表達對他無盡的哀思和默禱。≈李著華

李著華敬悼謝宏銘兄

▲ 宏銘兄與其子翰凱
▲ 與其父出差攝於北京天安門廣場

▲ 與大妹、小妹攝於台灣台北

▲ 年輕時的宏銘兄 ▲ 最親密的好朋友

▲ 追悼會當日朋友合照

▲ 親朋好友於當日追悼會合影

▲ 達拉斯日報經理張為鳴, IVY楊及FLORA黃

▲ 家人在美國華府為謝宏銘兄(中右)慶生合影，當時我們的母親(中左)還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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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之謙機場偶遇唐藝昕
時隔5年重逢相談甚歡

9月11日，薛之谦在北京某机场

候机偶遇唐艺昕，两人再度重逢相谈

甚欢。据悉，薛之谦要去日本参与一

档真人秀美食节目录制。而唐艺昕此

行是要飞往纽约参加时装周。

薛之谦身穿一件黄黑相间的卫衣

，下身穿一件黑色休闲裤，身上背著

一个黑色背包，手中拿著麦，戴著口

罩，整个人特别帅气，唐艺昕则扎著

辫子，上身穿一件白色针织衫，简约

大方。薛之谦激动地对唐艺昕说道：

“我拍完那部戏后，这是（咱们）第

一次在机场见面，想想看有三年了吧

（实际上5年了）”。唐艺昕答道：

“是吗？我怎么觉得那么熟悉来著。

”薛之谦又回答道：“因为关系好啊

！”薛之谦和唐艺昕曾经一起参演

《胜女的代价》，在这部剧中薛之谦

饰演薛少谦，唐艺昕饰演苏莉，这是

两人首次合作的作品，该剧在2012年

播出，因此，薛之谦和唐艺昕之间应

该至少5年时间没见了。

如今，薛之谦和唐艺昕两人在感

情生活中都找到了归属，薛之谦前不

久刚刚宣布与前妻高磊鑫复婚，很多

网友和娱乐圈明星纷纷送去祝福，唐

艺昕和张若昀近日则被曝一起见父母

，疑是开始谈婚论嫁准备结婚，而且

张若昀和唐艺昕还手牵手合体参加了

芭莎慈善晚会，特别浪漫幸福。

网友看到后纷纷评论道：“之前

老薛开女装的时候，送了好多衣服给

唐艺昕，还打了广告的呢，迷之朋友

圈”；“去东京迷之行程”；“何止

三年，有五年了吧”；“小哥哥真是

迷一样的行程两个小可爱偶遇了”！

張韶涵談範瑋琪造型壹臉嫌棄
暗諷：打死都不嘗試
9月10日，在《蒙面唱将猜

猜猜》中“我们白著呢”和“闲

不住的铁娘子”先后露出了面具

下的真面目，分别是范玮琪和张

韶涵。近日，有网友在微博晒出

两人的采访视频截图，视频中范

玮琪称张韶涵的声音很好猜，唱

的也不错。张韶涵则毫不掩饰自

己对于范玮琪的大白造型的嫌弃

，直言：“这个造型我打死也不

会尝试，（热？）对，何必呢。

”赛后采访中，在谈到为什么用

大白这个形象的时候，范玮琪解

释称是想自己的孩子看到妈妈用

大白的形象在唱歌，妈妈就是大

白，提起孩子范玮琪脸上始终洋

溢著幸福的笑容。记者问张韶涵

“坚决不会尝试的造型是？”张

韶涵的表情似乎对范玮琪的大白

造型很嫌弃，称“大白的那个，

打死都不会试，（热？）对，何

必呢？”“觉得谁的造型最好？

以后会有什么改变吗？ ”张韶

涵回答“我觉得我的造型是最好

的，不好意思哦，以后的话，反

正不会是大白就对了。”

9月9日芭莎慈善夜，美娇妻安以轩与新婚丈夫陈荣炼先生亮

相活动现场，二人十指紧扣的恩爱模样格外引人瞩目。安以轩一袭

长裙仙气十足，性感中多了几分俏皮。陈先生更是全程细心照顾安

以轩，现场大撒狗粮，甜蜜状态羡煞旁人。

9月8日，慈善夜的前一天，安以轩与老公陈荣炼低调现身北

京机场，十指相扣十分甜蜜，两人互相呼应的搭配风格尽显私服时

尚。陈荣炼更是一路贴心护妻，而安以轩也甜蜜的依偎著老公身边

，展现幸福新婚小女人的一面。

慈善夜当晚，安以轩作为黄队的助拍嘉宾登台为慈善献力，老

公陈荣炼以350万的价格拍得了黄队的第一件拍品，来自画家杨勋

的《京梦No.1》+《京梦No.8》，除此之外，安以轩夫妇还以70万

捐助了一支救护车队，夫妻二人用实际行动履行著对于公益慈善活

动的坚持与热爱。

出道以来，安以轩一直为慈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陈荣炼也

多次助力慈善公益事业，更是成立了基金会助力家乡的建设及教育

事业。安以轩在活动上接受媒体采访时在被问到刚为人妻的她如何

找到事业和家庭平衡点时，她表示自己现在会尽力把握家庭和事业

的平衡点，因为现在刚刚新婚，会顾及到老公和家人的感受，所以

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到经营家庭和婚姻上面，在工作上也会精心挑选

更好更优质的作品回馈给一直支持她的粉丝。

安以軒老公陳榮煉現實版霸道總裁安以軒老公陳榮煉現實版霸道總裁

四百萬助力慈善四百萬助力慈善

潘瑋柏時尚大片曝光潘瑋柏時尚大片曝光
演繹高級質感演繹高級質感

近日，潘玮柏为台湾版《嘉人》拍摄的一组时尚大片曝

光，镜头中潘玮柏身着两套酷感型格时装，与背景色形成视

觉冲击，呈现出成熟的秋冬高级质感，时而上演超撩侧颜杀

时而目光深邃，尽展非凡时尚表现力。

蔡依林預告新歌不是舞曲
新專輯進度嚴重落後

蔡依林（Jolin）新专辑计划于2017年底前发行，先前她

受访时斩钉截铁对媒体说：“今年一定会！”不过近日她出

席活动及在网络直播时，透露目前专辑进度严重落后，现在

仍在寻找合适的歌曲，表示“不想强迫自己去赶这个时间”

。目前新歌已有2首录完，年底前会曝光一首新歌，而巡回演

唱会DVD也将在11月发行。蔡依林新歌目前已经录好2首，

但距离整张专辑完成仍有一大段路。蔡依林坦言进度落后，

因为歌曲仍在寻找当中，年底会有一首歌先发行，她说：

“那首歌蛮不一样的，但不是舞曲，舞曲要再等一下，我真

的不想赶。”言下之意是新专辑今年无法推出？经纪人则回应：“还

不知道耶，就是努力地做新专辑，到时候就会知道了。”不过，蔡依

林的巡回演唱会DVD已经进入后制阶段，也确定将在11月发行，蔡

依林说：“我已经看过了，的确蛮有亲临现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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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時空同居》
佟麗婭演繹跨時空愛戀看點十足

時空交錯，愛戀升級。今日，奇幻喜劇

電影《超時空同居》在上海舉辦開機儀式。

監制徐崢[微博]，新銳導演蘇倫及主演佟麗

婭[微博]、雷佳音[微博]悉數亮相。據悉，在

該電影中，佟麗婭將與雷佳音在交錯時空中

上演壹出真摯愛情。在現場，佟麗婭不僅大

方分享了自己對新角色的理解，而且還充當

了壹回測量員，與監制徐崢和搭檔雷佳音逗

趣互動，現場氣氛達到高潮。

佟麗婭魅力現身開機儀式
再度搭檔雷佳音備受期待
開機儀式現場，佟麗婭身著黃色衛衣、

牛仔短裙，腳踩簡約黑色涼鞋，搭配精致妝

容和利落短發讓人眼前壹亮，青春活力魅力

十足。在采訪環節，佟麗婭透露自己在這部

電影將飾演壹個“結婚狂”，成功引發觀眾

好奇心。接著，佟麗婭又對導演和監制給自

己此次出演的機會表示了誠摯的謝意，盡顯

謙虛低調態度。

電影《超時空同居》采用了“超時空”

這壹充滿奇幻色彩的元素，通過構建壹個立

體空間，讓來自不同時空的男女主角“同居”，

繼而碰撞出許多新奇又爆笑的火花。另外，

當紅實力派演員佟麗婭和雷佳音此次繼《斷

奶》之後再度聯手，這次二人的合作又將產

生怎樣讓人驚喜的化學反應，著實吊足了觀

眾的胃口。

BP機重出江湖引領黑科技
佟麗婭腳踏實地事業再上新階
值得壹提的是，在開機儀式現場女主角

佟麗婭還解鎖了新技能，不僅化身成測量員

與導演蘇倫壹起為號稱娛樂圈兩大“巨頭”

的徐崢和雷佳音現場測量頭圍，推動了現場

氣氛的持續攀升。另外，佟麗婭還在現場與

搭檔雷佳音為大家展示了影片中谷小焦用智

能手機給陸鳴的BP機發短信，腦洞大開的設

計令觀眾大呼過癮，紛紛直呼：“這是要引

領黑科技的節奏”。

壹直以來，佟麗婭憑借優雅的氣質和不

俗的演技備受觀眾好評，但是其並沒有停下

努力和追求的腳步。從《北京愛情故事》中

溫柔如水的沈冰，到《唐人街探案》中敢愛

敢恨的美女老板阿香，再到《智取威虎山》

中正直勇敢的戰地衛生員白茹。從小屏幕到

大熒幕，佟麗婭不僅讓觀眾看到了她在角色

塑造上更多的可能性，也完成了自己在演藝

道路上壹次又壹次的轉型和突破。期待佟麗

婭新作《超時空同居》2018年爆笑上映。

陳思誠執導的《唐人街探

案 2》自開拍以來備受關註，今

日片方首次曝光王寶強劇照以及

國際版海報，唐仁、秦風將傾盡

“畢生絕學”，運用中國傳統文

化和西方科學的探案手段來追尋

命案背後的真相。

劇照中，“爆炸頭”王寶寶

壹身豹紋皮草加身，大金牙、大

金鏈子顯出“潮爆”氣質。而國

際版海報則以繁華的紐約為背

景，壹只放大鏡聚焦於此，本次

的探案之旅將從這裏開始。在放

大鏡鏡片上，不僅有中國傳統

的周易、五行、八卦、陰陽等

哲學文化，還有極富西方色彩

的六芒星、黃道十二宮等隱藏

線索。這預示了唐仁、秦風此次

辦案手段的獨特，使本作在推理

方面升級。

《唐人街探案》系列以鮮明

的喜劇推理風格自成壹派，前作

不僅攬下8.23億人民幣票房，還

壹舉斬獲第53屆金馬獎最佳動作

設計獎、最佳造型設計獎及最佳

攝影等多項提名。續作《唐探2》

目前正在紐約緊張拍攝中，電

影還引發外媒關註，《好萊塢

報道》對此進行了報道，稱《唐

探1》開創中國喜劇推理電影的新

時代。

作為壹部中國主創主控的首

部美國工會電影，《唐探2》無論

制作水準還是影片陣容都全面升

級，電影將於 2018 年 2 月 16 日

（大年初壹）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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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留守兒童千裏尋親的親情電影《逆生》

在達州舉辦發布會，著名演員、片中女壹號“羅

芙蓉”飾演者居文沛與導演李克龍、男主演來喜

共同亮相活動現場，與眾多觀眾與媒體分享這個

催人淚下又溫暖人心的真情故事，也首度剖白了

自己在拍攝過程中的深切感觸，“兒童是我們的

未來，他們不僅僅是父母的孩子，也是未來社會

的棟梁，留守兒童是壹個非常龐大、非常需要關

愛的群體，他們的成長教育特別值得我們去思

考，希望通過這部電影，不僅能讓大家關註到留

守兒童的生活、教育現狀，更能為改善這種現狀

做出我們應有的努力。”

居文沛在《逆生》首映現場
《逆生》故事發生在四川東部山區，以劉莊

小學老師劉友根為視角，講述都市城市化進

程下，農村勞動力大量湧入城市，農村生源

驟減，遭遇社會大規模“撤點並校”，導致

山區孩子要轉到鎮上上學，由於路途遙遠，

孩子們遇到諸多困難、不便、甚至是危險，

再加上許多孩子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兒

童，沒有家人的呵護與陪伴，更令他們幼小

的心靈感受到創痛。為了讓孩子們平安讀書，

劉友根老師和未婚妻羅芙蓉想盡辦法，善良熱

情的羅芙蓉將自己開的小賣店變成了孩子們

的“臨時家庭”，用心照顧他們的飲食起居。

然而，友根和芙蓉的努力並不能解決孩子面

臨的實際問題，為了送學生們上學，本來就不

富裕的友根決定拿出積蓄買壹條校船親自接送孩

子們，而這個決定也將他與芙蓉的婚姻推上了風

口浪尖——在富麗堂皇的售樓處裏，友根含淚

撇下芙蓉，轉身離去……面對愛人的選擇、母

親的責備，羅芙蓉沈默無言，淚如雨下……居

文沛用自己催人淚下的傳神表演，將羅芙蓉內

心的掙紮與本性的善良演繹的淋漓盡致，令無

數觀眾感慨揪心。

居文沛在拍攝現場敬業投入
入戲太深的居文沛在電影殺

青之後久久無法從角色的內心世

界中走出，這不僅因為她對表演

的投入，更是因為她的“特殊身

份”——除了演員之外，她也是

上海音樂學院的教師，這使得她

對學生、對教育、對留守兒童有

超過常人的關註與敏感，居文沛

坦言，在接拍這部電影之前，自

己就了解到有許多像劉友根、羅

芙蓉這樣的普通人，在默默為關

照留守兒童做出貢獻，他們的事

跡深深觸動著居文沛的心，使她

不顧壹切投入到電影中來，“就

像我們在電影《逆生》中看到的

壹樣，這些善良、聰明的孩子們

已經非常努力，他們需要壹個更好

的環境去成長，他們需要愛與關心。

僅僅靠友根、芙蓉這樣的個體，可

能還不足以改變這麽大壹個群體的

生活，所以我真的希望通過這部電

影，讓更多的人關註留守兒童這個群體，從社會、

從國家的層面，給孩子更多的教育和溫暖。”

《逆生》的拍攝過程十分艱辛，在壹個月的

拍攝周期內，攝制組幾乎走遍了渠縣所有的山川

河流，每天都有四個多小時行駛在路上，居文沛

見過淩晨4點的鄉村，也見過深夜裏的星辰，踏

過百裏峻嶺，也走過壹馬平川，這壹切對她來說

不僅是壹次拍戲，更是壹次為慈善修行的過程。

居文沛表示能夠參與到這樣壹部電影中，是作為

演員的榮幸，非常開心能夠為公益貢獻出壹份自

己的力量，她擲地有聲地表示：“現在我們給孩

子提供什麽樣的教育，孩子們就會給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社會壹個什麽樣的未來。”

《相愛相親》曝首支片花
宋寧峰詮釋20代愛情

近日，由張艾嘉執導，張艾嘉

、田壯壯、宋寧峰、朗月婷等領銜

主演的電影《相愛相親》首度曝光

了預告片。此次預告片，以“門裏

門外”為線索，為觀眾揭開了這部

電影神秘的壹角，“張式幽默”之

余又飽含脈脈溫情，令人淚目。據

悉，該片即將於10月27日與全國觀

眾見面。

宋寧峰首演酒吧歌手
真實演繹年輕人戀愛日常
在此次曝光的預告片中，除了

張艾嘉與田壯壯組成的夫妻CP之

外，青年演員宋寧峰與郎月婷飾

演的 20代情侶也頗為引人矚目。

作為故事推進的重要力量，宋寧

峰與朗月婷之間還將有令觀眾臉

紅心跳的激情戲份，展現了與細

膩含蓄的父母愛情完全向左的 20

代愛情。在預告片中與母親吵

嘴的郎月婷，壹氣之下揚言要

搬去與男友同住，熱烈幹脆的

情感表達，與當下年輕人的戀

愛日常相當契合。而宋寧峰在

預告中不僅抱住郎月婷激吻，

還在片中展露歌喉，真情流露的

演技令人心動。

“白襯衫男友”宋寧峰回歸

文藝才是正經事
2017可以說是宋寧峰演技爆發

的壹年，從今年夏天《我心雀躍》

中文藝內斂的美術老師鄒野到此

次將映的《相愛相親》中冷臉心

熱的酒吧歌手阿達，宋寧峰都在

每部作品中為觀眾們帶去別樣驚

喜。在此次與張艾嘉導演的合作

中，宋寧峰為劇中角色紋刺青，

學粵語，不但在自身角色上有很

大的突破，還將與郎月婷、譚維

維有大量對手戲，三人之間又會

發生怎樣的故事？10月 27號，走

進電影院關註電影《相愛相親》

才是正經事。

《唐探2》王寶強高清無碼大圖來了
國際版海報曝光

唐仁秦風傾盡畢生所學查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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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片《電力之戰》於當地時間9

月9日在加拿大的多倫多電影節首映，

導演阿方索· 戈麥茲-瑞洪攜主演本尼

迪克特· 康伯巴奇、邁克爾· 珊農等亮

相。在紅毯環節，導演和邁克爾· 珊農

接受了時光網記者的采訪，導演說：

“主人公想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意願

，是我興奮的元素之壹。影片的本質

是關於未來的，只是正好發生在過去

。”《電力之戰》講述的是愛迪生和

喬治· 威斯汀兩大電力巨子就直流電與

交流電展開競爭的故事，本尼迪克特·

康伯巴奇飾演托馬斯· 愛迪生，邁克

爾· 珊農飾演喬治· 威斯汀豪斯。

憑借《我和厄爾以及將死的女孩

》獲得聖丹斯評審團大獎的阿方索· 戈

麥茲-瑞洪擔任該片導演，工作室對該

片在頒獎季上的表現寄予重望。

《小醜回魂》全球周末票房奪冠
內地市場助“蜘蛛俠”重回全球票房亞軍

上周末，根據史蒂芬· 金同名小說改

編的恐怖片《小醜回魂》壹首映便在全

球電影市場大爆發，周末三天斬獲全球

票房1.79億美元。其中，北美票房1.17

億美元，海外票房6200萬美元。

《小醜回魂》上周末在海外46個市

場的約10665塊銀幕上映，無論是在海

外市場，還是在北美市場，都創造了有

史以來恐怖電影的最大上映規模。

在英國，《小醜回魂》上周末從

1342塊銀幕上收獲票房1230萬美元，創

造了恐怖片在英國的首周末最好成績。

在俄羅斯《小醜回魂》也表現搶眼，從

1639塊銀幕斬獲票房670萬美元，同樣

也創造了恐怖片在俄羅斯的首周末最好

成績。

《小醜回魂》其他周末票房成績優

異的海外市場還包括澳大利亞（590萬美

元）、巴西（560萬美元）、韓國（430

萬美元）等。

憑借在內地市場的優異表現，《蜘

蛛俠：英雄歸來》上周末重回全球票房

亞軍的位置——《蜘蛛俠：英雄歸來》

上周五內地首映，首周末票房約7080萬

美元，再加上北美和其他海外市場的零

星收入，上周末《蜘蛛俠：英雄歸來》

共計入賬7380萬美元。至此，該片海外

累計票房達到4.95億美元，全球累計票

房達到8.23億美元。

上壹部蜘蛛俠電影《超凡蜘蛛俠2

》的海外票房成績為5.06億美元，其中

中國貢獻票房9440萬美元，《蜘蛛俠：

英雄歸來》無疑將超越前者的成績。

值得壹提的是，《蜘蛛俠：英雄歸

來》上周末在中國442塊IMAX銀幕上上

映，斬獲票房600萬美元，創造了IMAX

銀幕中國9月最好開畫成績。

諾蘭新片《敦刻爾克》上周末在52

個海外市場的13025塊銀幕上再收1350

萬美元的票房，全球周末票房1550萬美

元，海外總票房達到3.09億美元，全球

總票房達到4.92億美元。上周末，《敦

刻爾克》在日本首映，周末斬獲票房300

萬美元，在當地奪冠。中國內地上周末

為該片貢獻600萬美元，目前該片中國

內地累計票房4640萬美元。

喜劇《王牌保鏢》上周末斬獲全球

票房1270萬美元，全球累計票房1.25億

美元。該片將於9月22日內地上映。

恐怖片《安娜貝爾2：誕生》上周

末斬獲全球票房1260萬美元，全球累計

票房2.8億美元。

《《電力之戰電力之戰》》多倫多電影節首映多倫多電影節首映
卷福帥氣亮相卷福帥氣亮相 導演闡述拍攝影片初衷導演闡述拍攝影片初衷

《王牌特工2》同款裁縫店倫敦揭幕
秘密基地神還原 導演攜超模夫人與“梅林”助陣

近日，好萊塢動作冒險巨制《王牌

特工2：黃金圈》導演馬修· 沃恩攜夫人

——著名超模克勞迪婭· 席弗共同出席影

片服裝合作品牌的倫敦店活動，“梅林

”飾演者馬克· 斯特朗也壹同亮相。

值得壹提的是，該店鋪完美還原影

片中的王牌特工秘密基地——金士曼裁

縫鋪，熟悉的裝飾與陳列壹下讓觀眾穿

越回影片當中，品牌方可謂用心良苦。

細節控的導演不僅在影片中對服飾要求

精益求精，還將這種精神延伸到戲外，

推出王牌特工同款系列服飾。

2015年，《王牌特工：特工學院》

壹經上映立刻掀起了壹股時尚紳士風，

片中所出現的金士曼表面看上去是壹家

定制高級西裝的裁縫店，其實卻掩藏著

神秘的特工總部。電影中的長柄傘、定

制西裝和塞維爾街上的英式建築也打動

了壹票觀眾的心。

此番《王牌特工2：黃金圈》卷土

重來，經典的金士曼裁縫鋪依舊優雅登

場。近日在倫敦，由影片服飾合作品牌

打造的金士曼裁縫鋪也震撼揭幕，導演

馬修· 沃恩攜夫人——著名超模克勞迪

婭· 席弗共同出席了活動，“梅林”飾演

者馬克· 斯特朗也壹同亮相。從現場來看

，門店真實還原了影片中的裁縫鋪原貌

，每壹個細節都得到完美呈現，櫥窗內

的陳列西裝也是艾格西同款，壹瞬間將

觀眾拉回影片之中，給人穿越時空的美

好想象。而超模出身的導演夫人也很有

心地穿著艾格西同款橙色西裝亮相，賦

予了這件紳士西裝別樣的時尚色彩，令

人大飽眼福。

壹向細節控的導演不僅在影片中對

服飾細節精益求精，這次更是將完美主

義的精神發揚到現實中，與全球領先的

男士奢侈品電商平臺合作，聯手曾多次

獲獎的電影服裝設計師Arianne Phillips

設計王牌特工同款服飾。該服飾系列中

的每壹套西服、襯衫、袖扣、鞋履、腕

表甚至是筆記本、鋼筆等均會貫穿出現

在電影《王牌特工2：黃金圈》當中。

許多在第壹部電影中的經典單品也有所

保留，包括雙排扣西裝、襯衫、眼鏡、

樂福鞋、牛津鞋、、領帶、手帕、外套

、雨傘、皮具、文具等，可謂從頭武裝

到腳。也就是說，觀眾在影片中看到的

幾乎每壹件服飾，都能在現實中進行購

買，毫不費力就可以將自己打造成名副

其實的王牌特工，大走英倫紳士風。

電影《王牌特工2：黃金圈》由馬

修· 沃恩執導，科林· 費爾斯、朱麗安· 摩

爾、塔倫· 埃格頓、馬克· 斯特朗、哈莉·

貝瑞、查寧· 塔圖姆、傑夫· 布裏吉斯、

佩德羅· 帕斯卡等主演，將於9月22日北

美公映。

《銀翼殺手2049》曝IMAX藝術海報

高司令福伯並肩作戰
賽博朋克風格迷幻華麗

由丹尼斯· 維倫紐瓦執導，瑞恩· 高斯林、哈裏森· 福特領銜主演的科幻動作片《銀翼

殺手2049》今日發布壹款復古而前衛的IMAX版藝術海報。海報的視覺元素延續了華麗

迷離的賽博朋克風格，在頗具迷幻感的撞色背景中，兩大男主角高司令與哈爺手持槍械

並肩作戰，透露出濃郁的末世氣息，瞬間將觀眾帶入超越想象的未來幻境。海報中還透

露了壹個令影迷無比興奮的“彩蛋”，那就是該片將在IMAX影院以獨家的特殊畫幅呈

現，引人期待。

在35年前，被譽為影史最偉大的科幻電影之壹的《銀翼殺手》超前地預言了人工智

能最終極的未來。35年後，《銀翼殺手2049》重啟經典，在人工智能

成為全球熱議話題的當下，再度對這個命題發揮想象。續作集結了大

師級班底，由前作導演雷德利· 斯科特擔任制片人，《降臨》導演丹

尼斯· 維倫紐瓦執導，傳奇攝影大師羅傑· 狄金斯掌鏡。IMAX大銀幕

則會以最絢麗的色彩和完美的視聽來呈現這個無論是藝術構圖還是視

覺色調都極具質感的未來世界。

演員陣容方面也非常值得期待。金球影帝高斯林將在片中壹改往

日溫文爾雅的形象飾演新壹代銀翼殺手“K”；而哈裏森· 福特則以前

任銀翼殺手瑞克· 戴克的身份出演該片，他在前作結尾身份的反轉壹

直是影迷津津樂道的話題，這個秘密也許將在《銀翼殺手2049》裏揭

開。兩代男神精彩飆戲，延續前作的懸疑氛圍之余，續篇的動作場面

火爆程度也大規模升級，更多槍戰、肉搏、飆車等刺激性場面將通過

IMAX頂天立地大銀幕的呈現，帶給觀眾最具沖擊力的視覺體驗。據

悉，該片將於2017年10月6日在北美上映 ，中國內地有望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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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夢想起飛

Equal Housing Lender Member FDIC

當芭芭拉‧培林還是一名空服員時，她時常想像有天

能自己開飛機，翱翔天際。於是她參加飛行學校，加入

軍隊預備役，在累積多年飛行經驗後，她與合夥人

羅德‧安德森成立一間飛行訓練服務公司 HeliStream。
他們的業務迅速拓展至私人運輸、直升機保養與空中

攝影等項目。許多銀行對於借款給這樣獨特的行業持

保留態度，但我們樂意提供協助。

我們的資金幫助 HeliStream 拓展機群，讓芭芭拉和羅德

的事業與他們的夢想一般，直上雲霄。

聯繫商機，向前邁進。

欲知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succeed
或致電 1.877.828.8963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一項由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辦，中國駐休
斯頓總領館、美國華裔餐飲協會承辦，華助中心、華星藝術團、美南山東同鄉
會、廣東總會、德州地產、華星餐飲集團協辦的 「中餐繁榮慰僑晚宴」 於9
月11 日晚在China Star Pearland 舉行，席開12 桌，在休斯敦剛剛經歷了哈維颶
風肆虐，滿目瘡痍，大家心靈倍感無助之時，迎來了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帶
來 「中餐繁榮慰災慰問團」，並帶來了漢食發源中餐之首＂魯菜＂，以慰海外
僑胞的災難痛苦與悲悽之情。

晚宴由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致開場歡迎詞揭開序幕，李大使提
到這次颶風充份讓世界認識休斯敦華人華僑的團結互助與高風亮節，當晚的晚
宴也邀請多位救災英雄來到現場。 「魯菜」 是中國八大菜系之首，當晚前來
的五大魯菜大師，將讓大家見識起源於山東的齊魯風味，這是歷史最悠久、技
法最豐富、難度最高、最見功力的菜系。

該代表團的團長，山東省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國外港澳處處長王憲功先生
，也在晚宴上致詞，表示代表 「中餐繁榮」 為大家送上一桌豐盛的魯菜風味
。他並感謝這次由中國一級魯菜大師，魯菜傳人、山東大廈餐飲總監、山東省
魯菜大獎賽評委王平先生所帶領廚師團隊，他們將讓大家品嚐到真正魯菜，弘
揚中華餐飲文化。

其他還有全國政協駐美代表豐建偉醫師、 「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長房文清

， 「華助中心」 董事長靳敏， 「華星藝術團」團長徐立，受害代表卿梅等多
人紛紛在晚宴上致詞，表達了感激和歡迎之忱。

當晚的晚宴共推出十五道菜式，包括 「涼菜」四道：五彩撈汁海中鮮、秘
製陳皮爽菘心、蟠龍珊瑚翠黃瓜、時令嵩筍拌蟄頭。 「熱菜」 八道
：孔府松茸豆花盅、滋補蔥香燒海參、富貴龍蝦燜伊麵、延年益壽燜牛排、蟹
鉗蘭花爆三鮮、黃椒銀絲蒸海魚、金黃香酥焗淮山、青筍桃仁炒時蔬。湯： 鮮
美奶湯全家福，及 「麵點 」： 玲瓏水晶金元寶、國宴油條。
充份表現了魯菜講究原料質地優良，原汁原味，以湯壯鮮； 以咸鮮純正，突出
本味； 以湯為百鮮之源，講究＂清湯＂＂奶湯＂的調制，清濁分明，取其清鮮
。以及魯菜突出的烹調方法： 爆、扒、扒絲，尤其是爆、扒素為世人所稱道。

當晚的廚師除 「山東大廈餐飲總監」 王平外， 「山東大廈行政總廚」 胡
宗強， 「山東大廈廚師長」 楊志偉，蔣宇偉，王中勇等共五人主廚，他們都
是獲省市級技能競賽金獎，特金獎的好手。

而此晚宴的主辦人， 「美國華裔餐飲協會」 會長沙立，更居功厥偉。該
晚宴從通知到推出僅一周的時間，準備時間有限及受場地限制，（在沙立主持
的China Star Pearland 店舉行），人數也受到限制，沙立會長能在短短一周內圓
滿推出，其成績令人讚嘆。

中國國僑辦中餐繁榮代表團蒞臨休斯頓中國國僑辦中餐繁榮代表團蒞臨休斯頓
於於99 月月 1111 日晚舉行日晚舉行““中餐繁榮慰僑晚宴＂中餐繁榮慰僑晚宴＂

(本報訊）如何運用“科學養生
與美容”來鎖定健康，鎖定青春，
鎖定年齡，延長“健康的生命”！
自古以來人們都在追求“長生不老
”的方法，雖然沒找到，至少也證
實了人體就是一座精密的生物化學
工廠（Biochemical），我們只要把
原料給足，給對，它的化學反應就
對了。

許多著名的“養生保健”專家
們，都一致認為專注、堅持“科學
養生與美容之方法， 雖然不能做到
永遠不死（因為生、老、病、死是

自然的規律），但可以延緩人體衰
老，疾病，延年益壽還是輕鬆可以
做到的。

人體衰老的過程，就是人體不
斷被氧化的過程，例如蘋果切開不
久會變褐色（氧化=老化=癌化）。
所以人體的自由基（Free Radical）
就成了熱點問題。

*如何對抗體內時刻產生的自
由基呢？

*如何讓細胞修復，更新，發
揮人體“自癒”力呢？

*如何延緩老化，留住青春，

活出健康的人生呢？
華人專業協會，邀請新世紀養

生學苑“養生與美容”專業指導老
師劉銀珠女士為大家做現身說法，
認識疾病的誘因“自由基”，如何
用科學養生與美容，讓您脫胎換骨
, 美夢成真。
歡迎僑界有興趣改變自己的朋友，
偕伴參加“科學養生與美容”座談
會。
地點：恆豐銀行12樓
時間：九月十六日 星期六 上午 10
點至12點

華人專業協會華人專業協會99月月1616日在恆豐銀行日在恆豐銀行1212樓舉辦講座樓舉辦講座

（（本報訊本報訊））日期和時间日期和時间:: 99月月2525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下午下午66::0000 PMPM
地点地点: Safari Texas Ranch,: Safari Texas Ranch, 1162711627 FMFM 14641464 Richmond, TXRichmond, TX 7740777407
不需要票不需要票，，但需要但需要RSVPRSVP。。只需點擊只需點擊 eVite RSVP Now!eVite RSVP Now! 然後點擊然後點擊RSVPRSVP回复晚餐回复晚餐

. (No need ticket, but RSVP needed. Just Click eVite RSVP Now! and then Click RSVP. (No need ticket, but RSVP needed. Just Click eVite RSVP Now! and then Click RSVP
for Dinner Head Counts)for Dinner Head Counts)

From:From: 僑灣社會長僑灣社會長 浦浩德博士浦浩德博士 (Dr. Howard Paul)(Dr. Howard Paul)

僑灣社敬邀華裔朋友參加免費晚餐僑灣社敬邀華裔朋友參加免費晚餐
和中秋賞樂和中秋賞樂 ((天津傳统中国樂团表演天津傳统中国樂团表演))

圖為訪問團團長圖為訪問團團長、、山東省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國外港澳山東省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國外港澳
處處長王憲功處處長王憲功（（ 立者立者 ）） 在晚宴上致詞在晚宴上致詞。（。（ 左坐者左坐者）） 為為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晚宴主辦人沙立圖為晚宴主辦人沙立（（ 右三右三）） 與出席貴賓合影與出席貴賓合影（（ 左左
起起 ））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長房文清會長房文清，，訪問團團長訪問團團長
王憲功王憲功，， 「「全國政協全國政協 」」 駐美代表豐建偉醫師駐美代表豐建偉醫師、、 「「德德
州地產州地產」」 李雄李雄，，僑領陸才達在晚宴上僑領陸才達在晚宴上。（。（ 記者秦鴻鈞記者秦鴻鈞
攝攝）） 圖為圖為120120 多位僑胞代表出席＂中餐繁榮慰僑晚宴多位僑胞代表出席＂中餐繁榮慰僑晚宴。。

富貴龍蝦燜伊面富貴龍蝦燜伊面

鮮美奶湯全家福鮮美奶湯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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