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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活動快報一週活動快報
救國團, 僑灣社及凱蒂華人

協會聯合舉辦
社區安全如何用槍及槍支法律座談
會
6月13日(SAT) 上午10時
恆豐銀行12樓

第一教會信望愛團契舉辦
[颱風預備防犯需知] 講座
6月13日(SAT) 上午10時
休士頓第一基督教會
6875 Synott Rd. Houston,TX.77083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商務分
會舉行豐建偉區醫生主講[如何
在壓力之下保持心臟健康]
6 月 13 日(SAT)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王朝二樓華美銀行社區服務中心

光鹽社乳癌互助小組健康
專題講座
Dr. Polly Niravath 主講[乳癌倖存面
面觀]
6月13日(SAT) 下午2時至下午4時
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255,
HOUSTON,TX.77036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父親節
慶祝活動月會及畫展
6月13日(SAT) 下午2時30分
僑教中心

休士頓台灣商會年會
6月13日(SAT) 下午6時至下午10時
珍寶海鮮城

賈忠老師舉辦[中國西部-

壯美的河山] 攝影講座
6月13日(SAT) 下午7時至下午8時
30分
張要武藝術中心
6515 CORPORATE DR. #M1,
HOUSTON,TX.77036

休士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暑期聖經學校開學
6 月 14 日(SUN) 下午 1 時 30 分至下
午4時
2401 DAIRY ASHFORD, HOUS-
TON,TX.77077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
分會【圓美國夢-專業認知如何
購房】講座
6月13日（SAT）下午1:00-3:00
文化中心

賴清陽律師事務所【面對
裁員危機，員工因應之道】法
律座談
6月18日（Thur）下午6:30
賴 清 陽 中 美 律 師 事 務 所 （5800
Ranchester Drive. Suite 200, Hous-
ton Tx 77036）

美國艾竹爾爵士的秋季和
冬季時裝展示會
6月13日(SAT)下午7時交誼時間下
午8時服裝表演
HOUSTON DOWNTOWN HOB-
BY CENTER
800 Bagby,#300,Houston,TX.77002

達拉斯僑界紀念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達拉斯僑界紀念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 活動起跑活動起跑
今年是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暨台

灣光復七十周年，為緬懷先烈，向英勇
犧牲的軍民同胞致上追思與敬意，達拉
斯紀念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暨台灣光
復七十周年籌備會於6月8日晚間在達
拉斯召開籌備委員會及記者會，向僑胞
介紹相關活動籌備情形及內容，籌備會
召集人谷祖光、主任委員曹明宗、孟敏
寬、達拉斯李小濱僑務諮詢委員等僑務
榮譽職人員，以及各僑團代表均出席參
與，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莊雅
淑專程從休士頓前往出席表達感謝與支
持。

該籌備會主任委員曹明宗、孟敏寬
分別介紹了達福僑界計畫舉辦的七項系
列活動，包含有6月27日 「紀念抗戰勝
利及臺灣光復七十週年慢跑」、7月25
日 「抗戰歷史座談會」、8月29日至8
月30日 「向英雄致敬-中華書畫名家遺
作特展」、以及 8 月 31 日至 9 月 3 日
「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暨臺灣光復史

料特展」、8月22日 「紀念抗戰勝利七
十週年酒會」、11月11日紀念抗戰勝
利七十周年退伍軍人遊行、11月14日
「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音樂會」等包

羅萬象活動，負責主辦的社團也分別說

明籌辦宗旨和情形。
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對達拉

斯僑界熱心籌畫紀念中華民國對日抗戰
勝利七十周年活動，這種愛國熱情表達
敬佩與感謝，莊主任希望藉由紀念活動
能讓全僑甚至國際瞭解中華民國對日抗
戰的史實，同時希望呼籲世人珍惜得來
不易的自由民主與人權，達拉斯紀念中
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七十周
年籌備會召集人谷祖光表示，達拉斯全
僑規劃七項活動，每項活動各自精采，
邀請各界踴躍共襄盛舉，也宣告達拉斯
僑界紀念系列活動正式開跑。

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左左44))與籌備會召集人谷祖光與籌備會召集人谷祖光((左左55))、、主任委主任委
員曹明宗員曹明宗((左左22))、、孟敏寬孟敏寬((左左33))以及達拉斯各僑團代表合影以及達拉斯各僑團代表合影

這次服裝設計家是參加過 2次紐約市服裝表演的 Andrew Drayton主持.他是目前休士頓 5大名設計家中最有名
也是最年輕的服裝設計家.將展示由他親手設計的最新款式.他所設計的服裝上了愛爾蘭服裝雜誌.

時間: 6-13-2015 星期六 7: 00PM 交誼時間
服裝表演: 8: 00PM 正式開始
地點: Houston Downtown Hobby Center
時間由 5-29-2015 至 6-13-2015截止.因座位有限只能容 納 125人.全是貴賓席坐位.
票價: .每人票:原價 $40 (到Hobby Center現場買票價錢).現在買票特價 $20.
超群國際傳媒公司製作單位可接受收用信用卡 Square 買票: Visa, Master, Discover.
打電話先訂票: Kate Fu:Cell: 832-876-0898Andrew Drayton Cell:713-855-8058
如上綱買票: www. famehall.com 世界名人網站.
服裝表演地址: Hobby Center 800 Bagby Houston, TX 77002
停車(Parking): Hobby Center 有 Hobby Center (Valet)代客泊車服務 但須付費用.(或自行找停車位.)
服裝規則:女士穿著晚禮服,男士穿西裝領帶,不可穿T恤及牛仔褲進場,年齡須 18歲以上.歡迎有興趣人士共襄盛舉!

休士頓服裝表演
將於 6-13-2015 星期六晚上在城中區的 Hobby Center 展開

 






















達福臺灣商會於6月7日假達拉斯麒麟酒樓舉辦2015至2016年
年會，近200人與會，駐休士頓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僑教中心莊雅
淑主任、僑務諮詢委員谷祖光、羅玉昭、僑務委員曹明宗等人均應
邀出席，國會議員Angie Chen Button、 Richardson市長Paul Voelker
、Dallas代理市長 Tennel Atkins、Grand Prairie代理市長Richard Fre-
goe、Plano 代理市長 Lissa Smith、Desoto 市長 Carl Sherman、Prosper
市長Robert winningham以及各市市議員等政要，亦到場共襄盛舉，
會長陳世修首先歡迎參與年會的所有貴賓，黃敏境處長感謝達福台
商會對政府的支持，莊雅淑主任肯定臺商會凝聚僑心的貢獻，並說
明政府積極推動台灣加入TPP(泛太平洋夥伴協定)等區域經濟組織，
邀請美南僑界共同支持，駐休士頓辦事處經濟組王秘書亦針對政府
推動TPP等區域經濟組織現況及進展進行說明，達福台商會與會代
表並展開聯署，除向與會國會議員Angie Chen Button表達支持台灣
加入TPP的訴求，同時於現場進行聯署致函選區國會議員要求支持
台灣加入TPP！

達福臺灣商會年會 連署支持台灣加入TPP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右六右六))、、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右右
四四))、、陳世修會長陳世修會長((左一左一))、、谷祖光僑務諮谷祖光僑務諮
詢委員詢委員((右二右二))、、李小濱僑務諮詢委員李小濱僑務諮詢委員((右右
一一))與國會議員與國會議員Angie Chen Button(Angie Chen Button(右八右八))
、、 RichardsonRichardson 市長市長 Paul Voelker(Paul Voelker(右七右七))以以
及及RichardsonRichardson市議員等合影市議員等合影..

祝賀Stephen Le Jr.及張同艷小姐喜結良緣！

本
報
記
者
翁
大
嘴
攝

新郎新娘翩翩起舞新郎新娘翩翩起舞。。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右一右一），），美南新聞集團總裁李尉美南新聞集團總裁李尉
華夫婦華夫婦（（右二右二，，三三））等政等政，，商界人士近千人出席了婚商界人士近千人出席了婚
禮禮））

婚禮現場莊嚴隆重婚禮現場莊嚴隆重。。

原哈雷斯郡警察局長原哈雷斯郡警察局長，，市長候選人加西亞夫市長候選人加西亞夫
婦也前來祝賀婦也前來祝賀。。

右起李尉華夫婦右起李尉華夫婦，，新婚夫婦新婚夫婦，，新娘父母新娘父母，，新郎母親新郎母親，，日裔日裔
商人商人GondoGondo夫婦夫婦。。

66月月66日週日週66，， Stephen Le Jr.Stephen Le Jr. 及張同艷小姐的婚禮在市中心某高級酒店內及張同艷小姐的婚禮在市中心某高級酒店內
盛大舉辦盛大舉辦。。 祝一對新人永遠生活甜蜜祝一對新人永遠生活甜蜜。。 新郎新娘身著越式新婚服飾閃亮登場新郎新娘身著越式新婚服飾閃亮登場。。

真佛宗密儀雷藏寺真佛宗密儀雷藏寺，，66月月1616日至日至2222日日
舉辦息災祈福敬愛超度大法會舉辦息災祈福敬愛超度大法會

（休士頓/秦鴻鈞）休士頓真佛宗密儀雷藏
寺，由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慈悲加持，
將於六月十六日至六月廿二日（農曆五月初一
至五月初七）舉行息災祈福敬愛超度大法會，
恭請真佛宗主壇金剛上師蓮花麗惠金剛上師蒞
臨密儀雷藏寺，分別於六月十六日至廿二日
（農曆五月初一至五月初七）舉行連七日 「息
災法」大法會，及六月廿日（週六）上午十時
舉行 「愛染明王護摩法會」，當天下午二時舉
行 「馬頭明王護摩法會」，六月廿一日（星期
日）下午二時舉行 「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水供法
」等共四壇大法會。

這次主壇的蓮花麗惠金剛上師是蓮生活佛

親自認証 「大紫蓮花童子」轉世再來人，蓮生
活佛夢中親証麗惠上師即是觀世音菩薩，也就
是救苦救難之 「活觀音」。

蓮花麗惠金剛上師，生長於台灣，受洗為
基督徒，並在基督書院就讀，婚後隨夫婿移民
加拿大，目前定居美國舊金山。

在1984年七月，她連續七天夢見佛菩薩，
之後，她在回台探訪母親時，想再見死去的父
親，而參加 「關落陰」，因此，無意被開啟
「第三眼」，從此可以見神見鬼。她並在加拿

大十二位醫師的檢查，確定無法生育，1986年
，她在二年沒有月事的情況下，看見大日如來
，賜給女兒，並奇妙的懷孕了，令人難以想像

的是，在懷孕期間，還聽見胎兒唸佛。
她走訪高人，尋求解答。在諸多宗教家
，靈學家的連續否定下，她終於找到
「心開意解」的答案。於1986年前往西

雅圖雷藏寺，皈依 「蓮生活佛盧勝彥」
，並被認可為 「再來人」，是 「極樂世
界摩訶雙蓮池」 「大紫蓮花童子」的人
間應化身。

隔年1987年七月，又被授封為 「真
佛宗金剛上師」。

二十多年來，麗惠上師精進實修，
本尊相應，証悟佛性，弘揚佛法於世界
28個國家，度眾無數。其主持之息災祈

福超度大法會，超過四千餘
場，神通、問事，超度、感
應、救度無數、結緣利益之
眾生，達二、三百萬之眾，
被各地眾生讚揚為救苦救難
之 「活菩薩」觀音。

麗惠上師除了弘法利生，
還親自拉拔四個小孩長大，
沒有任何財團協助之下，胼手胝足親
力親為，在純粹信仰上帝的美國地區
，白手起家，開闢出一片佛教天地。

二十餘年來，她陸續創辦了：
「真佛宗紫蓮堂」， 「紫蓮出版社」

、 「華光功德會紫蓮分會」、 「紫蓮
國際學校」、 「華光紫蓮大學佛學院
」、 「紫蓮國際文教協會」……等分
支機構。

二十餘年來，幫忙化解：美國911
危機、加州電力危機、美國Kathrina
風災、南亞印尼大地震、世界SARS
非典肝災、馬來西亞大火災……法會
功德迴向災害眾生，蒙佛護佑，迅速
得到救援。

麗惠上師也帶領美國信眾，長期
贊助中國老人院、孤兒院、認養中國
「希望工程」孩童，直接送到災區或

轉交救濟單位，令娑婆人間減少苦難
，眾生皆得安詳和樂。

麗惠上師對社會的貢獻，獲得許
多國家，世界級團體的肯定，包括：
「美國國家名人榜」， 「世界和平聯

合會」， 「美國傳奇人物協會」，
「全球名人榜」，以及日本 「世界和

平大賞」…等獎項。麗惠上師還在巴
拿馬，是第一位中國人，也是亞洲人

，榮登 「巴拿馬MUNDO雜誌」的封面人物，
且該雜誌報導三期之多。

這次的一週大法會，包括：
（一） 息災法（6月16日-6月22日）：是可
以化解一切種種災難，可保平安健康，可治病
消業。
（二） 愛染明王護摩（6 月 20 日上午十時）
：是祈求敬愛之法，可以夫妻合和，人事合和
，得眾人敬愛之法，可以祈求對象、工作、人
緣順利。
（三） 馬頭明王護摩（6 月 20 日下午二時）
：可以解一切災難，降伏一切業障，邪靈、干
擾均可化解。
（四） 「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水供法」（6月21
日下午二時）：可以求財，求資糧、求福份增
長，求升官增財，事業順利，財源廣進，增福
延壽，心願圓滿。

以上四場法會，只有息災法是陽世人報名
，另三場法會都可陽世人報名和超度往生者，
祖先、土地公、地基主均可報名。

以上法會所有功德主及報名眾等業障消除
、消災解難，身體健康，增福延壽，運程亨通
，財源廣進，心願圓滿，一切吉祥，如意圓滿
。報名費用：一切隨意。支票抬頭：TRUE
BUDDHA TEMPLE

密儀雷藏寺地址：7734 Mary Bates B Hous-
ton, TX 77036，電話：（713）988-8822傳真：
713-988-8488

圖為麗惠金剛上師

巿議員巿議員Richard NguyenRichard Nguyen
昨代表哈瑞斯郡捐補助款給文化中心昨代表哈瑞斯郡捐補助款給文化中心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休士頓貝利芙區的巿議員Richard Nguyen（前排左二）昨（十日）代表哈瑞

斯郡將 「補助款」 10,580元及11,250元支票，在文化中心青少年活動現場贈送，
由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啟梅（前排右二）代表接受。華啟梅也以一幅 「大樹」 的圖
畫回贈。巿議員Richard Nguyen表示： 「教育」 對我來說非常重要，這幅畫代表
「百年樹人」 ，涵意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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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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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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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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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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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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招聘：銷售員、倉庫管理員（懂
開叉車者優先），待遇面談。






星期四 2015年6月11日 Thursday, June 11, 2015 星期四 2015年6月11日 Thursday, June 11, 2015

4號出口

星期三星期三、、四四
9：00A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將開10:3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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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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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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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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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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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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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上海特價團（機票+7日江南團) $1350.00含稅
青島﹐成都﹐廈門﹐廣州......特價中

現招聘有經驗或者熱愛旅遊服務業的全職旅遊代理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二十年豐富經驗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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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HINATOUR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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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Debbie文媛/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debbie@chinatourusa.com

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美東六天 $175起 美加東八天 $303起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266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286起

（
買
二
送
一
）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北歐七天 $730起

（
買
二
送
二
）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699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張家界三峽遊輪十一天
$$299299//人人 ((原原$$499499))

99//66 -- 99//1717
( 含三峽遊輪)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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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Summer Camp for Table Tennis and Chess
2015 乒乓球夏令營

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北美前五名頂級蝴蝶俱樂部，
三大名教練主持2015夏令營，5月25開營到8月21結束，
每周一期，有初級、中級和高級班，主持教練為美國排名近

2600分的兩面攻高手張一馳。每周/期僅$220元，
如參加四期以上，近$200周/期。另外，特設國際象棋授課，

由漢德裏克大師主持，夏令營更有趣。

Tel:832-649-7355

EmailEmail：：info@txtabletennis.cominfo@txtabletennis.comwww.txtabletennis.comwww.txtabletennis.com








 

TEXAS TABLE TENNIS
TRAINING CENTER
德州兵乓球訓練中心德州兵乓球訓練中心

59025902 Sovereign Drive, Houston, TXSovereign Drive, Houston, TX 7703677036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wendyc21sw@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Jenny ZhangJenny Zhang
C:(713) 298-9685
O:(713) 771-5910

新屋優惠
購屋貸款
免費估價

10333 Harwin Dr. Suite 415, Houston, TX 77036

工商管理碩士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房地產經紀人AlphaMax Realty
西南區，糖城，醫學中心，Memorial，Katy，西北區。專精專精

•Memorial近 Dairy Ashford，黃金地段土地出售，占地2萬英尺，可自建私人住宅或商業店鋪，適用小型療養院，嬰幼中心，教育中心
等等。欲尋有識投資人士。出售價：$ 679,000.00•糖城二層屋4房2.5浴，適初次購屋人士，正式餐廳，私人遊泳池, 漂亮庭院，遊戲間，交通便利，緊鄰6號。售價$14萬9千9•近Humble/1960, 4.5英畝商業用地，待開發，緊鄰商業中心區/大型連鎖店，投資前景好，覓有遠見人士，回報潛力高。距休斯頓國際
機場15分鐘，每尺售價: 8.75•近249/LOUETTA繁華商業區，三千尺大屋，四房三衛，挑高廳，落地窗，一層實木地板，正餐廳，挑高頂書房，新油漆，寬敞廚房，大理
石臺面，大遊戲間，仿木地板，一年新冷氣，屋況極好，售$218,800•KATY明星校區，2300尺兩層4房2.5浴，寬大客廳，正餐廳，開放式廚房，優美庭院設計，戶外亭臺。二樓大遊戲間，保養佳。月租: $1950•新屋銷售，位於6號和Fort Bend Parkway, 超豪華湖景屋，每棟保證占地一英畝以上，基本四房/五房/三車位，戶外廚房，特別制定
酒窖，奢華內部裝飾，最新節能材料，遠程操控，定時燈光系統等等智能管理，盡顯主人個性，售價$550,000起•Pearland Sunrise Lakes社區 3200尺屋，一任房主，保養佳，挑高大廳，正式餐廳/書房，一層全地板，二樓遊戲間，開放式廚房，大理石
臺面，前後院自動撒水系統，售價$274,900•近香港城雅房出租，3房2浴，全新內外油漆，一樓高挑大廳/早餐廳，月租$1250. 出入方便, 近八號公路/WestPark T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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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敦煌商場，雙連體旺舖出售，每單位1600呎，地處Corner位置，價格
超好，機會難得，可以聯繫Gina或Shannon.

2. 福遍糖城二層獨立屋，4/2.5/2，近2800呎。地理位置極佳，近59，
DairyAshford，超低稅率，Corner位置後院方正寬大，配有游泳池及
花園平台，僅售$235,000。

3. 合作路/百利大道近敦煌超市，全新裝修獨立屋，3/2/2，近2300
呎。高屋頂，采光極好，新油漆，新地板，花崗岩台面。僅售$131,000

4. Richmond/Galleria區，兩單位出租：1 bedroom，包水電，$750/月；2
bedroom,包水電，僅$1000/月

專精各類商業地產之買賣投資
承租及管理…積20年之從業
經驗為您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Shannon Gao

高紅
Sales Associate

xiannen_g@yahoo.com

713-550-6373(專線)

城中區大型著名自助餐館生意出售。

餐館裝修高雅、寬敞明亮、地理位置極佳，

已有20多年的經驗，積累了很多客人，

生意興隆、穩定，客人川流不息。

sunny.hsu@aarealtytx.com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Sales Associate andy.hsu@aarealtytx.com

1)Cypress , 3 房 3衛1.5 story.高屋頂,正
式餐廳,客廳,遊戲間.游泳池.社區環境優美,
有八個湖,網球場,籃球場.售價 314,900
2)5,000呎空地，近中國城8号公路，售價
$25,000.00
3)近中國城，玉佛寺，一層樓Town Lome，
3房3衛,近1680呎,光敞明亮,高Ceiling.
104,900

房屋買賣，投資，管理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位於HOUSTON 西區及醫學中心4家
連鎖三明治餐廳（WHICHWICH SUPE-
RIOR SANDWICHES）出售，年營業額
一百七十萬。售９９萬９千９百元。新
投資移民創業最佳選擇。機會難得.

有意者請電713.550.6373，高小姐

王朝旅遊親自帶隊：
張家界，三峽11天特別團$499

（含三峽遊輪）9月6-17日

豪華游輪豪華游輪

王
朝
旅
遊

王
朝
旅
遊

專辦中國簽證

▲美東$175起、美加東 $303起（買二送二）
▲黃石公園、美西 $215起 (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脈$566起、歐洲、中國

價格保證 我們承諾價格匹配

6918 Corporate Dr Ste.A-14, Houston,TX 77036
網站﹕aaplusvacation.comTel:713-981-8868

中國暑期特價遊$1暢遊中國：江南，黃山

千島湖，北京，九寨溝，雲南，張家界等

地址：1705 Lubbock,Houston, TX 7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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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警局交通罰單（包括CDL罰單）
* 市政府各類罰單（衛生局，工商局及其他市府部門罰單）
* 刑事案件（搶劫，酒駕，毒品，暴力）

•五位資深專業律師
•二十多年職業經驗
•二十余萬客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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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鴿律高鴿律師師（（Eva)Eva)
（（工商碩士工商碩士，，德州註冊律師德州註冊律師））

本人親自本人親自出庭出庭
為您爭取最大權益為您爭取最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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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武僧少林武僧PKPK泰國拳王泰國拳王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 武林風焦點戰在河南上演武林風焦點戰在河南上演，，中國武僧一龍挑戰泰國拳王中國武僧一龍挑戰泰國拳王
播求播求，，最終經過最終經過33個回合的激戰個回合的激戰，，代表著中國武術的一龍點數惜敗泰拳代表著中國武術的一龍點數惜敗泰拳
王者播求王者播求。。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 一場籃球一場籃球
寶貝啦啦操比賽在山西寶貝啦啦操比賽在山西
大學舉行大學舉行。。百余名青春百余名青春
美麗的美女大學生扭動美麗的美女大學生扭動
腰肢腰肢，，比拼動感舞步比拼動感舞步，，
其中一些高難度動作引其中一些高難度動作引
得台下陣陣掌聲得台下陣陣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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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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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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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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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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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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磚地磚﹑﹑混凝土混凝土﹑﹑走道走道﹑﹑PatioPatio﹑﹑車道車道﹑﹑
Parking LotParking Lot﹑﹑地基地基﹑﹑天井天井﹑﹑TileTile﹑﹑花道維花道維修修﹒﹒

美聯美聯混凝土混凝土

WE SELL CONCRETEWE SELL CONCRETE
FROMFROM 11~~1010,,000000 YARDSYARDS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專修
地基

專修
地基

星期四 2015年6月11日 Thursday, June 11, 2015

High
way

8

Beechnut

玉佛寺

Hig
hwa

y6

Syn
ott

We
stB

ranc
h.

Leader St.

Dai
ryA

shfo
rd

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歐洲團歐洲團
* 西歐五國10天
* 瑞捷奧匈10天
* 義大利蔚蘭海岸12天
* 歐洲十國17天
* 西歐及義大利17天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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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月至9月出發
* 加勒比海4/5/7天
* 阿拉斯加7天
* 地中海7天
* 夏威夷7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美國精華團美國精華團
*美東5/6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加東6/8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西精華4-10天團（買二送一）*黃石公園7天團(買二送一）*加拿大洛磯山7天團(買二送一）*夏威夷4-7天團*佛州迪斯尼4-8天團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雲南﹑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玻璃橋﹑黃石公園﹑
總統巨石公園﹑拱門
7天遊(New新)
＄368元起（買二送一）
4月30日之前付錢減$20元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713713))774774--11171117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
TRAVELNETTRAVELNET FAX: (713)774-1460

江南八日$49
$99北京九日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 代理豪華遊輪專賣店

星﹑馬﹑泰十一日$1399元起
泰國風情六﹑七日$799元起
日本風情系列遊$1099元起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全新中國特價團
●東北冰雪世界七天 399元
●桂林﹐龍勝﹐陽朔六天 199元
●七彩雲南超值七/八天 99/199元
●張家界鳳凰超值七天 99元
●海南/三亞/海口 五天 99元(不包括機票)

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新推出
●●韓國韓國﹐﹐首爾首爾﹐﹐雪岳山雪岳山77天天 299299元元
●●日本日本﹐﹐東京東京﹐﹐大阪浪漫大阪浪漫77天團天團 199199元元
●●台灣台灣﹐﹐明譚明譚﹐﹐環島環島88//99天天 249249//299299元元
●●泰國泰國﹐﹐曼谷曼谷﹐﹐芭提雅芭提雅77天天 9999元元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
全 新

快捷旅遊快捷旅遊快捷旅遊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ASAP Travelwize
www.asaptravelwize.com

˙$49 8天江南遊（全年放行）
˙$99 8天北京承德天律皇家御景團（新）（特價）
˙5/4 11天九寨溝﹑峨嵋山﹑張家界之旅
˙5/28 7天黃石公園（有買二送一）
˙6/8 6天美東豪華遊（有買二送一/二）專人帶團
˙不同天數美東﹑美西﹑夏威夷團(有買二送一)
˙各大城市機票＋酒店套餐
˙代理各大遊輪公司及4.5.7天歡樂遊輪由蓋文斯
頓港出發
＊ ＊機場接送服務﹐待客以誠﹐服務至上

專辦本地特色團﹑遊輪﹑各地旅遊團﹐代辦簽證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琅
琊
榜
海宴

責任編輯：王荣欣

紀王頓時嚇得魂不附體袁 伏地
道院"此乃陛下聖心獨斷之事袁臣弟
不敢置言遥 "

"家常問問袁 也値得你這般緊
張钥 "梁帝笑着伸手拉他起來袁"你

覺得靖王如何钥紀王斟酌了一下袁慢
慢回道院"靖王噎噎仁孝德厚袁赤誠
忠勇袁可爲噎噎衆皇子楷模噎噎"

梁帝眸色深沉地看着窗外袁良
久後袁 似乎從胸腔深處吐出一聲嘆
息袁"其實袁景琰並不是朕最優秀的
那個兒子噎噎你不覺得嗎钥 "

紀王戰戰兢兢遥
大氣也不敢出遥
" 可是景琰有景琰的好處袁他

知道收斂袁 這一點跟噎噎跟景禹不
一樣遥

也許和他母親的性情有關吧遥 "

梁帝似乎並沒打算眞要紀王説什么袁視線仍保持在原點遥
"這次救駕袁景琰趕來的時候禁軍差不多已無戰力袁獵宮其

實都在他地掌握之中袁但他卻二話沒説就繳還了兵符袁當時還讓

朕覺得甚是意外噎噎"

"意外钥 "

"朕還以爲遥
他總會提點什么袁至少應該暗示點什么遥 "

紀王勉強笑了笑袁"景琰好象不是那樣性情的人遥 "

"離開九安山還京之後袁局勢就會重新回到朕的掌握之中遥
可方纔朕試探了一下袁 景琰好象並沒有想要延遲回鑾地意

思遥 "梁帝向紀王靠近一點袁壓低聲音道袁"你説袁他到底對東宮
之位有沒有想法钥 "

紀王微微一震袁笑得有些尷尬遥
"何止是景琰袁只要身爲皇子的袁要説誰對東宮之位沒有想

法遥
那一定是假地遥 "

"哦钥 "梁帝瞟過來一眼袁"你也是皇子遥
你有什么想法钥 "

紀王這次的笑容倒很輕鬆遥
"臣弟才不是皇子袁臣弟是皇弟遥
那是不一樣的遥 "

梁帝哈哈笑了起來袁用力拍着弟弟的肩膀袁"你啊袁你就是
生的晩了些遥

不過也虧了還有你袁朕才有個商量地人遥

我心里一酸袁這種熟捻的場景讓我愈發想起皇太極遥
"眞的不帶阿步去嗎钥 "烏塔娜細聲問遥
"她剛進府袁許多規矩還得從頭慢慢調敎噎噎今兒個多爾袞娶親袁雖説娶的是側

室袁但新娘是科爾沁博爾濟吉特氏袁又是大妃的妹妹袁自然與別家不同遥 我本也不希
望你去袁你身子一向不好袁大冷的天讓你陪我出去吹風受凍噎噎""爺説什么呢袁身爲
你的妻子袁這是我應盡的本分遥 "烏塔娜側過頭來袁對我説袁"阿步袁那你便留在家里
吧袁我帶哈雅去遥 "我只怔怔的出神袁茫然的僵在那里袁滿腦子想着濟爾哈朗剛纔提到
的新娘身份 --博爾濟吉特氏袁哲哲的妹妹噎噎沒那么巧的事吧钥

"貝勒爺噎噎"我舔着唇袁故作輕鬆的問袁"我常聽人説科爾沁出美女袁不僅大妃
生得品貌端正尧娟秀動人袁同嫁大汗爲妃的寨桑之女更是一位難得一見的大美人遥那
這回十四爺娶的大妃妹妹是不是也是個絶色美人钥 可及得上我們福晉钥 ""科爾沁出

美人是不假袁可也遠不及海西葉赫噎噎"他握住妻子的手袁寓意深長的冲她一笑袁"你

們莫忘了袁葉赫可是出過一個興亡天下的絶代美人浴 "我心里震驚袁面上卻不露半分
聲色袁笑容可掬院"那倒是遥 科爾沁如何比得上葉赫噎噎"烏塔娜嫣然一笑袁顯得甚是
高興遥 濟爾哈朗心情大好袁話也就跟着多了起來院"説起這事還眞是好笑遥 烏塔娜袁你
還記得我之前曾跟你提過吧袁科爾沁想獨霸後宮袁可族內偏偏無一個適婚女子袁不得
已竟是將莽古思那年幼的小閨女抬了出來袁叫他的福晉假藉探視女兒爲名袁把那丫
頭一塊帶到了汗宮去袁其實不過就是想變着方的把女兒塞給大汗遥在旁人看來袁大汗
爲結交蒙古袁自然待科爾沁特別親厚友善袁接納妃子更是順理成章之事遥我卻知曉事
實不盡如此袁大汗面上雖對科爾沁十分客氣袁其實在後宮之中對那兩位博爾濟吉特
氏冷淡得很噎噎"他緊握着烏塔娜的手袁目光愈加放柔袁語音低迷袁"大汗的心思我猜

得到幾分袁在他心目中袁若論地位之重袁科爾沁的兩位美人兒遠不及一個故世的扎魯
特博爾濟吉特氏半分遥 "他輕笑一聲袁有些惋惜的説袁"兩情相悅之事袁不是外人強求
得來的遥 烏塔娜袁你可明白我要説的是什么钥 "烏塔娜連連點頭遥

他們夫妻二人你濃我濃的恩愛有加袁我卻是爲了濟爾哈朗借以對妻子愛情表白
的一番無心之語袁而胸悶窒息袁心痛難當遥

"這回科爾沁攜女進宮袁用意明顯遥 大汗正愁沒處打發袁誰曾想多爾袞不知道突
然抽了什么風袁居然主動跑到大汗跟前袁説要迎娶這位大妃之妹遥大汗樂得做了順水
人情袁當即代多爾袞向莽古思福晉提了親袁選了日子噎噎"烏塔娜聽得津津有味院"墨

爾根代靑貝勒難道是知道大汗爲難袁所以特意去解圍的钥 "明眸一掃袁哀嘆的説袁"早

知如此袁倒不如你先一步去求了來袁大汗待你噎噎""你胡説什么呢钥 "濟爾哈朗微慍袁
肩膀明顯僵硬起來袁"這種好事還是留着給多爾袞佔去吧遥 "

"誒袁弘德夫人説什么話呢遥 "陸郡君趕忙上前扶起穆麗渊弘德夫人
的原名冤袁説道院"這宮里有誰不知夫人盡心盡力服侍皇上遥 唉袁來不來
我這兒請安不重要袁重要的是你們好好伺候皇上袁把天子伺候好了袁我
和太后也都放心了遥 "

"多謝陸郡君遥 "弘德夫人起身謝道遥 陸郡君盯着手中夜明珠連連
贊嘆袁再一回首時袁卻瞧見弘德夫人憂愁之色袁於是急問道院"夫人可有

心事钥 "

弘德夫人欲説還休袁面露爲難袁更是令陸令萱有些疑惑遥
"夫人何事只管説遥 "陸令萱握着弘德夫人的手懇切説道遥
弘德夫人突然起身袁又撲通跪在地上袁抽泣着説道院"只因穆麗身份

之事被皇宮一直阻擋在外袁妾身根本無法盡心盡力服侍皇上袁剛纔聽了
陸郡君的話袁自知有愧袁所以心中不免感傷袁這才忍不住憂愁遥 "

陸令萱嘆息地點頭袁若有所思地俯視跪在地上的女人袁過後才開口
説院"此前袁你只是耶律皇后身邊的宮女袁有幸得到皇上新寵袁如今被封
爲夫人袁也是你的造化遥 宮中這些流言蜚語袁我也聽過一些袁不過噎"陸

令萱再次扶起弘德夫人袁安慰道院"還望弘德夫人忍一時之氣袁只要爲皇
上生出皇子袁以後不但母憑子貴袁想必皇后之位也是囊中之物遥 "

弘德夫人輕嘆道院"耶律皇后這次恐怕是難逃一死袁但是大臣們一
定會逼迫皇上再立皇后遥到那時袁也不是我這個小小夫人能控制的局面
了遥 "

"夫人怎可如此灰心钥 "陸令萱説道院"只要皇上的心在夫人這兒袁
就算沒有皇子袁這皇后之位也是非夫人莫屬啊遥 "

"陸郡君有所不知袁雖然皇上一心想恩寵穆麗袁可是由於穆麗身份
卑微袁所以大臣們一定不會讓皇上將皇后之位噎唉噎"弘德夫人掩淚而

嘆袁偷覷一眼陸令萱後袁又説院"要想無後患袁就一定要想出法子堵住這
些大臣們的嘴遥 "

"看來弘德夫人已經想到了遥 "陸令萱笑問遥
弘德夫人微笑地跪拜陸令萱袁又道院"今日穆麗三拜郡君袁只道是誠

心肯肯袁還望陸郡君成全遥 ""哦钥 "陸郡君猜出七八分袁口上卻説不知遥
"穆麗認陸郡君爲乾娘袁如此一來便是解決了身份之慮啊遥 "弘德

夫人笑道遥頓時袁陸令萱倒顯得爲難遥後宮之中袁要想保定自己的位置袁
必定要懂得察言觀色遥她深知現下得寵新妃便是弘德夫人袁如果自己與
她連成一氣袁也算是爲自己謀了出路遥 但是就怕這風雲突變袁到時候不
但爲自己增添煩惱袁説不定還會引火上身了遥

"呵呵遥 "陸景曜笑着開口袁"其實不瞞大家袁我跟喬喬早在七年前
在敎堂舉辦過一次婚禮了袁 所以婚禮這事不急噎噎倒是夏小姐和江
少袁你們什么時候請我和喬喬喝杯喜酒呢钥 "

陸景曜一聲加重的 "夏小姐 "袁讓夏蕓面露不快袁陸景曜在提醒她
帶着拖油瓶進門嗎钥

"姸靑啊袁姸靑還早着呢袁她比喬喬年齡還小些袁而
且姸靑跟江華從小一塊兒長大袁感情穩定袁結婚是遲早的事情遥 "

夏蕓替女兒回答説遥
陸景曜略驚訝地看了眼夏姸靑袁 問夏蕓院"原來夏小姐比喬喬小

啊袁眞看不出來袁我以爲比喬喬年長些呢噎噎"

秦予喬此時眞像螞蟻在心上爬袁明明很爽袁但是眞怕陸景曜這人
會過了火袁餐桌下她伸手掐了掐他的大腿袁示意他稍微收斂點袁但是這
人是陸景曜啊袁他字典里有收斂兩個字嗎钥

陸景曜繼續笑問袁像是一點也不知道夏姸靑幾歲的感覺院"夏媽你

説夏小姐比喬喬小袁不知道小幾歲啊钥 "

陸景曜口氣清清淡淡袁沒有任何中傷他人的感覺袁反而只是像是

問 "爲什么花兒那么紅 "一樣遥
夏蕓這下眞不知道怎么開口院"噎噎姸靑月份比喬喬小些遥 "

陸景曜開起玩笑院"想不到夏媽還挺幽默的袁剛剛我還以爲夏小姐
比喬喬小個七八歲呢袁正好奇來着袁結果就幾個月來着钥 "

夏蕓扯笑院"呵呵遥 "

陸景曜微微抬了下眼皮袁沒有繼續抓着夏姸靑的年齡不放袁而是
相當有意思地話題扯到了前陣子剛學習的星座上院"國外有個跟月份

有關係的東西叫星座袁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關注遥 "

"星座啊袁我知道遥 "這次是陸希睿搶着回答袁"上次我們班一個女

同學幫我查了查袁她説是獅子座袁是英勇的小獅子哦遥 "

陸景曜無視兒子的話袁繼續説下去院"其實星座還眞是一門非常有

硏究的學問袁它跟月份有關係袁每個人生日不同袁星座也不同遥 "

"星座啊遥 "江華搭了個腔袁"那么六少是什么星座呢遥 "

"我啊遥 "陸景曜微微一笑袁看了眼秦老太太袁"我月份也挺小袁對
應的是天蝎座袁不過是個相當不錯的星座遥 "

第七十五章顧慮
旣然決定了要去京城袁有些事她不得不顧慮遥
前世寧有方去了四皇子的府里做廚子袁磨練了兩年之後袁被四皇子舉

薦入宮做了御廚遥 再然後袁得到了皇上的歡心袁一步一步成了御膳房里最
得寵的御廚遥 風光一時無二遥 不管誰見了寧有方袁也要客客氣氣的喊一聲
"寧御廚 "遥

寧有方春風得意之餘袁愈發的感激四皇子的提攜袁因此一直和四皇子
暗地里保持來往遥

至於四皇子到底怎么利用寧有方在御膳中做手腳袁 導致高祖皇帝一
命嗚呼噎噎寧汐至今仍然猜不透其中的內情遥

現在袁寧有方又要去京城了袁很多事情都要及早預防才行遥
最要緊的袁當然是要和四皇子那些貴人都離的遠遠的遥 不要有任何牽

扯遥
只不過袁此事旣然有容瑾在里面摻和袁想和所有貴人都避開見面的機

會袁似乎不太可能遥 再説了袁酒樓都是開門做生意的袁一旦有了名氣袁生意
滾滾來的時候袁想避開誰也不是她説了能算的遥

想來想去袁也只能在寧有方這里多下功夫了遥
寧汐咬着嘴唇袁腦子里不停的琢磨着各種念頭遥 就連張展瑜喊了她兩

聲也沒留意遥
張展瑜走了過來袁笑着打趣道院"汐妹子袁你在想什么钥 我喊你好幾遍

了袁你都沒聽見遥 "

寧汐回過神來袁笑着應道院"沒什么袁就是在想着去京城的事情遥 張大

哥袁你眞的要跟爹一起去京城嗎钥 要是留下來袁做個大廚可是沒問題的遥 "

錯過這樣的好機會袁連她都覺得可惜呢張展瑜笑了笑院"我還是更想去京

城見見世面遥 "眼里不自覺的露出向往和期待遥
寧汐抿唇一笑院"張大哥袁那你可要繼續努力了遥 "

張展瑜一直很上進很努力袁也有野心遥 此次想跟着寧有方去京城袁只
怕也是想借着寧有方的這層關係袁將來在京城有更好的發展吧對此袁她並
沒什么惡感遥

人人都有追求自己夢想的權利遥誰也沒資格隨意的批判別人遥只要張
展瑜不做歪門邪道的事情袁想變的更好袁又有什么不對钥

張展瑜凝視着寧汐的笑顔袁聲音不自覺的放柔了院"嗯袁我一定會好
好努力做事的遥 "

寧汐讚許的笑了笑袁和張展瑜各自忙碌着做起事情來遥邊隨意的聊着
天院"張大哥袁你要去京城的事袁和家里商量過了嗎钥 "

張展瑜淡淡的應道院"我打算今天回去再吿訴二叔二嬸遥 他們肯定會
贊成的遥 "語氣很平淡袁絲毫聽不出即將離鄉背井的感傷遥

寧汐聽出點不對勁來袁遲疑的問道院"這一走袁可能幾年都不會回來袁
甚至會在那邊落地生根遥 就這么走了袁你二叔二嬸不會覺得難過嗎钥 "看

他的口氣袁壓根沒有再回來的打算啊張展瑜自嘲的笑了笑袁難得的透露了
幾句心聲院"他們早巴不得我走了遥 我若是留下來袁以後少不得娶親成家袁
他們還得爲我張羅聘禮什么的遥現在一走袁什么都不用他們再管了遥而且袁
我爹留給我的地和房子袁我也沒辦法帶走袁都留給他們了遥 他們有什么不
高興的钥 "

隨
侯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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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中國女足繼續在訓練場備戰與荷蘭
隊的比賽，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

中國足協主席蔡振華來到現場為姑娘們加油
助威。在給女足隊員們講話時，蔡振華表示：
“我們要想贏球靠什麼？要依靠全隊同心同
德，要依靠凝聚力，就是後備也要全身心投入、
感同身受，全隊在最困難的時候、最累的時候，
也許隊友的呼喊聲、加油聲可以為球隊帶來前進
的動力。”

近兩次交手1負1和
在與東道主加拿大隊進行的揭幕戰中，全場表

現出色的中國隊，卻在傷停補時階段遭遇一個有爭議的12碼判罰，被絕殺告負，
讓功虧一簣的中國隊員均“難以接受”。但時過境遷，中國女足已經走出失利陰
影，出現在訓練場的姑娘們神情輕鬆、笑容滿面。日前剛度過25歲生日的美女
球員李佳悅此前表示，12碼已經過去，“只要自己夠強大就不怕球證判罰。”

明日，中國女足將在小組賽第二輪迎戰荷蘭隊。“鬱金香王國”素有豐
厚足球底蘊，此番雖是首次躋身世界盃決賽圈，但近幾年進步神速，中國隊
最近兩次與之交手成績1負1和。本屆盃賽首輪賽事，荷蘭隊以1:0戰勝新西
蘭，中國隊此役至少打和才能贏得更大的出線希望。

取勝必須加強進攻
A組首輪賽事過後，中國女足仔細研讀了荷蘭與新西蘭隊比賽錄像。

在揭幕戰上半場表現出色的王麗思認為荷蘭隊實力不俗，但中國隊也已
經做好充分的迎戰準備。她說，中國隊在揭幕戰中防守做得很好，但要
取勝荷蘭，必須加強進攻。

李佳悅則認為荷蘭隊“拚搶兇狠，尤其是禁區內45度角射門做
得非常好”；展望未來兩場小組賽，這位神似影星高圓圓的美女霸
氣表示，力爭“踢一場贏一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加拿大女足世界盃賽第

二輪賽事將於明晨打響，

首戰告負的中國女足已經走出失利陰

影，力爭在與荷蘭隊的焦點之戰中獲勝。

到底是時隔到底是時隔88年後重返世界盃舞台的年後重返世界盃舞台的““鏗鏘鏗鏘

玫瑰玫瑰””更紅更紅，，還是首次綻放於世界盃賽場的還是首次綻放於世界盃賽場的

““鬱金香鬱金香””更香更香，，答案將有揭曉答案將有揭曉。。

荷蘭女足身體素質出荷蘭女足身體素質出
眾眾，，速度快速度快，，傳送配合傳送配合
比較熟練比較熟練；；的確的確，，如何如何
限制荷蘭女足限制荷蘭女足，，不讓不讓
她們打出這種衝擊她們打出這種衝擊
力極強的進攻力極強的進攻，，是是
擺在中國女足面前擺在中國女足面前
的一道難題的一道難題。。中國女中國女
足顧問朱廣滬賽前就足顧問朱廣滬賽前就
指出指出，，他發現荷蘭女足他發現荷蘭女足
攻防轉換中有一個中國女攻防轉換中有一個中國女
足能加以利用的漏洞足能加以利用的漏洞：：
““她們的兩個邊後衛壓得很她們的兩個邊後衛壓得很
靠上靠上，，身後留有大片空地身後留有大片空地，，如如
果我們利用好了果我們利用好了，，這就是她們的這就是她們的
命門命門。。雖然她們進攻全上去雖然她們進攻全上去，，防守時全防守時全
回來回來，，但女足和男足的能力不一樣但女足和男足的能力不一樣，，有時做不有時做不
到到。”。”

朱廣滬對荷蘭女足的觀察很仔細朱廣滬對荷蘭女足的觀察很仔細，“，“這個隊沒有這個隊沒有
實實力特別突出的隊員力特別突出的隊員，，但整體配合有章法但整體配合有章法。。尤其是尤其是
進攻時進攻時，，兩個邊後衛壓得很前兩個邊後衛壓得很前，，當邊翼衛使用當邊翼衛使用，，
中堅兩邊拉開中堅兩邊拉開，，防中居中調度防中居中調度，，這個打法是歐這個打法是歐
洲現在流行的洲現在流行的，，女足的隊伍中女足的隊伍中，，這麼踢的還不這麼踢的還不
多見多見。”。”

定位球或成秘密武器定位球或成秘密武器
另據報道指另據報道指，，為加強進攻力度為加強進攻力度，，中國女足中國女足

在近日訓練時亦進行了技戰術的訓練在近日訓練時亦進行了技戰術的訓練，，強化攻防強化攻防
轉換速度成為訓練的重點轉換速度成為訓練的重點，，定位球也夾雜在訓練定位球也夾雜在訓練
中中，，而定位球或成為中國女足的秘密武器而定位球或成為中國女足的秘密武器。。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梁啟剛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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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跳水隊2015年喀山世錦賽選拔賽10日在
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跳水館結束了三天的比賽，
當日四川小將楊健依靠最後一跳109B(向前翻騰四
周半屈體)的出色發揮奪得了男子10米台的冠軍，
林躍和邱波名列第二、三名。中國跳水隊領隊周
繼紅賽後表示：“中國男子10米台需要硬漢。”

周繼紅表示，跳水隊這幾個月來的賽程非常
密集，今年3月的全國跳水冠軍賽之後還有國際泳
聯跳水系列賽的6站比賽，算上這次選拔賽，有些
人三個月內參加了8個比賽。

“比如楊健，他參加了完整的6站系列賽，還
有3月冠軍賽和這次選拔賽，”周繼紅說。“他幾
乎總是在倒時差，總是在恢復動作，對他來說，
雖然很疲勞，他自己也感到狀態很差，但是這對
他來講是很好的鍛煉，年輕運動員需要用連續作
戰的經驗來提高自己。他在自己這樣狀態的情況
下還能盡全力發揮出自己的水平，很不容易。”

“通過這三個月的比賽他也應該成長了不
少。我希望男台的運動員能硬朗一點。熟悉跳水
的人都知道，男台的對手很強，這個項目很難

跳，不容有任何的失誤。在競爭激烈的環境裡，
我們需要硬漢。如果不是硬漢，分站賽的冠軍拿
得再多，一到大賽上頂不住壓力，沒有任何意
義。所以對楊健來講，這是很好的一次鍛煉，”
周繼紅說。這次選拔賽將和３月的冠軍賽一起作
為喀山世錦賽的選拔依據，除這兩次比賽外，還
要對運動員進行綜合評定。“綜合評定包括的因
素很多，但比賽成績是最重要的衡量指標，”周
繼紅說。

■新華社

中國跳水隊領隊周繼紅：
2015年美國排球盃第三場比賽10日在加州大

學歐文分校體育館打響。雙方苦戰五局，郎平率領
的中國女排最終實現逆轉，以3:2險勝美國隊。

首局，美國隊很快進入了狀態，慢熱的中國
女排以27:29惜敗首局。第二局，中國女排漸入佳
境，最終保持優勢以25:21
扳回一局。

第三局、第四局，雙方
攻防各有利弊，比分遲遲難
以拉開。最終以19:25、25:
19的比分，中美兩隊各下一
局，將比賽拖入決勝局。

在決勝局中，中國女排
憑藉兩次成功攔網拉開比
分，並以8:6率先換邊。換
邊後，美國隊絕地反擊，反
超並以 14:12 取得 2 個賽
點。

中國女排頂住壓力，硬
是沒有讓美國隊繼續前行，
將比分扳平至14:14。在最
後階段，中國女排主攻手朱
婷發揮出色，強攻命中，實

現絕殺，最終以17:15險勝，並以總比分3:2取得
整場比賽的勝利。

據悉，此次比賽為美國盃賽暨中美四場友誼
賽中的第三場比賽，也是中國在美國客場作戰取得
的第二場勝利。 ■中新社

中國女排逆轉美國奪第二勝

男子10米台需硬漢

■■中國女足
中國女足((前前))力力

爭勝利爭勝利。。 法新社法新社

■■中國女排主攻手朱婷中國女排主攻手朱婷
（（左左））扣球扣球。。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跳水隊領隊
周繼紅(右)。新華社

■■朱廣滬認為荷蘭朱廣滬認為荷蘭
((左左))有漏洞有漏洞。。美聯社美聯社

■■王麗思王麗思((右右))認為荷蘭認為荷蘭
實力不俗實力不俗。。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足中國女足
近兩次對荷近兩次對荷
蘭未贏過蘭未贏過。。

新華社新華社

天津網球賽引進“鷹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欣 天津報道）第二屆WTA

天津網球公開賽將於10月12日至18日在津舉行。記者日
前從組委會獲悉，今年WTA天津賽將引進官方即時回放
系統“鷹眼”。

鷹眼系統通常使用10個高速攝像頭安裝在賽場周圍，
追蹤球的軌跡和落地位置，為參賽球員和球迷在比賽關鍵
時刻提供查看擊球是否出界的機會。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翁舒昕、
實習記者高晟楠廈門報道）第六屆
海峽盃帆船賽10日在福建廈門五緣
灣鳴笛出發。10支廈門隊伍上午10
時從五緣灣駛向澎湖，和其餘5支
台灣和香港的隊伍集結。

來自兩岸三地的15支隊伍組
成了此次比賽的陣容，其中1支隊
伍來自香港、4支來自台灣，其餘
10支是廈門當地的隊伍。由朱立雄
等12人組成的“上海號”代表香港
參賽。

本月10日至17日，各支賽隊將

在台灣澎湖至廈門五緣灣海域進行
角逐。所有15支隊伍11日在澎湖集
結，將參加13日開始的澎湖場地賽
和繞島賽，15日進行的澎湖至廈門
五緣灣長航賽，預計16日抵達廈
門。此次賽事將採用國際帆船競賽
規則的計分方法。比賽採取各賽段
分別計賽段成績，分海峽賽、澎湖
場地賽、繞島賽，各賽段成績的累
加為該船本次海峽盃帆船賽總成
績。歷屆海峽盃帆船賽分別在廈門
和台灣的基隆、台南、澎湖、高
雄、屏東等地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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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從五緣灣起航隊伍從五緣灣起航，，
出發澎湖出發澎湖。。 高晟楠高晟楠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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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製 造 精 品

霧霾殺手-美國
制造奧斯丁牌空氣
凈化器 4層過濾
全鋼機身 5年質保

22年專註美國制造好產品 用心服務華人社區

引領綠色 環保 健康新概念生活

空氣質量測試儀 30秒內
讓您周邊的空氣質量看得
見 摸得著 隨時掌握家
辦公室等室內空氣質量

軟黃金-羊駝毛毯被子
Organic 生態有機被子
沒有經過任何化學處理

美利奴羊毛被子
Organic 生態有機被子
枕頭 兒童專用被子等
沒有經過任何化學處理

金絲帶國際商貿有限公司金絲帶國際商貿有限公司 30013001 Fondren Road, Suite DFondren Road, Suite D
Houston, TXHouston, TX7706377063

電話電話:: 832832--301301--50885088
pacacollection@gmail.compacacollection@gmail.com

致諾電腦

諾致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IT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星期四 2015年6月11日 Thursday, June 11, 2015 星期四 2015年6月11日 Thursday, June 11, 2015

專辦房屋貸款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300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責任編輯：李朝霞

近年來袁上海靑年批評家群體的成長引發了各界關注遥這
群生於上世紀 70年代末以及 80年代的上海新生代批評家袁
以敏鋭的觀察力和新鋭的批評精神袁對當下社會尧文化尧文學
發出了年輕的聲音袁並在全國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力遥昨天舉辦
的野上海靑年批評家冶硏討會集中硏討金理尧黃平尧張定浩尧黃
德海四位年輕人的評論創作遥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指出袁
野這些年來袁上海靑年批評家的不斷成長袁是非常突出的一個
現象袁70後有那么一批袁現在又有 80後袁除了金理尧黃平尧張定浩尧黃德海 4位袁還有像項靜尧木
葉尧劉暢尧李偉長等等袁他們都非常強袁在全國正在産生越來越大的影響遥冶

野後來者居上冶讓人振奮
上海的文學批評曾經有過輝煌的過去遥不僅誕生了

程德培尧吳亮等一批有全國影響力的批評家袁上世紀 90
年代袁由陳思和尧王曉明策劃主編的野火鳳凰新批評文
叢冶因建立起一片文學批評的野緑洲冶而轟動一時袁其影
響力至今不衰遥可以説袁這套叢書爲作爲全國批評重鎮
的上海批評隊伍建設做出了不小貢獻遥野火鳳凰冶也因此
成爲一個響當當的品牌遥
陳思和説袁每一代批評家的成長過程中袁出版社起

了一個很重要的作用遥他回憶道袁野當時出版社條件非常
糟糕袁爲了出書袁我當時找了一個朋友袁他把車都賣了袁
賣了 14萬元袁用這個錢來幫我們出版遥結果這 14萬也
沒有用掉袁因爲第一批書出來後就賺錢了遥冶如今袁北嶽

文藝出版社社長尧總編輯續小強先生再度找到陳思和袁希望讓火鳳凰這個品牌復活袁以期推動
靑年批評家著作的出版遥復活後的野火鳳凰新批評文叢冶率先選擇了已經嶄露頭角的張定浩尧黃
德海尧金理尧黃平四位上海靑年批評家袁爲他們出版批評文集遥
作爲文學批評的同行袁叶上海文化曳主編吳亮對上海年輕評論家的崛起感到驚喜遥他説袁長

期以來袁文學批評的平庸狀况一直遭人詬病遥野但是袁你們的系列批評寫作緩解了我長期以來的
焦慮袁超出了我的預期冶袁吳亮特別撰文叶後來者居上曳爲年輕人叫好袁野人們開始注意你們了袁私
下里開始談論你們袁耶私下里爷浴對文學批評而言袁沒有什么比這樣的圈內傳播更顯赫尧更重要冶遥

上海批评家提供了新力量
南京师范大学何平教授曾撰文写下了叶上海青年批评家院正

在崛起的新力量曳遥他说院野上海的批评家和其他地方的批评家有
很大的不同遥我感觉到他们的这种批评实践袁在今天这样一种全
媒体的时代袁网络包括纸媒生态都发生了变化袁他们中不少依托
于媒体袁新传媒的声音来存在遥所以就形成了他们一种很丰富的
批评修辞和批评文体遥冶

叶收获曳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说院野我个人感觉现在上海整
个文学的格局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时期袁它代表性的标志就是
有一批年轻人袁包括写小说的尧写批评的袁还有一些搞翻译的袁他
们的整体崛起遥冶他认为袁叶火凤凰曳丛书的复活是非常有意义的袁
不过袁他也担忧院野文学批评很孤独袁因为一直跟踪作品袁跟踪当
代文学的脚步袁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袁能坚持多久袁我觉
得这是值得忧虑的遥冶

滬上文學格局迎來好時期
靑年批評家群體悄然崛起

新年伊始袁由攝影文學創立者成東方主編尧吉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叶攝影文學魂曳在全國公開發行袁這
是攝影文學界向中國夢尧全球夢奉獻的一份珍貴的創
新厚禮遥

叶攝影文學魂曳是一本融文化創新尧學術創新尧理
論創新尧文體創新尧學科創新尧藝術創新尧思想創新于
一體的攝影文學理論專著袁該書凝聚着成東方及衆多
中國名家學者二十多年來共同開創攝影文學的智慧

和結晶袁充分體現了多領域尧跨學科尧多視角對攝影文學系統的學理詮釋袁外在與內在的彰顯審美
複合思想的強大生命力袁是哲學社會科學尧藝術等領域創新的成功典範遥

該書是攝影文學硏究尧創作尧敎育尧傳播和發展的必備之
作袁是攝影文學入編全國高校通用敎程之後又一重大學術成
果遥據成東方介紹袁將以叶攝影文學魂曳的出版爲契機袁與海內
外各界有識之士精心籌建攝影文學傳播大學的同時袁加強攝
影文學組織尧理論尧創作團隊的建設和培養袁用攝影文學這一
中國創造並塡補人類藝術空白的複合藝術袁抒發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美好憧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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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8日袁隨着一份清新樸實的文學內部刋物叶南丹山曳的出
版袁師宗文聯舉辦了叶南丹山曳2015年第一期作者作品硏討會遥
據介紹袁叶南丹山曳文學雜誌是師宗文聯多年來堅持主辦的一

份聯繫和扶持基層作者尧爲基層作者搭建文學創作和交流平台的
縣級內部文學刋物袁爲了進一步提高該縣的文學創作質量袁該刋物
自今年開始改版袁並開始了每期一次的作者作品創作硏討會遥目的
就是要以叶南丹山曳爲核心袁提高師宗的文學創作質量袁打造一支師宗的文學創作隊伍遥
改版後的叶南丹山曳袁開闢了野特別推薦冶野文匯南丹冶野老將新兵冶等新的欄目袁作者包含了縣內各

個領域的愛好文學創作的人士遥
硏討會上袁近 30名新老作者聚集一堂袁圍繞着野優秀作家要具備的幾種素質冶野如何創作一篇好

的文學作品冶及野師宗文學創作的現狀及未來冶等話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袁大家紛紛表示袁師宗是叶岳
陽樓長聯曳的作者竇垿的故鄉袁是遠近聞名的楹聯之鄉和文化之鄉袁因此袁一定要堅持文學創作袁爲
師宗的文化建設添磚加瓦遥
據悉袁叶南丹山曳爲季刋袁一年出版 4期袁這樣的硏討會一年將召開 4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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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我區軍旅作家尧加區人武部政委李能在全軍野中國
夢窑強軍夢窑我的夢冶文學徵文中獲奬遥
此次徵文活動由解放軍總政治部主辦袁旨在認眞貫徹落

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袁深化中國夢尧
強軍夢宣傳敎育袁以文學的形式講好強軍故事尧傳播強軍聲
音尧聚集強軍力量遥裘山山尧周大新尧馬曉麗等軍旅文學大家
參加了此次徵文活動遥李能的參賽作品是散文 叶無言的界
碑曳袁他能在衆多的參賽者中脫穎而出袁充分説明瞭其擁有深
厚的文學功底遥

據瞭解袁李能是軍旅作家尧省作家協會會員袁是我
區的文學創作骨幹遥他的作品大多以軍人生活爲題材袁
從不同角度尧不同側面將邊防生活和軍營風采描寫得
淋灕盡致袁展現了邊防官兵紮根邊疆尧衛國戍邊的奉獻
精神和戰鬥作風遥他的多篇作品在全軍尧全省各類徵文
中獲奬袁先後出版小説集叶靑春山林曳尧散文集叶讓筆深
犁曳及長篇小説叶干事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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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破狼2》最強動作 IP
吳京張晉托尼賈續傳奇

由博納影業、太陽娛樂、銀都機構等聯合出

品的終極3D動作電影《殺破狼2》，十年後再度

重啟“拳”力出擊，已定檔6月18日今夏再度掀

起動作狂潮。十年前《殺破狼》斬獲了香港電影

金像獎最佳動作設計獎，十年後殺破狼將再次

掀起動作熱潮，吳京、托尼賈、張晉三個人組成

動作天團將在電影院找回動作片失去的“場子”，

吳京、托尼賈、張晉延續了上一部的宿命主題，

都被無形的命運牽絆著，每一次打鬥都以命相

搏。動作上也延續了上一部的激烈，拳拳到肉，

激情熱血。任

達華、古天樂

兩大影帝加盟

文戲使得《殺

破狼 2》故事

上更具看點。

《殺破狼 2》

以最強動作 IP

的姿態登入暑

期 檔 和 端 午

節，掀起動作片的又一次熱潮。

十年前《殺破狼》大放異彩，從故事到動作設

計，都讓人眼前一亮。成為華語動作電影的全新標

桿，宿命的主題更是將整部影片提升到另一個

高度。《殺破狼2》十年後再度重啟，人物更加錯

綜復雜，打鬥更加慘烈搏命，故事更加扣人心弦。

不變的仍然是電影宿命的主題。鄭保瑞坦言，當年

《殺破狼》很多人喜歡也很成功，最打動我的是

第一次在影院看得時候片中講的那種“宿命”

的命題，“《殺破浪2》的時候，我和葉偉信、

編劇一直在想怎樣延續“宿命”。到後來我們慢

慢摸索後決定扣回“生命”兩個字。”想看每一

個人究竟是怎樣對待自己的生命，一定會很有戲

劇性和故事性。

吳京、張晉、托尼賈三個人在這部電影的關係

更加的復雜，每個人的生死都牽動著另外一個人，

三個人都被宿命籠罩了卻又都像極力的掙脫宿命，

上演了一場又一場絕命亂鬥。鄭保瑞透露，我想講

的生死不是我一拳打死你，你一槍打死我，而是想

表現出每個人在面對“生與死”的命題時，“如何

對待自己的生命，又如何對待別人的生命，這才是

我在《殺2》中想探討的核心！”

吳京坦言，殺破狼係列承載了太多人對這部電

影的期望，“觀眾也好，我們的演員主創也好都像

把這個係列做下去做的更好，自己也和這部電影有

太多的聯係，”十年是一個很長的跨度，但是自己

還能和殺破狼這個傳奇的IP聯係在一起是一種緣

分，如果可以的話想一直演下去。殺破狼係列在誕

生的時候就成為了動作片的全新標桿，十年之後這

個 IP再次出現，承載了很多人的動作片渴望，

《殺破狼2》再起重啟這個IP，這樣的意義不僅僅

是帶給觀眾情節以回憶，而是宣告動作片的一種歸

來。

《殺破狼 2》做為暑期檔強勁的動作片，

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十年前《殺破狼》沒有在

國內上映是很多人當時的遺憾，但是殺破狼的

IP已經在那個時候深入人心。十年以後《殺破

狼 2》涅槃重啟從演員陣容和故事內容上，全

面升級而且是《殺破狼》原班人馬打造，在保

持前作熱血打鬥的基礎上更有涅槃級突破。

《殺破狼 2》上映時，正逢端午佳節，《殺破

狼》這樣一個動作片的傳奇IP必將引爆端午節，

再一次掀起動作片的觀影熱潮，成為暑期檔現

象級動作片。

《濟公》熱拍 鄭元暢安七炫

搭檔童菲顏值擔當
近日，由杭州南廣影視投資，著名導演劉嘉靖執導

的傳奇古裝喜劇電影《濟公》正在橫店影視城火熱拍

攝中。該片自開拍之日起就贏得了各路媒體關注，尤

其是兩岸四地大批中韓明星的聯手演繹使得影片顏值

指數飆升，讓大家多了幾分樂道與期待。

據透露，此次《濟公》給觀眾呈現的是一部戲説

濟公的正能量喜劇電影。片中人氣偶像鄭元暢挑大梁

飾演男主角濟公，並與韓國男神安七炫首次搭檔，上

演一場輕松詼諧的濟公救世傳奇。與傳統濟

公形象不同，鄭元暢版本的濟公不再臟兮兮

瘋顛顛，而是在顏值和形象上都有了升級。

而風靡亞洲的安七炫，這次出演片中反一號

子桑飛雲，與鄭元暢上演正義與邪惡的

巔峰對決頗具看點。

除此之外，曾在《澳門風雲》中有

出色表現的新一代90後四小花旦

童菲則擔任該片女一號，亦是為

《濟公》獻上了自己的古裝“第一

次”在劇中飾演如雪。作為劇中的

“白富美”童菲與鄭元暢的感情戲

也非常出彩。當然該片也有一眾實

力演員杜海濤、謝依霖、斯琴高麗、

顧峰、林爽、姚遠、劉淼淼鼎力加

盟，無論是顏值還是演技都為該片

增加了不少分量。

國內的觀眾對于濟公的故事並不陌生，熒幕

上濟公相關的題材影視劇也層出不窮，而不同于

以往的濟公傳，本部作品既保留了濟公的大智若

愚，又增加了濟公現今最流行的文化元素，塑造

了一個正義、搞笑、接地氣的濟公形象。

故事講述了鄭元暢飾演的道濟和尚修緣懲惡

揚善拯救三界的事例，道濟能否在危難時逢兇化

吉，又能否醒悟收獲自己的愛情?這一路的“英

雄”之旅，既有爆笑也有暖心，既有感動也有浪漫。影

片中的濟公在帥氣之余，又不乏各種冷幽默金句，在插

科打諢之中也在潛移默化傳遞著正能量，既增加了觀眾

影片的普世價值，也喚起了觀眾的共鳴。再加上該片強

大的演員陣容，讓不少影迷大呼期待，對于這次中韓明

星搭檔出演的電影《濟公》又會擦出怎樣的火花，我們

要到片中一見分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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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紅綠配”席卷全球之

際，即將暑期公映的青春勵志

愛情喜劇電影《我是奮青》也

曝光了該片“鮮肉團”的應季

小清新粧容。當紅小生孫堅一

襲黑白職場 裝 ，時尚有型，

高冷范十足，似有霸道總裁之

勢。作為一名情感咨詢師，對

前來“尋藥問情”的患者更

是出言無忌、妙語連珠。而

新生代小花旦毛曉彤帶著 90

後的青春英氣，在帝都變身

時尚小公主，街拍露出白花

花的美腿羨煞旁人，令網友垂

涎欲滴。

劇照中，孫堅一襲白色西

裝，一臉嚴肅的坐在辦公桌後

面聽對面女孩説話，嚴肅的表

情配上孫堅花美男的臉，就像

身上優雅透著活潑的白色休閒

西 裝 ， 給 人 一 種 反 差 萌 。 據

悉，這個場景是作為情感咨詢

師的孫堅在解答情感問題。在

片中，孫堅飾演的許天天大大

咧咧、不拘小節，但只要涉及

到工作，就非常的嚴肅認真、

犀利毒舌，與孫堅以往的形象

完全不同。

而作為孫堅CP 的毛曉彤在片

中，也十分的古靈精怪。在此次

曝光的劇照中，白T恤、碎花短

褲、圍在腰間的藍色襯衣，一股

清新風襲來，在身旁的粉色行李

箱的映襯下，“初生牛犢不怕

虎”的90後小“奮青”形象活靈

活現，讓你在酷暑感受到青春的

生氣勃勃。

據介紹，毛曉彤在片中上演

變裝秀，超短褲、職業裝、約

會裝、超萌睡衣裝，顛覆過往

形 象 。 她 擅 長 “ 賣 萌 ” 也 能

“揍流氓”，完全是萌妹子和

漢子之間完美的融合。對于片

中的角色，毛曉彤表示：“我

覺得這個角色是一個特別真的

人，不管是對待生活還是感情，

她有自己的原則。看到她的時

候，就像看到了身邊那些永不

放棄永不妥協的女孩子。”

電影《我是奮青》是鴻水自

編自導的處女作。當紅小生孫堅、

新生代小花旦毛曉彤、實力男星

范逸臣、人氣女星楊洋，以及高

顏值“小鮮肉”魏大勳、張陽陽、

付夢妮，資深戲骨“石榴姐”苑

瓊丹等新老大咖聯袂出演。主要

講述了情感作家許天天、90後小

奮青蘇昰、忠犬男方向、傲嬌女

白果等一批“奮青”在愛情、夢

想上的不同遭遇。淋漓盡致的表

現了他們的倔強與堅持，疑惑與

迷茫。是70、80、90後的生存藍

皮書，更是當下年輕人的戀愛寶

典和情感教科書。導演鴻水的總

結是：“人物小清新、故事很浪

漫、青春很真實！”

《我是奮青》中沒有傻白甜

的“霸道總裁瑪麗蘇”，也沒有

矯情的“墮胎撕逼秀下限”，而

是真實講述當下年輕人的工作情

感狀態。鴻水介紹説：“生活中

那些直接、真實、殘酷的東西，

都將用最喜劇的方式展現在大家

的面前，片中角色是小清新，但

電影是部重口味的內地青春史。”

而之所以選擇人氣偶像以小清新

的姿態呈現，鴻水的目的是先讓

觀眾被小鮮肉的“糖衣炮彈”所

迷惑，然後被真情實感所打動。

《殺破狼2》宿命決戰
吳京張晉托尼賈絕命亂鬥

十年輪回《殺破狼2》終涅槃
現象級動作引爆端午節

主角角色曝光 鄭元暢安七炫搭檔童菲顏值擔當

顛覆與突破並存 電影《濟公》歡笑又暖心

孫堅變身“萌版杜拉拉”
毛曉彤上演時尚“變裝秀”

導演鴻水：人物小清新
故事很浪漫、青春很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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