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C111

休城社區
CC88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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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R,GRI

Terry Fan
(國、臺、英語)

吳念湘

E-mail: terry@terryfan.com,
Http://www.terryfan.com

SOUTHWEST
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

買房,賣房,置房,投資,貸款,全套服務,
買全新屋高手,賣半舊屋拿手, 誠實可靠,值得信賴

1490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1.福遍近糖城惠康超市，大湖區Brghtwater區，兩層樓房，3210呎，全木地板，僅售31萬5仟
2.糖城近惠康，二層樓房，約2500呎，高挑屋頂，三房加遊戲間，新屋頂，新廚房，新電器用品，
花崗石臺面，新燈，新地板，僅售$299,950

3.糖城，Lake Pointe高級區，2013年新房，屋主精心設計，獨一無二的高質量，高享受的湖邊
豪華屋，僅售八十九萬九仟

4.糖城，Telfair社區，單層洋房，高挑屋頂，2010年，約2500呎，3卧室加書房，僅售四十萬八仟
5.新房買賣最佳服務，廣及休市，Memorial區，Bellaire市，Mo、city，Katy，Sugar land等市。

281.207.5088, 281.772.0888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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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15年6月19日 Friday, June 1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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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湖景豪裝共渡屋 1600尺 2房
2廁 近中国城，投資自住首選
僅售7萬9

2) 英式建築獨立屋，好區交通
方便。1620 尺,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11萬9

3) 獨立屋1300 尺 ,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9萬9

買賣促銷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專業管理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713-981-6888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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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緣為您服務
我必全力以付

國語、粵語、寧夏話、英語

電話/微信 832-803-8629 Donna朱碧君Donnabkw@gmail.com

Keller Willams Realty
休斯頓房產經紀人wk

買賣房屋 豪宅 商業 生意買賣 投資 租賃 管理 協助貸款

˙多處房產出售 16萬起投資自住兩相宜
˙Houston地區 20個單位公寓 500.000
˙1萬14尺小型商場 1,200,000
˙大型Buffet 店急售，因為老闆回國，營業
額每月十四萬，售300,000.00機會難得

我們有專業的裝修公司,信譽好,手藝精湛. 電話：832-803-8628 John

商業部門 陳先生手機陳先生手機281281--561561--62886288

18001800--856856--00020002××111616
281281--630630--22122212

Mei Tan
陳 太 太

(國、臺、英語)

1. 糖城，4,211尺，後院湖景美麗，二層樓漂亮洋房，五房，四浴，樓上，樓下各一主臥室，高級水晶燈，挑高天花板，
遊戲間。僅售 $375,000.

2. 糖城，有湖社區，一層樓漂亮洋房，2143尺，四房，二浴，二車庫，內外全新油漆，新地毯，新瓷磚，客廳木地板。
大後院。僅售 $269,000.

3. 近醫學中心，1212尺，二層樓公寓，二房，二套半浴室，一樓大客廳，新地板，浴室花崗石臺面，僅售 $175,000。
4. 近醫學中心，788尺，二層樓共渡屋，一房，一浴，一車庫，有書房，大客廳，僅售 $109,000。
5. 近Galleria, 1115尺，二層樓公寓，二房，二套半浴室，一樓客廳木地板，廚房花崗石臺面，有車庫，僅售 $185,000。
6. 西北區, 離中國城20分鐘，兩層樓漂亮洋房。2368尺，四房，二套半浴室。主臥室在一樓，二樓大遊戲間。一樓

瓷磚與硬木地板，二樓全地毯，近小學。有房客，月入$1670,僅限投資者購買，售 $215,000
7. Montgomery區，一英畝多土地，湖邊，有鐵門，高級洋房社區，湖景優美，近高爾夫球場。售 $ 165,000.
8. 辦公室及倉庫出售，於59號，8號，交叉口，13,716 平方尺，鋼筋水泥建築，內部14尺高，交通方便。二尺高的

上卸貨區。售 $780,000.
9. 6 號與288 號公路，Sienna Plantation 南邊，二畝土地，高級住宅區，售$60,000.
10. 百利大道路上，近香港城，商業土地，5.74 英畝, 僅售 $11.00/尺
11.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租$0.54，可立即搬入。

聯聯禾禾管管理理
United Property Management
選屋選屋，，議價議價，，出租出租，，管理一條龍管理一條龍

具備德州政府核發執照，專業維修班底，讓您省時省心。
長短期租屋，商業大樓、辦公室、店面出租與管理

售:西北區精華地段購物廣場內，旺舖兩筆，有長期租客，售145萬/180萬。
售: Beltway 8北，機場附近，多處開發辦公樓，11英畝地待開發。
售:市中心新興區EaDo多筆土地待售，適合大型開發。附近新建獨立屋40萬起。
售:利和新村 3房2浴, 中國城中心, 走路可買菜,吃飯,交通方便,售17.9萬, 代租月收入 1千3
售:中國城敦煌廣場多筆商辦、店鋪待租$1750起，待售29萬9起。

4.9英畝湖景土地，
環境優美，安靜，

是您安家投資首選！

僅售110萬
安靜社區，近醫療中心，設施
便利。溫馨一層房屋，帶樹庭
院，實木地板。浴室、廚房等

全面升級。

隨時入住，
臨近Galleria Mall和娛樂區，

室內剛刷漆，裝修高雅
廚房大理石面，瓷磚地板。

Owner / 負責人

Josie LinJosie Lin

林承靜
832-618-5898

服務休斯頓大都會區，糖城，密蘇里市，Katy，Memorial Area，醫療中心，
能源走廊，West-U，Downtown 城中區，City of Bellaire，Heights 等區。

商業
投資

安馨
成家

旺舖
吉屋

聯禾地產聯禾地產聯禾地產
全 球 第 一 房 產 公 司 休 士 頓 中 國 城 旗 艦 店

UNITEDUNITED

jlteam98@gmail.com

9889 Bellaire Blvd., #118, Houston,
TX 77036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713)630-8000 免費免費 市場分析，歡迎預約諮詢

www.united888.com

您投資房地產的領航者Outstanding AgentsOutstanding AgentsOutstanding Agents
Outstanding ResultsOutstanding ResultsOutstanding Results

713713 630630--80008000

• Missouri市Riverstone,2011年建，5房2車庫。近Sugar Land,社區寧
靜便利,臨湖而居,靠近屢獲殊榮的Fort Bend學校的學區房,是有孩子家
庭的理想居所. 月租2250
• 西南Royal country Club, 有鐵閘門社區管理安全,交通便利,4房2.5浴
3車位,正式客飯廳, 隔局好,挑高主廳,採光好, 開放式厨房, 寬敞設計,適
宴客及住家及公司商旅, 竹地板及磁磚少塵蟎,月租 4500

• 近中國城,交通便利,步行即可購物、餐飲.舒適3室2浴2層設計,1間臥室位於樓下.花崗
岩檯面、瓷磚設計,寬敞的浴室、壁櫥. 月租1250
• 城北Klein 高中,近社區小學, 全新2015, 3房2浴, 一層樓設計,加外親子關係, 主臥漂亮
舒適享受休憩, 自動灑水系統, 客飯廳及厨房, 木板加地磚,近45公路, 交通便捷, 租 1880
• 糖城 59號旁，好學區，近高爾夫球場，全新裝潢開，放式有天窗的廚房，4房2衛 $2300 精通國語精通國語、、英語英語、、粵語粵語、、閩南語閩南語、、西班牙語西班牙語、、越南語的國際化團隊越南語的國際化團隊！！

僅售9.89萬
臨湖用地臨湖用地WestheimerWestheimer

近中國城，獨棟樓，
環境優雅，設備齊全
4房/2.5衛/3車庫

超低價出售
Royal OaksRoyal Oaks

設計豪華，裝修美觀，家具齊
全。鐵質樓梯扶手，挑高頂，採
光良好。超大飄窗主臥，大型影

音室、遊戲房。

僅售$54.98萬僅售$57.58萬

• 密蘇里市 十年新,4房3.5浴3車庫,安靜好區氣派高雅, 好風
水,挑高門廳及主廳, 主臥樓下漂亮,按摩式浴缸,厨具不銹鋼,花
崗岩枱面,地產之寶, 僅售 38萬
• 糖城精緻一層樓,福遍學區, 双層節能玻璃,小而美保養好, 3
房2浴, 厨房不銹鋼厨具,花崗岩枱面,此區難得機會,一定要看,
請勿錯過, 只要價 19.6萬

• 中國城旁,交通方便, 共渡屋, 3房2浴, 低價拋售 6.9萬
• Katy學區高級住宅,4房3.5浴3車庫,專家設計,空調,爐頭,
抽油煙機及屋頂剛換新, 購物及交通方便, 售43.7萬
• 近6號公路,重新裝修,3房2浴,一層樓, 全部磁磚,花崗岩枱
面,後院有孩童娛樂設施, 新上市, 售15.9萬

醫療中心醫療中心 RiverstoneRiverstone

（本報記者施雪妮
） 歐 洲 瑞 士 盧 森
(Kronoswiss) 地 板 是
馳名世界的著名品牌
。盧森地板系列，產
自美麗的盧森湖畔，
是散發著森林、湖泊
和藍天清馨氣息的純
天然地板，讓您與自
然親密接觸，回歸休
閒與古樸，時尚與品
味的生活。休士頓華
人地板知名企業雅坤
地板獨家代理盧森地
板，為本地建材和家
裝市場帶來新的衝擊
，為眾多崇尚自然、
追求高雅的顧客帶來
極大方便。

瑞士盧森地板的生產工廠——瑞士盧森(Kronoswiss)隸屬於瑞
士KRONOSPAN集團，該集團是全球最大的木業製造集團之一
，擁有100多年的木業製造經驗。主要產品有高密度板、中密度
板、刨花板、強化木地板及各種類型、顏色和規格的家具板及相
關配件。其中僅強化木複合地板(KRONOSWISS FLOORING)的
年產量就超過4000萬平方米，銷往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瑞士盧森地板是全球第一家通過FSC(世界森林管理委員會)認證
的強化複合木地板工廠，這一認證確保了瑞士盧森有序地利用世

界森林資源；不僅提供了環保的產品，同時在整個生產過程中，
不會對周邊的環境造成污染和破壞；這意味著瑞士盧森是一家具
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負責任的企業。經過瑞士盧森的精密加工和
嚴格檢測，瑞士盧森地板的品質及設計都是世界頂級的， 瑞士
質量認證標誌(SWISS QUALITY)，是由SWISS LABLE頒發的，
僅授予瑞士本國企業，這保證了瑞士盧森地板的優秀品質，也確
保了消費者可以享受世界一流的瑞士品質。再加上瑞士最權威的
EMPA的CH6.5認證，這一甲醛釋放量的嚴格執行標準，表明了
瑞士盧森地闆對健康是沒有危害的，它的甲醛釋放量僅為0.3～
0.5mg/L (國標為1.5mg/L)，遠遠低於歐洲的E1標準。瑞士盧森
非常注重產品的研發，品種、花色變化快，每年定期發布流行趨
勢，在全球同步上市，同時注重開發適合中國人喜歡的花色品種
。瑞士盧森的另一特色是完美鎖扣系統。可以說這是瑞士品質與
創新的結合。它是一種時尚又現代的鎖扣系統，不需要任何的膠
合劑或釘子，只需手指用力便能使地板穩固結合，因此它為喜歡
的顧客以及專業安裝人員提供了完美的鋪設方案。這種鎖扣避免
了地板容易開縫的情況，會使地板的使用更有保障。無論在家或
是在工作場所，瑞士完美鎖扣系統使每個人都有機會去體驗頂級
的完美產品，而這正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追尋的。

如同“瑞士品質”成為精工科技、頂級生活的代名詞一樣。
來自瑞士盧森(Kronoswiss)原廠品牌的瑞士盧森地板，遠離都市的
喧囂，阿爾卑斯山的皚皚白雪、碧綠透明的高山湖水、田園詩般
的牧場，沒有污染、沒有摩肩接踵的人流、沒有壓力；看不盡林
海的蒼茫，飄著泥土的馨香，要有美酒、要有音樂、要有親人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這就是瑞士盧森為你營造的家，在城市
的一隅享受心怡然、天地寬的貴族生活。 50年至120年的松木原
料，用手輕輕撫過，感受得到地板透過指尖傳來的松木清香。

雅坤地板幾年前是
一家前店後庫的地板商
店，經過不斷地經營、
擴展、融資、重整，現
在成為集零售、批發、
設計、安裝一站式服務
的大型材料建築設計公
司，在城中區和西南區
分別擁有三萬和兩萬尺
兩座大型倉庫。獨家代
理瑞士盧森地板的原廠
品牌，目前在休士頓地
區僅此一家。能成為瑞
士盧森地板的獨家代理
，也顯示出雅坤自身的
運作和銷售實力。同時
獨家代理國際知名品牌
地板，也提升了雅坤地
板在市場競爭中的實
力。

有進一步了解瑞士盧
森地板情況者，請登錄www.kronoswiss.com瑞士工廠網站，可查
詢到瑞士工廠的地址、電話、傳真、E-mail等相關信息，

同時可查詢地板花色和加工工藝情況等。雅坤地板總店：
13230 Murphy Road #600 Stafford. TX 77477， 電 話 ：
281-499-4488.

唯美視學潘敏娜博士談 控制近視對少兒近視眼的益處

天然、環保、零污染 雅坤獨家代理瑞士盧森知名地板
（本報記者施雪妮）有學齡孩子

的家長，通常會利用暑假為孩子做身

體的全面檢查。而學習用的最多、最
容易出現狀況的是孩子的眼睛，這也
是目前許多家長關注的事。本報曾經
刊登了唯美視學潘敏娜博士的一些訪
談，特別是如何有效地防治兒童近視
，採用有效的方法來控制近視等，許
多家長反應熱烈。 現就控制近視
（Bausch & Lomb VST）再作一些具
體介紹。

控制近視是對近視及散光較為有
效的一種方法。它只需要孩子晚間睡
覺時戴鏡，白天就有一個非常好的視
力。它對近視少兒的最大好處是：

（1）晚上睡覺時戴鏡，便於家
長參與照顧及瞭解情況，如有突發事
情，家長可迅速協助處理；

(2) 與眼鏡和隱形眼鏡相比，孩子
不會有鏡片破損及隱形鏡片易丟失的
後顧之憂；

（3）選用控制近視既可以控制

近視及散光，又不會限制將來的手術
治療或佩戴眼鏡和隱形眼鏡的選擇；

（4）對於愛運動或參加戶外活
動較多的近視孩子來說，控制近視是
最好的選擇。

控制近視工作原理控制近視工作原理：：
近視眼是眼珠前後徑過長，遠處

的物體所成的像不能正好落在視網膜
上，而落在視網膜前，物體看起來不
清晰。控制近視採用特製的滲透性鏡
片，短暫地塑型角膜，以改變角膜的
彎曲；和一般的隱形眼鏡鏡片相比，
控制近視鏡片中心部分更緊貼眼睛，
並對角膜輕施微壓，這種壓力非常自
然和具有彈性；控制近視鏡片的邊緣
相對於中心部分來說，離眼睛要遠些
，讓角膜的變化有些空間；通過改變
角膜的彎曲度，控制近視鏡片幫助物
體所成的像正好落在視網膜上，這樣
便有了清晰的視力。

控制近視配鏡過程控制近視配鏡過程：：
當孩子確診為近視眼後，在徵得

家長和孩子同意使用控制近視後，接
下來就是醫生要做的事了。醫生首先
要用先進的儀器，準確地測量出角膜
的彎曲率，這種無觸及，無疼痛的檢
查過程僅需要一分鐘，就可以勾畫出
一個完整的角膜表面形狀圖了。醫生
將這一資料送至 Bausch & Lomb VST
，你的控制近視的鏡片將在那裏特製
成，然後直接送到你的醫生手中。在
醫生的指導下，家長和孩子一起學習
取和放及如何請理保養。在剛開始時
，佩戴鏡片時可能會有不適，這也非
常正常，醫生通常會要求每週回來檢
查一次，或出現問題馬上回來。一般
來說，醫生需要一年的時間來跟蹤，
以確保各項指標正常，萬無一失。

控制近視鏡片控制近視鏡片：：
控 制 近 視 鏡 片 是 由 Bausch &

Lomb VST 研製的，它是種通透性強
，適用於夜晚佩戴的優質特殊材料，
完全不同於一般的軟性隱形眼鏡鏡片
的材料。為了便於識別和放入，左右
兩眼分別用不同的顏色。控制近視鏡
片的保養非常簡單，就像一般的隱形
眼鏡鏡片一樣。用完以後，放入鏡片
盒子裏，並放入 Bausch &Lomb VST
特製藥液，不需要做任何其他特別維
護和保養。控制近視鏡片是由你的醫
生 專 門 從 Bausch & Lomb VST 定 制
的。

唯美視學的潘敏娜博士是一位敬
業，敬責和具有愛心的專業醫師，她
不僅有豐富的專業理論知識，而且有
多年的臨床經驗，尤其是控制近視的
經驗，在業內廣受好評。

唯 美 視 學 地 址 ： 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敦煌
廣場內），電話：713-271-6898

盧森地板展現出的古樸盧森地板展現出的古樸、、
舒適舒適、、典雅的混搭風格典雅的混搭風格。。

雅坤地板總店雅坤地板總店：：1323013230 MurphyMurphy
Road #Road #600600 Stafford. TXStafford. TX 7747777477，，電電
話話：：281281--499499--44884488。。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臺灣商會於6月13日晚上6時至
晚 上 10 時 ， 在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的珍寶海鮮餐廳隆重舉行第29屆年會暨新舊會長及理事選
舉和交接典禮，以及歡送即將榮調黃立正經濟組長和退休的外交
部鄭蔡雄組長，由理事李彬綉，楊禮維主持，，席開31桌，場
面盛大，氣氛熱絡。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委，前哈里斯郡警長、休士頓
市長候選人Adrian Garcia夫婦、休士頓市議員Mike Laster、HPD
高階警官，台灣商會歷任理事以及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夫婦，
楊明耕副董事長，黃國樑總經理夫婦，譚秋晴董事，陳適中夫婦
，楊瓊芬公關，郭又萍，Bill陳，美南銀行董事黃泰生，王秀姿
夫婦，盧建昌資深副總裁，周明潔公關，國泰銀行陳明華德州區

經理，廖珮君，大通銀行 Sylvia 熊公關經理，
劉秀美僑務委員王姸霞，李迎霞僑務促進委員
，HEB謝碧蓮經理，僑團代表約三百多人出席
該項盛會。臺灣商會陳志宏會長首先致歡迎詞
及介紹貴賓並致贈每位卸任理事及榮譽副會長
王敦正，陳舜哲，李迎霞，張智嘉，吳堯明，
方台生，楊崇肯，張世勳等各一盆蘭花並捧半
個人高的蘭花合影。 會中進行會長及理事改
選，原任會長陳志宏和副會長周政賢在新任理
事決議下續任一年。會中黃敏境處長推崇休士
頓台灣商會的貢獻，並提及臺灣是美國第十大
貿易國，希望借重商會力量，繼續為臺美經貿
交流作出貢獻。莊雅淑主任則感謝休士頓臺商
會在美南地區作為臺商交流平台，號召僑界支
持臺灣加入泛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區域經濟組
織，同時也感謝該商會主辦臺灣傳統周文化大

學華崗訪問團表演，讓主流社會看見優質臺灣文化。休士頓臺灣
商會會長陳志宏感謝前會長、榮譽副會長、理事以及志工們的支
持奉獻，讓商會日漸茁壯，成為休士頓具代表性的社團，希望繼
續傳承經驗，為社區一起貢獻心力，將會加強臺商會與主流社區
的連結並舉辦活動增加與台灣留學生的互動。

休士頓市長候選人Adrian Garcia參加休士頓臺灣商會第29屆
年會活動上致詞，感謝臺灣商會的大力支持，他相當看重與臺灣
商會的互動。台上陳志宏會長，周政賢副會長及簡文雄，古玉枝
，徐世綱，譚秋晴，林琳，楊禮維，曾昭德，林重光，劉元正，
李彬綉，呂明雪，吳宏傑，黃榮富，陳元憲，張園立，梁競輝等
理事們高喊[凍蒜(當選)]，預祝Adrian Garcia順利當選。

會中休士頓臺灣商會安排歡送即將離任經濟組組長黃立正以

及外交部鄭蔡雄組長，陳志宏會長贈送水晶紀念禮物，場面溫馨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表示，黃立正組長將
榮返台灣，繼續[立正]為國服務，而鄭蔡雄組長則是[稍息]，可
以準備享受退休生活。

休士頓臺灣商會第29屆年會節目精彩絕倫，獎品豐富供摸
彩，幼童表演[三輪車跑得快]，卡拉OK，舞會及大合唱，熱鬧
滾滾，，現場掌聲、笑聲連連，最後在陳志宏會長，周政賢副會
長及全體理事上台合唱 「愛拼才會贏」歡樂歌聲中圓滿成功，大
家度過一個愉快有意義又值得回憶的夜晚。

休士頓臺灣商會於休士頓臺灣商會於66月月1313日晚上日晚上66時在珍寶海鮮餐廳時在珍寶海鮮餐廳
隆重舉行第隆重舉行第2929屆年會屆年會 陳志宏續任會長陳志宏續任會長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中央大學校友會慶祝一百周年校慶聯誼
餐會於6月14日晚上6時至晚上9時， 在珍寶海鮮餐廳温馨舉行， 席開
三桌， 由方台生會長主持並致歡迎詞，參加校友有莊麗娜， 黄春蘭， 梁
陸城， 黃國樑， 劉珠卿， 方台生， 李興仁， 段樹法等， 眷屬有葉宏志
先生， 方台生夫人陳姍姍女士， 段樹法夫人， 梁陸城夫人俞玫妃女士，
Nancy 馮女士， 黃國樑夫人王琳女士等， 貴賓中油公司陳雄茂總經理與
休士頓中央大學校友們進行交流。

黃春蘭新會長表示，休士頓中央大學校友會慶祝一百周年校慶是
2015年6月6日， 因為黃春蘭與黃國樑校友是美南國建會商業講座主講人
， 因此聯誼餐會及新舊會長交接改為6月14日才舉行。

黃春蘭， 段樹法與方台生， 李興仁在校友們見證下完成新舊會長，
副會長交接。 黃春蘭新會長歡迎中央大學失聯校友儘快歸隊， 請電
281-829-0178洽或Alice.Wen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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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中央大學校友會方台生會長休士頓中央大學校友會方台生會長,,李興仁副會李興仁副會
長長,,黃春蘭新會長黃春蘭新會長,,段樹法新副會長於段樹法新副會長於66月月1414日在日在
珍寶海鮮餐廳舉行新舊會長交接珍寶海鮮餐廳舉行新舊會長交接((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市長候選人賈西亞休士頓市長候選人賈西亞（（Adrian GarciaAdrian Garcia））出席台商會年會活動出席台商會年會活動，，台上台商會台上台商會
會長陳志宏會長陳志宏，，副會長周政賢及理事們高喊副會長周政賢及理事們高喊 「「凍蒜凍蒜((當選當選))」」 ，，預祝賈西亞順利當預祝賈西亞順利當
選選。。((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台灣商會陳志宏會長歡送台北經文處經濟組長黃立正及休士頓台灣商會陳志宏會長歡送台北經文處經濟組長黃立正及
外交部鄭蔡雄外交部鄭蔡雄，，黃立正組長將榮返台灣繼續為國服務黃立正組長將榮返台灣繼續為國服務，，鄭蔡雄鄭蔡雄
組長返台退休組長返台退休((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真佛宗密儀雷藏寺，6月16日至22日
舉辦息災祈福敬愛超度大法會

(本報記者秦鴻鈞)現為休士頓市政府代理主計長的 Chris
Brown (克里斯，布朗) 昨在父親 Peter Brown (六年前休市市長候
選人，資深市議員） 及妻女的陪同下，昨晚出席恆豐銀行董事
長吳文龍為他所辦的籌款餐會， 克里斯，布朗將於今年十一月
三日，出馬角逐休市主計長的職位。

昨晚共有七十多位熱心人士出席籌款餐會， 他們包括吳文
龍董事長全家，女兒及女婿， 「恆豐」董事錢武安，孫定藩等人
，以及休士頓各大社團代表， 李雄，浦浩德，黃泰生，劉志恆
，孫盈盈，皮梅仙。。。。等多人前往，並紛紛在籌款餐會上提
問，有關納稅人的稅務等問題。 吳文龍董事長也開場中致詞，
感謝大家撥冗前來，並贊助，捐款，他也感謝資深副總裁楊國貞
為此活動的賣力動員。 當晚共籌得二萬六千零五十元。

憑藉近20年的經驗，專業知識和教育，克里斯•布朗最適
合監督並管理美國第四大城市的48 億預算和 32 億的投資和 22,
000 多名員工的工資，休斯頓市政的首席副財務總監，週二推出
他的競選計劃。布朗說：“隨著越來越多的養老金負債和石油和
天然氣價格的下降，我們明年會看到房地產銷售稅收下降。此外
，正在進行的基礎設施和公共安全的需求只會進一步加大，需要

提高我們政府的預算效率。當預算緊張時，要節省每一分錢”布
朗建造了自己成功的私營企業，並在市休斯頓市財務總監辦公室
工作，他孜孜不倦地為城市納稅人節省預算來減少浪費，欺詐和
濫用財政的錢。“

布朗致力於盡職盡責地守護著城市的納稅人的錢和增加城市
的納稅人的投資回報。這樣，房產稅可以保持在最低，這有助於
提供公民自由花或保存，因為他們可以處理他們自己辛苦賺來的
錢。

布朗說：“休斯頓市的需要經驗豐富，責任心強的財務主管
領導這個辦公室。最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企業主，資金的公共管
理者，為城市政府的公民監控和管理財政和作為看住稅錢“。我
將繼續監控和管理休斯頓人的稅款，並告訴我的同事休斯頓市的
財政狀況的真相。通過合作，我們可以解決休斯頓市現在和未來
所面臨的嚴峻的財政挑戰。“

布朗家庭深深植根於休斯頓市有很深的淵源，他在休斯頓市
是第四代。他畢業於Briargrove小學和Lee High高中，他是游泳
校隊。他是聖約翰聖公會教堂的活躍成員。布朗畢業於德克薩斯
基督教大學獲得工商管理學位，後來從休斯頓大學獲得工商管理

財務碩士學位。布朗的妻子，迪夫亞是律師和他們的女兒，米拉
納住在休斯頓市西南。他一生致力於服務信仰，家庭和休斯頓人
的家庭。

圖為市主計長候選人克里斯圖為市主計長候選人克里斯，，布朗布朗（（左四左四））及其父親及其父親 PeterPeter
BrownBrown （（右一右一））及其妻女及其妻女（（右三右三，，右四右四））及及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吳吳
文龍董事長文龍董事長 ((右二右二））及其家人在籌款餐會上合照及其家人在籌款餐會上合照（（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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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X 77036，電話：（713）988-8822
傳真：713-988-8488

克里斯克里斯••布朗角逐休士頓市主計長布朗角逐休士頓市主計長
恆豐銀行昨晚為他舉辦籌款餐會恆豐銀行昨晚為他舉辦籌款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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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華民國婦幼關懷成長協會
繼2013年舉行「愛在台灣、希望無限」單車
環台募款活動後，今年年底自12月25日起
至明年1月3日止，再次舉辦為期共十天，
「2015台灣新「騎」跡、愛心無距離」環台活
動，今年芝加哥地區單車環台領隊由康淑
賢女士擔任，她表示這是一項相當有意義
的活動，在2013年參加單車環台之後，她就
答應為這次單車環台擔任領隊，同時也希
望號召更多的愛心人士來共襄盛舉這項別
具意義的活動。
她還表示，今年的活動在年底舉行，這段時
間正是各學校放寒假的時候，她希望父母
親者在返台探親之際，順便抽出十天假期
來參加這個活動，更希望全家共同參加，環
台單騎，既可健身又可以為弱勢家庭的孩
童們募款做愛心，一舉兩得。

中華民國婦幼關懷成長協會是一個社
團法人機構，2007年由創會理事長方嘉綺
女士成立，方理事長深感弱勢家庭婦女命
運的悲歌及其家庭兒童教育的缺乏與不足
，集結各界善士的支持，創立「社團法人臺
中市婦幼關懷成長協會」。

該會成立的宗旨為依法設立、非以營
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配合政府政策，結
合社會資源，推動婦幼及老人關懷相關議
題人才培力，增進婦幼及老人福祉為宗旨。

其願景是提供婦幼關懷及老人相關議
題之人力培力精緻服務機構，任務是配合
政府婦幼及老人政策，宣導、彙整、規劃與
研究相關法令規章，並接受政府機關依法

令所委託之相關業務的承辦執行。
該社團服務項目內容包括：提供弱勢

家庭(含偏鄉地區)孩童課業輔導及品格教
育之養成、提供弱勢家庭孩童數位資訊營
電腦班、提供弱勢家庭婦女第二技能培養
訓練、提供弱勢家庭婦女數位資訊營、成立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長者關懷訪視、電
話問安及健康促進等活動、提供長者長青
學苑課程、開設婦幼及老人關懷相關議題
人才培力之訓練課程,將服務紮根在地。

初期，方理事長只想單純地做好在地
婦幼照顧，因為逐漸看到弱勢族群的需求，
遂於2010年，成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婦幼
關懷成長協會」，將服務的觸角由在地擴及
全台，期盼萌芽滋長，庇蔭更多邊緣弱勢。

該會甫立案，即與該分會-社團法人台
中市婦幼關懷成長協會聯合啟動全國性
「希望工程（Love & Hope）」專案，協助低收
入戶的孩子們，享受平等受教的權利。隔年
深入偏鄉地區小學，關懷更多弱勢兒童，在
許多認同服務的善心人士支持下，第一年
輔導120位孩子，第二年迅速躍升至518位
，人數尚陸續增加中！

她表示除以上之外，還有更多更多的
邊緣孩子需要協助，目前還有遠距教學資
源，透過網路結合課業英語輔導及品格教
育資源，將更多社會關懷與溫暖送進低收
入及偏鄉地區給這些弱勢孩子們。

該會除了補足弱勢孩子們的教育，鑑
於臺灣高齡化社會的趨勢，中華民國婦幼
關懷成長協會開始著力銀髮族群的照顧與

需求，透過電話問安、關懷訪視行動不便、
獨居或鮮少出門、個性內向的長輩，也在台
灣臺中逢甲設置社區關懷據點，不定時舉
辦「健康促進」活動，像卡拉OK大賽、舞蹈
比賽、時尚走秀等，鼓勵長輩走出戶外參與
社交活動，時時保持年輕的心，結交更多
「老」朋友。

在婦女領域，透過一場場的講座，協
助弱勢婦女學習爭取相關權益及福利，也
開設免費的電腦課程，增加姐妹們的職場
競爭力及一技之長。2012年5月更成立「臺
灣娘家」，透過新住民志工的扶持，關心遠
嫁來臺的新住民婦女在地的需求，協助她
們融入陌生環境，找到互傾苦樂的依歸。往
常遇到問題的求助無門，現在有了「娘家」，
就有了實質的後援！

也因為接觸到新住民，也開始瞭解並
正視到新臺灣之子的教育問題，2012年起，
馬不停蹄試辦「種子奇蹟」服務專案，為新
臺灣之子提供課業輔導，彌足因國籍適應
問題產生的教育的缺口，2013年起正式推
動並擴大服務人數，落實邊緣弱勢服務範
圍，幫助處於社會邊緣的弱勢婦幼老！

2015「愛在臺灣•希望無限」－芝加哥
僑界單車環台公益活動，歡迎所有有興趣
人士參加，欲參加者可與領隊康淑賢聯絡，
電 話 ： 630-416-3872 或 手 機: (630)
865-4533

2015「愛在臺灣•希望無限」－芝加
哥僑界單車環台公益活動行程表如圖(預
定)

20152015 台灣新台灣新「「騎騎」」跡跡 愛心無距離愛心無距離
「「單車環台單車環台」」為婦幼弱勢孩童募款做公益為婦幼弱勢孩童募款做公益

偏鄉地區小學課業輔導偏鄉地區小學課業輔導 愛與希望工程活動愛與希望工程活動
「「社團法人臺中市婦幼關懷成長協會社團法人臺中市婦幼關懷成長協會」」為婦弱團體舉為婦弱團體舉

行行--婦女權益福利知性講座婦女權益福利知性講座

本周五 周六 Yes！國際夜市盛大開幕！
免費入場，好禮相送！

本報記者孫雯報道

本周五（19日），周六（20日）每天晚上5點到11點，
Yes！國際夜市盛大開幕！

Yes!International Nighi Market（Yes！國際夜市）由國際
貿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國際區（Interna-
tional Management District）聯合主辦。意在豐富中國城，國
際區，Alief和Sharpstown居民休閒生活之餘，增進各民族，
各種族間的了解和認識。通過吃美食，品文藝，欣賞免費露
天電影和遊覽文化攤位，以輕鬆娛樂的心態增進感情，了解
。連續四個月，Yes! 國際夜市將會陪同大家一起度過休斯頓
的炎炎夏日，成為大家日常娛樂生活的一部分。

• 時間：6 月 19 日，20 日週五週六連續兩天，
每天5pm 到 11am。

• 地 點 ：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 國 際 貿 易 中 心 與 美 南 新 聞 大 樓 的 廣
場內)

• 停車：當天的美南新聞廣場將不會允許車輛
進 入 。 周 圍 有 不 少 免 費 停 車 位 ， 請 遵 循 停
車 規 則 自 行 尋 找 停 車 位 置 。 講 義 大 家 拼 車
前來。

• 入 場 ： 免 費 不 允 許 自 帶 飲 料 與 食 物 購 買 食
物等夜市攤位產品請備好現金

• 攤 位 預 定 ： 318 237 1986( 手 機) 或 832 399
1335 ( 辦 公 室) 也 可 通 過 網 絡 填 表 進 行 預 定
周 一至周五早 10點到晚7點

• VIP 座 位 預 定 ： 318 237 1986 或 email 到
yesinternationalnightmarket@gmail.com

• 網址：http://www.yesinternationalnightmarket.com

Food and DrinkFood and Drink食品攤位不僅有華人耳熟能詳的食品攤位不僅有華人耳熟能詳的
各種美食各種美食，，還有印度傳統菜還有印度傳統菜，，現代菜現代菜，，韓國小吃韓國小吃，，日日
本料理本料理，，拉丁美食和南非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不容易拉丁美食和南非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不容易
吃到的食物吃到的食物。。甜品甜品，，冰淇淋冰淇淋，，飲料也會屆時供應飲料也會屆時供應。。

Free and GiftFree and Gift 免費入場免費入場，，好禮相好禮相
送送！！下午下午 55 點開始點開始，，前前 5050 位進場觀位進場觀
眾不僅輕松停車眾不僅輕松停車，，還可以得到由還可以得到由
RadpadRadpad 提供的環保袋和相關紀念品提供的環保袋和相關紀念品
。。88 點到點到 99 點入場的隨機點入場的隨機 100100 位觀眾位觀眾
將得到夜間電影好伴侶將得到夜間電影好伴侶 –– 熒光棒與熒光棒與
手鐲手鐲。。

Live Music DopamineLive Music Dopamine，，一個由一個由66人組成的年輕樂隊將為人組成的年輕樂隊將為
大家獻上各種風格的經典歌曲大家獻上各種風格的經典歌曲。。演出經驗豐富演出經驗豐富DopamineDopamine將將
會帶領全場會帶領全場，，掀翻夏日狂潮掀翻夏日狂潮。。

MovieMovie第一部適合第一部適合
小朋友和大朋友一起小朋友和大朋友一起
觀看的最新動畫電影觀看的最新動畫電影
將於將於 66 點準時播放點準時播放。。77
點點 5050 到到 99 點為樂隊演點為樂隊演
出時間出時間。。第二部電影第二部電影
為適合全家共享的最為適合全家共享的最
新喜劇電影新喜劇電影，，於於 99 點點
2020 分準時播放分準時播放。。請前請前
來的觀眾安排好時間來的觀眾安排好時間
，，主辦方同時提醒大主辦方同時提醒大
家家，，可帶上折疊椅可帶上折疊椅，，
毛毯等裝備在厚實的毛毯等裝備在厚實的
草地上度過全家共享草地上度過全家共享
的難忘一夜的難忘一夜！！

 



















Kid Zone and CarnivalKid Zone and Carnival嘉年華兒童樂園又回來了嘉年華兒童樂園又回來了！！兒兒
童樂園區的遊樂項目定會滿足每個年齡段大小朋友的娛樂童樂園區的遊樂項目定會滿足每個年齡段大小朋友的娛樂
需求需求。。

Peter BrownPeter Brown（（右三右三) Chris Brown () Chris Brown (右四右四））在座談會上在座談會上

恆豐銀行昨晚為休士頓主計長候選人克里斯恆豐銀行昨晚為休士頓主計長候選人克里斯，，布朗布朗
舉辦籌款餐會舉辦籌款餐會

本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吳文龍董事長在吳文龍董事長在
籌款餐會上致詞籌款餐會上致詞

Peter Brown (Peter Brown (立者立者））也在會上提問也在會上提問

Peter Brown (Peter Brown (右一右一)) 及及Chris Brown (Chris Brown (右四右四））一家與一家與
吳文龍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長（（左四左四））一家合影一家合影

Chris BrownChris Brown 發表政見發表政見

Chris BrownChris Brown （（中中）） 與支持者合照與支持者合照（（右起右起））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吳文龍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長，，Peter Brown,Peter Brown, 「「恆恆
豐銀行豐銀行」」 董事孫定藩董事孫定藩,,錢武安錢武安

休市主計長候選人克里斯休市主計長候選人克里斯，，布朗布朗（（Chris BrownChris Brown））與支持者與支持者
合照合照（（左起左起））黃泰生黃泰生，，浦浩德浦浩德，，楊國貞楊國貞，，王秀姿王秀姿，， Chris Brown,Chris Brown,
Peter Brown,Peter Brown,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長吳文龍，，吳董事長女兒吳董事長女兒，，徐朗徐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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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galeria mall 二樓的 E--Tao稻香
村的菜品以粵菜小炒和港式點心為
主，招牌菜：小籠湯包、軟殼蟹炒飯、荷
香龍仔大蟹飯等。
E--Tao稻香村的小籠湯包被美食雜誌
《Houston's Dining Magazine》認為是
休斯頓最好吃的中國菜推薦給大家。

名門金宴名門金宴名門金宴Regal
招牌菜招牌菜

北京北京片皮鴨二吃片皮鴨二吃
廚師現場廚師現場片皮片皮、、二吃斬件二吃斬件！！

系系出出名名門門，，給給您您驚驚

喜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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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粵菜 多倫多風味

Regal名門金宴
電話：281-494-8888
地址：12350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77477

稻香村集團美國總店

獨家秘制的養生湯品，品味潤無聲。

E-Tao稻香村
電話：713-965-0888
地址：5135 west alabama st, suite 7295,

Houston, TX77056
(Galleria Mall二樓，Norstrom和Macy's之間)

稻香村集團美國分店

美國製造精品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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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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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aire

Ho
ne

yw
ell

★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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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11209 Bellaire Blvd. C-10(新香港城內) 電話﹕281-495-7799

有五糧液﹑正宗貴州茅臺酒﹑竹葉青酒﹑五加皮﹑高糧酒﹑陳年特級紹興酒等中國名酒
﹐也有如人頭馬﹑Hennesy XO﹑從歐洲進口的名西洋酒﹐應有盡有﹐價格實惠﹗

中西美酒‧啤酒‧汽水
婚禮﹑PARTY及成箱購買給予特殊價格

Fine Spirits, Wines, Beers, Sodas
Cigarettes &Lotto

Lam's
Liquor Store 林氏酒鋪林氏酒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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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5年6月19日 Friday, June 19, 2015 星期五 2015年6月19日 Friday, June 1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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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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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 昨日，成

龍出席在上海舉行的

“成龍動作電影周開幕

論壇”，他上台講話時

還因爲意外差點絆倒。

在會上，成龍分享拍戲

受傷的經曆，大贊吳京

、趙文卓等都是有真功

夫的演員。

成龍感慨稱，現在拍

電影越來越有難度：“上

次我去美國見到外國人拍

戲比我們好10倍，(他們)

能夠將外國明星都變成動

作明星，如《鋼鐵俠》、

《美國隊長》等，可以拍

到就像是明星自己好打得

一樣，但其實鏡頭都是分

開拍的。我也想做蜘蛛俠

，但沒人看，所以要有自

己的動作。我不希望觀衆

當我是動作明星，能以演

員看待，很想當亞洲版的

達斯汀·霍夫曼。”

成龍贊吳京、趙文卓等
是“有真功夫的演員”

孫儷健身擺武打動作
網友：是要收拾鄧超嗎？

綜合報導 孫俪在微博曬出健身時的

照片，並稱：“生命在于運動。”照片中

，孫俪穿著玫紅色上衣，黑色運動褲，身

姿矯健，擺出武打電影中的高踢腿動作。

此外，孫俪還在外教指導下練習倒立，側

撐等動作。

照片曝光後，網友紛紛留言，調侃

孫俪老公鄧超，“娘娘威武，是要練好

了收拾鄧超嗎”，“練好了打鄧超”，

“鄧超以後的日子更不好過了啊”，還

有人打趣稱：“健身有沒有帶著鄧感超

人一起？”

綜合報導 日前，中國傳媒大

學研究生招生網公布了一組“2015

年通過‘申請審核制’選撥攻讀博

士學位研究生初審名單”，華西都

市報記者意外地發現了央視綜藝頻

道節目部主任，三次執導央視春晚

的哈文的名字。另外，中央電視台

副總編輯彭健民，央視文藝中心副

主任陳臨春，也在名單中。

哈文當年從北京廣播學院畢業

分配到央視後，多年來，她十分

注意自身藝術修養和學習。在當

上綜藝節目部主任，特別是成功

執導三屆春晚後，更是謙虛低調

。爲了進一步把節目做好，增加

更多知識，哈文重新背起書包，

走進中國傳媒大學攻讀博士。據

悉，哈文、彭健民、陳臨春等導

演集體走進學堂攻讀博士，是響

應央視新台長聶辰席的“嚴起來

！實起來”的號召。

央視新台長聶辰席履職兩個多

月 來，在他的“嚴起來，實起來

”的要求下，目前央視出現了喜人

的變化，央視員工的工作作風好起

來了，浮躁風氣看不見了，人人都

在爲做出好節目努力，近期，央視

好節目不斷。

6月15日，是聶辰席出任央視

新台長67天。兩個月以來，聶辰席

敢于大膽管理央視，特別是他提出

的中央電視台員工應該“嚴起來、

實起來”的要求，央視員工最近面

貌煥然一新。目前，央視的十多個

頻道的好節目，好欄目不斷增多。

同時，央視的員工的工作作風也得

到很大改變。

從4月8日聶辰席 正式履職央

視新台長62天來，華西都市報記者

曾3次到央視釆訪。兩次分別到央

視2015年六一晚會，和倪萍的《等

著我》錄制現場釆訪。華西都市報

記者，發現“嚴起來，實起來”已

不是口號，各個頻道都在認落實。

錄制節目時，沒有看見人閑聊閑逛

。導演主創對每一個畫面，每一句

台詞都要求十分嚴格。在錄制六一

晚會時，華西都市報記者在現場看

見：放在舞台後面的工作間的盒飯

，已放一個小時了，卻沒人顧得上

去吃，人人都在廢寢忘食專心致志

地制作節目。

據華西都市報記者了解，聶辰

席除了對自己要求嚴格認真工作外

，在管理央視方面也很有創新。聶

辰席對員工反複強調：一要堅持嚴

實，以高度的思想和行動自覺，把

“嚴”和“實”的要求樹起來、立

長久。把集中教育與“三嚴三實”

專題教育緊密銜接、有機融合，使

集中教育向縱深拓展延伸；繼續堅

持嚴和實的行爲准則，保持嚴和實

的工作作風，建立健全嚴和實的長

效機制。二要改革增效，以清醒的

問題思考和攻堅克難的勇氣，破除

問題束縛、完善機制、增強效能。

著力解決精品力作和現象級節目缺

乏問題，不斷推進創新創優；著力

解決內部管理粗放、制度機制不完

善問題，不斷提升管理的科學化、

精細化水平；著力解決效率不高等

問題，不斷優化流程、提高效能。

三要創新發展，以強烈的憂患意識

和責任擔當，以新理念、新狀態、

新舉措，推動工作再上新台階。以

導向爲魂，提升新聞宣傳的質量和

水平；以內容爲王，打造央視核心

競爭力；以用戶需求爲動力，加快

電視與新媒體深度融合、一體發展

；以機制創新爲重點，逐步探索符

合央視發展的經營管理模式；以教

育培訓爲抓手，造就“對黨忠誠、

自身幹淨、工作擔當”的複合型人

才隊伍。

哈文等央視高管攻讀博士
響應新台長號召



CC44 CC55台灣影視香港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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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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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5年6月19日 Friday, June 19, 2015 星期五 2015年6月19日 Friday, June 19, 2015

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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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警方介紹本公寓是華人居住區治安紀錄最好的公寓

一個月免費
一個月免費

簽十三個月合同

簽十三個月合同

請洽市場經理：陳大任（Daniel Chan）通國語、廣東話、英語
總公司：5850 PARKFRONT DR. HOUSOTN,TX 77036

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
本地共有十六個不同地區的公寓
就在華人中心半哩內有三個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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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海電視節看台灣戲劇節目的生存
第21屆上海電視節日前在上海

開展，今年仍是上海電視節和電影
節兩大市場合併，超過500家國內外
展商到場布展，創歷年新高。不過
受到大陸 「一劇兩星」政策影響下
，電視節上前來參展的新劇碼少了
，影視公司縮減投資預算的現象也
是相當明顯。首先是原先部分影視
公司愛用的劇還未拍、卻在海報並
排列出 「擬請」大牌明星名單的招
數絕跡了，更多電視劇是由二三線
的明星挑起了大梁。另一個最大亮
點，就是一窩蜂流行 「IP 開發」的
電視劇。

張國立主演的 「贖罪門」是根
據熱門網路小說改編的電視劇，也
是目前最火的IP開發。記者楊起鳳
／翻攝
分享今年電視節上處處見到所謂的
IP，整個上海電視節就是比 「IP 開
發」。IP是 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縮
寫，也是智慧財產權。它的存在方
式很多元，可以是一個故事、也可
以是某一個形象，運營成功的IP可
以在漫畫、小說、電影、玩具、手
機遊戲等不同的媒介形式中轉換。

尤其是網路文學，日益成為熱

們影視劇 IP 的主
要來源， 「致青
春」、 「左耳」

等片的熱賣，讓IP成為影視界大熱
名詞，就是找到源頭本身就是有很
高人氣度支撐的劇加以改編，然後
拍成不同載具可以收看的劇種，所
以電視節上製作費過億的劇碼如
「如懿傳」、 「白鹿原」、 「贖罪

門」等都有原著。網路熱門IP 「翻
譯官」、 「錦繡未央」、 「長歌行
」、 「寂寞空庭春欲晚」等也被翻
拍成了電視劇，IP橫行，成為如今
大陸電視劇市場上的普遍現象。據
知專門提供IP的業者，在大陸更成
了最火的行業。

像今年大熱的 「何以笙簫默」
，從網路小說改編到電視劇、電影
都大賣，讓華策影視集團嘗到甜頭
，將一口氣推出大陸網路改編的
「怒江之戰」等10多部重點大IP專

案。也就是從電視劇原著的源頭下
，進行各種不同內容的開發，除了
電視劇，還可以開發電影電視綜藝
網劇，更能同步開發線下產品或者
遊戲。

除了IP改編成的電視劇種，今
年大陸電視劇市場看不見大咖當道
，前年有范冰冰的 「武媚娘傳奇」
、去年還有趙薇 「虎媽貓爸」撐場

面，今年繞了一圈，看不見超級大
牌，大陸二線頭成了當紅炸子雞，
包括劉愷威、李小冉、王雷、王麗
坤成了 「中流砥柱」，單從陣容來
看，張嘉譯主演的 「白鹿原」，胡
軍主演的 「潛伏在黎明之前」，張
國立主演的 「贖罪門」已屬於較大
的製作。

而從題材來看，和前幾年一窩
蜂相繼諜戰劇、古裝劇、家庭劇、
抗日劇不同的是，今年似乎著重大
型戰爭劇碼，各電視攤位上都少不
了有此種劇種。一位大陸長城影視
發行主管說，主要今年是抗戰勝利
70周年，所以大部分都以戰爭劇為
主，她笑說： 「就跟著走唄，配合
時勢。」這家公司光是這類抗戰題
材今年就規畫了 9 部，令人咋舌。
但不乏幾年前的舊作繼續賣，可見
得大陸電視市場整體的製作量也下
滑。

而台灣藝人主演的大陸劇，在
今年電視節也不多見，除了陳喬恩
、何潤東與張勛傑，見不到幾位台
灣藝人能在大陸國產劇中掛頭牌。

大陸流行IP開發，古裝題材，
是台灣電視劇目前少有，身為目前
台灣戲劇最大量產的三立電視台又
是怎麼看？三立總經理張榮華認為
，其實台灣也能拍古裝劇， 「過去
『包青天』、 『七俠五義』不也都

很受歡迎，但先決條件是我們應該
從要先有機會才能聚集這種人才，
慢慢的自然就能多元化。」

張榮華說，因為長期以來台灣
沒有這種劇型，相對地寫古裝的人
才就少了，或者都移到大陸發展，
但不代表台灣不能。他這次親臨上
海電視節，也特別受邀參觀了橫店
影視基地城，一直想興建影城的他
，看完深有感觸： 「比大當然我們
比不過，但是台灣需要有自己的文
化村，未來不論是觀光或者是教育
，拍電影、電視都可以運用，有機
會，自然就有人才。」

他也建議政府，對影視政策走
向應該更明確，到底是要鼓勵多元
或特殊題材？還是要鼓勵台灣戲劇
有商業性，走向國際化？這些都可
以開放討論。

羅時豐購物聽到入圍喜訊
興奮手滑大失血

入圍台語今年台語金曲 「最佳台
語男歌手獎」的歌王羅時豐、謝銘祐
、施文彬及許富凱日前錄製台視 「決
戰金曲26」時，對彼此的歌聲及作品
如數家珍，展現英雄惜英雄的大器。

已第 3 次入圍尚未摘冠的新生代
臺語歌手許富凱，這次面臨 4 位金曲
歌王前輩 「夾擊」，坦言心情相當緊
張，現場直喊： 「麻煩你們(讓一下)了
！」而現場三位前輩認為後生可畏，
對他讚譽有嘉，羅時豐誇讚： 「在年
輕一輩來說，富凱真的是零缺點！」
施文彬更是看好許富凱： 「他絕對是
未來金曲歌王的接班人！」備受前輩
們肯定，讓許富凱直呼： 「我壓力更

大了，現在肩膀像有幾斤重！」
回憶接到入圍通知的瞬間，許富

凱分享當下在健身房聽到消息： 「我
開心到在跑步機上跌了一跤，第一時
間趕快跟媽媽報告好消息。」羅時豐
則說自己在大賣場接到喜訊： 「平常
購物都買 1 萬多元，那天太開心失手
買了 3 萬多！」而從事音樂幕後工作
20多年的謝銘祐國、臺語創作作品豐
富，去年同時出了國、臺語雙專輯，
被問到語言切換會不會錯亂，謝銘祐
再度以自己膚色自嘲： 「語言其實只
是一個工具，我甚至連菲律賓語都想
唱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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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輝撐港片精神猶在

王寶強比武弄巧反拙王寶強比武弄巧反拙

林志玲林志玲力大力大
媲美張震媲美張震

林志玲林志玲力大力大
媲美張震媲美張震

林志玲力大
媲美張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女子組
合Super Girls及新晉女歌手丁悅，18日到屯
門出席校園活動，並教學生做運動，大受學
生歡迎，而18日Super Girls成員Cheronna
因病缺席。Heidi日前在instagram上載與韓
國天團BIGBANG成員勝利合照，並寫上“雖
然不能和最喜歡的影相......”，因而引起雙
方歌迷罵戰。Heidi解釋：“其實我講這句
話不是這個意思，他們誤會了，五個裡面我
個個都喜歡，有的特別喜歡，不代表我和勝
利拍照不開心。”她又直斥有部分網民的留
言太激進，太不理智，留言很難聽，令她耿
耿於懷。
Heidi謂當晚也有見到G-Dragon，但

他被4、5個保鏢圍住，所以不夠膽上前合
照。說到有指她硬闖VIP區合照？Heidi澄
清沒有此事：“不是，我也是受邀嘉賓之
一，我可以在VIP區走動，（可有向勝利
抄牌？）無，我哪有膽，他高高在上。”

Heidi@Super Girls
斥網民太激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樂基兒
（Gaile）與汪詩詩18日為雕塑藝術展主持揭
幕，雖然活動於室外烈日當空下舉行，但Gaile
卻不怕暴曬，一來她有塗防曬，也知道不好曬得
太久，最多一小時之內。
Gaile熱愛水上運動，也早已曬得一身古銅

色，更大讚香港的天氣很好，也令她想多去游
水，平日較多到淺水灣日光浴，曝露行蹤不怕有
危險？她笑說：“這麼遠不怕啦！”Gaile很高
興出席這次展覽，因之前修讀純藝術時有學過這
雕塑藝術家的作品，她自己也曾學造手掌般大小
的雕塑，但感覺並不容易要好講天份。重提日前
她被問感情事即調頭走，她無奈表示一直有感
冒，很多事情聽完也來不及反應。再問她目前的
感情狀況？她簡單回應：“單身！”但有追求者
嗎？她則表示近期都很忙，即將又要到意大利工
作兩星期，感覺上這個夏天時間過得真快，要看
看能否認識到男友。會否喜歡救生員這類型？她
笑指沒有特定類型，愛情是講感覺。可是不懂游
水又合格嗎？她笑說：“未必每樣事情都要一起
做，兩個人不必完全一樣，像買鞋、整頭，要是
整頭時間他比我更長，我會很害怕呢！”

暑假將至，汪詩詩一早為子女準備好課外活
動，暑假期間亦會一家人到美國探奶奶。但一對
子女漸長大，也開始有自己的要求，兒子已想去
歐洲，然而她希望待兒子年長一點才給他去，而
待2、3年後女兒有15、16歲才讓她參加露營，
因之前她跟學校入了3日營，自己則每晚都睡不
着，還想駕車去偷看她，但遭女兒阻止了。

至於老公甄子丹一樣好緊張，在內地拍戲都
每天致電回來查問。周日便是父親節，詩詩指老
公要去拍戲不
在港，故只能
帶一對子女與
外公及妹妹一
家齊慶祝。詩
詩指仔女每年
會畫畫送給爸
爸，但今年女
兒提出想買禮
物表心意，但
他兩公婆還是
喜歡子女的畫
作。

樂基兒
不排除意國行有艷遇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李欣天
津報道）作為
“創意香港．天
津”系列的主要
活動之一，“香
港電影周．天
津”17日在天津
嘉里匯百麗宮影
城啟幕。香港特
區政府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金像獎影帝張家輝及奧斯卡獲
獎導演楊紫燁出席活動。

作為“香港電影周”的宣傳推廣大使，張家輝否
定了外界關於“香港早期電影風格已死”的說法。他
認為，香港電影的精神還在，只要有信心，就會創作
出新的經典。“死不死在於自己，我覺得香港電影沒
有死，電影創作者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打出一片
天。”對於此次電影周展出的影片，家輝表示，每一
部他都樂意推薦，最令他欣喜的是很多都是新晉導演
的作品，讓他看到香港電影的活力，對香港電影的未
來充滿信心。同時他也希望自己導演的作品能有機會
參加下一次香港電影周展映。
近些年，家輝拍了很多影片且獲獎無數，但卻鮮

有與內地導演合作。家輝坦言：“有很多內地導演邀
請過我，我也想過在北京待一兩年，去實現與內地導
演的合作，更深入了解內地電影，也希望大家一起做
電影。”家輝更笑稱，最想與“異父異母”的兄弟張
學友合作電影。

“香港電影周．天津”活動由香港駐京辦與百老
匯電影中心合辦，由6月17日至23日為期一周的時間
裡，播放五套具有香港本土味道的優質電影《爭
氣》、《全力扣殺》、《可愛的你》、《衝鋒車》及
《點對點》。其中《爭氣》、《全力扣殺》、《點對
點》三套電影更是首次在內地公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

雯瓊 上海報道）18日由陳凱

歌導演帶領的華語巨製《道

士下山》演員陣容18日亮相

上海，王寶強、郭富城、張

震、林志玲、吳建豪、元

華、董琦等主演悉數到場。

陳凱歌現場透露，王寶強在

殺青時因不捨角色而落下男兒淚。王寶強則稱，這

個角色是他緊盯導演三年時間才獲得。另外現場還

進行了明星比武大賽，最終嬌滴滴的林志玲一拳打

下去力大無窮，打出最好成績。

電影《道士下山》是陳凱歌導演的首
部3D大片，亦是他與IMAX公司的

首次合作，此次來滬推廣，陳凱歌強調
除了在電影視覺技術上的升級，對戲中
人物更是有着生動的塑造。談及片中飾
演下山闖世界的小道士王寶強，陳凱歌
讚不絕口，稱他是劇組中情商高、淚點
也最高的一位演員。原來在電影殺青
時，王寶強已經入戲太深，不捨告別角
色，因此淚灑片場。而王寶強則透露，
三年前當陳凱歌有意找他當主演時，他
便每天都要和陳導聯絡刷存在感。王寶
強更毫不掩飾地承認，如此有名的導演
找上他，如果中途萬一發生變化，不要

他演了可怎麼辦，於是每天都要纏着導
演，可以說這個角色是他努力了三年換
來的結果。

城城張震被爆親密關係
張震、郭富城兩位男神級別明星則

在戲中負責“顏值”最高部分，張震飾
演在日光下習武火爆剛烈的查老闆，而
郭富城則飾演在月光下勤練太極的宗師
周西宇，兩個男神一柔一剛，在片中關
係神秘又默契。其他演員現場打趣道，
有時他們親密的去上戲，大家都不好意
思問他們幹嘛去，而張震和郭富城則回
應，他們已在拍戲中擦出一種異樣的火

花。
該片打戲是亮點部分，各種高手過

招令人眼花繚亂，為考驗片中明星真實
功夫，現場還有一個測試拳擊力量的樁
子。張震首先出手，沒有帶上拳擊手
套，只是隨意用手抽向樁子，誰知打出
88磅好成績；之後七小福成員之一元華
出手，可惜打偏只得25磅；王寶強躍躍
欲試奮力擊出，不料弄巧反拙導致樁子
倒地，而他則只得到10磅分數。最後，
最嬌弱的林志玲出手，在張震的指導
下，林志玲站穩馬步，做深呼吸，最終
一拳下去竟打出和張震一樣的成績，88
磅，現場觀眾大呼真沒料到。

■■張震張震((左左))與郭富城兩位男神惺惺相惜與郭富城兩位男神惺惺相惜。。孔雯瓊孔雯瓊攝攝

■■林志玲一林志玲一
拳打出拳打出 8888
磅磅，，力量驚力量驚
人人。。
孔雯瓊孔雯瓊攝攝

■■《《道士下山道士下山》》演員陣容在滬亮相演員陣容在滬亮相。。孔雯瓊孔雯瓊攝攝

■Heidi(■Heidi(右二右二))日日
前上載與勝利的前上載與勝利的
合照惹爭議合照惹爭議。。

■■樂基兒曬得一身古銅色肌膚樂基兒曬得一身古銅色肌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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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寶強王寶強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
樑(左)與張家輝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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