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88休城工商

休城讀圖

CC11休城社區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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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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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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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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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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enegonzalezlaw.com

無需翻譯無需翻譯，，不用助理不用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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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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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wychoi88@gmail.com www.wycrealty.com

現成餐館出租，不需購買，不同地點
低利率、買房、換房好時機
幫助貸款.不需查收入

住宅住宅、、商業商業、、租賃租賃、、物業管理物業管理

投資置業投資置業投資置業，，，正是時候正是時候正是時候;;;

把握機會把握機會把握機會，，，及時進場及時進場及時進場
281-881-3276
Wendy蔡

詢問，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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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5年6月23日 Tuesday, June 23, 2015 星期二 2015年6月23日 Tuesday, June 23, 2015

Keller Williams Realty SW
陳光華
Jannies King
地產經紀人，Realtor

多年地產買賣、投資、管理經驗
以誠信、誠懇為經
以用心、耐心為緯
及專業負責的態度
為您爭取最高權益TEL: 281-980-8989

E-mial: snakejgk@gmail.com
1650 Highway 6,Suite 350,Sugar Land,TX 77478
www.har.com/kingshome

(金太太）

大嘴吃四方之大嘴吃四方之HibachiHibachi 燒宴客聚會的好去處燒宴客聚會的好去處

本報記者翁大嘴報道

HibachiHibachi 燒位於燒位於Dairy AshfordDairy Ashford 與與I-I-1010交口處交口處。。

HibachiHibachi 燒的大廳寬敞明亮燒的大廳寬敞明亮，，為為
您提供舒適優雅的用餐環境您提供舒適優雅的用餐環境。。

HibachiHibachi 燒有可容納上百人的宴會廳燒有可容納上百人的宴會廳。。

每天保持食材新鮮是每天保持食材新鮮是HibachiHibachi 燒的宗旨燒的宗旨。。

HibachiHibachi 燒每天提供燒每天提供200200多種各國美食多種各國美食。。

在在HibachiHibachi 燒可以品嘗到亞洲以外的美食燒可以品嘗到亞洲以外的美食。。

HibachiHibachi 燒的日餐壽司十分正宗燒的日餐壽司十分正宗。。

華美銀行華美銀行榮獲榮獲《《洛杉磯商業周刊洛杉磯商業周刊》》
「「年度企業社會責任獎年度企業社會責任獎」」

附中校友會附中校友會77月月1111日辦專題講座日辦專題講座
邀命理大師邀命理大師

徐慕平徐慕平 「「談談天天說說命命」」

（洛杉磯訊）由《洛杉磯商業周刊
》（Los Angeles Business Journal）主辦
的 「第五屆年度非盈利機構與企業公民
大獎」（5th Annual Nonprofit & Cor-
porate Citizenship Awards）頒獎典禮於
2015年6月19日（星期五）盛大舉行。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
（Dominic Ng）作為企業代表，獲頒
「2015 年度企業社會責任獎」（Cor-

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再次彰顯
華美銀行提倡企業公民責任意識，以及
積極投身社區服務方面的領袖風範。長
期以來，華美銀行與多個社區組織建立
了穩定的合作關係，包括大洛杉磯聯合
基金會（United Way of Greater Los An-
geles） 、 洛 杉 磯 湖 人 隊 （Los Angeles

Lakers）、希望工程（Operation HOPE
）、休斯頓火箭隊（Houston Rockets）
等，共同扶持需要關注的弱勢群體，為
社區繁榮而努力不懈。

吳建民在領獎時表示，華美銀行非
常榮幸能夠獲此殊榮，這也是給予銀行
全體員工努力付出、履行社會責任的肯
定和鼓勵。華美銀行的穩健成長與發展
離不開社會各界的協助與支持，因此積
極承擔企業公民義務，並回饋社區是我
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作為連接東西方的
橋樑，華美銀行不僅希望在金融領域方
面持續為兩地客戶開拓商機，更希望能
夠帶動更多亞裔民衆投身社會公益事業
，為社會永續發展增添助力。

由《洛杉磯商業周刊》頒發的 「年

度非盈利機構與企業公民大獎」旨在表
彰對社區發展有傑出貢獻的個人或機構
，亦包括鼎力扶持非盈利組織的企業。
多年來，華美銀行透過與多個非營利機
構的長期合作，竭力參與各項社區項目
，為極需幫助的青少年、成年人以及家
庭改善居住環境、提高生活品質，包括
舉辦理財教育計劃、推廣社區環境保育
活動，以及為中低收入房屋建設提供融
資等。另外，華美銀行於日前獲頒大洛
杉磯聯合基金會 「洛杉磯精神獎」；吳
建民曾於2000年出任大洛杉磯聯合基金
會首位亞裔籌款活動主席，籌款記錄創
新高，成為公益典範。

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將於2015年7月
11日,星期六,與恆豐銀行聯合舉辦一專題講座
. 講座詳情如下:

講題 : 談天說命
主講者 : 徐慕平先生
時間 : 2015年7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10:

00至中午12:00
地 點 :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恆豐銀行總行12樓社區服務中心）
徐慕平先生先後畢業於台北師大附中及

中國文化大學地質系.其後在他一生的就業中,
興趣逐漸轉移到對中國固有文化的鑽研.尤其
鍾愛於對易經的探討.此外,對紫微命理, 風水
觀察及占卦亦頗有研究. 徐先生目前除常與各
界愛好命理,風水人士互相切磋外,並主理位於
休市香港城內的中華命理研習社.

命理,風水,占卦等在中國己有千年以上之
歷史. 但大半國人對它們的根源,理論基礎, 運
用及對生活的影響仍不甚了解. 此次休士頓師
大附中校友會及恆豐銀行特別邀請到徐慕平

先生來與大家討論算命或推算命運的基礎是
什麽? 如何看待命運? 風水是如何運作? 什麽
時候是觀察風水的時機? 及人力是否可改變命
運等問題. 希望大家在參加此講座後,對命理,
風水,占卦等的內涵有更深層的了解.

此講座為社區服務性質.歡迎各界人士免
費入場. 演講結束,並備茶點招待.

連 絡 電 話 : 281-890-8719 周 成 元,
281-565-2368 馬振銘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 EWBC 在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 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
以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二
百九十九億美元，在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130處服
務網絡，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內華達
州、紐約、麻薩諸塞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在大中華
地區，我們在香港、上海、深圳和汕頭都設有全方位服
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台北、廈門及廣州亦設有辦
事處。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銀行服務，位於
大華超級市場的超市分行，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下午
七時。此外，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
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天24小時的銀行服務。有關華
美銀行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eastwestbank.com
查閱。 劉延東週日赴豐田中心劉延東週日赴豐田中心

為來美培訓的清華附中學員與美國選拔隊比賽開球為來美培訓的清華附中學員與美國選拔隊比賽開球

中國副總理劉延東昨在中國副總理劉延東昨在 「「第二屆中美大學校長論壇第二屆中美大學校長論壇」」
以以 「「交流互鑒交流互鑒，，合作共贏合作共贏」」 為題演講為題演講，，籲發揮高校智庫功能籲發揮高校智庫功能

圖為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週一圖為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週一（（二十二二十二
日日））以以 「「交流互鑒交流互鑒，，合作共贏合作共贏」」 為題為題，，在在 「「第二第二
屆中美大學校長論壇屆中美大學校長論壇」」 中發表專題演講中發表專題演講。。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上接 A1 原文）劉延東對在
座的近百位中美校長，代表們表示
：思想的力量之大，往往超乎人的
想像，大學作為思想的 「夢工廠」
和戰略的 「儲備庫」，大學是中美
人文交流的先行者，也是兩國關係
發展的推動者。

她說：中美兩國擁有七千多所
大學，五千多萬學生，面對合作共
贏的時代潮流，兩國大學合作的前
景更加廣濶，肩負的歷史使更加重
大。她提議：

（一）希望兩國高校進一步深
化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
方面的交流合作（二）希望兩國高
校為中美實現合作共贏提供更加有
力的智力支持，人與人之間，國與
國之間難免會有一些差異和分歧，
這就需中美兩國大學充份發揮智庫

作用，引導各界理性看待彼此，避
免誤解誤判，努力構建新型大國關
係。（三）希望兩國高校提高青年
學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譬如有
150萬名中國高校畢業生活躍在蘋
果公司研發平台和製造銷售的過程
。雙方高校通過互派留學、短期交
流等多種形式，為國家的未來發展
和世界和平進步，產生不可估計的
影響。（四）希望兩國高校為促進
不同文明傳承創新，和諧共生作出
貢獻。

劉延東說：今天在座的近百位
校長，代表的是中美數千所高校，
數千萬師生，寄託著兩國億萬家庭
對美好的生活的期盼。只要中美大
學携起手來，一定能夠開創兩國高
等教育的新局面，為兩國關係的美
好未來注入新的動力。

這次由RICE大學主辦中美大
學校長圓桌會議，中美各有二十餘
所知名大學於六月二十二日齊聚於
RICE大學貝克學院研討全球教育
，研究項目合作及文化交流等議題
。RICE大學校長David Leebron說
： 「RICE 大學深感榮幸歡迎中國
劉延東副總理及副教育部長賀平及
中美知名 50 多所大學的校長及領
導蒞臨本校共商中美日後有關教育
合 作 的 多 項 大 計 。 他 又 說 ：
「RICE 大學已盡力並超標的擴大

了與中國大學院校交流，做為第二
世代的發展的遠景。此外，本校以
能主辦本屆中美大學校長級圓桌會
議及接待中國最多級別的首長來
RICE參訪指導引以為榮。」

大會由萊斯大學校長李布朗主
持，北京大學校長林建華、紐約大

學校長約翰、塞克斯頓、清華大學
校長邱勇在論壇上發言。陪同劉延
東副總理出訪的還有中國教育部部
長袁貴仁、萊斯大學校長夫人孫月
萍、及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
等一百多人。

大會中研討的主題涵括了藝術
教育的價值，尖端科的合作及強化
中美高教的合作等議題。參與大會
的中、美雙方各有 20 餘所大學，
其中包括美方的哈佛、紐約、德州
州大、德州農工大、加州大學、芝
加哥、伊利諾伊、賓州及華盛頓等
大學、中方大學代表有北大、清華
、交大、北師範、復旦、大連理工
、香港理工大學等20餘所名校。

（休士頓/秦鴻鈞）正
在美國休士頓訪問的中國國
務院副總理劉延東，於週日
（六月廿一日）上午，赴城
中區豐田球場，為正在美國
參加培訓的北京清華附中的
學生運動員加油，並主持他
們與美國選拔隊比賽的開球
儀式。

劉延東在球場上表示：
五十年前，她也畢業於清華
附中，她勉勵這些小學弟們
，要好好珍惜來美學習與培
訓的機會。籃球的訓練，不
只是培養個人的籃球球技，
也是培養大家團結一致，有
團隊精神的觀念。希望大家
好好學習，像姚明一樣，不
僅成為家喻戶曉的籃球明星
，也為中美新型大國的合作
關係盡一份力量。

圖為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圖為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中中））週日週日（（二十一日二十一日））上午在豐田中心上午在豐田中心，，為為
清華附中的籃球培訓學生清華附中的籃球培訓學生（（右右），），與美國選拔隊與美國選拔隊（（左左））的比賽主持開球儀式的比賽主持開球儀式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劉延東副總理圖為劉延東副總理（（右右44））週日接受母校小學弟的贈禮週日接受母校小學弟的贈禮，，後方為久未在僑社露面的前火後方為久未在僑社露面的前火
箭隊隊員姚明箭隊隊員姚明。（。（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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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22體育圖片 CC77國際影視

˙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優良品質
˙適用於烹飪炒飯，白飯，

春捲等任何米製佳餚

聯繫人：Llyn McEuen
電 話：713-525-9570
電 郵：Imceuen@ebrona.com

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靚苗米

High
way

8

Beechnut

玉佛寺

High
way

6

Syn
ott

We
stB

ranc
h.

Leader St.

Dair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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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a.m. 英語崇拜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10:00a.m. 中文主日學 Chinese Sunday School
10:00a.m. 兒童崇拜 Children Worship
11:15a.m.中文崇拜(粵語/國語)Chinese Worship Service
11:15a.m. 英語主日學 English Sunday School
1:30p.m. 中文學校(九月開課)Chinese Schoo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WEB:www.cbchouston.org

何國明主任牧師、王浩詒牧師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 713-461-0963 Fax: 713-461-5186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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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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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設2歲~4歲幼兒中文班】【西班牙文班】【電腦班】【瀚
崴中文合唱舞蹈班】【歌唱技巧班】【音樂律動班】【初/中
段西洋棋】

藍球&乒乓球1 on 1或 5~12歲

最佳幼教、文理、才藝、游泳、球類、綜合學校專業教學20餘年豐富經驗 持政府執照學費可扺稅

糖城校園: Fame Well School
TEL: 281-980-1489 832-279-8143
2317 Settlers Way Blvd.
Sugar Land 77478

文理文理
才才藝藝瀚瀚崴崴 學學校校 連續榮獲2009~

2011年糖城最佳
教育獎﹑歡迎別校
轉學生另有優惠﹑
Katy週六中文學
校﹑國外來美遊學
營﹑來電或上網查﹒

休士頓華人唯一買地自建最大民營連鎖綜合學校附設:游泳池﹑體育館﹑舞蹈室﹑會議室﹑繪畫室﹑鋼琴房﹑電腦室﹑圖書室﹑
Playground﹑學校標準格局寬敞安全57,000呎﹑全新設備﹑政府培訓一流師資﹑勤教嚴管﹑品質保證﹐學費合理﹐課超所值﹒

凱蒂校園: Best Kids Academy
TEL: 832-437-1777 832－282－9886
21915 Royal Montreal Dr.Katy 77450

8/25開課.採用馬立平漢拼簡体字課本敎學﹑ 珠心算數學﹑ 繪畫﹑
GT英數﹑ 老外學中文﹑ 鋼琴﹑ (中)小提琴﹑ 電子琴﹑ (木)電吉他﹑ 古
箏﹑ 舞蹈﹑ 藍球﹑ 乒乓球﹑ 西洋棋﹒

KATY周六中文學校特設2歲~4歲幼兒班和5歲~12年級實力班

珠心算實力班及數學高分保證班 (5歲~G8)
梁楚宜校長親授珠心算(加﹑減﹑乘﹑除)技巧,啟發智慧,增強記憶
力,配合應用數學分析演算,訓練思考邏輯及計算能力的快又準,
使學習過程不在害怕,而是充滿自信﹐質量控管限定70位﹒
糖城﹑凱蒂唯一蒙特梭利雙語學校 (1歲~5歲)
由Montessori專業執照經驗教師分級小班教學,獨特教材及
教具訓練手部肌肉,使幼兒反應靈活強化自信心及群體生活
能力,提昇日後認真學習﹑閱讀書寫能力及情緒穩定﹒天天密
集中文教學建立識字背誦好根基﹒供午餐及早晚點心﹒
課後輔導班 After School (PreK-9年級 )
校車接送, 完成作業﹑每日密集分級中文(漢拼簡體)教學﹑英數
加強﹑TAKS﹑IOWA考題訓練﹑提供點心﹐定期和家長聯繫﹒

沈敏生舞蹈

翰崴音樂學校:鋼琴(有考級)﹑吉他﹑(中)小提琴﹑合唱班
留學法國音樂學院主修鋼琴MS VANESSA等三位專業教師
採生動活潑式教學,短時間達事半功倍之效﹒

暑期游泳訓練密集班 (瀚崴校內標準游泳池)
由First Colony Swim Team(FCST)主辦,專業教練教授呼吸
划水﹑滾翻轉身﹑蹬腿出發﹑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全年訓練
成績優良可到外地參加比賽﹒
繪畫基礎﹑中級﹑高級班(3歲~14歲)
由三位專業老師教授各種繪畫技巧﹑物像遠近大小比率﹑色
彩調配﹑及不同筆具和材料之使用﹒含素描﹑彩色鉛筆﹑蠟筆﹑
馬克筆﹑炭﹑墨汁﹑水彩﹑油彩﹑粉彩﹑膠彩并定期畫展﹒

全年招生﹑歡迎參觀校
園優美環境﹑雙語幼兒
園﹑課後輔導班（可代
送回家）﹑暑期育樂營﹑
Field Trip﹑中文班﹑各
項才藝﹑球類﹑繪畫﹑電

影】歌唱﹑游泳﹒
www.famewellschool.com

控球/運球/投藍/傳球/接傳/防守/進攻/團隊戰略/體能彈跳﹒
暑期國外來美遊學營 (5歲~14歲)
安排知（感）性參觀從活動中潛移默化的認識美國生活文化﹑
遠程旅遊﹒

暑期數學﹑閱讀寫作先修班

星期二 2015年6月23日 Tuesday, June 23, 2015 星期二 2015年6月23日 Tuesday, June 23, 2015

綜合報導 今日上午，

賈乃亮在微博曬出女兒賈

雲馨(甜馨)cosplay超人，以

及李小鵬女兒奧莉cosplay

冰雪女王的照片，並稱

“行不行”。李小鵬轉發

該微博，並稱“魔法真強

大。”

網友評論道：“女神

和女漢子”，“都很萌

”。還有的網友用上了

甜馨的金句，稱：“甜

馨雖然我們白著呢，但

奧莉更白哦”。

奧莉cos女王
甜馨cos超人
網友:女神和女漢子

蘇菲瑪索豆沙包遮眼
女神一秒鍾變身逗比

綜合報導 上海，王思聰攜女伴

觀看Bigbang上海演唱會。“國民老

公”身穿潮tee頭戴鴨舌帽，一只手

虛搭在女伴的椅背上，與其胳膊輕輕

碰觸，大方微笑毫不避忌旁人目光。

身旁女伴顯然比較低調，不好意思地

全程拿紙遮臉，卻依然難掩其姣好面

容，五官深刻好似混血兒，穿著深V

領T恤，身材也十分有料。

綜合報導 今日，法國著名女星蘇

菲-瑪索在微博曬出搞怪照，照片中她

用兩個豆沙包分別將自己的雙眼遮上

，女神一秒鍾變女神經，非常可愛。

網友留言：“女神調皮了”“還

有這樣逗比的一面”“好萌啊”。

綜合報導 今日上午，陸毅在

微博曬出愛女貝兒的畢業照，並

稱“貝兒的畢業季，充滿感激和

不舍”。

照片中貝兒穿紅裙，紮兩個

小辮參加畢業典禮，還穿上了畢

業禮服。貝兒手捧鮮花，還與媽

媽鮑蕾、同學們合影，兩頰绯紅

，非常可愛。

網友留言“貝兒好美”“幸福的

一家”。

王思聰攜女伴觀看演唱會
美女似混血兒

陸毅曬
貝兒

畢業照
穿紅裙美如花蕾

““猴哥猴哥””當鼓手當鼓手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 正值端午節正值端午節，，遊客身著古裝在湖南長沙石燕湖生遊客身著古裝在湖南長沙石燕湖生

態旅遊公園舉行龍舟拔河比賽態旅遊公園舉行龍舟拔河比賽，，兩艘龍舟的龍頭鼓手都是由一只兩艘龍舟的龍頭鼓手都是由一只
猴子擔任猴子擔任。。主辦方表示主辦方表示，，希望以這種方式喚起人們對動物的愛護希望以這種方式喚起人們對動物的愛護
之情之情，，讓人與動物和諧相處讓人與動物和諧相處。。



CC66大陸影視

雅斤辦公機器公司

電話電話::713713--826826--68896889
9720 Town Park Dr., Suite #2
Houston, TX 77036

華人經營,原廠培訓技師,服務品質保證

特別介紹
大中小型

打印，復印，掃描
三合一(雷射)

專精Copiers, Printers, Scanner
經銷: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掃描機等

新舊影印機從小型到大型任選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等
提供長期保養合同及售后服務

各種影印機,碳粉(Toner)印表機
耗材等,歡迎比價。

精修:

廉售:

CC33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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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辦房屋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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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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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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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商業地產、購物商場、商業大樓、倉庫廠房
土地開發、農場用地、公寓旅館、餐館商店

專精專精

買賣買賣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Email:perryhu8@yahoo.com

1. 大型Buffet中餐館出售，生意好近達拉斯，另位於休士頓黃金商業地段中餐館老店
出售，生意穩，售12萬。

2. 社區旅館，生意好，收入高，28房，僅售28萬。
3. 西南區，靠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兩層樓房2仟多呎，主臥房在樓下，售17萬多。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Phone:281-933-6660
Fax: 281-933-6662

Tapioca KingTapioca KingTapioca King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包括﹕圖片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七天營業

例湯水果

八人和菜 $138.00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蜜桃蝦
姜蔥雙龍蝦
黑鹽牛肉
清蒸游水魚 (大)
炒青菜
炒三鮮

十人和菜$158.00
雪花海鮮羹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黑椒牛肉
姜蔥雙龍蝦
香橙骨
炒三鮮
蜜桃蝦
清蒸游水魚
蒜蓉炒菜

歡迎光臨
特價午餐 電話: (713) 988-5745$5.25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5.95
四人和菜 $43.95
五人和菜 $52.95
六人和菜$62.95

明爐燒鴨
蜜汁叉燒

東江鹽水雞
新鮮游水魚
生猛龍蝦

隨餐附送
例湯、水果

菜色價格如有變更 以本樓公布為準

93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超市同棟購物中心)

11AM-3PM 星期一公休

時菜牛肉
滑蛋蝦
五柳魚片
椒鹽茄餅
宮保雞
咕嚕肉
豉汁青口
酸菜肉絲
四季豆
椒鹽鴨下巴
等等......

星期二 2015年6月23日 Tuesday, June 23, 2015

責任編輯：沈玉蓮

搜狐娛樂訊 6月 15日袁根據中
國當代著名作家張賢亮先生同名小

説改編的 40 集電視連續劇 叶靈與
肉曳袁在賀蘭山下的拍攝基地正式開
機拍攝遥劇組一直保密的女一號李秀
芝的扮演者也終于揭開神秘面紗袁她
就是著名北京人藝孫茜遥

40集電視劇叶靈與肉曳,改編自已
故著名作家張賢亮同名小説 叶靈與
肉曳遥本劇將完整呈現張賢亮作品中
所闡述的在大時代下新中國一代知

識分子的忠誠與堅守尧光榮與夢想遥
該劇藝術總監兼編劇指導楊眞鑒説袁
叶靈與肉曳是講述中國知識分子故事
的作品袁電視劇會儘可能還原張賢亮

先生的創作

初衷袁打造出
中國版的野文
藝 復 興 冶故
事遥

曾獲野第
五屆金牛奬冶
最佳女主角

等殊榮的孫

茜袁在劇中飾
演女一號李

秀芝遥孫茜在看完劇本後就完全被角
色魅力打動袁她説野秀芝是中國傳統
女性的縮影袁她堅韌尧勤勞尧善良,不
管在什么樣的環境下袁始終爲美好生

活而努力冶孫茜在 6月 15日開機發
佈會上表示袁希望自己能塑造好這個
角色袁讓觀衆感受到中國女性的魅
力遥

孫茜從叶母儀天下曳里的野馮媛冶袁
到叶金婚風雨情曳里的野耿玲冶袁從叶甄
嬛傳曳里的野槿汐姑姑冶到叶二炮手曳里
的野楊巧兒冶袁孫茜的每一次藝術創作
形象袁都有着較大的差別遥對此袁孫茜
表示永遠不會對自己的戲路定位袁並
認爲一個好演員的最高目標是野一人
千面冶袁希望自己能夠完美演繹不同
的角色袁突破之前的各種形象袁在角
色上做各種嘗試袁也願意帶給大家更
多驚喜遥

电视剧《灵与肉》开机 孙茜出演女一号

根據茅盾文學奬作品尧陳忠實
同名小説改編的電視劇叶白鹿原曳昨
天在西安舉行開機發佈會遥該劇由
實力派明星張嘉譯尧秦海璐領銜主
演袁翟天臨尧李沁尧李夢等年輕演員
加盟遥而爲了更加符合農民形象袁作
爲藝術總監的張嘉譯更是帶領演員

們一起減肥遥
電視劇版叶白鹿原曳歷經 15 年

艱辛籌備袁陳忠實在看到改編後的劇
本中袁白靈尧朱先生等重要人物再度
出現袁各個角色也將有完整的脈絡結
局頗感欣慰遥昨天他雖然未能出席開
機發佈會袁但揮毫寫就野激蕩百年國
史袁再鑄白鹿精魂冶墨寶一幅袁祝賀開
拍袁也對該劇表示出最大認可遥曾執

導過叶懸崖曳尧叶一僕二主曳等多部收視
冠軍之作的導演劉進袁此番對執導電
視劇版叶白鹿原曳也經過了多番考量遥
談到演員陣容的確定袁劉進透露院
野叶白鹿原曳人物衆多且鮮活袁有 70多
個重要角色袁選擇演員是件很痛苦的
事袁爲此絞盡腦汁遥不過覺得倖運的

是袁我們看中的渊演員冤都願意來遥有
人擔心把原著拍得很凝重袁實際上
這部戲挺熱鬧的遥冶

在叶白鹿原曳飾演靈魂人物野白
嘉軒冶的袁是有着野大滿貫視帝冶之稱
的張嘉譯遥他上學時就看過 叶白鹿
原曳袁接這部戲與其他戲不同袁野越喜
歡的東西越是戰戰兢兢遥冶張嘉譯還
擔綱該劇野藝術總監冶一職袁他幽默
地表示院野我這個總監就是管飯的遥冶
他爆料袁劇組野所有演員都在減肥袁平
均每個演員都減了十斤八斤袁算在一
起至少減了 300多斤了遥冶

電視劇版叶白鹿原曳現已進入長
達近 7個月的緊張拍攝階段袁預計于
2017年與觀衆見面遥

电视剧"白鹿原"开拍获陈忠实认可
众主演减肥 300斤

近日袁由北京滴水天下影視傳
媒有限公司尧西安駿馬天策影視文
化有限公司出品袁著名演員杜寧林尧
張紹榮尧程琤尧李坤霖尧禇栓忠尧于婷
婷主演的電視劇叶小米的愛情曳在北
京殺靑遥該劇聚焦新時代下的農村袁
以獨特的視角講述了幾對男女之間

的愛情袁着力塑造 21世紀的農民依
託時代精神發家致富的故事遥劇中
探討的話題極具前瞻性袁發人深省的
同時又不乏幽默和野笑果冶遥

曾在電視劇 叶諜變曳尧叶海道傳
奇曳袁電影叶嘿店曳中有精彩表現的靑
年演員于婷婷袁在該劇中飾演一個我

行我素尧傲氣十足的城里姑娘姜丹遥
在塑造這個角色時袁于婷婷直言野虐
心冶院野她是一個有血有肉尧很有層次
的女人袁卻不是一個成功的妻子和母
親遥我需要眞實而透徹地呈現給觀

衆袁在這個過程中袁也跟着她一起
哭尧一起笑袁如同親歷遥冶爲了更好地
演出姜丹一路的心路歷程袁于婷婷
精心設計了姜丹每一個心理階段的

標誌性表情尧動作袁甚至連眼神和説
話的語氣都加以反復推敲遥
由於婷婷飾演的姜丹是全劇主

線人物中唯一的城里姑娘袁原本是
一個衆人趨之若鶩的野女神冶遥雖然
表面囂張跋扈袁卻有着不容忽視的漂
亮尧嫵媚和靑春活力遥可是袁因爲性格
的弱點袁讓她做出了一個錯誤的選
擇袁最終導致她一步步走進了命運的
悲劇里遥

电视剧《小米的爱情》杀青

作爲內地娛樂傳媒龍頭袁華策
集團強勢佈局電影袁此次拍攝叶聶
隱娘曳耗費 5000多萬尺膠片袁彙集
舒淇尧張震尧妻夫木聰尧倪大宏尧周
韻等多位亞洲實力派演員袁籌備十
年袁拍攝七年袁不僅是導演侯孝賢
十年磨一劍的心血大作袁也是華策
集團佈局大電影戰略袁並切入電影
發行領域的重中之重遥

2015年伊始袁素有野內地電視劇
第一股冶的華策便已全面開啓野全娛
樂+冶的 360度精品 IP覆蓋戰略袁穩
坐電視劇龍頭的同時袁強勢拉動電影
與綜藝兩家馬車遥僅在電影領域袁野華
策製造冶已先後投拍打造了叶分手合
約曳尧叶聽風者曳尧叶小時代 3尧4曳尧叶重返

20歲曳尧叶歸來曳尧叶一生一世曳等票房
口碑雙豐收的野硬菜冶遥

叶刺客聶隱娘曳更是華策影視集
團旗下華策影業去年成立以來袁首個
全面負責全球宣發的重量級電影遥由
此片開局袁華策將全面整合其電影産
業鏈各個環節袁進行投資尧出品尧宣發

的一體化運作袁同時加強與百度尧
愛奇藝尧小米尧等互聯網潮頭公司
的全面戰略合作袁探索顛覆傳統路
數的多元化互聯網發行嶄新模式遥

華策集團總裁趙依芳表示院
野侯導此次再度出手無疑點燃了公
衆對這部電影的期待遥近年來袁華
策始終背靠精品內容的旗艦袁並已
打通全內容+全媒體+全産業鏈+

全球化的縱貫線袁成爲娛樂生態大區
的締造者與供給站遥而打造野華策製
造冶的優質內容梯隊一向是華策人的
重中之重遥未來袁大家將看到更多各
品類的現象級 IP在華策巨傘下百花
齊放袁內容的衍生價値也將全面爆
發遥冶

《刺客聂隐娘》亮相上海电影节

作爲老牌電影厰袁上海美術電影
製片厰這一中國動畫的搖籃出産了一

系列的經典動畫袁如叶三個和尙曳叶小蝌
蚪找媽媽曳叶大鬧天宮曳等袁錢建平表
示袁目前除了叶黑貓警長曳袁其他的動畫
也在做醖釀袁野我們不會盲目的因爲 IP
大熱袁就去不斷的消耗我們的經典冶袁
而是以要做就做精品的態度愼重對

待遥對於叶黑貓警長之翡翠之星曳動畫
大電影袁片方也鄭重承諾袁一定會避免
野毀童年冶的情况發生遥

昨天袁動畫大電影叶黑貓警長之翡
翠之星曳渊以下簡稱叶黑貓警長曳在上海
電影節舉辦新聞發佈會袁宣佈影片定
檔 8月 7日遥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厰厰
長錢建平在接受成都商報記者獨家專

訪時表示袁叶黑貓警長曳大電影將沿用
三十年前的手繪風格袁將兩代人的童
年回憶原汁原味的呈現袁並在此基礎
上加入新故事尧新人物袁對原有動畫全
面陞級袁但絶不會野毀童年冶遥

爲了孩子叶黑貓警長曳不出 3D版
除了對於故事本身的關注袁此前

媒體關注的另外一個焦點要要要要要是否

採取 3D版本發行袁對此袁錢建平直言院
叶黑貓警長曳動畫大電影不會有 3D版
本遥這在時下野3D熱遍所有類型片冶甚
至野假 3D冶圈錢的背景下顯得有些不
合時宜遥片方表示袁從票房角度考慮袁
捨棄 3D的確有一定的壓力袁但動畫片
做 3D其實應該更愼重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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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屆上海電影節互聯網電影
之夜昨日在上海隆重舉行袁作爲受邀
影片之一袁導演何炅攜李易峰尧張慧雯
等 叶栀子花開曳主創演員悉數到場助
陣遥活動現場袁李易峰不忘貼心爲未到
場的蔣勁夫介紹角色袁同時首次曝出
好友何炅的靑春話劇夢袁作爲高情商
代表袁更被名嘴大鵬現場野示愛冶袁台上
台下互動高呼野我愛你冶袁將現場氣氛
推向高潮遥
昨晩袁叶栀子花開曳主創演員聚首

野電影之夜冶袁蔣勁夫因拍戲沒有到場袁
角色介紹時袁作爲壓軸男主角袁李易峰
不忘幫未到場的蔣勁夫介紹其所飾演

的角色袁貼心暖男氣質盡顯遥在主持人
野有罰冶問答環節中袁李易峰笑稱院野是
懲罰吃煎餅嗎钥冶同時調侃野煎餅俠冶大
鵬上台再攤一個袁而名嘴大鵬亦在台
下主動野示愛冶袁高喊院野李易峰袁我愛
你浴冶

當 被

問及是否

知道何老

師的靑春

夢想時袁李
易峰堅定

回答 野演
話劇冶袁頓
時獲得何

炅驚訝認

可遥隨後李
易峰解釋

道院野是因
爲何老師喜歡演話劇袁耶喜歡爷就會有
動力去做很多事袁就像他喜歡叶栀子花
開曳這個品牌袁他才會用他所有的人
品尧人脈積攢起來袁去爲這部戲加油袁
貢獻我們的想法遥冶7月 10日袁讓我們
一同期待這部誠意滿滿的純愛靑春電

影叶栀子花開曳遥

李
易
峰
亮
相
﹃
电
影
之
夜
﹄

中新網北京 6 月 18 日電
(李萌) 今日袁由動漫作品叶狐妖
小紅娘曳改編的同名動畫電影在
北京舉辦首映禮遥叶狐妖小紅娘曳
導演王昕尧原作漫畫作者小新與
知名漫畫家姚非拉出席遥

野能夠看到自己的漫畫成爲
鮮活的動畫作品袁內心的感動無
法抑制遥眞希望大家能夠和狐妖們一
起體會人類的喜樂與哀傷遥冶小新表
示遥

回憶起當初創作這部作品袁小新
透露靈感來自于關於人與妖的古典小

説袁所以袁叶狐妖小紅娘曳的故事圍繞人
與妖之間的愛情展開袁講述了以紅娘
爲職業的狐妖袁在爲前世戀人牽紅線
過程中發生的一系列有趣尧神秘的故
事遥

近年來袁文學作品被改編成影視
劇的例子諸多袁改變後的作品常有被
吐槽不忠實原著的現象袁對此袁小新承
諾故事主軸肯定不動袁野它應該會忠於
原著冶遥對此袁姚非拉則有着不同的觀
點袁他説院野動畫是一個全新的創作袁因
爲我們漫畫也會改編成小説袁我認爲
改編的目的是爲了一部好的作品袁而
不是爲了忠實于原作遥冶

導演談行業院中國動畫已有顛覆
性變化

在動漫行業袁日本和韓國的作品
在中國接受度極高袁而國內動漫産品

卻少有得到大衆普遍瞭解和喜愛的現

象遥談及此袁王昕坦言袁近年來袁中國動
畫行業已經産生顛覆性變化袁野從我入
行開始到現在袁經歷過兩次翻天覆地
(的時期)袁第一次是做叶我爲歌狂曳的時
候袁那是一輪高峰袁但是那一輪高峰導
致所有人才全部淪陷袁然後不管是漫
畫還是動畫袁2000年幾乎進入低谷遥第
二次是電視平台的興起袁也正因此奠
定了我們這批人才的基礎冶遥

此外袁他也承認目前動畫行業存
在人才分散的問題袁野所有的人才會有
歸類和分散性袁但是怎么聚集這些人
才袁爲一個平台服務或者爲一個行業
服務袁最終是行業協會冶遥

王昕認爲袁行業協會需要人牽頭尧
組織袁並稱製作人員只是其中一部分袁
野我們可以做到分內應該做的事情袁然
後牽動整個行業把行業協會做起來遥
有人會對我們製作人負責袁我們也會
對動畫界負責冶遥

據悉袁叶狐妖小紅娘曳將于 6月 26
日網絡上線網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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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夏日的渥太華陽光明媚日的渥太華陽光明媚、、氣氣
候宜人候宜人。。據中新網消息據中新網消息，，

中國女足代表團於當地時間中國女足代表團於當地時間2121
日晚抵達渥太華日晚抵達渥太華，，下榻的酒店廣下榻的酒店廣
場紅旗招展場紅旗招展，，鮮花錦簇鮮花錦簇。。中國駐加拿中國駐加拿
大使館組織館員大使館組織館員、、華僑華人華僑華人、、留學生留學生
等近等近200200人歡迎女足姑娘人歡迎女足姑娘。。
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羅照輝與代表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羅照輝與代表

團領隊團領隊、、教練和運動員一一握手教練和運動員一一握手，，對女對女
足取得的優異戰績表示祝賀足取得的優異戰績表示祝賀，，鼓勵大鼓勵大
家再接再厲家再接再厲，，再創輝煌再創輝煌。。館員代表和館員代表和
小朋友為女足隊員獻上鮮花小朋友為女足隊員獻上鮮花，，歡迎歡迎
隊伍手舉五星紅旗隊伍手舉五星紅旗，，紛紛高呼紛紛高呼““鏗鏗
鏘玫瑰鏘玫瑰、、渥京綻放渥京綻放””等口號等口號，，為女為女

足運動員加油鼓勁足運動員加油鼓勁。。歡迎場面氣氛熱歡迎場面氣氛熱
烈烈，，振奮人心振奮人心。。

另據中國傳媒報道另據中國傳媒報道，，賽後在更衣室鼓賽後在更衣室鼓
勵隊員們時勵隊員們時，，中國足協副主席中國足協副主席、、球隊領隊于球隊領隊于
洪臣曾一度激動落淚洪臣曾一度激動落淚。。隊員韓鵬隊員韓鵬““浴血奮浴血奮
戰戰””—在比賽中頭部受傷—在比賽中頭部受傷，，但她裹着紗布堅但她裹着紗布堅
持完成比賽持完成比賽，，賽後她的傷口縫了賽後她的傷口縫了66針針。。

足協足協 總局已制定獎勵方案總局已制定獎勵方案
對此對此，，于洪臣告于洪臣告

訴媒體訴媒體：“：“賽後第一賽後第一
時間時間，，蔡主席蔡主席（（蔡振蔡振
華華））發來信息發來信息，，他也他也

是含着淚看完了是含着淚看完了

比賽比賽，，為姑娘們的拚搏精神所感動為姑娘們的拚搏精神所感動。”。”
對於女足姑娘的獎勵問題對於女足姑娘的獎勵問題，，于洪臣透于洪臣透

露露，，足協和總局已制定出一套獎勵方案足協和總局已制定出一套獎勵方案。。
““因為我在前方因為我在前方，，我只知道方案出台了我只知道方案出台了，，具具
體數字我不知道體數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比歷屆都更但是我知道比歷屆都更
高高。。如果女足表現好如果女足表現好，，社會贊助多社會贊助多，，可能獎可能獎
勵會更多勵會更多。”。”于洪臣說于洪臣說。。
而網友也呼籲為女足隊員加薪而網友也呼籲為女足隊員加薪：“：“別別

整虛的整虛的，，給女足姑娘們來點實惠的給女足姑娘們來點實惠的。”。”據了據了
解解，，目前女足隊員的待遇有所改善目前女足隊員的待遇有所改善。。在俱樂在俱樂
部設立獎金機制的背景下部設立獎金機制的背景下，，目前有少部分女目前有少部分女
超主力球員年收入能達人民幣超主力球員年收入能達人民幣3030至至4040萬萬。。
足協希望能讓一半以上的女足隊員收入達到足協希望能讓一半以上的女足隊員收入達到
這個數字這個數字。。
女足世界盃八強賽女足世界盃八強賽，，中國隊將於中國隊將於2626日日

晚在渥太華道明體育場迎戰美國與哥倫比亞晚在渥太華道明體育場迎戰美國與哥倫比亞
隊的勝者隊的勝者。。
本屆世界盃加拿大有埃德蒙頓本屆世界盃加拿大有埃德蒙頓、、溫哥溫哥

華華、、溫尼伯溫尼伯、、蒙特利爾蒙特利爾、、渥太華及蒙克頓等渥太華及蒙克頓等
66個城市參與舉辦個城市參與舉辦，，一共有一共有5252場賽事場賽事，，總決總決
賽將於賽將於77月月55日下午日下午44時在溫哥華舉行時在溫哥華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陳曉莉

中國女足以1：0擊敗喀麥隆成功闖入

加拿大女足世界盃八強後，當地時

間21日晚由埃德蒙頓轉

赴渥太華，備戰26日晚

（北京時間27日晨7時

30 分）進行的八強

賽。由於中國女足

戰績可喜，在前

方督戰的足協

副主席、球隊

領 隊 于 洪 臣 透

露，足協和體育

總局已制定出一

套獎勵方案，

料 獎 金 額 空

前。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2121日日，，加拿大女足世界盃進行了加拿大女足世界盃進行了33場場1616強賽強賽，，澳洲隊澳洲隊
以以11：：00淘汰奪冠熱門巴西淘汰奪冠熱門巴西，，爆出本屆盃賽目前的最大冷門爆出本屆盃賽目前的最大冷門。。
““桑巴軍團桑巴軍團””歷來在足球版圖上佔據着重要位置歷來在足球版圖上佔據着重要位置。。從未缺席過從未缺席過

世界盃並在世界盃並在20072007年獲得世界盃亞軍的巴西女足同樣是歷屆盃賽的奪年獲得世界盃亞軍的巴西女足同樣是歷屆盃賽的奪
冠熱門冠熱門，，近幾年的實力下滑並未妨礙其在本屆盃賽中以近幾年的實力下滑並未妨礙其在本屆盃賽中以33戰全勝的傲戰全勝的傲
人成績小組出線人成績小組出線。。
澳洲隊雖然也是世界盃賽的常客澳洲隊雖然也是世界盃賽的常客，，但此前卻從未在淘汰賽階段但此前卻從未在淘汰賽階段

取得過一次的勝利取得過一次的勝利，，因此賽前巴西隊被認為會順利晉級因此賽前巴西隊被認為會順利晉級。。
比賽在細雨中的蒙克頓體育場進行比賽在細雨中的蒙克頓體育場進行。。有些濕滑的場地更適合澳有些濕滑的場地更適合澳

洲隊的高舉高打洲隊的高舉高打，，但個人技術出眾的巴西隊仍然佔據着場上的優但個人技術出眾的巴西隊仍然佔據着場上的優
勢勢，，上半場就有一記頗有威脅的遠射上半場就有一記頗有威脅的遠射。。第第6363分鐘時分鐘時，，巴西隊巴西隊
的一次射門打在球門的右柱彈出的一次射門打在球門的右柱彈出，，錯失了領先的絕佳機錯失了領先的絕佳機
會會。。
第第8080分鐘分鐘，，澳洲隊斷球反擊澳洲隊斷球反擊，，維安娜大力轟射維安娜大力轟射，，巴西巴西

門將撲救脫手門將撲救脫手，，替補上場的西蒙快速跟上補射破門替補上場的西蒙快速跟上補射破門，，射射
進了本場比賽的唯一進球進了本場比賽的唯一進球。。澳洲隊也因此成為繼澳洲隊也因此成為繼
中國隊之後第二支晉級八強的亞中國隊之後第二支晉級八強的亞
洲區球隊洲區球隊。。 ■■中新社中新社

澳洲澳洲爆冷淘汰爆冷淘汰巴西巴西晉級晉級

國際游泳名人堂
當地時間20日晚在美
國加州聖塔克拉拉舉
行入堂儀式，被譽為
中國“跳水之父”的
梁伯熙以及中國跳水
運動員勞麗詩分別選
入名人堂“先鋒跳水
運動員”和“跳水運
動員”。
國際游泳名人堂總裁布魯

斯．維格當晚在接受新華社記
者採訪時說，梁伯熙、勞麗詩
入選名人堂，無疑將激勵年輕
一代跳水運動員。名人堂向全
世界敞開大門，期待有更多中
國運動員能夠進入名人堂。
梁伯熙是第一任國家跳水

隊總教練，曾培養出大批世界
級的跳水冠軍和教練員，其中
包括中國第一位世界大賽冠軍
陳肖霞、中國第一個男子世界
冠軍李宏平、前世界冠軍童輝
等。
“（進入名人堂）是對我

60 多年跳水生涯最好的肯
定，”梁伯熙對記者說。“中
國跳水運動員的水平越來越
高，希望他們拿到更多的冠
軍。”

勞麗詩曾代表中國隊參加
2004年雅典奧運會，奪得女子
10米跳台雙人冠軍，並奪得個
人銀牌。退役後經營自己的淘
寶網站。
此次，與梁伯熙和勞麗詩

一起入選名人堂的還有荷蘭、
澳洲、羅馬尼亞、美國、克羅
地亞、日本、意大利等國家的
游泳、跳水、水球、花游項目
人士。
1994年，國際游泳名人堂

迎來的第一個中國選手是1984
年洛杉磯奧運會女子10米台冠
軍周繼紅。此後，許艷梅、高
敏、田亮、孫淑偉、譚良德、
熊倪、伏明霞、彭勃、穆祥雄
與其父穆成寬、戚烈雲、胡
佳、徐益明等跳水、游泳項目
知名人士也相繼入選。

■新華社

梁伯熙梁伯熙 勞麗詩勞麗詩晉國際游泳名人堂晉國際游泳名人堂
2015年女

排總統盃22日
在葉卡捷琳堡
落 下 帷 幕 ，
U20中國國青
在最後一輪比
賽以0：3不敵

東道主俄羅斯，屈居亞軍，俄羅斯則豪取4
連勝榮膺總統盃的“9冠王”。

此次總統盃賽，中國派出20歲或以下
的年輕球手赴賽，她們在單循環賽中分別以
3：1力擒捷克、3：1闖關哈薩克、3：0輕

取以色列，憑借3連勝積9分、勝負局9：2
落後於東道主位居次席；反觀俄羅斯則依次
以3：0零封以色列、捷克和哈薩克，同樣3
連勝積9分，憑勝負局9：0高居榜首。末輪
中俄對壘成為名副其實的冠軍之爭。
但這場終極對決，國青的一傳體系明

顯成為致命弱點，掙扎三局後以10：25、
21：25、15：25不敵。這樣，俄羅斯總成
績4勝0負12分、勝負局12：0，繼2003、
2004、2005、2008、2009、2010、2012、
2013年後第9次奪魁。中國3勝1負9分、
勝負局9：5屈居亞軍。 ■記者 陳曉莉

國青女排奪總統盃亞軍

女足世界盃淘汰賽
中國

喀麥隆

美國

23日 06:00

哥倫比亞

德國

瑞典

法國

韓國

巴西

澳洲

日本

24日 10:00

荷蘭

挪威

23日 05:00

英格蘭

加拿大

瑞士

冠軍

中國
1:0

德國
4:1

法國
3:0

澳洲
1:0

加拿大
1:0

■■韓鵬韓鵬““浴血奮戰
浴血奮戰”，”，

傷口縫了
傷口縫了66針針。。 路透社路透社

■■梁伯熙梁伯熙（（右右））獲頒獲頒
名人堂證書名人堂證書。。 新華社新華社

■■巴西遺憾出巴西遺憾出
局局。。 法新社法新社

■■王霜王霜（（下下））與球迷慶祝
與球迷慶祝

女足晉級八強
女足晉級八強。。 新華社新華社

■■勞麗詩在女子勞麗詩在女子1010米米
台比賽中台比賽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5紅牛飄移大賽夏季賽21日在珠海
落幕，香港車手鄧智侖在當日的決賽不敵日
本車手熊久保信重，屈居亞軍，另一名香港
車手薛焜獲得季軍。
當天舉辦的追逐賽依舊按照排位賽順

序，採用首尾雙車追逐、同場PK的方式，
11位參賽車手按照之前排位賽成績組合分
別進入AB發車位兩輪競技，裁判根據賽車
飄移過程中的角度、速度、後車與前車貼合
度以及造煙程度等因素打分，車手飄移時能
否在甩尾時用車尾撞到新增道具球，也是一
個重要評分依據。
當天賽場地面溫度超40攝氏度，奪標

熱門、20日障礙賽冠軍澳洲車手瓊斯首先
進入八強，毫無懸念再次與師傅末永直登上
演膠着的“師徒追逐賽”。不幸的是末永直
登在轉彎超車時導致兩車相追，最終雙雙無
緣決賽。
鄧智侖和薛焜當天表現優異，輕鬆進

入四強。但是在決賽環節，他們輸給發揮更
加穩定的熊久保信重。
在與熊久保信重對決中，鄧智侖不論

速度和技巧都發揮到極限，他在賽後稱：
“必須多加練習，努力提高，讓自己保持住
優秀車手的地位。”

■新華社

港兩將夏季飄移大賽贏亞季

■■龔翔宇龔翔宇（（右右））在比在比
賽中扣殺賽中扣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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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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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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e Choice 5年年金計劃

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3.2%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3.2%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3.2%

第四年利率第四年利率

3.2%

第五年利率第五年利率

3.2%

⊙低解約費僅3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三年是5%﹐5%﹐5%
⊙自7/1/12起如提早解約﹐兩計劃另有MVA﹐市值調整額﹐如提早解約
⊙二計劃可以提取利息﹐每次必需高於$125
(有效日期利率自5/1/15起﹐年金利率將隨市場利率變化和新年金金額做調整)

●高利率 ●本金安全無險 ●沒有手續費用 ●累積利息延稅作用

詳情歡迎來電洽詢 281-368-7257
11720 Katy Freeway #1700 Houston, TX 77079

⊙低解約費僅5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五年是5%﹐5%﹐5%﹐5％﹐5％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2.45%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2.45%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2.45%

Secure Choice 3年年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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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杰楷年底當兵
準奶爸先秀體力

32歲修杰楷趕在役男33歲前當兵年限，今年年底
將入伍，高唱從軍樂前，他受邀新北市政府擔任 「役男
大使」，試用最新 「役男online」系統，從體檢到抽籤
到入營流程，隨時可上網查詢，現場修杰楷還與官兵比
體能，展現即將升格當奶爸的好體魄。

修杰楷與大9歲賈靜雯姊弟戀，卡在賈靜雯肚中女
兒9月將出生、還未當兵，結婚事暫放一邊，他年底要
入伍，女兒才出生2、3個月，修杰楷也表示： 「會把握
時間多陪伴、多照顧一些，希望她（女兒）會記得我。
」

他擔任役男大使，參與官兵操練戰備武器，對尚未
當兵的他而言，一切看來很新鮮，他平日就勤於健身，
和阿兵哥們比體能，做起伏地挺身，臉不紅氣不喘，表
現精壯好體力。

賈靜雯目前在家專心養胎，她昨提到被家中愛犬捉
弄，Po文稱： 「剛剛房門忽然打開，想說家裡沒人怎麼
會大白天的…結果，原來是毛寶貝miu miu在無聊呼喚
我啦！」不過她懷第2胎挺6月肚，除了肚子隆起的變
化外，身材依舊保持纖細，穿著細肩帶低胸洋裝，清涼
又性感，更引起網友關注，紛紛留言大讚： 「女神比以
前更美了！懷孕還這麼美！」直呼修杰楷好幸福。

大秀百萬腹肌
高英軒硬到缺氧

外表看似文青的高英軒，衣服下竟藏著結
實的 「百萬腹肌」，日前與劉品言出席活動時
，拉起上衣展露身材，讓對方看了又驚又羞。
他為時尚雜誌 「men's uno」分享健身心得，再
次秀 「硬梆梆」好身材，但卻直呼拍照時差點
「缺氧」， 「我想是因為拍攝時，像諧星一樣

擺Pose玩得太開心，或是一直使用肌肉，以至
於大腦缺氧。」

高英軒曾拍攝蕭亞軒 「有愛到就好」MV時
脫衣秀肌，而當時這支MV，蕭亞軒燒掉一部百
萬名車，高英軒的好身材因此獲得 「百萬腹肌
」名號。戲劇科班出身的高英軒，戲劇作品中
也少不了 「炫肌」，分別在 「双全」、 「我的
媽媽」與孫鵬、林心如上演脫衣床戲。

高英軒說，有空時每周會上健身房3、4次
，他自認： 「比起胸肌、腹肌，更覺得要練的
部位是臀腿。」在健身房他的身材也很 「吸睛
」，透露有一次到大眾池時被同一個人跟了大
約40分鐘之久， 「不論我去烤箱、蒸氣室、坐
椅子散熱，他都跟在旁邊，除了我泡最熱水池
時他沒跟進。」

偶像劇一籮筐高富帥，觀眾看膩
、男主角們也演膩了？最近幾部電視
劇男主角相當寫實的 「扮醜」，顛覆
高富帥印象，劉以豪在台視、三立
「他看她的第2眼」中雖也是高

富帥，但高中時期竟是 「一字眉
」俗男；張書豪在公視、衛視
「長不大爸爸」中，不但扮相俗

氣，連個性都讓網友直呼 「討人
厭」。
劉以豪自曝，他高中時與劇中俗
樣差不多， 「只是沒那麼多青春
痘，我媽看播出時也嚇一跳，直
說跟我讀高中一模一樣。」前晚
「他」劇收視1.98再創新高，他

戴斗笠拔蔥，還拖魏蔓下水也成
了村姑，魏蔓覺得有趣， 「如果
不是拍戲，就沒辦法體驗海女或
村姑的生活。」

張書豪 「長」劇演獸醫，穿
運動褲、雨鞋在馬廄、牧場中的

模樣相當寫實，但除了扮相，劇中不
負責任、邋遢、傻氣又白目，連他自
己都覺得很 「欠罵」， 「我自己都有
點氣，如果是我朋友，我鐵定揍他。

」但希望觀眾別這麼快放棄 「大家會
慢慢看見他的好。」他也不忘喊話：
「我本身是很負責的。」戲外是貼心

男友，曾在女友生理期煮紅棗茶。

劉以豪醜到媽大驚 張書豪白目惹人罵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5年6月23日（星期二）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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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黃宗澤(Bosco )、
黃浩然、朱千雪及陸永等22日出席新劇《警犬巴打》
造型記者會，女主角鍾嘉欣及有份演出的梁烈唯因工
作缺席。穿上警察軍裝服的Bosco22日拖警犬現
身，其間另一警犬表現活躍兼搶麥，Bosco即笑說：
“鍾嘉欣，講幾句。”Bosco表示稍後還要去上堂訓
練警犬，不過他相信很快上手，“我家裡的狗受過訓
練，指令大同小異，所以好快上手，但之後還要去跟
警犬主人學指令。”剛於內地與BB拍完節目的Bos-
co，現在又與動物合作，因而被朋友笑他是否做錯
事，與不受控的BB和狗合作。不過他最開心是可一
圓他的“軍裝夢”，以前雖然有演過警察角色，但穿
軍裝還是第一次，男人多少都有制服情意結。劇中
Bosco再次與鍾嘉欣演情侶，Bosco指今次嘉欣的角色
比《護花危情》更cool，高學歷高智商，更不屑跟他
說話。說到他那麼忙豈不是沒時間結識女友？他反
問：“有無好介紹？（內地有很多呀？）我回來香
港，不過我不分地區、國籍，但要適合，而且我真是
好忙。”
黃浩然去年因病辭演《張保仔》，休息九個月後

正式復工拍劇，他笑言今次好期待再拍劇，覺得好有
新鮮感，而且緊張到手心冒汗。劇中他飾演警察兼飾
連鎖快餐店太子，並會與扮演貪錢港女的朱千雪做情
侶，她經常游說我做回太子爺。對於在夏天要穿制服
演出，浩然坦言劇中還不乏戶外槍戰、捉賊戲，他相
信體力能應付到，而且他近半年都有跑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
穎）錢嘉樂22日為無綫節目
《娛樂3兄弟》擔任嘉賓，談
到剛過去的父親節，嘉樂滿心
歡喜地說：“女兒和太太合力
畫畫送給我，還有女兒的手印
和腳印，收到好開心。”
有女萬事足的嘉樂笑說：

“女兒現在開始懂得嗲我，又
有求必應，令我好感動，不過
盈盈多數和女兒以英文溝通，
我擔心遲些聽不明女兒說什麼。”腹大便便的盈盈預
產期是九月，這胎也是女，嘉樂打趣道：“兩個都是
女，我一副外父相，我是新鄭少秋，整個屋都是女也
很開心，覺得女兒比較孝順，之前太太外家有些事，
太太帶了女兒回去，女兒便每日致電回家，還會說
‘好想你’，自問雖孝順也做不到這樣。”問嘉樂會
否再生多個兒子？他表示視乎太太意願，因太太都想
生完這一胎，相隔一陣再算，嘉樂自己就仔女都沒所
謂，不一定要追個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朱紫嬈、可
嵐、劉威煌等21日假新
光戲院演出《歲月無聲
2.0》音樂劇，可嵐在劇
中繹演發明星夢的年輕人
為求做到歌手，可以出賣
自己肉體、出賣朋友，由
於角色初期是個天真開朗
少女，由忠變奸，當中反
差很大，她坦言演出時頗
有難度。
可嵐表示演出期間，也遇上失誤事件，試

過忘記歌詞對白，又試過趕不及換衫，幸而懂
得即時執生，若然遲了出場，便自圓其說話換
衫遲了一些，總算順利過關。因她要忙做音
樂劇，所以未能為老公準備父親節慶祝活動，
不過他們兩父子到沙灘玩得不亦樂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
植）石修同囝囝陳宇琛（Sam）
22 日為 now 觀星台節目錄
影，講到父親節，修哥表示好
驚喜，Sam煮意大利餐，有
110分，裡面加了親情分、感
受分同食物質數分。修哥又
說：“Sam送了一個遙控心臟步速計算器給我，寫了
張父親節卡，做爸爸看到都感到。其實他由小學到大
學，每逢我生日都會畫畫給我，我會儲在相簿里，之
後十幾年都沒了，所以我感動到眼淚在心裡面流。”

可嵐演音樂劇失誤連場錢嘉樂收窩心父親節禮物

陳宇琛煮愛心餐給修哥

黃宗澤新劇圓“軍裝夢”

首次執導電影的袁劍偉，與太太首度夫妻檔拍電
影外，並找來曾與嘉欣拍《男人四十》的張學

友飾演牧師，而嘉欣飾演其公司秘書。相隔十三年
再度合作的學友與嘉欣，22日一起接受訪問，學友
笑言當年二人拍《男人四十》時，感覺有點像帶新
人，現在則是嘉欣帶自己，有很大的分別。嘉欣大
讚跟學友合作的感覺很舒服，因為大家熟絡，拍起
來很放心，加上他又做定很多功課，就算沒她的戲
份都會去片場看他演戲。 記者指她其實是去看老
公？嘉欣卻笑否認。問到她在戲中是否要色誘學
友？嘉欣指住自己一身密實打扮笑說：“我這麼密
實。”

學友讚導演有美術觸覺
學友表示戲中與嘉欣本來有發展機會，但後來

決裂，問到是否導演不想二人有親熱戲？學友笑指
都懷疑有些關係，因為導演是編劇之一，親熱戲也
是點到即止，不會超過拍MV的尺度。問到學友與嘉

欣拍親熱戲可會尷尬？他說：“不會的，只是做
戲，我和她老公講，他說不看，我知道他肯定
看。”嘉欣亦表示不會尷尬，而當初亦沒有因老公
是導演而不接拍，看完劇本覺得很適合學友，所以
趁住幫學友拍MV時就央求了他幾次。學友表示接拍
的原因是因為與導演認識了很久，對方也有幫手做
梅豔芳的紀念秀，覺得他很有美術觸覺，覺得幫到
手就幫，之後再問楊老闆就一拍即合。

衛詩雅戲中暗戀學友
首次與老公一起拍戲，嘉欣稱不怕會有爭執。

學友笑指在片場聽到二人互稱對方做爸爸及媽媽，
令到他現時見到導演也會叫他做爸爸。衛詩雅在戲
中飾演基督徒，並暗戀學友。她笑言戲裡戲外都生
擒學友，經常大叫：“杜牧師，杜牧師。”學友就
對她說：“我是杜牧師，不是張學友。”她謂本身
是學友粉絲 ，所以不難演。問到與學友可有親熱
戲？她笑謂都想有，但無。

首夥老公袁劍偉拍戲首夥老公袁劍偉拍戲

林嘉欣學友林嘉欣學友親熱戲親熱戲親熱戲親熱戲親熱戲
點到即止點到即止點到即止點到即止點到即止

首夥老公袁劍偉拍戲

林嘉欣學友林嘉欣學友林嘉欣學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張學

友、林嘉欣、衛詩雅、周家怡、王喜及英
皇老闆楊受成 22日到數碼港出席電影
《暗色天堂》開鏡儀式，嘉欣與老公兼導
演袁劍偉合照時，竟表現得十分害羞，她
笑言：“我害羞。”

■■嘉欣與老公兼導嘉欣與老公兼導
演袁劍偉合照時演袁劍偉合照時，，
表現得十分害羞表現得十分害羞。。

■張學友與

林嘉欣相隔

十三年再度

合作。

■■張學友張學友、、林嘉欣林嘉欣、、衛詩雅衛詩雅、、周周
家怡及英皇老闆楊受成等出席電家怡及英皇老闆楊受成等出席電
影影《《暗色天堂暗色天堂》》開鏡儀式開鏡儀式。。

■■衛詩雅笑言戲裡戲衛詩雅笑言戲裡戲
外都暗戀學友外都暗戀學友。。

■錢嘉樂表示父親節
收窩心禮物。 ■■可嵐表示演出期間可嵐表示演出期間

遇上不少失誤事件遇上不少失誤事件。。

■■石修石修

■■穿上警察穿上警察
軍裝服的黃軍裝服的黃
宗澤拖着警宗澤拖着警
犬現身犬現身。。

■久休復出的黃浩然和朱千雪
演情侶。

■■陳宇琛陳宇琛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梁文玲）“仁美
清叙”主席黎燕珊及一班亞姐程瑤、黃景珍、陳
麗文等人，早前到秀茂坪寶達邨，出席“生命小
舵手──特殊學習需要及早識別”支援計劃的活
動，現場設有攤位遊戲、流動車及註冊社工為兒
童進行特殊學習需要的初步測試。黎燕珊指流動
車投入服務近半年，目前已有超過一萬位區內市
民接觸過該計劃，成功為逾200位兒童及早發問
題，並轉介到相關機構治療。

黎燕珊又提到於本周五重開的荔園，會於開
幕前一天舉行荔園慈善日，“仁美清叙”有幸成
為受惠機構，將安排200位來自不同地區的基層
人士率先試玩，體驗及懷緬香港人的樂園。

黎燕珊期待荔園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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