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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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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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午餐 $9.69/人; 成人晚餐及週六、日全天 $12.89/人
60歲以上老人，平日中餐$8.39/人; 晚餐及周六、日全天$10.89/人

兒童(3-8歲) $5.99/人; 兒童(9-12歲) $7.99/人

$$1212..8989//成人晚餐成人晚餐 $$1010..8989//老人晚餐老人晚餐

老人快樂時光老人快樂時光 $$77..9595//6060歲以上歲以上
（（週一至週四週一至週四））22::0000--55::0000pmpm

一單到底一單到底 穩定快速穩定快速 安全規範安全規範
名名 牌牌 優優 質質 物物 流流 企企 業業

KATY店：713-907-8633
SUGAR LAND店：281-841-8956

達拉斯店：626-689-3443
聖安東尼奧即將開業：210-518-5836
奧斯汀分店即將開業：512-815-4443

休斯頓中國城店：832-516-7116
地址：6828 Ranchester Dr. UnitB

(新新餐廳旁)
Houston, TX 77036

◆美國到中國（包括香港）的普件、快件
◆Houston範圍內，滿30磅可上門取貨
◆我們郵寄範圍廣泛，為您提供個性化決定

我們的聯繫方式：

電話： 832-605-4588 地址： 9415 Bellaire Blvd #69, Houston, TX 77036

微信： TimeExpress-HOU 電郵： Timehouston@timexpressinc.com

每磅每磅$$66
無首磅無首磅休士頓分公司

費用

最優
快速

安全

專業

清關
貼心

服務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女人習慣用化妝來遮蓋痘痘和黑眼圈，但只能掩蓋一時，根本問題
還是沒有解決。如果不從根上排除糟粕，用再好的化妝品也浪費。要想獲得光澤亮麗的皮膚，先
灌腸排毒，再做美容護膚，由內而外的美麗才是真的美麗。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你是否需要排毒呢？如果你肩膀酸痛，脖子痛;手腳冰涼;面色灰暗無光，皮
膚粗糙;腹脹腹痛、口臭;痤瘡、雀斑較多;撞傷後容易淤血;腰、膝蓋等關節痛;痛經、月經不調;肚子
、腿浮出靜脈;牙齦和嘴唇發黑;糞便臭而黑;頭痛頻發、失眠、煩躁易怒。如果你有以上的症狀和
現像，那麼表示你的腸道不夠乾淨，需要排毒。

如果您經常便秘，或者因肥胖而大腹便便，定期灌腸也可以幫您解決上面的苦惱。據說，一
生美麗的宋美齡長壽與美容秘訣就是每日洗腸護理，正是這種良好的習慣讓她能及時把體內的垃
圾排除，保持健康美麗。灌腸不但可以清潔腸道積便，還可以讓腸黏膜大量吸收水分，讓身體保
持充足的水分。對皮膚乾燥、色斑的效果較明顯，一般一個療程後皮膚的光澤、膚色都有明顯改
善，對於經常菸酒過度、大腹便便的男士也合適。

大腸是人體四大排泄器官之一，大腸本來是有分泌功能的，但如果表面上積聚了太多“垃圾
”，分泌功能就會減弱，而且乾結的大便還會把腸黏膜裡的水分吸走，導致身體的缺水。用咖啡
灌腸能糾正大腸排泄功能，減少從皮膚排泄，減輕毒素對皮膚的刺激，從而有效地治療皮膚乾燥
、痤瘡和黃褐斑等。

為什麼灌完腸以後會感覺皮膚發亮呢？那是因為腸道直接補水
了。人每天喝的水就大概2000毫升左右，灌腸時每分鐘就有2000
毫升的水進去，持續15分鐘，補水效果不錯。特別是皮膚乾燥的
人，做完灌腸排毒後皮膚就會變得水潤亮澤。做完灌腸排毒後再做
美容護膚則猶如錦上添花，讓你從內而外散發動人的魅力。

美容護膚就是俗稱的“做臉”，包括清潔、去角質、清痘痘粉
刺、按摩及敷臉等程序。仔細看看這些步驟，你就會發現，每個步
驟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適度的清潔讓皮膚感覺清爽無負擔、去除老廢角質使肌膚平滑柔順,讓角質可
以有正常的代謝、適度清除明顯惱人的痘痘粉刺讓肌膚乾淨無暇、再加上敷臉和按摩都可加強保
養成分的吸收並可以獲得休息放鬆的效果，不要說做完臉的舒適,會使人煥然一新、像整個人都活
了起來。做臉至少兩週進行一次，對膚質的提升的確有明顯幫助。

由有三十年醫院工作經驗的註冊護士Judy主理的新世紀養生學苑提供獨特的體驗教學及養生
服務，教您清腸排毒、滋養修補、預防大腸癌；改善亞健康體質，徹底告別便秘、口臭、失眠、
頭痛、倦怠、暗瘡、濕疹以及慢性疾病等。 “灌腸排毒加美容護膚”套裝首次體驗價只要40元
（半價優惠）。
諮詢電話：281-546-1018。地址：6515 Corporate Dr, #L, Houston, TX77036。

灌腸排毒加美容護膚灌腸排毒加美容護膚，，美麗由內而外美麗由內而外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
多人長期腰痛背痛頸痛，這
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
椎間盤突出。椎間盤突出分
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間盤
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
腿痛常見原因之一，其主要
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
間盤突出又名腰椎間盤纖維
環破裂癥或腰椎間盤髓核突
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
脫”或“腰突”。它是指人
體隨著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
傷和積累性外傷等原因，使
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
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
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
起的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
腿痛癥狀的骨科常見病、多
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
腰骨底部疼痛，下肢放射性
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
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
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
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
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
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
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
。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
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維環
破裂，髓核向後或後外側突
出，壓迫脊神經根引起腰腿
痛，坐骨神經痛是腰間盤突

出癥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

見於青壯年，有明顯
的頸部外傷史或有長
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
業史。神經根受壓者
，出現頸部、肩部、
上背部劇烈疼痛，伴
上肢放射性神經痛；
頸部運動和睡眠時，
疼痛加重。肌力下降
，腱反射減弱或消失
，臂叢神經牽拉試驗
陽性。部分患者出現
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
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
生治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
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
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
，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
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
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
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
，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
整個療程費用比手術治療時
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
術MRI診斷治療，病人躺在
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
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
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

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
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
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
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
80%。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
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
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
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
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 址 ： http:txspinalcare.

com
主診所地址：9610 wes-

theimer road, Houston, Tex-
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
（8am -6pm）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傳動系統異響：

萬向節和花鍵鬆動發出異響表

現為：在汽車起步時，車身發抖，

並聽到有“格啦，格啦”的撞擊聲

，在改變車速，尤其是在緩慢行駛

時，響聲更加明顯。其原因是：萬

向節軸及滾針磨損變松，或滾針斷

碎；傳動軸的花鍵齒與叉管的花鍵

槽磨損量過大；變速器輸出軸上的

花鍵齒與凸緣的花鍵槽磨損過大；

各處連接部分的固定螺絲鬆動。

中間軸承裝置異響：

中間軸承的異響表現為：汽車

在行駛中發出一種“嗚，嗚”的響

聲，車速越快，響聲越大。其原因

是：中間軸承磨損過大或缺少潤滑

油；中間軸承偏位或螺絲鬆動；中

間軸承損壞，滾珠脫落；中

間軸承支架螺絲鬆動，位置

偏斜。

離合器分離不徹底：

離合器分離不徹底表現為

：經常出現換檔困難，牙齒

發響。掛上檔後，不抬離合

器踏板，車輛就行駛或發動

機熄火。其原因是：離合器

踏板的自由行程過大；從動

盤變形翹曲；磨擦片破壞或

鉚釘鬆動；更換磨擦片後，

新磨擦片過厚或磨擦片的正

反裝錯，使其不能分離；分

離槓桿的內端不在同一平面

內；分離槓桿的螺釘鬆動；

離合器片的花鍵槽與變速器輸入軸

的花鍵齒配合過緊或有鏽蝕、有髒

物，使其移動發澀而不能分離；離

合器浮動銷脫出；雙片離合器中間

壓板限位螺釘調整不當，個別支撐

彈簧折斷或過軟，中間壓板磨損變

薄；液壓操縱離合器漏油或液壓系

統中存在空氣。

汽車起步震動：

汽車起步震動表現為：汽車起

步時，離合器結合不平穩，而使車

身發生震抖。其原因是：離合器沾

有油污；鉚釘頭露出而刮壓板；磨

擦片不平；鋼板翹曲；離合器片的

花鍵槽與變速器輸入軸的花鍵齒因

磨損而鬆曠；壓闆卡澀或彈簧的彈

力不均；踏板回位彈簧折斷或脫落

；離合器軸承在導管上沾有髒物而

滯澀，各分離槓桿高低不一；分離

叉軸與襯套磨損過大；發動機固定

螺絲鬆動；變速器與飛輪殼的固定

螺絲鬆動。

換檔困難：

換檔困難表現為：換檔時，齒

輪因撞擊而發出響聲。其原因是：

離合器不能徹底分離；齒輪油不足

或不合適，因牙齒膨脹使嚙合間隙

變小；齒合套或同步器總成磨損；

新換齒輪端部倒角太小。

齒輪的嚙合噪音：

齒輪的嚙合噪音表現為：齒輪

傳動時有噪音，車速越快，噪音越

大。齒輪磨損過大或因軸承鬆動而

引起的齒側間隙過大；因變速叉或

螺絲凸出而刮、碰齒輪；軸承因磨

損而變松；潤滑油量不足或潤滑油

（齒輪油）的粘度不符合要求。

變速器響聲的分辨：

將變速器放置空檔，仔細察聽響聲

的特徵，然後掛檔行駛，如果響聲

有變化，再將後橋頂起，若響聲仍

與行駛時一樣，一般是變速器有故

障。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汽車傳動系統常見故障

認識易經認識易經，，學會占卦學會占卦
20152015年衍易實用占卦班年衍易實用占卦班88月月2323日開課日開課

（本報記者秦鴻鈞）身為華夏子孫，不能不認識祖先
的智慧遺產：易經。要掌握人生的方向，應該要學會古人
的智慧結晶：占卦。

衍易工作坊的諸多課程中，她認為大家都應該學的有
三門：實用面相班，風水格局班與實用占卦班。前二門
（面相與格局）最容易入手，也非常實用，而 「占卦班」
則是衍易老師最重視的一個班——因為它與 「易經」的關
聯性最密切。

她這個班（占卦初級班），一共八個小時，前四小時
，認識易經八卦與六十四卦，學習如何占卦，如何點卦，
後四小時：了解如何解釋占卦結果，學習正確的占卦心態
，以及注意事項。以上八個小時的課程，教會您有關易經
的基本知識，同時學會如何利用占卦為自己解決疑難，卜
問吉凶。

衍易老師說： 「易經」卦象裡，包含許多不可思議的
人生哲理！由於中國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大多
數中國人心目中都認為：人事興衰，可以通過自然變化表
現出來。根據歷史記載，古人確實經由占卜過程，達到預
測將來的目的。我們可以說，占卦自古以來即一方面是一
種神秘主義，而另一方面，則是各種自然科學的實際應用
計算，以及前人經驗的不斷累積。
衍易工作坊為幫助大家了解占卦的意義，並且親身體驗占

卦的實際作用，特於 8月23開設實用占卦班；以深入淺出
的課程內容，教導學員認識易經的基本概念，以及占卦、
判卦方法。初級班八個小時結束，就能實際運用。
初級班開課日期：8月23日、8月30日下午2點 – 6點。
學完初級班之後，如果感覺興猶未盡，衍易老師將陸續以
3個等級課程，更深入的傳授點卦的.驟、裝卦及演算的方
法，並介紹易經的八宮六十四卦、陰陽五行的生剋關係，
解卦的注意事項等等。
衍易老師畢生以推衍 「易經」為志業。她所推出的實用占
卦班，希望能傳授延續 「易經」中最淺顯實用的 「占卦」
部份。這個班，目前是德州唯一的 「占卦班」課程，有不
少外州學生慕名前來學習，該班每兩年只開一次，休士頓
的朋友更應該好好把握良機。
占卦課程的時間/日期及內容如下：初級班（第一級）：8
月 23日、8月 30日。4小時教授文王卦的占卦點卦的方法
，以及注意事項。4小時教授文王卦的八宮六十四卦，以
及簡易判卦法。進階班（第二級）：9月13日，9月20日
，下午2點 – 6點。4小時教授爻的生克關係，裝卦的方
法，解卦的步驟。4小時教授動爻，變爻的關係，利用用
神判卦的方法。精進班（第三級）：10月4日，10月11日
，下午2點 – 6點。教授本卦與變卦的生克關係；元用忌
仇四神彼此的作用；占卦時間對占卦結果的影響力。深研

班（第四級）：11月3日，11月10日，下午2點 – 6點。
4小時教授日月建與各爻會合沖克的變化。4小時占卦問事
的判斷，與實例判卦分析。
占卦班採用小班教學，除第一級（初級班）可以單獨成一
單元外，其他各級都有相當的關聯性，無法中途插班。名
額有限，有心學占卦的朋友，請儘早報名。初級班費用
$200元，以後各級每班 $160，（舊生復習同樣課程$40）
。詳情查詢及報名電話：832-417-8168，832-202-5751
。

王朝旅遊被邀主辦王朝旅遊被邀主辦 慶祝雙十國慶回台灣遊團慶祝雙十國慶回台灣遊團
 
















（本報訊）休斯頓王朝旅遊被邀舉辦雙十國慶回台團
，順道遊台灣環島8天以配合中華民國國慶活動。現已開
始接受報名了，歡迎僑胞踴躍報名參加. 雙十團十月一日
由休斯頓出發。行程安排搭乘長榮航空，可以自由提前出
發或延後歸來。

慶祝國慶活動行程包括:
• 10月2日至9日, 台灣環島8天遊，行程將游覽：台北
，日月潭，南投，高雄，花蓮等，品嚐台灣特色美食：鼎
泰豐中式料理，台一農場+花草餐，包食宿，讓僑胞真正
感受到旅遊台灣的樂趣。團費$299，
• 十月九日在小巨蛋的'四海同心聯歡大會”(自費食宿)
• 十月十日總統府慶典，參加”慶祝中華民國104 年雙十國
慶的大典。(自費食宿)
• 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綠島三天遊(自費參加)，凡符合資
格並辦妥入關手續，僑委會每人可補助部分綠島三天遊的旅費
。
• 10月15日至21日，亦可自由再參加廈門，福州，武夷山

七天之旅。由台北往返廈門。 團費$99
所有團費不包括機票。
王朝旅遊舉辦台灣回國團多年，贏得優良口碑，現主辦僑

胞參加雙十國慶活動，並拜訪多處必遊重點旅遊城市與景點，
及品嚐台灣當地特色美食，台灣是好山好水好地方。

有關回國參加台灣環島8天遊的問題，請電713-981-8868
或親臨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A14 ，Houston, TX, 77479
休斯頓中國城敦煌廣場隔壁精英廣場內。

文化與舞蹈藝術是一輩子的堅持
八月十五日 「花許梨美舞蹈學院」 舞展，令人感動的時刻

天忌英才,大專校聯會痛失棟樑
理事長范增瑩女士今告別式













 

（本報訊）大專校聯會理事長范增瑩女士慟於二零一
五年七月二十四日逝世於貝勒聖路克醫學中心，家人摯友隨侍
在側，享壽六十三歲。葬禮已定於八月八日上午十時於 Me-
morial Oaks Funeral Home 舉行, 地址為 13001 Katy Fwy, Hous-
ton TX 77079，隨即引發火葬。守靈禮則於八月七日晚在同址
進行。

范增瑩理事長年初剛接管理事會身體即感不適，三月底開
始住院檢查，與淋巴癌奮戰四個月後終歸不治。生病期間仍關

懷會務殷殷垂詢；天忌英才，晴天霹靂，夲會痛
失棟樑,聞耗震驚傷痛莫名。

范增瑩2002年因出任北一女校友會會長加入
大專校聯會理事會， 2004年7月接任校聯會會長
，2005年卸任後代表校聯會擔任休士頓華人愛心
組織召集人，又於2007年擔任任風雅集召集人多

年。風雅集卸任後留任常務委員，並加入新成立之退休計劃委
員會積極參與會務。 2015年初接任理事長，為大專校聯會及僑
社貢獻良多。

範理事長出生書香世家，為範公啟明次女，自小天資聰穎
，勤學儉良，更兼具藝術、審美天賦。中學及大學期間師事張
大千衣鉢傳人國畫大師孫雲生先生，長於山水，仕女、花鳥，
深得大師讚賞，並曾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參與師生聯展。增瑩曾
就讀國語實小，古亭女中，北一女； 台灣大學農化系畢業後來

美深造。榮獲波士頓大學化學碩士學位後即任職於休休士頓德
州大學醫學中心，數年後轉任藥廠，又轉環保分析及稽核公司
，退休時任資深稽核。

增瑩理事長於1978年在休士頓與大學同窗蔡亞麟教授結縭
。育有一子振德，2012 年與林琳小姐完婚，長孫聖濂出生於
2014年，次孫亦將於年底出世。兩千年愛兒進入大學就讀後開
始參與僑界活動。理事長待人接物親和得體、勇於任事、無私
奉獻、思緒慎密、長於組織策劃，是優質的領導人，亦是共事
的好夥伴。她生性活潑、能言善道、外型嬌美、熱愛舞蹈、精
於女紅，更是夲會舞蹈、服裝走秀的主軸。歲月似乎未曾在她
臉上留下痕跡，反因時序歷練愈顯典雅大方。

理事長英年早逝，然其音容笑貌、無私大公及對夲會之貢
獻，將長存人心與本會歷史共榮。

（本報訊）（休士頓/秦鴻鈞）每次週末到
僑教中心採訪，經過 「花許梨美舞蹈學院」的教
室，我都會站在門邊默默觀看良久，看她教學的
認真，關注，一直在思索，是什麼力量，讓她無
怨無悔的投入，三十五年如一日？！每一位上台
的學生，都是她從他們三，四歲時，一個個捏塑
出來的，從不假手他人。這也使我想到，與花老
師同時出來的舞蹈老師們，現在一個個都當了老
闆，請老師授課，唯獨花老師親力親為。她把教
舞看作一份 「事業」，中華文化的精神，就在她
一點一滴的傳授中，在小孩的內心裡生根，發芽
， 成為他們一輩子生命的滋養。

也因為老師教舞不這麼商業化，小孩子格外
珍惜這每週一次的上課機會，尤其是每年一次的
「舞展」，小朋友更卯盡全力，利用每一分課餘

的時間苦練，以期在每年一度的 「舞展」中，有
「超水準」的演出。

「花許梨美舞蹈學院」的舞展，無論舞蹈設
計，技巧，服裝，音樂，均居上乘，到達 「專業
」程度，每一年皆致力在 「傳統」方面的努力，
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評其為 「毫無雜質」，不離
開原汁原味的 「傳統」作品的編作，在海外各家
各派紛陳的今日，尤其難得。

隨著演出時間的逼近，小朋友的認真以及與
花老師之間的默契，也一天天的加深，尤其今年
幾個獨舞的同學，有自己的氣質，在展現她們舞

蹈的過程，看了令人感動，花老師也對她們達到
這種程度讚賞有加。

花老師每年一度的 「舞展」，也是所有學生
家長們全力以赴的成果。如Jim Ou設計的廣告，
連續三張皆令人眼前一亮，才氣逼人。還有孫德
甦（Simon Suen）拍的照片，在剎那間捕捉小朋
友舞蹈的精髓，令人歎為觀止。更值得一提的是
學生家長戴啟智的 「舞台燈光設計」更是把僑教
中心的燈光發揮到極致。

到底舞蹈對小朋友有多大的吸引力，花老師
舉了一個她的學生Judy的例子。Judy從小隨花老
師練舞，從未間斷過。可是她上高中以後就沒來
過。有一次舞展結束，她出現在花老師的面前，
只說： 「花老師！我好想跳！」，花老師有一次
跟她的母親溝通。Judy的母親說： 「我就是想把
她最喜歡的東西，停掉！」原來Judy的動作太慢
，每晚功課都要做到一兩點。去年九月她回來練
舞，她告訴老師： 「我現在上班了，我可以自己
付學費，我可以想學什麼就學什麼了。」這次舞
展，Judy就跳了 「波弄影」， 「荷」， 「農家閒
趣」， 「太平鼓舞」等四隻舞蹈。可見 「舞蹈」
之夢，只要堅持，終有 「圓夢」的一天。

還有獨舞 「儷人」，長長的水袖，練到每次
排練結束，所有的家長都拍手不止。花老師表示
：在這裡教了 34 年的舞蹈，即將邁入第 35 年，
她與這些學生的緣分，也是說不盡的。很多已畢

業多年的學生，每次舞展，總要回來排舞。看她
們在一場場的演出中全力以赴，放下所有的工作
，在服裝，化妝方面，也是用心呈現，不敢稍微
有懈怠，尤其這些 「服裝」，熟悉內情的人都知
道——這可是花了不少的錢呢。

花老師表示：每年大家都 「義務」幫忙，很
感動，甚至連一般人看不到的小地方，也不忘從
旁幫她，力求演出完美。同時，她也在不斷的磨
練中，看出小朋友在改變——氣質出眾，自信。
尤其 「獨舞」更顯出舞者的毅力，體力，以及內
心對舞蹈的喜愛。

在時間的長流裡，能永遠維持內心對文化，
藝術堅持的，往往不是學校強逼式，填鴨式的督
促——那些人也許可進入名校，但可能畢業後從
此不碰書本，只有發自內心對學科的喜愛，興趣
，往往成為人生中的涓涓細流——成為每個人一
輩子的堅持。舞蹈亦然。而花許梨美老師正深諳
此道理，她讓文化與舞蹈藝術成為學生們一輩子
的堅持，即使跳了三十多年也從未厭倦！

「花許梨美舞蹈學院」年度舞展，將於八月
十五日（下週六）晚間七時，在僑教中心大禮堂
正式登場。歡迎大家不要錯過這次欣賞中華傳統
舞藝的機會。售票地點在：長城書局，東方書局
，詳情請致電：281-980-4723

花許梨美舞蹈學院年度舞展，將於八月十五
日 ( 星期六 ) 晚間七時，在僑教中心大禮堂正
式登場。歡迎大家不要錯過這次欣賞中華傳
統舞藝的機會，售票地點在長城書店，東方
書局。有關詳情請洽 281-980-4723 。



CC22休城社區 CC1515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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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信念
竭盡所能﹐為您提供誠信﹐

熱心﹐省錢﹐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負責人 CLU

呂振益 J.Eric Lu
保險師

外地（800）350-1078 Fax:713-988-6886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餐館及商業
˙房屋及水災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員工保險
˙地產保險
＊此保險單(及保險計劃書)
若有提供為僅有之正式
版本﹐且以英文為準﹒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服務客戶逾20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www.farmersagent.com/jlu

713-988-0788

J. Eric Lu
Insurance Agency

呂氏
保險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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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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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您把汽車和房屋一起投
State Farm＊開始，就可平
均節省$763保費！＊更可享
受State Farm代理人的個
人化服務，適合的保障，迅
速公平的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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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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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075 State Farm-Bloomlngton, IL

許宏婷
Winnie Hui
CLU CPA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Cell: 281-772-3972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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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有經驗,穩重的保險經紀人。

代理上百家A級保險公司

Personal個人保險
Home房屋
Auto汽車
Life人壽
Health健康

Commercial商業保險
Property產業
Restaruant餐館
ShoppingCenter購物中心
Office Building辦公大樓

優勝保險
www.ChampionsIG.com

李仕球李仕球

Champions Insurance Group

英文專線：832-484-8899英語、西班牙語 中文專線：713-446-9185國語、粵語、福州、福建、台語

5307 FM 1960 Rd. W.Ste B, Houston, TX 77069★專精房屋及商業保險★

一通電話一通電話一通電話
立即省錢立即省錢立即省錢

優勝保險，你值得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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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Medicaid & Medi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請注意：

今年德州的七個郡，包括Harris County，為減少保險的濫用，減

低費用，交由第三方管理公司管理，將您列入MMP的保險計劃，

您今年4月至8月底，會陸續收到這家公司的來信，您的計劃則

會自動轉入MMP計劃中去，MMP計劃較新，有很多醫生和藥店

還不在此網絡裏邊，如果您還去看原來的醫生，您會突然發現自

己的保險不能報銷了，MMP計劃有很多限制，有許多藥要自費，

現在有很多被保人都不願意被轉入，若您是Medicaid & Medi-

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歡迎您與我聯絡，我們可免費幫您查看

是否被轉，免費諮詢，并免費幫您保留原來的計劃。

詢問有關本校$10,000的獎學金的詳情

˙中外中醫名流授課
˙中西醫學多元化教學
˙學科及臨床並重
˙全時或半時上課
˙日班或夜班課程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開張期間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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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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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

3528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99大華同一廣場）

832-999-4921

夏令營招生 (可選擇半天或全天課)

˙暑期 II : 7月6曰至7月31曰
˙暑期III : 8月3日至8月21日

˙(高 , 中, 小學) 數學, 英文閱讀, 自然科學 -輔導並做考前準備
˙赴國家級數學競賽MATHCOUNTS, AMC8/10, AIME的參賽準備

(詳情請至www.starlearning.com)

推薦獎金: 凡推薦您的朋友來
報名, 雙方皆可獲得$50 明星學院明星學院,,幫助您的孩子贏在起跑點上幫助您的孩子贏在起跑點上..

夏令營地址: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

●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 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
治治治
主主主

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星期六 2015年8月8日 Saturday, August 8, 2015 星期六 2015年8月8日 Saturday, August 8, 2015

休士頓台灣商會於休士頓台灣商會於88月月33日在珍寶海鮮餐廳歡迎日在珍寶海鮮餐廳歡迎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組長陳福生和外交部主事董凱峰抵休履新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組長陳福生和外交部主事董凱峰抵休履新

台商會會長陳志宏台商會會長陳志宏,,副會長周政賢副會長周政賢,,處長黃敏境處長黃敏境,,副處長齊永強歡迎新到任休士頓台副處長齊永強歡迎新到任休士頓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組長陳福生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組長陳福生,,外交部主事董凱峰外交部主事董凱峰((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台灣商會於8月3日下午6時30分至

下午9時30分在珍寶海鮮餐廳，舉行歡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經濟組組長陳福生和外交部主事董凱峰抵休履新晚宴, 席

開6桌. 陳志宏會長, 周政賢副會長, 歷屆會長林飛虎, 李雄, 張世

勳, 方台生, 鄭嘉明, 王敦正, 張智嘉,榮譽副會長陳瑩, 楊崇肯, 秘

書長張園立,理事簡文雄, 楊禮維, 林重光, 劉元正, 梁競輝, 徐世鋼

, 古玉枝, 陳元憲, 曾昭德,黃榮富; 秘書呂明雪, 會員方鮀生, 陳元

華, 王明, 丁方印,Robert何, 廖裕徵, 林陽, 陳勝彥夫婦, 洪明月,陳

姗姗, 林重光夫人, 黃榮富夫人, 陳啟輝, 徐堯亮, 駐休士頓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邱瓊慧夫婦, 齊永強副處長, 張琍琍秘

書夫婦黃鈺程秘書, 俞欣嫻秘書, 吳宜侃秘書, 黃浩秘書,教育組周

慧宜組長. 科技組游慧光組長, 經濟組王杰舜秘書, 台灣書院劉月

琴副主任, 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歡聚一堂並熱烈迎接新上任駐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組長陳福生和外交部主事董凱

峰抵休履新, 陳志宏會長代表台灣商會表示歡迎之意, 台灣商會今

天特別歡迎經濟組陳福生組長及外交部主事董凱峰.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應邀致詞, 每個月

都期待這一天, 上次距這個月,2個月了. 這是一個大家很熱絡的場

合. 凝聚力的場合. 休士頓有很多僑團裏面台商會是一個歷史悠久

, 而且凝聚力非常強. 永遠的副會長周政賢功不可沒, 很多前任會

長都領導這團隊, 服務過給大家一個共同奉獻. 陳志宏會長這次特

別跟休士頓市長Annise Parker, 王僑務諮詢委員, 李雄僑務顧問到

台北市訪問, 跟市長回來, 收獲很豐盛. 今天很高興來參加很特別

經濟組陳福生組長加入我們, 從以色列過來, 時差8小時, 可以講

沒時差. 外交部來新同事董凱峰也服務好幾年,2個小孩都是很活

潑, 這次他第一次外放, 到這邊服務也是剛到, 市長到台北那一天,

他到休士頓, 最近有新的生力軍. 經文處也沒有停過, 最近長榮航

空直航, 來這邊接送也比較多, 到中南美洲, 甚至有一些僑胞急難

救助事項, 臨時身體不舒服, 有一次我們何仁傑組長晚上11點多

接到電話, 老人家回去身體不舒服, 帶著他到醫院, 好了並為他訂

旅館, 回到家裏面, 早上5點, 上午8繼續上班. 祝大

家身體健康, 笑口常開, 身心快樂.

新到任的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

組陳福生組長致詞時台語向大家問候, 大家晚安,

大家好。我個人在經濟部將近30年, 走過的地方,

還算蠻多的, 我算是比較配合的, 每個地方我大摡

會待6年, 所以時間雖然過的很快, 我的前一任在以

色列. 以色列是我待過最短時間. 我相信大家都知

道, 以色列時都有戰亂, 以色列四周都有敵人, 只要

打敗一次就完了, 就沒了. 他們說過[我們永遠不會

打敗一次]. 我相信各位應該了解台灣, 我們也永遠

不會被打敗過一次. 台灣經濟永遠接受挑戰, 也有

很多困難, 不過我要呼籲大家, 台灣經濟事實上蠻

強, 以色列排名在我們台灣的後面, 以色列排名18,

21名, 台灣排名第11. 以前我都在東南亞, 台商會我

們在外地最大的, 所以我相信, 台商的熱情我也感

受到. 經濟部希望台商來加入TPP,TPP對我們台灣

經濟發展非常重要. 各位在此與美國作生意有什麼

困難, 一定要讓我們知道, 將來跟美國談判的時候

要拿出來, 美國這方面是不是可以讓步, 所以這個

是互相的. 經濟組在這邊就是幫各位賺錢. 新來乍

到, 還請大家多多指教, 祝大家生意成功, 家庭美滿

. 外交部主事董凱峰致詞,7月10日才剛來報到的, 我個人的話, 我

是第一次來到美國,2至3個禮拜, 感到鄉親同事無微不至的照顧,

非常的熱情, 未來或許還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還請大家多多幫忙,

多多指教, 祝大家順心如意, 身體健康.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經濟組長陳福生經濟組長陳福生,,王杰舜秘書王杰舜秘書,,主事董凱峰主事董凱峰,,休士頓台商會會長休士頓台商會會長
陳志宏陳志宏,,前會長王敦正前會長王敦正,,副會長周政賢副會長周政賢,,理事曾昭德理事曾昭德,,張園立張園立,,楊禮維楊禮維,,林先生林先生,,黃榮富黃榮富,,王明王明,,丁方印丁方印,Robert,Robert
何何,,陳啟輝在歡迎餐會上交流陳啟輝在歡迎餐會上交流((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台商會會長陳志宏休士頓台商會會長陳志宏,,副會長周政賢及歷屆會長林飛虎副會長周政賢及歷屆會長林飛虎,,李雄李雄,,張世勳張世勳,,方台生方台生,,鄭嘉明鄭嘉明,,王敦正王敦正,,
處長黃敏境處長黃敏境,,副處長齊永強歡迎台北經文處新到任的經濟組長陳福生及外交部主事董凱峰副處長齊永強歡迎台北經文處新到任的經濟組長陳福生及外交部主事董凱峰((記者黃記者黃
麗珊攝麗珊攝))



CC1414 CC33國際影視 廣告天地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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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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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

專線：832-437-4191 傳真：1-888-806-1136

VA，Lot & Construction，JUMBO專家www@katymtg.com
email:sc@katymtg.com

25307 Terrace Arbor Lane, Katy, TX 77494

CONVENTIONAL LOT/CONSTRUCTION
JUMBO FHA/VA REVERSE

Shirley C 侯璦珠
通國語，英語 Broker #969832
公司NMLS ID:994796

買屋貸款 舊款重貸 費用低廉
免手續費＊ 利息最好 準時過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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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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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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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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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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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ventional LoanConstruction Loan

不查收入 信用分數580以上FHA/VA

Hard LoanJumbo Loan Cash Out

7001 Corporate Drive #100A, Houston, Texas 77036

手機:713-825-8807
直撥:832-649-5887

NMLS ID 49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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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

通國﹑ 台語﹑ 西班牙語

www.toponemortgage.com邱黃美嘉

Email:may@toponemortgage.net

May H Chiu

誠實可靠˙專業負責˙成功率近100%

1.糖城Clements高中4/2﹐5/2﹐重新裝潢﹒木板地花崗石廚房檯面﹐新地毯﹐新油漆﹐約2200呎﹒售$239,900

2.First Colony,密蘇里市﹐原Newmark的樣品房約3100呎﹐面湖﹐木板地﹐花崗石檯面﹐3車庫﹐4/2﹑5/2 售$299,900

3.糖城TelFair 2006年建﹐約2900呎4/2,5/2保養好﹐地段佳﹐售$389,900

4.醫學中心﹐2房2衛Condo. Bellaire高中﹒GATED,24小時門房﹐警衛﹔重新裝潢﹐售$198,000.

5.糖城Clement高中﹐3/2.5/2臨湖TownHome月租$2480.

6.糖城Clement高中 3/2.5/1TownHome.近郵局及圖書館 月租$1600.

※商業 KATY, 旺鋪出售﹐位於FRY RD & $I-10公路﹒室內有2萬呎﹐外加室外地皮﹐開價一百五十萬﹒

電話：(281) 980-7671(隨時)
公司：(281) 980-7671 傳真：(281) 980-5570

糖城，醫學中心， 百利市，KATY，PEARLAND，西南各區
房屋出售迅速快捷！ 購屋置產﹐值得信賴﹐買方代表永保權益﹗

專
精秦鴻台(負責人)

JENNIFER YU

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住宅住宅
商業商業

SKY ENTERPRISES REALTY
18 GrantsLakeCircle,SugarLand TX. 77479

＊＊賣屋，免費市場估價，提供Virtual Tour網路虛擬活動畫面，保證高價盡快出售＊＊
＊＊ 請洽年業績逾千萬的Super Agent ＊＊

* HAR TOP PRODUCER PEALTOR (TOP 1% OF ALL REALTORS IN HOUSTON)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Tel: 281281--933933--00020002 Fax:Fax: 281281--933933--9898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 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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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萬。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過去26年內共售出超過2655幢房子
*全德州ERA地產公司，94/95/96年銷售
總冠軍

*97及98H.B.J全曉士頓經紀排行榜第八
及第九名

281-26KCLAM 或 281-265-2526

˙Missouri City﹐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好學區﹐2600呎﹐$29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租約到明年夏天可以收回自住﹒
˙Medical Center 2室2衛1廳﹑3室2衛一廳Condo二個單元出租﹐$900-1200﹐即將上市﹒

不定期批發房上市﹐Email to amyshaorealty@gmail.com 加入投資者商圈
˙求租Medical Center﹑DownTown及610附近庫房﹐1000-1500呎﹒

地產
精選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Amy Shao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管理管理++貸款貸款

專
精
糖
城
附
近
新
屋

貸款﹕貸款利率歷史新低﹐買屋重貸均為良機
助您買到夢之屋﹐投資房亦可,精於外國人貸款

※精於投資房地產買賣﹐批發價
一般低於市價30%-50%

請上網查詢請上網查詢www.har.com/amyshaorealtywww.har.com/amyshaorealty鑫匯地產鑫匯地產
832-878-8988 713-931-8601(O)

特別
推薦

◆糖城，Hwy6大型辦公室分租，靠近99大華，適用於課後教育，午蹈教室及大型聚會，長期、短期、臨時均可。低於市價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查詢 www.har.com/amyshowrealey現在上市房屋買賣、出租現況

上海紅木家俱公司上海紅木家俱公司

3020 Fondren Houston TX 77063
http://www.rosewoodfurniture.us Tel:(713)975-8605

ROSEWOOD FURNITUREROSEWOOD FURNITURE

推陳出新推陳出新 夏季酬賓夏季酬賓

紫檀寫字臺及雕花立櫃紫檀寫字臺及雕花立櫃

紅木雕花大床紅木雕花大床

紅木雕花沙發紅木雕花沙發（（組組））

星期六 2015年8月8日 Saturday, August 8, 2015 星期六 2015年8月8日 Saturday, August 8, 2015

女星孕期咋安胎？
徐若瑄長期臥床 周傑倫妻子閑不住

綜合報導 這段時間，高齡産婦徐

若瑄處于長期臥床的狀態，需要家人貼

身照顧。昨日，她在社交網站上透露，

打針後沒有按壓，還導致針眼處流血1

小時。

其實，娛樂圈已經當媽的女星並不

在少數，她們在懷孕期間對寶寶關懷備

至，其中，陳慧琳、李嘉欣在飲食上十

分講究，蔡少芬和徐若瑄等人卻因身體

原因吃盡了苦頭，而周傑倫妻子昆淩則

顯得很輕松，挺著孕肚還不忘工作。

徐若瑄辛苦安胎長期臥床
未處理好針眼流血1小時

昨日，徐若瑄在社交網站上透露，

打針時沒有按壓，導致針眼處流血1小

時，血漬浸透2層褲子，染紅毛巾。她

說：“血兒，您也太大費周章了吧”。

據悉，徐若瑄懷孕後，由于胎位太

低，加上早期曾患急性腸胃炎，醫生囑

咐她即使在家休養，仍需要臥床近6個

月直至生産。所以，她常常在社交網站

分享動態，懷孕滿31周時，徐若瑄更是

自曝已經128天沒有洗澡。此外，徐若

瑄透露自己有輕微水腫，並由于脹氣不

停放屁，她也十分感激一直照顧自己的

表妹，“不嫌棄地處理我的小號、忍受

孕婦因爲脹氣的盡情排氣”。

需要人伺候的生活也讓徐若瑄失去

了自信，“事實是好動勤勞愛照顧別人

的我，躺在這沒有能力照顧人，還得依

賴別人換尿(片)擦澡。”

爲了讓胎兒穩定，徐若瑄每天吃13

顆藥，還要打安胎針，目前已經挨了

200多針。她曾在社交網站上貼出一張

因打針而皮膚淤青的照片，並說：“打

了一堆可能會導致情緒起伏不定的安胎

針，需要溫柔和耐心的理解。

昆淩孕期閑不住
老公周傑倫幫忙按摩

周傑倫妻子昆淩如今已順利誕下愛

女，但在懷孕期間她卻沒有安心在家養

胎，反而常隨著老公到處旅行，還做出

許多令網友相當擔心的舉動。

期間，昆淩堅持工作，甚至不懼化

濃妝，她在微博中稱：“今天工作好開

心，嘗試新的雀斑妝(好啦，我知道我又

要被說孕婦不要畫妝比較好，但我是職

業婦女嘛，答應的工作還是要履行)”。

最後她還附上一句，“我打算一收工就

要敷上我最愛的面膜”。

當時昆淩還表示：“不工作會很無

聊，邊工作邊養身體就好，大概會到産

前一個月才會停工。最近多運動保持健

康身體，有利日後自然分娩。”

此外，臨近預産期時，昆淩還在保镖

的護送下現身機場，一路上她低頭不語，

她身穿黑裙挺著孕肚，但身材不走樣。

但實際上，昆淩懷孕初期曾有孕吐

等症狀，身體出現不適，晚上還會抽筋

。當時，周傑倫透露會爲老婆按摩、拉

筋舒緩。

賈靜雯滋補養胎
老公修傑楷做營養餐

2015年7月，賈靜雯宣布懷孕，更

給肚中女胎兒取名“咘咘”。當時，她

曬出入住醫院的照片，男友修傑楷還爲

她做了豐盛的菜肴，幫她滋補養胎。照

片中，賈靜雯捧著碗筷看著鏡頭，面前

的桌子上擺滿修傑楷准備的5菜1湯。

對于愛人之間的甜蜜舉動，賈靜雯留

言稱，“我不知道這點滴的幸福會跟著我

多久，我只能努力品嘗眼前的感動。謝謝

爸比(爸)親手做的營養晚餐(別擔心！)”此

外，她也提到自己現在正在靜養安胎，要

吃飽睡好把肚子裏的寶寶養大。

範瑋琪孕期曾大出血
所有工作取消安心養胎

範玮琪如今擁有一對雙胞胎愛子，

與丈夫陳建州共同呵護，生活美滿。

2014年，範玮琪成功懷孕，但因身

材瘦弱又是高齡産婦，整個懷孕時期都

非常艱辛。當時醫生檢查後發現，她的

兩個胚囊著床不穩，要範玮琪做好心理

准備。據悉，那時候的範玮琪懷孕6周

時曾大出血，加上孕吐嚴重、嗜睡，期

間盡量臥床，胖了3公斤，發唱片的計

劃也因此順延，所有工作都取消，以保

胎爲重。

陳建州得知妻子範玮琪懷雙胞胎後

，立刻推掉活動，全心照顧，並不時在

微博中曬出下廚照，“我不想錯過這段

寶貴的時間，想多點時間陪伴她，錢可

以再賺”。

此外，範玮琪在懷孕期間情緒不穩

定又緊張，這樣的心理壓力下，她的脾

氣變得反複無常、異常脆弱，只好把所

有不安與負面的情緒全都發泄在老公身

上。對此，範玮琪也曾在微博中感恩說

道：“親愛的，請原諒我孕期時的無理

取鬧，謝謝你！”

劉若英孕期堅持運動
安心養胎鮮少亮相

2014年，劉若英成功懷孕，作爲大

齡産婦，她安心養胎鮮少亮相。期間，

劉若英在微博曬出一張坐在瑜伽墊上的

運動照，從照片中看，她的身材因懷孕

明顯發福，而昏暗光線與拍攝角度巧妙

隱藏了她的孕肚。

其實，劉若英在孕期一直保持運動

，她坦言：“堅持運動，讓我開過刀的

腿能支撐到現在。雖然辛苦，但是值得

。”據悉，劉若英曾開刀治療雙膝髌骨

外翻，即使複健仍無法痊愈，醫生曾叮

囑她要控制體重，否則要坐輪椅。

此外，劉若英還在微博上分享心得

：“很多人給我留言說你不可以運動，

我說爲什麽不能運動呢？”她還經常在

微博上展現自己搞怪的一面：“比如我

在微博上和大家分享的東西，很多都是

比較好笑比較醜的。我相信每個人都有

很不同的方面，如果一直都是一個樣子

，不是很無聊嗎？”

梁詠琪孕期胃口大增

廣告商爲其買巨額保險

2014年，梁詠琪宣布懷孕。初期，

她食欲大減，甚至吃什麽吐什麽，讓她

的老公十分擔心。但懷孕第4個月時，

梁詠琪就恢複了胃口，甚至可以1個人

吃兩大碗面，當時還在腹中的女兒已比

起同周數的胎兒長一截。

此外，當時的梁詠琪也相當注意日

常飲食，並聽從專業建議，吃不同的維

他命和營養品，也進行孕婦運動的課程

，爲自然産做准備。拍廣告時，雖然只

是在片場走來走去，廠商爲了梁詠琪的

安全仍然買了巨額保險，約500萬美元。

大S懷孕後
老公汪小菲悉心照料

2013年底大S宣布懷孕後，老公汪小

菲便細心照料，不僅下廚炒菜，還緊盯

大S飲食，讓妻子在微博抗議，“最近

想吃甜的，老公怕孕婦容易糖尿病不讓

吃，本人竟然窩囊到偷藏一盒巧克力暗

地偷吃，真的很不爽走到這一步，我是

母親，我要光明正大吃甜的。”近日，

大S還自曝，懷孕時曾夢到寶寶胎死腹

中，每次産檢都會要求醫生看看寶寶是

否還健康。聽到胎兒的心跳甚至懷疑那

並不是心跳，而是醫生放的錄音帶。

蔡少芬懷孕後失眠
老公張晉百般遷就

2011年，蔡少芬産下一女，懷孕期

間她不但飲食口味改變、情緒反複、睡

眠也大受影響。曾患有強直性脊柱炎的

她本來一直靠藥物控制痛楚，爲了不影

響腹中胎兒，蔡少芬毅然停藥，比普通

孕婦吃了更多苦頭。

當時，蔡少芬還患上失眠，向來愛

上微博的她，上網時間突然顛三倒四。

有次大清早就現身微博，稱：“睡不了

，眼光光！”蔡少芬飽受失眠之苦，因

休息不夠，顯得憔悴許多。老公張晉則

對蔡少芬百般遷就，不用她做家務，三

更半夜還外出爲老婆買夜宵。每逢周日

，兩人就到教會祈禱胎兒平安健康，向

教友們學習育兒經。

李嘉欣安胎有講究
只吃有機食品未發胖

2011年，李嘉欣生下一子，懷孕時

她除了腹部變大外，手腳都保持纖細並

未發胖。她還在微博中自曝，安胎期間

的食物均要求是有機食品，包括菜、肉

和海鮮。

當時，待産中的李嘉欣也不時通過

微博向粉絲報告情況，除了曾曬出與外

甥躺著手牽手的照片外，還得意地發微

博：“最近M(李嘉欣的自稱)也常對鏡子

說：我不胖，我只是有點水腫而已。”

陳慧琳懷孕時堅持做瑜伽
每天補鈣

2010年底，陳慧琳成功懷上雙胞胎

。不過2009年12月初，在懷孕兩個月時

，陳慧琳仍飛到北京在一部電影中客串

演出，她稱：“醫生認爲OK，我只有

一天的戲份，不用吊鋼絲，只需漂漂亮

亮地站著就行。我已將片酬全部捐出，

也算是做了件善事。”

據悉，早前，陳慧琳生下頭胎“蝦

餃仔”後很快就瘦身成功，她透露：

“那時我做瑜伽，一星期做三次，效果

相當好。現在每晚九時前睡，繼續做瑜

伽，因爲這次懷了雙胞胎，需要多補充

鈣質，每天喝牛奶，魚及豬骨煲的湯，

醫生也開了鈣片給我補充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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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Willing To Work Toward World
Peace, Stability With U.S.: China's FM

Seven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guns of WWII
were silenced, documents of surrender were signed
and c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broke into unbridled cele-
bration with the end of a global conflict that saw the
end of the threats of tyranny and oppression. And af-
ter six years and one day of great human loss and
suffering, the world was set on a course from which
many countries' political systems were established –
many of which still survive to this day.
On Wednesday, July 1,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in the ballroom at Minute
Maid Park to announce the “World War II Anniversa-
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on November 7, 2015.
The event will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World War II while also celebrating the diversity and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Also, on
June 26,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commemorated the sig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f 1945, marking its 70th
anniversary. The organization was formally chartered
on October 24, 1945. Correspondingly, on October
24,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in Houston
will hold its annual UN Day event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event will bring together peace organizations from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highlight the 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create
equality, rights and peace.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vent at
Minute Maid Park and Diversity and Prayer for World
Peace will be the event's theme. This unique event
promises to attract thousands of ethnic groups from
multiple backgrounds including Jewish, Asian, Latino
and African and they will represent the wishes of the
whole world for world peace.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usical and dance performanc-
es by representative ethnic group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participation of many governmental offi-
cials at all levels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several
branches of the U.S. armed services. These will in-
clude the “ Sound of Soul” Art Group from Beijing per-
forming – Thousands hands of Guanyin, the Bodhisat-

tva of Compassion or Goddess
of Mercy (Sanskrit Avalok-
iteśvara), Chinese acrobats and
Mask Change (Face Change).
There will also be many singing
groups and individual vocalists,
opera singers, international danc-
ers, Instruments, and a fashion
show representative of several
local ethnic groups. MC for the
event will be well-known Hous-
ton TV anchor, Shern-Min Chow.

A Message From Wea H. Lee, Chairman,
Southern News Group
Seventy years ago, an unthinkable
and now unmentionable calamity that
had never been seen befor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ity occurred.
But the tragedy, even 70 years ago,
is still unforgettable. And the trauma
that World War II brought to all of
mankind so many years ago, still

haunts all peoples of the world today while it also still
guides the events of daily life.
The war broke out in 1939 and ended in1945 and
was the largest war in modern history, with more than
100 million military personnel being mobilized and di-
rectly involved in this world conflict. Included in the
sad events of the war were the tragic Nanjing Massa-
cre in China and the Holocaust in Europe.
For the first time Japanese germ warfare was carried
on against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nd finally,
for the first time United States dropped two atomic
bombs on Japan to put a finish to the war disaster.
There were a total of 50 million to 70 million deaths
caused by the war -- the largest number of deaths in
the history of war.
Learning about history is like holding up a mirror to re-
flect the past to teach us a lesson. This year the
world will hold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commemora-
tion of World War II. From Moscow, Minsk, Warsaw,
Berlin, Paris and other famous international cities, to

Auschwitz, the beaches
of Normandy, the Berlin
Wall, Mitte Jewish ceme-
tery and so many famous
war relics – all these
events and places and
more remind posterity to
memorialize the many
martyrs and keep in mind
the war and the world's
struggle against the fas-
cist powers of that time.
Also in remembrance of the war, the Chinese Peo-
ple's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70th Anniversary will be held in September in
Beijing and will include a spectacular military parade
in Tiananmen Square. This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cel-
ebrations since Xi Jinping became China's top leader.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Inter-
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sponsor the
“World War II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
ty & World Peace” event that will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World War II while also celebrat-
ing diversity and world peace along with the many di-
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
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Wea H. Lee
Houston, Texas
August 2, 2015

For additional details on the “WWII 70th Anniversa-
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on November 7, 2015, please contact Ange-
la Chen or Jennifer Lopez at (281) 498-4310.

KUALA LUMPUR, Aug. 5 (Xinhua) -- Chinese For-
eign Minister Wang Yi said here Wednesday that
China is willing to work with the U.S. side to make
full preparations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historic state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September.
The visit will not only make further arrangements
for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and push forward the new major-country re-
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ut will also
jointly send positive signal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ang said at a meeting with U.S. Sec-
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ongoing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Wang said China is ready to step up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s of investment,
military, climate change, finance, economy and
trade, energy, hunt of corrupt officials, justice and
public health.
China also wishes to join hand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strengthening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
tion o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concern-
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nuclear issue, Iran nu-
clear program, Middle East, counter-terrorism and
Afghanistan so as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safeguarding world peace and stability.
Wang emphasized that it i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now for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p-
erly handle two major issues - strategic mutual
trust and sound interac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
gion.
Noting that this year mark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World
War II,
Wang said it
was the joint
efforts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me other
countries at
that time that
established
an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system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t its
core.
China is a
constructor
and
defender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as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ina is also willing to
make concerted efforts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reform and improve the system so as to make it
better accommodate the common wishes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ang stressed China has no intention of edging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Asia as the U.S. has its
practical interests in the Asia-Pacific, and rather
China would like to see the United States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region.

Lots of problems won't get solved without coopera-
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e
said, adding that China is willing to realize sound
interac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sia- Pa-
cific and contribut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U.S. relations.

Kerry said Washington is willing
to work together with Beijing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Xi's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s a
strong and prosperous China,
and would like to see China go
ahead with further development.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dy to es-
tablish strategic mutual trust with
China and will explore sound in-
teraction in handling Asia- Pacific
affairs, Kerry said.

H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ver sought to confront China in
the region. Washington appreci-
ates the important and positive
role Beijing has played in the
Iran nuclear program, Korean
Peninsula nuclear issue and cli-
mate change, among others.
Kerry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various fields, and
also highly appreciates China's
prominent contribution to the
Global War Against Fascism.
The two sides also exchanged
views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ang stressed that China has
adopted a "dual-track" approach
in addressing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with the
ASEAN countries and established a mechanism
for negotiations of the issue.
China and the ASEAN countries have also estab-
lished a new platform for risk management and
peaceful discussion of proposals raised by parties
concerned, Wang said.
He said China always commits itself to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with related countries
through consultation and negotiation, and coun-
tries outside the region should respect the efforts
of China and the ASEAN countries.
Kerry said Washington is concerned about the sit-

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will not inter-
vene in specific disputes. The United States sup-
ports China to resolve the South China Sea dis-
putes with related countries through peaceful ne-
gotiations.
On Wednesday, Wang also met with Russian For-
eign Minister Sergey Lavrov, New Zealand For-
eign Minister Murrary McCully, High Representa-
tive of the European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Federica Mogherini, 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er Yun Byung-se, and Pakistan'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artaj Aziz. (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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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rican Flag
Being Raised On Iwo
Jima During WWII

WWII 7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To Be Held At Minute Maid Park

Shern-Min Chow

Flags Of Many Countries Fly
Outside The United Nations In New

York City

South China Sea Area Harbors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rea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R) meets with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in Kuala Lumpur, capital of Malaysia, on Aug. 5, 2015.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met here Wednesday with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discussing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forthcoming state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September and other issues of mutual concern. (Xinhua/Chong Voon Chung)

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Pianists 14 Years old or younger, we urge you to apply for Allianz Junior Music
Camp 2015!All expenses and travel paid. Go to: http://langlangfoundation.org.

[Facebook: 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Applications for the 2015 Camp in Vienna are due by August 31st!

楊冪鹿晗演繹《我是證人》

210 萬狂熱粉絲護駕

電影《我是證人》召開定檔發布會。韓國導演

安相勛，主演楊冪、鹿晗共同出席，發布會全程由

360網絡院線獨家全網直播。在發布會上正式宣布

影片將於10月30日全國公映。楊冪、鹿晗的號召

力著實驚人，從全國各地趕來的粉絲早在活動開始

數小時前就抵達發布會舉辦地的樓下聲援偶像，無

法到達現場的超210萬的蜂蜜鹿飯們在直播時將

360網絡院線的直播後臺服務器險些擠爆，兩位偶

像的人氣累積起來簡直可以烘爆地球。

正值伏天又憋悶著雨未下的帝都著實攔住了不

少人出門的腳步。然而在楊冪、鹿晗兩位本尊駕到

的盛況面前，天氣神馬的真是圖樣圖森破。瘋狂的

粉絲們在發布會開始數小時前聚集到發布會場地光

線傳媒的樓下，除了布置花籃等貼心的粉絲禮物

外，見到場外擺放的《我是證人》電影海報更是

爭相合影。在偶像進場的車靠近時，粉絲們的尖叫

幾乎震破耳膜。為了滿足粉絲們的沖天熱情，360

網絡院線就將粉絲聚集地作為發布會直播的第二現

場，由主持人引導粉絲對鏡頭大聲對偶像表露自己

的心聲。

待發布會開始後，有大量的粉絲無法進入場

地依舊癡等原地不忍離去。360網絡院線緊急搭設

了戶外直播間，直接將現場的直播流接入65寸超

大電視供粉絲觀看現場直播。此舉令不少粉絲大

呼“太貼心”，不僅可以不差於現場的距離直面

偶像，還可以實時參與微博話題互動，刷話題發

彈幕與偶像親切互動。而在發布會正式開始前，

參與微博互動的粉絲們的微博頭像被打在主舞臺

的LED背景屏上，密密麻麻的圖片墻顯現出的效

果蔚為壯觀。

在此次《我是證人》影片中，楊冪、鹿晗的人

設是壹起雨夜車禍的共同證人。首次挑戰盲女角色

的楊冪直言：“這個角色不是我時常能接觸到的，

要走進角色的內心世界，是很大的挑戰。”在現場

花絮視頻裏，楊冪開拍前做了大量盲人生活體驗，

多次進入盲人體驗館感受、專門到盲人按摩師家中

請教並觀察盲人生活細節，為角色註入更多的真實

感。而首次擔綱男主角的鹿晗，形容片中自己“是

壹個很有正義感但還帶點痞的熱血青年”，並首度

嘗試極限輪滑、追逐飛躍等動作戲份，從現場視頻

中可以看到鹿晗在開拍前苦練輪滑——雖然在發布

會現場，原本要秀輪滑技能的小鹿因舞臺滑而萌萌

噠摔倒了。

道理粉絲們都懂，但顏王顏後此次居然只

是“親如姐弟”的關系而不是情侶？簡直不能

忍啊！於是在線的粉絲們齊齊的刷起了彈幕吐

槽不滿，360網絡院線後臺的運營技術人員們自

然“心領神會”粉絲們的良苦用心，壹條條逼

問的、挑事兒的、“意圖不軌”的粉絲彈幕通

過AR技術投到舞臺，令所有粉絲可以實時看到

自己的吐槽。而首次應用在電影發布會的實時

微博評論上墻，壹度令微博話題#我是證人迷路

姐弟#閱讀量在五小時內從零飆升至5400萬，並

持續保持第壹。此番盛景，著實嚇到了不少寶

寶們。

《小西天狄道傳奇》8月7日公映
再掀武俠熱潮

古裝動作愛情電影《小西天狄道

傳奇》將於8月7日公映與觀眾見面，

屆時將刮起壹股令人期待已久的武俠

颶風，為觀眾揭秘千年歷史車輪碾壓

的古西域絲綢之路上，大月國王子烏

力罕避難狄道，熱血復仇的那段鮮為

人知的故事。兩代王朝，三個不同人

物命運的情感糾葛，壹部轟轟烈烈的

愛恨情仇即將廝殺決戰大銀幕。

江湖是壹個傳說，有恩怨情仇的

地方就有江湖，江湖是男人們決鬥的

地方，《小西天狄道傳奇》是壹部不

折不扣打出來的動作戲，劇情以臥龍

寺高僧索南堅、狄道府兵馬使李存山、

西域大月國王子烏力罕三個主要人物

的命運變遷展開，在復國之路上掀起

了壹場男人間的血雨腥風的精彩對

決。在沒有硝煙暗戰四起的權位爭鬥

中，充斥著暴力美學和江湖準則，作

足了霸氣和狠勁。

《小西在狄道傳奇》主打的是拭兄

殺其子奪位、兄弟反目、復國復仇大業

這幾大看點，其中快意恩仇、笑看人生

的超脫境界決定了畫面的質感與層次。

而以大月國王子烏力罕與叔父之間的玩

命復仇貫穿全劇，雖然劇情中有王宮家

族各方勢力之間的爭鬥，但是除了鬥狠

之外，以柔克剛的設計完美而充滿挑戰，

更多的是智慧與心理的較量，充分體現

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權術，相比其它武

俠動作單純打鬥的火拼場面，《小西天

狄道傳奇》畫面中廝殺、械鬥等正面沖

突令人看得痛快淋漓，心理戲的溫柔表

達也十分打動人心，充分表現出男人間

的多層次較量，顯得味道十足。

與其它動作電影有所不同的是，

《小西天狄道傳奇》內容上的獨辟蹊徑、

大膽顛覆在同類型的電影中也並不多

見。有業內人士預測，該片異軍突起，

將有可能成為8月愛情強檔的黑馬電影。

《小西天狄道傳奇》在向中國經典武俠

動作戲致敬的基礎上集各家之長打造出

壹部中西方精尖元素混搭的史詩巨制，

其故事驚險刺激，情節跌宕起伏，完全

打破了觀眾的期待視野，不但讓觀眾再

次看到壹部真正的動作電影，並大有再

度掀起新壹輪武俠熱浪的勢頭。

電影《小西天狄道傳奇》是劇組

主創壹行人數年磨壹劍的精品之作，

為了打造出精彩絕倫的畫面感和層次

感，斥巨資邀請國外優秀的後期制作

團隊及特效包裝，以確保在如今觀眾

觀影水平不斷提升的現實條件下，依

然帶給觀眾無限驚喜，用誠意之作打

動觀眾內容，讓觀眾看到不同於以往

更加具有沖擊力的動作電影。

由導演十慶執導，十慶、田壯壯、張藝謀共同完成，範冰冰、黎明、吳尊、

吳剛、陳沖、寧靜等主演電影《王朝的女人· 楊貴妃》（以下簡稱《楊貴妃》）目

前正在全國熱映，唯美重現盛唐獲觀眾大贊，截至8月3日累計票房已破億。另壹

方面，範冰冰因出演“楊貴妃”再度陷入話題漩渦，壹舉壹動迅速掀起軒然大波。

近日，微博有網友針對範冰冰新作《楊貴妃》“開掐”，使她與白居易同

時“躺槍”，《長恨歌》遭禍被黑成"淫詞艷曲"，不到壹個小時該微博下聚集

上千評論。有網友稱範冰冰簡直“躺槍體質”，“被躺槍的次數也是多的數都

數不過來了吧？”

針對網友多番“舌戰”，知名編劇鸚鵡史航壹改“毒舌”風格，在觀影後

發表影評稱，“其實《王朝的女人楊貴妃》被雜沓的馬蹄（我是說馬球比賽，

不是馬震表演賽）給沖撞了，很多鋪設的詩意，被踐踏得不輕。馬嵬坡訣別，

楊玉環問高力士：‘妳追隨陛下多少年了？四十七年吧。’四十八年。‘玉環

也想啊。’這五字寫得真好。五字讓高老奴淚崩，我也戚戚然。這不是爛片的

臺詞。這不是爛片。” 對於最近被網友熱評為“演技擔當”的吳剛、陳沖、

戲骨陳寶國的片中精彩詮釋，史航加以肯定，“吳剛的高力士和陳沖的惠妃娘

娘很合適，陳寶國客串倆鏡頭，也挺悶騷合適，想念他的大明王朝了都。"”

憑借恢弘大氣的宮廷百態、追求細節唯美的精良華服、不落俗套的現代化

臺詞等，《楊貴妃》吸引了各個年齡段人群目光，片中帝妃“情用命賭”的深

情執著，也讓不少年輕觀眾大呼"被虐哭"。雖然電影類型非近年熱門青春題材，又

遭遇各種被黑"躺槍"，口碑在這種熱議中持續攀升凸顯逆襲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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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熱瘋了？與現場氣氛比弱爆了！

居然不演情侶？
AR彈幕微博背景墻刷屏怒“吐槽”！

暴力爭霸鬥狠，打出男人江湖

致敬經典武俠，再掀武俠熱潮



CC1212 CC55臺灣影視 休城工商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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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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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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west

www.ShereeChang.comwww.ShereeChang.com
E-mail:ShereeChangE-mail:ShereeChang＠＠Gmail.co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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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億萬元成交經驗 ●25年以上經驗
●榮獲Houston TOP 50及RE/MAX TOP 20獎Sheree Chang 地產經紀人
※房屋管理，認真負責，收費合理，好評有佳，電腦作業，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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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ty/Cinco Ranch﹐4房,約3383呎﹐4房,新漆﹐新地毯﹐
好學區﹐售32萬8千元.

2. 商業用地﹐近290/8號公路﹐約2.8 Acres﹐售35萬元﹒
3. 近Bellaire City﹐約29,093 Sqft﹐佔地1.91Acre﹐年收入約19萬﹐

如全租出﹐年收入可達25萬﹐售2百30萬﹒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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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ugar Lakes: 臨湖豪宅，約4603呎，Pool，設計好，高挑客廳，地點安靜，交通方便，
湖光水色，售$788,888

2. Clements高中/Telfair，約4122呎，5房4.5衛3車庫，保養好,近湖，公園，售60萬9千元.
3. Clements高中，約4290呎，5房3.5衛，木地板，新地毯，降價急售53萬8千.
4. Clement高中,SWEETWATER,臨高爾夫球場豪宅,約6,000呎,佔地約22,000呎

6房5.5衛,3車庫，書房,新Granite廚台,新廚具,高挑客廳,書房,游戲間,新浴室
Granite台面,新漆,新地毯，新木地板，游泳池，Patio,降價1.1百萬. 直撥:(281)207-6888 外州免費電話:888-289-7679X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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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說成就一部好戲要天
時、地利、人和，7月24日上映的
「風中家族」籌備多年，演員一

再更換，最後換來了兩個ABC胡
宇威和李淳。

ABC演50年代台灣故事，像
嗎？比像不像更具新思維刺激的
，是讓年輕演員帶動更多年輕人
張開眼睛，看看台灣舊時代也許
物質匱乏，卻有美好的真摯情感
，以及曾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發生
的故事。

「風中家族」是一個因傷退

伍與兩個逃兵變成的平民，3個奶
爸一個娃在台灣生活打拚的故事
。由楊祐寧、柯佳嬿、郭碧婷、
郭采潔，以及胡宇威和李淳主演
。

電影舉行多場媒體試映，從
五年級到九年級同學們，有不少
人都哭了，哭點因年齡、成長環
境各有不同。有人一開場看到戰
爭毀掉一切的殘酷、人命如螻蟻
般被踐踏就掉淚，有人為無血緣
卻一樣慈愛的母子情鼻酸，還有
男人義氣相挺、卻閉口一肩扛的

壓抑也令人動
容。

為 了 重 現
幾十年前的台
灣模樣，王童
導演在美術場
景上費盡心思
，但在情感舖
陳卻是謹小慎
為，就怕落入
煽情窠臼，他
隨時用鏡頭在
收；父訓子眼
看就要起衝突
的場面，急轉

直下的煞車，男人淚在睫上，觀
眾哭進心裡。

胡宇威在 「風中家族」中，
個性最急躁又脆弱，為了演好角
色，他刻意蓄鬍又瘦成尖臉，口
條上也特別下功夫。偶像演員轉
型的第一部電影，胡宇威表現亮
眼，尤其他初來乍到台灣就吵著
要回家，和陳建斌那句： 「娘，
俺想你！」一個耍賴、一個悲憤
的情感層次不同。

因為他耍賴，同伴才會指著
水溝要胡宇威游回去，此語令人

失笑，也才驚覺回不去了
！造化弄人的無奈、無助
，像小蟲開始在心上啃噬
。

美國生長的胡宇威，形
容自己在 「風中家族」的
小范是 「移民台灣」，因
為陌生環境讓他不適應而
心慌，就和他 10 年前來台
發展演藝事業的心情很像
。

這個比喻讓王童導演皺
眉頭，不過，把時間軸拉
長、淡化了某些情結來看
，何嘗不是一種被動
移民？

另一位ABC李淳也覺得
是非常悲慘的移民故事，因
為過程太痛苦，做父母的可
能都不願意和子女們分享。
戲裡楊祐寧和李淳的父子情
非常感人，也突顯了戲外李
安和李淳的父子連心。
「風中家族」用中文不好的

李淳，當然是個艱難任務，
但他是李安兒子，這是電影
賣點，而他紐約大學戲劇科
班出身，這是優點。電影剛
開拍時碰到李淳，他眼神靈
動俏皮，說著 「因為我是紐
約人，所以適應沒問題」的

話，提到李安
對他中文進步
的反應，他的
回答是： 「身
為台灣爸爸，
應該開心吧。
」

李 淳 為 電
影苦學國語，
努力融入環境
，銀幕上李淳
演技不錯，銀
幕下看不到的
，應該有李安
把兒子託給學
長王童調教的
情誼，還有李
安對兒子回台灣拍國片學國語，
對華人世界認同的期盼之心吧。

電影將上映，李淳國語好很
多，因為研究 「風中家族」1949
年代而經常和爸爸溝通，父子間
更能聊天和分享。這對李安而言
，應該感受更深吧，他拍 「推手
」等父親三部曲電影，父子情在
他不少電影中都是重點，也深刻
解析了在傳統與現代、華人與西

方環境裡的父子關係。
如果說6歲來台的王童，把自

己在台成長心情投射在 「風中家
族」小奉先身上，那李淳在 「風
中家族」飆機車、把妹、跳阿哥
哥舞，應該就是幫李安在那個年
代的美好裡，重活一遍吧。難怪
美國長大的李淳，穿上了台灣中
學制服，李安只看到照片，就忍
不住掉眼淚了。

胡宇威、李淳
兩個ABC給 「風中家族」 的刺激

任賢齊犀利趴暖聲 李國毅馬念先助陣
任賢齊連續2年參加 「犀利啥

小趴」，1日在松菸1號倉庫舉辦
「落跑吧愛情」演唱會，為首次

執導的電影 「落跑吧 愛情」暖
「聲」，劇中演員九孔、李國毅

、馬念先及合音組合大女孩都到
場助陣，老友李興文、王彩樺也

現身祝賀，後台彷彿開同學會。
剛從澎湖宣傳電影回來的任

賢齊曬黑許多，嗓子也有些沙啞
，他說為了帶媒體團參觀，扯著
喉嚨介紹景點，1日演唱時功力不
減，他笑說： 「不擔心影響台上
表現，下台會很慘。」

任賢齊1日在 「犀利啥小趴」
開唱。 圖／相信音樂提供
分享任賢齊演唱搖滾版本 「外婆
澎湖灣」帶來夏天活力，隨後以
「任逍遙」、 「依靠」、 「很受

傷」、 「天涯」經典歌曲炒熱氣
氛，他和李國毅合唱改編版 「我

是一隻魚」，又和馬念先合唱
「春天花會開」，也帶來他為電

影寫的新曲 「愛之船」，九孔和
大女孩則和任賢齊共同演出 「蚊
子歌」。

後台除了一票好友，任賢齊
的老婆和一對兒女也到場陪他工

作，將升5年級的女兒超黏他，任
賢齊笑說： 「我比較少陪他們，
平時他們上課，拍戲又不能帶著
他們走。」 「落跑吧愛情」由任
賢齊、舒淇擔綱主演，電影原聲
帶於8月8日（今天）發行，電影
於9月4日上映。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經濟擔保標准和最新移民消息經濟擔保標准和最新移民消息
移民法要求所有親屬移民申請和部分

職業移民申請，必須提供經濟擔保書
（Affidavits of Support） 。 經 濟 擔 保 書
（Affidavits of Support）由擔保人為被擔保
的移民申請人遞交，保證該移民申請人不
會成為美國社會的公眾負擔。如果被擔保
人向政府申請某些福利，政府有權向擔保
人要求補償。通常擔保人必須證明自己有
貧困線125%以上的收入。如果申請人收入
不夠，可以用動產和不動產擔保。也可以
請共同擔保人。
2015年的全美貧困線的標准如下。
1)美國除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之外的48個州:

家庭人口數 貧困線 貧困線的125%
2 $15,930 $19,912
3 20,090 25,112
4 24,250 30,312
5 28,410 35,512
6 32,570 40,712
7 36,730 45,912
8 40,890 51,112
超過8人
每人多加 $4,160.00 $5, 200 .00
(2) 阿拉斯加州
家庭人口數 貧困線 貧困線的125%
2 $19,920 $24,900
3 25,120 31,400
4 30,320 37,900

5 35,520 44,400
6 40,720 50,900
7 45,920 57,400
8 51,120 63,900
超過8人
每人多加 $5,200.00 $6,500 .00

(3)夏威夷州
家庭人口數 貧困線 貧困線的125%
2 $18,330 $22,912
3 23,110 28,887
4 27,890 34,862
5 32,670 40,837
6 37,450 46,812
7 42,230 52,787
8 47,010 58,762
超過8人
每人多加 $4,780.00$5,975 .00
最新移民消息

1. EB-5 移民投資金額 2015 年 9 月
30日後很可能會大幅提高。參議院於2015
年6月4日開始進行EB-5法案的重整工作
。新提案呼吁對EB-5投資移民的核心內
容進行改革。改革措施包括：五十萬投資
移民類別將漲至八十萬，一百萬投資移民
類別將漲至一百二十萬。

2. 2015年5月27日，眾議院提出一
項法案,將可能禁止外國孕婦以B-1或B-2

身份入境美國生育孩子。該法案要求憑
B-1或B-2簽證入境的外國婦女攜帶能夠
證明其1）未懷孕，
或2）未打算在美期間生育的醫生證明方
可入境。

3. 史上最激烈H1B名額爭奪戰役，
23.3萬人搶占8.5萬個名額。美國移民局4
月13日宣布，截止4月7號，移民局一共
收到約 233,000 份 H-1B 申請，並於 13 日
進行並完成了H-1B名額電腦抽簽。首先
進行抽簽的是為美國碩士或以上學位的受
益人設立的20,000個H-1B名額。未抽中
名額的美國碩士或以上學位的受益人再與
其他受益人一同參與 65,000H-1B 名額的
抽簽。對於未抽中的H-1B申請，移民局
將退回申請材料及申請費。移民局再次承
諾，將會最晚不遲於5月11號開始對要求
加速處理的H-1B申請進行審理。另外，
移民局也會繼續受理不受H-1B名額的申
請，包括H-1B延期申請，更換雇主申請
，以及免受H-1B 名額限制的雇主遞交的
H-1B申請。

4. 3 月 23 日,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兩年
一度的［選擇美國高峰會談］（Select
USA Investment Summit）上表示，美國政
府將對L－1B工作簽證進行改革，以吸引
更多海外人才。

5. 聯邦國土安全局(DHS)、美國移民
及海關執法局(USICE)等執法單位，於3月

3 日清晨持搜查令(Search Warrant)，掃蕩
南加州三縣二十處月子中心。一些孕婦的
護照、新生兒的出生證明被扣留。部分孕
婦收到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USICE)的
約談通知.月子中心涉嫌移民詐欺、稅務詐
欺、福利詐欺，洗錢等多項罪名。

6. 美國移民局於2015年2月24日宣布
，已經遞交職業移民申請的H1B持有人的
配偶如果符合相關條件，將能夠在美國合
法工作，移民局將從2015年5月26日起開
始接受申請。符合申請條件的H1B身份的
配偶必須符合以下條件：H1B 持有人的
I-140職業移民申請已經獲得批准，而該
H4配偶為主要受益人或 H1B持有人已經
處於H1B6年以後的延期階段。國土安全
局此次頒布的規定將造福數十萬計的 H4
持有人。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民法
律知識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
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
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的
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
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連載
。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路通節目每個月
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一下午5: 30(11-1月
下午5點)在電台調頻AM1320時代華語廣
播電台播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
解答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
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律顧
問。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
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各類簽
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民入籍等。同
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
生意買賣,委托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

翻譯，遺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
所位於百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
址是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系電話是：713-779-4416，傳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solisyanlaw.
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anlaw.com 周
一 到 周 五:9:00AM-5:00PM, 周 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
鏈 接 中 收 看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9bU-
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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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戲，鑼鼓響起投入演繹
，但再精彩的劇目，都總有落幕時
。畢生縱橫粵劇及電影界的香港粵

劇名伶林家聲，於前晚11時在廣華醫院逝世。 家聲離世 ，作
為他終生粵迷的我，不禁大感悲悽 。

被海內外廣大粵劇迷樂呼為 「聲哥」的林家聲，週二晚在
九龍塘窩打老道寓所家中用膳時，並無任何異樣。及至十一
時十三分，心臟脈搏突然變弱暈倒，及後愛徒周振基接得林
家聲的工人電話，於是馬上赴林家，當時救護車已到達，林
家聲還看了他一眼，之後送往廣華醫院搶救。周振基透露：
「廣華醫院的醫生已全力搶救，可惜返魂無效。享年八十二

歲。」周振基透露林家聲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心願，去得安詳、無憾矣！
生前被譽為粵劇宗師、藝壇瑰寶，德才兼備的林家聲，出生於一九

三三年一月二十日，原名林曼純，廣東東莞人，生於香港大埔，與其胞
姊林家儀均屬著名粵劇演員及電影演員。聲哥從小就被父親刻意栽培，
送他到 「蘭芳粵劇訓練班」、 「玫瑰音樂學院」等，隨鄧肖蘭芳及黃志
允學習粵劇，之後又隨李海容和王粵生等學戲，並隨袁小田和郭鴻賓學
習北派，他有天賦又肯勤學苦練，因此藝通南北，成為一個一流的粵劇
藝人。他11、12歲便以 「神童」之姿，在九龍跑馬地利舞台上，演出粵
劇折子戲，13歲正式加入粵劇戲班演出，先後參加過 「前鋒」、 「大龍
鳳」、 「仙鳳鳴」等著名粵劇團，成為它們的台柱之一。1947年，他在
名曲藝家張月兒推薦下，以童星身份，拍攝了第一部電影《賣肉養孤兒

》，從1947至1967年間演出的電影，多達310部，在電影界紅
透半邊天，4條院線中，曾出現三線同時放映他3套不同的影
片。在拍攝電影之餘，林家聲亦無間斷演出粵劇。在他的演藝
生涯中，他還灌錄過31張粵曲唱片。在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日

治時期，舉家逃難至廣州，當年只得九歲的他，以神童姿態，演出第一
個角色“武松”。一九四三年拜鄧蕭蘭芳為師，學習粵劇排場戲。香港
光復後，他返回香港，於一九四八年成為粵劇一代宗師薛覺先的最後一
位入室弟子，因深得薛氏痛愛，盡授真傳，被稱為薛派門人，其 「胡不
歸」之 「慰妻」之主題曲，在省港澳唱至大行其道，足與 「慈善伶王」
新馬師曾分庭抗禮。一九六二年林家輝組成“慶新聲粵劇團”，並任文
武生，與編劇徐子郎、潘焯、李少芸、葉紹德等人合作編寫作曲，成伶
園佳話。

一九六五年聲哥成立“頌新聲粵劇團”，創作超過四十套優秀的粵
劇，被譽為“林派”藝術大師，著名劇目有《雷鳴金鼓戰笳聲》、《無
情寶劍有情天》、《周瑜》、《樓台會》、《三夕恩情廿載仇》 《戎
馬金戈萬里情》等，經典劇目眾多，後輩爭相演出，且歷演不衰。一九
九三年演完三十八場匯演及到美加巡迴演出後，便正式淡出職業舞台，
與妻兒移居加拿大多倫多，二○○九年回港於紅館演出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國慶節目，創下一小時全場爆滿的銷售紀錄。

林家聲在1962年事業如日中天之際，和粵劇花旦紅荳子（魏筱靈）
結婚，此舉並未如一般人所料流失觀眾，反令他的演藝事業大放異彩。
他感情專一，少有緋聞，是演藝圈難得的專一好丈夫。結婚後夫妻十分
恩愛，育有二子，分別從事金融及會計行業。二○○三年聲哥任會計師
的細仔林潤添，懷疑因工作壓力太大，以致情緒出現問題，在家燒炭自
殺身亡，為父母、兄長帶來重大打擊。晚年喪子對他晴天霹靂，他堅強
面對含淚回港送別。二○○九年妻子紅荳子又因癌症病逝後，令聲哥十

分傷痛。舉殯之日，他以百朵紅玫瑰泣別亡妻，愛妻之舉，令粵劇迷及
廣大市民，為之動容不已。之後他留港居住，近年更患上柏金遜症，難
再踏台板，需以輪椅代步。但他憑着驚人堅強意志，配合醫生悉心治理
，不時容光煥發地出席推動粵劇的公開活動。上月29日，林家聲在愛徒
周振基陪同下，觀看徒孫梁兆明演出，精神甚佳。

據悉，今年是 「香港聲迷俱樂部」50周年，林家聲的戲迷原定今年
11月，筵開20多圍為他慶祝，更會在下月見聲哥，可惜聲哥再也未能赴
會了。即使有病在身，聲哥仍繼續致力粵劇傳承工作，屢任演藝學院義
務導師。聲哥多年來獲獎及受勳成績如下：

一九八一年英女皇頒授榮譽勳銜(BH)、二○○○年演藝學院頒發戲
曲終身成就獎、二○○五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BBS)、
二○一○年中國戲曲表演學會頒授終身成就獎、同年演藝學院頒授榮譽
博士榮銜、二○一一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SBS)。相信
不少林家聲演出的戲寶錄影，將成為後輩學習粵劇的寶貴遺產。
林家聲曾說過： 「做戲只是安守本分，做好自己的戲，對觀眾有交代就
行，沒想到會得獎。」他的離世是粵劇界的巨大損失，藝壇後輩和廣大
戲迷永遠懷念！

香港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讚揚林家聲藝術造詣精湛卓越，是粵劇
一代宗師，其精神將永存後世，對林家聲辭世深感難過和惋惜，並讚揚
林家聲畢生奉獻給粵劇藝術，對推動粵劇的承傳及發展貢獻極大，他的
離世是絕大損失粵劇老倌羅家英說，林家聲的逝世對整個行業均很傷感
，他是粵劇泰斗薛覺先在港最後一個入室弟子，他對粵劇界有一份執著
，也是業界中明星級的演員。八和會館主席汪明荃讚揚林家聲能文能武
，對粵劇界貢獻甚大，亦細心教導後輩。

家聲離世 粵迷悲悽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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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832--919919--83388338產品詢問：

批發熱線：732732--694694--31683168

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

強力排油煙機
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

·全自動高溫熱水清洗
·輕觸式數碼控制板

·專利節能熱水清洗系統
·全不銹鋼隱藏式油杯

·美國及加拿大電檢處註冊
·美國專利註冊電機熱清洗系統

全自動清洗全自動清洗ACAC830830型號型號
包安裝只需包安裝只需$$595595（（限時供應限時供應））

特約代理商

通用傳訊：Tel:281-983-00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床墊世界：Tel:713-777-1188 6121 Hillcroft ST. Suite#M Houston, TX 77081
家樂超市：Welfresh Market 4635 Highway 6. Sugarland, TX 77478
帝國健康器材：ComfortCity Inc. Inside Hongkong Market 11209 Bellaire Blvd, S# C-13 Houston, TX 77072

特價酬賓傾銷特價酬賓傾銷

www.accelaR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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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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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認識和學習密宗金剛乘的，
法教嗎？

歡迎您來本中心，由長駐喇嘛帕
滇多傑喇嘛引領您一窺堂奧！

另外不定期修習阿彌陀佛、藥師佛等
本尊法教，舉辦八関齋戒等活動。

每週日早上9：30 am- 12：00pm
修習 1. 大手印前行--四加行

2. 四臂觀音
3. 綠度母

本中心共修時間和課目：

八邦智慧林佛學中心

中心地址：八邦智慧林佛學中心
12300 Hodges St. Apt. 124 Houston, Texas 77085

聯絡人： Anna

(713) 825-2999
Lama Palden Dorjee

(832) 530-5162

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天天學中文！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

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校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中英雙語幼兒園 （1歲半～5歲）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騰龍課後班 After School
全新校車接送﹑分班制﹑教學中﹑英﹑數﹑GT等豐
富多彩﹐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TEST PREP CENTER
solutions-edu.com

HOUSTON總校：

(832)758-5872
14740 Barryknall Ste100

Houston, TX 77079

·可選擇當前SAT或新SAT
·日期：6月8日至8月15日
·時間：週一,週三,週五 9am-5pm 或 週二,週四,週六 9am-5pm

* 10週-夏季SAT/ACT密集班
大學升學預備課程（座位有限）

* 高中課程

* 初中課程

School Math: Algebra 1,2, Geomety, Precalculus, Calculus BC
School Science: Chemistry, Physics, Biology

Critical Thinking: recommend books reading, PSAT, critical reading,
grammar, vocab, essay writing

Math Club: Junior High GT, Algebra 1
* 小學課程 (4年級&5年級)

Book Club: recommend books reading, critical reading, grammar, vocab,
essay writing

SUGARLAND分校：

(832)499-3772
4709 Lexington Blvd.

Missouri City, TX 77459

我在申請大學及大學入學作文上從
Solutions education學校得到大量的
幫助, 最終幫助我進入我的理想大學.

Solutions學校對我的高中生涯影響
巨大, 無論在SAT，大學作文和我的個
人簡歷 , 教師們都一步一步地引導
我, 使整個過程變得比原來簡單很
多. 沒有他們的幫忙, 我不會走得這
麼順利, 這麼遠.

因為Solutions學校的幫助, 我的SAT
考到2400分滿分.

Solutions學校對我的SAT及大學入學
作文幫助非常多, 如果沒有他們在整
個申請過程上的協肋, 我不可能進入
我的理想大學.

Solutions學校的老師及工作人員們
都非常關心學生們的教育及未來, 我
們遇到問題時, 都非常有耐心的幫忙
我們.

·日期：2015年5月25日 ·時間：早上8：45至下午1：00
Memorial Day“免費SAT測試+1對1諮詢”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請上網查閱課程內容及師資

SAT / ACT / PSAT / Duke TIP
英文數學老師分開授課

上課地點: KIPP, 8440 Westpark Dr. Houston,77063 辦公室: 6203 Corporate Dr. Houston,77036

課程獨家設計課程獨家設計
特邀優質教師特邀優質教師

電話垂詢電話垂詢﹕﹕713713--777777--16881688

名符其實高品質教育，集休城一流教師於一校，
一流教學環境，培養一流學生進一流大學。來智勝

招生對象：2-12年級

2015秋季班招生

英文：2 - 6年級閱讀, 詞彙, 文法, 寫作

7 - 12年級閱讀, 詞彙, 文法, 寫作, 英文文學

(AP English Literature), Advanced Reading &

Vocabulary, Advanced Writing & Grammar

數學：2-6年級數學, 數學應用問題, 奧林匹克數學, Algebra II, Contest Math,

初, 高中年級：Pre-Algebra, Algebra I, Geometry, Pr-Calculus,

Calculus, Statistic

科學：GT Challenge, Biology, Chemistry, Physics, Pre-AP & AP Classes

其他：大學申請輔導, 演講及談判技巧, 領導才能, 科學研究設計,

世界歷史＆美國歷史, 電腦&Java程序設計，全新中文, Spanish,

國際象棋及各種才藝

8/2/2015
OPEN HOUSE
1:00PM - 2:30PM

8/29 - 12/13 (報名截止日8/27)

（週五晚 週六、周日全天上課）

教師水平高： 數學張老師：是HISD從中國聘用的，直接來休士頓教高中數學的高級教
師， 這在中,美兩國的高中領域，都是絕無僅有的。張老師具有中美兩國二十多年的教學
經驗，使用中、美兩國的教學方法教學。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提高學生的數學成績。

家長朋友們：如果你對孩子現在的成績不滿意，或者是想讓孩子多學一些知識，那就趕快
把孩子送到育才學校來吧！我們會根據你孩子的情況，制定教學計劃的。育才學校提供的
是高水準的(GT) 教學，適合2—12 年級的學生。我們同時也提供一對一的教學服務。育
才學校歡迎你們的到來！

育才學校育才學校 Double Star Academy

Saturday and Summer School Cell：713-259-1565
地址：9730 Town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數學： 2—6 Grade Math GT Class
3—4 年級Word Problems Solving ;Number Sense; Math Count 奧數
5—6 年級Word Problems Solving ;Number Sense; Math Count 奧數
7—9年級 Word Problems Solving ; Math Count
SAT；Pre-Algebra; Algebra 1; Algebra 2; Geometry; Pre-Calculus; Calculus。

英語： 2—6 grade Reading; writing; Vocabulary ; grammar；7—12 grade Reading ; Writing ; SAT

秋季班現在開始報名了！9/5 Saturday開課

國米國米00--11加拉塔薩雷加拉塔薩雷

國際米蘭作客伊斯坦布爾進行熱身國際米蘭作客伊斯坦布爾進行熱身，，最終最終00比比11負於加拉塔薩雷負於加拉塔薩雷，，
遭遇遭遇44連敗且連敗且11球不進球不進。。波多爾斯基助攻斯內德絕殺老東家波多爾斯基助攻斯內德絕殺老東家。。巴西中衛巴西中衛
米蘭達和剛完成轉會的約維蒂奇上演國米首秀米蘭達和剛完成轉會的約維蒂奇上演國米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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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自由式摩托車越野賽著名車手羅比-麥迪遜最近在網絡公布壹個視頻，視頻
中他駕駛輕型摩托在塔希提島附近海上沖浪，身後巨浪緊逼，場面驚險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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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晚出席的歌手較為人所熟悉
的有 G.E.M.、周柏豪、連詩

雅、許廷鏗、鄭俊弘、何超儀、吳
若希、來自台灣的汪東城及林曉培
等，其他大部分是新人，而去年的
女歌手大贏家容祖兒今年則缺席，
其所屬唱片公司英皇唱片，以及環
球也沒派歌手出席。至於7日晚的
入座率只得六、七成。

G.E.M.去年雖然無新歌，但在
年底的《新城勁爆頒獎禮2014》仍
連奪四獎，成為大贏家。7日晚G.E.
M.在《新城國語力頒獎禮2015》中
再次成為大贏家，連奪“新城國語
力全球最受歡迎歌手大獎”、“新
城國語力全球最受歡迎舞台大
獎”、“新城國語力全球最受歡迎
歌曲”、“新城國語力年度歌手”
及憑《多遠都要在一起》得“新城
國語力年度歌曲”五個獎項，而7日
晚G.E.M.在台下亦全程傍住新城台
長朱明銳，似與新城的關係相當友
好。

近年長駐內地的G.E.M.，接
受台下司儀訪問時，表示很開心返
嚟香港。問到她有什麼說話要跟粉
絲講？她卻答非所問：“綵排時，
路芙要我對住鏡頭讚她好靚。（想
拿什麼獎？）想有機會上台表
演。”之後當G.E.M.上台拿年度歌
手及年度歌曲獎後就以普通話致詞
說：“做音樂過程很孤單，因為努
力不是立即被人看到，但希望大家
在歌中感覺到我對音樂的愛。”

周覓奪全國偶像金獎
周柏豪獲“新城國語力男歌

手”、“新城國語力全國偶像”及
憑《犯同樣的錯》得到“新城國語
力年度歌曲”三個獎項；台灣男歌
手汪東城的《專屬堡壘》分別奪得
“新城國語力歌曲”及“新城國語
力熱播冠軍歌曲大獎”，他同時獲
得“新城國語力亞洲人氣偶像”；
Super Junior M 成員周覓則得到
“新城國語力全國偶像(金獎)”、

“新城國語力亞洲跳唱偶像”及憑
《Rewind》得到“新城國語力歌
曲”。

另外，許廷鏗、鄭俊弘、連詩
雅及何超儀則各得兩個獎，而向來
是非多多的吳若希則與沈震軒同時
獲得“新城國語力人氣偶像”金
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
亞洲電視執行董事葉家寶、張家瑩
及鄺佐輝等，7日出席《電視節目
欣賞指數調查》座談會，對於亞視
尚未發放員工七月薪金，葉家寶
說：“今日係deadline，但7日晚收
到新投資者通知，應該如無意外今
日資金會到位，我們一直密切關注
資金到位，希望下午可以如期發放
到薪金。”

說到若過了最後限期仍未發放
是否又要被罰款？他謂：“我相信
我們會向好處看，因為新投資者已
承諾會投放資金，我想只是辦理緊
資金到位的情況，都期望下午全部
員工可以拿到七月工資。”他又指
新投資者會積極以一個新集團身份
去申請香港的免費電視牌照，亦會
積極發展免費電視、衛星電視及網
絡平台、集團管理及多媒體業務發

展，不止局限一個免費電視發展。
至於亞視的新台徽，葉家寶指亞視
未來發展會加頻道，亦會重新設計
一個新的形象標誌，待稍後新投資
者完成轉換手續就會舉行招待會公
佈，標誌尚在設計當中。

談到前亞視高層梁家榮榮升廣
播處長，葉家寶表示跟對方很熟
絡，對方是資深傳媒人，謙謙君
子，祝福他可帶領港台有一個新的
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黃秋
生、吳君如、潘燦良及甄詠蓓主演的舞台
劇《狂揪夫妻》日前於藝術學院公演，捧
場嘉賓有張家輝、張衛健、林嘉欣、鮑起
靜、莫可欣、梁烈唯及蝦頭等，另劉德華
送上四個花籃給各演員、張家輝亦有三
個，楊受城夫婦、謝霆鋒、郭富城與小
美、張學友與羅美薇、鄭少秋、曾華倩母
子、吳鎮宇及余文樂均致送花籃恭賀。

秋生與君如於首場演出後一同接受訪
問，君如坦言在台上跑來跑去一整晚感到
疲累兼肚餓，很想食燒鵝，還可以整隻吃
下。秋生也對首場演出非常滿意，君如則
尚可，因有兩句甩漏，秋生即取笑她說：
“何只兩句呀，是兩段！”君如帶笑回
應：“今日很多人來捧場，雖然都是自己
人，但一樣好緊張，秋生又不斷嚇我，在
綵排時說看到有個戴白帽的人坐在觀眾席

上。”君如續稱臨出場她連頭三句對白都
記不起來，要去問潘燦良，加上台上漆黑
一片，幾乎是仆着出去，可能是第一次做
舞台劇，技術上的竅門尚未摸通。她指演
出共一個小時四十分鐘，她不停行出行
入，觀眾會覺得時間過得好快，她卻覺得
好慢又疲累，但今次是老公陳可辛叫她去
演，其實也是值得的。

秋生勸君如留力
君如苦笑演出前都處於失眠狀態，首

演前一晚更晨早五點紮醒，似個要屙夜尿的
老人家起床去了廁所再睡。秋生則叫君如留
力，但綵排時經常大聲說話連累全組人要大
聲講對白就她，似足是一日連續做了兩場。
不過秋生承認自己都有出錯，幸而補救得
到，也給第一次做舞台劇的君如八十分以
上。

首場舞台劇演出好緊張

君如忘記頭三句對白
葉家寶

指亞視如期發放七月糧

■右起：葉家寶、張家瑩及鄺佐輝
出席座談會。

■右起：黃秋生、吳君如、甄詠蓓及潘燦
良主演的舞台劇日前開鑼。

周柏豪汪東城周柏豪汪東城““國語力國語力””平分秋色平分秋色

環球英皇不玩環球英皇不玩

G.E.M.G.E.M.捧五獎稱霸捧五獎稱霸
周柏豪汪東城“國語力”平分秋色

環球英皇不玩環球英皇不玩

G.E.M.G.E.M.捧五獎稱霸捧五獎稱霸環球英皇不玩

G.E.M.捧五獎稱霸

■■““新城國語力頒獎禮新城國語力頒獎禮””77日晚共頒發日晚共頒發9595個獎項個獎項。。

■■韓國組合韓國組合N-SonicN-Sonic勁歌熱舞回饋粉絲勁歌熱舞回饋粉絲。。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汪東城汪東城((左一左一))偕周柏豪偕周柏豪((右一右一))頒獎給後輩頒獎給後輩。。 黃偉邦黃偉邦攝攝

■吳若希(右二)與沈震軒(左二)同
時獲得“新城國語力人氣偶像”金
獎。 黃偉邦攝

■G.E.M.攬5獎成大贏家。黃偉邦攝

■■周覓滿手獎周覓滿手獎。。黃偉邦黃偉邦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梁靜儀）《新城國語力頒獎禮2015》7日假灣仔會展舉
行，今年大會以“鼓舞樂壇·響遍亞洲”為口號，表揚過去一年在華語樂壇上努力付出的歌
手，當晚共頒發九十五個獎項，“國際G.E.M.”鄧紫棋7日晚一人獨攬五個大獎，成為大
贏家，周柏豪、台灣男歌手汪東城及Super Junior M成員周覓則各得三個獎緊隨其後。



美容驛站 CC1010 CC77體育新聞

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
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
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

美聯美聯美聯鐵工鐵工鐵工
951595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77036

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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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620--00060006
pacacollection@gmail.compacacollection@gmail.com

關 懷、誠 實、效 率、踏 實、創 新、專 業、穩 健、熱 忱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713-273-1838 281-762-66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East Branch
817-261-5585 972-272-3375 972-578-7777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702-777-9988 775-751-1773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恆豐銀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賬戶
個人定期存款賬戶
個人貸款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絡、ATM服務

商業：商業支票賬戶
商業儲蓄賬戶
商業定期存款賬戶
商業貸款

http://www.afnb.com

恆豐銀行總分行

以心服務以心服務，，服務至心服務至心
恆豐銀行卓越團隊

快速、多元、便利、彈性、周到、
的全面服務。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9：00-下午5：00
週五：上午9：00-下午5：30

週六：上午9：00-下午1：00

提供您：

星期六 2015年8月8日 Saturday, August 8, 2015 星期六 2015年8月8日 Saturday, August 8, 2015

太平洋抽油煙機

10800 Bellaire Blvd Suite C
Houston,TX.77036

Bellaire and Wilcrest

AC3100 3300, IT30, 自動清洗系列抽油煙機

˙自動清洗 ﹐掃除拆洗煩惱:
最先進的技術﹐只需一按AUTO CLEAN就會自動清洗扇
葉油污﹐操作簡單方便﹐清除油污,掃除您清洗油污的煩惱﹒

˙最超強的吸力﹐最低的噪音 :
專利設計Ｓ型排風系統﹐形成強勁離心吸力﹐全新流線
內部結構﹐使其吸力稱霸﹐噪音最低﹒

˙最先進的外型設計﹐覆蓋美式四個爐頭:
全新流線外型﹐採用西歐無接口收邊技術﹐完美造型﹐
雙吸風口﹐覆蓋四個爐頭﹐使您的廚房充滿高貴現代氣息﹒

訂購電話﹕281-530-1511

最新最新最新

把看見的油煙看不見的細菌統統一網打盡﹒
優質售後服務﹐專業的安裝師傅﹐
馬達永久保證﹐零件十年保證

殺菌抽油煙機

PR 9630A
STAINLESS STEEL

大酬賓特價特價特價
299.00

((台灣製造精品台灣製造精品))

首創蒸氣除油 | 融解油汙 免拆洗
太平洋首創「全自動蒸氣洗」抽油煙機，獨家「130 C超高溫蒸氣洗」，以超高
溫蒸氣環繞去汙，再輔以熱水沖刷潔淨，全方位迅速除油，徹底殺菌，除臭，
自動清洗毫無死角，更配備全新「吸力霸靜音馬達」，給您超強吸力與極靜
音。挑選油煙機，就該選擇解決您所有煩惱的太平洋「蒸好洗」抽油煙機!

有名牌禮品贈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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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课程从学前班至 AP中文，以简体字和汉语拼音教授

中文。才艺课程设有演讲，辩论，新 SAT英文，新 SAT数

学，GT预备，心算速算，新加坡数学，Mathcounts，素描

绘画大班, 卡通漫画中班, 折纸手工和趣味绘画小班，国

际象棋，拼音速成，汉语口语，国学小课堂（免费），篮

球班（现役 NBA球员任教）, 声乐课（著名女中音歌唱家

任教），以及摄影成人班（著名摄影家任教）等。 
 

              

                                              

 
 

            

 

 
 

        
         

        
  

 

    

 

 

地址：2317 Settlers Way, Sugar Land, TX 77478（翰威文理学院） 

学校网址：http://www.hschineseschool.org 

* 学校介绍: 师资力量强大，教学质量上乘，糖城最具规模，影响最大的非营利中文学校。 

* 教学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以兴趣为先导，以精讲为原则，以应用为目标。 

* 办学特色: 以质量求发展，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语言基础，采取灵活多样教学方式；博取众多 

            教材之优点，取长补短，建立了一套华盛独特的教学方法。 

。                            
 

8月 16日 2:00pm-4:00pm 
翰威文理学院报名 

 

 

马英: 281-277-8030 

董琴: 281-936-8068 
联系信箱： 
info@hschineseschool.org 

上课时间：周日   
10:30am-5:00pm 

 
 

正在招聘富有经验，充满爱心和责任心的中文和才艺老师 

 

 上中文学校, 就要上最好的！
的！ 

课

程

设

置 

59

S. Main
HolmesHiram

Clarke

本店

中國教會●
8

6

610

S. Main

Fon dren

22 萬呎展示中心萬呎展示中心

週一﹑二﹑四﹑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六天營業

真能省真能省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傢俱公司傢俱公司

二件式 全套單人床
七件式 客廳組＊
五件式 木面鐵腳餐桌組
五件式 實木餐桌組
三件式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三件式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29
$289
$259
$19
$159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床墊廉售高達71%off

＊含沙發﹑雙人座﹑咖啡桌﹑茶几（2）﹑檯燈（2）

地址﹕12677 Hiram Clarke, Houston距休士頓中國教會約 1 哩

貨真價省貨真價省﹐﹐華人自營華人自營
((華華﹑﹑台台﹑﹑英語英語))美國第一名牌ASHLEY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電話﹕713-723-9116

︵
精
通
華
、
台
、
英
語
︶

裸露肩膀和雙臂在火熱的夏天是一件多麼愜意的事情！不過多少
MM都在為鬆弛和毛髮叢生的腋下而苦惱呢？做個徹底的腋下清理
美白保養吧！

毛髮細軟 可選擇脫毛膏
毛髮細軟，很容易將腋下毛髮去除，若時間有限，僅僅在家中使

用脫毛膏也是可以的。祇需將脫毛膏均勻塗在要脫毛的部位，5～10
分鐘後，毛髮變軟，用刮板將其刮淨即可。這種方法對毛囊沒有任
何破壞，故持續時間不長，大概3天左右就會再長出來。

勤快點 可選擇——電動剃毛、脫毛刀
剃刀的原理與男士剃鬚相同，祇是將皮膚表面的毛髮去除。完全沒

有疼痛感，但在腋下皮膚的表面存在一層黑色的小胡碴很不雅觀。
脫毛刀祇不過其刀頭具有拔毛的作用，可將當時生長的毛髮連根

拔除，雖然隔幾天也會再長出，但是長出的汗毛要細軟許多，脫毛
週期也會延長。不過電動拔毛的過程中會產生疼痛，怕疼與皮膚敏
感的新娘要小心使用。

注意：無論哪種脫毛方式，在家庭脫毛後都應該進行一定的保
濕、收斂和消毒護理，以免發生感染。

擺脫腋下暗沉讓你更自信
舉手投足時的尷尬，不僅僅來自於腋毛，還有腋窩的皮膚。即使

去除腋毛後，腋下的皮膚卻還是黑黑暗暗的，與白皙的身體皮膚很
不協調——這是令許多MM頭疼的事，那你能怎麼做？

第一步：柔軟角質深層清潔。可適當用柔和的面部磨砂產品輕柔
按摩已脫毛後的腋下肌膚，磨砂顆粒盡量選擇圓球的柔珠顆粒。當
然，你也可以取一點海鹽或粗鹽，用少許的水蘸濕後，抓一點到腋
下黑黑的地方，輕輕地搓約3分鐘後洗掉，同樣能起到去角質功效。

第二步：簡單美白。平日裡紙質的美白面膜敷後，美容液尚多，
扔掉可惜，卻也不知道有何其他作用。試試將敷過的美白面膜在腋
下簡單敷3分鐘吧！能滋潤同時美白腋下的皮膚。注意切勿長時間
敷，有可能導致腋下肌膚敏感。

第三步：止汗產品能減少暗沉速率。在夏日準備一瓶止汗噴霧或
者止汗走珠吧！因為汗水同樣是導致腋下膚色黑黑的原因，每天噴
一些止汗類產品，降低腋下暗沉的速率，同時也避免腋下散發異味
的尷尬。

如今很多人越來越喜歡，到美發店洗頭，感覺到美
發店洗頭很舒服，但是為了保護你的秀髮，請經常到
美發店洗頭的朋友注意以下事項！

不少人喜歡到美發店洗頭，有人甚至 「上癮」，如
果時隔兩天不去，就有頭皮發癢、頭皮屑增多，甚至
頭髮枯黃脫落的現象，醫生稱之為 「洗髮綜合征」。
因此，在外洗頭不能祇顧享受，還要注意洗髮水的質
量，洗髮的手法和力度，自身的發質和洗護的流程，
吹風的護理等因素，祇有這樣才能達到洗髮護髮的目
的。

在美發店洗頭容易出現 「洗髮綜合征」的原因有
二。

首先，用力抓撓，損傷頭皮。
許多人在洗髮時喜歡用指甲抓頭皮，以為用勁越

大，頭髮洗得越乾淨，很多美發店為了迎合顧客的喜
好，洗髮小姐非常用力地用指甲撓頭皮，實際這樣對

髮根的損傷很嚴重，而且會損害頭皮表面角質的損
傷，從而產生更多的頭皮屑。

其次，洗髮水與頭皮接觸的時間過長。
洗髮水大多含有鹼性成分，與人體接觸一般不會產

生什麼太大的影響，但在美發店，洗頭的時間比平常
長得多，洗髮水會對皮膚產生一定的刺激作用。況
且，有的美發店把劣質洗髮水裝在品牌洗髮水瓶裡，
對皮膚和頭髮的傷害更大。加之洗髮小姐用力地按
摩、抓撓，很容易使這些鹼性成分進入髮根發囊等，
使頭皮發癢、頭皮屑增多，嚴重時還會脫髮。

因此，在美發店洗頭時應注意保護自己的頭皮和頭
髮。首先，根據發質選擇優質洗髮水，最大限度地減
少洗髮劑對頭髮的侵蝕；叮囑洗頭小姐不要用力抓
撓，而是用指腹輕輕按摩頭皮；洗頭水在頭上保留的
時間也不宜過長，最好不要超過5分鐘；使用吹風機
時要保持較遠的距離，吹乾到八成即可。

腳底存在著各個臟器的反射區，按摩和刺激相應反射區，可以促
進局部血液循環，從而達到排毒燃脂的目的，減掉內臟脂肪。各位
美眉這種方法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僅可以減掉多餘脂肪，還可以達到
淋巴排毒調節內分泌的作用。讓你瘦身同時，精神百倍，盡顯年輕
活力！

具體方法(以下方法每種都祇需2分鐘，美眉們每天祇做一種方法
即可，如時間充裕全做效果更佳)

1、敲擊腳底
每天晚上睡前用拳頭敲擊腳底，可以消除一天的疲勞，促進全身

血液循環，是內臟排毒功能增強，使體內血管的排泄功能暢通無
阻，加快燃脂速度。正確方法是以腳掌為中心，
有節奏的進行，以稍有疼痛感為度，每隻腳100
次左右，運動完成約2分鐘。

2、雙腳晃動

全身血液循環不佳，就會發生內臟功能失調和內分泌失調的現
象，會出現體能毒素不能及時排除，新陳代謝速度過慢造成脂肪堆
積，出現肥胖。簡單的腳局部刺激便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加快新陳
代謝速度。仰臥在床上或地板上，先讓雙腳在空中晃動，然後像踏
自行車一樣讓雙腳旋轉。持續2分鐘，全省血液循環立即通暢，燃燒
脂肪，且有助於改善睡眠。

3、赤腳行走
此方法最大的優點是使掌心得到鍛煉的機會，掌心是保持人體平

衡的重要部位，行走時盡可能讓掌心得到刺激，可嘗試走卵石路，
或在家中準備一塊帶圓潤突起的席墊。讓五指分離運動也是赤腳行
走的一大優點，為了減肥和身體健康，在家中盡可能的讓雙腳從鞋
襪中解放出來，赤腳行走。堅持2分鐘即可。

4、揉搓腳趾
揉搓腳趾不僅瘦身，還有增強記憶力的作用。可以用雙手抓住雙

腳的大趾，作圓週揉搓，每天揉搓數次，每次2分鐘，
也可以用手作圓週運動來搓小趾外側，由於記憶力是
與小腦相關的，而小趾又是小腦的反射區，所以揉搓
小趾有助增強記憶力。揉搓2分鐘。

5、腳底按摩
讓雙腳合攏起來相互摩擦，使血液循環通暢，待腳

步感到溫暖，便可以在短時間內加強體內排毒燃脂功
效。方法是仰臥在床上或地板上，抬起雙腳用力相互
摩擦，如果雙手同時進行摩擦效果更好。祇要用力摩
擦20次左右即可，約2分鐘。此方法同時還有助於睡
眠。

夏天必學腋下清理美白保養夏天必學腋下清理美白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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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6日，喀山游泳世
錦賽掀起“中國浪潮”，寧澤濤

在男子100米自由泳決賽中封王，創造
中國乃至亞洲男子游泳選手在世錦賽
該項目的最佳紀錄。這絕不僅僅是寧
澤濤一個人在短距離自由泳的突破，
更意味着由寧澤濤在自由泳短距離和
孫楊在中長距離聯手鑄就的“中國長
城”初具規模，中國游泳“陰盛陽
衰”的歷史可能成為過去。

孫楊在2011年世錦賽和倫敦奧運
會成就雙冠王，2013年世錦賽三金入
賬，本屆世錦賽200米獲銀牌、400米
和800米自由泳蟬聯冠軍，成為“中長
距離自由泳之王”，而寧澤濤的100米
自由泳世錦賽金牌，意味着從短距離
到長距離自由泳，中國選手擁有世界
最強的實力。

寧澤濤的百米自由泳金牌，填補

了中國男子在短距離自由泳的空
白。“他就是水中的保特，當今世
界第一飛魚！”前中國游泳隊總教
練陳運鵬說。

其實，如今的中國男子游泳並不
是只有孫楊和寧澤濤，還有當日剛剛
獲得男子200米個人混合泳銅牌的汪
順，還有已經獲得男子100米背泳第四
名、晉級200米背泳決賽的徐嘉餘，男
子蛙泳選手毛飛廉，以及收穫倫敦奧
運會和世錦賽接力銅牌的幾位男子漢
們，中國男子游泳的整體實力在增
強。

中國游泳曾經很長時期都是陰盛
陽衰，如今男選手在自由泳項目上的
崛起讓人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男子游
泳正在構築的“中國長城”將更加厚
實，中國游泳均衡發展的一天終將到
來。 ■新華社

男子籃球世界盃大賽首次落戶中國。7日晚
間，國際籃聯（FIBA）主席奧拉西奧．穆拉特
瑞在日本東京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中國獲
得2019年國際籃聯男子籃球世界盃賽主辦權。

中國的北京、南京、蘇州、武漢、廣州、深
圳、佛山及東莞這8座城市，將共同承辦這一世
界籃球頂級賽事。

此次申辦候選國家為中國和菲律賓。中
國申辦委員會於今年4月30日向國際籃

聯方面遞交了申辦報告。
7日在東京舉行的FIBA中央局會議上，由

中國籃協牽頭聯合北京等8個申辦城市組成，並
有籃球明星姚明參與助陣的申辦陳述匯報團，進
行了最終申辦陳述報告。

中國和菲律賓的代表團分別進行了陳述，
FIBA中央局委員在聽取匯報並完成提問環節
後，進行了投票表決，最終決定將此次世界盃賽
的主辦權交予中國。

北京市副市長張建東表示，籃球是中國大眾
參與率最高、青少年最喜愛的團隊運動項目。在
中國，僅籃球場地總數就高達60萬個。籃球人
口每天都在增長，他們將成為籃球世界盃的最大
市場和忠實觀眾。

此次中國申辦的口號是“更多參與，共贏未
來”。張建東表示，更多的參賽球隊，更多的承
辦城市，定會給2019年的男籃世界盃帶來更多
關注。 ■中新社

中國獲2019男籃世界盃主辦權

從肌肉傷勢中火速恢復的巴沙利趕上了祖
雲達斯中國行的末班車，他和隊友將於今晚在
上海八萬人體育場與拉素隊爭奪意大利超級盃
的冠軍。
比賽前，巴沙利在祖雲達斯下榻的酒店裡

接受了中新社記者的採訪。身着祖雲達斯粉色
運動衫亮相的巴沙利看起來心情不錯，“上海
是一座非常美麗的城市，中國的球迷非常熱

情，希望我們能像在北京做得一樣好”。三年
前，巴沙利作為球隊首發後衛，隨隊在北京擊
敗拿玻里，奪得當年的意大利超級盃冠軍。

除了來華參賽，巴沙利對於中國的了解還
來自他的朋友們。“我常常和簡拿華路、迪亞
文迪、基拿甸奴聯繫，了解他們在中國的情
況。對於這件事（歐洲球員來華發展）我覺得
沒有什麼不好，這是一個全新的文化體驗。”

在他看來，能把意大利足球帶到全世界，對於
世界足球文化的經驗交流是有利的。
對於一名職業足球運動員而言，34歲是個

該考慮退休的年紀。如今巴沙利還有一個未圓
的心願：“我希望和隊友能在新賽季實現意甲
的五連冠，其他戰線想要複製上賽季有一定難
度，我們會着眼聯賽再去衝擊其他冠軍。”

■中新社

巴沙利撐歐洲球員來華發展

在喀山游泳世錦賽賽場，向來低

調含蓄的寧澤濤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

激情：將泳帽高高舉起，指着自己的

姓氏NING大吼，彷彿在向世界發出吶

喊——中國飛魚來了！

寧寧 100米稱王 實現中國人42年宿願澤澤濤濤
寧澤濤百米飛魚戰創歷史奪

冠，傅園慧女子50米背泳摘金，外
加四枚銅牌，兩項全國紀錄——喀山
世錦賽在當地時間6日迎來名副其實的
“中國日”。
當日的歷史性一刻出現在男子100米

自由泳決賽，作為第一個躋身百米飛魚決
戰的亞洲人，首次參加世錦賽的中國選手寧
澤濤，憑藉出眾的打腿衝刺技術在最後5米確
立領先，以47秒84奪冠，改寫歷史，成為史
上首位獲得該項目世錦賽冠軍的亞洲人。
女子50米背泳決賽，上屆賽會銀牌得主傅園

慧以27秒11的成績獲得冠軍，為中國游泳隊拿下
女子項目的本屆大賽第一金。
首度大賽摘金的傅園慧賽後喜極而泣，“這枚金

牌拿得很不容易，今天奪冠也給我很多信心。”另一
選手劉湘以27秒58獲得第三。巴西選手梅德羅斯以27
秒26獲得亞軍。

儘管焦劉洋、劉子歌都未能前來喀山，但中國傳統強
項女子200米蝶泳並未就此沉寂，當晚決賽中，17歲的小將張雨
霏表現驚艷，以2分06秒51獲得銅牌。

男子200米混合泳決賽，汪順以1分56秒81獲得第三，並且打
破了自己保持的1分56秒86的全國紀錄。

中國隊的另一枚銅牌來自當日的壓軸項目女子4×200米自由泳
接力，邱鈺涵、郭君君、張雨霏以及沈鐸組成的中國隊，在強大的
對手面前毫不怯陣，最終以7分49秒10的成績獲得銅牌。美國隊收
穫該項目冠軍。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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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盛勢頭漸起 構築中國長城

“太瘋狂了，我到現在還像做夢一
樣，”賽後很久，寧澤濤對自

己的表現依然覺得不可思議。
頒獎儀式上，在唸出自己的名

字前，寧澤濤下意識地一個跨越跳上
領獎台、並突出運動服胸口上的
國旗，向全場觀眾揮手致意。中
國游泳人為了這一刻，等了42
年。

男子100米自由泳，是
世界泳壇上最具觀

賞 性 的 項

目，最能顯示人類挑戰極限的能力，歷
來由歐美人把控。游泳世錦賽自從1973
年舉辦以來，中國男子、乃至亞洲男子
游泳選手從來沒有進入過該項目的決
賽，更別提冠軍了。也正因為如此，突
破歐美人的統治，摘取這顆皇冠上的明
珠，成為幾代中國游泳人最大的動力和
夢想。

突破人種差異 創多個第一
在短距離項目中，中國男子泳將的

表現多年來未見有起色：奧運會最佳戰
績是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蔣丞稷在
50米自由泳和100米蝶泳中收穫兩個第

四名，可惜無緣獎牌。
這是中國男子游泳選手
距離奧運會短距離項目
領獎台最近的一次。
1998 年游泳世錦

賽，蛙王曾啟亮收穫男
子100米蛙泳銀牌，這
是中國男子游泳此前在
世錦賽短距離項目的最
好成績。
曾啟亮、蔣丞稷

當年的遺憾，如今由寧
澤濤實現了。在喀山體
育場，寧澤濤實現了許
多“第一”：第一次參
加世錦賽；第一次和隊
友拿到參加里約奧運會
男子4×100米自由泳

接力的入場券；第一次進入世錦賽男子
百米自由泳決賽（在8名晉級決賽的選
手中排名第二）；第一次稱霸世界。

“我很驕傲，我是中國人，我拿到
了這枚意義重大的金牌！”在贏得了這
場驚心動魄的飛魚大戰之後，寧澤濤表
示，自己最驕傲的是突破了人種之差的
樊籠，實現中國男子游泳短距離的夢
想，將中國人的名字銘記在世界短距離
項目的最高點。

“顏值＋泳技”接棒波波夫
從2013年全運會首次打破亞洲紀

錄，到2014年仁川亞運會再奪百米大戰
的勝利，再到喀山游泳世錦賽，寧澤濤
實現了從全國飛魚、到亞洲飛魚再到世
界飛魚的三級飛躍。
頒獎儀式上，寧澤濤見到了自己的

偶像、該項目的前世界紀錄保持者、奧
運會和世錦賽“多金王”波波夫，並接
受了偶像的祝福和問候。“我太激動
了，都忘記了告訴波波夫：‘我是你的
粉絲’。下次一定要補上，”寧澤濤遺
憾地說。
然而，從波波夫手裡接過的世錦賽

百米自由泳金牌，更像是一個傳承儀
式，波波夫正式將“顏值＋泳技”的接
力棒，交給了來自中國的新一代世界飛
魚寧澤濤。
“這個冠軍對我意味着信心，讓我

對明年里約奧運會充滿了期待！”寧澤
濤說。 ■新華社

■■姚明姚明（（左左））與菲律賓與菲律賓
的帕奎奧分別擔任己國的帕奎奧分別擔任己國
申辦大使申辦大使。。 美聯社美聯社

■■巴沙利巴沙利（（右二右二））隨隊在上海體育場訓練隨隊在上海體育場訓練。。 法新社法新社

■寧澤濤高舉印有
國旗的泳帽激情慶
祝。 美聯社

短評

■頒獎儀式
上，寧澤濤
向國旗行軍
禮。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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