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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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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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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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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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713-952-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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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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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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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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305 S. Main, Houston, Texas 77025 
Tel: (713)663-7550   Fax: (713)663-6896 

網址：http://www.hcchome.org 
電郵：hccoffice@hcchome.org 
教牧同工：曹惠基、潘小玲 
D. Carter、譚聖欣、賴永敬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英語、粵語﹚ 
午堂崇拜：上午十一時正﹙國語﹚ 

梨城分堂崇拜：下午二時﹙國語﹚ 
牧師：鄭忠禎 

主日學：下午三時半至四時半﹙國語﹚ 
12005 County Road 59, Pearland, Tx, 77584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West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638 Hammerly Dr., Houston, Texas 77043 
Tel:(713)935-9422、935-9447 Fax: (713)935-9928 

電郵: whcc@whcchome.org 
主任牧師：許重一 

中文牧師：黃奕明、粵語牧師：施克健 
英語牧師：白安卓、李家德 

北區植堂牧師：祝華達 / 英語傳道：Ted Cox 
家庭事工：林徐玉仙 / 青少年：燕華欣、孫國軒 
兒童主任：陳秀女 / 粵語傳道：吳謝寶芳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卅分﹙國語/粵語﹚ 
 午堂崇拜(英)、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明湖中國教會 
Clear Lake Chinese Church 

503 N. Austin St., Webster, Texas 77598 
Tel: (281)338-1929    Fax:(281)338-0435 
電郵: clearlakecchurch@comcast.net 

網址:http://www.clearlakechinesechurch.org 
中文牧師：張友鴻牧師 
英語／青少年：林文平牧師 

英語崇拜：上午九時三十分 
中文崇拜：上午十時五十分﹙國語/粵語﹚ 

查經禱告會：禮拜三晚上八時 
禮拜五晚：中文查經、AWANA兒童節目 

           青少年團契 

 
  

7707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Tel: (281)499-2131  Fax: (281)499-5503 
網址：http://www.fbcchome.org 
電郵：office@fbcchome.org 

主任牧師：林永健 
行政主任：楊黃琳娜 
國語、粵語崇拜：上午九時卅分 

 英語、青少年、兒童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週四上午: 長輩活動和婦女聚會 

週五/六晚:兒童聚會 AWANA,青少年和成人團契 
主日下午:中文課和英語學習班 

凱地中國教會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24747 Roesner Road, Katy, TX 77494 
Tel. (832) 437-1998 

電郵：katyccc@katyccc.org 
網址: http://www.katyccc.org 

主任牧師：楊浩峰 
華語牧師：滕茂坤 / 英語牧師：林懷祖 
青少年事工：章迦恩/兒童事工：陳明佑 

關懷事工主任：王台妹 
        中文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 
      英文、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 

康福華人教會 
Comfort Community Church 

702 Smith Road.,  
Port Lavaca, Texas 77979 
電話：(361)553-6300 

 
主任牧師：趙德光 

 中文敬拜：主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English Worship：Sunday 9:30AM 
  禱  告  會：禮拜三晚上七時半 
  小      組：禮拜五晚上八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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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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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印象中，歐美人普遍比亞洲人的塊頭要大，看健身比賽，好像亞洲人一下子被比

下去。不過，有個韓國猛男塊頭非常壯觀，一身肌肉直接碾壓一衆歐美男人，顛覆了人們對韓國

男人的認識。俊朗的外形勁爆的肌肉讓他受到女性粉絲的青睐，他在采訪時甚至說到我有過很多

女朋友，不是某個人的專屬……

綜合報道 2016年9月18日，巴西裏約熱內盧，2016裏約殘奧會閉幕式盛大舉行。本屆殘奧會，中國隊獲得

了107枚金牌、81枚銀牌、51枚銅牌，總計達239枚獎牌，蟬聯四屆殘奧會金牌以及獎牌總數第一。此外，在本

屆殘奧會上，中國運動員還創下了51項世界紀錄。

綜合報道 還有幾天就到了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啤酒節，拜仁全隊照例身穿巴伐利亞特色的皮褲合影，主帥安

切洛蒂露出了期待已久的微笑。安切洛蒂在拜仁的前五場比賽中取得了五連勝，進20球失0球的絕佳戰績。拜仁

的好心情還將繼續持續下去，因爲還有兩天就是傳統的慕尼黑啤酒節，拜仁全隊也穿著傳統的皮褲參加了合影。

拜仁的新援穿上傳統的巴伐利亞服裝還有些別扭，拜仁隊長拉姆：“有些人看著有點搞笑呢，我就不說是誰了。

但是他們會習慣穿皮褲的，他們會感受到啤酒節的曼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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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責任編輯：張 琳 2016年9月20日（星期二）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里約熱內盧馬拉簡拿體育場內，殘奧

會的聖火緩緩熄滅，第十五屆夏季殘疾人奧林匹

克運動會當地時間18日晚閉幕，160個國家和地區的

殘奧健兒縱歌熱舞、歡樂告別。中國代表團以107塊金

牌、81塊銀牌與51塊銅牌，總數239枚獎牌，連續第四屆在

殘奧會上佔據金牌榜與獎牌榜雙第一。香港健兒也共奪2金2銀2

銅，在76個奪獎代表團中位列第40。

國際殘疾人奧委會主席克雷文在閉幕式致辭中說：“這是一屆‘非凡’的殘奧會，里約人熱情的支持甚至比
這座令人驚嘆的城市還要美麗，運動員超出尋常的發揮是對你們的回報。”

全場為伊朗單車選手默哀
致辭之前，全場觀眾集體為伊朗殘奧選手、單車運動員巴赫曼．哥巴內扎德默哀。
過去的12天裡，4,400多名殘奧運動員在賽場揮灑激情，淋漓盡致地展現出永不放棄的頑強鬥志，詮釋了不斷挑

戰命運的拚搏精神。殘奧會門票銷售突破200萬張，賽事在15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轉播，數百萬觀眾將最熱烈的掌
聲送給了殘奧健兒，讓他們在運動中找回了自信，實現了夢想。

據新華社消息，里約之行，中國殘奧代表團創造了自1984年參加殘奧會以來的最好成績，共獲107塊金牌、
239塊獎牌，創51項世界紀錄，連續第四屆奪得金牌和獎牌榜雙第一。這屆殘奧會，中國體育代表團第一次實現
單屆金牌數破百，先後獲得中國殘奧歷史上的第400枚金牌和第1,000枚獎牌，中國擊劍“夢之隊”囊括該項目
所有14枚金牌中的9枚，游泳運動員黃文攀在里約泳池勇奪5金，5次打破世界紀錄。

港泳將鄧韋樂持旗進場
當晚，閉幕式變成了一個大型演唱會，香港代表團由游泳運動員鄧韋樂代表持旗進入閉幕式會

場。從桑巴到搖滾，從流行音樂到波薩諾瓦，音樂讓人們跳舞，讓文化共鳴。里約奧組委主席努
茲曼表示：“我們舉辦了偉大的奧運會和殘奧會，這一切慶祝始於一個夢想，就是把里約變
成奧運之城。”

此外，里約熱內盧市長帕埃斯於閉幕典禮中將國際殘疾人奧委會旗幟傳遞予日
本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寓意東京接棒籌辦2020年舉行的殘奧運。

港隊於今屆殘奧運共取得2金2銀2銅，於獎牌榜位列第40名。
硬地滾球、游泳及輪椅劍擊隊將乘搭阿聯酋航空公司
客機於21日中午載譽返港。 ■記者 陳曉莉

陳七 歐冲重獲港足徵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足總

19日晚公佈港隊集訓名單，“陳七”陳肇麒、
歐陽耀冲（歐冲）再獲主帥金判坤欽點入選
“金家軍”，下月3日開操。港足29人集訓名
單，除陳肇麒外，效力內地球會貴州恒豐智
誠的歐冲亦獲徵召，後者上一次入選已是兩

年前。另外，法圖斯亦當然入選。港足今次
集訓是為備戰分別於10月6日作客對柬埔寨和
10月11日主場對陣新加坡的兩場國際友誼賽，
作為11月的東亞盃第二階段外圍賽以及亞洲盃
第三圈外圍賽的熱身賽。

吳敏霞盼退役後豐富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18

日晚，吳敏霞、徐莉佳、鍾天使等五位奧運健
兒模擬TED演講的方式，與滬市民近距離接
觸，分享自己運動生涯的點滴與人生感悟。現
場提問環節，吳敏霞笑言女生要矜持。她直
言，過去的生活過於枯燥單一，希望今後豐富
生活，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我應該走我自
己的路，要為我自己活，不要為別人而活。保
持自己的生活方式，過我期望的一種生活。”

;�;�
$1$1

里約殘奧會里約殘奧會
獎牌榜獎牌榜

排名 代表團 金 銀 銅 總計

1 中國 107 81 51 239

2 英國 64 39 44 147

3 烏克蘭 41 37 39 117

4 美國 40 44 31 115

5 澳洲 22 30 29 81

......

40 香港 2 2 2 6

里約殘奧港隊里約殘奧港隊
獎牌得主獎牌得主

金 游泳 男子200米自由泳S14級 鄧韋樂

硬地滾球 個人BC4級 梁育榮

銀 輪椅劍擊 女子個人花劍A級 余翠怡

輪椅劍擊 女子重劍團體 香港隊

銅 乒乓球 女子單打TT11級 吳玫薈

輪椅劍擊 女子個人重劍B級 陳蕊莊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9 月
18日下午，2016
中國國際壁球挑
戰賽在北京落
幕。經過四天的
角逐，香港選手
湯芷穎和澳洲選

手Sarah Cardwell會師決賽。最終，湯芷穎以3：1獲
勝，奪得本屆賽事的冠軍。

前兩盤，湯芷穎和Sarah Cardwell各贏一局。第三
盤湯芷穎發揮出色，一度以 9：0 領先，被 Sarah
Cardwell反攻4分後，湯芷穎及時遏制對手反攻趨勢，
順利拿下最後一局。

湯芷穎稱，因為壁球比賽雙方身體接觸比較多，因
此壁球的擊打高度以及觸碰牆壁的落點，更需要時刻動
腦筋作出最好的判斷選擇，她喜歡這種比賽中動腦筋的
感覺。

本屆挑戰賽吸引了來自中國內地、香港、美國、澳
洲、馬來西亞、印度、菲律賓等7個國家和地區的頂尖運
動員參加。中國國家壁球隊特邀教練王偉聰表示，整體
而言，中國的壁球發展水平已步入世界中等偏上，未來
期待內地舉辦更多能夠挑選壁球種子選手的青年賽，也
希望更多中國選手有機會到國外參加競賽，為壁球在內
地發展打下更好的基礎。

湯芷穎奪中國壁球挑戰賽冠

■■湯芷穎湯芷穎（（左左））力挫澳力挫澳
洲球手奪冠洲球手奪冠。。 新華社新華社

■閉幕式為意外身亡的伊朗單車
選手哥巴內扎德默哀。 路透社

■中國國旗
進入閉幕式
會場。

新華社

■日本東京都知
事小池百合子
（右）接過殘奧
會旗幟。美聯社

■鄧韋樂任港隊
持旗手。
香港殘奧會圖片

祖雲達斯今季不敗身至第5場便終止，這支衛
冕意甲的球隊19日在聯賽領前下，以1:2作客反
敗，近六季首次於聯賽敗在國際米蘭手上。

賽後，“祖記”主帥阿利基尼坦言，國米的
勝利實至名歸；門將保方則表示，“祖記”這麼輸

球真不該。
祖雲達斯今仗戰至66分鐘由列治史迪拿門

前撞入開記錄，不過兩分鐘後便被國米主將莫路
伊卡迪角球迎頂扳平。78分鐘，國米由後備入
替的比列錫頂入反超前一球。雖國米在比賽尾
段，有班尼加兩黃一紅被逐，都成功保住2:1勝
局，是近六季以來首次擊敗祖雲達斯。

“祖雲達斯的問題出在技術環節，很容易就
失掉控球權，傳球又缺乏準確度，角球防守中，
本賽季已經失了3球。球隊運轉不暢，前鋒想要
進球也很困難。我們應該走出失利陰影，準備下
輪比賽。輸球不是災難，現在這場敗仗，對我們

來說還有益處，如果我們能變得更聰明，國米的
勝利實至名歸。”阿利基尼說道。

“祖記”隊長保方在賽後表示不滿意，“我們
感到很受傷，前65分鐘我們踢得很差，但依舊1:0
領先。像祖雲達斯這樣的球隊，絕不能用這種方式
輸球。和局可以接受，但輸球不應該。這樣的大場
面需要的不僅是技術戰術，還有勇氣、決心。”

至於意甲21日上演獨角戲，AC米蘭將主場
迎戰拉素。AC米蘭近5次聯賽主場面對拉素保
持不敗，加上頭號射手前鋒卡路士巴卡狀態神
勇，今仗主場值得看高一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國米國米破“祖記”今季不敗身

■■莫路伊卡迪莫路伊卡迪((右右))頂入追平一球頂入追平一球。。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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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Lane,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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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oldengaterestaurantequipment.com
E-mail:Goldengatem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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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千嬅與寶珠姐交流湊仔心得，千嬅
接受訪問時指兒子現就讀K2，學識

有手尾，懂得收拾玩具。她又指早上Tor-
res在家中吃飯時突然呼叫“媽媽”，當時
她正在房間與老公丁子高聊天，她遲了出
來，Torres見找不到她， 一時急起來就叫
傭人打視像電話找她，於是她就同兒子解
釋自己正在跟爸爸談話，他要有耐性等
她。千嬅又表示兒子剛開學，不敢接太多
工作，亦不敢開演唱會：“他未到一年班
前我都不會開演唱會，想留多些時間陪
他， 因為搞演唱會就要全情投入，不能夠
分身。”
剛過去的中秋節，楊千嬅因工作關係身

在內地，未能與老公丁子高和兒子Torres食
月餅玩燈籠。不過，年紀小小的Torres非常
有心，趁媽媽不在家時親手造了一個迷你心
形月餅，等千嬅回家後立即送上。望住Tor-

res手上的小月餅，千嬅非常感動，在網上
留言說自己“感動到慌”，不捨得吃。

寶珠姐從不責罵天經
寶珠姐指自己當年教仔是採用自由方法，
任何事都會與天經平心靜氣地商討，不會
責罵，不過現在跟過去的小朋友教法已經不
同。 問到寶珠姐如有孫兒會否過分溺愛？
她笑說：“我都怕會，因為小朋友好得意，
不捨得鬧。”

TorresTorres學會學會收拾玩具感安慰收拾玩具感安慰

千嬅千嬅來年陪子
不開個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楊千嬅與陳寶珠19日出席

海港城《BE@RBRICK時尚藝術展》開幕禮，千嬅表示有收藏

有紀念價值或cross over的 figure，並會與兒子Torres分享。

因為兒子Torres快將升小一，千嬅宣佈未到兒子一年班前，都

不會開演唱會，想多些時間陪兒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鄭秀
文（Sammi）18日晚繼續演出，許志安
繼續出盡力揮動打氣棒，演唱會唱到中
段《終身美麗》時，Sammi突然說：
“好開心，好開心呀，我把聲清返
啦！”觀眾都為她喝彩。接着唱《我們
的主題曲》越唱越順，此時介紹神秘嘉
賓張衛健（Dicky）出場，全場氣氛推
至高潮。Dicky身為她老友當然很多料
爆，Sammi索性除鞋等他慢慢講，之後
Dicky一時形容Sammi“徐娘半老”，
一時“風韻猶存”，搞到Sammi扮嬲
怒睥他，他才改口“半熟人妻”。
Dicky 本來想爆 Sammi 和安仔秘

密，他得戚地說：“今時今日許生許太
有咁美滿的生活 ，我居功至偉呀！”
全場歡呼，Sammi 說：“關你咩事
呀？”同時她索性除去高跟鞋，等
Dicky慢慢講。他說：“小弟同老婆在

菲律賓搞一場為期三日兩夜的婚禮，而
當時我分別邀請，當時仲係處於分手狀
態的許志安同梁漢文來……”全場爆
笑，Sammi笑到講不到說話，Dicky立
即說：“我在此澄清，許志安同梁漢文
無野㗎，鄭秀文唔係煙幕！”他說：
“我有理由相信他們在呢三日兩夜裡，
就……成功翻撻！”Sammi 立即否
認：“梗唔係啦！唔關你事，你亂
講！”Dicky說：“今日你們開花結
果，係咪應該當我老爺，斟返杯茶畀
我？許志安在嗎？”觀眾立即指住觀眾
席的安仔，但 Sammi 卻說：“不
在！”安仔離遠大叫：“黐線！”
Dicky轉向坐第一行的男觀眾入手：
“喂，你出來扮住許志安先啦！試偷
跳……條欄河，隔離你老婆？佢話OK
喎，你浪費大好機會！如果畀着我呀，
我……都唔制，我好愛我老婆！”

張衛健稱Sammi“半熟人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許志安與樂隊Dear
Jane19日到電台宣傳新歌《非安全地帶》，安仔指歌曲
是講人要跳出自己的安全保護網，才能看得清楚世界，
要永不言敗去做，安仔笑言今次的ABC Project分別邀
得四隊樂隊為他寫歌，都是基於一次醉酒後想出來的。
而Dear Jane也覺得安仔的聲線Rock 得起，跟這位前
輩合作也沒感到壓力。
談到太太鄭秀文帶病舉行個唱，18日晚介紹嘉賓

張衛健出場時以老公的朋友相稱，首度公開叫安仔做老
公，安仔即甜笑，問平時Sammi也叫他老公？他笑笑
口說：“不是，一期期啦，有好多名喎！”近期怎樣叫
法？安仔笑說：“沒有呀，突然就講，但當然不會告訴
大家啦！”對於Sammi抱恙失聲演出時痛哭向觀眾說
對不起，作為老公會否很擔心？安仔表現認真：“當然
有，但也沒辦法，病每個人都有，盡了力就最好啦，她
都盡晒力！我亦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個騷！”有否為太太
心痛？安仔說：“有呀，也沒辦法，人生是面對未知和
不能預計出來的事情，也才夠好玩！”

再問到Sammi失聲後第一晚回家是否很不開心？
安仔指太太現是住酒店，而他平時不輕易睡酒店，在香
港就會回家睡覺。但有否陪她安慰她？安仔才呵護備至
說：“有去看她一下，後來她都好清楚，失聲需要面對
去處理好，歌迷也很錫她對她很好！”自己又如何給太

太正能量？安仔答謂：“咪揸住pon pon 棒係咁扑！”提到黃子
華搞笑地叫Sammi快生B，還改好名做“許勝不許敗”，記者叫
他快點生，安仔也忍不住笑：“好鬼搞笑……咁囉！”子華又讚
他跟Sammi這一對是香港的童話，安仔帶點害羞笑說：“唔好
啦，許勝不許敗，怕讀幼稚園有問題，罰抄就永遠留堂嗰個！”

Sammi演出第三場聲線開始轉好？安仔也認同指是漸入佳
境，至於他未被太太邀任嘉賓，也沒想過尾場要上台，而他本想
八場也在場為太太打氣，但其中一場他不在港要到外地宣傳電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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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靜儀）陳百祥（叻
哥）、彭健新、許懷欣、
許 懷 谷 、 林 欣 彤
（Mag）、鄭俊弘及陳庭
欣等，19日到尖沙咀出
席《善心滿載仁愛堂》記
者會，而仁愛堂副主席陳
慧玲亦有現身主持啟動儀
式，但就透過公關表示不
做訪問。
當晚有份演出的

Mag表示除了開幕時會進
行大合唱外，更會獻唱自己加盟王祖藍公司後的第
一首新歌《懸崖花》，歌曲是想祝福曾經相愛過的
男生，她說：“好多人都試過在一段關係裡面有些
唔係好開心的事發生，分手後回憶起都係唔開心的
事，希望出一首歌提醒大家可以祝福舊愛。（可有
投放個人經歷入歌詞？）我有同首歌填詞人講我其
中一段感情，其中一個前任同我由細到大一齊，斷
斷續續，佢係我生命中重要的人，但冇緣分行到最
尾，聽聞佢有一位女朋友，想借首歌祝福佢，希望
呢位同佢可以長長久久，在我們的回憶，佢記得的
都係美好，感激佢出現過。”阿Mag表示舊愛是她
的舊同學，至於新歌是否因過往的戀事不快居多？
Mag否認說：“開心事都多，只係我的歌多數是
‘非情歌’，今次想出首正面情歌，（錄音時有冇
錄到喊？）又冇錄到喊，反而會心微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馬國明、黃智
雯、劉佩玥（Moon） 、黃子恆及胡鴻鈞等，19日
出席電視城舉行的劇集《降魔的》開鏡暨“重重有
賞”頒獎儀式，《降》是首個由員發性提供的原創
故事並獲無綫接納開拍成劇集，無綫副總經理（節
目及製作）杜之克向同事頒發一萬港元獎金，並鼓
勵員工繼續創作。
馬明與黃智雯一起接受訪問，問到二人可有故

事提供？馬明表示以前曾經構思過一個關於兩嫲孫
的故事。黃智雯自言喜歡跳舞，想向公司提議開拍
跳舞題材劇集，並笑謂希望馬明一齊演出，他跳鋼
管舞。馬明聞言就笑稱可以讓黃智雯纏在身上。黃
智雯透露劇中會一人分飾兩角，一個是醫生，另一
個則是神秘角色。

馬國明願做黃智雯鋼管

林欣彤感激前任出現

■■楊千嬅楊千嬅
表示兒子表示兒子
剛開學剛開學，，
不敢接太不敢接太
多工作多工作。。

■ Sammi■ Sammi 穿 上穿 上 LanLan
YuYu的黑色低胸長裙和的黑色低胸長裙和
張衛健鬥嘴張衛健鬥嘴。。

■■許志安同樂隊許志安同樂隊Dear JaneDear Jane宣傳新歌宣傳新歌。。

■■TorresTorres 日漸日漸
長大長大，，愈來愈愈來愈
懂哄媽媽懂哄媽媽。。

■Torres非常
有心，趁媽媽
不在家時親手
做了一個迷你
心形月餅。

■■楊千嬅與寶珠姐楊千嬅與寶珠姐
交流湊兒心得交流湊兒心得。。

■■林欣彤林欣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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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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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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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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震東與李毓芬復合3個月，但2人忙
工作聚少離多，只能透過手機遠距離戀愛
，日前柯震東隨電影《再見瓦城》參加威
尼斯影展後返台，終於有空享受兩人世界
，昨凌晨迫不及待約會吃消夜，一解相思
苦。不過李毓芬悶悶不樂，還拉姊妹淘王
思平當電燈泡，看來對復合戀有些保留。

柯震東、李毓芬和王思平昨凌晨在24
小時營業的歸綏街 「世界美食」吃消夜，3
人坐在餐廳角落避人耳目，點了肝連、嘴
邊肉、培根炒泡麵、燙青菜及註明 「不加
蔥」的火腿蛋餅。柯震東似因佳人相伴食
慾大開，店員才剛拿走點餐單，他又起身
加點海鮮湯。

李消夜埋單300有找
穿白色吊嘎的阿東綁著沖天炮髮型像

頑童，邊吃邊和王思平嘻笑打鬧，李毓芬
不知是精神不濟，還是未脫離復合初期的
彆扭，阿東開玩笑用拳捶她香肩，她也無
動於衷。餐畢，李毓芬掏腰包埋單，滿桌
小吃合計293元，3人隨後穿過排隊人潮到
路邊取車。

柯震東眼睛利索，一出餐廳就發現對
街記者身影，原本走在後面的他，歪嘴斜
眼做怪表情，大步一跨走到李毓芬前面，
「電燈泡」王思平也立刻切換成掩護模式

，刻意放慢腳步和柯震東走在一起，把李
毓芬藏在身後。倒是李毓芬似乎厭倦躲躲
藏藏，沒刻意閃避，兩眼無神地跟在柯震
東身邊。

2車內湖香閨神隱
3人上車前討論了一下，之後李毓芬無

精打采地開著保時捷休旅車載王思平離去
，柯震東則駕駛 1600 萬元起跳的 Aston
Martin DBS V12跑車護送，2車一路往內湖
李毓芬家的方向開。記者在民權大橋附近
卡到紅燈，追去李毓芬家已不見人影，路
邊也不見柯震東的千萬座駕，不知是否直
搗李毓芬香閨共度春宵。

儘管深夜約會證據確鑿，但 「東芬」
不認復合，柯震東經紀人表示： 「藝人交
友是私事，公司不干涉，謝謝關心。」李
毓芬經紀人也口徑一致地說： 「朋友一起
出去，不用多聯想。」也是一種默契。

Aston Martin DBS 007最佳座駕
◎引擎型式：5935c.c. V12
◎最大馬力/轉速：517匹/6500轉
◎最大扭力/轉速：58.1公斤米/5750轉

◎變速箱：6速手自排
◎驅動方式：後輪驅動
◎0-100km/h加速：4.3秒
◎極速：295km/h
◎基本車價(台幣)：1600萬元起

英國Aston Martin DBS跑車曾是喬治拉
贊貝、史恩康納萊扮演的 「007情報員」的
座駕，2006年，英國男星丹尼爾克雷格駕
駛的 Aston Martin DBS V12 首度在《007 首
部曲：皇家夜總會》亮相，驚豔車迷，
2007年量產，下一集《007量子危機》仍用
這款勁駒，藝人郭富城、柯震東、羅志祥
、溫昇豪都是愛好者；李毓芬曾化身龐德
女郎，為該車發表會站台

柯震東駕1600萬Aston Martin護花
吊嘎沖天炮 夜會李毓芬

邱澤、柯佳嬿、曾之喬以東森《必娶女人》分別入圍
本屆金鐘獎視帝、視后和女配角，邱澤憑《必娶女人》、
《滾石愛情故事 最後一次溫柔》雙料入圍戲劇節目、迷你
劇集男主角，形容心情 「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他過去
最逼近金鐘的1次是2012年拍《小資女孩向前衝》，他說
： 「那時大家都說我會入圍，結果沒有，有點失落。」謙
稱現在 「還不是很會演戲」，看好吳慷仁稱帝。

首度角逐金鐘獎的邱澤表示，得知入圍的瞬間不停踱
步，腦子呈現空白狀態，現已回復平常心。他說，當演員
有趣的是一直很忙，他會反覆檢查自己的表演， 「每天演
完都覺得可能別的方式會更好」。他認為最大勁敵是好友
吳慷仁， 「他在《一把青》裡的角色有點叛逆，拿捏得很
好」。

柯佳嬿歸功做善事
柯佳嬿把入圍歸功於 「平常有做善事」。她在拍《必

娶》時，幾乎每天被導演于中中兇，酸她 「沒有人喜歡誠
懇型的女主角」，還常故意刺激她和曾之喬競爭，說她

「完全輸了」。柯
佳嬿透露，她在心
裡和導演翻臉，但
現在回想起來很感
謝他。殺青後，柯
佳嬿和于中中擁抱
，她笑說： 「我抱
他時在哭，心想應
該不會傳緋聞吧。
」

炎亞綸嚴肅賀
喬喬

曾之喬（喬喬）14歲就出道，曾被評論 「太會演，不
真心」，曾有4、5年籠罩在烏雲之中，她感謝有人點醒她
，否則只用慣性方式，只怕淪為一成不變的 「上班族演員
」。她出道13年，終於在27歲時入圍金鐘，30歲的好友
炎亞綸傳訊說： 「妳辦到了我這輩子可能辦不到的事。」

她笑說： 「也太嚴肅了，他才幾歲啊。」
《聚焦全世界》主持人舒夢蘭今年入圍教育文化節目

主持人獎，她說： 「節目從攝氏零下35度，拍到40度，
橫跨75度溫差，深入報導地球環保、人道文化等專題，過
程很不容易。」

國寶歌后江蕙（二姊）退休1年多，歌迷引領期盼的
演唱會DVD終於確定28日發行。她凡事力求完美，親自
盯剪輯、挑選幕前幕後照片，十幾萬張照片她一張張挑，
看得她直呼： 「眼睛快脫窗！」DVD已開放預購，首批5
萬張可望完售，估計將超越她 7 年前《初登場》演唱會
DVD賣25萬張的紀錄，以每張650元計算，金額上看1.6
億元。

二姊去年舉行25場封麥演唱會，歌迷搶票盛況空前。
她最終場唱完《幸福的溫度》後，將麥克風放進珠寶盒，
用金鑰匙鎖上，在萬名歌迷面前華麗轉身，其實她回到後
台癱坐在階梯哭泣，久久無法平復。

記錄寇桑拭淚畫面
她封麥前，恩重如山的黃義雄（寇桑）勸她別退，得

知她心意已決，轉而支持。她辦了25場告別演唱會，寇桑
場場現身，她退休後，情同父女的 2 人定期聚會，未料

DVD 上市前夕，寇桑撒手人寰，令她悲痛不已。
DVD記錄寇桑在最終場親自為她拭淚畫面，二姊重看
這一幕忍不住淚崩。

44年的藝界人生，她自認沒有遺憾，只是不捨歌
迷。談到1年多來的退休生活，她說，每天以追劇為
樂，偶爾技癢和家人在家唱卡拉OK，也克服搭機恐
懼症，帶家人出國去玩，但依然 「怕生」。

經紀人陳子鴻昨透露，二姊現在還是不太敢外出
吃飯，原因是多年前她在外面用餐，遇到歌迷要求合
照，被工作人員阻擋，她耿耿於懷，從此乾脆少外出
，以免再對不起歌迷。

收錄張學友《家後》
這張DVD徵得嘉賓 「歌神」張學友同意，收錄2人合

唱《家後》經典畫面。陳子鴻透露，因二姊要求完美，仔
細校對影片，因此較晚交出母帶，首批只壓5萬張。據悉

許多通路已追加訂貨，DVD銷量可望突破25萬張個人紀
錄。

江蕙告別身影月底再現江蕙告別身影月底再現
封麥封麥11年再撈年再撈11..66億億

邱澤金鐘雙入圍解邱澤金鐘雙入圍解44年前舊恨年前舊恨
首搶視帝最怕吳慷仁首搶視帝最怕吳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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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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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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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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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19日公布的數據顯示，韓國中秋節

假期(14-18日)由宋康昊和孔侑聯袂主演的本土片《密探》吸

引觀眾337.0159萬人次，票房占有率高達54.7%，繼續領跑票

房，該片的累計觀影人數已突破600萬人次。

《密探》以上世紀二十年代為背景，講述抗日獨立軍

“義烈團”隊長(孔侑飾)和韓裔日本警察(宋康昊飾)間的殊死

暗戰。該片於9月7日正式登陸韓國院線後票房壹路飄紅，成

為了今年以來第7部觀影人數破600萬電影。

近五年來上映的韓國電影質量上乘，在強調愛
國心的同時能夠揭露社會問題，反應社會現象。

在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發行的最新壹期的雜誌
《韓國電影》中，以2012年後上映的電影為對象進
行的研究發現，票房成功的關鍵詞為“社會性”。

2011年，上映的電影《熔爐》觀影數達到466
萬名，之後 2012 年上映的《斷箭》觀影數達到了
346萬名，既收獲了票房成功，又提高了公眾對社
會性電影的關註。2014年上映的《辯護人》觀影數
更是突破1千萬，達到了1137萬名。分析表示，社
會性已成為票房必不可少的關鍵因素。

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客座研究員金成姬介紹說
，表現社會性的電影之所以能夠獲得票房成功，這
和韓國電影所采用的戰略是分不開的，即將電影的
題材與批判社會的主題進行結合。

《辯護人》是法庭電視劇，《老手》是動作電
影，而《內部者們》是犯罪電影，通過這樣的方法
可以縮短電影與觀眾之間的距離。

最近，與“社會批判”相反的“愛國”壹時之
間也成為了票房關鍵詞。像《鳴梁海戰》、《延坪
海戰》、《暗殺》、《仁川登陸作戰》、《德惠翁
主》等電影，在以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期為背景的
時代劇和戰爭電影中，愛國心被突出地表現出來。

《灰姑娘與四騎士》43秒吻戲拍攝細節曝光 NG多次
繼公主抱、史上第壹買、直播表白

、紅酒吻之後，韓劇《灰姑娘與四騎士

》又上演了長達43秒的天旋地轉之吻。

該劇的評價和播放量也是壹路上揚，點

播量邁向5億，被網友們稱為“瑪麗蘇

教科書”。

上周播出的第十二集尾聲，在清風

拂面的草原上，丁壹宇終於向樸素丹表

白：“我喜歡的不是智惠，而是妳，謝

謝妳，走近我。”之後，丁壹宇深情款

款走向樸素丹，上演令觀眾“蘇到天旋

地轉”的吻戲。

為了拍攝出“天旋地轉”的吻戲效

果，《灰姑娘與四騎士》可謂是用足

了各種鏡頭拍攝方法，從近景貼身到

全景展現，甚至動用航拍360度展現甜

蜜。

在官方透露的花絮中，丁壹宇和樸

素丹壹開始也是笑場不斷，NG多次後才

終於完成。

《灰姑娘與四騎士》開播以來，就

以高甜的“臉紅心跳”和瑪麗蘇情節引

發熱議。據悉，該劇將在本周五9月23

日、24日晚22：15上演第13集和第14集

在愛奇藝播出，VIP用戶享受全球同步觀

看，非會員延時壹周觀看。

《悟空傳》明年空降銀幕
小說作者今何在操刀編劇

近日，電影《悟空傳》宣布定檔

，將於2017年 7月13日空降大銀幕。

與此同時，備受關註的《悟空傳》演

員陣容也首度曝光，彭於晏、倪妮、

歐豪、余文樂、鄭爽、喬杉領銜主演

，俞飛鴻特別出演。

而最受關註的角色“悟空”將由

彭於晏飾演。在昨日公布的三張“開

眼定心”版定檔海報中，三種姿態各

異的悟空於壹片重彩濃墨中“上天入

地”，在原著小說經典臺詞的烘托下

，極具感染力。

《悟空傳》改編自今何在撰寫並

擁有“網絡第壹書”美譽的同名小說

。自2000年出版以來，《悟空傳》原

著陪伴了壹代又壹代人的青春。17年

後，這壹經典 IP 終將登陸銀幕，向

“悟空迷”們獻禮致敬。

此次電影《悟空傳》幕後團隊也

空前強大：曾執導《西遊· 降魔篇》的

香港電影金像獎得主郭子健擔任本片

導演，小說原作者今何在與郭子健親

自操刀編劇，將完美再現原著中“有

情有義，無法無天”的精神內核。此

外，本片還聘請了國內金牌監制黃建

新把關。

對於很多人來說，《悟空傳》象

征著壹種無可替代的精神信仰，尤其

是書中那句“我要這天再遮不住我眼

，要這地再埋不住我心，要這眾生都

明白我意，要那諸佛都煙消雲散”，

更成為壹代人反抗叛逆、青春無悔的

宣言。

《麻雀》首演“傻白甜”
周冬雨：初看劇本也生氣
電視劇《麻雀》正在熱

播，在已播出的劇情中，周

冬雨扮演的“徐碧城”多次

置隊友於險境，引發了大批

觀眾對徐碧城人設的吐槽。

而在此前的定檔發布會上，

周冬雨就表示她自己都覺得

這個角色太“笨”，擔心播

出時觀眾會不喜歡，所以在

拍攝時，她就已經努力地去

將角色往“萌”的方向塑造

：“我當時看劇本的時候，

就覺得怎麽會有這麽笨的女

生，徐碧城壹開始壹直在捅

婁子，然後陳深、唐山海壹

直不停地在給她補窟窿。”

正是因為周冬雨把角色

的過於單純和天真詮釋的太

過到位，所以遭到了大批觀

眾的瘋狂吐槽。雖然連周冬

雨自己都在嫌棄這樣的人設

，但她最終還是決定挑戰這

個角色，因為這是她首次出

演諜戰劇，也是她首次挑戰

女特工。在此前的采訪中，

周冬雨也曾多次提到，能飾

演不同類型的角色，是她做

演員的樂趣所在。周冬雨本

人在看劇本時，第壹遍她自

己也很生氣，但當她看第二

遍的時候就越發喜歡“徐碧

城”這個角色。在爾虞我詐

的亂世中，徐碧城的單純善

良顯得彌足珍貴。徐碧城的

存在給特工這個冷酷角色增

添了壹絲溫情，她的溫婉善

良、堅韌柔軟正是吸引兩位

男主角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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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壹部名為《釜山行》的韓國電

影突然刷爆了朋友圈、微信公眾號以及

微博。不少喜歡災難題材的影迷們，在

看了這部由延相昊執導，孔劉、馬東錫

等主演的《釜山行》後表示，比布拉德·

皮特主演的《僵屍世界大戰》質量還高

。在好口碑爆裂的同時，也有其他影迷

理性表示硬傷不少、評論過譽。

昨日，重慶晚報記者就該電影采訪

了微博知名影評人“暗夜騎士”。

普通電影愛好者
“真的是哭瞎我了！”

韓國電影《釜山行》講述的是單親

爸爸石宇(孔劉飾)與女兒秀安，乘坐

KTX高速列車往釜山，車上壹位少女帶

來的僵屍病毒開始肆虐與擴散，讓列車

上的人們陷入災難。不少慕名追片的觀

眾表示，片中主角們為家人自我犧牲的

橋段讓人淚奔，“真的是哭瞎我了！”

還有部分觀眾甚至評價說這部韓國首部

喪屍題材商業大片，開創了亞洲僵屍電

影新類型。

該片不僅中國觀眾喜愛，韓國、美

國的觀眾也都被征服。據媒體報道，有

五分之壹的韓國人為該電影票房做了貢

獻，而美國爛番茄網也給出了93%的好

評。同時，該片也成為今年在美國第壹

部票房過百萬美元的韓國電影。

電影資深粉
套路和套路的組合

盡管普通粉絲覺得片中的自我犧牲

精神讓人動容，而喪屍類型死忠粉卻表

示壹些不符合喪屍片本身設定的情節，

或多或少還是有些尷尬：網友“不朽之

青空”表示，“裏面

的喪屍跑得太快了”

。觀眾“國王的牙”

也表示：“喪屍跑的

速度趕上劉翔跨欄了。”另外，也有電

影資深粉認為就是“美國套路+韓國套路

”。網友“貓叔Mak”表示，“韓國商

業片就像好萊塢壹樣套路化了，都喜歡

反思人性。”

作家馬伯庸看片後評論說：“是部

好片，但還未到名作……”並表示其中

大部分橋段和人設都是美國同類型片子

的標配，“這片子最出彩的不是主角，

而是群眾演員，真是賣力氣啊，幾次蜂

擁而入，真是如字面意義上的‘蜂擁’

，生生把節奏給帶起來了。”

影評人觀點
“韓國商業片亞洲頂尖水平”

對於該電影，影評人“暗夜騎士”

持支持態度並認為大家還是應當將其作

為商業片來看，“這個電影不是文藝片

，不應該有過多的‘非套路’要求。”

被問及該電影被網友刷屏的原因，他認

為：“首先，亞洲並沒有這種題材電影

的出現，給人感覺十分新奇；此外，封

閉空間發生的故事，敘事完整，特效無

瑕疵，給人帶來刺激的感覺，應該說代

表了韓國商業片中比較高的水準。因此

，也產生了口碑效應。”

提及網友認為的喪屍速度太快等問

題，他表示官方並沒有對喪屍應該是怎

樣有個明確的界定，“這需要壹些想象

力，但是故事的精彩性才是電影最重要

的。”

孫楊張繼科加盟《我們來了》
湖南衛視《我們來了》今晚播出大

連站。這期節目中除了劉嘉玲、趙雅芝

、莫文蔚、陳喬恩、謝娜等幾位女神外

，裏約奧運會冠軍孫楊和張繼科都驚喜

現身。

張繼科落水孫楊跳水救人
10位女明星登上遊艇就開啟自拍模

式，沒想到孫楊突然現身，瞬間引得眾

嘉賓歡呼，10個人秒變粉絲求合影。在

隨後的摩托艇比賽中孫楊用實際行動告

訴所有人，他最喜歡的其實是張繼科。

12位嘉賓在教練的帶領下進行海上摩托

艇比賽。熱身期間，孫楊帥氣完成油門

加速，帥出新境界。

而張繼科和謝娜同駕，二人先後

落水，場面混亂。關鍵時刻，孫楊壹

躍入水，將張繼科救上摩托艇，完全

沒有管在壹旁的謝娜，簡直讓人哭笑

不得。

張繼科用鐵鍋打乒乓
在節目中，張繼科與10位嘉賓進行

了壹場精彩而搞笑的乒乓球比賽。世界

冠軍張繼科手持花樣球拍以壹敵十，他

用平底鍋、手表、手機、鍋鏟和盤子對

戰。其中莫文蔚不用球拍，堅持使用平

底鍋。

謝娜、江壹燕則打得張繼科措手不

及，孫楊在壹旁急忙說：“繼科，這是

比賽，醒醒！”不得不說娛樂圈的套路

張繼科都學會了啊！面對女生壹定得讓

，還得不留痕跡地讓。而好玩的劉嘉玲

則毫不顧忌乒乓球比賽，賣萌現場求合

影簽名。

韓國電影何以如此優秀韓國電影何以如此優秀：：
社會性是根本社會性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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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奧斯汀潮州同鄉會孔像落成 海外傳承正體字中華文化

(本報記者黃麗珊)德克薩斯州休士頓 - 華美中醫學院2016年
9 月 10 日下午 3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在 9999 WESTCHASE RD.
HOUSTON,TX.77042的HILTON WESTCHASE HOTEL舉辦年
度畢業畢業授位典禮，Angelia Guinara擔任典禮主持人，校長梁
世東鼓勵畢業生發揮所學，濟世助人。教職員及畢業生家長親友
們到場觀禮。典禮上華美中醫學院董事會主席Patrick Leung應邀
當主講人，同時院長梁慎平、教務長 Wen Huang、Baisong
Zhong、Nancy Murray等列席授業恩師，當天有近30名碩博士生
參加，並一一唱名上台接受校長梁世東與VIP嘉賓進行撥穗與授
證書儀式。這是在其建校25週年來，除了每年優秀的中醫碩士
畢業生以外首批中醫醫學博士(Doctor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
tal Medicine), 中 西 醫 結 合 保 健 管 理 碩 士 (Master of integrative
Wellness Management) , 中西醫結合保健領導碩士(Master of Inte-
grative Healthcare Leadership) 亦首次參加此次畢業授位典禮。

華美中醫學院由梁慎平博士創立於1991年。通過了25年歷
史的考驗與成長，該院校不僅通過全美中醫院校評鑑會的評鑑，
更難能可貴的，華美中醫學院亦通過全美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的
評鑑。在全美的中醫學院中有實力與資格可通過全美高等教育院
校評鑑的學校是屈指可數的，華美中醫學院的高水平教育的確是
很難得。此外，華美中醫學院和亞洲的頂尖大學，包括中國中醫
科學院，天津中醫藥大學，台北醫科大學，中國醫藥大學，河南

中醫大學等都有合作關係。2014年11月，由華美中醫學院主辦
的世界針灸學術大會，吸引了超過900名來自35個不同國家的
學者及專家參加，並發表了約200篇的學術報告。梁世東博士
自2010年被任命擔任華美中醫學院校長後，極力拓寬成長的空
間，加速學術與醫療技術進步的時間，使華美中醫學院能快速
成長，上述的成就是在他的領導下所達成的。
梁世東博士也是現任全美中醫院校評鑑會主席，負責監督全美
65個中醫院校。另外，從2005年 Methodist Hospital 的針灸部門
也是由梁博士負責主持。華美中醫學院與國外許多頂尖大學的
合作建立了很好的機制，交換教師與交換學生的設立給教師和
學生很多互相學習的機會。華美中醫學院將繼續本著這個機制
尋求國內外更多的合作機會，希望不論在學術或在醫療技術上
都能更上ㄧ層樓而且生生不息。

當天出席人士包括:
Dr. John Paul Liang, President
Dr. Patrick Leung, Keynote Speaker
Dr. Shen Ping Liang, Chancellor
Mrs. Leewood Woodell, Board of Governor
Mr. Hwan Jan, Board of Governor
Dr. Wen Huang, Dean / VP of Academic Affairs
Dr. Baisong Zhong, Associate Dean / Director of Clinical Traini

Ms. Angelia Guinara, VP pf Operations
Dr. Nancy Murray, Director of Wellness Program
Dr. Charles Chen, Faculty
Dr. Ali Hamidi, Faculty
Dr. Lin Jia, Faculty
Mr. Sam Leong, Faculty
Dr. Hui Ouyang, Faculty
Dr. Tong Wang, Faculty

德克薩斯州休士頓華美中醫學院舉辦年度畢業畢業授位典禮德克薩斯州休士頓華美中醫學院舉辦年度畢業畢業授位典禮

（本報訊）德州奧斯汀潮州同鄉會9月9日上午在奧斯汀天后
宮前廣場舉辦該會第十屆監理事就職典禮以及奧斯汀首座孔子像
落成揭幕儀式，駐休士頓辦事處黃敏境處長、休士頓僑教中心主
任莊雅淑、德州眾議員Hurbert Vo、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及德州
休士頓潮州同鄉會本頭公廟、加州潮州會館等貴賓百人出席。位
於德州首府奧斯汀的潮州同鄉會天后宮，由熱心的潮州同鄉籌建
，歷時6年、於2002年竣工，成為凝聚越棉寮來自潮州華僑移民
的重心，獨特的東方廟宇建築外觀也成為當地特色，亦吸引來自
台灣潮州鄉親加入。駐休士頓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讚譽奧斯汀潮州
同鄉會在奧斯汀傳揚中華文化之貢獻，肯定該會榮譽會長陳泰州
等元老設置孔子像希望海外華裔子弟傳承儒家尊師重道之精神。
會中該同鄉會並舉辦第十屆監理事就職，黃敏境處長、莊雅淑主
任代表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頒發僑委會賀電給顏世光會長、陳登
茂董事長，僑委會及休士頓僑教中心應該潮州同鄉會之請，特別
由休士頓攜往一批中華文化圖書，充實該同鄉會圖書館，該同鄉
會特別表達感謝，並將繼續在海外共同推展正體字文化，在與會
貴賓共同剪綵揭幕下，奧斯汀首座孔子像落成儀式及第十屆監理
事就職典禮圓滿完成。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5年雙十國慶
環保手工肥皂製作DIY及心得分享

主辦單位：中華表演藝術學會
Society of Chinese Performing Arts.
會長：陳碧如暨團隊敬邀。
中華文化淵源流長，國寶藝品手工精緻傲稱全球

。中華料理，國宴佳餚，各國稱讚。然而食安問題，
最近卻也變成人們談論的焦點，而每天擔負著我們身
體清潔工作的 「肥皂」它的安全性是否也引起人們的
注意呢？

師長們、父母們每天耳提面命提醒 「飯前洗手」

要常洗手，保持清潔，可
見 「肥皂」在人們日常生
活中的重要性。基於此，
本學會特地情商任職於台
大醫院三十餘載的護理師

陳秀珠女士前來休士頓，為僑社舉辦一場 「環保手工
肥皂製作DIY」的課程，也同時為105年的國慶活動
增添文化技術上的溝通，並且促進與僑胞的情誼交流
。

講師介紹：陳秀珠女士畢業於弘光護專（今弘
光科技大學），畢業後隨即進入台大醫院，成為台大
人，任職30餘載中，熱心公務，深受同事愛戴，4年
前退休後仍每週一次回院為需要幫助的病患當志工，
閒暇時並專心研究如何自製DIY手工肥皂，並且也

將她的製作心得與僑胞們共享。
時間：10/02/16 下午一點到四點僑教中心#103

室。
**酙收材料費用：$25 材料費及講義。預估20~25名
額。（額滿為止）
**材料均由台灣運來，作品完成後，學員各自帶回家
享用。
**學員自備用品如下：（附圖4~5人一組）
**學員需自備一個耐熱塑膠杯（PP 材質）或不鏽鋼
杯200ml和1000ml 各一個。
** 切肥皂用的小刀一支。
**攪拌匙長、中各一支。
報名聯繫：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Email : ruby.
jensen@gmail.com 。

華美中醫學院華美中醫學院20162016年年99月月1010日下午日下午33時在時在HILTON WESTCHASEHILTON WESTCHASE
HOTELHOTEL舉辦年度畢業畢業授位典禮舉辦年度畢業畢業授位典禮,,校長梁世東博士校長梁世東博士((前右五前右五),Dr.),Dr.
Patrick Leung, Keynote Speake(Patrick Leung, Keynote Speake(前右四前右四),,),,院長梁慎平博士院長梁慎平博士((前右六前右六),),
與優秀的中醫碩士畢業生與優秀的中醫碩士畢業生,,首批王榕首批王榕((二右三二右三))等中醫醫學博士等中醫醫學博士,,中西醫中西醫
結合保健管理碩士及中西醫結合保健領導碩士合影結合保健管理碩士及中西醫結合保健領導碩士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會長陳碧如會長陳碧如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左左11))、、德州眾議員德州眾議員Hurbert Vo(Hurbert Vo(右右11))、、顏世光顏世光
會長會長((右右22))、、陳泰州榮譽會長陳泰州榮譽會長((左左22))為孔子像落成揭幕為孔子像落成揭幕。。((記記
者黃麗珊攝者黃麗珊攝))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右右55))、、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右右11))代表僑委會捐贈中華文化圖書給潮代表僑委會捐贈中華文化圖書給潮
州會由陳泰州榮譽會長州會由陳泰州榮譽會長((右右66))、、顏世光會長顏世光會長((右右44))等人代表接受等人代表接受。。((記者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在官邸設宴與亞商會企業家共度中秋節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陳鐵梅報導陳鐵梅報導

亞商會年會亞商會年會““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晚宴主席譚秋晴晚宴主席譚秋晴
介紹年會晚宴的籌備情況介紹年會晚宴的籌備情況。。

嘉賓合影留念嘉賓合影留念。。 亞商會主席趙紫鋆介紹亞商會主席趙紫鋆介紹，，20162016年會年會““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晚宴的主要負責人晚宴的主要負責人。。

國國會議員國國會議員 Al GreenAl Green贈送給李強民總領事特別的中秋節禮物贈送給李強民總領事特別的中秋節禮物。。

亞商會每年一次的大型年會將於亞商會每年一次的大型年會將於99月月3030日在日在Bayou City Event CenterBayou City Event Center舉舉
行行，，今年晚會的主題為今年晚會的主題為““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為了表示對亞商會企業家的支持為了表示對亞商會企業家的支持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在官邸設宴與亞商會的企業家會員共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在官邸設宴與亞商會的企業家會員共
度中秋節度中秋節。。李強民總領事致辭李強民總領事致辭！！他首先祝企業家們中秋節快樂他首先祝企業家們中秋節快樂！！同時預祝同時預祝
亞商會年會舉辦成功亞商會年會舉辦成功！！

擔任擔任20162016亞商會年會的榮譽主席美國國會議員亞商會年會的榮譽主席美國國會議員 Al GreenAl Green應邀出席並致辭應邀出席並致辭
亞商會主席趙紫鋆致辭亞商會主席趙紫鋆致辭，，他感謝李強總領事在官邸特別為亞商會年會安他感謝李強總領事在官邸特別為亞商會年會安
排的酒會排的酒會，，趙主席介紹亞商會一年來的發展及將來的展望趙主席介紹亞商會一年來的發展及將來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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