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l:713-952-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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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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11
2016年12月31日 星期六

Saturday, December 31, 2016

4號出口

星期二星期二、、三三、、四四
9：00AM
星期五星期五、、六六
9：00P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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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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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9 Bellaire Blvd., #251-261, Houston, TX 77036
Tel: 281-201-1360Houston 店:

10901 North Lamar Blvd., #211, Austin, TX 78753
Tel: 512-387-3282Austin 店:

營業時間: 日-四 11am ~ 9pm        五,六 11am ~ 10pm

日用雜貨 廚房用品 和風工藝 保健用品

文具玩具 清潔用品 美妝飾品 旅行用品

因應季節和潮流變化, 本店隨時都有超過
20,000種商品供你選購. 每星期還有不同
推廣折扣活動, 總有合你心意的選擇. 

應有盡有    日用家居文具禮品總匯!
www.fitjpsto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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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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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地產預購新屋﹑舊屋﹑拍賣屋,辦公大樓公寓屋

281-798-0868（手）
281-561-7275

1919年豐富房產經驗年豐富房產經驗
住

家

商

業

住家專精﹕西南區﹑醫學中心﹑糖城﹑Katy﹑Pearland
商業專精﹕店面﹑倉庫﹑購物中心﹑辦公大樓招租﹑

買賣管理﹑土地投資
Email:tsuiweihuang@yahoo.com

蕭翠薇蕭翠薇

★西南區平房,近2000呎﹐全磚2003年﹐全新裝修﹐售$218,000
★I10 & Memory Townhouse 2-2.5-2車庫,狀況極佳
現有房客租$1300 叫價$138,000

★中國城附近Townhouse 2-2-2車棚 叫價$52,000
★中國城Condo(樓下)1房1衛﹐全新裝修$30,000
★西南區Townhouse 2樓 2-2-2車庫$69,900
★288&H6,17畝地 $1,200,000
★西南區﹐辦公樓出售﹐設備齊全﹐$275﹐000
★查封屋 Shopping Center 請電281-798-0868

中國城地王全新裝潢公寓，位於敦煌，陽光和王朝廣場旁，幾分
鐘可走路去中國城各個超市，銀行及餐廳！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2-8100

百
樂
公
寓

美聯地產美聯地產

電話：（713）823－2226

HoustonRealtyd@gmail.com
詹慧(Diane Sum)

中國城餐館出售
靠近中國城新屋出售
Sugar Land, Katy Medical Center
Downtown of Houston優美與豪華住家

好
學
區

9896 Bellaire Blvd, #D Houston TX 77036

專精買賣 商業＆住家˙新、舊、大、小、豪華房子˙公寓˙土地

投資˙管理˙協助投資者長短期投資、高效期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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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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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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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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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Rei Ryan 朱小姐
20年房屋 / 商業貸款
NMLS 244297

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
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

利率低 另有免手續費 本人親自接聽電話 回郵件

915915－－691691－－90729072
洽詢專線 and Text:

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9999 Bellaire, BLVD s#909, Houston, TX 77036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另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借貸
◎◎外國護照可貸款
◎◎專精H1B, L1, L2, E1, E2貸款及建築貸款,
從新貸款拿現金,不需等六個月

另誠徵 有經驗 Loan Processors 有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經驗, 會 DU/DO 英文說寫流利

Wechat ID: nodocloanWechat ID: nodocloan888888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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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齒矯正：$4500

星期六 2016年12月31日 Saturday, December 3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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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5050(全天供應)

干逼軟殼蟹
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
西汁蝦球
羊腩煲

特 別 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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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Kir kw ood

中美
Bissonnet

W
ilcrest

Boone 8

BeechnutN

Leawood

281-498-1280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超 值 套 餐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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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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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包括﹕圖片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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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高血糖及其併發症 血糖偏高、糖
尿病及其併發症
（2）神經系統疾病 神經衰弱、腦萎
縮、抑鬱症
（3）免疫系統疾病 免疫功能下降引
起的易感冒、易疲勞，及由此引發的
免疫系統疾病。

輔助治療
失眠及失眠後遺症
˙短暫性失眠
˙短期性失眠
˙頑固性失眠
˙及失眠引起的後遺症

適用症狀

失眠、緊張 不用愁！

7天讓你不再依賴安眠藥!

《靈芝安神膠囊》
免疫、安神雙重功效，中老年人、青年學生都可服用！

成份
取材于中科院黃山基地赤靈芝，高濃縮萃取其多糖精華，增強細胞分裂能
力，促使腦幹分泌出內源性睡眠因數繼而促使人體自然入眠，從根本上保
證人體根據睡眠規律自然入眠

作用
機理

迅速改善人們紊亂的神經-內分泌-免疫網路及全身各系統，達到治療、強
身的目的。從根本上走出 「藥越吃越多，失眠病越治越重」的怪圈。

經大量臨床試驗表明，該產品具有改善睡眠、安神養氣、提高
免疫等生理功能，且無任何毒副作用。2001年經國家衛生部
專家組驗證，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產保健品批准證書》。

每瓶40美元 (60粒)SINO-SCI

12/31

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誠徵﹕企檯﹑出納﹐有意者面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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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新年大回饋 貝佳好禮緊相隨聖誕新年大回饋 貝佳好禮緊相隨聖誕新年大回饋 貝佳好禮緊相隨
 購任何產品一療程送蝦青素 1 瓶，兩療程送 2 瓶

貝 佳 天 然 藥 業

特
約
經
銷

全美營養學會會員企業，擁有強大的 FDA 法規、營養學、醫學專家陣營，生產 100 多種保健品，暢銷全球，請上網或親臨各地特約經銷商選購

地址：3203 Pomona Blvd., Pomona, CA 91768
909-839-2880  週末 909-967-67791.888.902.1688 從 業 21 載

鑄 就 好 品 牌

休 士 頓 燕 窩 城 713-776-2888、713-534-3233 
金荷 713-772-2999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東方中藥 713-774-5558 燕補堂 713-772-7888 
達拉斯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達福出
國人員 469-586-8195 陽光禮品中心 972-758-
9588 百草堂 972-519-8488，469-233-7751  燕
窩 城 972-235-3888，972-527-9888（Plano）
奧斯丁 恒豐 512-719-3864

◆打通血管 清除脂紋斑塊，打通血
管堵塞，改善胸悶、心悸、心絞痛，
預防心肌梗塞
◆三降一升 有效降低甘油三酯 / 壞
膽固醇 / 血壓，升高好膽固醇
◆強健心肌 改善心肌缺血缺氧，起效
快，作用持久，無副作用

買 6 送 1 ● 買 12 送 3

骨精華
消除關節疼痛 / 骨刺
防止骨質疏鬆 / 骨折

【2016 最新見證】丹東石阿姨來電說：
“你們的美國專利產品心血通和益腦靈非
常好，一旦有心慌氣短、不舒服等症狀，
就加量各吃兩粒，幾天下來馬上見效。”●
上海韓建煌冠心病（心絞痛型）高血壓（3 
級極高危組），出院後服用心血通，從走
路胸悶、氣急、不能外出的苦惱中解除出
來，飛到紐約看兒子。 

◆美國專利  骨精華突破幾十年全球骨保健研究，被
國際骨關節炎學會主席 Dr.Roland 譽為“緩解疼痛、消
除炎症、修復關節、防止骨松”新一代骨保健品
◆雙效合一  市面同類產品只補鈣或只補骨膠質，有
骨精華既補 II 型骨膠質 Kolla 2，又補鈣，全面防止腿
腳抽筋、骨質疏鬆、身材矮縮、骨折
◆快速修復 骨精華大劑量補充 II 型骨膠質 Kolla2，讓
關節吃飽，快速修復軟骨，有效消除退化性與風濕性
關節疼痛、腫脹、響聲、骨刺、五十肩、網球肘
◆配方科學 骨精華所含 II 型骨膠質 Kolla 2 超小分子
結構，有利於腸胃和骨骼吸收，不像其它骨產品使用
豬牛骨粉末，難吸收。骨精華一療程即見成效，兩療
程鞏固療效，幾百個成功見證

免費
洽詢

貝佳藥業引領當今“自我完善、天然療法”新潮流，秉持“以客為尊”理念，吸
納最新生物製藥成果，嚴格按照 GMP 標準、FDA 規範生產美國專利產品【骨精
華】【心血通】【益腦靈】【伊美寶】，品質上乘，北美 500 多家參茸藥行熱銷中。

【2016 最新見證】虞
臣義先生家父患慢性
關節炎、骨刺增生、
膝蓋積水，平時常伴
疼痛、腿腫，行動不
方便，服用貝佳骨精
華，十天開始見效，
各種關節隱疾好轉。
現一直堅持服用，行
走如常。●李健女士
今年 5 月份開始吃骨
精華，六周後，膝關
節不痛了，她說，該
產品確實不錯，推薦
家人一起吃。

◆提高記憶力 增強腦供血供氧，
克服銀髮族、電腦族記憶力衰退
◆預防腦中風 改善頭暈、目眩、
耳鳴、手腳麻木、突然間口眼歪斜
◆抗老年癡呆 抵禦中老年癡呆、
認知障礙，安全有效

【最新見證】浙江陳水忠先
生一年前突發腦中風，住院
治療後服用心血通、益腦靈，
持續至今，恢復得特別好，
打羽毛球運動量達到幾小時，
他說，非常感謝心血通、益
腦靈，貝佳藥業是我的貴人！ 

心血通
快速打通血管堵塞
改善胸悶 / 心絞痛

益 腦 靈
消除頭暈耳鳴麻木
預防腦中風 / 老年癡呆買 5 送 2〔一療程〕 ● 買 10 送 5〔兩療程〕

天然蝦青素
Natural  Astaxanthin 自然界最強抗氧化劑

抵抗衰老，護眼明目
保護關節，清理血管

心腦健康得安寧 * 上百個成功案例上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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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 1984 年 的 泰維
斯，被譽為是阿根廷歷

史上最為出色的前鋒之一。
泰維斯職業生涯起步於阿根
廷勁旅小保加，2001年進入
小保加一線隊，至2005年共
代表小保加出場110次，攻
入38球，2003年幫助小保加
勇奪三冠王（阿根廷甲級聯
賽冠軍、南美解放者盃冠軍
和豐田盃冠軍）。

轉戰多次 功勳顯赫
2005年，泰維斯以1400

萬英鎊轉會加盟巴西勁旅哥連
泰斯，並創下當時南美俱樂部
之間球員的轉會紀錄，在當賽
季幫助球隊贏得巴西錦標賽冠
軍。

近一個月來，申花與泰
維斯數度傳出“緋聞”，如
今傳聞終於落實。上海綠地
申花足球俱樂部透露，泰維
斯通過體檢後，將到沖繩與
球隊會合。申花對“野獸”
的戰鬥力充滿期待，直言泰
維斯的加盟將極大增強綠地
申花的攻擊力、豐富進攻手
段，盼望其在新賽季助力球

隊在亞洲和內地賽場上攻城
拔寨。

合同細節 盛傳多版
惟對合同細節，申花未

有詳細透露，但坊間版本各
異。“野獸”在中超的待遇
可謂頂尖，有指申花與之簽
訂了兩年合同，泰維斯的轉
會費高達1100萬歐元，合同
總價約為4000萬歐元，年薪
約為2000萬歐元。

若上述傳聞屬實，據騰
訊體育統計，泰維斯的待遇
僅次於上海上港的奧斯卡
（2400萬歐元），與上港的
侯克持平（同為 2000 萬歐
元），力壓魯能的柏利
（1500萬歐元）、同胞拿維
斯（1500萬歐元）等人。而在
世界足壇方面，泰維斯年薪也
直追超級巨星，美斯的年薪為
2200萬歐元，C朗的年薪則為
2100萬歐元。更有阿根廷媒
體報道指，泰維斯的兩年年
薪共7500萬歐元，其中第一
年為4150萬歐元，如傳聞屬
實，“野獸”的年薪更是冠
絕全球。

■泰維斯上
周四與青梅
竹馬的女友
雲妮莎“拉
埋天窗”。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上海綠地

申花足球俱樂部29日宣佈，與阿根廷豪門小保加達成轉會

協議，阿根廷前鋒泰維斯正式加盟。據消息指，“野獸”

泰維斯轉會費1100萬歐元，年薪約為2000萬歐元；更有

指，其首年年薪將逾4000萬歐元，如傳聞屬實，“野獸”

的年薪更是冠絕全球，中超球隊之豪氣可見一斑！

中超球隊上海綠地申花29日宣佈阿根廷球星泰維斯

加盟。泰維斯前東家小保加也第一時間在官方網站發文送

別。小保加表示這次轉會對各方都有益處，泰維斯給小保

加球迷留下了不可磨滅的

記憶，他會永遠在球迷心

中，祝他好運。

小保加官網寫道：

“小保加尊重泰維斯的意

願，就其轉會一事與中國

球隊上海綠地申花達成協

議，泰維斯將在亞洲國家

繼續他的足球生涯。

通過談判，找到了於

各方包括小保加與泰維斯

都有利的解決方案。

在第二次効力小保加期

間，泰維斯給球迷留下了不

可磨滅的記憶，在56場比賽中

射進25球，並幫助球隊兩奪冠

軍。

祝你好運卡洛斯（泰維斯），你

永遠在我們心中。從明天開始，所有小保

加球迷都期待着你回來。”

■記者 陳曉莉

塞爾維亞前世界網球天
后伊雲奴域昨天宣佈，將退
出職業網球生涯。現年29歲
的她承認比賽太累人，讓她
難以承受，而且她不再覺得
自己身體狀況好得足以持續
演出最佳水準。

相貌甜美的伊雲奴域備
受球迷喜愛，她2008年曾
登上女網世界排名第一寶座
12周，那個球季她還贏得法
國公開賽冠軍，這也是她職
業生涯唯一的大滿貫冠軍。

投身網壇已13年的伊
雲奴域在個人twitter發表聲
明表示：“我已決定由職業
網壇退休。這是個艱難的決
定，但有許多事值得慶
幸。”

她說：“我曾名列世界
第一，2008年還贏過法國公
開賽冠軍。我已見識到自己
從未夢想能達到的高峰。”

伊雲奴域表示：“我也
贏得過15次WTA Tour冠
軍，還三度打進大滿貫賽決
賽，一次打進聯邦盃決賽，
更打過許多值得懷念的比

賽。”
她又說：“不過，不論

是任何職業運動，要見識這
種‘高峰’要有頂尖體能表
現，而眾所周知我常為傷勢
所苦。要能夠達到自己要求
高標準的表現時，我才會比
賽，但如今我已力有未逮，
因此是時候告退了。”

伊雲奴域於2008年在
法國公開賽決賽擊敗俄羅斯
好手沙芬娜奪冠。不過，伊
雲奴域球后寶座沒坐太久，
2009年底世界排名滑落到
22，經過一陣低潮，她在
2014年重登世界前五，2015
年打進法國公開賽準決賽。

伊雲奴域上次出賽是
2016年9月的美國公開賽，
她在首輪比賽就落敗出局。
她當時宣佈，由於手腕傷勢
復發，加以腳趾也須接受手
術，決定遵醫囑暫停比賽到
2017年。

伊雲奴域目前世界排名
第63，她2016年與德國足
球明星舒韋恩史迪加結婚。

■中央社

網賽太磨人 伊雲奴域宣佈退役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郭正
謙）第39屆省港
盃將於 2017 年 1
月1日假廣東人民
體育場進行首回
合賽事，矢志重
奪失落三屆錦標
的港隊無奈面臨
退隊潮未能全力
出擊，教練廖俊
輝期望入選的邊
緣港腳能以表現
證明自己。
30 人大軍中

多達12人退隊，
港隊今屆出戰省
港盃的20人決選
名單多以中下游
球隊的年輕球員
為主，早前退隊
的包括梁冠聰、
梁諾恆、羅素及陸志豪等均是原定主力球
員。教練廖俊輝坦言備戰受到不少影響：
“退隊球員當中不少是心目中的主力，對
球隊部署肯定有影響，期望現在入選的球
員可以珍惜機會，踢出爭氣波證明自
己。”

雖然陣容不
整，不過這亦讓
部分等待已久的
球員得到踏上港
隊舞台的機會，
補選入伍的楊賜
麟就希望能夠上
陣顯示身價：
“我從來沒想過
太多關於入選港
隊的事，不過既
然機會來臨，我
必定會好好把
握，自己已經27
歲，希望藉今次
省港盃爭取更上
一 層 樓 的 機
會。”
另外，今季

在飛馬有不俗演
出的小將黎洛賢
亦入選最後20人

大軍，預計前線兵源短缺下有望成為鋒線
主力，他表示知道內地球隊向來踢法硬
朗：“今次是一次很好的試煉，可以感受
披起港隊球衣的壓力和興奮，目標當然是
奪取冠軍，但更重要的是顯示自己應有的
水平。”

省港盃遇退隊潮 邊緣港腳盼出位

小保加送別：記憶不可磨滅

■■楊賜麟楊賜麟（（左左））
後補入選港隊後補入選港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伊雲奴域於伊雲奴域於20082008年捧起法年捧起法
網冠軍獎盃網冠軍獎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小保加官網送別泰維小保加官網送別泰維
斯斯。。

■■上海申花昨在微博上海申花昨在微博
宣佈泰維斯加盟宣佈泰維斯加盟。。

■泰維斯重返
小保加後助球隊
贏得兩項冠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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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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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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球迷投票與球員直播拉票，2016-2017賽季中國男籃職業聯賽（CBA）全明星票選結果出爐

，10名首發球員全部揭曉。來自北京首鋼隊的外援馬布裏繼2014年之後再次榮膺“票王”。這是

2016年11月16日，馬布裏在2016-2017賽季CBA聯賽第七輪與北京農商銀行隊的比賽中。

甘肅“山裏娃”將出征英國追逐 “足球夢”
甘肅榆中舉行了“山裏娃足球隊”出征儀式。“山裏娃足球隊”是由當地4所小學的4000多名學生中選

拔出的13名“足球苗子”，孩子們全部來自農村，平均年齡只有10歲。他們將於28日飛赴英國，進入阿森

納俱樂部接受為期半個月的專業訓練，在綠茵場上追逐自己的“足球夢”。

首屆全國業余山地自行車

越野賽在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

區舉行，300余名選手參加6

公裏的山地自行車越野騎行比

賽，挑戰石子路、林地路、長

短坡道、180度急轉彎等多種

賽道，共同感受山地復雜路面

騎行的刺激和樂趣。

CBACBA全明星票選結果出爐全明星票選結果出爐
馬布裏榮膺馬布裏榮膺““票王票王””

全國業余山地自行車越野賽開賽全國業余山地自行車越野賽開賽
騎手挑戰騎手挑戰180180度連續急彎度連續急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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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華府訊】華府書友會將於1月21日星期六下午
一點半，假馬州雙溪圖書館 (Twinbrook Library)，邀請黃秉
驥、茅裕華、王可為三位先生，分享他們去年秋天參加中國
大西北新疆、絲路及甘南旅遊的經歷。由於時值農曆新年前
夕，書友會也 同時邀請大家一起來慶祝中國新年。

雙 溪 圖 書 館 地 址: 202 Meadow Hall Drive, Rockville,
MD 20851。電話: 240-777-0240。

去年金秋時節，透過本地逍遙遊社的介紹，多位朋友一
起參加了一次收獲豐富的中國大西北旅遊。從新疆烏魯木齊
出發，沿途經過土魯番、哈密、敦煌、張掖、景泰、夏河、
郎木寺、合作、唐克、卓林、乾縣、天水和西安等城市。參
觀了聞名中外的敦煌莫高窟及麥積山石窟、交河故城、雷台
漢墓、火焰山、陽關、玉門關、鳴沙山、月牙泉、懸臂長城
、嘉峪關、酒泉遺址、彩色丹霞地貌、雅丹地質公園、風景
壯麗的黃河石林、黃河九曲第一灣、若耳蓋大草原、大峪溝
公園和多座佛教、回教寺廟。踏過這條充滿歷史事蹟的道路
， 講員將分享他們在各地拍攝的精彩照片，包括介紹在敦
煌見到最新落成非常現代化的戲劇<又見敦煌>。黃秉驥也
同時介紹他多年來設計的中國新年賀卡。

三位講員黃秉驥、茅裕華、王可為都來自台灣，畢業於

台灣各大學，後來美國深造，目前都在政府工作。
此外，華府書友會每年歲末，都會邀請會員將家裡不要

保留的書籍或玩物帶來捐贈。會長丘宏義這次更特別將捐出
一架中文電腦給書友會作贊助基金。

本活動對外開放，歡迎各界參加。非會員樂捐五元場地
費 。如果當日天氣不好，請在出發前上網 www.montgom-
erycountymd.gov查詢圖書館開放情形。詢問請洽會長丘宏義
301-990-7276

「中國大西北新疆、絲路及甘南旅遊」 並同時慶祝農曆新年
【本報華府訊】美國法界佛教總會(DRBA) 位於馬裡蘭州PO-

TOMAC 的分支道場 - 華嚴精舍（Avatamsaka Vihara）在此衷心地
祈願：於2017新的一年裡，大華府地區及天下有情眾生，都能沐浴
在諸佛菩薩的慈悲願海裡，災星退度，福慧雙至。並謹定於新年元
旦，舉辦護國息災楞嚴神咒24小時法會。該法會將自2017年1月1
日上午八時三十分開始，直到1月2日上午八時三十分結束。屆時
，法師們將帶領大眾持續24小時不停地、至誠地誦念楞嚴神咒。

楞嚴神咒是佛教中最重要的一部咒，是咒中之王，這個咒關係
著整個佛教的興衰、是支援著天地沒有毀滅的靈文及支援世界不到
末日的靈文。依法受持讀誦，一切災難自然消滅不能為害。

歡迎有緣佛友及各界人士來和我們一起參加這難能可貴的楞嚴
神咒法會，並將功德廻向給法界所有眾生，祈求世界和平，願衆生
同沾法喜，皆共成佛道。

華嚴精舍的地址：9601 Seven Locks Rd, Bethesda, MD 20817，
電話：(301) 469-8300 電子郵件: DharmaMaster@avatamsakavihara.org
。有關華嚴精舍的活動介紹及路線圖，請瀏覽

http://www.avatamsakavihara.org。

新年護國息災楞嚴神咒24小時法會

【本報華府訊】2016 年年終節慶期即將
蒞臨，在此送舊迎新之際，華盛頓中國和平
統一促進會於12月20日召開年度常務理事會
議，總結工作，部署來年，滿懷信心迎接新
一年度新挑戰。會議由吳惠秋會長主持。

常務理事會議總結了2016年度所做的工
作和開展的活動。回顧即將過去的一年，與
會者認為隨著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結果出爐
，使民進黨在臺灣島內實現了有史以來的首
次全面執政。由於蔡英文當局一年來緊抱民

進黨“台獨”黨綱，拒不接受兩岸同屬一個
中國為核心內涵的“九二共識”，導致兩岸
關係形勢複雜嚴峻。蔡英文當局執政以來在
島內不斷推進文化“台獨”和“去中國化”
的步伐，任用頑固堅持“台獨”理念的人士
擔任所有7名“大法官”和主要行政官員，竭
力打壓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在野黨，延續和
擴大政黨惡鬥。因此必須高度警惕蔡英文當
局以所謂求台海和平穩定為幌子，實質推動
柔性“台獨”和法理“台獨”真實用心和行

徑，堅定不移地在海外開展“反獨促統”，
反對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

在即將過去的一年裡華盛頓中國和平統
一促進會和全美範圍乃至全球海內外的反獨
促統力量一道，在其當選和任職的第一時間
就對蔡英文當局提出正告，必須承認“九二
共識”這個政治基礎方能才能真正維護兩岸
和平穩定。蔡英文當局必須放棄“台獨”路
線才有可能恢復業已中斷的兩岸交流和對話
協商。在即將過去的一年裡，華盛頓和統會
也多次多形式地舉辦紀念孫中山先生150周年
誕辰的活動，宣傳中山先生的民族振興和中
國統一思想，繼承中山先生遺志，推動中國
統一大業。在即將過去的一年裡，華盛頓和
統會的同仁和社區的兩岸僑胞一道，始終支
援和推動華盛頓地區兩岸僑胞的交流和互動
，支持“兩岸時事論壇”開展的各項活動，
讓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在海外僑胞中得到更多
的體現。

與會者認為一個健康的美中關係發展是
至關重要的，兩個世界大國彼此尊重對方的
核心利益和主權完整是兩國關係良好發展的
重要政治基礎。多年來美國一直堅持的“一
個中國”政策是最符合美國利益的，也是為
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贊同的。最近奧巴馬總
統和前國務卿基辛格先生對此已經有非常清

晰的闡述和警示，應該成為即將上任的特朗
普總統處理台海兩岸事務的既定方針。與會
者認為把臺灣問題作為一個籌碼和中國進行
任何形式的“交易”都是極不妥當和不可能
實現的。有可能會把台海局面誤入衝突的危
機。期待特朗普上任後使兩個世界巨人能進
一步加強交流合作，互利雙贏，為兩國人民
造福，為台海穩定造福，為世界和平造福。

與會者認為，華盛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的理事們都是華盛頓地區各僑社的主要負
責人和中堅力量，在新的一年裡大家應該積
極面對形勢下的新挑戰，繼續盡職盡力一如
既往地服務於各僑社團體，當好社區義工，
因為僑社就是我們的家，服務鄉親，維護僑
胞權益是我們的責任和榮耀；應該努力促進
美中兩國各方面的交流和合作，推動兩國關
係的友好健康發展，因為這不僅符合美國的
利益，也符合廣大華人僑胞的共同利益；應
該旗幟鮮明地在海外反對各種形式的分裂中
國的行為和圖謀，促進中國的最終統一，因
為祖（籍）國的繁榮昌盛是我們的驕傲，同
圓中華民族復興夢的征程中決不能缺少海外
華人華僑的應有貢獻。

會議討論了新春期間的聯誼活動和其他
會務事宜。

（華盛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供稿）

華盛頓和統會召開常務理事會議
辭舊迎新辭舊迎新 不斷進取不斷進取

華府書友會一月份活動邀請黃秉驥、茅裕華和王可為先生談 華嚴精舍法訊

華府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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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的化妝舞會是歐美上流社會在公司年會或大型慶功
會上流行的時尚派對活動。它的形式別致，不僅提供人們相
識的機會，還帶給人們新鮮和刺激，樂趣無窮。

華美老年協會金梅社為了歡度聖誕、元旦佳節，在 2016
年12月22號成功舉辦了一場絢麗多彩的化妝舞會。

參加舞會的老年朋友們，用漂亮的服飾將自己裝扮一新
。飄逸的長裙、古典的中國美、少數民族特有的服裝、充滿
青春活力的短裙……五彩繽紛的靚麗服裝，給人以美的享受
，是舞會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五顏六色、形態各異的面具是舞會另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五彩鳳凰、金色小鳥、展翅孔雀，還有許多叫不出名的奇
異動物、西部牛仔帽、聖誕老人帽等等，讓人目不暇接。這
些面具有社裡買的、私人捐的、社員自帶的，真是眾人拾柴
火焰高啊!

若干位“自由人”伴隨著輕鬆的旋律，穿梭在一對對舞
者之間。她們自由自在、不拘一格地翩翩起舞，充分展示自
己的婀娜多姿，給舞會增添了又一道超美的風景線。

隨著不同節奏的舞曲，不同風格的交誼舞相繼亮相。舒
緩柔和的華爾滋，舞步行雲流水，舞姿旋轉擺蕩，令人如醉
如癡；雍容華貴的布魯斯，優雅的舞姿，輕盈的舞步，令人

賞心悅目；熱烈豪放的探戈，快慢錯落的舞步，左顧右盼的
眼神，棱角分明的舞姿，一會兒旋轉，一會兒跳躍，令人耳
目一新；柔媚迷人的倫巴，舞步曼妙纏綿、若即若離，上半
身如亭亭玉立的荷花，下半身如荷塘蕩漾的水波，舞裙隨之
微微抖動，令人心曠神怡；歡快活潑的吉特巴，舞步剛勁有
力、富有朝氣，別具一格的舞姿是身體前仰後合，加上大幅
度地甩動手臂，好似站立在海浪中行駛的艦艇上，令人躍躍
欲試……。

舞場上有位舞者格外醒目，一襲鵝黃色的標準舞裙，輕
快、嫺熟的舞步，熱情奔放、韻味十足的舞姿，跳得那麼灑
脫自如! 她就是提議舉辦化妝舞會的魏老師。要知道她是退
休後才學跳交誼舞的。她在擔任社區交誼舞隊長期間，編排
的交誼舞舞蹈，曾經獲得北京市舞蹈大賽第二名。她為我們
樹立了“老有所學、老有所樂”的榜樣。

舞場上近百人在開心地跳著，舞場邊觀看的人有說有笑
，更有不少人拿著相機、舉著手機、端著 iPad，從不同角度
拍照留念，爭相記下這美好、難忘的瞬間。

你看吧，歡快輕盈的舞步，優美瀟灑的舞姿，喜悅甜美
的笑容，動聽悅耳的舞曲，大家已經完全沉醉在輕歌曼舞之
中啦!

為保證舞會按時舉行，社長帶領義工們，前一天去會場
勘察設計，當天一大早來到會場，分工有序地佈置。拉橫幅
、掛氣球，喜慶祥和的節日氣氛立刻烘托出來了。

負責音響的王老師為了讓大家跳得盡興，硬是從上萬首
舞曲中精挑細選，將不同節奏、不同風格的舞曲重新編排，
每十首舞曲是一個組合，不間斷地出現不同組合的輪回，讓
人聽不夠、還想跳。真誠感謝王老師的辛勤付出!

金梅社是華美老年協會裡最年輕的社團。在社長民主管
理的方式下，各位義工熱情洋溢、同心協力，各項活動有聲
有色、充滿生機。我們熱烈期盼著下一次更精彩的大型活動!

（金梅社活動報導組)

附照片說明附照片說明
2016122220161222jimeijimei55::
2016122220161222 jimeijimei 1616
001001--9292
001001--6161
001001--5252
001001--8080

001001--8181。。

絢麗多彩的化妝舞會絢麗多彩的化妝舞會絢麗多彩的化妝舞會

西部牛仔與蒙古姑娘的對話西部牛仔與蒙古姑娘的對話

金梅社金梅社20162016耶誕節化裝舞會耶誕節化裝舞會

起舞起舞

觀眾也心動觀眾也心動 休息一會休息一會

優美的舞姿優美的舞姿

舞池一角舞池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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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2016年12月24日聖誕
夜當天，來自芝城華埠中國城各個
華人教會的弟兄姐教聚集在中國城
永活街上華人基督教會旁的廣場前
，一同前往鄰近中國城附近的老人
中心及療養院為老人們報佳音，共

同迎接聖誕節慶的到來，也為在院
中的老人們提供了一個溫馨的佳節
祝賀。

這個活動的共同召集人之一的
伍大可先生在出發前，感謝每位參
與活動的朋友，也謝謝參與報佳音

的教會弟兄姐妹，共同為老人們準
備了慶祝聖誕佳節的禮物，他們每
到一處都獲得老人們熱烈的掌聲和
笑臉，每位老人看到這些如同天使
般的教會弟兄姐妹，受感動的心有
些人還留下眼淚，讓人不甚唏噓，同

時也為這群愛心如同天使般的教會
朋友們感到讓人尊敬。

參加這次報佳音活動有超過一
百人以上，大家在有秩序的排隊等
待旅遊巴士專車接送到每個老人中
心及療養院中慰問長者，這項愛心

活動主辦單位芝加哥華人教會希望
每年都能延續舉行下去。

今年一共拜訪了五個養老院；
芝英大廈、聖康寧療養院、28街、31
街和Archer Court。

天使的愛心天使的愛心 中國城華人教會共同舉行中國城華人教會共同舉行
聖誕報佳音活動與老人共渡平安聖誕聖誕報佳音活動與老人共渡平安聖誕

活動召集人合影活動召集人合影,(,(右一右一))伍大可先生伍大可先生,(,(左二左二))馬如織女士馬如織女士 華人教會唱詩班演唱詩歌華人教會唱詩班演唱詩歌

出發前集合出發前集合 ((右一右一))伍大可先生召集大家準備上巴士出發歌伍大可先生召集大家準備上巴士出發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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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生活佛 > 真佛論劍 > 影響的想
盧勝彥文集第257冊《煙雨微微》

‧蓮生活佛盧勝彥‧
讀初中、高中的時候，我受到「新詩」的影響，所
以我常常嘴中念著當代詩人的名字。
例如：紀弦。瘂弦。周夢蝶。餘光中。
我在「野風」雜誌的投稿，充滿了他們詩人的影
子。
例如：
船靠碼頭，碼頭靠船。
我寫成：
自掃落葉，落葉自掃。
又
鴨子飛起來，鴨子走回家。
後來，我讀了「宋詞」，「宋詞」的諳味，讓我的新
詩有了新的面貌。
滿斟綠醑留君住。莫匆匆歸去。
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風雨。
花開花謝、都來幾許。
且高歌休訴。
不知來歲牡丹時，再相逢何處。
我注意到三個字：
「住」。
「訴」。
「處」。
這正是「諳味」的所在。
我寫成：
娑婆世界只容汝小「住」
恩怨情仇向誰去傾「訴」
學佛法
淨土才是汝去「處」

這即是詩的影響。
這種感覺，好像我與古詩人，同坐在一塊雲之上
。
●
這很像密教的傳承，不可斷一樣：
甘珠活佛──吐登尼瑪──吐登達力──吐登
達吉──吐登其摩（我）
那洛巴──瑪爾巴──米勒日巴──甘波巴─
─第一世大寶法王杜松虔巴──十六世大寶法
王日佩多傑──我盧師尊。
這就是「等引」。
我學習到的密教相應法，有：
普方上師的影子。
了鳴和尚的影子。
薩迦證空的影子。
噶瑪巴的影子。
吐登達吉的影子。
我（盧師尊）就是這些「影子」的綜合體，可以如
此說：
我與師父們，同坐在一朵大蓮花之上。
●
寫一首短詩：
「影響」。
天如水一樣清
雲物俱鮮
我心靈如舟航行
靜靜的聽
如絃
我在這舟子裡
彷彿便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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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破億落袋」 江蕙生活仍簡樸

曹西平挺憲再開砲
嘲諷滿點反問「林千又是誰啊？」

余文樂傳新戀情！
對象是皮帶大王千金

心築愛樂合唱團音樂會 所得全數作公益

胡瓜抱病錄影10天想退休
阿翔「機會來了」打趣篡位

江蕙一路走來，唱了四十多年，儘管一度因
為姊姊的賭債，上億存款一夕歸零，但她重新努
力打拚，封麥巡演後，外傳出上億元落袋，再加
上固定的版稅和 ktv 點歌率收入，據說月收入
數十萬元，但江蕙從來沒過過奢華生活，而是依
舊維持一貫簡單節省！

為歌迷獻唱最後一首歌，江蕙淚水在眼眶
裡打轉，親自把麥克風鎖進珠寶盒，天后華麗轉
身。

去年封麥消息一出震驚全台，25 場演唱會
門票光速秒殺，吸金超過 10 億，封麥週年推出
告別巡演 DVD，將近 1.6 億再入袋。看似數字
驚人，但其實演唱會成本更驚人，外傳軟硬體設
備，通通要求高標準，從場租、舞台、人事、製作
成本等，估計就飆破 5 億元，據傳二姊實際唱
酬大約 1 億元。

外界曾估計，江蕙一個月的版稅收入，加上
KTV 點歌率的收入，每個月就有數十萬進帳。
儘管身為億萬富婆，二姊卻相當節儉，有人形容

綜藝天王胡瓜 18 日率浩角翔起、白家綺、Janet 赴台南
市，與市長賴清德共同為民視承辦的《2017 台南心時代跨
年晚會》造勢，胡瓜前陣子感冒還連續錄影 10 天，在後台
也不得閒，拉著浩角翔起一起錄製影片，為一位 83 歲、跌
倒昏迷中的阿嬤粉絲加油打氣。他經常收到這類觀眾請求，
之前曾為一位在加護病房的粉絲圓夢，兩人通完視訊，對
方眼角流淚，１小時之後就不幸撒手人寰。

胡瓜前陣子連續抱病錄影多日，寒流來襲當天，到五股
錄《綜藝大集合》，風大低溫又飄雨，他當下開玩笑直呼：「我
怎麼還不退休？」他坦言這是多年第１次萌生「退休」念頭。
一旁的阿翔馬上見縫插針笑說：「當時我想，我的機會終於
來了！」

胡瓜之前才因腎結石開刀，但最近檢查又長出 0.1 公分

吳宗憲昨（18）日表示當初是因受人所託，才會簽下
林千又。曹西平今日凌晨也在臉書發文聲援，先是表示「我
真的不知道她是誰」，還反問大家「她的專長表演是？」最
後甚至還發出感嘆，認為好人難當，似乎是為吳宗憲感到
相當不值。

吳宗憲表示當初因受納豆所託，才會簽下林千又，談
到一半還發出「啊～真倒霉」的嘆息。曹西平先寫到，「如
果不是跟納豆男女朋友或是跟憲哥公司連在ㄧ起，說真
的我還真的不知道她是誰？她的真正才藝是什麼我也不
太清楚，各位你們知道她是什麼才藝，從哪裡出道的為什
麼會進入演藝圈，她的專長表演是？」

隨後便以個人經驗分享，演藝圈並非這麼容易就可以
待下的，更提醒對方要懂得感恩，「就算不做演藝圈大家
也要好聚好散。」下方也有不少網友留言贊同。而林千又
因為店員事件及緋聞影響，幾乎消失在螢光幕前，之後便
成立畫室，期盼外界再給她一次機會。

現年 35 歲港星余文樂外型帥氣且才華洋溢，高挑精壯的身材幾乎是
所有女生心目中的白馬王子，最近參加戀愛實境節目也與新科金馬影后周
冬雨配對，俊男美女的搭配被粉絲封為「宇宙 CP」，但近日卻爆出自稱現
實生活中單身的他早已名草有主，女友是全球最大皮帶工廠亞美集團的
總裁王東生獨生女王棠云（Sarah）。

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余文樂日前來台拍攝電影《春嬌救志明》時，
在一場聚會中認識了身為模特兒的王棠云後便進一步相戀，儘管余文樂
電影早已殺青，仍不時會來台與王棠云見面。雖然小倆口對戀情保密，但
兩人和友人聚會時的親暱合照卻不慎流出，甚至也傳出日前余文樂一家
為爸爸慶生時，王棠云也專程赴港參與余文樂的家庭聚會，也因此讓這
則傳聞更添真實性。

對此，余文樂表示報導有誤，強調照片是和一群朋友合拍，而家庭聚
會並沒有外人。當被問到與王棠云是否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時，他也表示
「不想要假設，但我們真的只是朋友」；外型亮眼的王棠云過去曾與籃球
員毛加恩交往 3 年，於今年 6 月分手後仍與毛加恩在同一個經紀公司，她
也表示現階段只向全心拚工作，暫時不急著投入下一段感情。

的結石，他提醒自己每天至少喝2500C.C.的水，且一周上２、
３堂健身課，跑步、做有氧、拉筋持續２小時。雖然嘴上開
玩笑說想退休，但他說：「上周吳宗憲說累了、迷路，有人問
我看法，我做外景 30 多年，從《百戰百勝》開始，從沒停過，
迷路？我只有演過麋鹿啦！」白家綺也接話：「瓜哥是導航不
會迷路，專門幫人指路！」

他受觀眾喜歡，也常常回饋社會，每年至少會捐 200 萬
給慈善機關，前陣子聽說一位拉拖車叫賣水果的小販被騙
錢，對方上過他節目、原本是植物人，醒來後雖行動不便仍
自食其力養家活口，他特別請助理聯繫主動送上10萬元，「我
告訴他，這筆錢主要是希望他好不容易重新站起來，不要因
為被詐騙，就對人性失望！」

就算一天只給她 100 塊也能生活。
資深媒體人呂文婉：「她沒有信用卡，她也

沒有 ATM，她從來不領錢的，那這也是從那時
候開始賺錢養成的一個習慣。」

江蕙經紀人陳子鴻（聲源）：「她很節省，生
活很簡單，平常也不太出門啦，也不太花錢。」

經紀人也說，江蕙錢不是存起來就是幫助
家人，二姐光是吹風機，一用就是 10 年，用到壞
了還依依不捨，拍照向它告別；假睫毛也是同一
副，一直跟著她，南征北討開唱至少 20 場。

10 歲開始走唱、20 歲正式出道，江蕙唱了
超過四十年，貴為國寶天后，生活卻依舊簡單樸
實。

新竹的心築愛樂合唱團，12 月18 日下午在新竹縣立演
藝廳，舉辦慈善公益音樂會，除了表演曲目煥然一新，還邀
請其他合唱團聯合演出。演出所得將全額捐給一起參與表
演的屏東希望兒童合唱團。

悠揚的歌聲，認真的神情，搭配紫色和黑色典雅服裝，
這繚繞的樂音，讓新竹縣立演藝廳週日下午，座無虛席！

2009 年成立的心築愛樂合唱團，團員來自各行各業，
臥虎藏龍，除了有曾為知名歌手編曲的作曲家，還有著名的
指揮，2016 年特別挑選了全新曲目，還邀請不同合唱團，聯
合演出。

心築愛樂合唱團指揮張筱琪：「舉辦演唱會然後用售
票所得，還有募款來幫忙這些偏鄉的孩子們，今天除了心築
愛樂合唱團之外呢，我們遠從屏東邀請到希望兒童合唱團，
還有新竹縣的光明國小合唱團。」

心築愛樂合唱團，每年年底都會舉辦慈善音樂會，這次
慈善表演收入全額捐給一起參與表演的屏東希望兒童合唱
團，他們來頭可不小，除了在總統就職典禮領唱國歌，還曾
被喻為台灣最美的歌聲。

希望合唱團：「真心付出真情永遠都不晚，朋友謝謝你
給我分享你。」

心築愛樂合唱團指揮張筱琪：「唱合唱不但可以自娛娛
人，其實也可以幫助很多的人，尤其是在每年歲末的時候，我
們都很希望藉由音樂的力量，來幫助這些弱勢的兒童音樂
團體。」

秉持著以音樂做公益的理念，心築愛樂合唱團做愛心，
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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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希
突然於微博怒
罵林志玲為其超
模女友秦舒培出
頭，他指曾私下
跟林志玲方面溝
通過卻沒獲回應
才直接在微博上
罵人。秦舒培亦
在微博開腔指為參與內地節目《我的新衣》騰出時間，最後因為林志玲那邊
不想讓她參加而被“取消”了。林志玲透過經理人澄清沒這樣做並指時間可
證明一切，及後林志玲亦於微博撰文：“每一天，我都希望好好的做自己，
選擇快樂。快樂不是一種性格，而是一種能力。笑看風雲淡，坐看雲起時，
不爭就是慈悲，不辯就是智慧，不聞就是清淨，不看就是自在，原諒就是解
脫，知足就是放下。這樣的自己，才能持續散發正能量，給予我也給予大
家。”林志玲受訪時更回應陳冠希說他有本事發這個脾氣，就該學着把脾氣
收回去，沒有人一定要接受別人一些不好的情緒或者負面的心態，即使自己
情緒不好還是希望能夠傳遞給大家一個正面的形象。

莫少聰與內地妻子孫雲玲辦理離婚的同時，他更被不停於微博辱罵為
“負心漢”，十多年來沒理過與洪欣所生的兒子莫鎬廉（現名張浩鋒），莫
少聰最終於微博上載他在加拿大抱着初生兒莫鎬廉的照片，力證非如所指是
洪欣孤身在加拿大分娩。洪欣終亦於微博反駁莫少聰說：“莫先生！說實話
我沒有留意你的新聞，怎樣可能找水軍去攻擊一個我已經遺忘了的人呢？”
洪欣更表示從沒於孩子面前講過一句傷害他的壞話：“所以當你在微博上私
訊孩子，孩子才會回應你！基於禮貌的回應卻換來你這次的做法，令他傷透
心，他沒想過你會如此這般利用他，希望你不要再傷害我的家人！”及後洪
欣老公張丹峰亦撐老婆晒溫馨家庭照片，兒子也跟後父張丹峰相處融洽。

梁小冰陳法蓉因外套反目
梁小冰因沒穿慧妍雅集一件外套，聲稱遭陳法蓉不禮貌當眾訓斥，引發

連串是非，小冰哭訴後更決定退出慧妍雅集。而陳法蓉表明清者自清，更不
欲揹此黑鍋，其好友紛紛留言力撐，朱茵讚她是個無私的人，在風風雨雨中
還會上她家拯救她和女兒的視像通訊，讓無助的女孩和心急的母親連上愛的
橋樑；洪欣留言說不信她會沒禮貌，只會幫助別人和溫柔的關心別人；蔡少
芬更讚法蓉對朋友有愛和關懷，能作其好友是份福氣。另一邊廂，向來敢言
的袁詠儀則幫口撐小冰指她若不是受到很大傷害是不會出聲。不過小冰仍抵
死地說：“與她（陳法蓉）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只不過見了她就像見曱甴
一樣會怕，要逃跑！”

何超儀老公陳子聰早前大病初癒，但其消瘦臉容照片疑從徐濠縈的私
人Instagram中外洩，好友蘇永康直指是阿徐的經理人鄭紹康所為，更重提
對方曾以3,000元侮辱價邀他出席活動的私怨，之後阿徐代鄭澄清，康仔亦
表示屬一場誤
會。超儀也感恩
老公能大步檻過
戰勝病魔，更加
否認與阿徐反
目，她說：“一
日姊妹一世姊
妹，不過她每次
吃飯都拍照，真
的有分享症！”
超儀雖沒怪阿
徐，但她與對方
確實少了聯絡。

奧運羽毛球手林丹被爆與選美
冠軍兼演員趙雅淇在酒店親熱，當
時林丹太太謝杏芳正懷孕，林丹背
妻出軌惹來外界責罵，他為此事發
文道歉，正在坐月的太太謝杏芳則
以“風雨同舟”論力挺老公，暗示
已原諒老公，趙雅淇也為他們一家
送上祝福，不過林丹的形象就一落

千丈。
伍詠薇老公練海棠被踢爆與女

伴在車廂“密會”，伍姑娘“寸”
老公如像有初戀感覺，不過她未有
公然大吵大鬧，還獨力出來向傳媒
冷靜交待，兩人閉門解決事件，如
今雨過天晴，繼續恩愛。

被指有“小三”的前亞視高層
盛品儒同樣得老婆蔡一鳳力挺，得
到原諒。

無綫《東張西望》主持李潤庭
被爆背妻“偷食”，搭上人妻，事
件曝光後，李潤庭開記招公開道
歉，但未能力挽形象，遭無綫“雪
藏”。

歌手裕美和無綫藝人黃子恆被
指搞“婚外情”，裕美即自爆與老
公林恩浩正辦離婚手續，裕美和黃

子恆最終否認拍拖，兩人關係無疾
而終。

王寶強爆妻與經理人有染
內地影星王寶強驚爆太太馬蓉

和經理人宋喆有“婚外不正當兩性
關係”，雙方目前正在打離婚官
司，王寶強贏盡民心支持。

陳曼娜女婿蔡朝旭新婚便爆出
與舊愛金若希關係未“斷”，更有
兩人床照曝光，金若希暗示懷孕，
曼娜姐發功叫對方驗DNA，之後與
女婿齊齊開記招交待，並展示金若
希“認衰”的片段，拆解事件。

張致恒背着女友莊端兒“偷
食”富貴台妹Doris，事後認錯道
歉，坦言“衰鹹濕”，有意求醫治
理，最終與女友分手收場。

有59年歷史的亞洲電視，前身麗的電視於今年4月1
日正式停止廣播，完成免費電視廣播的歷史任

務，不少市民都在亞視關機前一刻，守在電視機前見
證這一幕，可惜亞視並未有安排特別節目或儀式道
別，播完正規節目後就變“雪花”，之後的頻道由港
台接手。

TVB管理層表示正積極考慮終止無綫網絡電視
業務，現有訂戶會轉移到myTV SUPER的OTT平
台。奪得英超轉播權的樂視出現財困。

亞視停播代表有新電視台出現，新免費電視台
ViuTV在亞視停播5天後開播，於4月6日正式開台，
頭炮播出的韓劇《太陽的後裔》，請來男、女主角宋
仲基、宋慧喬訪港造勢。另外一系列的真人騷也帶來不
少話題，令電視界掀起新景象。

除電視台巨變外，電台界也有轉變，香港數碼廣播有
限公司（DBC）也於2016年結束廣播，DBC早年已因主要
股東拒絕注資而掀停播風波，至去年再宣佈裁員及停播24小
時新聞，最後因數碼聲音廣播普及未如理想，決定交還牌照給
政府，於9月8日起停止直播。

大衛寶兒佐治米高夏夢別人間
2016年也是痛失巨星的一年。多位國際級藝人先後離世，

一月份有英國殿堂級搖滾巨星大衛寶兒（David Bowie）因肝癌
病逝，享年69歲；美國流行樂巨星Prince於4月21日因服用過
多止痛劑而過世，享年57歲；紅遍全球的英國歌手佐治米高
（George Michael）於聖誕節因心臟衰竭在家中猝逝，終年53
歲，名曲有《Last Christmas》及《Careless Whisper》；

於《星球大戰》電影系列中飾演“莉亞公主”而知名的荷
里活女星嘉莉費莎（Carrie Fisher），上周五乘坐客機由倫敦飛
往洛杉磯途中突然心臟病發，送院留醫，延至周二終告不治，
終年60歲。嘉莉死後一天，其母疑因中風送院後死亡。

華人影星方面，一代笑匠盧大偉因患腸癌病，不幸於3月4
日病逝，享年71歲；開心少女組第一代成員羅明珠，於5月27
日突傳死訊，終年47歲。秦沛前妻梁盛子9月於溫哥華因腦溢
血病逝；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影壇大美人夏夢，11月初逝世，
終年83歲，她是武俠小說大師金庸的夢中情人，曾飾演過他筆
下的黃蓉、小龍女、王語嫣等經典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李慶全、吳文釗、梁靜儀）2016年娛樂圈離不開“喜、

怒、哀、樂”四部曲，回顧過去一年，稱得上是“喜慶年”，喜事月月有。有喜但亦

有悲，今日我們先回顧一些令人不快的消息。今年47歲羅明珠突發心臟病猝逝，多

位前輩盧大偉、杜惠東等相繼離去，教人惋惜；當“出軌”男擁有一位“寬宏大

量”的太太是最幸福，“偷食”完都可順利“過骨”，最驚爆是羽毛球手林

丹、伍詠薇老公、盛品儒有婚外情，最終得另一半力撐收場；有人辭官歸

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今年電子媒體起了巨變，叱咤電視圈59年

的亞視，終在財困下不獲政府續牌，退出香港免費電視的舞

台。由ViuTV接手免費電視牌照，數碼聲音廣播電台

DBC同告結業。

2016年娛圈中離婚和分手新聞
中，以台灣組合S.H.E.成員任家萱
（Selina）3月宣佈和丈夫張承中結
束5年婚姻最轟動。曾經歷火傷的
Selina康復後未被另一半離棄，當
大家以為他們可白頭到老時，Seli-
na突稱自己未有盡賢妻責任，不過
有傳離婚導火線是張承中婚外情。

圈中情侶也不乏分手收場，

“金童玉女”方力申與鄧麗欣
（Stephy）結束十年感情，雖然二
人發聲明稱分手不涉及第三者，但
有傳Stephy轉性向與前台灣女排球
員拍拖，但Stephy否認其事。多次
離離合合的李麗珍與填詞人潘源良
也在今年分手，有傳潘源良始終不
獲李麗珍女兒接受，無奈結束戀
情。陳瀅與何猷亨、出爐視后胡定

欣與音樂人陳明道、袁偉豪與岑杏
賢等圈中情侶也在今年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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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紅星隕落

廣播界慘淡
亞視DBC講拜拜

“偷食男”多獲妻原諒 伍詠薇放過老公

Selina突然宣佈離婚

■■伍詠薇與老公伍詠薇與老公

■■梁小冰梁小冰((左一左一))與陳法蓉與陳法蓉((右二右二))““面左左面左左”。”。

■■陳冠希稱曾三次欲跟林志玲溝通但無果陳冠希稱曾三次欲跟林志玲溝通但無果。。

■■林志玲談被罵一林志玲談被罵一
事不禁眼泛淚光事不禁眼泛淚光。。

■■羅明珠羅明珠

■■盧大偉盧大偉

■佐治米高於
聖誕節在家中
猝逝。

■■大衛寶兒因大衛寶兒因
肝癌病逝肝癌病逝。。

■DBC 9月8日起停止直播。

■■陪伴港人陪伴港人5959
年的亞視於今年的亞視於今
年年44月告終月告終。。

■■SelinaSelina與張承中與張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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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由周星馳與徐克聯

手打造，吳亦凡、林更新、姚晨

、林允、包貝爾、巴特爾、楊一

威、大鵬、王麗坤、汪铎、張美

娥主演的電影《西遊伏妖篇》曝

光“打鬥版”預告片，以及周星

馳與徐克兩位導演“對壘”上陣

的漫畫版海報。“打鬥版”預告

片中，師徒四人一路既有互打，

也有互“逗”，吳亦凡飾演的唐

僧與林更新飾演的孫悟空貼身而

睡，“動手動腳”讓孫悟空極爲

不滿，聲稱要幹掉唐僧，卻慘遭

唐僧的一頓揮鞭暴打。

此外，周星馳與徐克繼先導

預告之後，再次奉獻神演技續寫

彩蛋：預告片中的孫悟空首次以

猴子造型出現，讓周星馳欣喜不

已，大贊徐克特效出彩，卻慘遭

徐克導演潑冷水：“那就是真猴

子啊！”電影《西遊伏妖篇》將

于2017年 1月 28日大年初一全國

上映。

此次曝光的《西遊伏妖篇》

預告片中，吳亦凡飾演的唐僧與

林更新飾演的孫悟空貼身而睡，

讓孫悟空痛苦不已，抱怨唐僧開

始踩到他的底線，晚上睡覺在他

身後“撩來撩去”，令他抓狂。

而唐僧更是得寸進尺，從身後摟

抱孫悟空親吻他的金箍，暧昧地

說：“抱緊我，不要走，有沒有

想我。”令人忍俊。而巴特爾飾

演的沙僧竟然煽風點火，勸悟空

幹脆不要忍，幹掉唐僧！楊一威

飾演的豬八戒則提醒：“別忘了

師父還有一招如來神掌。”孫悟

空卻十分不屑，聲稱要打斷唐僧

的手臂。而這一切都被路過的唐

僧盡收耳底，隨後火冒三丈、揮

鞭暴打孫悟空。

預告片中被唐僧暴打的孫悟

空，首次以猴子的特效造型示人

。他似乎對唐僧的不滿達到極限

，馬上要爆發。而沙僧的形象也

與此前物料曝光的造型有所變化

，頭部變得更加腫大，似乎也越

來越接近魚怪的原始設定。片中

唐僧將如何順利帶領這群“殺人

犯”一般的妖怪西取真經，也引

起觀衆們的好奇與期待。

繼先導預告片中，周星馳與

徐克兩人因電影特效而引發“爭

執”，作爲預告片彩蛋意外亮相

之後，此次打鬥版預告片的結尾

，周星馳、徐克兩位大導演再次

驚喜現身，續演預告片彩蛋。只

見預告片播放後，周星馳興致衝

衝地跑到徐克導演的辦公室，欣

喜表示：“片中那只猴子的特效

，厲害！我很欣賞，非常爲之驕

傲！”而徐克邊玩手中魔方邊淡

定回答：“那就是真猴子啊，不

是特效啊。”一句話讓周星馳瞬

間“崩潰”，幾乎要暈倒。

徐克反而安慰周星馳：“頭

暈不如到外面休息下，別老只想

著玩，成熟一點。”由周星馳與

徐克共同奉獻神演技的兩支預告

片彩蛋曝光後，也得到了很多影

迷和網友的力挺，紛紛表示：

“能看到兩位導演一起合作出演

，既驚喜又開心，就連影片最終

到底有沒有特效都變得不那麽重

要了，不過也相信兩位大導不會

讓粉絲失望。”

此外，隨預告片一同發布的

“對壘版”漫畫海報也非常逗趣

：周星馳與徐克兩人化身武林高

手的漫畫形象在擂台上展開對壘

。周星馳太極拳的姿勢與影片

《功夫》中阿星的形象極爲相似

，徐克的招式動作也很有黃飛鴻

的架勢。而化身爲Q版造型的師徒

四人則爲擂台上的兩人按摩捶腿

、加油助威，充滿童趣。

電影《西遊伏妖篇》由周星

馳與徐克聯手打造，吳亦凡、林

更新、姚晨、林允、包貝爾、巴

特爾、楊一威、大鵬、王麗坤、

汪铎、張美娥主演，影片將于

2017年 1月 28日大年初一全國上

映。

《西遊伏妖篇》周星馳“對壘”徐克

綜合報道 電影《決戰食神》由霍

汶希擔當總制片人兼監制，葉偉民執導

，文隽監制與編劇，集結葛優、謝霆鋒

、唐嫣、鄭容和、白冰、杜海濤、王太

利、詹瑞文、海鳴威等群星陣容，即將

于大年初一登陸全國院線。聖誕節將至

，片方再曝光一組聖誕版海報，引發新

一輪關注與解讀。

相較于上一版“食來運轉”海報中

各角色的氣場全開“衆仙歸位”，聖誕

版海報葛優攜謝霆鋒、唐嫣、鄭容和、

白冰、杜海濤立于七記排檔街景前，诠

釋“人間煙火氣”。衆人手拿勺子、籠

屜等工具，與海報前的觀衆“跨屏餵飯

”，喜感十足。更有網友第一時間搞笑

留言：“本寶寶已開啓‘飯來張口’模

式”、“來啊，互相餵飯啊”。

海報紅綠撞色貼合聖誕氣息，

衆人身後的對聯則提前讓觀衆感受

到了春節的喜慶。春聯上一本正經

的“五講四美”、“步步高”，以

及“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

如藍，橫批：聖誕快樂”的無厘頭

搭配則完全體現了影片喜劇氣質，

半拉開的大幕，更寓意《決戰食神

》好戲大年初一開場。此前經典形

象無數的葛優“葛大爺”，此次憑借

電影《決戰食神》首次進軍春節檔，

飾演神秘的“味王”洪七。影片中謝

霆鋒不僅與葛優組驚喜組合，與鄭容

和“雙男神CP”诠釋“食色性”，

更實現時隔八年再度牽手唐嫣，演繹

春風裏的青梅竹馬。而近期憑借新劇《錦

繡未央》霸氣全開的唐嫣，在《決戰食神

》中則抛開包袱與顧慮，戴上黑框眼鏡頂

著鋼絲爆炸頭，诠釋“海膽妹”一角，反

差萌的表現也成本片一大亮點。此外，影

片還彙集衆多驚喜大咖加磅飙戲，“食神

聯盟”不斷引燃影迷期待值。影片將于

2017年1月28日大年初一全國上映。

《決戰食神》曝聖誕海報
葛優謝霆鋒唐嫣餵你吃飯 綜合報道 電影頻道新

年特別節目《中國黃金· 電

影之夜》將于 2016 年 12月

31日在電影頻道（CCTV6）

播出，在新年到來之際，群

星雲集將和大家一起暢想電

影盛宴。

曾離我們僅一步之遙的

人，一旦錯過，之後哪怕化

身絕世英雄，身披金衣金甲

，腳踏七彩祥雲，一躍十萬八千裏，也

未必能追得回來。經典永遠是經得起沈

澱的，當66歲的盧冠廷再次唱起我們熟

悉的記憶—《一生所愛》時，我們的回

憶瞬間回到了（《大話西遊》，爲經典

電影的魅力再次折服。

成龍大哥的電影作品伴隨著我們每

個人的成長，他參與創作的影片有強勁

敏捷的武打動作，將電影的動作性、驚

險性與喜劇性相結合，創造了動作電影

幽默風趣的經典喜劇樣式。作爲中國功

夫電影的代言人 ，爲世界打開了一扇

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 ，成爲中國傳統

文化的傳播者和發揚者。電影之夜他也

將帶著最新作品與大家見面，讓我們將

拭目以待。

新進金馬影後周冬雨也將以互動訪談

的形式向大家講述自己的青春故事、電影

夢想，以及自己在2016的成長與收獲。

晚會中除了電影人分享他們的電影

夢，精彩的歌舞表演也是晚會中的另一

大亮點：“電音女王”尚雯婕將帶來她

電音風格的驚豔表演。脍炙人口的經典

歌曲，加上勁舞的精彩配合，爲大家呈

現一場夢幻、完美的演出。蘇運瑩也帶

著她心中那顆青春的野子，用歌聲帶著

大家一起衝破束縛，隨風狂舞，勇敢前

行，追尋心中的純淨花園。相信會讓你

昂首逆風，熱淚盈眶！

更 多 的 驚 喜 請 鎖 定 電 影 頻 道

（CCTV-6）12月31日20:19電影頻道新

年特別節目《中國黃金· 電影之夜》。

群星閃耀電影頻道電影之夜
12月31日20:19播出



CC1111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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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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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

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

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電話：：((228181)) 980980--13601360
((832832)) 878878--38793879

傳真傳真：：((281281)) 989800--13621362

十年老店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77477

星期六 2016年12月31日 Saturday, December 31, 2016



CC1212廣 告
星期六 2016年12月31日 Saturday, December 31,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