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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1臥方售6.3萬，2臥8.49萬，3臥10.3萬
百利大道好地點獨立建築，最適醫療診所，270萬
Memorial和EnergyCorridor區，Salon & Spa店，17萬
Beaumont餐館20萬
Bellaire City近小學4509 Holly St. Lot Value 57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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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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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November 8, 2019

幸運兒將有機會贏取現金:$100,000元

十一月三十日活動結束

十一月2, 9, 16, 23日，每個小時都會出現贏家

Coushatta是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賭場度假村| ccrla.com

$
$$

贏家現場     兌換現金

十一月裡面的
每個星期六

十一月

        每周從周一早上4點到周六晚上11點(11月30日午夜12點)賺取賭場入場券。入場券不會從一個星期延續到另
一個星期。
        每賺取1個領先的積分可獲得1個抽獎條目。在每個抽獎日下午4點後激活獲得的具有額定遊戲度的入場券。
該優惠入場的客人所準備。賭場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本活動的權利。更多信息請訪問ccr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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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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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OVERVIEW

A diverse and growing coalition is push-
ing Congress to raise the federal age 
limit for buying tobacco products from 
18 to 21. It’s even attracting some in-
dustry support, potentially as a  way to 
help avoid a regulatory crackdown on 

e-cigarettes.
The big picture: Seven states and near-
ly 450 cities have already raised their 
smoking age. The change is gaining 
more steam in Congress partly due to 
the rise of youth vaping and FDA Com-
missioner Scott Gottlieb’s aggressive re-
sponse to that trend.
Where it stands: Democratic Sen. Bri-
an Schatz and Republican Rep. Robert 
Aderholt previously proposed raising the 
age limit from 18 to 21, and there’s a bi-
partisan push to try again.
•“He will continue to look for bipartisan 
support for this uniformity as well as 
tightening age-verification for internet 
sales,” said Brian Rell, Aderholt’s chief 
of staff.
•Gottlieb has also expressed support for 
the move.
•Chatter on the subject is “all over the 
place,” said Rep. Greg Walden, the top 
Republican on the House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 “It is something 
we should talk about ... especially in the 
era of vaping and everything else. And 
frankly, in the era of legalized marijuana 
in many states.”
Two big industry leaders — Juul and 
Altria — are also on board. (Altria has 
invested in Juul.)
•Raising the smoking age “is the most ef-
fective action to reverse rising underage 
e-vapor usage rates,” Howard Willard, 
chairman and CEO of the Altria Group, 
wrote last month in an op-ed in The Hill.

(Illustration/Axios)

Proponents’ argue that plenty of 
18-year-olds are still in high school, so 
they can buy tobacco products and pass 
them along to younger peers. But there 
aren’t a lot of 21-year-olds hanging out 
with 16-year-olds.
The other side: There’s plenty of resis-
tance.
•“I wouldn’t do that,” said Sen. Richard 
Shelby, chairman of the powerful Appro-
priations Committee.
Between the lines: Gottlieb’s proposed 
restrictions on vaping products may have 
helped motivate the industry’s engage-
ment — but he’s about to step down.
•Whether Gottlieb’s successor carries 
on with these regulations or not, raising 
the age may be a way to “get ahead of 
things,” said Rep Tom Cole, a top GOP 
appropriator.
•“I think some of the different groups 
that are involved in vaping and what 
have you are looking for ways...to do 
something without giving away as much 
as they thought they might lose,” Cole 
added.

Related
A surge in youth vaping is driving the 

FDA’s crackdown

Illustration: Rebecca Zisser/Axios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will 
announce today a series of actions aimed 
at cracking down on youth vaping, de-
spite e-cigarette maker Juul’s last-minute 
effort to self-police.
Between the lines: After years of warn-
ings that flavored e-cigarettes appeal 
to young people, data finally drove the 

point home, prompting a Republican 
administration to move forward with an 
especially tough regulatory crackdown.
Show less
Details: As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
ed last week, the FDA’s actions are ex-
pected to include:
•A ban on sales of flavored e-cigarettes in 
most retail settings, along with age-veri-
fication rules for online sales.
•A proposal to ban menthol in regular 
cigarettes.
Juul proposed a similar set of voluntary 
steps. FDA Commissioner Scott Gottli-
eb applauded Juul’s efforts in a tweet 
on Tuesday, but said that “voluntary ac-
tion is no substitute for regulatory steps 
#FDA will soon take.”
The big picture: Both of these ideas 
have been pushed before, both by public 
health advocates and some Democrats. 
But new data showing a 77% increase in 
e-cigarette use among high school stu-
dents between 2017 and 2018 prompted 
the FDA to act.
•A 2009 law passed by a Democrat-
ic-controlled Congress banned flavored 
cigarettes, but left it to the FDA to decide 
whether that should include menthol. 
E-cigarettes had yet to hit the market.
•Toward the end of the Obama admin-
istration, some Democrats — including 
former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
tee Chairman Henry Waxman — asked 

the FDA to ban flavored e-cigarettes, but 
it didn’t happen. Since then, Juul has be-
come enormously popular, particularly 
among youth.
•“The only reason I saw for flavors was 
companies trying to get kids to smoke. 
I pleaded with them to take out all the 
flavors,” Waxman said in an interview. 
“Now, what many of us predicted has 
come true. Kids are vaping, and Juul is 
the biggest source of e-cigarettes.”
What’s next: The menthol ban will like-
ly anger the tobacco industry, but at least 
one former opponent of the ban — the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 seems 
more likely to be on board this time 
around.
•The NAACP released a 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FDA’s actions recently.
When it came to menthol, in 2009, 
there was “uncertainty about what the 
right public health policy was, because 
you ha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f large 
populations are already smoking and ad-
dicted, and you do a ban, does that lead 
to black market-type concerns, or is it 
good for public health?” said Phil Bar-
nett, a former staff director for Waxman.
•“Because that was a really science-based 
kind of question, the idea was to leave 
that to FDA to address it and think it 
through in a regulatory process,” he add-
ed. (Courtesy axios.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he Growing Push To Raise
The Smoking Age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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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For the third time in a row since Common 
Core was fully phased in nationwide, 
U.S. student test scores on the nation’s 
broadest and most respected test have 
dropped, a reversal of an upward trend 
between 1990 and 2015. Further, the 
class of 2019, the first to experience all 
four high school years under Common 
Core, is the worst-prepared for college in 
15 years, according to a new report.
In the latest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As-
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a fed-
erally mandated test given every other 
year in reading and mathematics to stu-
dents in grades four and eight that was 
released last week, American students 
slid yet again on nearly every measure.
Reading was the worst hit, with both 
fourth and eighth graders losing ground 
compared to the last year tested, 2017. 
Eighth graders also slid in math, al-
though fourth graders improved by one 
point in math overall. Thanks to Neal 
McCluskey at the Cato Institute, here’s 
a graph showing the score changes since 
NAEP was instituted in the 1990s. 

“Students in the U.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math and reading achieve-
ment on NAEP from 1990 until 2015, 
when the first major dip in achievement 
scores occurred,” reported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Perhaps not coin-
cidentally, 2015 is the year states were 
requir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 
have fully phased in Common Core.
Common Core is a set of national in-
struction and testing mandates imple-
mented starting in 2010 without approv-
al from nearly any legislative body and 
over waves of bipartisan citizen protests. 
President Obama, his Education Secre-
tary Arne Duncan, former Florida Gov. 

Jeb Bush, Bill Gates, and myriad oth-
er self-described education reformers 
promised Common Core would do ex-
actly the opposite of what has happened: 
improve U.S. student achievement. As 
Common Core was moving into schools, 
69 percent of school principals said they 
also thought it would improve student 
achievement. 

“The results are, frankly, devastating,” 
said U.S. Education Secretary Betsy De-
Vos said in a statement about the 2019 
NAEP results. “This country is in a stu-
dent achievement crisis, and over the 
past decade it has continued to worsen, 
especially for our most vulnerable stu-
dents. Two out of three of our nation’s 
children aren’t proficient readers. In fact, 
fourth grade reading declined in 17 states 
and eighth grade reading declined in 31.”
On the same day the NAEP results were 
released, the college testing organiza-
tion ACT released a report showing that 
the high school class of 2019’s college 
preparedness in English and math is at 
seniors’ lowest levels in 15 years. These 
students are the first to have completed 
all four high school years under Com-
mon Core.
“Readiness levels in English, reading, 
math, and science have all decreased 
since 2015, with English and math see-
ing the largest decline,” the report noted. 
Student achievement declined on ACT’s 
measures among U.S. students of all rac-
es except for Asian-Americans, whose 
achievement increased.

ACT was one of the myriad organiza-
tions that profited from supporting Com-
mon Core despite its lack of success for 
children and taxpayers. Its employees 
helped develop Common Core and the 
organization has received millions in 
taxpayer dollars to help create Common 
Core tests.
“ACT is one of the best barometers of 
student progress, and our college-bound 
kids are doing worse than they have in 
the ACT’s history,” said Center for Ed-
ucation Reform CEO Jeanne Allen in a 
statement.
These recent results are not anomalies, 
but the latest in a repeated series of 
achievement declines on various mea-
suring sticks since Common Core was 
enacted. This is the opposite of what we 
were told would happen with trillions of 
taxpayer dollars and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children who deserve not to have been 
guinea pigs in a failed national experi-
ment.

Perhaps the top stated goal of Common 
Core was to increase American kids’ 
“college and career readiness.” The 
phrase is so central to Common Core’s 
branding that it is part of the mandates’ 
formal title for its English “anchor stan-
dards” and appears 60 times in the En-
glish requirements alone. Yet all the ev-
idence since Common Core was shoved 
into schools, just as critics argued, shows 
that it has at best done nothing to im-
prove students’ “college and career read-
iness,” and at worst has damaged it.
While of course many factors go into 
student achievement, it’s very clear 

from the available information that U.S. 
teachers and schools worked hard to do 
what Common Core demanded and that, 
regardless, their efforts have not yielded 
good results. A 2016 survey, for exam-
ple, found “more than three quarters of 
teachers (76%) reported having changed 
at least half of their classroom instruc-
tion as a result of [Common Core]; al-
most one fifth (19%) reported having 
changed almost all of it.”

 It is thus still the case, as it was when the 
Coleman Report was released 53 years 
ago, that U.S. public schools do not lift 
children above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home lives. They add nothing to what 
children already do or do not get from 
at home, when we know from the track 
record of the distressingly few excellent 
schools that this is absolutely possible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non-negotiably 
required. 

About the Author

Joy Pullmann (@JoyPullmann) is exec-
utive editor of The Federalist, mother of 
five children, and author of “The Ed-
ucation Invasion: How Common Core 
Fights Parents for Control of American 
Kids.” She identifies as native American 
and gender natural. Her latest ebook is 
a list of more than 200 recommended 
classic books for children ages 3-7 and 
their parent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First Common Core High School 
Grads Worst-Prepared For 

College In 15 Years

Overview
This is the opposite of what we were told would happen with trillions of taxpayer 

dollars and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children who
 deserve not to have been guinea pigs in a failed national experiment.

By Guest Writer Joy Pul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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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T National Bank  
A SBA PLP Lender 
Recently Closed Loans 

SBA Loan-Motel SBA Loan-Gas Stations 
Loan Amount: $3,3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Term 
Start Up 

Loan Amount: $4,055,000 (Total Five Loans)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 

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Purchasing & Working Capital 

Conventional-Gas Station SBA Loan-Motel 
Loan Amount: $1,880,000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Purchasing 

Loan Amount: $2,5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Term 

Start Up 

Conventional: Retail Condominiums Conventional: Gas Stations 
Loan Amount: $4,350,000 

Term: 8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Tenant Improvement/ Term 
CRE Investor Program 

Loan Amount: $3,450,000 (Total 2 Loans)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e & Extra Equity for Gas 
Stations purchasing 

 

Conventional: Gas Stations Conventional: Builder line of credit 
Loan Amount: $3,780,000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ing and Extra Equity for 

Land Purchasing 
 

Loan Amount: $1,7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Purpose: SFR Construction 
Builder Line 

For your Commercial Loan inquiry and SBA Loan inquiry, please contact,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Cell Number: 713-560-1588   Office Number: 281-568-8888 ext. 1118    
Email: Ringo.Kwan@themintbank.com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 630, Houston, TX, 77036 
Headquarters: 1213 Kingwood Dr., Kingwood, TX, 77339 

天气转眼间就变凉了，好像夏天的

炎热还没完全缓过劲，就来了一股透心

凉，北方局部地区已经小雪纷飞，所以

又到了你妈喊你穿秋裤的季节了，但是

宠物医生我担心的，却不是妈妈让穿秋

裤的唠叨，因为本人年龄已经到了，天

气温度没等完全降下来，自己就把秋裤

套上了。

言归正传，其实宠物医生真正担心

的是，最近听到了关于狗狗穿衣服的谣

言，给狗狗穿衣服可以让它们更暖和、

可以让它们防止皮肤受伤，作为宠物医

生想给大家辟个谣，除了部分品种的狗

狗，其它绝大多数狗狗穿衣服，都是为

了臭美，而和健康没有太大的关系。

狗狗穿衣服：

狗狗穿衣服是近几年开始流行的，

最早发明给狗狗穿衣服的初衷，确实是

为了狗狗健康，比如保暖（狗狗生病后

）、比如防止狗狗舔皮肤（皮肤病）、

比如防护狗狗身上的伤口（有外伤），

但是近几年所谓的宠物衣服，都是以美

观方面为主，已经完全脱离了初衷。

给狗狗穿衣服为了漂亮，这其实很

正常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很多

宠物主人，没有科学打理狗狗毛发、皮

肤的习惯，而因为健康的噱头买了狗狗

衣服，最后导致狗狗健康出了问题。

让我们看看狗狗穿衣服有哪些坏处

呢？

毛发打结：

因为狗狗穿上衣服以后，衣服和毛

发不断的摩擦，会产生静电，这样狗狗

的毛发就特别容易打结，尤其是对于一

些毛发又长又软的狗狗，（比如西施犬

、约克夏犬、金毛犬、泰迪犬等）而且

这种方式导致的毛发打结，还特别不好

开结，因为它缠绕的特别紧，贴的皮肤

特别近。

毛发打结引起的皮肤问题：

上面我们说了，穿衣服导致毛发打

结的特征是，缠绕的紧、贴皮肤近，这

个时候会引起打结部位湿疹性

皮炎、局部皮肤拉扯性红肿、

继发性毛囊炎、同时这些问题

如果主人发现的不及时，还会

引起更严重的皮肤病（真菌、

螨虫、浅表脓皮症）

过敏性问题：

很多狗狗会对衣服的材料过敏

，尤其是一些款式新奇的衣服

，比如母狗的蕾丝裙子，这种

材料对于过敏性体质的狗狗，

最容易引起它们发生过敏。

很多短毛犬，因为穿了衣服，

即使不是过敏体质，也会发生

过敏性皮炎，因为衣服不断的

摩擦皮肤和毛发产生静电，这

些静电会导致狗狗的皮肤发生

瘙痒，会让它们全身不舒服，

还会导致狗狗的皮肤免疫力下

降，容易得皮肤病。

极个别的狗狗还会因为这种过

敏反应，会表现情绪急躁，咬

人等现象。

运动受伤的问题：

不管是狗狗穿衣服还是穿鞋子，它

们第一次穿上衣服和鞋子的时候，会有

一个引起我们哈哈大笑的动作，这个动

作不是它穿上衣服漂亮的POSE，而是

它们因为胆怯不敢走路或者是走路不稳

摔了一跤。

狗狗穿上衣服以后，四肢的运动幅度会

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会影响狗狗对自

己的动作预判，因为它大脑指挥的力道

，和肢体做出反应的力道，出现了很大

的偏差，所以它们在运动的时候，很容

易导致它们受伤，比如常见的骨折，冬

天狗狗骨折深层次的诱因，就是因为那

件，限制它正常运动的漂亮衣服。

尤其是买上哪些设计不合理的宠物

衣服，这样的伤害会更大。

肠道异物问题：

大家知道狗狗有一个坏习惯，喜欢

乱咬东西玩，有时候会咬着咬着就吞到

肚子里了，我们主人平时会把臭袜子、

带有纽扣的衣服、有装饰品的拖鞋，都

会收拾到它们找不到的地方，防止它咬

坏或者吃掉。

但是给狗狗穿上衣服以后，这就是

赤裸裸的挑衅狗狗的天性，狗狗会不停

的想把衣服上面的东西咬下来，甚至有

些主人在家里也给狗狗穿着衣服，而且

现在的宠物衣服，为了讨好主人的眼球

，设计的比人类的衣服还复杂，这就给

了狗狗吃异物的可乘之机。

辟谣：狗狗冬天穿衣服会更保暖健

康，毛发才是它最暖和的衣服

洗澡问题：

很多宠物主人会认为，给狗狗穿上

衣服以后，狗狗的毛发就不会脏了，确

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现在宠物犬，大

部分都是一个星期洗1-2次，和毛发脏

不脏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就像我们人

类戴帽子出去，也没有减少洗头的次数

啊！

同时因为静电问题，会导致狗狗毛

发特别杂乱，很多爱美并且有强迫症的

主人，会因为受不了，反而会增加狗狗

的洗澡次数，这样就让狗狗得皮肤病的

几率又增大了一些。

让我们看看哪些狗狗有必要穿衣服

中国冠毛犬，目前养这种犬的人很

少了，这种狗狗冬天必须穿衣服。

因为皮肤病、外伤、毛发打结这些

原因，导致毛发剃光的狗狗，这些狗狗

不管是什么品种，也必须穿衣服。

吉娃娃、鹿犬系列、杜宾犬系列、

大麦町犬、灵缇犬或者是惠比特犬等，

这些短毛狗狗可以选择性的穿衣服，没

有必须穿衣服的要求。

温馨提示：

按正常来说，只要皮肤健康、毛发

健康的狗狗，不管是短毛犬、还是长毛

犬，它们都不需要靠穿衣服来保温，因

为它们以前在野外，靠这一套装备是完

全可以生存的，我们在遛狗狗的时候，

那点时间根本不值得一提。

除了品种繁育缺陷，它们正常皮肤

的生理作用，一定是可以满足自身生理

需求的，不然它们就会不断的进化，而

不是保持原样。

所以谣言中，给狗狗穿衣服，是为

了保暖是不完全成立的，因为狗狗自身

的毛发，足够维持它们自己身体的温度

，即使是真的为了保暖，那么吉娃娃保

暖还说的过去，给萨摩耶、阿拉斯加犬

穿衣服保什么暖？

狗狗就不可以穿衣服了吗？

从健康角度来说，绝大部分的狗狗

是不建议穿衣服的，因为狗狗最漂亮的

地方就是毛发了，我们把它最漂亮的地

方都遮挡住了，这样会影响它的颜值的

。

而且大部分狗狗，在天气变冷之前就换

成了冬装（换毛），所以它们对于过冬

也是有备而来的。

但是审美是一个没有统一标准答案

的问题，所以有些主人，就认为狗狗穿

了衣服会好看，那么给狗狗穿衣服的时

候，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穿衣服的注意事项：

必须买狗狗大小合适的衣服，同时

选择品牌衣服（因为开孔距离设计的更

合理）

遛狗狗的时候穿衣服，回来以后一

定要在第一时间，把衣服脱掉放起来。

然后间隔一会儿，一定要给狗狗把

毛发梳顺溜了。

不要买一些非棉质面料过多的衣服

，以及一些带有太多容易掉下来的小饰

品衣服。

穿上衣服以后，外出遛狗的时候，

一定注意狗狗上高下低，跳跃障碍物等

高难度动作。

经常清洗衣服，以及收拾衣服上掉

下来的毛发。

给狗狗穿衣服，不是一件必须做的

事情，对于很多狗狗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尤其是对于一些不勤快的主人，更没

有必要了，因为给狗狗穿衣服，会让我

们不勤快的缺点被无限放大。

宠物医生最后提醒大家，给狗狗穿

衣服臭美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在保证它

健康的前提下，保证它的健康，不受到

影响的前提下，我们把它打扮的漂漂亮

亮的，让它变成这条街最靓的狗！

狗狗冬天穿衣服会更保暖健康
毛发才是它最暖和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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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婚姻真的让人感到恐

惧，无论任何人都不敢保证，自

己的婚姻到底能走多远，一辈子

能不能和牵手的爱人走到白头。

因为前面的路都是充满未知的，

毕竟现实社会太残酷，今天相爱

了，说不好明天就不爱了，又有

了新的选择和目标。

有时候婚姻能否过得好，其

实结婚那天似乎就能看得到。

那就让我们听听秀秀，这个

离婚女的自述：男人婚礼当天的

表现，往往决定了婚姻能不能过

得好。

在婚礼上，我看不到他内心

幸福的感觉。

有人说，女人最大的幸福，

就是在婚礼上的那一刻。我是26

岁和彪子结婚的，之前谈了五年

的恋爱，这五年里，他用实际行

动打动了我。刚开始，是他追我

的，我对他还没爱的感觉，但他

很霸道，不允许任何男的接近我

。

婚礼那天，我沉浸在幸福之

中，虽然没有嫁给心里最想嫁的

男人，但有这样爱我的男人也足

够了。婚姻办的很隆重，彪子脸

上看起来很幸福，不经意间，我

发现他的脸色偶尔不是很好，对

我也没有过多的话，起初我以为

，他顾不上和我说话。

但在婚礼仪式开始时，他先

对自己的父母表达了养育之情，

又操劳了他的婚事等等。轮到对

我父母说话时，表情就不是那么

诚恳，只是说了声谢谢的话。在

对我的表白时，他只说追我追得

很辛苦，一定会珍惜我们的感情

和婚姻。

从他的表情里，我看到了应

付，而没有内心充满幸福的感觉

。其实，我多么希望他说爱我照

顾我一辈子，一生一世都不会变

心，不会辜负我们的爱和婚姻。

但他最后没有说这句话，我心里

就有点失落，感觉有些不安。

最重要的是，他看自己的父

母眼神是那么真诚，那么充满了

爱意，但是对我和我父母，我就

没有从他的眼里看到这种感觉。

当时，我内心也没多想，也许在

婚礼上也来不及让自己多想其他

的事情。

婚后没多久，我渐渐感觉彪

子对我没有以前那么爱了，有时

动不动也不说一声就不回家了。

我打电话问他，他说在加班或者

说在值班，还没及时告诉我。他

这样的回答就像应付，我也懒得

多问。但有时，我就会想起他追

我的情景。

彪子对我说，我看上的女人

，如果有人跟我抢，我就不会放

过他，再说除了我之外，你也别

想找其他男人，因为你注定是我

的女人。

我有点不高兴地说，找谁是

我的权力，你管不着，我又不喜

欢你，你凭什么约束我的婚姻自

由，就连我的父母也没对我说过

这样的话。

因为我喜欢你，爱你，这就

足够了吧？彪子霸气地说。

那也要看看我喜欢你不喜欢

，总不能一厢情愿吧。我说。

自从那以后，彪子就跟着我

，无论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上大学时，他没有考上我报考

的学校，他就选择了距离我很近

的大学。他几乎每天晚上下课，

就会跑到我们学校找我，并说我

是他的女友。

有一天晚上，我说自己肚

子很疼，他就深夜搭车过来，

陪我到医院急诊。从医院出来

已是深夜，他拉我去一家面馆

，让老板给我做了一碗热热的

汤面。然后就送我回学校，在

车上我靠在了他的肩膀上，他

显得很激动。

后来，我就承认他是我的

男友了，但是我从来不会让他

动我，因为我心里没有完全接

受他。直到毕业工作后，我们

领了结婚证，我就把自己的一

切交给他了。他说自己追我太

辛苦了，用了五年时间才把我

追到手里。

从他的话音里，我听出了他

内心的怨气，因为他追我付出了

很多，也追得很辛苦。我想这样

他会更加珍惜我，男人就是这样

，如果女人太随便，他就不会珍

惜你的爱和感情。但彪子不会理

解我的想法，心里只是怪我对他

没有付出。

终于有一天，在我怀孕的时

候，彪子告诉我说，我已经不爱

你了，娶你和抛弃你，就是想让

你品尝我追你时的辛苦滋味，还

有内心的那种痛苦的感受。

无论我怎么解释，他就是不

听。我对他说，前几年恋爱时，

那是我不想太早地陷入感情，自

从你打动我后，我已经爱上你了

，觉得一生有你这样的男人，我

就知足了，所以才决定和你结婚

，又怀上了你的孩子。

最终，我和彪子还是离婚了

。每当我傻傻地回忆婚礼那天的

情景，我的预感是多么正确，男

人在婚礼上对你表现得不是充满

幸福的爱意，而是那种无所谓的

态度，那么今后的婚姻肯定不会

长久。

听完秀秀的述说，其实不难

看出，一段婚姻能走多远，其实

，婚礼当天就有“征兆”。

在婚礼的哪一天，看看秀秀

说到的那些细节，就能知道婚后

会面对怎样的婚姻生活。如果真

的像秀秀说的一样，那么就需要

谨慎对待了，不然受到的伤害也

许会更大。

一
段
婚
姻
能
走
多
远
，

其
实
，
婚
礼
当
天
就
有
﹁
征
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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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佳嬿喊話最後壹次演高中生
曾染粉頭發氣瘋家人

柯 佳 嬿 、 許 光 漢 、 施 柏

宇 、 大鶴出席魔幻愛情新戲

《想見妳》特映會，劇情融合

愛情、穿越、靈魂交換等元素

，柯佳嬿、許光漢等演員需要

演出 17歲與 27歲的性格，34歲

的柯佳嬿笑說，自己演高中生

很不好意思，直呼：“應該是

我最後壹次演高中生了！”他

也透露，演出時盡量以素顏呈

現，當時大量敷面膜維持良好

膚況！

被問及高中時做過最瘋狂

的事，柯佳嬿說，曾經把頭發

染成粉紅色，家人看到完全氣

瘋！許光漢透露，當時曾和同

學們壹起在頂樓對“機車”教

官的光頭吐口水，但沒有人命

中。大鶴則很愛跟同學打鬧、

丟東西，結果還拿起廚餘桶往

同學身上丟。施柏宇高中時念

私立學校，因校風嚴格，他偷

偷把長襪卷成短襪，眾人驚呼

他“好乖”。

許光漢跟大鶴是高中同校同

學，大鶴爆料，許光漢高中時參

加熱音社，上臺表演演唱陳小春

《我愛的人》風靡許多女同學，

笑說：“我身邊很多女生被他吸

走，很多許太太！”還有女生直

呼許光漢是“我漢”，可見他受

歡迎的程度。《想見妳》11月17

日首播。

王柏傑全裸床戰範曉萱
壹絲不掛吃西瓜“太 A 了”

Netflix首部華語原創影集

《罪夢者》上線後引發觀眾反

響熱烈，除張孝全、賈靜雯的

坎坷愛情宛如從天堂跌入地獄

，讓觀眾看得直呼胃痛外，王

柏傑與範曉萱[微博]的關系也

相當虐心，且劇中壹場王柏傑

在範曉萱面前全裸吃西瓜的戲

，更在網路上引爆熱議，社交

標簽“範曉萱王柏傑太A了”

瞬間沖上微博熱搜。Netflix加

碼發布最新花絮影片，劇中賈

靜雯雖深愛著張孝全，卻因他

意外被捕入獄，崩潰直呼“從

此人生帶著絕望與恨意”，王

柏傑則愛著不該愛上的女人，

但仍趁著酒酣耳熱之際表現內

心情感，與範曉萱上演親密戲

初體驗。

最新釋出的花絮中，首度

曝光戲裏飾演夫妻檔的張孝全

、賈靜雯激情擁吻的畫面。張

孝全帥氣地壹手將賈靜雯攬進

胸口，更溫柔捧著她的臉頰擁

吻，激情四射的吻戲浪漫破表

，張孝全也表示：“拍那場戲

的時候，突然有種回到十八歲

的感覺”，青澀的戀愛滋味絕

對讓粉絲們羨煞不已。不料兩

人在劇中的情路並不順遂，張

孝全在賈靜雯生小孩那天，因

壹場意外而被捕入獄，留下妻

子獨自把小孩扶養長大，情路

坎坷就連賈靜雯都感嘆：“靜

芳在人生最重要的那壹刻，沒

有看到阿全。”，更坦言自己

對阿全這個角色的感受是帶著

絕望跟恨意。

花絮也首度揭露王柏傑與

範曉萱的愛恨關系。劇中個性

風流的王柏傑，愛上了黑道大

哥的女人範曉萱，但在壹場兩

人於白雪大舞廳初相遇的戲，

王柏傑明知範曉萱是他不該愛

上的女人，卻仍難掩內心對她

的情感，趁著酒酣耳熱之際，

從後面環抱著範曉萱，兩人緊

貼著跳舞，讓範曉萱害羞地說

“他明明知道我是誰的女人，

但那時候我感受到的是真正的

蕭灑”，王柏傑更形容自己的

角色對愛情最瀟灑，當下腦中

什麼都不管，只想為她付出全

部。不料範曉萱陷害王柏傑與

兄弟們入獄後，讓王柏傑對她

的情感變得又愛又恨，關系也

因此變得更加坎坷。

王柏傑在《罪夢者》裏除

與範曉萱上演壹段虐心戀情，

兩人更有壹場激情床戲。有趣

的是，王柏傑、章立衡與周洺

甫劇中有場戲因天氣炎熱，決

定脫光光沖澡，接著便直接全

裸大嗑冰涼西瓜，緊實精壯的

好身材完全壹覽無遺，勁爆畫

面在影集上線後瞬間引發網友

熱議，紛紛尖叫直呼“身材好

性感”、“這畫面太養眼了！”

王柏傑更被譽為全劇的鮮肉擔

當，意外成為熱門話題。此外

，他在劇中全身壹絲不掛地與

範曉萱甜蜜調情，社交網站更

因此大量出現“範曉萱王柏傑

太A了”的標簽，意外成為

《罪夢者》壹大看點。

哥哥回應林誌玲婚禮：
我不方便多說什麼

有臺媒爆料稱林誌玲與日本老公Akira 的婚禮將在 11月 17 日在家鄉

臺南舉行。隨後有媒體致電林誌玲哥哥，他回應表示：“我不方便多

說什麼。”

有媒體收到爆料稱收到林誌玲的婚禮請柬，請柬內容如下：來自我們的

小邀請~因為您對我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人，所以請您來接受我們愛的抱抱。

讓幸福無限延伸~2019年11月17日在臺南喔預計下午就會開始小小的儀式派

對，We will be honored with your presence。（我們很榮幸您的光臨）。’最

後寫著良平Akira和誌玲敬邀。

婚禮日期曝光後，有媒體致電林誌玲哥哥林誌鴻求證，他被問及林誌玲

婚宴細節及邀請嘉賓時，他回應稱：“這個要跟她本人或是團隊確認，我不

方便說多說什麼。”媒體再追問妹妹辦婚禮心情怎麼樣，他則笑說：“妳這

樣是要套我話，還是請妳們去問她本人吧。”雖然對婚宴保密到底，但不難

聽出他的好心情。”

暴瘦20公斤遭爆 「肝癌猝逝」 ！周傳雄露面現況讓人驚呆
50歲資深音樂人周傳雄(藝名小剛) 唱紅

〈黃昏〉、〈男人海洋〉、〈哈薩雅琪〉、

〈寂寞沙洲冷〉等多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在

華語樂壇素有「情歌教父」之稱。然而8年前

因感染胃幽門螺旋桿菌，讓178公分的他暴瘦

到僅剩49公斤，甚至被傳肝癌猝逝。近期他

終於亮相，宣布透過調養已恢復到64公斤，

他也吐露低潮心聲。

綜合媒體報導，周傳雄昨天(5日)在北

京宣布巡演開跑，先前因病暴瘦到只剩 49

公斤的他，再次亮相時體重明顯多了壹些

，氣色也好了不少。周傳雄透露目前已回

到 64公斤，自認狀態完美，「拍照起來不

會太瘦，這樣剛剛好。」對於曾經傳出的死

訊，他也壹笑置之：「很烏龍，我今天死了

又復活了！」

提到先前生病時的低潮，周傳雄坦言曾

懷疑自己是否不能再表演、唱歌，但當時他

選擇放下壹切，重新休養身體與心靈並找尋

人生方向，如今人生首位不再是事業而是家

庭，「他們給我強大的能量」，音樂創作也

較從前放鬆、順其自然。

出道已 30 年的周傳雄，曾為許多大

牌 歌 手 寫 出 經 典 代 表 作 ， 像 是 那 英 的

〈出賣〉與〈反省〉、周華健的〈有沒

有 壹 首 歌 會 讓 妳 想 起 我 〉 、 陳 慧 琳 的

〈記事本〉和〈北極雪〉等等，如今他

將 舉 辦 全 新 巡 演 回 饋 歌 迷 ， 除 了 彈 奏

KEY BOARD和鋼琴，也會選唱西洋歌曲，

更會以近似流行 45 轉方式「串燒」多首

歌曲，將自己的成名曲，或是幫人作嫁

的歌曲壹次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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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 第15屆中美電影節、中美電視節最
星光閃耀的時刻——“金天使獎”頒獎典禮，
當地時間5日晚在美國比弗利山薩班劇院舉行。
唐國強憑藉《決勝時刻》、吳剛憑藉《媽閣是
座城》雙雙捧得第15屆中美電影節最佳男主角
獎杯，最佳女主角由出演《拿摩一等》的歸亞
蕾獲得。胡玫憑藉《進京城》獲最佳導演。
《中國機長》贏得第15屆中美電影節最佳電影
獎。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張平表示15年來，中
美電影節、中美電視節取得很大發
展，成為中美影視界交流合作的重要

平台，也成為聯繫中美兩國人民情感、推動中
美人文交流的紐帶和橋樑。中美都是影視大
國，雙方影視合作前景光明而廣闊。

歸亞蕾成影后
當晚，唐國強憑藉《決勝時刻》、吳剛憑

藉《媽閣是座城》雙雙捧得第15屆中美電影節
最佳男主角獎杯，最佳女主角由出演《拿摩一
等》的歸亞蕾獲得。胡玫憑藉《進京城》獲最
佳導演。79歲的京劇名家尚長榮獲頒終身成就
獎。
《中國機長》贏得第15屆中美電影節最佳

電影獎，《流浪地球》、《烈火英雄》、《掃
毒2：天地對決》等躋身年度十大電影。《復仇
者聯盟4：終局之戰》、《海王》、《驚奇隊
長》等獲最受中國歡迎美國電影獎。

此外，在電視獎項方面，江疏影憑藉《全
職高手》獲中美電視節最佳女主角；吳
剛憑藉《破冰行動》獲最佳男主角，捧
得電影、電視雙料“金天使”。

《墮落花》演技獲讚比讚靚更開心

溫碧霞
越南奪

獎The best movie icon
香港文匯報訊 溫碧霞（Irene）最近心情特別

靚靚，事業屢奪佳績，除擔正主角的新電影

《墮落花》受到關注入選亞洲電影節之

外，日前還奪得“ The best movie

icon”獎，Irene專程飛到越南扮到

靚靚出席頒獎禮接受獎項。

被選為香港電影界最具代表的標誌，
Irene感到意外又驚喜：“我好開心

呀， 完全沒想到原來在越南有這麼多人
喜歡我，她們同我講好喜歡看我演的電影
及電視劇，我竟然現在至知越南有這麼多
粉絲，大家還話我知，好多部經典電影及
電視劇的經典角色大家都好喜歡，最受歡迎
是妲己和海潮。”

讚越南美食好好味
Irene也很喜歡越南這個地方，順道與工作人員四出遊覽了一下，她讚越南美

食好好味，風景也很美。Irene會否計劃以後增產拍電影及復出拍電視劇？她說：
“我都是會堅持重質不重量，堅持有好劇本才拍，拍一部好電影及電視劇至是真是報
答一直支持的Fans，我答應大家只要有好劇本一定會再拍電視劇。”她續開心說：
“好多人看完新片都讚我演得好，真是好開心，這個角色對我來講是一個好大的突
破，俾人讚演技好，比讚我靚開心好多，哈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草蜢蘇志威（蘇
老闆）、蔡一智和蔡一傑成軍34年，合作無數，但
近日首度合體賺奶粉錢，莫非預告有“小草蜢”，三
人隨即齊聲否認，謎底原來是他們合拍奶粉廣告，三
子平均年齡53歲，揚言要好好保養骨骼，為歌迷繼
續“跳”下去。
拍攝廣告當日，他們穿上西裝站於代表草蜢“活

力鐵三角”的三角形舞台上跳舞，以強勁舞蹈和fit爆
的body上陣，雖然三人年屆半百有多，但體能贏過
很多年輕人，除了勤力練“舞”，他們還非常注重養
生，識飲識食的蘇老闆說：“飲食質素好重要，這叫
做補養得宜！”熱愛運動的傑仔表示認同，說：“平
時我們游水、打波、跑步、行山……咩運動都做，要
好好保養肌肉、骨骼和關節。”精明的阿智說：“我
們一直都有飲好多奶去補鈣，現在有奶粉就方便好

多，可以帶埋去做世界巡迴演唱會，這麼我們真是有
排跳！”果然，草蜢的確停不了，單是這個11月
“17385 世界巡迴演唱會”就要跑3場，從熱辣辣的
馬來西亞雲頂唱到凍冰冰的美國。據悉下星期周末的
雲頂站原來是“Encore 版”，傑仔說：“這個
‘17385’演唱會去年已經唱了雲頂站，但因為好多
Fans投訴買不到飛要求再搞，所以這麼快就返轉頭再
開秀。”蘇老闆強調雖然Encore再開秀，但內容會是
“升級版”，就算去年看過都感到耳目一新。至於月
底美國站亦是“飛”常特別，阿智說：“因為美國
Fans太多，所以我們決定28號首先在東岸開秀，然
後漏夜趕路，隔一日就在西岸Reno開秀。”由30幾
度的雲頂到冰天雪地的美國，體能適應很重要，他
說：“所以我們會每日飲奶粉是這樣，交足百分之
200精彩節目給Fan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林德信（Al-
ex）、導演梁國斌、“香港包山王”黎志偉6日
到電台宣傳電影《獅子山上》，電影獲選為今屆
香港亞洲電影節開幕禮，Alex指開幕禮當日安排
了做20個訪問，破了紀錄，之後兩日幾乎講不到
話，很是疲累，因他不想重複訪問內容，希望有
不同答案，試過重複了3、4次，連自己都頂不
順，所以不停用腦去發掘話題。
導演梁國斌表示電影會注入黑色幽默，讓觀

眾更易投入，不過做訪問比拍戲更累，現時三人
由早到晚忙着謝票，見對方多過見家人，黎志偉
笑說三人是“謝票鐵三角”，更指可以拍前傳、
外傳，而他亦認識很多傷健運動員和同路人，不
乏有意思故事，可以再合作。Alex稍後準備包兩
場，分別安排家人和朋友欣賞，問到早前被拍到

跟他一起看車的女友Candace是否已是家人？他
尷尬傻笑說：“不知道，(已拍拖兩年？)是咩，有
兩年咩？總之會包場請齊所有朋友來看，(感情穩
定？)都OK，(見過家長嗎？)應該有見，(何時正
式公開戀情？)未有這計劃。”身旁的黎志偉爆料
笑說：“佢已經準備做爸爸。”

黎志偉黎志偉爆林德信準備當爸爆林德信準備當爸草蜢為歌迷繼續“跳”下去

■■蘇慧恩蘇慧恩

■■溫碧霞新電影溫碧霞新電影
《《墮落花墮落花》》奪得奪得““
The best movieThe best movie
iconicon””獎獎。。

■溫碧霞順道與工作人員四出
遊覽。

■■

溫
碧
霞
讚
越
南
美
食
好
好
味

溫
碧
霞
讚
越
南
美
食
好
好
味
。。

■■溫碧霞越南到處遊覽溫碧霞越南到處遊覽。。

■■林德信林德信、、梁國斌梁國斌、、黎志偉宣傳電影黎志偉宣傳電影。。

《中國機長》贏中美電影節最佳電影

唐國強吳剛雙雙捧男主角獎杯

■■唐國強唐國強（（右右））憑藉憑藉《《決勝時刻決勝時刻》、》、吳剛吳剛（（左左））憑藉憑藉《《媽媽
閣是座城閣是座城》》雙雙捧得電影類最佳男主角獎杯

雙雙捧得電影類最佳男主角獎杯。。 中新社中新社

■■京劇名家京劇名家
尚長榮獲頒尚長榮獲頒
終 身 成 就終 身 成 就
獎獎。。 中新社中新社

2019年11月7日（星期四）娛樂新聞6 ■責任編輯：李岐山



CC88廣告
星期五       2019年11月8日       Friday, November 8, 2019


	1108FRI_C1_Print.pdf (p.1)
	1108FRI_C2_Print.pdf (p.2)
	1108FRI_C3_Print.pdf (p.3)
	1108FRI_C4_Print.pdf (p.4)
	1108FRI_C5_Print.pdf (p.5)
	1108FRI_C6_Print.pdf (p.6)
	1108FRI_C7a_Print.pdf (p.7)
	1108FRI_C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