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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勝學院秋季說明會智勝學院秋季說明會(open house)(open house) 88月月22號舉行號舉行

西南區再傳搶案西南區再傳搶案、、機警店員擊斃搶匪機警店員擊斃搶匪
英勇店員徐文典現身說法英勇店員徐文典現身說法

休斯頓旅遊權威休斯頓旅遊權威
-- 全旅假期獨家推出全旅假期獨家推出

本集播出時間：首播:7月30日(週四) 晚間
7:30~8:30(德州時間)/重播:7 月 31 日(週五) 下午
12:30~1:30，美南國際電視台 55.5 頻道，網路
直 播: www.itvhouston.com， 現 場 直 播 電 話:
281-498-0109，主持人：常中政，來賓：徐文
典、汪得聖(休士頓警察局警官)

休士頓西南區本月13日驚傳商家搶案，三
名蒙面持搶歹徒光天化日下闖入便利商店意圖
行搶，並打傷店員。另一名華裔店員徐文典見
狀拔槍反擊，三名歹徒落荒而逃，其中兩名事
後傷重不治。

徐文典英勇事蹟立即傳遍華裔社區。警方
雖然呼籲民眾不要模仿，遇到搶案最好不要反
抗，以免激怒歹徒，但面對西南區搶案頻傳、
多年來治安始終不見改善的情況下，徐文典自

力救濟擊斃歹徒，多少替長期處於犯罪恐懼的
居民們出了一口氣，民眾莫不稱勇。
本週四 『常談天下事』特別邀請徐文典先生現
身說法，說明案發經過及開槍瞬間的心態。同
時，休士頓警官汪得聖也將為社區民眾解說德
州公開持槍相關法律，以及使用槍枝的正確方
法，歡迎大家準時收看。

『常談天下事』話題鎖定最新發生的新聞
時事及大家關心的社區事務。主持人常中政為
常安保險負責人，他熱心社區事務，曾榮獲聯
邦國會議員社區服務獎及糖城義工獎等多項表
揚。觀眾們如希望發表意見，可利用電郵bene-
fitmax@aol.com或傳真 832-550-2881 分享您的
看法。網友們也可以在網上同步收看，網址是
www.itvhouston.com

常常談天下事談天下事
關懷弱勢關懷弱勢,, 關心社區關心社區,, 關注時事關注時事

皇城北京 +人間仙境九寨
溝13天精華遊

北京/成都/樂山/峨眉山/
九寨溝/黃龍

只需 $999/人(10 月 15 日出
發，名額有限)

行程亮點： 休斯敦直飛北
京 世界文化遺產——萬里長城
故 宮 天 壇 頤 和 園 皇 城 美 景
——天安門廣場 鳥巢 水立方
老北京胡同 長安街夜景 風味美
食——正宗北京烤鴨 一次遊遍
世界遺產 深度領略民族風情 探
秘人間仙境“童話世界”九寨
溝 參觀中國國寶大熊貓基地 欣
賞非物質文化遺產-川劇絕活變
臉表演 風味美食——正宗川菜
成都小吃 羌族風味

此价格包含：
1. 休斯敦-北京，成都-休斯
敦國航直飛國際機票及北京-成
都中國內陸機票及所有稅金。
2. 全程5星豪華酒店。
3. 中國內陸段交通，全程採
用30-45座豪華空調大巴。
4. 行程所列每日三餐（除 18

，20，26日晚餐
）。
5. 優秀當地中
文導遊。
6. 行程中所列
景點及表演門票

。
此價格不含：
1. 中國大陸簽證（$170/人）
。
2. 導遊小費。（$130/人）。
$799,坐長榮, 回臺灣, 遊江南！

秋季搭乘長榮回台灣順道
游江南特別計畫

為慶祝長榮開通休斯頓-台
北直飛 Hello Kitty 彩繪機,預定
秋季 (9-11 月) 長榮回台灣, 順
道遊江南.
只需$799/人(含稅） . 座位有限
, 欲購從速

$799包含:
*休斯頓 -上海 - 台北 - 休斯
頓機票 (含稅金，可停留台北，
90天往返）
*江南7日暢遊上海，蘇州，無
錫，南京，杭州
*全程5星級豪華酒店
*豪華旅遊大巴士，全天接送機
服務
*全程國語全陪及地陪
*每日三餐及當地美食
水鄉風味美食——傣家村歌舞

宴+上海本幫風味 西湖魚頭宴+
錢塘江小吃+無錫乾隆宴+太湖
風味 南京全鴨宴+淮揚風味 姑
蘇風味+吳門家宴

*此價格未含，小費（$70
）及部分景點門票（$85）*

秋季 - 上海,南京,無錫,蘇
州 8日遊 (機票+旅遊團)僅 $699
(含休士頓-上海來回機票&稅
金)
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也可不同
城市回程 (additional charge may
apply)
$699包含:
*休斯頓 -上海 來回機票 (含稅
金）
*江南7日暢遊上海，蘇州，無
錫，南京，杭州
*全程5星級豪華酒店
*豪華旅遊大巴士，全天接送機
服務
*全程國語全陪及地陪
*每日三餐及當地美食
水鄉風味美食——傣家村歌舞
宴+上海本幫風味 西湖魚頭宴+
錢塘江小吃+無錫乾隆宴+太湖
風味 南京全鴨宴+淮揚風味 姑
蘇風味+吳門家宴

*** 此 價 格 未 含 ， 小 費
（$70）及部分景點門票（$85
）***

炎炎夏日快要結束，希望所有
的同學都度過了一個愉快而充實的
暑假。新的秋季學年即將開始， 大
家在享受暑期生活的同時也不要忘
記為下學期制定好詳細的學習計劃
和目標。對於學生來說，擁有好的
學習方法，再加上有好老師的指引
，學習應該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智
勝學院有著多年的辦學經驗和先進
的教育理念，竭誠幫助每一位同學
在新學期的學習生活中取得更大的
進步。

智勝學院的老師皆來自休斯敦
一流私立和公立學校，教學經驗豐
富，對學生認真負責。老師運用靈
活多樣的教學方法，在鞏固基礎的
前提下全面訓練提高學生的學習能
力。盡力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因
材施教，使每個學生找到最適合自
己的學習方法，從而舉一反三， 事
半功倍。很多家長和學生都是聽說
智勝師資不凡，慕名而來。

智勝學院2015 秋季班招生現在
正在火熱進行中。我們主要招收
2-12 年級學生，課程按照階梯成功
法設計，由淺入深，內容豐富。本

期開設課程包括初高中英文、數學
、辯論、生物、化學、物理還有廣
受好評的王牌課程SAT/PSAT/ACT
和 Duke Tip。同時增加了星期五晚
上的SAT/PSAT/ACT 課程，讓不能
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上課的學生不
再有遺憾。對於高年級的同學，本
期依舊開設了有關大學申請的課程
，內容包含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理
想大學，如何寫好大學申請Essay，
如何申請和尋找獎學金和助學金，
如何把個人簡歷修改得更出色等，
讓學生更具競爭力，提高升學成功
率。

智勝學院秋季班將於 2015 年 8
月29 日開課，2015 年12 月13 日結
束。同時我們將於8月2日下午1 點
整到 2 點半在學校舉行課程說明會
（open house） 並接受現場報名。
屆時本學期任教的老師將悉數到會
，依次向學生和家長介紹教學理念
、教學大綱、新學期課程內容。介
紹結束後，家長及學生也能與各個
老師單獨交流並有機會參觀學校教
學環境，了解學校教育硬件設備，
從而對智勝學院，學期課程和老師

有更深入的認識。說明會後還有精
彩的大學申請講座，由智勝的金牌
大學申請顧問主講。希望各位學生
家長積極參與。

智勝學院注重的是實力的培養
，實力是孩子未來成功的指向標。
要獲得實力，孩子的興趣與努力、
優秀的課程、強大的師資以及家長
的配合是密不可分的。智勝真誠的
希望能夠幫助您將您的孩子培養成
多方位的優秀人才。如果您的孩子
錯過了智勝暑期班精彩紛呈的課程
和心目中哪位優秀老師，不用擔心
，智勝秋季班的課程同樣精彩。詳
細課程及師資介紹請參閱我們的網
站，也歡迎學生和家長來電或郵件
諮詢。

智 勝 學 院 上 課 地 點 ： 8440
Westpark Dr., Houston, 77063

辦公室地址： 6203 Corporate
Dr., Houston, 77036

垂 詢 電 話 ：
713-777-1688

學 院 網 站 ：
www.AdvanceAcade-
myHouston.com

休斯敦夫婦領養中國唐氏綜合症患兒

本報記者翁大嘴攝
母女倆親密無間母女倆親密無間。。

AudreyAudrey 和丈夫和丈夫Brent ShookBrent Shook 通過一個叫做通過一個叫做GreatGreat
Wall China AdoptionWall China Adoption的組織認識了一群無家可歸的組織認識了一群無家可歸
的中國孩子的中國孩子。。

AudreyAudrey和和Brent ShookBrent Shook夫婦的最新全家福夫婦的最新全家福。。

夫婦對這個可愛的中夫婦對這個可愛的中
國小女孩一見鍾情國小女孩一見鍾情，，
決定給她一個家決定給她一個家。。隨隨
後後，，兩人按照流程提兩人按照流程提
出領養申請出領養申請。。

Audrey ShookAudrey Shook女士跟丈夫女士跟丈夫BrentBrent育有五個孩子育有五個孩子。。一起過著平淡和幸福的生活一起過著平淡和幸福的生活。。

美國休斯敦的美國休斯敦的 AudreyAudrey
ShookShook女士跟丈夫女士跟丈夫BrentBrent
是從高中時期的青梅竹是從高中時期的青梅竹
馬馬。。

小小LucyLucy初次和媽媽見面就親切地喊初次和媽媽見面就親切地喊AudreyAudrey““媽媽媽媽”。”。場面十分感人場面十分感人。。

一週活動快報一週活動快報
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創設34週年紀念特別靈修會
7月31日(FRI) 下午7時30分至下午8時30
分
葉明翰牧師主講[ 主在教會中]
8月1日(SAT) 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0時30
分
葉明翰牧師主講[ 主在家庭裡]
8月1日(SAT) 上午10時50分至上午11時
50分
葉明翰牧師主講[ 主因你施恩]
8月1日(SAT) 下午1時30分至下午2時30
分
葉明翰牧師主講[ 主與你同桌]
8月2日(SUN) 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葉明翰牧師主講[ 主關心群羊]
6250 WESTLINE DR. HOUSTON,
TX.77036
TEL:713-776-2771

筆情墨韻-李昕霖水墨創作展
8月1日(SAT)至8月23日(SUN)
僑教中心

透過飲食與營養防癌
講員彭廣醫師
8月1日(SAT) 下午2時至下午4時
華人聖經教會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77036
觀世音娘娘寶旦

8月2日(SUN) 上午11時
德州本頭公廟
10600 TURTLEWOOD ,HOUSTON,
TX.77072

觀音娘娘寶旦
8月2日(SUN) 中午12時
德州天后廟
1507 DELANO,HOUSTON,TX.77003

UniverSoul馬戲團休斯頓演出
時間：8月6日周四至8月16日周日 2015
地址：Butler Stadium, 13755 South Main
St., Houston, TX 77035

北美石油區塊投資開發技術沙龍
時間： 08/01/2015 （周六上午 9:00-12:
00pm)
9:00-9:30am, Check in and Social
9:30-11:0am, 沙龍討論
11:00-12:00pm，小型社交酒會，提供午餐
，茶點，酒水等
地點：中國城恒豐銀行大樓會議中心
聯系人：Wilson Lu（872-222-8119）；
contact@gcpea-usa.org

智勝學院秋季說明會
8月2日（SUN）下午1:00-2:30
智勝學院上課地點（8440 Westpark Dr.
Houston Tx 77063）

筆情墨韻—李昕霖水墨創作展

2015 美南銀行獎學金
（本報訊）美南銀行作為社區

銀行,為盡應有之社會責任,自 2005
年起,每年都舉辦針對應屆高中畢業
生的獎學金活動。

此獎學金之目的在於投資未來
人才, 表彰成績優秀學生, 為所有學
生取得優異成績, 提供動力。為了
鼓勵更多學生,美南銀行獎學金不局
限於美南銀行的客戶,在休士頓及達
拉斯地區的在校高中應屆畢業生都
能夠申請。

2015年獎學金申請自三月底公
佈以來,截止到五月底,收到了來自
不同學區的眾多申請表格,每一個申
請學生都非常的優秀， 尤其是華裔
學生獎學金申請者，在校學習成績
及SAT成績都非常突出,SAT成績達

到2400滿分。
美南銀行董事周子勤教授為領

導的評審委員會，根據學生學業成
績,高中期間的社會活動經歷,學生
對於理想抱負的陳述文章,同時,參
考老師的推薦信及家庭經濟需求,經
過反復審核,最終,選出五名2015 年
美南銀行獎學金得主:

1, Brandon Wang:High school: Phil-
lips Exeter Academy (NH)
2, Rosaline Chen: Bellaire High
School
3, Ram Parso: Clements High School
4, Khanh Long: Taylor High School
5,Tzu En Wang: Plano West Senior
High School (Dallas)

（本報訊）來自臺灣中部的李昕霖，
今年大學美術系剛畢業，在準備進入研究
所前，來到休士頓度假寫生，並攜帶十餘
幅今年剛創作完成的水墨作品，安排於本
中心進行個展。

昕霖於2006年在臺灣水墨名師張鎮金
老師、曾柏錄老師座下學習水墨後，即浸
淫於山水自然的創作天地，這期間除了多
次舉辦師生聯展，同時也參加《楊勝安藝
術獎水墨大賽》、《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
盟畫展》、《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均獲
致優異成績。2010年高中畢業，於台中民
俗公園舉辦第一次個展：《墨雨心淋—李
昕霖水墨畫個展》；2015年大學畢業，於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舉辦第二次個展：《鄉
土水墨情—李昕霖水墨畫個展》。

昕霖認為水墨這種藝術表達方式非常
不同於西方的美學經驗，創作者投入於其

中，會持
續與大自
然山水交
融於心，
藉由水份
和墨汁濃
淡乾溼之
間的揮灑
，呈現於
宣紙上自
在舒適、
意境高雅
的效果。

昕霖
從大三開
始，每週
會到社區
附設的弱勢學童安親班教他們畫水墨、寫
書法，看到這群孩童浸淫在筆墨的天地中
，自由無拘束，一堂課下來，無須過多語
言，即可得到心靈的沉澱和寧靜，是他將
水墨畫推展出去的一個模式，也是創作之
外最快樂的一個時刻。

這次於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所進行的《筆情墨韻—李昕霖水墨畫展》
，將於8月1日起至8月23日止，展出今年
所創作的十餘幅作品，現場並可揮毫創作
，或教導孩子可以怎麼來畫水墨，豐富而
有趣，歡迎蒞臨參觀指教。

連絡電話: 832-6381060 Doreen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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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聯會將舉辦
電影欣賞暨舞臺劇演出

成大校友會舉辦夏日野宴成大校友會舉辦夏日野宴 老中青三代歡聚一老中青三代歡聚一堂堂
(本報訊)中西部成大校友會，每

年一度的野餐聚會，於本年七月十八
日星期六，在 Hawthrone Melody Park
Vernon Hills 舉行。老中青三代約五十
人參加。

美食豐富，除燒烤豬雞肉外，各
家姐妹及成大好媳婦，大顯身手做出
各式佳餚。最叫座的還是「刨冰」。

酒足飯飽後，餘興節目由楊學慶
及谷文瑞主持，機智測驗比賽。第一部
份是中英文成語對照。由谷文瑞唸出
英文成語，校友們爭相儘快回答最合
體的中文成語相配。譬如：When one
is in trouble, One remember the God.(
臨 時 抱 佛 腳)；These who have one
foot in the boat, one foot in the canoe.
( 腳踏兩條船）；A true friend will be
revealed during hard time.( 患難見真
情）；When you drink the water, re-
member the spring.( 飲水思源）類似的

成語廿來句，校友們搶著對答如流，往
往谷文瑞尚未唸完英文，中文答案已
紛紛出口成章，可惜只備了八份獎品。

第二部份是楊學慶找來些怪異
的古文段句，請大家解釋。譬如：「人盡
可夫」，「難兄難弟」。解釋互異，褒貶混
雜，趣味橫生，笑聲不絕。

會長俞紀瀛介紹了成大北美聯
合校友會，本屆默默耕耘獎獲勝者周
君鐸校友。周君鐸，畢業於 1971 年電
機系，香港僑生。曾任香港校友會會長
，2013 年全球校友嘉年華會總幹事。
曾協助校友入藉丶就業。籌備校友嘉
年華會，榮獲默默耕耘獎。

此外，任善寧校友任北美聯合校
友總會理事，中西部代表。更可喜的是
青年才俊的李宏昌校友，1982年化學
系畢業，願擔任本屆副會長。本屆的理
事有黃揚清，蘇麗卿，王又新，蔡雅珍，
黃宇芬諸位校友。

中 西
部 成 大 校
友 會 正 式
成 立 於
1989 年，在
芝 加 哥 區
以 和 諧 無
間 著 稱。
2000 年 冬
季，我們的
話 劇 社 與
芝 華 藝 坊
合作，首次
正 式 推 出
曹 禹 名 劇
「雷雨」，開
話 劇 興 盛
先鋒。

我們校友會有三件傲人之處：一
，鼓陣成立於2000年，響徹雲霄，威震

芝加哥區。二，由尹正容校友主持的野
人集，每兩三個月聚會，交換各種知識
資訊。三，楊忠德，朱雪玉伉儷的「刨冰

」是芝加哥出名的美食，不僅我們自己
的校友會，在各種全芝加哥人聚會中，
也是最受歡迎的。

(本報訊)為配合紀念抗戰勝利暨
台灣光復七十週年，芝加哥台灣同鄉
聯誼會特選兩部電影放映。7月26 星
期日的下午 1：30 PM 放映英烈千秋，
8月1日下午1：30 放映八百壯士，原
定8月9日星期日下午的英烈千秋改
到8月1日放映。

8月9日將演出舞臺劇 「滔滔熱

血憶抗戰」，由芝加哥台灣同鄉聯誼
會理事居維萊編劇，聚集僑界的好朋
友聯合演出的一齣舞臺劇。以上節目
均在芝加哥華僑文教中心舉辦，歡迎
各界人士前往觀賞，免費入場。聯絡
電話 王慶敏 847-946-0659，王鴻辰
312-297-1313， 顧 正 彥
630-979-5761

中華函授學校2015學年隨選隨上服務
網路課程仍受理報名至10月31日止

(本報訊)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中華函授學校2015學年共開設9學
科102種課程，歡迎海外僑胞踴躍報
名選讀，並將此訊息周知親朋好友，
共同加入終身學習的行列。

僑務委員會為提供海外僑胞學
習華語文、中華文化及增進生活技能
的管道，自 1940 年開設中華函授學
校，每年開辦多種華語文及技職教育
課程，供海外僑胞免費選讀，深獲好
評。2015學年續開設「華文教師科」、
「華語文應用科」、「文史藝術科」、「農
工科」、「商業及管理科」、「家庭與兒
童科」、「餐飲科」、「電腦資訊科」、「中
小學進修科」等9學科，並新增「教育
概論」、「教育社會學」及「漢語語言學
」3種課程，總計有102種課程可供僑
胞免費選讀。

為擴大對海外僑胞的服務，函
校2015學年上開9大學科網路課程
全面提供「隨選隨上」服務，即日起至
2015年10月31日止，可隨時透過網
路修讀該些網路課程，隨時選讀，隨
時上課。

函校自7月起為鼓勵海外僑胞
踴躍報名推出新措施: (一)原屬非隨
選隨上之網路課程(需繳交特定格式
作業者)已開放隨
選隨上服務(二)取
消每人選課 4 種之
限制，推出選課數
無上限之新措施。

有意選讀者可
逕至「中華函授學
校 遠 距 學 習 網 」
(http://chcs-open-
course.org）參閱/下
載招生簡章及報名
表，或直接辦理線
上報名，或向中華
民國駐當地使領館
或代表處/辦事處、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僑生回國就學保
薦單位或函校海外
各同學會洽取簡章
及報名表。中華函
授學校服務專線：

886-2-2282-9355分機6615；電子信
箱 ： ocac.chcs@gmail.com 或
chcs@ocac.org.tw。

((本報訊本報訊))東南亞中心與州務卿流動單位合作東南亞中心與州務卿流動單位合作，，
將於將於88月月77日星期五上午日星期五上午1010時至下午時至下午11時時3030分在該分在該
中心中心 51205120 N Broadway, Chicago, ILN Broadway, Chicago, IL 6064060640 為民眾辦為民眾辦
理申請或替換身份証理申請或替換身份証//駕照駕照,,包括下列各項服務包括下列各項服務：：11..視視
力檢查力檢查--更新駕照更新駕照;;22..申請申請--更新更新--替換替換--或更正駕照或更正駕照//
身份証身份証;;33..售賣車牌標貼售賣車牌標貼(sticker);(sticker);44..諮詢或登記捐贈器諮詢或登記捐贈器
官官//組織組織。。

如欲辦理如欲辦理,,，，請於當日帶備下列証件請於當日帶備下列証件::11..社安卡社安卡;;22..
身份証身份証,,護照護照,,綠卡或駕照等綠卡或駕照等;;33..地址証明地址証明 ((政府公函政府公函，，
煤氣單煤氣單，，電費單電費單，，電話單電話單，，銀行月結單等銀行月結單等););要有要有22種証種証
件以上件以上。。詳情可與張小姐詳情可與張小姐，，孫小姐孫小姐，，或何生或何生 聯絡聯絡::
773773--989989--69276927。。

東南亞中心將於東南亞中心將於88月月77日日
辦理身份証辦理身份証//駕照申請或替換駕照申請或替換

吳秉叡出書吳秉叡出書《《鍛鍊一分鐘鍛鍊一分鐘》》教你甩掉腰酸背痛教你甩掉腰酸背痛
台聯會舉辦專業青年研習會報告暨專題演講台聯會舉辦專業青年研習會報告暨專題演講

(本報記者/張耀淑/採訪報導)
近年來僑委會為加強華裔青年聯繫

服務，遴選海外專業青年回國參加研
習會，研習課程著重鼓勵華裔青年參
與僑社活動，協助政府推動公眾外交
工作。芝加哥地區已有數位青年才俊
參加過這個研習會，台聯會特地邀請
五位曾被邀請回台參加研習會的專業

青年，於7月19日下午，在芝加哥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舉辦海外專業青年研習
會心得報告暨專題演講《鍛鍊一分鐘》
。

芝加哥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閻樹
榮、副主任葉子貞、駐芝加哥經濟文化
辦事處組長孫良輔、僑務委員項邦珍、
周賢孟、賴志鴻等僑界嘉賓以及聽眾

近60人參加了當天的演講座談會。
芝加哥台聯會會長王慶敏首先致歡

迎詞時表示，感謝大家抽控前來參加
當天的演講，僑委會舉辦的海外專業
青年研習會，這幾年來，芝加哥地區已
經有多位專業青年回台參加這個研習
會，很高興的能夠有機會，讓他們把回
台參訪的經驗和大家分享。五位講者

都有不同的看法
，其中一位英俊
瀟灑的吳醫師，
會告訴大家如何
用一分鐘的鍛鍊
，就會讓你甩掉
背痛。王會長也
興奮的宣佈，當
天臺聯會成立青
年部，由江莉雯
擔任第一屆的會
長。

芝加哥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主任
閻樹榮在應邀致
詞時表示，為了
讓海外在專業領
域事業有成的青
年，能更加對國
內外政經發展之
瞭解，以及僑務
工作，強化海外

僑社新生代與國家的聯繫，並在未來
投入服務，所以僑委會加強「迎僑青、
聚僑心、壯僑社」的方向，希望在僑界
的青年朋友們，能夠更深入瞭解中華
民國台灣各方面在民主、政治、經濟等
等各個層面的發展現況，未來能以自
身專業為僑社注入新活力。閻主任繼
續表示，很高興回台參訓的青年們，今
天能夠來到僑教中心，把參訪的經驗
和大家分享，更希望以後能夠多參加
僑社活動，多和僑界保持聯繫。

五位專業青年，現任CPA的廖志軒、
任教英文老師的江莉雯、在食品業工
作的謝孟真、麻醉醫師及大學教授的
郭宜君，全都一一分享了他們在應邀
參訪台灣時的所見所聞。他們精彩的
分享，贏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

最後，由青年才俊吳秉叡醫生主講
《鍛鍊一分鐘》，吳秉叡醫生說道，當初
是因為「切膚之痛」，才發展出《鍛鍊一
分鐘》(The One Minute Workout）這本
書。吳醫生表示，他平時熱愛各種運動
，但是在擔任住院醫師期間，一週工作
超過60小時，包括長達20到30小時的
值班，長時間不正常的工作時間，讓他
沒有精力和時間運動。再加上看顧病
人，在電腦前查詢資料、寫病歷的長時
間久坐，讓他的身體出現了警訊，只要
坐下，他的背部和腿部就會疼痛。直到
有一天媽媽驚呼「你變胖了」，這才敲

響了警鐘。他曾經參加過多種運動訓
練，再加上國術所奠定的基礎，讓他獲
得靈感，經過多次實驗和修改之後，

《鍛鍊一分鐘》正式出版，他希望以自
身的實例，配合科學的理論，再加上透
過出書的推廣，能夠讓更多人受惠。每
天堅持一分鐘的鍛煉，也不用花費金
錢參加健身房，讓吳醫師找回了昔日
的「六塊肌」，原有的背痛也都消失了。

吳醫生也提到，多吃各種顏色的蔬
菜和水果，因為每種顏色都包含不同
的營養物質，它們共同作用才能給你
一個健康的身體。吳醫生自我期許，希
望透過《鍛鍊一分鐘》，可以幫助100萬
人，變得更健康，讓人們擁有更完美的
人生。

吳醫生深入淺出的講演，頻頻以動
作示範給在場的聽眾朋友，以及對肢
體疼痛、健康問題詳細的解答，讓在座
的聽眾都受益匪淺、滿載而歸！最後他
說，只要用對方法，每天持之以恆僅需
一分鐘的鍛鍊，並加上均衡的飲食，想
要有年輕、健康、有活力的身體其實一
點都不難，並且能使你活得更有品質、
讓你健康又美麗。

演講完後，在場的聽眾們踴躍購買
《鍛鍊一分鐘》，吳秉叡醫生並在書上
簽名以及寫上祝福的話語。

僑教中心主任閻樹榮致詞僑教中心主任閻樹榮致詞
合影合影::左起吳秉叡左起吳秉叡,,郭宜君郭宜君,,謝孟真謝孟真,,

王慶敏會長王慶敏會長,,閻樹榮主任閻樹榮主任,,江莉雯江莉雯,,廖志軒廖志軒 吳秉叡醫生示範動作吳秉叡醫生示範動作

合影合影::前排王慶敏會長前排王慶敏會長((左三左三),),僑教中心主任閻樹榮僑教中心主任閻樹榮((右四右四),),
僑教中心副主任葉子貞僑教中心副主任葉子貞,,台北經文處組長孫良輔台北經文處組長孫良輔((右二右二))與演講者及其父母親合影與演講者及其父母親合影

責任編輯：沈玉蓮

野父母呼袁應勿緩袁父母命袁行勿懶袁父母
敎袁須敬聽袁父母責袁須順承噎噎冶6 月 19
日袁鍾山區會展中心傳來陣陣童聲誦讀啓
蒙國學經典叶弟子規曳袁拉開了野書香鍾山窑
文化家庭冶讀書彙演活動的序幕遥鍾山區
有關領導出席了當天的讀書彙演活動遥
出席此次活動的有主辦單位鍾山區敎

育局尧區婦聯尧區文明辦尧區文體廣電局尧
共靑團鍾山區委以及活動承辦方六盤水

皮克布克繪本館和各個演出學校的師生遥
此次活動結合野四創冶精神袁營造文明尧

和諧尧誠信尧友善的城市環境曰營造全民學
習尧全民健康生活尧全民建設鍾山的氛圍袁
推進學習型社會尧學習型組織尧學習型機
關尧學習型家庭的建設袁讓書香飄滿鍾山袁
讓鍾山成爲文化的家園袁將中華民族的傳
統文化發揚光大遥
鍾山區有關領導説袁通過誦讀經典袁可

使少年兒童感受到中華民族的文化精髓袁
瞭解中國的悠久歷史和國家的輝煌成就袁
樹立廣大少年兒童的愛國之情尧強國之志

和報國之行袁讓學生感悟到仁愛孝悌尧誠
信報恩尧精忠愛國尧勤儉樸實尧互助互愛的
傳統美德袁並在誦讀中感悟中華民族傳統
文化的魅力袁激發起讀書的熱情遥
當天袁鍾山區第二小學尧鍾山區十一小

學以及皮克布克繪本館等單位組織師生

和家長同台演出展示才藝遥他們分別以配
樂尧配舞朗誦尧合唱尧小品尧情景劇等多種
形式袁誦讀國學經典文章袁吟唐詩宋詞袁隆
重紀念中華民族傳統節日要要要端午節遥
讀書彙演分爲勸學篇尧愼學篇尧篤學篇袁

以最具有代表性的 叶弟子規曳尧叶游子吟曳尧
叶春曉曳尧叶憫農曳等經典詩文誦讀爲主袁輔
以現代舞叶寶寶樂曳尧原創情景劇院21天公
益閲讀故事叶閲讀給我一雙飛翔的翅膀曳尧
小品叶過生日曳尧歌曲叶讓愛住我家曳等曲
目袁集知識性尧科學性尧敎育性尧娛樂性尧創
新性爲一體遥
中華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歷史袁中

華文化源遠流長袁博大精深遥從詩經楚辭
到唐詩宋詞袁從琴棋書畫到禮樂射御袁從
孝悌忠信到精忠報國噎噎無不折射出深
厚的文化烙印遥而國學經典又是中華文化
中最優秀尧最精華尧最有價値的典範性著
作遥爲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値觀袁
敎育引導少年兒童明禮知耻尧崇德向善袁
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好

全面準備袁通過國學經典誦讀活動袁弘揚
優秀的傳統文化袁讓學生在誦讀過程中獲
得古詩文經典的基本燻陶和修養袁提高文
化和道德素質袁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
感遥

钟山区举行“书香钟山·文化家庭”读书汇演

京報網訊 渊記者 劉冕冤昨
日袁232 件京津冀三地文物亮
相首都博物館袁講述野地域一
體袁文化一脈冶遥北京市文物局
相關負責人介紹袁這是三地文
博界首次協同合作打造文化

盛宴遥
進入展廳袁一座迷你沙盤

將 京 津 冀 的 風 貌 展 現 出

來要要要兩面環山袁東臨大海袁
南接中原袁是連接三北地區與
中原地區的天然通道袁多元融
匯袁文化薈萃遥地圖上用紅色
和緑色的圓點標注出原始聚

落的位置袁這些距今 1萬年至
5千年前的文明遍布在廣袤大
地上遥

揭示着古都北京建城史

的克盉和克罍攜手展出遥它們
的內壁上刻有銘文袁短短數十
字記録了周王冊封召公于燕

的史實袁證明燕國始封地就在

如今房山琉璃河

一帶遥從此袁北京
拉開了建城史的

宏偉篇章遥冶河北
出土的銅扁壺也

頗具燕國范兒遥這
件高約 40厘米的
器物出土時袁壺里
還有翠緑色的酒

液遺存遥
之後千百年袁三地之間交

匯融合袁文脈相傳遥
由於地處要塞袁這里孕育

出的精彩文化也一直處于領

先水平袁反映在展出的文物
中袁就是野國寶冶扎堆兒遥燕國
靑銅製造最高水平的伯矩鬲尧
中國第一個考古發現的環保

燈西漢長信宮燈尧漢代規格最
高的喪葬殮服金縷玉衣等悉

數亮相遥
尤其是元明清奠都北京袁

京津冀地區被稱爲京畿袁四方
物聚遥北京成爲全國的首都袁
三地躍升爲泱泱大國的中樞

區域袁城市和區域之間相互聯
繫袁互補互利遥此時袁這片土地
上孕育出的文化彰顯出霸氣遥

本次展覽將持續到 8 月
23日遥之後袁展覽將在河北尧天
津巡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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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別院上千人送別童慶炳 莫言現身悼
念老師

6月的北京袁驕陽似火袁但並未阻擋人
們送別童慶炳的腳步遥約上午 8時 30分
許袁中新網記者趕到八寶山袁看到現場已
有不少北京師範大學的師生排隊等候送

別他們的童老師遥一些同學手持鮮花袁難
掩悲戚神色袁甚至有人當場落淚遥

記者在現場看到袁與一些追悼儀式不
同袁吿別大廳外橫幅上寫着野童老師一路
走好冶幾個大字袁兩側並沒有輓聯遥路旁擺
滿了師生尧親友送來的花圈遥廳內的大屛
幕上則循環播放着童慶炳生前影像遥

約 8時 50分袁著名作家尧諾貝爾文學
奬得主莫言也戴着墨鏡出現在追悼儀式

現場袁身着白襯衫的他表情沉痛尧嚴肅袁簽
完名字後沒有多説什么袁便匆匆步入大
廳袁在休息室落座袁準備參加吊念儀式遥據
工作人員介紹袁莫言等一批作家曾就讀于
北京師範大學與魯迅文學院聯合開辦的

作家硏究生班袁童慶炳曾指導過莫言的碩
士畢業論文袁此次莫言應該是特地來送別
老師遥

9時許袁人群開始步入吿別廳送童慶
炳最後一程遥廳內哀樂低沉袁童慶炳面容

安詳袁仰臥在大廳正中遥不時有群衆獻上
花束袁時間不長便堆滿靈前遥面有悲色的
家屬站立一旁接受人們的勸慰袁整個儀式
約持續一小時左右結束遥

出得大廳袁記者看到袁不少參加完追
悼儀式的師生在廳外放聲痛哭遥工作人員
吿訴記者袁今天來參加追悼儀式的人非常
多袁目前估計已有上千人遥

追憶院生活簡樸注重敎學儀表 是野學
術界的一股清流冶

在當天的吿別儀式上袁趙勇一直忙前
忙後遥他表示袁自己曾受敎于童老師袁野童
老師堪稱北師大文藝學的領軍人物袁在全
國學界也很有影響遥從 80年代開始袁童老
師先後提出了耶審美特徵論爷尧耶文化詩學爷
等理論袁生前一直在不停地工作冶遥

在趙勇的印象中袁童慶炳是一位親切
和善的長者袁生活簡樸而注重敎學儀表遥
他説袁童老師生前偶爾會跟他們野顯擺冶買
到的衣服院野他會叫我們猜多少錢遥我們看
着還不錯袁一般價錢猜的高遥童老師就很
得意的吿訴我們袁才一百多塊袁然後給我
們洋洋灑灑的講在哪兒買的尧如何買到
的遥冶

野童老師上課喜歡穿白襯衫袁講究儀
表袁但不是講究所謂的名牌遥冶趙勇最後一
次見到老師袁是在五月下旬袁野那會兒老師
頻繁給我打電話袁每次都能談一個鐘頭袁
聊的內容則是方方面面袁現在回憶起來袁
有點像交代後事遥不過袁老師生前對生死
一直看的非常淡遥冶

野一位親切和善的長者冶袁同樣也是北
師大文學院其他敎職員工對童慶炳的評

價遥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老師説袁童慶
炳非常有學者風度袁帶弟子盡職盡責袁生
前還一直堅持親自帶博士尧參加博士答
辯袁對學生要求嚴格袁以一種野仁愛長者冶
的風範來主持他全部的學術敎學活動遥

野現在的學校敎育是有些浮躁的袁童
老師堪稱學術界的一股清流遥冶這位敎師
稱遥

文艺泰斗童庆炳追悼会举办 莫言现身送别

重慶晨報訊 記者 張競 6
月 19日上午袁端午佳節前夕袁
溫州市鹿城區會昌湖上鑼鼓

喧天袁熱鬧非凡袁二百餘條野五
彩金龍冶昂揚待發要要要中華龍

舟大賽溫州站的比賽在此火

爆揭幕遥中華龍舟協會尧溫州
市政府及加多寶集團等領導

出席活動遥作爲中華龍舟大賽
唯一指定涼茶袁加多寶攜手中
華龍舟大賽選手成功榮獲金

罐加多寶上市以來的第一個

吉尼斯世界紀録榮譽要要要野最
多人挽臂鏈式交杯同飲金罐

加多寶袁挑戰吉尼斯世界紀
録冶袁爲全國人民獻上了一場
金彩端午節文化大餐遥

2015年袁加多寶抓住天時
地利人和的歷史機遇袁戰略陞
級推出金罐遥金罐加多寶上市
以來營銷戰略頻頻袁從首個快
消行業的移動互聯網+戰略實

施袁打造金彩生活
圈遥

此次袁涼茶領

共
铸
金
彩
中
国
梦

導者加多寶攜手日益國際化的

龍舟賽袁成功挑戰吉尼斯世界
紀録榮譽袁旣弘揚了傳統文化
的魅力袁也大大提陞了金罐加
多寶品牌國際影響力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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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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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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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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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磚地磚﹑﹑混凝土混凝土﹑﹑走道走道﹑﹑PatioPatio﹑﹑車道車道﹑﹑
Parking LotParking Lot﹑﹑地基地基﹑﹑天井天井﹑﹑TileTile﹑﹑花道維花道維修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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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修
地基

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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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製 造 精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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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諾電腦

諾致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IT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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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婚禮花樣多

裴勇俊送粉絲餐券

綜合報導 近日，昆淩剖腹産生下一

名女嬰，周傑倫正式成爲奶爸。27日晚

，他在社交網站曬出一張嬰兒素描照，

帽子上寫著“CHOU CHOU(周周)”，疑

似曝光女兒可愛模樣。

27日，周傑倫在“Mr.J台灣官方”

社交網站轉發自家品牌的一張嬰兒素描

照，照片中的嬰兒舔著手指頭，閉著眼

睛像在睡覺，頭戴米老鼠造型的大耳朵

帽子，上面還寫著“CHOU CHOU(周周)

”的英文字樣，疑似是周傑倫女兒的肖

像畫。

此外，周傑倫自家品牌發布照片

時，還留言“終于曝光了嗎”，引發

熱議。網友則紛紛認爲，嬰兒的眼睛

與媽媽昆淩十分相似，嘴巴和周傑倫

很像，更有人詢問：“這是小周周本

尊嗎？”

周傑倫曬嬰兒素描照
女兒模樣疑曝光

綜合報導 美國人氣男星保

羅· 拉德主演的超級英雄影片

《蟻人》，上映第二周擊敗新

開畫的《像素大戰》，蟬聯北

美周末票房冠軍。耗資1.3億美

元制作的《蟻人》上周末三天

在北美收獲2480萬美元票房，

較上映首周票房下滑了 57%，

上映 10天票房累計突破 1億美

元。《蟻人》在俄羅斯和澳大

利亞等北美以外電影市場入賬

超過1.2億美元。

索尼暑期推出的重磅影片

《像素大戰》開畫不利，在3723

家影院僅收入2400萬美元，遠

低于此前預估的3000萬至 5000

萬美元，位列第二。雖在北美表

現欠佳，但《像素大戰》已經在

國際上包括墨西哥、巴西在內的

23個電影市場獲得開畫冠軍。

“我不認爲影片票房會面臨問題

，我們在多個海外市場奪得票房

冠軍，很多甚至超過了預期，”

索尼發行部門負責人羅裏· 布魯

爾說，“影片在美國的票房尚可

，我們看重的是全球範圍的成績

”。隨著《像素大戰》八九月份

陸續在英國、中國等國際電影市

場上演，業內預計影片還有較大

的票房上升空間。

綜合報導 今日淩晨，陳喬恩在微博曬出

美照，留言稱，“願你愛的人正好也愛著你

，你想的人正好來到你身旁。晚安大家”。

照片中，她身穿黃色套裝坐在椅子上，周圍

被布置得十分複古。

對此，網友留言稱，“願你被這世界溫

柔以待”、“這身套裝好漂亮噢”、“好可

愛啊”。

綜合報導 昨日，42歲韓星裴勇俊與

29歲樸秀珍舉辦婚禮，現場被布置成田園

風格，且金秀賢等旗下藝人出席，好友鄭

淳元等獻唱，引發關注。其實，在娛樂圈

，明星舉辦婚禮的花樣也是層出不窮，例

如周迅就在演唱會現場宣布結婚，周傑倫

則是先後舉辦多場童話婚禮。

昨日，42歲韓星裴勇俊與29歲樸秀珍

在首爾華克山莊喜來登酒店舉行婚禮。婚

禮雖然僅邀請雙方親友且保安嚴密，但仍

有200名粉絲及媒體在場外守候。

當天，婚禮在戶外舉辦，現場被布

置成田園風格，婚宴設有 6道菜及甜品

。裴勇俊旗下愛將金秀賢、韓藝瑟等盛

裝出席；好友樸振榮、鄭淳元則負責爲

婚禮獻唱。

此外，爲了感謝遠道而來的粉絲，裴

勇俊請工作人員向他們派發飲品及估計約

總值7萬港元的餐券，認真貼心。

據悉，裴勇俊與樸秀珍今年2月從同

一公司前輩和後輩的關系發展爲戀人。5

月，男方忽然宣布婚訊。因爲消息太過突

然，女方曾被疑是奉子成婚，但隨後二人

對傳聞進行了否認。

《蟻人》蟬聯北美周末票房冠軍

10天票房
破1億美元 陳喬恩淩晨

發美艷照片
穿黃色套裝風格複古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5年7月30日（星期四）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王浩信、李施嬅、岑麗香及
陳庭欣等，29日到尖沙咀為新劇《樓奴》進行宣傳。王浩信透
露在劇中的情感關係很豐富，完成了很多宅男的夢想，因為除
了與李施嬅有感情線，又會被香香暗戀，相信宅男們看完會很
開心。問到老婆陳自瑤又可有替他開心？他說：“老婆替我高
興接到這個角色，因為是自己第一次擔正。”首次擔正的王浩
信坦言拍攝前很大壓力，後來朋友提醒他太大壓力拍不到喜
劇，後來放下心理壓力才投入拍攝，不過之前宣傳片出街時，
又再度緊張至失眠兼爆瘡，擔心觀眾不接受。他笑指三歲的囡
囡，見到宣傳片時就說：“好像爸B呀！”太太就向她表示真
是爸爸來的，但她仍堅持：“好像爸B呀！”

李施嬅新加坡拍劇待遇好
李施嬅被指減產準備結婚，29日她出席活動時否認傳聞，

但承認近年一年只為無綫拍一至兩套劇，因每年都會去新加坡
拍英文劇，已經拍了兩套。問到酬勞是否很好？她謂跟內地相
差不太遠，但開工收工都有司機接送，食住環境又好，當地食
物實在太好味，令她肥到56kg，不過暫時未有移民當地的打
算。問到男友可介意她肥了？她謂幸好臉瘦不覺肥，但拍照就
很礙眼。她又稱現階段沒想過結婚，希望這兩年努力工作賺錢
換樓，覺得香港樓價不會跌得太誇張。曾與胡杏兒男友Phil傳
緋聞的她，被問到可有聽聞二人結婚？ 她說：“結婚就無聽
過，但知兩人一齊，他們都是我好朋友，都替他們高興，天生

一對，阿Phil是我緋聞，他們拍拖就無謂擺我這個無謂人入去
啦。”

香香表示目前仍是租樓住，目標是想做包租婆，在香港及
加拿大兩地買樓，因今時今日買磚頭最實際，無奈現時香港樓
價太貴，所以只是得個看字，當是做資料搜集。她又謂希望買
一間環境及空氣好的三房單位，其中一間房用作衣帽間擺放衣
物，另一間房就留給家人來探望她時住。問到今年可有機會做
業主？她說：“要一步步來，不能心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謝安琪（Kay）與麥浚龍
（Juno）最近合唱的新歌《羅
生門》大獲好評，二人到電台
宣傳，更約定齊穿白衫，Juno
更留鬍鬚以全新形象亮相。

Juno坦言新歌推出當日因
頭痛，打針後回家睡覺，一覺
醒來時發現朋友紛紛傳來短訊
說自己哭到變“黃雨”。至於
有傳歌曲所講的女主角是鍾欣
潼，Juno回應說：“做這首歌
時，第一天已想好找阿Kay，
阿Kay亦表現得好好，絕對是
女主角，大家合作得好愉快，
整個創作過程都好開心。”再
追問是否講他跟阿嬌的故事？Juno予以否認說：“不是，這張碟是角
色扮演，會返回十年前的《耿耿於懷》開始。”但跟阿嬌仍有否聯
絡？Juno坦言已經比較少。今次唱這首歌會否再度想起她？他笑說：
“我成日想起阿Kay。”而Juno由於要籌備電影，故可能要到九月後
才有時間將這歌拍成微電影。

Kay原來跟Juno出道時間相約，但真正認識他是從對方的電影開
始，覺得十年間他成熟了不少，很有男人味及品味。Juno最開心是新
歌令大家對廣東歌再度熱情起來，對整個行業也是健康的。會否想拿
獎？他則覺得一切隨緣。對於Juno與女友已訂婚的傳言，他強調未跟
女友訂婚，也未到這個階段。

麥
浚
龍
少
同
阿
嬌
聯
絡

王浩信首當男一緊張失眠

笑舒淇削麵俠女上身笑舒淇削麵俠女上身

電影《落跑吧愛情》九成在澎湖取景
拍攝，其中主場景“破民宿”造價

超過新台幣2000萬元，演員陣容包括任
賢齊、舒淇、狄龍、李國毅、九孔等
人。任賢齊與九孔29日擔任導遊，帶領
亞洲等地媒體參觀拍攝場景，包括澎湖
跨海大橋及搭建的海邊民宿等，並舉行
片花試映會，澎湖縣長陳光復到場預祝
票房大賣，並頒發榮譽縣民證給任賢
齊、舒淇。

舒淇飾演山西姑娘，有場下廚做刀
削麵的戲，看到舒淇手持削麵刀眼神銳
利，任賢齊笑說：“俠女饒命，我們是
愛情喜劇，記得要面帶微笑唷。”也擔
心舒淇削到手指頭，特地請到麵店老闆

娘指導。
澎湖太陽毒辣，任賢齊表示感謝舒

淇情義相挺，敬業的她不僅多次下水演
戲，還被曬黑，連攝影師都說舒淇不能
再黑了，快黑到不連戲。

另外有場戲舒淇要沉進水裡，但都
沉不下去，最後在身上綁鉛塊，有多名
救生員在旁準備。

小齊領隊搭船遊七美島
任賢齊29日領隊搭船前往七美島，

參觀拍攝場景雙心石滬，片中任賢齊騙
舒淇誠心許願後把石頭丟進雙心石滬裡
就能看到真愛，任賢齊笑稱騙人會有報
應，片中他就被舒淇丟的石頭砸到頭。

香港文匯報訊 任賢

齊（小齊）自導、自演的

電影《落跑吧愛情》，舒

淇有場下廚做手工刀削麵

的戲，眼神太銳利，讓任

賢齊直喊害怕，提醒她要

面帶微笑。任賢齊又笑稱

自己是“人來喜”，合作

過的女演員都有好歸宿，

希望舒淇有好男生照顧

她。

■謝安琪與麥浚龍合唱的新歌《羅生
門》大獲好評，二人乘勢宣傳。

■■李施嬅李施嬅、、王浩信及岑麗香為新劇王浩信及岑麗香為新劇《《樓奴樓奴》》進行宣傳進行宣傳。。

■任賢齊領隊搭船前往七美島，參觀拍攝場景雙心
石滬。

■■舒淇這場下廚做手工刀削麵的戲舒淇這場下廚做手工刀削麵的戲，，眼神太銳眼神太銳
利利，，讓任賢齊直喊害怕讓任賢齊直喊害怕。。

■小齊食雪
糕降溫。

■■任賢齊擔任導遊任賢齊擔任導遊，，帶帶
媒體參觀拍攝場景媒體參觀拍攝場景。。

香港文匯報訊 電影《有客到》中，徐子珊
主演的“種貓”上演一場貓靈復仇的怪事。電影
主題曲亦由徐子珊主唱，曲調像童謠，在MV片
段中率先播出子珊化身貓女跳舞，而吳家麗、雷
宇揚則慘變紙紮公仔，葬身火海。

當中一幕被黑貓附身後，徐子珊一身黑色貼
身衫，戴上貓眼隱形眼鏡，從頭到腳儼如一隻貓
女的她在狹窄的紙紮舖跳舞。對於有舞蹈底子的
子珊來說可謂游刃有餘，一字馬拗腰無難度。反
而，她不習慣戴着貓眼隱形眼鏡，她笑言：“一

戴上那幅眼鏡就看不清周圍的東西和暈暈地，我
就立即變醉貓一樣。”子珊這次出演秀容一角亦
正亦邪，既有對着黑貓溫柔一面，亦有對着雷宇
揚及吳家麗兇狠一面，演出張力十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西片《職業特工隊：叛逆帝
國》29日晚舉行首映禮，出席
嘉賓有顏子菲、王宗堯、周家
怡、譚小環及邵仲衡等。顏子菲
是湯告魯斯迷，知道他今次有場
徒手攀着飛機的大場面也想先睹
為快，而她自問亦是膽生毛，都
好想試玩笨豬跳和跳傘。

另談到亞視新聞之前誤報
王維基收購亞視遭罰款三十萬，
顏子菲認為一家大電視台以及新
聞是重要環節，講說話應該要負
責任，給大家看到正面的影響而
非不實報道，她覺得亞視新聞一

直忠於事實且能緊貼事情發展，
也希望不好再犯同樣錯誤了。

王宗堯與周家怡同是湯告
魯斯的粉絲，故齊入場欣賞戲中
的飛車場面。周家怡表示自己愛
揸快車，也敢拍飛車場面，亦籌
備參與一場於內地舉行的慈善賽
車。

問會否怕像苟芸慧般翻車
受傷？她表示也不擔心，她過去
只玩過高卡車，未真正落場賽
車。而練得一手好技術，周家怡
坦言是初戀男友教她，她又試過
跟王宗堯車尾，但他也開得很快
轉眼已失去影蹤。

周
家
怡
自
爆
愛
開
快
車

徐子珊徐子珊
化身貓女為愛貓報仇化身貓女為愛貓報仇

■王宗堯與周家怡表示同是湯
告魯斯的粉絲。

■■徐子珊戴上貓眼徐子珊戴上貓眼
隱形眼鏡隱形眼鏡，，在狹窄在狹窄
的紙紮舖跳舞的紙紮舖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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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辦房屋貸款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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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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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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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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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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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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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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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歌手，唱盡悲歡離
合，每個人都能將她的某一
首歌連結到自己的某個人生

時刻，這就是 「江蕙現象」
，而當這樣的歌手決定回歸
平凡，竟引起全台震動，就

成了 「江蕙事變」。
「江蕙現象」，最直接

的說法就是 「每個人心中都
有一首江蕙」，不
見得全民都是她的
迷，但一定知道她
的歌，也能從她的
歌，想到自身小時
代或社會大時代的
故事。那些阿公阿
嬤獲得日文歌的安
慰 ， 爸 媽 輩 記 得
「惜別的海岸」和
「酒後的心聲」那

種時代感， 「家後
」是阿嬤、媽媽的

心情， 「落雨聲
」是子女的感歎
， 「甲你攬牢牢
」又是全民的暖
心曲。

「江蕙現象」
本是不知不覺存
在著的，就像潛

意識裡藏的那首歌，直到
2007年為隔年 「初登場」演
唱會售票時，潛意識浮上檯
面，才發現自己與眾人早
「中毒」許久，所以台北那

4 場演唱會的票搶翻天，到
隔年真正開唱時，權貴與小
民都為她的某一首歌流淚。
而有些阿公阿嬤，此生第一
次看演唱會、第一次進台北
小巨蛋，都因為她。

對於江蕙歌曲 「療效」
的集體渴求，幾套巡迴下來
愈見擴大，尤其 「祝福」又
是絕響，開了 16 場還無法
滿足歌迷，加到 25 場還是

有人向隅， 「搶票」成為全
民運動、甚至暴動，售票系
統遭到全面檢討，甚至科技
大老施振榮都出面為自家系
統掛保證。網友戲稱這是
「江蕙事變」，的確是史上

首見。
25 場，大約就是 25 萬

多人次，占全台人口數比例
如此之小，但江蕙的擴散力
當然遠大於現場這些人。她
怎麼做到的？

音樂，當然。44年歌唱
生涯、34年行走歌壇，從最
早的日文歌、老台語歌，一
路唱到新台語歌，從小情小
愛、失戀酒醉、生離死別，
唱到關懷與祝福，江蕙的歌
隨時代在成長變化，擴大了
台語歌的格局與輻射，達到
跨年代、跨語言的成就。

不是 「唱得久」在成就
江蕙，而是 「唱得好」。她
的歌藝經5座金曲歌后桂冠

認證，哀戚、宛轉、俏皮、
博愛，各種技巧盡在掌握，
而詮釋的情感動人，尤其現
場唱得一如錄音室作品精準
完美。

江蕙能成全民偶像，還
在她的為人處世。她愛惜羽
毛，接廣告接代言接活動，
看重的不是酬勞，再三考量
的是意義與自己執行的能力
；江蕙是天后但不擺架子，
與歌迷家常互動，還常主動
提攜後進；她關懷弱勢、愛
護動物，私下做了不少好事
，也會號召歌迷一起公益。

曾有人說，江蕙一開口
， 「10萬人說江蕙懂我」，
但她卻誠惶誠恐： 「哎喲，
這樣說好嗎？我只是把歌唱
好而已。」唱好歌、做好人
，終會贏得勳章，不只是金
曲獎的 「特別貢獻獎」，一
個歌手能成就一個 「現象」
，那就是最大的推崇。

「江蕙現象」 之說
台灣歌壇最大的推崇

資深熟男趙正平先前鬧出私生子風波，

他24日錄影時談到感情話題，表
示目前態度順其自然，身邊也沒
桃花出現，但坦言曾有小模對他
示好，不過他認為和圈內人交往
很麻煩，且對方動機往往不單純
， 「說真的，我會不知道她們想
幹嘛嗎？講白了，就是想靠你搏
上位。」

趙正平說，小模們的示愛通常都是似有

若無， 「不會約得很明顯，就偶爾訊息給你
噓寒問暖，尤其慶生這種場合最愛找，她們
都會要你去一下，說希望場面熱鬧點。」他
對於類似邀約一次也沒去過， 「在這圈子這
麼久，我當然看得懂她們在想什麼，所以我
會保持距離。」但他幾年前曾傳出對賴琳恩
有好感，他擺手笑說： 「已經是過去的事啦
，人家現在都有男友了。」顯然不想再多提
往事。

趙正平：

小模來示好
是想靠你搏上位

金曲獎：多一點 「十全十美」 如何？
在金曲獎的前一天已收到風，得知張

學友確定出席，但唱片公司不能證實，他
們說： 「我們真的不方便太用力push叫他
來。」

電影班表明擺在那，的確周五晚還在
拍落水的夜戲，催他快快決定周六到底要
不要飛來台北出席會搞到很晚的金曲獎？
這不是唱片公司敢對 「一哥」說的話。

但張學友是說話算話的人，雖然上月
在北京訪他時， 「歌神」也難免在一句
「反正都第五名了」洩漏了一點情緒，他

當時及後來都說了會盡量爭取出席。他做
到了。

前一晚的落水戲喝了太多消毒水，他
喉嚨不舒服；幾乎沒睡，他灌下3杯咖啡，
結果鬧肚子，但張學友從頭坐到尾，沒有
遲到，也沒有早退。這一切，是身為歌壇
前輩的風範。

於是成就了金曲獎26屆以來難得的第
三度國語歌王、后入圍者 「十全十美」。

26 年裡只有 3 次 「一個都不少」，可
見這有多難。主客觀原因都有，其中不乏
「不爽／不想／不敢」出席的成分。

孫燕姿曾經缺席，因為她懷著寶寶要
安胎，絕對合理。林憶蓮 「蓋亞」大勝那

一次缺席，原因是身體不適，但也有人懷
疑她當時怕被追問感情話題。

有一年，阿妹因為要籌備新專輯，沒
有出席；李宗盛 「山丘」好強那一次，他
在加拿大演出，再之前的 「綜貫線」獲最
佳評審團獎，因為已經解散了，當天各忙
各的，4人都沒有親領。

缺席話題吵得最兇的一次是第20屆，
天王周杰倫無法出席，曾讓主持人陶晶瑩
意有所指 「看不到音樂人的熱情」、 「有
些人就只在乎在大陸的工作」。

因為到那一屆，周杰倫已連續4年缺席
頒獎典禮，他做為台灣招牌的自製天王，
這樣不捧場，又有先前入圍多項卻全摃、
甚至沒入圍的滑鐵盧舊事，難免招
來 「心灰意冷、不重視金曲獎」的
批評。

周杰倫後來澄清，不是刻意不
去，而是早就簽了約有別的演出，
不能違約。後來，官方乾脆在本屆
就公布下屆的典禮時間，邀請眾星
提前空出時間。

即使如此，23 屆又是一個 「滄
涼」的局面，一干天王、天后、天
團在巡迴、在商演、在拍電影、在
拍廣告，總之就是不能來。

曾有經紀人私下透露，其實留
了時間了，但因入圍成績不佳或個
人情況不佳等這個那個問題，可能
不出席， 「就說我們在外地有工作
好了。」

「外地有工作」這個藉口聽來

很薄弱。最近又陷入桃色風波大不吉的某
位歌王，在封王的那一年，公司說法是
「在外地開會」，但立即被人爆料，他在

新加坡和朋友逛街，還喝醉了，所以第一
時間沒有接到公司的報喜電話，公司只好
說他在開會。當然，後來他有澄清的版本
。

沒人說出席金曲獎典禮是歌手應盡的
義務，不來就該罵，但金曲獎的制度是報
名制，既然你報了名、或同意公司替你報
名參賽，都玩了一半了，最後又不來？

幸好金曲獎向來評的是音樂好不好，
不是人在不在現場。但當螢幕上得獎者的
頭像亮起，卻是唯一不會動的（缺席者以

相片代替），而其他出席者還要擠出笑臉
鼓掌，不讓臉上露出 「這是玩我嗎？」的
心情，真的很殘忍。

未親自領獎、享受被榮耀沐浴的那一
刻，也會遺憾的。陳奕迅第14屆就是缺席
了，等了 12 年，中間曾連續 3 年專程來台
坐一夜冷板凳，人家可沒喊不公平就不來
了，終於在今年親自領獎，第一次感受到
走上舞台領獎的那種全場歡呼。

何況，現在的金曲獎還是重要的、這
幾年的節目也很好看，前台有熱鬧可看，
後台也有同學會可以串串門子。所以，來
嘛來嘛，明年再來玩？

一位歌手，唱盡悲歡離
合，每個人都能將她的某一
首歌連結到自己的某個人生

時刻，這就是 「江蕙現象」
，而當這樣的歌手決定回歸
平凡，竟引起全台震動，就

成了 「江蕙事變」。
「江蕙現象」，最直接

的說法就是 「每個人心中都
有一首江蕙」，不
見得全民都是她的
迷，但一定知道她
的歌，也能從她的
歌，想到自身小時
代或社會大時代的
故事。那些阿公阿
嬤獲得日文歌的安
慰 ， 爸 媽 輩 記 得
「惜別的海岸」和
「酒後的心聲」那

種時代感， 「家後
」是阿嬤、媽媽的

心情， 「落雨聲
」是子女的感歎
， 「甲你攬牢牢
」又是全民的暖
心曲。

「江蕙現象」
本是不知不覺存
在著的，就像潛

意識裡藏的那首歌，直到
2007年為隔年 「初登場」演
唱會售票時，潛意識浮上檯
面，才發現自己與眾人早
「中毒」許久，所以台北那

4 場演唱會的票搶翻天，到
隔年真正開唱時，權貴與小
民都為她的某一首歌流淚。
而有些阿公阿嬤，此生第一
次看演唱會、第一次進台北
小巨蛋，都因為她。

對於江蕙歌曲 「療效」
的集體渴求，幾套巡迴下來
愈見擴大，尤其 「祝福」又
是絕響，開了 16 場還無法
滿足歌迷，加到 25 場還是

有人向隅， 「搶票」成為全
民運動、甚至暴動，售票系
統遭到全面檢討，甚至科技
大老施振榮都出面為自家系
統掛保證。網友戲稱這是
「江蕙事變」，的確是史上

首見。
25 場，大約就是 25 萬

多人次，占全台人口數比例
如此之小，但江蕙的擴散力
當然遠大於現場這些人。她
怎麼做到的？

音樂，當然。44年歌唱
生涯、34年行走歌壇，從最
早的日文歌、老台語歌，一
路唱到新台語歌，從小情小
愛、失戀酒醉、生離死別，
唱到關懷與祝福，江蕙的歌
隨時代在成長變化，擴大了
台語歌的格局與輻射，達到
跨年代、跨語言的成就。

不是 「唱得久」在成就
江蕙，而是 「唱得好」。她
的歌藝經5座金曲歌后桂冠

認證，哀戚、宛轉、俏皮、
博愛，各種技巧盡在掌握，
而詮釋的情感動人，尤其現
場唱得一如錄音室作品精準
完美。

江蕙能成全民偶像，還
在她的為人處世。她愛惜羽
毛，接廣告接代言接活動，
看重的不是酬勞，再三考量
的是意義與自己執行的能力
；江蕙是天后但不擺架子，
與歌迷家常互動，還常主動
提攜後進；她關懷弱勢、愛
護動物，私下做了不少好事
，也會號召歌迷一起公益。

曾有人說，江蕙一開口
， 「10萬人說江蕙懂我」，
但她卻誠惶誠恐： 「哎喲，
這樣說好嗎？我只是把歌唱
好而已。」唱好歌、做好人
，終會贏得勳章，不只是金
曲獎的 「特別貢獻獎」，一
個歌手能成就一個 「現象」
，那就是最大的推崇。

「江蕙現象」 之說
台灣歌壇最大的推崇

資深熟男趙正平先前鬧出私生子風波，

他24日錄影時談到感情話題，表
示目前態度順其自然，身邊也沒
桃花出現，但坦言曾有小模對他
示好，不過他認為和圈內人交往
很麻煩，且對方動機往往不單純
， 「說真的，我會不知道她們想
幹嘛嗎？講白了，就是想靠你搏
上位。」

趙正平說，小模們的示愛通常都是似有

若無， 「不會約得很明顯，就偶爾訊息給你
噓寒問暖，尤其慶生這種場合最愛找，她們
都會要你去一下，說希望場面熱鬧點。」他
對於類似邀約一次也沒去過， 「在這圈子這
麼久，我當然看得懂她們在想什麼，所以我
會保持距離。」但他幾年前曾傳出對賴琳恩
有好感，他擺手笑說： 「已經是過去的事啦
，人家現在都有男友了。」顯然不想再多提
往事。

趙正平：

小模來示好
是想靠你搏上位

金曲獎：多一點 「十全十美」 如何？
在金曲獎的前一天已收到風，得知張

學友確定出席，但唱片公司不能證實，他
們說： 「我們真的不方便太用力push叫他
來。」

電影班表明擺在那，的確周五晚還在
拍落水的夜戲，催他快快決定周六到底要
不要飛來台北出席會搞到很晚的金曲獎？
這不是唱片公司敢對 「一哥」說的話。

但張學友是說話算話的人，雖然上月
在北京訪他時， 「歌神」也難免在一句
「反正都第五名了」洩漏了一點情緒，他

當時及後來都說了會盡量爭取出席。他做
到了。

前一晚的落水戲喝了太多消毒水，他
喉嚨不舒服；幾乎沒睡，他灌下3杯咖啡，
結果鬧肚子，但張學友從頭坐到尾，沒有
遲到，也沒有早退。這一切，是身為歌壇
前輩的風範。

於是成就了金曲獎26屆以來難得的第
三度國語歌王、后入圍者 「十全十美」。

26 年裡只有 3 次 「一個都不少」，可
見這有多難。主客觀原因都有，其中不乏
「不爽／不想／不敢」出席的成分。

孫燕姿曾經缺席，因為她懷著寶寶要
安胎，絕對合理。林憶蓮 「蓋亞」大勝那

一次缺席，原因是身體不適，但也有人懷
疑她當時怕被追問感情話題。

有一年，阿妹因為要籌備新專輯，沒
有出席；李宗盛 「山丘」好強那一次，他
在加拿大演出，再之前的 「綜貫線」獲最
佳評審團獎，因為已經解散了，當天各忙
各的，4人都沒有親領。

缺席話題吵得最兇的一次是第20屆，
天王周杰倫無法出席，曾讓主持人陶晶瑩
意有所指 「看不到音樂人的熱情」、 「有
些人就只在乎在大陸的工作」。

因為到那一屆，周杰倫已連續4年缺席
頒獎典禮，他做為台灣招牌的自製天王，
這樣不捧場，又有先前入圍多項卻全摃、
甚至沒入圍的滑鐵盧舊事，難免招
來 「心灰意冷、不重視金曲獎」的
批評。

周杰倫後來澄清，不是刻意不
去，而是早就簽了約有別的演出，
不能違約。後來，官方乾脆在本屆
就公布下屆的典禮時間，邀請眾星
提前空出時間。

即使如此，23 屆又是一個 「滄
涼」的局面，一干天王、天后、天
團在巡迴、在商演、在拍電影、在
拍廣告，總之就是不能來。

曾有經紀人私下透露，其實留
了時間了，但因入圍成績不佳或個
人情況不佳等這個那個問題，可能
不出席， 「就說我們在外地有工作
好了。」

「外地有工作」這個藉口聽來

很薄弱。最近又陷入桃色風波大不吉的某
位歌王，在封王的那一年，公司說法是
「在外地開會」，但立即被人爆料，他在

新加坡和朋友逛街，還喝醉了，所以第一
時間沒有接到公司的報喜電話，公司只好
說他在開會。當然，後來他有澄清的版本
。

沒人說出席金曲獎典禮是歌手應盡的
義務，不來就該罵，但金曲獎的制度是報
名制，既然你報了名、或同意公司替你報
名參賽，都玩了一半了，最後又不來？

幸好金曲獎向來評的是音樂好不好，
不是人在不在現場。但當螢幕上得獎者的
頭像亮起，卻是唯一不會動的（缺席者以

相片代替），而其他出席者還要擠出笑臉
鼓掌，不讓臉上露出 「這是玩我嗎？」的
心情，真的很殘忍。

未親自領獎、享受被榮耀沐浴的那一
刻，也會遺憾的。陳奕迅第14屆就是缺席
了，等了 12 年，中間曾連續 3 年專程來台
坐一夜冷板凳，人家可沒喊不公平就不來
了，終於在今年親自領獎，第一次感受到
走上舞台領獎的那種全場歡呼。

何況，現在的金曲獎還是重要的、這
幾年的節目也很好看，前台有熱鬧可看，
後台也有同學會可以串串門子。所以，來
嘛來嘛，明年再來玩？

《烈日灼心》鄧超“精神分裂” 8月27日上映

由藍色星空影業和博納影業聯合出

品的《烈日灼心》將於8月27日全國上

映，對於“辛小豐”這個角色，很多看

過劇本的演員都愛不釋手，最終，鄧超

磕定此角，並由此陷入“精神分裂”，

帶著驚天秘密和罪惡過去，在長達七年

的逃亡生涯中他要推開不同的門，面對

不同的人，每時每刻都要在高強的心理

負荷下壹路狂飆。

“導演開始時，想讓我試壹下其

他角色，但我後來選辛小豐是挺堅決

的。在這個電影裏，我完成了

壹次對自己的很多角度的壹

種審視，包括我作為壹個演

員的意義，包括我作為壹個

人的意義。”鄧超喜歡小豐，

是因為“他讓我作為演員來

說，我會為他而瘋狂的。太多

的可能性放在壹起，而且是那

麽的合理。”這個角色，鄧超

認為他像個 “活死人”，但

他還在拼命地保護著養女尾

巴，為救女兒的命，他千方

百計掙錢，拖延時間。他完全

是這樣的：進每個門之前，進

家門前，進派出所門前，進病

房門前，都有不同的狀態，都

需要去調整好自己的情緒，再

進去。 這種不停的抽離和轉

換，足以讓壹個演員完全“瘋

了”。“對於壹個演員來說，

這樣的角色妳還不愛麽？！所

以應該是辛小豐選擇了我。因

為他看不見，但是他用他的

方 式 ， 小 說 ， 劇 本 ，角色

——把我拉到了他的世界裏，

讓我見到了他，見到了小豐這

面鏡子後，我看到了自己，啊，

我就是妳。”

《烈日灼心》裏，演員們要徒手

從全是突出的麻石和滿是荊棘的大壩

上滑下去，沒有任何的保護，按角色

設定還要表現出蠢笨慌亂，導致整個

背全爛掉了。鄧超的極限挑戰更多：

“看到水，我很想下去，裏面有我要

完成的工作，但是我生理上做不到，

我不會潛水，到三米的地方我就特別

恐懼，眼睛也睜不開，睜開之後看所

有東西都是模糊的，只看到壹個影子，

妳得‘呼’下去以後拍那個腳卡在裏

面，還要往外拔，但同時我自己的身

體壹直在警示。越來越快，越來越害

怕，所有這些，都必須扛住，只要能

為小豐做的，我都可以！”

但水下那場戲還是讓鄧超的生理

受不了，水池深度將近有3米，已經過

了耳膜的承受界限。下潛的時候已經

很痛了，可是又不能帶呼吸器，“每

天都是要了妳的命，妳潛不潛？妳肯

定得潛下去。潛水那場，我也不知道

怎麽能找到那樣壹個奇怪的地方，壹

個是遊泳池裏搭出的景，還有壹個是

在多年廢棄的地下停車庫。首先那個

環境給我們帶來的那種恐懼感，那個

水特別臟特別醜，漂浮物都像是經歷

了多少年，泡沫都是焦黃色的，是被

水泡出來的，然後妳還得潛在那個水

裏面，但這對於我來說是很好的土壤，

但了解我的人可能會知道，我特別歡

迎這種體驗，因為我覺得這對於電影

對於我來說都是財富。”

《烈日灼心》用很極端的方式，講

述著辛小豐，壹個殺人犯、強奸犯、逃

竄犯的故事，他惡嗎？“太惡了，大

惡。但導演其實也是在用這樣壹個人去

體現人性的溫暖，就是這樣的罪人，惡

人，在養著尾巴這個孩子。可能擱壹般

人也不相信，但我相信世間比這個奇怪

的事情更多，它其實反而是壹種力量。

那壹瞬間的善，那就是永恒的善。”也

正因為善與惡的糾結，辛小豐做出了驚

人決定，讓電影在後尾出現驚天逆轉，

如導演曹保平所言，“正因於絕望和走

投無路，他們的生命被榨出了超乎妳想

象、攝人心魄、極其令人意外的壹面，

那被榨出的生命中鮮見的壹面，就是這

部電影想給妳看的：絕境下男人的取

舍。於這個意義上講這又壹點都不絕

望。挺耀眼的還。”

《楊貴妃》曝黎明特輯
黎明：這個女人大家都愛

7 月 30 日上映的暑期檔最高顏值“傳奇愛情

巨制”電影《王朝的女人•楊貴妃》（以下簡稱

《楊貴妃》）發布黎明特輯和“天子版”海報。黎

明與範冰冰扣人心弦的“帝妃羈絆”情感戲份曝

光，範冰冰贊黎明雖霸道總裁上身，卻不乏極致溫

暖。而影片對大唐的致敬情懷，也隨唯美考究的

“瓊樓玉宇，壹景壹幕”展現人前。電影《楊貴

妃》由導演十慶執導，十慶、田壯壯、張藝謀組成

的導演組共同完成，範冰冰、黎明、吳尊、吳剛、

陳沖、寧靜等主演。

扮演楊貴妃的範冰冰壹語點出唐明皇魅力所在，

“雖然他表面上看起來是霸道總裁，其實很溫暖。”

特輯中，從“俯瞰六軍不怒自威”的註視，到“朕就

是大唐最高權利”的威嚴強勢，黎明每壹個動作都滿

含渾然天成的帝王味道。而唐明皇楊貴妃的“命中註

定”，讓他開啟作為“文青”鮮活儒雅的人生第二樂

章。與“才情佳人”範冰冰初遇，黎明寄情羯鼓瀟灑

揮擊。為換貴妃真情相知，他寧願“情用命賭”壹夜

無眠癡等壹句自願。面對難敵的命運，他哭的悸動斷

腸似孩童般攬愛人入懷。談到這種情感，黎明表示人

有很多心魔，“楊貴妃是上天賜給他的。”對於合作

感受，黎明稱二人非常合拍，範冰冰也大贊黎明：

“他是壹位不動聲色的演員。” 同時曝光的海報

中，黎明金色龍袍加身，凝眉間盡顯淩雲之氣，背後

雖坐擁萬千大唐山河，身形卻孤寂化金隨風隱逝。片

中黎明所演繹的別樣君王身兼霸氣與儒雅，用壹種潤

物細無聲卻充滿力量的深情將觀眾帶入楊唐“只此壹

生，只此壹世”的帝妃愛戀。

曾在電影《梅蘭芳》中經典演繹“貴妃醉酒”的

黎明，此次出任唐明皇壹角，既是與楊貴妃“情意匪

淺”再續前緣，也是他豐富的演員生涯中首次挑戰從

未演過的類型。黎明稱:“這次對我來說是壹個非常好

的機緣，跟壹個這麽好的組合壹塊去拍壹部電影。”

除了金牌導演組與實力演員的加盟，片中體現的唯美

大唐盛景也值得令人關註。制片人劉巖透露:“為了真

實還原唐恢弘大氣，影片幾乎每個場景都大量使用特

技，有的鏡頭也許只壹晃而過，但全片為追求細節精

良下了苦功。”另外，知名攝影師侯詠，國際金牌剪

輯師張叔平，香港著名美術指導黃家能、王闊、鐘移

風，以及 “亞洲電影界第壹服裝指導”奧斯卡獎最

佳服裝設計獎獲得者的和田惠美，波蘭電影配樂大師

普瑞斯納（Zbigniew Preisner）齊聚影片，為“良心制

作”提供過硬的技術支撐。

《王朝的女人· 楊貴妃》由北京春秋鴻文化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影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詠

而歸影視傳媒有限公

司、北京春秋恒泰文

化傳播有限公司、

翰博嘉盛（北京）

影 視 投資有限公

司、大連廣播電視

臺有限公司出品，

愛奇藝影業（北京）

有限公司、阿裏巴巴

（杭州）文化創意有

限公司、天獅集團有

限公司聯合出品。由

導演十慶執導，十

慶、田壯壯、張藝謀

組成的導演組共同完

成，範冰冰、黎明、

吳尊、吳剛、陳沖、

寧靜等主演，該片將

於今年7月30日全國

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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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電影《愛之初體驗》展開“全國尋愛之旅”，

導演海濤攜男女主演張超、李曉峰壹路上與各地粉

絲親密互動，點映場的口碑也持續爆棚，今日更順

勢曝光終極預告片和終極海報，小鮮肉以癡心真愛

和呆萌執著逆襲三大女神，預告片中的精彩旋律也

跟著二手玫瑰的歌聲嗨翻全場。

作為改編自張震嶽熱門金曲的電影，《愛之初體

驗》自定檔之初便受到了不少鐵桿歌迷關註和追捧，並

隨著導演和男女主角的全國路演、點映再次掀起壹股

“愛初熱潮”。

在同終極預告壹同曝光的終極海報中，已經成功逆

襲的男主角頭戴王冠與三女神壹同躺在密集的紅色蘋果

中，讓人不禁想起亞當和夏娃的甜美傳說。預告片裏木

訥青澀的宅男田小野究竟如何逆襲女神扭轉人生，三位

女神最終是誰成功摘得這枚漸漸成熟的小鮮果，壹切還

要到8月7日影片全國公映才能水落石出。

時光易老，但經典旋律始終縈繞——作為陪伴80、

90後兩代人成長的經典曲目，《愛之初體驗》至今仍讓

歌迷心有共鳴。在《愛之初體驗》宣布定檔之後，壹度

有眾多歌迷表態“沖這首歌也得進影院看看”，而曾表

示“壓力挺大”的導演海濤也信心滿滿要給眾多歌迷影

迷“玩出點新花樣”。

海濤目前正攜男女主演張超和李曉峰進行“全國尋

愛之旅”，和各大城市的幸運粉絲提前觀看《愛之初體

驗》並親切互動交流。尤其令歌迷影迷們驚喜的是，此

次曝光的終極預告片中出現了二手玫瑰的身影，此前這

支樂隊就曾為熱門喜劇《煎餅俠》獻唱主題曲，導演海

濤更爆料說此次二手玫瑰樂隊的主唱梁龍還在《愛之初

體驗》中客串過壹個角色，梁龍為此特意“給張超準備

了不少犀利臺詞”。

霸道皇帝醉心範冰冰
黎明自揭心魔：她是上天賜給我的

黎明與楊貴妃緣分匪淺
泱泱大唐盛氣綻放

辛小豐就是我
不改不改就不改！

被“潛”被傷
害怕害怕很害怕！

壹念之惡與壹念之善
糾結糾結再糾結！

宅男逆襲女神獻鮮美“禁果”

金曲引共鳴震嗨全場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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