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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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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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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AM,6:00PM,

8：00PM, 10:30PM

田方中律師專欄田方中律師專欄 美國停辦政治庇護了嗎美國停辦政治庇護了嗎？？
現在是2015年8月初。從2013年底開始

，政治庇護申請遞交上去後，移民局受理的速度
就明顯放慢了，而被轉入移民法庭後更是一拖再
拖，甚至已經有許多案子被拖到了2019年之後。
最近，有不少客戶從紐約和加州來電詢問：我的
庇護申請遞交上去快三年了，現在都沒有安排我
去面談，是不是我的申請已經被拒絕，或者美國
已經停辦政治庇護了？

此外，我律師樓所在的美國德州，以前
每個申請遞交上去後，一個月左右、最多兩個月
內，客戶都會收到通知去休斯頓面談。從2014年
中期開始，休斯頓庇護中心也要申請者等待三到
六個月才安排面談，只是和紐約與加州相比，不
需等待兩到三年而已。那麼，這種全國範圍的遲
緩甚至停滯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是不是意
味著美國要停辦政治庇護了呢？這是許多客戶關
心的問題，我已經花了許多時間電話解答。下面
根據我的辦案經驗和所掌握的信息，做一個簡單
地分析，希望對大家有一定的幫助。但這只是我
主觀的、拋磚引玉的判斷和分析，謹供參考，不
能作為辦案的法律依據。

首先，移民局和移民法庭受理庇護案子
的速度明顯放慢，與前段時間據說是從南美洲湧
入的六萬多名非法婦女和兒童有很大的關系。一
下子這麼多非法移民的湧入，導致了整個美國移

民系統的手忙腳亂。大家知道，美國是個憲政和
法治的國家，美國的憲法保護的不僅僅是自己的
公民，而且還保護所有身在美國的生命，哪怕您
是非法移民，一旦人在美國，都享受許多權利。
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就明確規定，美國各州境
內的任何人在生命、財產、和自由被剝奪之前，
必須走司法程序，不是哪個移民警察抓住您後說
踢您出去就可以踢您出去的。這也就是為什麼許
多非法移民，甚至偷渡客，在被驅逐之前，會被
通知去上移民法庭的原因。根據這個憲政原則，
從南美洲湧入的這六萬多名非法婦女和兒童，一
旦進入美國，想要他們出去，就必須走法律程序
，而不能像驅趕牲口一樣把他們通通趕出去。走
這個法律程序就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首先需要
大量的移民官去和他們一一面談，甄別哪些有理
由留下，哪些必須驅逐出境。移民局裁決不了的
，要轉入移民法庭審理。這樣一來，平時按部就
班的庇護案子就必須讓位、必須延緩。應該說這
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次，自從2012年底在紐約抓捕了26名庇護
律師和助理及翻譯人員後，聯想到2011年9月在
加州也發現了觸目驚心的庇護欺詐案，美國移民
局得出印像：中國人遞交的庇護申請中多數涉嫌
弄虛作假，尤其以紐約和加州兩地為甚。來自不
同律師樓的十幾個案子，居然內容幾乎完全相同

。原來這些案子都出於同一個中介。還有的地
址，同一間房，在同一個時段，居然有好幾十
名租客。這給移民局和移民法官的是一個強烈
的信號：中國人遞交的庇護申請，從此必須從
嚴審核。這就導致必須嚴格進行背景調查，因
此也就需要更長的時間。所以在紐約和加州的

庇護申請人，遞交申請後等兩三年都沒有得到面
談通知，也就毫不奇怪了。

第三，近年來，許多拿到庇護綠卡的中國人
，大搖大擺地來往於美國與中國之間，像進自家
的菜園那樣毫無顧忌。我就經常接到電話：客人
拿著庇護綠卡進入美國時被扣、被沒收綠卡、被
通知上庭等待驅逐。另外，很多人遞交庇護申請
後，由於遲遲不來面談通知，結果人走樓空。這
不僅給移民局很壞的印像，也引起了移民局的警
覺：中國的庇護申請人，相當多的並不是真想庇
護，而只是為自己和孩子配偶騙得一張美國綠卡
，拿到綠卡，他們本人就會很快回中國。因此，
移民局也就將計就計，故意拖延面談時間，遲遲
不發面談通知，把那些虛假的申請者擠出去。

但是，即使以上三條屬實，也不能說明，美
國已經停辦政治庇護了。實際上，近幾個月，我
受理和遞交的庇護申請，移民局仍在正常安排指
紋采集和面談，只是比平時拖延了幾個月而已。
而且好些從加州轉來的案子，轉過來不到三個月
就安排面談，而且好幾個在休斯頓面談就已通過
。所以，擔心美國已經停辦政治庇護是沒有根據
的。如果您在中國的確受過迫害，或者您現在回
中國可能會受到迫害，您仍然可以考慮遞交庇護
申請，爭取留在美國。

2015中日韓產業博覽會
（本報訊）為深入推進中日韓三國經貿、文化

等各領域全面合作，由中國國際商會、韓國貿易協
會、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主辦的中日韓產業博覽
會將於2015年9月23日-25日在中國山東省濰坊市
舉辦。

中日韓產業博覽會以促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
設和推動三國區域合作為宗旨，以“立足三國，面
向世界，互惠互利”為原則，積極搭建三國與全球
開展經貿合作、投資洽談、技術文化交流、專業采
購的平台。

城市參展以宣傳推介城市特色產業、招商引資
項目為主；企業自主參展以現代農業產業技術、機
械設備及制造、高新技術等先進領域行業為主。

我誠摯邀請您及企業組團參加。
中國濰坊市市長 劉曙光
2015年7月22日

一、展會時間：2015年9月23日至25日
二、展會地點：中國•山東•濰坊魯台會展中心
三、展會面積：40,000平方米
四、展會官方網站：www.cjkiexpo.com
五、費用負擔：濰坊市負擔博覽會期間，參展商、
采購商、專業觀眾（每企業2人）在濰坊的食宿、
交通費用。
六、報名截止日期: 2015年9月15日

七、主辦單位：
中國國際商會 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 韓國貿易
協會
八、承辦單位：
中國國際商會會展部 山東省貿促會 濰坊市人民
政府
九、協辦及支持單位：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山東省人民政府
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 韓國展示產業振興會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日中經濟貿易中心 東海日中貿
易中心
十、展覽內容
中日韓地方政府友好城市展區：展示城市形像、優
勢資源、知名企業、特色產品等。
現代制造業展區：汽車及裝備制造，包括機械裝備
、海洋動力裝備、智能裝備、汽車制造、新能源及
電動汽車；電子信息，包括光電電聲、3D打印技術
；節能環保；生物醫藥技術等。
現代品牌農業展區：種苗產業、品牌農產品、設施
農業、農業高新技術、農產品加工和貯藏設備、農
用物資等。
現代服務業展區：智慧城市、健康養老、文化創意
等。
輕工、消費及食品展區：日化用品、紡織品、食品
等。

休士頓國立成功大學休士頓校友會
財務計劃及長期護理重要性講座

歡迎校友和各僑社人士、踴躍參加
好消息：休士頓國立成功大學校友會、將於 8 月 15 日、週六、下午 2：00 時、

在僑教中心 203 室、主辦“ 正確理財、讓您的人生更美好！和長期護理的重要 性”
( Planning for your Financial Future and for long term care) 講座。 本會特別邀請到
國泰銀行專業財理顧問 Jackson Zhao 將專程從紐約來休士頓為 大家主講。
• “正確理財，讓您的人生更美好！”、讓您了解正確理財的重要性。理財 專家
將告訴大家、如何保障家人經濟安全和事業穩步發展、如何將讓你的 所得稅減到最
低。理財專家將為您解答疑問、量身定做一個未來的財務需 求和計劃、確保您的退
休生活無憂無慮、並為子孫留下更多遺產的重要環 節。
• “長期護理重要性”、告誡人們當晚年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長期護理與無 人照
顧二者的晚年生活將皆然不同。專家為您分析通長期護理保險是否有 需要、什麼是
長期護理保險、該不該買、何時購買、買多少、買哪一種、 如何理賠等等。據統計
70%的人在晚年時需要長期護理，其中女性達 75%。 因此，現在開始了解和安排自
己的長期護理計劃、是保障人生安度晚年的 一個重要選擇。無論您是否在職或已退
休應為將來自我生活計劃。歡迎僑 社人士、踴躍參加。現塲備有茶點招待。

有興趣參加者報名請 EMail：nckuaah1@gmail.com
日期:8 月 15 日,週六,下午 2：00 時 地點： 僑教中心 203 室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田方中律師經辦各種移民案件，特別是
政治庇護 、投資移民、和職業移民申請。
除經常代理客戶上各種大小庭外，田律師還
擅長撰寫各種旨在推翻移民局、移民法庭、
和移民上訴委員會各種判決或裁決的上訴狀
。田律師博采眾長，擁有美國法學博士學位
、英美文學本科和碩士學位及電腦方面的碩
士學位。曾擔任華中理工大學英語教師、華
為和中興通訊公司的高級英文翻譯及海外市
場部經理。他為人熱情、責任感強，極具親
和力，視客戶如家人，把客戶的事當做自己
的事。他急客戶之所急、憂客戶之所憂、樂
客戶之所樂。

台商會AFTER HOUR
8月6日(THUR)下午6時至下午8時
美而廉麵包店
10804 BELLAIRE BLVD.#B,HOUSTON
TX.77072

松年學院舉辦慶祝十二週年年度音樂會
2015年年度慈善募款音樂會[琴聲繪影]
8月7日(FRI) 下午7時30分
Calvary Church at the Fountains
12410 Sugardale Dr., Stafford,TX. 77477

[羅馬恩韻詩班] 聖樂欣賞及培靈
8月7日(FRI) 下午8時
明湖中國教會
503 N.Austin St. Webster,TX.77598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夏季教師研習會
8月7日(FRI)至8月9日(SUN)
8月9日(SUN)下午5時15分結業式
僑教中心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英國石油公司
2015職業生涯發展論壇

8月8日(SAT)上午8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BP WESTLAKE ONE CAFETERIA
501 WESTLAKE PARK BLVD.HOUSTON,
TX.77079

[2015北京-休士頓(國學杯) 圍棋邀請賽]
8月8日(SAT) 和8月9日(SUN) 上午9時30分
至下午5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130大廳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TX.77036

心靈饗宴公益演講
8月8日(SAT) 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恆豐銀行12樓
9999 Bellaire Blvd.Houston,TX.77036

歐記健保(Obamacare)講座
8月8日(SAT)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金城銀行百利總行二樓會議室
9315 BELLAIRE BLVD.HOUSTON,TX.77036

英語諺語薈萃作者李耀龍以書會友
8月8日(SAT)下午2時
T-bar 9889 BELLAIRE(DUN HUANG PLAZ-

ZA)

免疫療法治癌症靠譜嗎?
黃璐博士主講
8月8日(SAT)下午2時至下午4時
光鹽社辦公室(文化中心255室)
9800 TOWN PARK dR.#255,HOUSTON,
TX.77036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8月份月會
8月8日(SAT)下午2時30分
台灣人活動中心

神户珠寶及神奇寶石床墊展
8月8日(SAT) 至8月9日(SUN)
Houston Westchase & Towers 飯 店的 Show
Room Conference C/D Room(1st Level)

關聖帝君寶旦
8月9日(SUN) 上午11時
本頭公廟
10600 Turtlewood, Houston,TX.77072

關聖帝君寶旦

8月9日(SUN) 中午12時
德州天后廟
1507 Delano, Houston,TX. 77003

箐英藝術家三重奏
8月6日（THUR）下午7:30
德州休士頓北區教會
（7575 E. Alden Bridge Dr. The Woodland Tx
77382）

范增瑩告別式
8月8日（SAT）上午10:00
Memorial Oaks Funeral Home
(13001 Katy Fwy. I-10 & Eldridge Pkwy 交口)

青年文化志工會員大會
8月9日（SUN）下午2:00-5:00
僑教中心

箐英藝術家三重奏
8月8日（SAT）晚7:00
Cullen Hall,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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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人石油協會∕英國石油公司（CAPA/BP）2015年職業生涯發展論壇
主題：在經濟低迷時期引領潮流（Ride the Tide During Economic Downturn）

金城銀行 八月八號
舉辦年長者的選擇“歐記健保”講座

（本報訊） 「歐記健保」人所週知的平價醫療保
險，目的是讓更多的民眾享有醫療保障，適用的對象
主要是自由業者，尚未符合 『聯邦醫療保險』條件
的 中、青代，以及需購買個人醫療保險者。

由於保險費用太過昂貴，對大多數人來說若非由
雇主提供，否則就得全數自費，或者根本無法取得醫
療保險。 新的健保法規定，人人都必須擁有保險，
未持有效健康保險的成人將獲罰款， 『歐記健保』
自 改革以來，著實幫助了多數人取得保險就醫的保

障。
金城銀行建行迄今30年, 秉持一貫 『客戶第一，

服務至上』的宗旨，回饋鄉親以及社區，本周特別為
您邀請到了專業保險經紀人 鄭帥帥 先生( Mr. An-
drew Cheng ) 來為大家詳細解說 「歐記健保」您必須
知道的相關訊息，以協助您攝取保險需知及必備條件
，期待有助於您保險的規劃。

鄭帥帥先生表示，身為保險經紀人，將保險的相
關資訊適時的傳遞給需要醫療保險的人們，特別是協

助社區中的叔叔、阿姨、長輩們，取得經濟實惠的保
險，正是他的責任與使命。此次講座的內容摘要如
下 :
1. 什麼是 “歐記保險” ?
2. 誰有資格申請 “歐記保險” ?
3. 如何有資格獲得政府的 “歐記保險” 補助津貼
?
4. 何時為正確的 “歐記保險” 申請時段 ?
5. 申請 “歐記保險” 如果報稅的資料不正確會有

什麼後果 ?
6. 沒有保險的處罰為何 ?

演講 時間 : 8/08/2015 星期六 ，上午 10 :30
– 12:00 。
地 點 : 百利總行，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二樓會議室)。

敬備簡單早點， 詳情請電 (713) 777-3838 總機
或 (713) 596-6848 公關 楊瓊芬 (Vicky Loong)。

（本報訊）我們很榮幸和高興能邀
請到六位高層次的專家組成員來分享他
們在商業週期和經濟低迷時，他們如何
把挑戰轉化為機遇的經驗。

六位參加專題討論的貴賓是：
Felipe Bayon, SVP of BP America and

Head of Global Deepwater Response
Sincia Shi, VP of Materials Manage-

ment Global Supply Chain at Baker Hughes
Jerry Yang, SVP of Subsurface Imaging

Div., CGG
Albert Ku, Founder and Managing Di-

rector of Energo
Guan Qi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e-

troleum Engineering and Society of Petro-
leum Engineers – Gulf Coast Section En-
dowed Distinguish Chair at University of
Houston

Cheryl Byington, HR Director for
Upstream Finance at BP

論壇的形式：每六位小組成員將首
先發表10分鐘摘要講述，專注於一個或
兩個選定的主題。緊接著是基於共同主
題的1小時焦點小組討論。這論壇也是一

個很好的機會可以遇見並和其他在石油
行業的專業人士互動。

時間： 星期六，2015年8 月8日早
上8:30 到下午12:30 〔早上8:30 to 9:00報
到，主辦單位提供免費美式早餐（Con-
tinental Breakfast）〕

地點： BP Westlake One Cafeteria,
501 Westlake Park Blvd, Houston, TX
77079.

註冊費： 為慶祝舉辦 「職業生
涯發展論壇」八周年紀念，這次活動完
全免費。

註冊：請發送電子郵件並
附上以下的資訊至 capa-
careerforum@gmail.com。
o Name
o Company/School

o E-mail
o Phone
o BP Employee? (yes or no)
o If not a BP employee, please provide
license plate number
o CAPA member? (yes or no)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需要注意，如果
您準備參加這個活動，請儘早而且必須
是在8月6日星期四之前註冊，因為會場
座位有限，而且我們將必須事先為每位
訪客準備好通行證。

請 確 認 你 是 BP 的 員 工 能 夠 出 入
Westlake One，因而我們不需要為您準備
通行證。

在活動當天簽到時，您需要提供你
開的車的車牌號。如果你提前提供這資
訊，它將有助於我們加快處理程序。
停車： 停車是免費的。訪客入口是在
BP Way。BP West Lake One parking 的詳
細地點請參閱下面的BP停車處地圖：

如有任何關於註冊的問題請與Tracy
Pan連絡：
email: tracy.pan@bp.com或
phone: (832)-518-0006。
我們盼望您能參與這個活動，同時也歡
迎您邀請您的同事和朋友一起參加這次
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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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廣東台山市三合鎮良

村遥 自幼喜歡繪畫袁在初中畢業
還是個 16歲的孩子時袁即被野文
革冶 流放農村遥 1970年至 1978
年袁陳丹靑輾轉贛南與蘇北農村
揷隊落戶遥 遠離親人袁在水深火
熱的生活尧勞動中仍堅持自習繪
畫遥期間創作連環畫叶邊防線上曳
叶維佳的操行曳袁油畫叶淚水灑滿
豐收田曳等等袁並入選野全軍美
展冶野全國美展冶遥 在當時産生了
一定影響袁已是頗有名氣的野知靑畫家冶遥陳丹靑屬於初中文化袁
自學成才袁在多個領域成就斐然遥 1978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油
畫硏究生班袁使他獲得了一紙文憑遥

1980年袁 陳丹靑以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油畫要要要叶西藏組
畫曳而成爲中國藝術界巔峰人物袁引起極大轟動袁至今余韻不
絶遥1980年畢業留校任敎遥1982年袁陳丹靑辭職移居美國遥2000
年陳丹靑回國並被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聘爲敎授尧 博士生導師遥
因對敎育制度的敎條尧刻板難以認同袁陳丹靑遂于 2004年 10
月憤然辭職遥再次轟動社會袁並引起極大關注遥陳丹靑被推崇爲
野影響中國的五十位公共知識分子冶野2005年度中國十大精英
男士冶野大時代鋭仕冶袁並被浙江大學人文學院聘爲榮譽敎授遥
陳丹靑是位通才袁作爲畫家袁他的寫作風格卓然曰他的臧否

深刻犀利痛快遥他對中西藝術及社會現象等諸多問題都進行了
頗有價値的思考遥陳丹靑做過很多演講尧訪談袁他對敎育尧城市尧
影像尧傳媒等文化領域尧社會諸多現象有獨到見解遥並以其率性
與機智袁給予公衆心智與感受力的衝擊袁是目前中國最具影響
力的文化批評者袁是中國具有良知與鮮明的獨立人格尧敢於公
開表達自己思想與觀點袁並大聲疾呼的公衆人物曰是被很多人
認可的一位現代中國以自由主義精神深刻思考的堅定先行者遥
在陳丹靑身上袁有着現在很多知識分子已經不具備的人道

情感和人格力量袁敢於對現實提出質疑袁對很多社會事件有着
知識分子本該有的冷靜思考和犀利批判遥公衆對陳丹靑的掌聲
與擁護袁也傳遞了一種渴望院便是希望這個國家多幾個陳丹靑
來改變集體沉默尧習慣了僞裝的時代面孔袁希望中國的知識分
子能再勇敢一些尧再犀利一些尧再清醒一些遥每一個他都是眞實
的他袁那股子獨有的對眞實的追求就是他要要要陳丹靑遥 我們需
要的就是這個眞實的陳丹靑袁這個有器識袁有膽識的知識分子遥
陳丹靑的作品爲什么會有如果高的價値呢浴 他自己曾經説過院
野線條對於我來説就是一種天性袁 對於線條形式的品味是我的
一種本能袁我的速寫袁對於民族傳統來説是一種燻陶遥 冶陳丹靑
對於自己的藝術特色和淵源有着深刻的認識遥陳丹靑身上有着
很多知識分子沒有的那種人道情感和人格力量袁他敢於對現實
提出質疑袁對社會現象陳丹靑有着知識分子本該有的冷靜思考
和犀利批判遥

年輕人整體性的野困惑冶與野恐慌冶袁我無法
測知遥 眼下社會尧媒體尧網絡的種種訊息和説法
實在太多袁年輕人不免困惑;恐慌呢袁應該是謀一
飯碗尧混一前途越來越難吧遥 美國八九成靑年最
擔心的也是飯碗袁但中國人口忒多袁瞧見滿大街
的人群袁我有時也會莫可名狀地恐慌遥

50後當年的焦慮不是升學和飯碗袁 而是去
哪個省份的農村尧干哪家工厰的工種遥 去是非得
去的袁苦是一定苦的袁恐慌也沒用袁全認了遥部分
60後與我們命運相似袁 部分 70後的際遇和 80
後相似袁50後的靑春期堵在非常時期袁不好跟今
天比遥
以上算進步還是倒退呢?難説遥 生理層面絶

對進步了袁我們那會兒整年都不會下館子袁誰家
有冷熱水設備?狗一般活着袁還窮開心袁頭髮留
長點就算打扮了遥 今時今日袁一個打工仔還能腳
蹬皮鞋袁染一頭金髮袁窮姑娘包包里袁多少有支
廉價口紅吧遥

但我不可憐自己的少年時代袁 反倒同情今
天的後生遥 那會兒沒得比袁現在樣樣比遥 同學的
家境尧同事的陞遷袁懸殊多大遥 多少屌絲瞧着中
檔小區袁攢錢攢到五十歲袁怕也買不起小區保安
那座崗亭啊遥
要説傳統文化的割裂袁50後空前絶後遥別指

責年輕人不懂傳統文化遥 誰有資格?除了萬萬分
之一的所謂國學家遥誰懂?幹嗎要懂?如今除了知
識題袁又哪來什么傳統文化?別拿傳統文化説事
兒了遥 咱們文化傳統的一大項袁就是動輒拿着大
道理指責年輕人遥 我雖不很同意野五四冶那代的
激進主義袁但這一層袁我站在胡適尧魯迅一邊遥
責難 80後尧90後割裂傳統袁是輕佻的遥以我

的觀察袁情形正好相反院從部分 70後開始袁越來
越多有頭腦的靑年袁默默回歸傳統遥 雖然他們不
見得清楚什么是傳統袁 但顯然迷戀被歷史割裂
的那一端遥 極端的例子是院好幾位靑年吿訴我袁

班上儀表堂堂的高材生袁碩士尧博士畢業袁忽然
就進了寺廟袁剃度爲僧袁有法號袁開始傳敎了遥

準確地説袁 是百年中國折騰出來的 野新文
化冶袁將傳統和一撥撥後代生生割裂遥 割裂後袁拿
不出什么好飼料喂後代袁孩子們當然野靑睞冶西
方和日韓的文藝要要要注意袁不是野文化冶遥 看英美
劇尧日韓劇的靑年未必瞭解什么是人家的文化遥
可是 50後尧60後年輕時袁 對外頭不是瞭解不瞭
解袁而是根本不知道遥

80年代的野文化熱冶袁是校園里熱衷讀薩特尧
讀尼採袁 因爲上一個十年是文化沙漠袁 人人無
知遥年輕人熱衷日韓劇袁是他們的上一個十年二
十年袁全社會世俗化尧商業化尧資訊化袁他們受的
敎育明明白白敎會他們什么是權力和權利袁敎
會他們別再像爹媽那樣袁做人太累袁讀薩特尧讀
尼採袁有個屁用遥 這樣子對嗎?不很對遥 可是 50
後尧60後那種生活袁那種意識形態袁留得住嗎?行
得通嗎?所以出來 80年代的哲學熱尧文學熱袁都
想換個腦子袁但多少有點夸張遥 在正常的國家和
社會袁讀哲學的讀哲學袁看俗劇的看俗劇袁不像
我們這里袁 階段性群體轉向袁 忽而全都去求眞
理袁忽而個個認世俗袁一個均衡正常的生態袁迄
今還沒有遥

説 90 後解構一切?恕我無知袁我一點不知
道 90後解了什么構遥 網絡上或許全是他們的聒
譟袁那是因爲沒有別的出口可以表達遥 我所知的
狀况正相反院80後尧90 後是我見過最乖尧 最被
動尧 最有悖靑春本能尧 最缺乏表達意識的兩代
人袁和野垮掉的一代冶比袁和嬉皮士比袁更是笑話遥

至於他們的娛樂怎樣地沒禁忌袁怎樣惡搞袁
我蠻想知道遥 人肉搜索尧網絡唾沫袁固然有的袁這
一層袁倒像是紅衛兵文化的遺傳基因袁那會兒是
現場批鬥羞辱袁現在是網絡羞辱形同批鬥遥 以我
的觀察袁80後尧90後的這點娛樂袁幾乎談不上娛
樂遥他們興許野惡搞冶了什么無關緊要的事袁原因

是袁 他們除了考試升學謀飯碗袁 沒什么可以
野搞冶遥 但願我是完全胡説要要要縱向比較袁80後尧
90後的表達慾望和空間袁不如野文革冶初年的 50
後袁50後當年的表達空間袁則遠不如野五四冶前後
的年輕人遥

至於對野主流價値冶的野反抗方式冶袁免了吧袁
哪有這回事?就算有袁我也不主張孩子們反抗遥
反抗的時代與文化過時了袁 全世界爲 野反抗文
化冶付夠了代價遥 不要反抗袁也不要試圖改變社
會袁能一個個改變自己袁就是功德無量遥
我和年輕人之間當然有代溝遥 代溝是好事袁

是常態袁説明一切在變化遥 重要的不是代溝袁而
是父子雙方如何看待代溝遥

和我離開美院的 1981年比袁現在的變化太
大了遥 那時的同學關係就是沒日沒夜地野溝通冶袁
談藝術袁談一切;據我所知袁現在的同學關係沒那
么粘稠了遥 公寓和單間長大的獨生子難免如此袁
我不覺得是壞事袁但可能無趣院友誼尧校誼尧私
誼尧室誼袁是靑春的胎記袁當然袁還有戀愛遥 2013
年看趙薇拍的那部靑春片袁70後吿訴我拍得很
準確袁他們説袁80後尧90後已經缺少袁甚至沒有
這種浪漫潑辣的校園記憶了遥

1

人道情感和人格力量是陳丹靑藝術中主要

的藝術底藴袁這是他本人情感品格的自然體現袁
浸透了他的自身的經歷袁 包含着他對底層人民
的深切理解尧憐憫和尊重遥這種人道情感與人格
力量賦予他的作品以輝煌和崇高的意義遥
與丹靑遠別久矣袁年復一年袁依然夢見在一

道寫生的情景遥我自來多病援丹靑在側時袁伺護仿
彿兄弟袁或煨湯藥尧或做按摩袁常等我安睡後袁自
己方去修憩袁同室三年袁時時可感覺他待人的情
義袁 一如他觀物的體貼袁 每當我觀賞丹靑作品

時袁 總不免對往者友誼情不能禁的思念袁 以畫
品尧人格尧兩相映照袁或許這便是我對丹靑有別
于一般同業的認識遥
詩經上有野旣見君子冶遥 我有時在想袁怎么這

么容易就遇見陳丹靑老師了遥 陳老師對我當年
一分之差之事的不斷提及袁我除了感激袁惟有慚
愧袁心頭哽咽難言遥我赴倫敦留學前陳老師與衆
師兄給我舉行吿別宴袁席間陳老師囑咐院一是要
我多交朋友曰二是要我向歐洲人學習穿着打扮袁
並要我學會克制多愁善感的情緒遥 陳老師發現
學生的一絲優點便不吝夸讚袁我自覺慚愧袁可是

讚美通常又是最高的要求遥 渊吳雯 陳丹靑學生冤
丹靑是一個很正直正派的人袁 我們全家説

話都直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做人遥我們從小要求
他院做人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袁然後才能搞學問事
業遥 他讀書很用功袁他的聰明超乎我們的想象遥
他的很多思想超過他的年齡袁很敏鋭遥他感情豐
富袁對家長也很孝順袁對朋友很好遥 他小時就非
常自信袁 送他去學游泳還沒下水他就覺得自己
一定會游遥丹靑從小就喜歡游泳尧音樂尧文學尧繪
畫遥 渊陳兆熾 陳丹靑父親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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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3636屆麥當勞夏令會吸引上萬人潮踴入華埠屆麥當勞夏令會吸引上萬人潮踴入華埠
【本報記者/徐達輝/圖文報導】

7月19日星期天，人們終於等到
了這一天～第36屆夏令會！當天因為
車輛管制，數萬浩浩蕩蕩的人群，不約
而同的放棄車輛，徙步來到中國城，從
上午10時許在天下為公的牌樓下，所
有的攤位已準備就緒，迎接今天的盛
會。熱閙的人群把中國城的永活街很

快地變為熙熙攘攘的步行街，人流如
潮湧，會聚成這條大街的滾滾洪流，更
帶來滿街商鋪、兩岸攤位滾滾財運。

11時許，由州務卿傑西懷特先生
主導的筋斗隊，一路空翻、翻滾而來，
使滾滾財運升級到精彩紛呈的高度。
每位高手身手矯健，沒有借助任何保
險裝置，就一個接一個的騰空而起，不

亞於西方的馬戲團，也如同東方的孫
悟空筋斗雲，首先就把本次盛會帶入
了富有高度的高潮。當筋斗對依依不
捨而去時，緊接著由森巴健美隊上臺
表演健身舞，並吸引眾多活躍的小朋
友紛紛登臺充當小明星。

1點正，舉行開幕典禮，本次活動
的主辦方華埠特別活動委員會主席婉

賢女士、李雙振先生代
表及冠名主要贊助商麥
當勞代表以一身亮麗的
麥當勞制服亮相在主席
臺上，“麥當勞”先生介
紹這是第九次冠名贊助
華埠夏令會，希望夏令
會越辦越好！九，是單數
的最大數，在中文中與

“久”同音，預示本次夏
令會繼往開來，將超越
歷屆，更昭示未來繼續
的長久。

出席本屆開幕式的
嘉賓有伊州副州長桑桂
奈提、伊州眾議員阿塞
維多、11區區長唐信、25
區區長助理李曼曼女士
、中國總領館王永副總
領事、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郭聖明副處長都發
表了熱情的講話。

當嘉賓們共同打響
彩條禮炮時，就“驚醒”
了醒獅群，七隻活潑的

獅子搖頭擺尾加入陣營，給當天的活
動帶來一個祥瑞的開場。

本屆主要表演的是中華武術，由
三位大師帶領三支人馬會聚，雖然沒
有打擂臺，但是各自大施拳腳，十八般
武術似乎樣樣精通，不乏巾幗不讓鬚
眉的女中豪傑，剛柔相濟，以柔克剛，
並且還展現了最新絕招，把霹靂舞街
舞的動作與中國功夫融合一起，使中
國功夫更加靈活多姿，變化萬端，充分
體現了他們的多技能與實戰能力，也
更能吸引青少年甚至兒童的注意。

另外，還獨創表演武術小品，顯示
學習功夫不能操之過急，只能穩打穩
紮等哲理。節目繽彩紛呈，吸引無數觀
眾觀賞與共鳴。

當然，除了這有限的精神享受外，
本次夏令會主要的是提供了豐富多彩
的物質貿易。由於提前開了新聞發佈
會，報名入場的商家高達上百戶，排滿
了僅幾百米長的永活街，從天下為公
的牌坊開始一直擺到24街的橋邊，連
一家網路公司都被“擠到”牌坊外的馬
路中間，不過，其架設的最大彩色帆布
棚倒是如同整條長街的龍頭，那麼，街
尾架設的高高翹起的充氣滑道就如同
這條中國龍的龍尾。而整個龍身就是
琳琅滿目的商品攤位，主要為來自中
國的工藝品、精品、日用品，價廉物美。
掛滿攤位的“珍珠”項鍊及工藝品等使
人感到仿佛到了另一個寧靜的世界；
有的攤位更是擺出一尊觀音菩薩的雕
塑，又使這裡如同廟會。

本場盛會在文藝表演上還有日本
的太鼓舞，在商品上則有韓國的王牌
高麗參，外形也是高貴典雅，如同仙女
，若是在冬季，可能早已被遊客“娶”回
家，一家體育協會亮出的不是常規絕
活，而是速食食物，個個身強體壯的服
務員就是該食物的最好廣告：吃了本
會速食，就能快速茁壯成長成我們的
體魄！

當然，一到麥當勞大叔的營地，人
們就都是雙贏皆贏：一邊的餐車上滿
面微笑的南美裔姑娘奉送每人一杯紅
沙冷飲，給炎熱的天氣帶來實實在在
的涼意，沁人心扉；另一邊的禮品贈送
處，則是排起了長龍，每位前來排隊的
遊客除了領有一份小禮物外，還有 2
元的代金券，可說是當日最受歡迎的
一攤。

還有有大型商家提供的餵養溫馴
動物的活動，許多家長帶小孩極為難
得的能在這麼近距離的現場，餵養綿
羊等小動物，小朋友們也樂的和小動
物合影和騎小馬。

從上午10點多開始，儘管天氣極
為炎熱，中午溫度一度接近華氏 100
度，但人民熱情不減，甚至人氣愈來愈
旺，不同膚色、不同民族、不同語言者
歡聚在這裡，享受在這裡，從中國的文
化表演，中國的工藝收藏，中國的商品
使用，到大快朵頤中國的美食，藉著這
場中國城夏令會郤實為中國城帶來極
大的商機，也把中國文化傳揚出去。

夏令會最大贊助機構麥當勞夏令會最大贊助機構麥當勞
人氣最旺的麥當勞叔叔向熱情民眾打招呼人氣最旺的麥當勞叔叔向熱情民眾打招呼

伊州副州長桑桂奈提講話伊州副州長桑桂奈提講話 伊州眾議員阿塞維多講話伊州眾議員阿塞維多講話 1111區區長湯普森講話區區長湯普森講話 王永付總領事講話王永付總領事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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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奉獻紅沙冷飲麥當勞奉獻紅沙冷飲

盆栽花草不僅是風景盆栽花草不僅是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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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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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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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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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修
地基

專修
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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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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位歐美明星評“最佳電影”

《窈窕淑男》奪冠
綜合報導 熱愛評選各種榜單的媒體

很多，其中英國老牌雜志《Time Out》是

最瘋狂的，在分國別(英、美、法，還包括

中國等)、分類型(愛情、恐怖、動作等)評

選了電影的百佳榜單之後，近日，

《Time Out》再次另辟蹊徑(或是黔驢技

窮)，邀請了73位歐美電影明星來評選出

他們心目中最好的電影，並綜合出一份

“演員心中最佳電影top100”榜單，參與

投票演員多數是臉熟的歐美二三線演員，

比較知名的包括朱麗葉· 比諾什，希裏安·

墨菲、薩拉· 波莉等人，還有美國隊長的

跟班“獵鷹”安東尼· 麥凱、《權力的遊

戲》中的“小胖”約翰· 布萊德利，“嗜

血法醫”邁克爾· C· 豪爾、年輕的“女性

瘾者”斯塔茜· 馬丁等人，其中中國演員

只有一位，就是憑賈樟柯電影揚名國際的

禦用女主角趙濤。

最終評選出的結果令人大跌眼鏡、也

大開眼界，果然演員們的角度與影評人或

其他電影工作者的差別相當之大，《辛德

勒的名單》落到最後一名。前十名裏，

《天堂電影院》、《不羁夜》、《紅菱豔

》雖然堪稱經典，但都是以往影史百佳榜

單從未進過前十的作品，而美國獨立導演

約翰· 卡薩維茨的《權勢下的女人》高居

榜眼，而排名冠軍的影片，竟然是達斯

汀· 霍夫曼1982年主演的賣座喜劇片《窈

窕淑男》。號稱演技“千面人”的達斯

汀· 霍夫曼在此片中反串女角、惟妙惟肖

，影片雖然好看，溫馨幽默，但實無更多

深度，在導演西德尼· 波拉克的作品中也

談不上一流。能在衆多演員心目中排名第

一，只怕“表演”一環占了太多的分數，

這一點從上榜影片中沒有任何一部動畫片

可見一斑，甚至連缺乏集中表演的《2001

太空漫遊》都落選top100。

若將這個榜單當做一份“另類”的

“觀影指南”，其實大有樂趣，由此可見

演員們對“何爲偉大表演”的認知與影評

人或導演有多大的不同，而且在選片方面

更具懷舊的童心以及感性的衝動，而且對

影片欣賞角度則常常帶有神經質的偏見。

大概因爲眼界所限，榜單裏沒有任何一部

華語電影，甚至亞洲的也只有《東京物語

》這種國際電影節大獎影片。

角度1 傑出表演
代表：《窈窕淑男》《憤怒的公牛》
《血色將至》《鋼琴課》《女魔頭》

《窈窕淑男》高居榜首雖然令人意外

，但達斯汀· 霍夫曼在片中的表演確實無

可指摘，尤其從“反串”的完成度來說，

很可能是影史最好的，大概只有《熱情似

火》或羅賓· 威廉姆斯的《窈窕奶爸》可

以相比。當年的奧斯卡影帝戰中霍夫曼輸

給了《甘地傳》的本· 金斯利，大致還是

因爲角色的厚重有所不及，但對演員們來

說，“甘地”難免有“特型”表演的成分

所在，而《窈窕淑男》則是徹底的脫胎換

骨、雌雄莫辨。此外，上榜的絕大多數影

片都是傑出表演的典範，羅伯特· 德尼羅

、阿爾· 帕西諾、馬龍· 白蘭度、傑克· 尼

克爾森、梅麗爾· 斯特裏普等諸多偉大演

員都有不止一部影片上榜。此外，關于演

員職業與明星生活的影片頗能引起演員們

的“會心”之感，《不羁夜》、《彗星美

人》、《紅菱豔》都在榜單前列。

角度2 絕對經典
代表：《教父》《教父 II》《出

租車司機》
《卡薩布蘭卡》《公民凱恩》

《低俗小說》

不得不說，在各類百佳榜上常駐、無

可置疑的經典影片多數也都是具備偉大表

演的成分，《教父》、《出租車司機》、

《唐人街》、《第三人》這樣教科書級別

的影片是演員們不可能錯過的，只是排名

上相當有趣，比如長年占據榜單前列的

《公民凱恩》排到了39名，英國電影協會

百佳評選的第一名《第三人》只排到73名

，常常出現在前十名的《阿拉伯的勞倫斯

》、《肖申克的救贖》、《迷魂記》等紛

紛落榜。演員們對《肖申克的救贖》這類

過譽的大俗片感到厭倦情有可原，對希區

柯克和黑色電影這樣不屑則讓人難以理解

。雖然投票的演員有不少出身英法國籍，

但對歐洲的藝術大導演並無多少偏好，伯

格曼(《假面》97名)、費裏尼、特呂弗、

戈達爾等大師基本未獲垂青，相反《綠野

仙蹤》、《星球大戰》、《大白鲨》這類

娛樂經典都排名不低。

角度3 生僻冷門
代表：《我與長指甲》《這就是

英格蘭》
《小孩與鷹》《等待古夫曼》

《切勿吞食》

《我與長指甲》曾在英國評選的百佳

喜劇電影中名列第7，但依然屬于比較小

衆的英式神經作品，演員們對它的推崇高

過了《低俗小說》，肯· 洛奇現在是奪得

金棕榈的大師，但其早期代表作《小孩與

鷹》卻遠比他的代表作《風吹麥浪》受到

青睐，至于克裏斯托弗· 蓋斯特在1996年

拍攝的《等待古夫曼》勉強在美國獨立電

影史上有些名氣，1998年獨立精神獎有三

個提名未獲獎，竟然排在了38位。四十出

頭的英國導演西恩· 邁德斯竟有兩部影片

上榜《羅密歐· 布拉斯的房間》與《這就

是英格蘭》，雖然內容鮮活有趣、很具英

國地方風味，但影史上實在排不上號，演

員們品位著實奇特。

此外，著名性格演員加裏· 奧德曼的

導演處女作《切勿吞食》排到了57名，雖

然此片當年獲得了英國學院獎，但無論如

何，我們也很難承認它會是影史最好的

100部電影之一，或許，這次投票的演員

多數是奧德曼的粉絲不成？

綜合報導 湯姆· 克魯斯主演的

《碟中諜5》在北美上映首周末獲得

5600萬美元票房，遠超第二名《假期

曆險記》，勇奪票房冠軍。《碟中諜

5》上周五在北美3956家影院開畫，

首日便獲得2030萬美元票房，創《碟

中諜》系列電影上映首日票房紀錄。

該片上周末三天票房收入5600萬美元

，在《碟中諜》系列中僅次于2000年

的《碟中諜 2》。自 1996 年第一部

《碟中諜》上映，19年中共有5部該

系列影片問世，迄今全球累計票房

22.2億美元。華納兄弟影業出品的限

制級喜劇《假期曆險記》在3411家影

院上映，上周末僅收入1480萬美元位

列第二，遠低于業內此前預計的4000

萬至5000萬美元。

綜合報導 演藝圈女星爲了愛美常傳出整形傳聞，韓國團體f(x)

成員露娜(Luna)最近現身，就被指長相與之前差異大，甚至有人說

她與師姐寶兒撞臉。

f(x)出道六年來，宋茜、水晶被外界關注最多，近日，擔任主

唱的露娜在節目上，因聲音受到大家肯定而感動痛哭。但日前，露

娜出席記者會外型引發熱議，原本的瓜子臉變成錐子臉，下颚明顯

缺一塊，疑似削骨，五官與之前相比産生變化。有網友感歎以前的

露娜再也回不去了，也有人力挺稱，變美能讓自己更自信。

《碟中諜5》首周末
獲5600萬美元

韓團f(x)露娜下顎被指削骨

瓜子臉變錐子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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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李
慶全）粵劇名伶林家聲4日晚突然離
世，粵劇界無不感到惋惜。其愛徒兼
契女蓋鳴暉知道消息後十分難過，哀
痛欲絕。蓋鳴暉表示知道消息後已立
刻跟師父的家人聯絡，看看有什麼可
以幫忙，送師父最後一程。

蓋鳴暉事後接受電話訪問時，仍
心情難過地說：“想起與師父相處的
點點滴滴，想起他教我演出和做人處
事的種種回憶，知道消息後已立刻跟
師父的家人聯絡，看看有什麼可以幫
忙，送師父最後一程。除了藝術，人
生上也得到聲哥的教導，令我非常敬
佩，往後會跟他的方向做事，一定要
做好自己，在舞台上的工作增值了自
己的生命，亦希望做好榜樣給自己和
後輩參考。”

與聲哥認識20多年，蓋鳴暉猶記
得1987年師父首次看八和的新秀匯
演，當時已感師父有家人的感覺，二
人由此結下緣分；同年8月份，聲哥
有機會演出劇目《周瑜》，並邀她演
出趙子龍一角，機會難得故立刻答
應，其後便跟着師父練功，學懂了很
多做戲的知識和做人的道理，二人感
情變得濃厚，直到1993年正式拜師上
契，大讚聲哥的教導令她獲益良多。

永遠做100分的藝人
蓋鳴暉表示聲哥教導就是永

遠要做個100分的出色藝人，
因人生無常有起有跌，思想
定要上最高峰做到最好，亦
要自己的藝術造詣不斷提
高，有好成績給師父看。蓋
鳴暉希望師父在天上看到一
班後輩，令粵劇發揚光大，

發光發熱，這是自己和師父的心願，
希望他一路好走。

羅家英覺聲哥很堅強
羅家英對於聲哥離世大感不捨和

懷念，雖然他們未有合作緣分，然聲
哥在家英哥心目中是對藝術非常執
着、亦很用心勤力的人，是位表演相
當出色的粵劇老倌。家英哥表示因大
家都忙，甚少接觸，但有時在公開場
合便會見到。對於患有柏金遜的他仍
積極推廣粵劇，家英哥覺得他很堅
強，好難得有這個病仍肯去面對好多
人，不過很多人都疼錫他，不會因他
得此病而討厭他，所以聲哥是很有魅
力的。粵劇名伶吳美英對聲哥離開感
到突然，因上月在一個生日宴上，她
和聲哥同席，當時見到聲哥精神不
俗，故此，對聲哥突然離世很不捨
得。吳美英形容同聲哥合作可稱是
“過埠新娘”，往往她便是聲哥出埠
演出的拍檔，在他身上獲益良多，聲
哥很會教人，當年我跟他出埠演出，
都肯花時間跟我排戲，其後雖然患柏
金遜症仍不忘培育粵劇新秀，對粵劇
藝術貢獻良多。因今個月生日為免相
冲，未能出席聲哥喪禮很遺憾。

香港文匯報訊 林家聲的人生，大
部分時間在虎度門進出。從加拿大回
流，聲哥樂於指導後輩，成立慈善基金
會，在演藝事業貼錢教書、出書出碟，
為的也是盡綿力令粵劇可以生生不息。雖
然近年飽受柏金遜症折騰，但他還有一個
思路敏銳的腦袋和一顆堅毅的心，擔起粵
劇的承傳工作。“台上要承傳，台下都要

承傳。西方藝術有系統和基礎，先學欣賞
才學創作……”林家聲曾說。

向林家聲求教林派名劇演出法者絡
繹不絕，教導每位向他請求指導者，徒
弟包括林錦堂、周振基、勞允樹、蓋鳴
暉等人。聲哥曾坦言粵劇作為香港真正
的本土藝術，必須團結去承傳，否則命
運可悲！他亦認為“藝海無涯，唯勤是

岸”，粵劇演員要有一直學習的精神，
他曾表示：“我們玩的時間亦是學習的
時間，生活中都可以學習，隨時可以學
習，出街看到乞丐都可以學。”在戲行
數十年，林家聲悟出一個道理，認為一
個演員應具備“八個心”：決心、恒
心、苦心、信心、虛心、愛心、良心及
忠心。

譚詠麟

林家聲

林家聲演藝成功是經過刻苦磨練和不
斷在藝術上的自我挑戰才造就出他

在粵劇和電影上的成就。林家聲九歲稚齡
初試啼聲扮演“武松”一角，小小年紀已
具大將風度，很有藝術天分，是奇才。十
一歲時投入肖蘭芳門下，正式踏入了戲行
門檻，從此開展了林家聲演戲生涯的序
幕。十四歲第一次舞台演出《張巡殺妾饗
三軍》，之後得到名伶薛覺先賞識，成為
他唯一一個入室弟子。

粵劇上創新突破自己
在粵劇演出上，他是從小角色做起，

從小兵至正式於一九六二年組成“慶新聲
粵劇團”任文武生，至演罷《雙雄三奪鳳
凰簫》後，就離開了“慶新聲”，正式成
立“頌新聲粵劇團”，這可說是林家聲能
夠完全實驗自己理想的劇團。“頌新聲粵
劇團”團員個個肯度肯做，朝氣勃勃。除
主帥林家聲外，還有陳好逑、任冰兒、李
奇峰、譚定坤及經驗豐富的靚次伯，戲中
很多傳統的排場及程式，都是由他設計及
安排的，早期劇本是由台柱組成的“編審
委員會”集體創作。他們共同選定題材，
並因應演員所長而擬定故事大綱，訂下場
次，再編曲及作詞。經過無數次排練才會
度戲院排期上演；演出過後亦例必開會檢
討交流意見及心得。“頌新聲”這種排戲
作風，一直維持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從沒
改變。因此“頌新聲”亦被視為“粵劇少
林寺”，試細數梨園後進，差不多全是由
“頌新聲”浸練出來。

“頌新聲”頭炮《情俠鬧璇宮》中林
家聲反串演俏丫環，是這個戲的賣點，他
身形適中，扮相妙俏，一個嬌笑，一個碎
步，討好非常，算是林家聲在舞台上的一
個小突破。林家聲喜創新，首次將電影的
分鏡剪接效果，成功地發揮在粵劇《嘆
月》一幕中，準確地以寫實、簡單的舞台
技巧、優美傳統的粵劇程式，化具體的思
念為抽象的片段，營造出幻覺與現實的迷
離、浪漫境界。這一高明的寫意手法，留
給觀眾很大的想像空間，在粵劇舞台上是
極為罕見的。在香港粵劇興旺蓬勃之時，
在他的聲望如日中天之時，林家聲毅然決
定引退，並於一九九三年演罷“藝術匯
演”就全身退出舞台，當最後一晚的煞科
落幕時，台下觀眾混着哭叫歡呼，台後藝
人泛着感觸熱淚，為他五十年的藝術人生
劃上了最完美的句號。

拍了300多部賣座電影
一九六一年初，林家聲主演了一套為

紀念母親節而開拍的電影《慈母千秋》
後，就一直擔綱電影的男主角。八月他主
演的《仙鶴神針》更創下香港電影十年來
最高賣座紀錄，炙手可熱，由於他在粵劇

界已擁有無數“聲迷”，令他成為電影圈
一個有實力兼有叫座力的熠熠新星。一九
六二年，林家聲的電影事業如日中天，整
個娛樂圈差不多都是林家聲天下，當時全
港只得四條粵語片院線，但他主演的電影
《魔鏡神珠》、《黛玉葬花》、《哪吒出
世》因為要同期上演，就獨佔了三條院
線。雖然他一向不“埋堆”、不買賬，但
當時的“全港十大明星選舉”都不得不預
他一份。獎項榮譽，叫好叫座，他的電影
事業正開始踏入高峰期。

林家聲在一九六二年和紅荳子結婚，
此舉並未如一般人所料流失觀眾，相反更
令他的演藝事業大放異彩。蜜月期間，他
主演的《一曲琵琶動漢皇》，瞬即成為當
年十大賣座電影之首，而六三年的《南龍
北鳳》亦造成當年武俠片的最高賣座紀
錄。六十年代中，粵劇已經十分式微，戲
曲片亦隨着沒落，當時電影的主流是武俠
片。林家聲身手敏捷，並不屬於花拳繡腿
之流，他所學的武功十分全面，根底又
好，既識耍北派，又懂國術，各種兵器，
拳腳腰腿功夫，跳紮技術，無一不學，無
一不精，正好迎合當時製片家的需要：
《武林聖火令》、《倚天屠龍記》、《鐵
雁雙翎》、《仙鶴神針》等武俠名著中的
主角，都被他一一演活。

在電影圈，林家聲得獎無數，他所拍
的電影每年都能入選“香港十大賣座電
影”。然而，當時娛樂圈流行“埋堆”，
十位香港最紅的導演為了表示團結，組成
了“十大導演”，但林家聲拒拍“十大導
演”的電影，就等於與全香港的大導演作
對。十大導演杯葛聘請林家聲拍片，而他
們控制的院線亦不會上映有林家聲演出的
電影，但林家聲仍泰然處之。林家聲認為
電影始終不是一個演員所能控制，而且晨
昏顛倒的片場生活，亦妨礙了他對粵劇藝
術的探求和發展。他曾經說過：“錢嘛，
也不知怎樣才算多。電影不能發揮我所
長，而舞台我可以參與、決定怎樣處理自
己的戲。還是決定重歸舞台。”他為自己
的銀色生涯劃上了休止符。

從第一次接拍的電影《賣肉養孤兒》
到最後一套電影《孝女珠珠》，他在水銀
燈下的日子剛好就是廿年，共拍了三百十
一套電影。林家聲先天條件好、有觀眾
緣，最重要的還是他後天的努力及戲路
廣，以斯文的氣質，俊俏的外形，演繹那
些孝順、純品、敦厚，或是頑皮、跳脫、
癡情等善良人物，既傳神亦具說服力。無
論是古裝歌唱、舞台戲曲、武俠打鬥，或
是時裝文藝、喜劇悲劇，他都能宜古宜
今，勝任愉快。戲曲電影中精彩的演出為
粵劇保存了難能可貴的傳統功架及排場，
這些留存在銀幕上的珍貴片段，足為梨園
後進作示範永不被時代淘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毅儀）一代粵劇宗師林家聲投身梨園四十

多年，拜得“梨園泰斗”薛覺先為師，盡得薛腔精髓，幾經磨練成為

一代宗師，並創立“林派藝術”影響深遠，其建立的“頌新聲”被喻

為“粵劇少林寺”。為梨園培育出不少後進，他將一生貢獻給粵劇，

將一身所學毫不吝嗇傳授予後輩，遺愛梨園。他共拍了三百一十套電

影，閃爍銀河廿年，在影壇佔有無可替代的地位。聲哥如今雖離世，

但他留下的寶貴經驗，那份對藝術的執着和堅持，不屈不撓的精神將

永遠是後輩學習榜樣。

難忘與師父相處點滴
蓋鳴暉望送最後一程

叮囑後輩：藝海無涯 唯勤是岸

19331933--201
52015

林家聲林家聲

■■林家聲林家聲((右右))和林錦堂均一一離世和林錦堂均一一離世。。

■■林家聲於林家聲於《《父母心父母心》》中中
和馬師曾和馬師曾、、黃曼梨合作黃曼梨合作。。

■■陳寶珠陳寶珠((右右))自言視聲自言視聲
哥哥((左左))為自己的偶像為自己的偶像。。

■■契女蓋鳴暉知道聲契女蓋鳴暉知道聲
哥哥((左左))去世消息後十去世消息後十
分難過分難過，，哀痛欲絕哀痛欲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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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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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蕙 「祝福」演唱會27日釋出台北15
場共1440張門票，中午公告、下午4點開賣
、5點宣布完售，一小時內10萬人搶票，再
度造成系統當機，宛如年初 「江蕙事變」再
現。

寬宏藝術27日中午12點公告，釋出位
於舞台兩側紅1A區及紫1A區未開放的保留
區門票，此區原先因舞台設計、角度偏斜未
開放，但在舞台設計微調、且經首兩場實際
演出後，確認除視野偏斜、少數特效因座位
太接近舞台不能正觀外，整體並無大礙，所
以 4 點由寬宏及宏碁協力開賣共 1440 張、

4800元的門票。
消息傳出，歌迷摩拳擦掌，4點一到就

開始搶票，無意外再度造成系統當機。寬宏
估計同時有10萬人搶購，因此在5點時宣布
，台北15場、每場96張門票完售。江蕙票
房一小時內再進帳691萬元。

寬宏建議向隅民眾，可在未來每天下午
4點、晚上11點兩個時段，上售票系統查詢
，也許會有民眾退換票所產生的零星釋票，
這也是歌迷參與江蕙告別歌壇最後旅程的最
後一線希望。

江蕙釋出新票
1小時10萬人搶光1440張票

記者可不可以是粉絲？ 說不的人
，也太殘忍了。記者也有七情六欲、心
之所繫，看到偶像，當然也是胸中小鹿
亂撞地想衝出來尖叫，但在工作上，就
是必須hold住。這是專業，也是那位主
播在見到木村後沒守住的分寸。

每次遇到實習生或剛出校園的新鮮
同事，老人我對他們的第一句囉嗦，就
是收起你的垂涎，記住你是記者、不是
粉絲。

因為影劇記者這一行，在外人看來
，實在是 「爽差」，撇開那些不為人知
的艱辛外，表面上，我們會近距離見到
各種中港台、東洋、西洋的偶像、大神
、女神、鮮肉，至少也是電視螢幕裡會
出現的人物。

有幾年，一到暑期，各家報社迎來
一批批實習生，他們可能流轉於各個路
線，來影劇線也就是一、兩周的時間，
比起跟著政治線記者蹲立法院，華麗多
了，還是學生的他們難免躁動，在明星
的記者會上，搶坐在最內圈，有人明顯
露出壓抑不住的興奮。

我認識的大部分記者，會 「禁止」
自家實習生拿出筆記本要簽名、討合照

的行為。但就曾見過漏網之菜鳥在圓桌
訪問（正式記者會結束，藝人下台與平
面記者坐一桌聯訪）尚未結束時，按捺
不住就討簽名。

可是，明明很多老記者，也會忍不
住在私人社群平台上貼出和明星的合影
啊，怎麼只許自肥、不許小朋友也追星
？

影劇記者也有童年，也有從小到大
喜歡的偶像，也有現在追劇、追電影、
聽音樂的新迷戀，那些人物活生生站在
一尺之外，從平面變成立體，哪個記者
真是心如古井水？我認識最受人尊敬的
資深前輩，也有她／他開心見到的藝人
，也會留個影。難怪一些大牌偶爾出現
，最後總變成媒體合影時間。

但前提是，正經的事已經做完了。
要訪的、要問的都結束了，整個氣氛已
經從工作轉為私聊，那就可以換粉絲上
場了。

幾次訪問女神卡卡是這樣，當眾人
問完了或經紀人示意差不多了，有時是
唱片公司主動安排大合照，有時是有人
勇敢發起合照，即使在她最當紅時，也
沒在哪一次訪問中，見到同業單獨衝上

前去示愛。
那年去東京訪瑪麗亞凱莉，人家也
是國際巨星，若能合影也很值得拿

來炫耀，但氣氛上、時程上，就不宜，
於是眾港台媒體也是訪完了就安靜地走
開，帶著心裡的小遺憾。

同業們訪國際巨星，阿湯哥、休傑
克曼、強尼戴普、裘莉，或梁朝偉、金
城武、張學友、劉德華，或日韓那些帥
大叔、小鮮肉，都是同樣的原則，訪完
了，情況許可下，合照、簽名。大家看
了只覺得 「可惡，好想去」，而不是
「可惡，你很丟臉」。

如果不遵守這樣的默契，一見偶像
就像老鼠見了大米、就像費洛蒙噴射機
，兩眼直冒愛心，把採訪當成告白，不
分場合地表現愛意，那就是記者圈的
「腦殘粉」。

這 「腦殘」在於你忘記自己的身分
、拖累同業的名聲，一句 「那記者就是
個粉絲啊」，絕對是負面的標籤。我見
過這樣的人。

附帶一句，記者也有心之所惡，酸
民可以酸，記者也好想酸，但在工作上
，盡量以同一把尺面對所有受訪者，質
疑你該被質疑的事，根據的是事實，不
是我心裡對你的不屑。

記者可不可以是粉絲？

江蕙續命台灣味 誰人甲伊比
台語歌手很容易被貼上

「俗」、 「Low」的標籤，江
蕙的演唱會卻沒這問題。2008
年 「初登場」的舞台極簡大方
，2013年 「鏡花水月」的水幕
華麗懾人，這次 「祝福」一開
場就光芒萬丈。造型上，沒有
為了舞台效果過度誇張、適得
其反，褲裝展現率性瀟灑，短
裙展露美腿優勢、禮服盡顯雍
容高貴，一切化繁為簡。

她的唱功不是問題，經典
重唱總能運用編曲推陳出新，
視覺饗宴就要靠燈光、布景、
特效、服裝合力烘托。唱台語
老歌組曲，舞台的紙雕花園呈
現靜謐的典雅氣息；高台上唱
〈無邊無岸〉，透過高科技立
體投影技術，她宛如置身鯨魚
、水母相伴的海洋；尾聲在漫
天星光下唱〈祝福〉，天燈輝
映中傾訴〈風吹的願望〉，畫
面美麗又感人。

她休兵的那個晚上，平均
年齡 14.3 歲的 「TFBOYS」，
正在《康熙來了》用還帶著稚
嫩的聲音唱歌受訪。 「TF-
BOYS」是大陸當紅鮮肉團，
沒在台發過片，抵台卻吸引
400 位粉絲接機，迷妹拿著超
過 10 萬的專業相機追星，這
是網路時代明星魅力的無遠弗
屆。

53歲的江蕙告別演唱最貴
票價 6800 元，全台 25 場供不
應求，10億票房不只是連國語
歌手都望塵莫及的數字紀錄，
小巨蛋裡跨年齡層觀眾扶老攜
幼，串聯不同家庭的情感，才
是她的獨特意義。

大陸娛樂市場近年異軍突
起，電影票房以 「億」為基本
單位起跳，兩岸三地乃至日韓
藝人為了高酬爭相參加歌唱比
賽、實境秀、接代言，台灣這
個蕞爾小島，生存越來越困難

。過去７年，江蕙開了 52 場
演 唱 會 ， 除 了 2011 年 ３ 場
「海外初登場」，其中 49 場

都在台灣，海外僑胞、紐西蘭
尋子父親，都為她專程來台，
因為她是屬於台灣獨有的江蕙
。

30 多年來，她出了 50 多
張專輯、500 多首歌，台灣人
在〈你著忍耐〉的歌聲中奮鬥
，伴著〈酒後的心聲〉榮耀輝
煌，聽〈甲你攬牢牢〉互相取
暖；但她甘願冒著曲目被嫌冷
的風險，４次巡演共唱了 27
首國、台語老歌，就怕 「不唱
會失傳」。

謝幕在倒數，說再見的那
天終究會到來，但相信江蕙的
作品，在 30 年後，仍能像她
守護的台語歌謠一樣，一直傳
唱下去。

《七月半之恐怖宿舍》聚焦校園靈異
備受矚目的國內首部“鬼節”系列

校園恐怖電影《七月半之恐怖宿舍》

即將於 8月 21 日登錄全國各大影院。

據悉，該電影由制作過《筆仙驚魂》

系列的制片人劉鴻再次制片，余心恬、

翟子陌、馬元、付曼、陳美行、徐歉、

孔銘等新生代演員領銜主演。影片消

息壹經發布，憑借“鬼節”系列這壹

特殊題材，立即引來了眾多恐怖片影

迷的熱烈追捧，在網上獲得了超高人

氣，靈異校園終將橫掃“鬼節”。

中元節，俗稱“鬼節”、“七月

半”。傳說該日地府放出全部鬼魂，

民間普遍進行祭祀鬼魂的活動。系列電

影壹直是好萊塢的最愛，不僅塑造了經

典的銀幕形象，更獲得了豐厚的票房

回報。《七月半之恐怖宿舍》正是中國

第壹部“鬼節”系列恐怖電影首部曲，

片方投資巨大，並且承諾每年農歷七月

半將推出壹部鬼節系列電影，開創

“鬼節”系列恐怖電影品牌。

古往今來，校園鬼故事層出不窮，

每個學校都流傳著不為人知的恐怖傳

說，其中宿舍鬧鬼的傳說更是數不勝

數。而電影《七月半之恐怖宿舍》則

是第壹次將校園宿舍鬧鬼的故事搬上

大銀幕，真實還原鬧鬼事件，劇組更

是來到傳說中的鬧鬼宿舍進行實景拍

攝，熟悉的生活環境，使觀眾更容易

感同身受，無疑形成了更大的恐怖氛

圍，從而體會到身臨其境的恐懼感。

全片恐怖升級，嚇點密布，讓觀眾驚

悚之余又欲罷不能，極力打造校園驚

悚，營造生活化恐懼。

《七月半之恐怖宿舍》主打的是

“校園極恐”概念，影片將校園恐

怖元素打造到極致，無論是劇情還

是畫面，從宿舍內的紅衣女鬼到撲

朔迷離的劇情發展都展現著影片絕

佳的驚悚效果；從老式的宿舍建築

風格到詭異的人物性格都讓整個校

園彌漫著絲絲恐怖氣息。影片邏輯

思維縝密，節奏分寸有致，劇情膽

戰心驚，校園極恐式“心理戰”已

經將各主演的內心壓抑到極致崩潰，

呈現出最真實的驚悚體驗，也為觀

眾帶來史無前例的身臨其境感，振

動觀眾的神經。

此外，片方還表示，除了影片

中 “鬼節”題材在暑期檔中獨樹壹

幟外，還臨近七夕，這也為更多的年

輕人註入了新鮮刺激的視覺體驗。

《七月半之恐怖宿舍》不同於很多驚

悚題材電影專註在恐怖氛圍的營造

上 ，這部片子除了

營造恐怖氛圍之外，

更多的著力點還是

在於影片節奏的把

控上，每壹個靈異

事件安排的很合理，

節奏也更加明快，

劇情撲朔迷離而且

細膩驚悚，將“校

園極恐”概念發揮

的淋漓盡致。

《七月半之恐怖

宿舍》由北京中影傳

奇影視文化傳媒有限

公司、北京天澤映畫

影視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古舍國際文化有

限公司、北京中影博

納影視廣告有限公司

聯合出品，北京基點

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發行。

柯西探班《桂香》爆料
王珞丹率王珞丹率““深井冰深井冰””鬧片場鬧片場

由彭順執導，王珞丹、周渝
民、任達華、鮑起靜、天心領銜主
演的小妞偵探電影《宅女偵探桂
香》即將於8月13日與觀眾見面。
片方於日前曝出壹款柯西探班特
輯，首度真實揭秘各位主創在片場
的“深井冰”式互動，以柯西探班
的口吻和視角講述了《宅女偵探桂
香》劇組在拍攝過程中的趣事。特
輯中女神王珞丹以雀斑形象現身，
並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女神經”體
質，不僅頻頻偷瞄男神周渝民，還
和任達華聊起處女座，分分鐘精神
裂變的行為令人捧腹，連影帝任達
華也開始“不務正業”在壹旁與攝
影師搶飯碗。

影片《宅女偵探桂香》講述的
是天才女偵探桂香（王珞丹飾）與
廢柴警察阿哲（周渝民飾）之間的
悲歡交集的偵探愛情故事，日前
《宅女偵探桂香》片方曝出壹款
“柯西特輯”，以自稱柯南他妹——
柯西探班的角度展示了影片拍攝過
程中劇組的歡樂生活。其中王珞丹
顛覆女神形象身穿風衣、頭戴帽子、
滿臉雀斑形象出現在鏡頭中，壹會兒
“帥氣俠女”壹會兒“邋遢宅女”
的多變形象令人捧腹，周渝民則始

終以高顏值的男神形象示人，連王
珞丹都無法抵擋男神魅力，頻頻偷
瞄。

特輯中，影帝任達華從演員變
身工作人員，則與攝制組人員打成
壹片，並“調戲”攝影師。最終柯
西無奈也調侃說“只有周渝民和導
演是來拍戲的，王珞丹和任達華純
粹是來逗逼的。”

《宅女偵探桂香》是彭順導演
執導的中國首部“小妞電影”，該
片與彭順之前的《B+偵探》、《C+
偵探》等影片風格大不相同，片中
設置桂香（王珞丹飾）這壹女偵探
形象，並賦予她180的高智商，卻
在另壹方面讓她背負著-100的低情
商，所以桂香這壹角色在影片中既
是俠女，又是宅女，桂香生活中迷
糊純真，辦案時卻雷厲風行。

“桂香”這壹角色的誕生顛覆
了偵探類型片史上男警察主導壹切
的傳統，對於國產偵探片的發展有
重要意義。另外正是由於桂香這壹
角色與眾不同，但在情感上又是個
迷糊的小女生，強烈的反差萌讓她
極具人格魅力。

據悉，小妞偵探電影《宅女偵
探桂香》8月13日將全國公映。

青春爆笑喜劇《壹路向前》即將

於8月6日（周四）登陸全國各大院

線。今日，片方曝光劇中主要人物的

動漫版海報，陳赫、姚星彤、常遠、

陸海濤、張頌文化身動漫人物，與在

片中毫無差別的讓不少網友直呼戳中萌

點，超Q的形象讓人大呼“萌萌噠”，

也更期待電影的上映！

由侯亮執導的青春爆笑喜劇《壹

路向前》將於8月6日在各大院線清

涼上映！電影根據導演小說《畢業壹

年》改編，講述職場菜鳥牛頓初入職

場，事業不盡如人意的同時，又遇上

自己心儀女神姚姚。為了事業，為了

愛情，牛頓絞盡腦汁，更求助極品損

友卡耐基，卻被隊友狂坑，兩人上演

爆笑的“壹路向前”之旅，悶騷老板

黎博士和妖嬈馬屁精焦斌的亂入，讓

場面更加混亂不堪。

《壹路驚喜》集結了陳赫、姚星

彤、常遠、陸海濤、張頌文等人氣實

力明星 ，陳赫、常遠在片中變爆笑

損友搭檔，兩人喜劇細胞大碰撞，重

口味小清新輪番上陣，明星齊聚，帶

來“清涼壹夏”的《壹路向前》。

今日，《壹路向前》曝光了片中主

要人物的動漫版海報，陳赫、姚星彤、

常遠、陸海濤、張頌文化身動漫人物，

陳赫騎著招牌小電驢，“掉下巴”的表

情也和片中的“慘痛遭遇”十分相配；

姚星彤職業裝亮相，非常符合“辦公室

女神”的形象；常遠則身穿白色西裝，

笑容燦爛很符合在戲裏自認為的“花美

男”的定位；而陸海濤的發型和身形都

出賣了他，在戲裏是壹個妖嬈胖子的事

實；張頌文手持菜刀，系著圍裙卻衣衫

不整，“悶騷老板”躍然。如此與片中

無差別的人物還原，直戳網友萌點，讓

人大呼“萌萌噠”，很期待《壹路向前

》8月6日的上映！

王珞丹花癡偷瞄周渝民
任達華劇組變逗比

這個小妞不壹樣
王珞丹性格反差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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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路向前》將映
損友集結清涼來襲

動漫海報曝光
網友贊“萌萌噠”

“鬼節”系列題材
玩轉校園恐怖新花樣

主打“校園極恐”概念
劇情撲朔迷離細膩驚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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