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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際青年大使
[壯遊新天地]
9月17日(THUR)下午7時30分至下午9時
亞洲協會德州中心
Brown Foundation Performing Arts Theater
1370 Southmore Blvd. Houston,TX.77004

客戲客曲慶國慶-榮興劇團
9月18日(FRI)下午7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

雙十國慶攝影展剪綵
華人攝影學會主辦
9月19日(SAT)下午3時
僑教中心展覽室

紀念二戰暨抗戰勝利70周年

英烈頌大型音樂會
9月19日(SAT)下午3時
Sugar Land Baptist Church
16755 Southwest Freeway Sugar Land,TX.77479

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頒獎晚會
9月19日(SAT)下午6時
Stafford Center
10505 Cash Rd, Stafford,TX.77477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主辦
國慶中秋晚會
9月19日(SAT)下午6時30分至下午9時30分
僑教中心大禮堂
10303 Westoffice, Houston,TX.77042

雙十國慶返國致敬團授旗典禮

中華保健中心主辦
9月20日(SUN)下午2時
僑教中心203室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舉行
[食安良心大型會議]
9月20日(SUN)下午2時至下午4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

陶思源畫冊義賣暨畫展
9日20日(SUN下午2時至下午5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多功能大廳

香港會館慶祝中秋節聯誼餐會
9月20日下午7時
珍寶海鮮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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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客家會會長管光明宣佈本星期五舉辦客家傳統歌舞劇表演會慶祝國慶
（本報訊）休士頓客家會、休士頓全僑國慶籌備會、休士頓

客家文教基金會及華美中醫學院邀請臺灣陳家班北管八音團與榮
興採茶劇團部份臺柱，蒞休士頓舉辦客戲客曲慶國慶歌舞劇表演
會，並由國寶級音樂大師，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前任校長鄭榮興親
自領隊，表演會訂於九月十八日，星期五，下午七時在僑教中心
大禮堂舉行，主辦單位歡迎團體贊助貴賓劵，惟表演會不收門票
，歡迎各界人士與客家鄉親及親朋好友自行結伴踴躍參加盛會，
普天同慶雙十國慶，為免向隅，請於六時三十分入座。
http://hakkafans.myweb.hinet.net/8in-01.jpg

許馨文教授是印地安那大學民俗學與民族音樂學博士，現任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務系助理教授，許教授協助印地安那大學音
樂學系邀請陳家班北管八音團赴印地安那玻理斯交流公演，途經
休士頓，主辦單位確認機會難得，毅然決定配合僑教中心推動僑
界慶祝國慶的政策，邀請該團過境休士頓時，為慶祝國慶，於僑
教中心表演一場。

苗栗陳家班北管八音團團長鄭榮興校長是國立師範大學音樂
研究所碩士，法國巴黎大學音樂博士班ＤＥＡ文憑，香港新亞研
究所文學組博士。從事客家戲曲文化推廣傳承數十年，為榮興客
家採茶劇團創團人，曾任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首任校長、中華民國
傳統客家表演藝術協會理事長、中華民國（臺灣）民族音樂學會
理事長、台北市技藝舞蹈表演職業工會理事長。現為國立臺灣戲
曲學院教授、財團法人慶美園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鄭校長曾經數度帶領榮興客家採茶劇團蒞休士頓公演客家大
戲，對休士頓民間的熱情，印象深刻，有機會來參與休士頓僑界
慶祝國慶的活動，向主辦單位表示非常欣喜，為這次演出安排了
非常精彩的歌舞劇節目，希望全僑各界民眾把握機會前往觀賞。

苗栗陳家班北管八音團簡介
苗栗陳家班北管八音團在臺灣歷史悠久，極負盛名，是由客

家八音大師陳招三先生創團，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在1945
年至1983年時，由第三代繼承人陳慶松先生領導，足跡遍及新

竹、苗栗、高雄、屏東、花蓮等地，是 「客家八音」的鼎盛時期
，亦是苗栗客家地區的八音金字招牌，陳慶松先生更是八音界公
認的一代大師。1987年榮獲教育部頒發 「第三屆民族藝術薪傳獎
」。在國內除了參加各地重要慶典外，2003年參加 「總統府接待
馬拉威總統國宴」表演活動，2009至2015年連續參與 「馬英九
總統春節馬家庄祭祖」儀式伴奏，也曾赴美國、荷蘭、法國、日
本、泰國、中國與澳洲等國演出。2009年經苗栗縣政府登錄為
「苗栗縣無形文化資產」傳統藝術類 「客家八音」之保存團體。

2007年起至今年，連續榮獲 「苗栗縣傑出演藝團隊」殊榮，2010
年文建會指定為國家級 「無形文化資產」重要傳統藝術 「客家八
音」之保存團體。

目前由第五代傳人鄭榮興帶領，是北部許多八音社團與子弟
班的指導老師，學生遍及台灣各地，團員已傳承到第七代，共有
三十餘人，皆為八音、北管、客家戲的演奏好手，並且為多項
「客家八音」研習班之指導老師。 「苗栗陳家班北管八音團」在

推廣客族音樂及保存傳統民俗音樂的努力上，不遺餘力，希望使
即將失傳的客家民間音樂藝術發揚光大。同時藉由豐富多采多姿
的傳統八音表演，讓各地民眾均有機會，欣賞到屬於客家人的傳
統音樂文化，緬懷昔日客家八音在客族禮儀及慶典中所扮演的角
色，進而了解、重視並肯定本土的傳統文化，激發在現代都會文
化與傳統民間藝術之間燦爛的火花。

演出節目簡介
一、大吹打《萬年歡、風入松、急三槍、大開門》連奏
客家傳統的吹打曲牌，是客家八音團在表演開場或結尾時常

用的曲目，以嗩吶和打擊樂器為主，本節目由萬年歡、風入松、
急三槍、大開門等四首曲子前後串連而成。

二、弦索樂《六板》
傳統的客家歌謠，可歌、可舞。樂曲的慢板原本是歌的部份

，快板則為舞的音樂，全曲以嗩吶主奏，絲竹以及打擊樂器伴奏
的形態演出。

三、客家民謠演唱
演唱老山歌、山歌子、平板、小調等傳統客家山歌民謠。
四、小吹打《一串連》
一般民間的 「鼓吹樂」或 「吹打樂」，可分大吹打與小吹打

兩種。大吹打以大嗩吶與打擊樂為主，小吹打則以小嗩吶、打擊
樂及絲竹樂器來合奏。皆在祭典、迎神、迎娶迎送賓客時地，都
演奏此音樂。

五、北管福路戲曲《蟠桃會》
瑤池金母壽誕，眾仙相約前往祝賀以增添歡樂的氣氛。孫悟

空來在聚仙橋前，看到八洞裡眾神仙到來臨，一時猴性大發，描
繪模仿蓬萊八仙的模樣，活靈活現，為精彩的亂彈戲曲唱段。

六、絲竹樂《春夏秋冬串》
傳統民間歌謠，以笛子或小椰胡領奏、其餘絲弦樂器合奏的

表演形式，常用於典禮儀式中演奏，音樂細膩。
七、弦索樂《將軍令》
傳統的客家八音曲牌子，樂曲的慢板原本是可歌的部份，快

板則為可舞的音樂，全曲以嗩吶主奏，絲竹以及打擊樂器伴奏的
形態演出。

八、三腳採茶戲《送金釵》
描述財子哥挑著什貨擔四處賣雜貨，這日來到阿乃姑家，原

本係為了兜售雜貨，但財子哥一見到貌美的阿乃姑，為了討她歡
心，反而將貨擔裡的物品都送給了阿乃姑。

九、大吹打《大團圓》
客家傳統的吹打曲牌，是客家八音團在表演開場或結尾時常

用的曲目，以嗩吶和打擊樂器為主，全曲可分為 「引頭」、 「慢
吹場」、 「緊吹場」三部份，前後共同串連而成。

詢問請聯絡會長管光明，電話281-980-8800，基金會主任
委 員 賴 江 椿 ， 電 話 832-372-3580， 副 會 長 陳 碧 鏈 ， 電 話
832-744-9808，或副會長黃瑪莉，電話281-776-9558。

明華園前進北美演出明華園前進北美演出
休士頓休士頓99//2525好戲開鑼好戲開鑼

休斯頓全旅假期獨家休斯頓全旅假期獨家
$$599599回台灣回台灣，，$$299299上海往返上海往返！！ ！！ ！！

特價機票有效期跨越元旦特價機票有效期跨越元旦，，20162016台灣大選台灣大選，，春節春節

（本報訊）即將來到休士頓演出的明華園
戲劇總團，將在9月25日周五晚間在休士頓大
學卡倫堂上演精采《鴛鴦槍》、《護國將軍》
戲碼，劇團還準備中英文字幕，讓聽不懂台語
的海外華人與阿兜仔，也能輕鬆融入劇情中。

為了前進北美演出，工作人員早就將大批
服裝、道具、文武場的樂器打包裝箱，雖在海
外演出，但規模比照臺灣，完全不馬虎。休士
頓全僑慶祝雙十國慶籌備會更是卯足全力配合
，期待演出當日能充分展現出明華園演員扎實
功力。

將隨團來訪的明華園當家小生孫翠鳳曾表
示，明華園到越難抵達地方，傳播文化心意就
更堅定，更期待播下種子能發芽茁壯。此次的
演出將是一場結合音樂、戲劇、武術、舞蹈與
傳統文化的盛宴，演出中觀眾可以觀賞到歌仔
戲演員們獨具特色的身段與唱腔，是一場傳統
與創新的融合表演，更是一場百年戲曲文化的
對話。 而孫翠鳳本人也將特地上台與觀眾互動
，指導現場男、女學生反串表演歌仔戲小生、
小旦的走路步伐和身段架勢，逗趣的互動也讓
休士頓的朋友們體會到歌仔戲表演的魅力。

據了解，明華園戲劇總團是
首次來到休士頓演出，劇團的
無敵小生孫翠鳳超人氣，許多
熱愛戲曲的粉絲，早就樓頂招
樓下、 阿母招阿爸、 阿公招
阿嬤 …一大家人相招一起觀
賞、一起追捧。而休士頓主辦
單位也特別貼心的推出樂齡券
與親子券，鼓勵闔家一起出動
。主辦方雙十國慶籌備會黎淑
瑛主委說，特別歡迎孩子帶著
年長的父母親前來觀戲，一起
體會原汁原味臺灣歌仔戲演出
；也歡迎年輕的父母親們，大
手牽著小手，享受二人同行一
人免票服務，一起走到劇院觀

賞這獨具特色的東方音
樂劇迷人的新風貌。

提到 「明華園」三
個字，在台灣幾乎無人
不知無人不曉，可謂是
「臺灣傳統表演藝術的

天團」，明華園戲劇總
團由陳勝福領軍，此次
也會來到休士頓。該團目前旗下共有8個子團以
及4個協力團隊，其中，戲劇總團的大型戶外演
出少說7-8 萬人同時觀賞，最高記錄一場更曾
湧入超過10萬名觀眾，不亞於流行樂團表演，
相當受到老中青族群青睞。

被譽為來自臺灣的 「東方戲劇傳奇」明華
園戲劇總團，從1929年創立，至今已經86年，
不但創新歌仔戲藝術的型態與發展，更讓一個
本土的傳統地方戲劇藝術，耀登國際藝術殿堂
。此次明華園北美巡演，把最能代表臺灣文化
特色的傳統藝術，帶到世界舞臺，除了宣慰僑
胞、臺商之外，更透過文化行腳國際舞臺的方
式，將臺灣獨特的藝術瑰寶，介紹給全世界。
讓國際看見臺灣，一睹屬於臺灣原創的傳統藝
術之魅力！

今年文化訪問團將在9月25日(週五)晚七時
開演，地點在休士頓大學卡倫堂演出，Cullen
Performance Hall, University of Houston。該劇場
可容納1600位觀眾，屆時盛況可期，希望僑胞

把 握 這 個 機
會 ， 邀 請 國
際 友 人 ， 一
起 分 享 臺 灣
文 化 洗 禮 。
贊 助 捐 款:
$100, $50,
$20, $10， 票
券 請 洽 休 士
頓 華 僑 文 教
服 務 中 心 ：
712-789-499
5，敦煌廣場
山 水 眼 鏡 ：
713-774-277
3，王朝廣場
蕭邦藝文圖書館：713-7768916。2015年休士頓
雙十國慶系列活動聯絡人何真：832-886-3333
，張紹華：713-772-1666。

（本報訊）休斯頓全旅假期機票震撼價$599！！！休斯敦-
台北往返只要$599(含稅） 休斯頓 - 北京 - 台北, 台北 - 北京 -
休斯頓

此價格包含：
1. 所有稅金！
2. 送北京5天或8天旅遊團！

此機票要求：
1. 有效出發日期：
(09/15/2015 - 12/11/2015）
(12/25/2015 - 03/25/2016)
2. 在台北最長可停留180天

3. 此特價促銷截
止日期 9月30日
2015，座位有限
， 欲 購 請 電
713-568-8889
4. 此價格不含參
團小費, 以及參

團指定自費項目.
5. 兩人成行，同去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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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Y $999/人(10月15日出發，名額有限)
此价格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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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5星豪華酒店。中國內陸段交通，全
程採用30-45座豪華空調大巴。行程所列每日三餐（除18，20，
26日晚餐）。優秀當地中文導遊。行程中所列景點及表演門票。
此價格不含：中國大陸簽證（$170/人）。導遊小費。（$130/人

）。
機票震撼價$299！！！

休斯敦-上海往返只要$299(含稅）
此價格包含：

1. 所有稅金！
2. 包7天江南水鄉遊（必須參加以享受以上特價機票）！

此機票要求：
1. 有效出發日期：
(08/31/2015 - 12/11/2015）
(12/25/2015 - 03/25/2016)
2. 在國內最長可停留180天
3. 此特價促銷截止日期 9 月 20 日 2015，座位有限，欲購請電
713-568-8889
4. 此價格不含小費, 以及指定自費項目
5. 兩人成行. 華僑身分, 18歲以上成人

位於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的休斯頓
全旅假期在美南銀行後棟大樓,查詢電話713-568-8889
*另有上海特價機票,多個日期可選,請來電諮詢*

中國國慶綜藝晚會酒會花絮

本報記者
翁大嘴攝

濟南市曲藝團山東琴書表演藝術家濟南市曲藝團山東琴書表演藝術家，，
國家一級演員國家一級演員。。中國曲藝最高獎中國曲藝最高獎““牡牡
丹獎丹獎””獲得者獲得者。。國家級首批非物質文國家級首批非物質文
化遺產山東琴書傳承人化遺產山東琴書傳承人------姚忠賢先生姚忠賢先生
演出前接受美南電視台採訪演出前接受美南電視台採訪。。

中國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中國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
任全國政協委員任全國政協委員、、國家京劇國家京劇
院藝術發展中心副主任院藝術發展中心副主任、、民民
建中央文化委員會副主任建中央文化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戲曲研究中國傳媒大學戲劇戲曲研究
中心主任袁慧琴接受采訪中心主任袁慧琴接受采訪。。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
大使在開演前的酒會上接受采訪大使在開演前的酒會上接受采訪。。

萊斯大學校長夫人萊斯大學校長夫人，，綜藝晚會名譽主席孫月萍女士在綜藝晚會名譽主席孫月萍女士在
酒會上接受采訪酒會上接受采訪。。

華夏華人協會會長華夏華人協會會長，，綜藝晚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陸晶綜藝晚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陸晶
接受美南電視採訪接受美南電視採訪。。

代表團團長代表團團長，，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宣傳司蔡勇主任向休斯敦的華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宣傳司蔡勇主任向休斯敦的華
人華僑致以節日的問候人華僑致以節日的問候。。

99月月1515日晚日晚，，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66週年綜藝晚會週年綜藝晚會《《文化文化
中國中國··慰僑演出慰僑演出》》在斯坦福中心隆重上演在斯坦福中心隆重上演。。演出開始前演出開始前，，主辦主辦
方以酒會的形式歡迎貴賓們的瀕臨方以酒會的形式歡迎貴賓們的瀕臨。。



CC22 華府僑社 CC77廣告天地

99//1919((六六) Stafford Center) Stafford Center

辣媽大賽頒獎晚會倒計時辣媽大賽頒獎晚會倒計時
由專業老師為辣媽量身打造一台精采絕倫的表演秀由專業老師為辣媽量身打造一台精采絕倫的表演秀

請支持辣媽的朋請支持辣媽的朋友們友們﹐﹐購票從速購票從速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陳鐵梅陳鐵梅 電話電話﹕﹕832832--803803--90189018

購票地址美南新聞購票地址美南新聞﹕﹕1112211122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 ﹐﹐HoustonHouston﹐﹐TXTX 7707277072
黃華黃華﹕﹕((832832)) 474474--06130613 笑琳笑琳﹕﹕((832832)) 420420--71007100

王福生王福生﹕﹕((832832)) 724724--62886288
網路購票網路購票﹕﹕http://www.famehall.com/http://www.fam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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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華府訊】由華府榮光聯誼會主辦的大華府僑界
紀念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七十週年大會,於9月5日上
午10時30分,假僑教中心大禮堂,在莊嚴的中美國歌
聲中隆重舉行。各僑界代表200多人參加了這麼歷史
性紀念盛會,會中由國府駐美代表沈呂巡主持向大華
府地區二戰老兵、抗戰名將後裔等,頒發台北退輔會特
製的”二戰中美聯合作戰紀念章”,並特別頒贈抗戰勝
利紀念牌給抗戰期間踴躍募款資助政府的華府傳統
僑團,及今年舉辦抗戰勝利相關紀念活動的僑社團體.
會中沈代表發表動人專題演講;前空軍副總司令、飛虎
隊名將陳鴻銓也以「從飛虎隊到中美聯合作戰」為題
作專題演講,向大家作了一場難得的精彩演講.沈代表
家學淵源,學貫中西.又精通中外近代史研究;典例有
據;而96歲的陳將軍,身經百戰,以親身經歷,現身說法,
令人動容感慨。

大會主持人榮光會會長李昌緒致詞時強調,在這
場世界史上最慘烈戰爭中,中國不僅抗戰達14年之久,
也是犧牲最多,受害最深的同盟國,更是亞太戰區取得
最後勝利的關鍵因素.沒有中國軍隊在中國戰爭上牽
制了上百萬日本精銳雄兵, 令其無法脫身,同盟國在太

平洋反擊戰爭中.將會是另一
不可測後果.李昌緒也指出,在
抗戰後期,中美聯合作戰,對中
國戰區的勝利,曾起了重大的
作用,從飛虎隊到中印緬各項
戰果,是同盟國聯合作戰最著
名的實例與典範,也藉此建立
了中美兩國不朽的友情。

這次接受頒發紀念章的
二戰前輩共有陳鴻銓、劉玉
光、張延緒、符希銓、何春平、
王海洲及李萬貴(由李定遠代

表)等,在崇戎樂聲中,接受了這項榮譽.代表其父輩接
受紀念章的抗戰名將後裔計有熊園傑、鄧琳、陳壯飛、
吳平、趙惠普及王傑等人,也由沈代表頒發紀念章,以
緬懷這些抗戰有功的前輩國軍英雄。

同時,沈代表也為抗戰期間在海外踴躍捐款資助
政府的傳統社團代表:中華會館主席張和成、安良工商
會謝天倫、協勝公會譚亮、洪門致公堂李文偉、華裔青
年社李達平、李氏公所李偉權及黃氏宗親會黃素民等,
頒贈紀念牌,答謝眾僑社在70年前熱愛國家民族的義
舉。

最後是向亞太二戰浩劫紀念會會長陳壯飛、浩氣
長流畫展製作人代表王 康;美京分部、三民主義大同
盟、台灣同鄉聯誼會共同代表劉偉民、國民黨中山分
部陳繼亮及黃埔同學會會長李大千,都榮獲紀念牌,以
感謝各團體踴躍舉辦紀念抗戰勝利相關活動的熱情。

華府榮光會也頒贈紀念牌給駐美代表處、僑委會
及國府軍事代表團,答謝他們對這項愛國紀念活動的
鼓勵、支持與協助。

頒獎後沈代表在30分鐘的演講中,以近代史學者
及傑出外交家立場,淺談二戰時期盟國外交衝折的一
些不為人知的軼聞,作了精深的分析與論敘,句句出處
有據,段段令人動容,大家受益非淺。

飛虎將軍陳鴻銓也在演講中,以豐富的作戰經歷
及參加飛虎隊對日作戰的自身體驗,在中美聯合作戰
中,中國戰區的成果及很多外人所不知悉的故事,向大
家作出了報告,令人有如身臨其境,回到 70 年前的戰
爭,受到大家熱烈掌聲。

大會也特請著名僑界男高音戴堯天演唱〝松花
江上〞、〝凱旋歌〞、〝熱血歌〞等抗戰愛國歌曲,最
後由國府駐美軍事代團長楊大偉將軍率領20多位三
軍武官,領唱三軍軍歌,把全場氣氛帶進最高潮。

華府僑界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大會
頒贈中美聯合作戰紀念章給二戰老兵

大會全體肅立,在悲壯的軍魂號聲向二英烈默哀致敬

李昌緒致詞頌揚國軍在二戰
中國戰區的巨大貢獻

7位老兵受獎後與沈代表(中)及榮光會長李昌緒合影抗日名將後裔接受沈代表頒獎 抗戰時期踴躍捐助政府的傳統僑團代表榮獲紀念牌

沈代表頒紀念牌給舉辦相關紀念活動的團體

李昌緒(左)向沈代表贈紀念牌感謝代表處的鼓勵

李昌緒向僑教中心劉綏珍主任(右)頒贈紀念
牌答謝僑委會的協助與支持

沈代表專題演講動人心絃

軍事代表團領唱三軍軍歌

李昌緒向軍事代表團長楊大偉頒贈紀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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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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聯美聯混凝土混凝土

WE SELL CONCRETEWE SELL CONCRETE
FROMFROM 11~~1010,,000000 YARDSYARDS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專修
地基

專修
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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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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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mesHiram

Clarke

本店

中國教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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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S. Main

Fon dren

22 萬呎展示中心萬呎展示中心

週一﹑二﹑四﹑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六天營業

真能省真能省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傢俱公司傢俱公司

二件式 全套單人床
七件式 客廳組＊
五件式 木面鐵腳餐桌組
五件式 實木餐桌組
三件式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三件式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29
$289
$259
$19
$159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床墊廉售高達71%off

＊含沙發﹑雙人座﹑咖啡桌﹑茶几（2）﹑檯燈（2）

地址﹕12677 Hiram Clarke, Houston距休士頓中國教會約 1 哩

貨真價省貨真價省﹐﹐華人自營華人自營
((華華﹑﹑台台﹑﹑英語英語))美國第一名牌ASHLEY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電話﹕713-723-9116

︵
精
通
華
、
台
、
英
語
︶

廉售:

精修:
特別介紹

大中小型
打印，復印，掃描

三合一(雷射)

經銷: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掃描機等
新舊影印機從小型到大型任選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等
提供長期保養合同及售后服務

各種影印機,碳粉(Toner)印表機
耗材等,歡迎比價。

雅斤辦公機器公司

華人經營,原廠培訓技師,服務品質保證

專精Copiers, Printers, Scanner

電話:713-826-6889
9720 Town Park Dr., Suite #2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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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克漢姆妻子用過瘦模特遭批

疑宣揚“越瘦越美”
貝克漢姆妻子維多利亞同名品牌前日

在紐約時裝周發佈明年的春夏新裝，雖然

獲得不俗評價，但示範一系列服裝的模特

兒卻被指太年輕及過於清瘦，遭到批評。

維多利亞被指透過模特兒宣揚越瘦越美

的概念。不過，維多利亞於2010年曾揚言絕

不用病態的過瘦模特兒，但關注青少年及健

康形象的團體則認為，即使模特兒身體健康

但過於清瘦，還是會傳遞錯誤資訊。

徐若瑄上月平安產下兒子Dal-

ton(小V寶)，今日，她曬出兒子熟

睡模樣，范瑋琪看到後留言稱，

“邊睡邊偷笑最可愛了啦”。

今日，徐若瑄在網上曬出兒

子睡覺萌照，開心留言：“什麼

好夢？你偷笑。”

照片中，才滿月沒幾天的

“小V寶”已有高挺鼻子，五官

遺傳父母相當精緻，網友也紛紛

讚他耳朵大，將來一定是個有福

氣的小孩。范瑋琪還留言稱：

“邊睡邊偷笑最可愛了啦”。徐

若瑄看到後趁機跟她相約回台灣

時相聚，“可以跟飛翔哥哥一起

去打籃球嗎？”。

韓國女團少女時代自去年伊始，成

員紛紛公開戀愛消息。截止今年4月，

繼Yuri(權侑莉)承認了正在與韓國棒球選

手吳勝煥交往，共有8名成員的少女時

代已經有5人陷入愛情，因此，還被外

界調侃“少女時代”已成“戀愛時代”

。

不過緊隨Yuri喜訊之後的卻是一連

串的分訊，在Tiffany和尼坤、允兒和李

勝基相繼宣告分手之後，昨日，SM公司

官方公佈的唯一一對“辦公室情侶”，

泰妍和EXO伯賢也被曝已結束戀情。莫

非，少女時代要從“戀愛時代”切換到

“失戀時代”？

傳泰妍與伯賢
因忙於工作導致分手

少女時代成員泰妍與EXO成員伯賢

的姐弟戀，于去年6月被韓媒曝光。據

了解，兩人因同屬SM公司，2011年就認

識，當時男方還未以EXO成員身份出道

，仍是練習生。2013年10月，兩人對彼

此產生好感，2014年 2月開始正式交往

。有意思的是，不同於其他少女時代成

員的戀情，泰妍和伯賢的戀情特殊性不

只在於“姐弟戀”，他們還是SM公司官

方唯一承認的一對“辦公室情侶”。

不過，昨日有知情人士透露，這段

持續了1年7個月的姐弟戀已經畫上了句

號，原因是兩人忙於工作致使關係變得

疏遠，最終決定結束這段戀情，今後只

作為同一經紀公司前後輩的關係相處。

知情人士表示：“今年3月泰妍還悄悄

出席了EXO的首爾個唱，當時兩人的感

情很穩定，但最終敵不過繁忙的工作。

他們雖已不是情侶，但仍是同公司的好

師姐弟。”女方從年初起就忙於少女時

代的回歸，日前又積極宣傳常規 5 輯

《Lion Heart》，且正在籌備首張個人專

輯中；而男方從今年初開始，工作也是

馬不停蹄：上半年開始就陸續投入EXO

2 輯《EXODUS》和重版 2 輯《LOVE

ME RIGHT》的籌備和宣傳中，組合還

將於下月在韓國舉辦國內首個小巨蛋演

唱會。此外，伯賢也在積極開展個人活

動，除了出演影片《獨孤》，還擔任了

MBC TV試播綜藝《能力者們》的主持

人。

他們也都分了……

2015年于少女時代，可能是“不宜

戀愛”。事實上，在泰妍、伯賢傳出分

手之前，少女時代其他兩位成員Tiffany

、允兒也相繼宣佈維繫一年多的戀情告

終。巧的是，分手理由還都是因為愛情

要給事業讓道。

Tiffany&2PM成員尼坤
戀情保質期：1年5個月

Tiffany和 2PM成員尼坤去年4月份

被曝光戀情，隨後，兩人承認從4個月

前(即年初)就開始交往。不過在相戀一

年多後，兩人今年5月底被爆分手，雙

方經紀公司亦公開聲明表示分手消息屬

實。當時，據兩人的身邊友人表示，分

手是因為兩人都忙於事業，沒有時間和

機會好好維繫這段原本甜蜜的感情。正

好6月、7月，分別是兩人所在組合2PM

和少女時代回歸歌壇時期。

允兒&李勝基
戀情保質期：1年7個月

同樣于去年初被曝光戀情的允兒和

李勝基，則于上月傳出分訊。據悉，兩

人也是因各自繁忙的工作而選擇分手，

比起戀人，維持演藝界前後輩的關係似

乎更為合適。二人自2014年1月1日戀情

公開後，並沒有再次公開約會過，關於

兩人的分手傳聞也是層出不窮。

少女時代多位成員失戀
傳泰妍伯賢因工作忙分手

徐若瑄曬愛子熟睡萌照

睡夢中露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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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胡定
欣16日到西貢拍攝健康產品廣告，第二
年擔任品牌代言人的她透露今次的酬勞
有增加，而廣告中加入生活的元素，包
括會做gym，她亦有找私人教練來幫
忙。
近期愛上運動的定欣，近日有

練泰拳，16日穿上白色短裙的她
更大秀辛苦操來的手臂“老鼠
仔”肌肉。問到可有跟男友
陳明道一齊做運動？她笑說：
“他自己都有做，不過我fit一
些！ ”其間大會送上台慶獎座
蛋糕為定欣補祝生日，預祝她得視
后，令她大感驚喜。之前在劇集《鬼同
你OT》中演技獲讚的定欣，被問到可
有信心在台慶頒獎禮得獎？她說：“信
心會有，但有提名先。我對《鬼同你
OT》都有信心。”對於胡杏兒及徐子
珊等無綫花旦相繼離巢，定欣亦有留意
事件，她說：“我日前才於中環見到子
珊，可能她有新需求和新方向，我同無
綫的合約則尚有一段時間，所以現時會繼續努力拍劇。”
此外，定欣近日忙於新劇《城寨英雄》，對於有份演

出該劇的伍允龍與劉佩玥傳出緋聞，她聞言就稱不知道，
亦察覺不到二人有拍拖的蛛絲馬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剛從美國三藩市返港
的楊玉梅，此行是為參加當
地舉行的環球國際電影節，
並有幸獲大會頒發華語電影
最佳女演員。
楊玉梅稱大會是因應其

過往參演的電影從而頒發此
獎，她開心地說：“簡直好
似發夢一樣，這是自‘亞
姐’獲得三個獎後，再一次
在頒獎禮上得到獎項。好開
心有人留意我的演出，覺得
好安慰，亦係一種激勵，希
望未來有機會拿到更多獎
項！”
楊玉梅表示最近她常在

兩岸三地頻撲選角，公司計
劃開拍6至8部電影，她會

擔任監製，首部電影更將於
年尾開拍，已定由張堅庭執
導，演員名單則待敲定後再
公佈詳情。說到忙於工作豈
不無閒發展感情？她坦言：
“緣份要等天父安排，反正
我有工作又有好多朋友，不
愁寂寞呢！”

未被無綫捉去傾續約未被無綫捉去傾續約BBoscoosco
欲效杏兒子珊欲效杏兒子珊闖影壇闖影壇
未被無綫捉去談續約未被無綫捉去談續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黃宗澤（Bosco）和

王敏奕出席服裝品牌活動，並即場DIY牛仔褲。對於胡

杏兒及徐子珊等無綫花旦相繼離巢，而無綫捉藝員加簽

合約，Bosco自爆和無綫仍有一年合約，但就未被公司

捉回去談續約，他又稱想像子珊和杏兒在影壇發展。

對於無綫小生花旦相繼離巢，久沒露面的Bosco表示：“沒所
謂，可以合作到就得，香港娛樂圈不大，只是一個圈仔，最重

要是保持良好合作關係，（無綫捉藝員加簽合約？）無綫大把人
啦，捉都不捉我這些年紀大，要捉都捉王敏奕這些，她說十年前讀
初中，我十年前已經在拍劇，聽到她講都驚一驚，（可以做她老
爸？）我樣子都保持到，做阿哥都可以。”Bosco和無綫仍有一年合
約，但就未獲公司捉回去談續約，他笑問：“這樣是不是公司不看
好我？可能公司拋棄我，講笑而已，（想否像徐子珊和胡杏兒在影
壇發展？）都想，演員都想有新挑戰，公司會同我談電影，有合適
便會拍。”
對於舊愛胡杏兒傳年底嫁人，Bosco說：“這要問她

本人，如果是真的會恭喜她！這是喜事，但自己沒有羨
慕對方，也不心急找另一半，媽咪亦無催婚。”Bosco
在台上表示已很多年沒有DIY送禮物給人，他自言dry
了幾年，還叫大家做介紹人。

認已退股糖水舖
有報道指Bosco與曾傳緋聞的四洲太子女戴凱

欣合搞糖水舖結業，原因是一度對Bosco有好感的
戴凱欣戀上金融界新歡後，索性把糖水舖結業，
與Bosco劃清界線。Bosco被問及此事，他解釋：
“同朋友玩下，已經退股超過一年。”當問到退
股原因，Bosco有所保留說：“做生意不是入股便
是退股，（跟對方關係不好？）又不是，只是無
需要我的地方便退，自己對甜品不太研究，還是
研究生蠔好一些。”Bosco自言大家成班朋友，
跟對方關係不錯，但近日便甚少見面，問是否對
方有新歡便減少見面？他說：“未有過問她的
私生活，也沒見過她的新歡。”
有指Bosco近年賺人仔賺到笑，經常周圍

看舖位，他笑說：“我都想，你看我好我看
你好，我又不懂印銀紙。”Bosco也有想過
為蠔吧開分店，奈何工作太忙，問他會否
再與戴凱欣合作？他謂：“再找啦，拍檔
不只她一個，有幾個拍檔，大家有興趣的
話無任歡迎。”

王敏奕DIY甜蜜兌換券
王敏奕透露最初入行時，收入不多，於是便DIY一

疊兌換券給男友曾國祥做生日禮物，兌換的禮物是離不
開情侶之間的事，好似為對方“煮飯仔”，最終男友沒
有用過兌換券，但她都有為他入廚。問到男友有否DIY
禮物給她？她甜笑說：“他有自彈自唱給我聽，我一直
聽，但他唱得好好聽。”

胡定欣有客戶撐拿視后

苟芸慧澄清跟無綫仍有約

楊玉梅美國封后

林家棟想監製劇集

■■林家棟林家棟、、林德信及林德信及J.ArieJ.Arie等等1616日晚到中環宣傳電影日晚到中環宣傳電影。。

■■膽大的陳展鵬爬到繩網上拍照膽大的陳展鵬爬到繩網上拍照。。

■■楊玉梅奪得華語電影最佳楊玉梅奪得華語電影最佳
女演員獎女演員獎。。

■Bosco自爆
和無綫仍有一
年合約

■Bosco■Bosco和王敏奕即場和王敏奕即場DIYDIY牛仔褲牛仔褲。。

■胡定欣
獲大會送
上台慶獎
座蛋糕。

■一度對Bosco有好感的戴凱欣，近
日被指戀上金融界新歡。 資料圖片

■■苟芸慧否認苟芸慧否認
賠錢解約賠錢解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林家棟、林德信（Al-
ex）、J.Arie（雷琛瑜）及張繼聰16日到將軍澳電視城錄影
《兄弟幫》節目，並為下月上映的新片《死開啲啦》宣
傳。影片監製林家棟表示今次起用新人擔任導演、男女主
角，是想挑戰自己。除了忙於為《死》片宣傳外，家棟還
要到內地為兩部有份參演的電影宣傳，問到他是否豬籠入
水？他笑說︰“全部都是收友誼價，作為演員都是在等好
角色。”問到會否考慮回TVB拍劇？他坦白說：“我反而
想監製劇集，不然還拍四日四夜《大鬧廣昌隆》嗎？”

此外，錢嘉樂與胞兄為另一集《兄弟幫》錄影，為其
武師公會十一月開辦的特技動作演員訓練班宣傳，身為會
長的嘉樂說︰“我們這一行太耐沒有新血加入，不希望看
到青黃不接，所以相隔十年再辦訓練班，我這一代承傳了
成龍、洪金寶，希望吸納新血再一代傳一代下去。”嘉樂
又稱他開戲都會起用新人，很開心成龍已答應會給學員工
作機會。嘉樂透露日前陪太太覆診，醫生指BB女已有八
磅，原本預產期是本月尾，但現提前在今個星期內隨時
生，太太就希望順產，令他萬分緊張。嘉樂又搞笑說：
“其實我不太想BB女提前出世變處女座，因為處女座的人
有潔癖，我去完洗手間沒有洗手，我怕她會罵我！！”

另林家棟、Alex及J.Arie16日晚到中環出席電影的宣傳
活動， 戲中飾演港女的J.Arie透露其角色九成時間都十分
潑辣，又會怒扇Alex巴掌，問到Alex現實中可接受港女做
女朋友？ Alex笑說：“自己不是正常人，說話常跳線，所
以跟港女相處到。”提到其緋聞女友松岡李那，他即強調
對方不是港女，是日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黃長興在炮台山
開設的法國餐廳經營了五
年，近日發覺自己的夢想
和香港文化有出入，遂轉
營引入法國海鮮拼盤生
意，再注資多50萬重新開
舖，除了有長興太太和16
個月大的桐桐到場，其他
嘉賓有苟芸慧、高鈞賢、
杜德偉和太太、方力申、
何傲芝等到來支持。
長興新引入的海鮮拼

盤先作試驗性質，反應理
想便考慮在商場開舖，心
水地點是太古城，他不介
意貴租，最緊要是人流
多，但他強調開餐廳只是
副業，無綫工作才是正
業，現時他和無綫仍有一
年合約，稍後更會接拍李
添勝新劇，戲份不錯相當
期待。說到無綫要藝人加
簽以防流失人手，長興透
露：“將會談，如果公司

有好安排，我不介意簽長
約，在無綫已十年，公司
給予我不少機會，只是當
年自己未準備好，現時便
成熟得多。”近期鮮有出
席公開場合的苟芸慧，16
日見她明顯減磅，對於有
傳她被無綫要求解約兼賠
騷錢，苟姑娘最初不願多
談：“今日不想講公事，
我正在放假中，純以朋友
身份來撐長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無綫
台慶劇之一《張保仔》16日舉行船上大型
宣傳活動，洪永城、陳展鵬、陳凱琳與黃
智雯等人穿上戲服乘坐古典帆船在維港巡
遊，向尖沙咀及中環岸上的市民大打招
呼。眾演員在船上玩遊戲時，當陳凱琳
（Grace）在寶箱中要抽出嫁給誰，洪永
城即笑言不要抽到他，陳展鵬就笑指唐詩
詠不會放過洪，最後Grace抽到陳山聰，
山聰就笑道：“我不可以娶你，我又不是
Kelvin（鄭嘉穎）。”

《張保仔》成為台慶劇之一，洪永城
坦言無綫有一段時間沒有穿越劇，加上特
技效果應該可以吸引不少觀眾，對收視也
滿有信心，更豪言有40點收視會穿“波
叔”泳褲跳海。

陳凱琳簽約沒問嘉穎
近日有指無綫花旦、小生相繼離巢，

以強硬手段要求藝員簽10年長約，陳凱琳
也是其中一個。問到Grace是否簽了長
約，她說：“不想講有多少年期，因為合

約是好私人，我跟無綫的約是有一段時
間，在公司做演員有好多機會學習，亦可
以有多些經驗。”Grace坦言她自選港姐
後有再簽約一次，至於男友鄭嘉穎有否給
意見、她稱當時未認識對方，反而父母很
支持她簽約。對於陳瀅不簽約無綫，反而
在外拍廣告短時間內賺200萬，Grace認為
每人也有不同的工作，不能比較。

直言跟無綫已簽長約

陳展鵬：再續可拿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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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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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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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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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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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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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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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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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亦菲宋承憲“不能等”
《《第三種愛情第三種愛情》》提檔提檔925925

今日，電影《第三種愛情》宣布心動提檔9月25日全國上映，並發布了

壹款“愛不能等”版海報，主演劉亦菲與宋承憲浪漫相擁，迫不及待追求真

愛的心情躍然紙上。作為“雙檔期”中唯壹的暖心治愈純愛電影，《第三種

愛情》將用甜蜜氛圍包裹觀眾的整個假期，“菲承CP”也在這場別樣愛戀

中巧遇了《港囧》中徐錚與包貝爾組成的“光頭CP”，純愛與喜劇的碰撞

讓人期待不已。而據已看片的觀眾透露，影片遍藏驚喜滿意值百分之百。

電影《第三種愛情》由韓國著名導演李宰漢執導，竇霞擔當制片人，劉

亦菲、宋承憲、歐漢聲（歐弟）、孟佳、江語晨、趙壹銘主演，改編自

著名網絡作家自由行走的同名小說，講述了高冷律師鄒雨（劉亦菲飾）

與致林集團二公子林啟正（宋承憲 飾）之間坎坷有趣的愛情故事。

今日，片方公布了壹款“愛不能等”版提檔海報，宣布電影《第

三種愛情》將於9月25日登陸全國院線，搶灘中秋檔與國慶檔組成的

“雙檔期”。海報上女主角劉亦菲身著律師職業裝長發飄飄，眼角含

笑表情甜蜜；男主角宋承憲壹襲白襯衫盡顯男神本色，亦滿含笑意沈

穩有型。劉亦菲從背後輕偎在宋承憲肩膀，手臂環繞在前方，兩

人正如蜜戀中的情侶壹樣如膠似漆緊緊依靠，而畫面上則是隨風

飄散的落葉和羽毛，頗有幾分初秋的溫暖和浪漫，恰好代表了影

片暖心治愈的風格。

而作為“雙檔期”唯壹的純愛電影，《第三種愛情》自進入

宣傳期以來便廣受關註，許多正在準備假期計劃的觀眾也將觀看

該片列入了日常清單，不少網友表示：“假期出門人太多，宅在

家又太悶，靜靜地在影院看場愛情電影是最舒適不過的了。”

此前，片方已邀請壹部分觀眾舉行了內部試映會，觀影過程

中觀眾時而滿場大笑，時而默默落淚，情緒跌宕起伏。觀影結束

後，現場觀眾對影片給予了好評，並稱贊“全片滿藏驚喜”。有

位影迷感嘆道：“原以為從頭到尾都是甜蜜的氛圍，結果卻在無

法意料的環節笑料百出；原以為結局會讓人淚奔，卻不曾想最後

壹幀了還有巨大驚喜，真是壹部不會讓人失望的電影。”

看完這些影評後，諸多觀眾更加“坐立難安”，紛紛在網上

留言期待早日看到電影。據悉，為了滿足更多影迷的需求，片方

也將在不久後開啟全國巡回和大規模點映，屆時主創們也

將與觀眾們見面，具體安排請拭目以待。

電影《第三種愛情》由華視影視投資（北京）有限公

司出品，並聯合東陽派格華創影視傳媒有限公司、紅星塢

娛樂傳媒投資有限公司、S.M.CONTENT INVESTMENT

（韓）、北京永月東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華視盛典影業

（北京）有限公司、愛奇藝影業（北京）有限公司出品。

目前已提檔9月25日登陸全國院線。

《消失的愛人》花絮
黎明王珞丹現身不見林俊傑

由黃真真執導，黎明、王珞丹領銜

主演，林俊傑、張榕容、石修特別出演

的《消失的愛人》，自上周發布導演黃

真真幕後照之後，引起了眾多影迷的關

註，今日片方再度曝光壹組演員幕後

照，黎明和王珞丹首次現身，劇中角

色造型初見端倪，除了男女主角之外，

驚喜出演的林俊傑卻並未出鏡，眾網友

紛紛大呼“求現身”。

電影《消失的愛人》講述丈夫凱峰

（黎明 飾）整日沈浸在失去妻子秋捷

（王珞丹 飾）的痛苦中，經過靈媒指

點將消失的愛人重新喚回到身邊，然而

靈媒告訴凱峰壹個秘密，“只有愛秋捷

的人才會看見她，不愛她的人看不見，

而且不能讓她知道自己是靈魂，否則她

就會很快消失。”得知真相的凱峰只好

小心翼翼的守護著她，壹起過著“隱

秘”的生活，隨著時間的推進更是發

現了壹件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黎明和

王珞丹雖然是第壹次合作，但在電影

《消失的愛人》的整個拍攝過程中都配

合默契，導演黃真真透露兩人每天都會

與對方交流探討，非常情投意合，直呼

驚喜“黎明、王珞丹產生的化學反應，

完全超過自己的預期。” 正如今日曝

光的幕後照，可以看出黎明、王珞丹戲

裏恩愛相擁，戲外也是情投意合，兩人

拍戲過程中默契

十足。據了解，

黎明在本片中再

次純愛回歸，穩

重成熟，與“鬼

妻”王珞丹之間

的愛情部分讓觀

眾動容。從幕後

照中曝光的著裝

來看，王珞丹也

將 在 片 中 挑 戰

“輕熟人妻”，

脫去“小妞”的

稚嫩感，開始挑戰全新的角色類型，也

給觀眾帶來不小的期待。

近日，林俊傑因擔任“好聲音”夢

想導師而再次備受關註，自出道以來他

在音樂上的努力和才華有目共睹，而

《消失的愛人》是他第壹次真正意義上

以演員的身份現身大銀幕，作為林俊傑

的電影處女秀，得到了粉絲全面的追捧

和期待。在此次曝光的幕後照中，並未

看到林俊傑的身影，角色造型還未揭開

神秘面紗，激發了不少觀眾的好奇心。

據悉，林俊傑此次在影片中本色出

演，飾演癡迷音樂的制作人Jimmy，牽

手亞太影後張榕容，這對新鮮cp也不

時碰撞出愛的火花。除了自己的感情生

活之外，與“神秘”的黎明和王珞丹壹

家也產生了錯綜復雜的情感糾葛，以至

於對自身生活也會有所影響，成為揭開

影片懸疑謎底的關鍵人物。林俊傑表示

“被真真導演用心打磨的劇本所感動，

第壹次深入的參與壹部電影，對我來說

是壹次很大的挑戰，同時也讓我受益匪

淺。”

1990年的美國影片《人鬼情未了》

成為難以復制的經典，1999年的《星語

星願》也給觀眾帶來了難忘的感動，近

十幾年來，華語電影市場壹直少有“人

鬼情”題材的電影，也難有壹部讓人再

次銘記的“人鬼情”大片。由黃真真執

導的《消失的愛人》將“人鬼情”再次

帶回觀眾視野，更是加入了懸疑等多重

元素，頗具期待。據悉，電影《消失的

愛人》將於11月11日全國上映。

《剩者為王》曝特輯
舒淇：只是愛情還沒到而已

由舒淇、彭於晏主演的都市愛情電

影《剩者為王》近日曝光了舒淇特

輯，該片改編自落落的同名小說，由

滕華濤監制、落落導演，匯集了舒

淇、彭於晏、潘虹、金士傑、邢佳

棟、郝蕾、熊黛林等實力演員。在

曝光的這壹支特輯當中，舒淇不但

大方披露了自己的愛情觀，更

是在片場和彭於晏“花式秀恩

愛”，只見舒淇變成“彪悍大姐

頭”、彭於晏化身“跟班小男

友”，兩個人在拍攝間隙用相

互調侃、彼此撒嬌、以及“超

級熊抱”的方式，狠狠地虐了

壹把“單身狗”。

《剩者為王》講述舒

淇扮演的大齡剩女盛如曦

在愛情失意之時，愛上了

比自己小很多的公司同事

馬賽（彭於晏 飾），繼

而二人展開了壹場既糾

結又浪漫的姐弟戀。在

之前發布先導預告的

時候，舒淇出演的盛

如曦因為和小說中的女

主角相似度極高，

因而被網友們贊為

“神還原”。對此

舒淇自己卻透露，她其實和片中女主

角盛如曦完全不是壹個類型，因為自

己“已經過了那個年齡段”，不再會

像片中的盛如曦那麽迷惘那麽糾纏，

自己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麽。在特輯

的最後，舒淇用壹句片中的臺詞來概

括盛如曦和這部電影，“愛情本來就

應該在那裏，只是還沒到而已。”

在特輯當中，除了舒淇自曝愛情

觀之外，在片中壹直走“高冷”路線

的“盛如曦”小姐，在片場竟然是壹

個“搞怪達人”。只見她時而拿導演

的發型開玩笑，時而自己“搶麥”大

唱粵語歌，時而和彭於晏上演壹幕又

壹幕的“情景喜劇”，時而與彭於晏

片場相逢開懷熊抱，時而又對彭於晏

無情地進行調侃：“妳提名了金像獎

了不起了啊？”而彭於晏在“淇姐”

面前始終都是壹枚“暖男”，就連舒

淇捂住耳朵抱怨“妳很煩啦”的時

候，還是在壹旁不厭其煩地提醒“妳

出去要拿著衣服啊，外面冷。”引得

網友連呼“太虐了”、“單身的人簡

直傷不起！”

據悉，《剩者為王》將在11月上

映，屆時舒淇和彭於晏將在大銀幕上

繼續演繹這個溫情脈脈、愛意滿滿的

故事。

劉亦菲宋承憲真愛不能等 提檔9.25搶灘“雙檔期”

內部試映觀眾感動落淚 超前影評：全片滿藏驚喜

黎明王珞丹曝片場照
第壹次合作默契足

林俊傑大銀幕首次觸電
歌迷壹秒變影迷

《剩者為王》舒淇自曝愛情觀：
我不是盛如曦那樣的女子

舒淇彭於晏現場“高糖慘虐單身狗”
網友：求妳們停下來吧

歌手趙傳帶著女弟子Jennifer上
「華視天王豬哥秀」，跟演藝圈前

輩豬哥亮、陳亞蘭拜碼頭。Jennifer
一身黑色透視裝露出姣好身材，讓
豬哥亮看得目不轉睛直說： 「我豬
哥口水都噴出來了」。

趙傳20年前簽下第一位女弟子
黃嘉千，尋尋覓覓才終於碰上了擔
任他演唱會和聲的 Jennifer，挖掘

Jennifer成為他第二位女弟子，趙傳
專程從大陸返台，以師傅身分帶著
Jennifer上《華視天王豬哥秀》演唱
經典歌《我是一隻小小鳥》。

豬哥亮一看到身材曼妙的 Jen-
nifer，喜上眉梢大讚趙傳很有眼光
，還笑說： 「還好你沒帶黃嘉千來
，她已經是歐巴桑了」，逗弄全場
觀眾哈哈大笑。

豬哥亮見到長腿辣妹 Jennifer，
一聲聲 「水」沒停過，尤其Jennifer
的薄紗黑上衣隱約透出內在美，讓
豬哥亮猛拍胸口 「心臟差點快停了
」。

豬哥亮碰上個性木訥的趙傳，
大大展現豬氏幽默，頻拿趙傳長相
做文章，像是虧趙傳的單眼皮小眼
睛， 「眼睛閉起來了嗎？你睡著到

流眼油」。
趙傳無奈反駁： 「我是笑

到眼睛瞇起來，那是太好笑的
流眼淚」，豬哥亮還喜孜孜坦
承，自己最愛跟趙傳站一起，
因為 「站在趙傳旁邊瞬間變英
俊」，一度讓趙傳無法招架。

不過，豬哥亮也大讚，雖
然自己比趙傳帥氣， 「但歌聲
不如趙傳」，尤其趙傳聲音數
十年如一日永遠動人，在大陸
開個人演唱會歌迷人山人海，
讓豬哥亮嘆為觀止。

豬哥亮和趙傳比帥
自嘆歌聲不如

歐陽娜娜留台自學
放棄獎學金

距離 「金鐘50」還有9天，大
咖明星來不來仍讓製播方中視傷
腦筋，繼綜藝大哥大張菲不出席
、吳宗憲仍搖擺不定，找秀場天
王豬哥亮助陣成活棋。日前中視
高層拜訪豬哥亮求上金鐘後，16
日二顧茅廬、再登 「華視天王豬

哥秀」要人，這回遊說團加入電
視教父黃義雄當說客，果然人情
債難還，豬哥亮暫擱日前湊集臉
書50萬讚的許諾，哽咽點頭挺金
鐘。

豬哥亮日前許諾 「若金鐘粉
絲團有50萬讚就出席」，如今粉

絲團仍未達標，豬哥亮已答應出
席金鐘獎，不怕違背諾言粉絲不
開心嗎？他再提心中難解的結與
痛， 「不曉得50萬讚這麼難，對
不起粉絲，會盡力讓典禮好笑，
讓他們看看我夠不夠分量。」4年
前，他曾遭台北電影節主辦方指

「不夠分量」，未邀請他任頒獎
嘉賓。

豬哥亮願意出席，不但能典
禮添星光，即將擔任頒獎的人他
也可望炒熱全場氣氛，而這回
「老豬駕到」，豬哥亮稱要帶女

兒謝金晶、主持搭檔陳亞蘭走紅

毯，買一送二便宜了金鐘製播方
，而輩分重的豬哥亮要頒什麼獎
？金鐘製作人焦志方表示，還得
與豬哥亮的經紀人商量後續，但
據知安排他頒 「科學教育節目獎
」，風馬牛不相及，與豬的綜藝
形象落差之大，恐讓外界傻眼。

豬哥亮金鐘頒啥獎？
呃...竟是 「科教節目獎」

歐陽娜娜昨天被爆遭美國柯蒂斯音
樂學院（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開除
，父親歐陽龍出示學校證明澄清；母親
傅娟說，娜娜決定暫時不回美國，放棄
獎學金選擇自學。

台北市議員歐陽龍與藝人傅娟的二
女兒歐陽娜娜，因氣質和才藝出眾，被
不少導演看上受邀演出電影，但最近卻
遭爆料指她因 「外務太多而遭退學」。
歐陽龍與歐陽娜娜經紀人也親傳學校通
過獎學金申請證明，力證歐陽娜娜在校

表現優異，駁斥謠言。
不過傅娟今天發布聲明表示，娜娜

決定暫時不回美國，這是娜娜選擇的人
生規劃，她和歐陽龍全心全意支持。8
月 27 日向學校提出不回學校信函，選
擇放棄獎學金留在亞洲生活與學習，這
是深思熟慮後做出認為目前最好的決定
。

傅娟表示，娜娜從小背負父母光環
，受到很多屈辱，本以為出國就好，
「也確實在美國娜娜就只是她自己，轉

一圈回來，發現真正在說小話的人
，還是自己國家的人」。

傅娟說，上週在大女兒妮妮床頭看
到她最近看的書 「被討厭的勇氣」
，頓時淚眼濛濛，本以為個性大咧
咧的妮妮是不太會受閒言閒語影響
，原來不是沒傷痛，如何自我療傷
是她的功課。

她表示，翻出娜娜 14 歲時寫的信
「現在就是我最快樂的時候」，並

提到 「雖然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後會怎樣
，但是我永遠不會因為演戲放棄拉琴，
也不會因為拉琴放棄演戲，也絕對不會
因為拉琴或演戲放棄家人」。

傅娟說，謝謝媒體和朋友們關心，
感恩孩子都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知道生命是有苦有樂，知道自己抉擇要
自己負責，想要努力成為最好的自己，
重要的是她們心中都充滿愛，不會輕易
被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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