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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2015(Sunday)
【投資移民與工作簽證】

“Immigration Investor Programs and Work Visa”

Becky Yu 律師主講
Speaker : Becky Yu, attorney

活動時間 / Time：
11：00am-12：30pm

活動地點/ Location：
佛光山中美寺Chung Mei Buddhist Temple

TEL：(281)495-3100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http://www.houstonbuddhism.org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六十六周年成立六十六周年

喜迎國慶
喜迎國慶

盛世中華
盛世中華

群鷹視學眼科中心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Dr Ya Chin Bao (O D)

全新先進設備 醫術精湛周全
診治各類眼疾 青光眼專執照
幼兒視力保健 斜視弱視矯正
控制預防近視 精配隱形眼鏡

Tel: 713-270-9188
Fax: 713-271-9188
營業時間: 星期一、三、四、五、六
11:00am-6:30pm
星期二、日 公休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I
Houston, TX 77036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bellair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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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281-491-2199
Fax: 281-491-2332
營業時間: 星期一 - 星期五
9:00am-6:00pm
星期六 9:00-4:00 星期日 公休

1730 Williams Trace,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Hwy 59 & Williams Trace)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center@gmail.com

2015年鮭魚返鄉台灣教育展記者會
10月1日(THUR)上午11時
僑教中心

教育論壇開幕式
10月2日(FRI)上午9時30分
UH Downtown

台灣同鄉聯誼會舉辦國慶健走
10月3日(SAT)上午8時至上午10時
糖城蠔溪公園
4033 Texas Hwy6, Sugar Land,TX.77478

香港會館、龍岡公所舉辦國慶放風箏
10月3日(SAT)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糖城蠔溪公園

2015年鮭魚返鄉台灣教育展開幕儀式

10月3日(SAT)上午10時
僑教中心

2015年鮭魚返鄉台灣教育展
10月3日(SAT)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僑教中心

休士頓西畫社舉辦
國慶西畫展剪綵
10月3日(SAT)上午11時
僑教中心展覽室

光鹽社健康講座
陳康元醫師王琳博士主講腸道保健
10月3日(SAT)下午2時
華人聖經教會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TX.77036

休士頓僑界熱烈歡迎
2015年鮭魚返鄉台灣教育展訪美代表團
歡迎晚宴
10月3日(SAT)下午6時30分
珍寶海鮮餐廳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72

美南新聞【升大學講座】
10月3日（sat）上午10:00-11:00下午2:
00-3:00
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11110 Bellaire
Blvd,二樓）

第20屆休士頓亞裔彌撒
10月4日(SUN)下午2時30分
休士頓基督聖道天主教堂
Christ Incarnate Word Catholic Church
8503 S Kirkwood Rd, Houston,Tx. 77099

王麗純舞蹈學校舉辦
雙十國慶國際標準舞觀摩會
10月4日(SUN)下午6時30分
僑教中心大禮堂

2015 佛光山中美寺【未來與希望】講座
【投資移民與工作簽證】
10月4日（SUN）上午11:00-12:30
佛光山中美寺（12550 Jebbia Lin, Staf-
ford Tx 77477

衍易占卜第三級深研班
10月4日（SUN）& 10月11日（SUN）
下午2:00-6:00
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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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展十月蒞臨休城.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會長洪良冰希望能找出不在校聯會但
將蒞臨休城的七所大學在休斯頓的校友們,接待且支援自己的學校並共襄盛舉!

（本報訊）七所大學院校是: 中國醫藥大
學、中山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崑山科技
大學、國立東華大學、臺北醫學大學、樹德科
技大學

「鮭魚返鄉臺灣教育展」是由美國臺灣教
育中心主辦的每年一次的活動，目的是為促進
臺灣的大學招收僑生和外籍學生。本屆教育展
由美國臺灣教育中心主辦，駐休士頓經文處教
育組、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休士頓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協辦。

第四屆 「鮭魚返鄉臺灣教育展」將於 10
月2日和3日在休斯頓舉行。由臺灣12所大學
組成的臺灣高等教育訪美代表團將抵達休斯頓

舉行3天的交流訪問活動，美南大專院校聯合
校友會洪良冰會長敬邀各校友們踴躍參加，共
襄盛舉。

這次參加教育展的大學有銘傳大學、中國
醫藥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國
立交通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崑山科技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實踐大學、國
立成功大學和樹德科技大學等12所大學的代
表，由美國臺灣教育中心暨銘傳大學主導。活
動將為海外學生提供一次面對面了解臺灣頂級
大學的教學環境、課程特色、獎學金機會等留
學臺灣的資訊。10月2日代表團與休斯頓大學
聯合舉辦教育論壇，3日上午十點至下午五點

將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鮭魚返鄉臺
灣教育展」。

為做好這次接待和籌備工作，美南中國大
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目前正在積極準備各項事宜
，洪良冰會長希望也懇請不在校聯會的其他七
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高
雄醫學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國立東華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樹德科技大學等的大學院校在
休斯頓的校友們能與她連絡,積極的能夠踴躍
參與一起出席教育展和歡迎晚宴，共襄盛舉，
與臺灣教育展訪美代表團共敘舊誼。請聯繫：
洪良冰會長 電話:832-818-6688 email: nan-
cygri@aol.com並請大家告訴大家.

第二十屆的休士頓亞裔彌撒將於十月四日舉行
（本報訊）休士頓一年一度的亞裔彌撒，將於10月4日下午2:30

舉行，主題為基督家庭的聖化。舉辦地點在休士頓的基督聖道天主教
堂(Christ Incarnate Word Catholic Church)，地址: 8503 S Kirkwood Rd,
Houston, TX 77099。據了解，此一亞裔彌撒是居住在休士頓的亞裔天
主教友們，藉此機會與其他亞洲族群相聚，也被視為團結的象徵，其
中包括了越、菲、華、韓、印度、印尼等亞裔族群。彌撒中，教友們
將在天主台前再次體會天主對人類的愛。

來自大休士頓各地區的亞裔天主教友約計將會有上千人參加此次
的彌撒，大部分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移民。在彌撒中，教友們將感謝
天主提供在美國發展的機會，並將分享來自亞洲不同文化的豐厚，及

傳播天主的愛德。
彌撒是天主教最神聖的大典。休士頓亞裔彌撒的舉行，今年已邁

入第二十個年頭；此次彌撒將由休士頓教區的輔理主教George Sheltz
主禮。彌撒中除崇拜上主，並期待離鄉背井的亞裔教友們，能在休士
頓撒下福音的種子，讓亞裔族群的教會更有活力，將天主的愛帶到休
士頓每個角落。彌撒結束後還有各族裔表演節目和點心招待。歡迎教
友們及家人踴躍參加，也邀請有興趣人士一同來參加。

美華天主堂的地址為4650 Jetty Lane，近百利大道 在Kirkwood和
Cook 之間，從百利大道轉口處有AutoZone店標，電話 281-575-8855
。

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將於
十一月份舉辦”周末籃球聯
賽” 歡迎年滿 18 歲的青年
朋友自行組隊參加 即日起
開始報名 11/07/15 報名截

止日 每隊最八至十人每人
會員$30 (非會員 $50)每隊比
賽至少二場 於 11/14/15 開
始每周末下午比賽 (請穿著
同色有號碼球衣) 第一 二名

頒發獎金鼓勵
詳情請洽曹教練 713

271 6100 ext 132 or www.
ccchouston.org 查詢

（休士頓/秦鴻鈞） 「雙十國慶
籌備會」於週二上午召開記者會，
介紹今年將有一位國際級的玫塊大
師林彬來到今年雙十國慶活動的現
場，並在十月九日至十月十二日作
一系列的講座，中外 「玫塊花迷」
皆十分震動，預料將造成從未有的
轟動。

由傑出玫瑰育種專家林彬培育
生產，以中華民國 「雙十國慶」命
名的一種玫瑰花新品種，將在 10 月
10 日休士頓全僑慶祝雙十國慶系列
活動《玫瑰飄香》演講會中首次亮
相。據了解，以國慶命名的花卉，
在國際上尚屬首次。

林彬，出生於寮國的華裔。畢
業於台灣大學園藝系，1981 年移民
到美國；他所培育的玫瑰花如 「愛
與和平Love & Peace」在歐洲和俄羅
斯被命名為 「普爾曼東方快車」，
全世界至少約有 50 萬株分布在各地
栽培，深深受到玫瑰花迷的喜愛。

過去 20 多年中，林彬和他的團

隊已經培育出 47 個優秀品種，並繼
續為喜愛玫瑰花迷們提供豐富多彩
的選擇。據了解，林彬所培育的玫
瑰花獲獎無數，其中有三項榮獲全
美玫瑰 AARS(All-America Rose Se-
lections)，其中包括 「愛與和平」
（2002 年）、 「白日夢」（2005）
和 「彩虹冰糕」（2006 年） ，同時
也贏得了北愛爾蘭兩項金牌，日本
的最佳盆花獎和 11 項波特蘭最佳玫
瑰獎。而他的 「逸美玫瑰」系列之
一 「梅西的榮耀」被選為梅西百貨
公司的百年慶花；還有杏色，高芯
的 「世紀」也被明尼蘇達州的首府
看上，成為慶祝聖保羅市百年慶的
祝福。

主辦此一演講活動的小花博活
動召集人黃以法表示，能請到國際
知名的玫瑰大師來到休士頓舉行演
講，機會相當難得，歡迎玫瑰花粉
絲踴躍參加，演講會將於10月10日
中午、下午舉行，中、英文各一場
，地點在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休士頓全僑慶祝雙十
國慶籌備會主委黎淑瑛也
說，林彬先生玫瑰育種經
歷豐富，不僅擔任全美玫
瑰選拔委員、荷蘭海牙玫
瑰選拔裁判等要職， 歷
經 20 幾年玫瑰育種生涯
，曾三度獲得全美玫瑰金
牌及新英格蘭玫瑰金牌、
北愛爾蘭國際玫瑰金牌、
美國十大最佳玫瑰與其他
無數崇高獎項， 並因表
現傑出獲頒 「玫瑰爵士」
的殊榮。 平時也常在雜
誌或專欄中分享育種經驗
，是一位極為傑出的玫瑰
育種專家。能邀請他發表
精闢的演說，分享玫瑰的
育種現況，是今年雙十國慶系列活
動亮點之一，相信能帶給參與的朋
友們很多寶貴啟示。而她個人則非
常期待一窺以 「雙十國慶」命名玫
瑰的廬山真面目。

名稱：休士頓全僑慶祝雙十國
慶系列活動《玫瑰飄香》演講

講者：玫瑰育種專家、皇家玫
瑰爵士(Sir Knight Ping Lim)林彬

日期：2015年10月10日(六) 中
文演講12:00am 英文演講2:00pm

地址：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

方式：請上 HCHC 休士頓華人
園 藝 協 會 官 網 報 名 ： http://www.
hchc2015.org

誠摯邀請您的蒞臨~

（ 本 報 訊 ） " 休 士 頓 UFO 學 會
(HOUSTON UFO ASSOCIATION )，將於
10日4日星期日下午3時至5時，在王朝商
場二樓的華美銀行會議廳，舉辦第十次專
題演說，該會是華人在HOUSTON 首創的
UFO 現象研究社團，每次都有最新主題及
有關最近發現UFO 的消息，歡迎加入！ "

休士頓UFO學會
專題演說

（本報訊）大腦和腸道系統是緊密相連的
，交互影響，甚致可以被看作是一個系統。大
腦固然會影響消化功能，然而科學家發現，通
過飲食改變腸道細菌也會影響大腦功能。除了
食物的選擇以外，陳康元醫師和王琳博士將會

以多元角度討論
腸道的保健，如
何免疫，增智，
又抗癌!

光鹽社健康講座, 免費入場。會後備有簡單

的茶點, 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如果您無法出席，
可上網點擊上面的鏈接， 在網上收看。如有任
何問題請email lsahouston@gmail.com

主題： 腸道保健: 免疫,增智,又抗癌!
講員：陳康元醫師 王琳博士
時間：10月3日星期六下午兩點
地點：華人聖經教會(文化中心斜對面)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77036
網上現場直播： 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15412139/events/4387026

（休士頓/秦鴻鈞）佛光山
中美寺繼 「中美文化講座」之後
，今年又新開設 「未來與希望」
系列講座，多談一些與大家生活
習習相關的主題，自九月六日首

次推出系列講座（一） 「追求夢
想」，如何申請大學 「SAT」之
後，本週日（十月四日）上午十
一 時 至 十 二 時 半 ， 將 再 邀 請
Becky Yu律師主講 「投資移民與

工作簽証」，講座為免費進場，
歡迎各界有需要人士踴躍前往聽
講，活動地點就在中美寺。

「中美寺」地：12550 Jeb-
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圖為圖為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工作人員合影工作人員合影，，週二記者會上週二記者會上，（，（左起左起））工作人員陳月燕工作人員陳月燕，，張紹張紹
華華，，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黎淑瑛主委黎淑瑛，，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主任莊雅淑主任莊雅淑，，座談會負責人黃以法及座談會負責人黃以法及
工作人員何真工作人員何真，，周華周華。（。（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傑出玫瑰育種家林彬傑出玫瑰育種家林彬 1010月月1010日舉行日舉行《《玫瑰飄香玫瑰飄香》》演講演講
玫瑰新品種將以玫瑰新品種將以 「「雙十國慶雙十國慶」」 命名命名 ，，以慶祝以慶祝104104年雙十國慶年雙十國慶

2015佛光山中美寺 「未來與希望」 系列講座
本週日Becky Yu律師主講 「投資移民與工作簽証」 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周末籃球聯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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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驛站

O02_洪秀柱後援會_募款_C_F Full 達福社區

【本報記者
劉昭宏】達福地
區僑社洪秀柱
競選總統後援
會，於九月十二
日〈週六〉晚上，
在華人活動中
心舉行正式成
立大會募款造
勢。數百位僑界
人士到場，共推
僑務諮詢委員
牟呈華為總召
集人。會上提供
洪秀柱親筆簽
名的 T-shirts 和
領衫以及競選
領衫義賣募款，
並播放洪秀柱
專為達福地區
支持者錄製的
談話和獲提名
時的演講影片。

主 持 活 動
的洪秀柱競選
總統後援會副

總幹事孟敏寬致詞說明，後援會
的籌備會早於六月底時成立，之
後洪秀柱在七月十九日的國民
黨全體黨代表大會獲得黨正式
提名，參選過程至今波折不斷，
非常需要支持者展現出更多的
支持熱情和力量，希望達福地區
僑社也能有所貢獻。感謝牟呈華
出面召集領導，為此地僑社提供
凝聚支持力量的平台。

當天大會上眾人一致共同
推舉牟呈華擔任達福地區洪秀
柱競選總統後援會總召集人。牟
呈華立刻宣佈，邀請谷祖光擔任
後援會總顧問，李小濱擔任後援

會總幹事兼財務，孟敏寬擔任後
援會副總幹事兼文宣，李巾英、
朱勵、韓維新、葛兆涵、雷筱鳳、
丁玉琦等人擔任後援會聯絡人，
張志榮負責網路。

李小濱表示，據了解由於洪
秀柱競選經費上並沒有得到國
民黨部的奧援，資源相對急迫，
達福地區後援會希望能募集到
臺幣一百萬約三萬多美元，提供
贊助洪秀柱競選義工的餐費。丁
玉琦說明，要回國投票，如果在
臺灣還保留有戶籍，屆時直接到
戶籍所在地投票所投票即可，如
果只有護照，則必須提前申請且
必須護照有效日期超過六個月
以上，申請書及相關問題歡迎大
家找他。

當天活動會上提供洪秀柱
親筆簽名的 T-shirts 三件、簽名
領衫六件以及競選領衫三十六
件義賣，由於回應熱烈很快即被
認購一空，其中牟呈華夫人和岑
元驥先生各以一千元溢價認購
一件。對於募款進度，李小濱估
計，當晚T-shirts、領衫義賣總共
超過四千，其他募集至目前已有
九千多，加起來已經達到目標三
萬的將近一半。

孟敏寬表示，競選 T-shirts
和領衫後援會已經請臺灣競選
總部再提供寄來，沒買到的可以
先登記到時可優先取得。此外，
未來臺灣競選總部計劃派人來
達拉斯，屆時後援會會配合舉辦
有更大場面的造勢活動，歡迎大
家持續支持。負責網路張志榮校
長表示，達福後援會的網頁及臉
書都已經設好，歡迎大家利用以
瞭解相關動態並別忘要按贊支
援。

大會上捐款踴躍大會上捐款踴躍

達福僑社洪秀柱競選總統後援會成立募款造勢

達福地區洪秀柱競選總統後援會正式成立達福地區洪秀柱競選總統後援會正式成立，，眾人合影眾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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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两性健康

（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对 11～18岁的青少年

进行的性健康教育。这是整个性教育的关键阶段。

主要向青少年传授科学的性知识，纠正与性有关的

认识和行为偏差，树立健康的性意识。在性生理和

性心理教育的基础上，将重点置于性的伦理道德、

法制、情感、审美、人格等的素质培养教育上。吴阶

平教授对此有过精辟的阐述：“青春期教育是针对

青少年进入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特点进行的，从总

体上说是人格教育、人生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遵纪守法教育、性知识和性道德教育等

方面的综合性教育。”“性知识教育可以指导青少年

保持性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而性道德教育则能够帮

助青少年在顺利完成青春期转折过程中建立起高

尚的情操；在性观念上的自尊、自重、自爱教育，有

利于青少年人格的健全发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

读本》的代序《献给青少年朋友们》)

青春期性教育的兴起和迅速发展是现代教育

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的确立却有一个争论不休的

曲折过程。其争论主要表现在 3个方面：

1、无师自通与必须师教。持“无师自通”观点的

人认为，孩子长大后，有关男女间的事情，他们自然

而然地会知道，不必去唤醒他们，开展性教育是多

此一举。持“必须师教”观点的人认为，性是人类最

基本的生物学特征之一，人类的性和动物的性不

同，不单纯是两性间肉体的结合，具有人类的特征，

已表现为人化、文明化和社会化，要使男女的行为

规范适应社会的需要和道德要求，必须进行性教

育，培养正确的性观念，而不能“无师自通”。

2、封闭保护与顺应教育。持“封闭保护”观点的

人认为，性知识不应用语言文字向青少年传授，青

少年不谈性是道德纯洁。持“顺应教育”观点的人认

为，青春发育是人生必经之途，由于性成熟而出现

对性知识渴求和对异性向往是自然的。随着年龄增

长，增多与异性交往是正常的，是不以人们意愿为

转移的。结合身心发育特点，在青春期进行性知识、

性心理、性道德等教育是顺应自然和社会需要的。

如果封闭了正确的性知识，不但不能起保护作用，

反而使青少年从其他渠道接受片面的、似是而非的

以及色情淫秽的内容，因而会妨碍青少年身心健康

的发展。

3、诱发与引导。持“诱发”观点的人认为，性教

育会造成性刺激，性知识传授反而起到诱发乱搞性

关系的作用。有了“问题”再进行教育为时不晚。持

“引导”观点的人认为，青少年中出现的性越轨现象

决不是接受了正确性教育而诱发的。相反，正是因

为没有得到正确的指导教育，才误入岐途的。性教

育与性刺激不难区分，性教育内容与色情淫秽内容

完全相悖。色情淫秽内容是故意激起性欲，以带性

刺激的色情描写和淫乱行为的画面，使人因强烈的

性兴奋而激动得无法自制，诱使青少年丧失理智并

陷入性罪错。性教育内容则是以客观的态度，告诉

青少年必须掌握的科学性知识，能使他们理智地知

道应该怎样来对待自己的性问题。如果发现问题再

进行教育、纠正就非常困难，已受损害的身心健康

再要恢复就需要花出许多倍的力量。

沿革 青春期性教育经历了一个由禁到放的曲

折过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可划分为 4

个阶段。

一、倡导阶段(1949年 10月～1977年) 这一时

期提倡进行性教育。周恩来总理在 1963年对北京

市高校应届毕业生的讲话中，提到要破除性的神秘

感，对学生进行性知识教育。1963年在全国卫生科

技规划会议期间，他指示要适时地对青少年进行青

春期性卫生知识教育。1976年，周总理在病危期间，

再次强调要把青少年性卫生教育搞好。但在实践中

阻力很大，性教育仍是这一时期学校、家庭和社会

教育的禁区。

二、兴起阶段(1978～1984年 8月)这一时期对

性的旧观念开始破除，逐渐打开性教育的禁区。国

外性教育信息逐渐传人，中国开始有较多性教育和

性学书籍出版，报刊上亦有有关文章发表，从性医

学、性社会学、性教育学等不同角度阐述了在青春

时期进行性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北京、上海等

地少数学校的教师结合本校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自

编教材进行性教育尝试，取得了成效，积累了经验。

三、发展阶段(1984～1987 年) 这一时期，开始

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性教育试验。对青春期性教育

的时间、内容、途径、方法和原则进行了试点。在此

期间，北京、上海等地召开了青春期教育研讨会，对

青春期教育的地位、作用、目的、任务，以及课程设

置和师资培训等进行了探讨。1988年上海市八届人

大常委会通过的《上海青少年保护条例》，首次以立

法形式，规定了家庭、学校进行青春期教育的任务。

四、推广阶段(1987年起至今) 这一时期，国家

教委已把青春期教育正式列入学校的教育计划。

1988年 6月国家教委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

召开现场会，提出了具体实施的步骤与方案。1987

年起“青春期教育研究”课题被列为教育科研的国

家 教

委 级

重 点

研 究

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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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召

开 了

3 次

全 国

青 春

期教育理论和实践研讨会，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

青春期教育的理论体系奠定了科学基础。

性质其涵义体现在独立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

1、独立性。青春期性教育已作为独立学科存

在，其他学科无法取代。它运用生理学、心理学、社

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美学、法学和医学等学科知

识创立和建设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学科都涉及

到青春期性教育的某个方面，但没有一门学科能取

代它。

2、特殊性。青春期性教育的研究对象为 11～

18岁的青少年，属人生的“第二次诞生”与“第二次

断乳”的特殊阶段。根据此阶段身心发展的自然规

律，给以相应的、特定的青春期性教育。它的特殊性

是将青春发育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统一起来，亦

即将人的自身发展需要与社会发展需要统一起来，

这是青春期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的特殊宗旨。

依据当代青少年在成熟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

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成熟的不同步性，与此同

时，开放的社会文化加速了青少年性意识的发展。

这些都是开展青春期性教育必须了解的情况，同时

中国的法律、法规也为开展这一教育提供了依据。

性成熟前倾与社会成熟滞后的矛盾。

根据 90年代中期的最新研究成果，其矛盾性

表现如下：

1、性成熟前倾。中国女孩月经初潮平均年龄是

13 .38岁，比 60年代提前 1年。中国男孩首次射精

平均年龄是 14.43岁，比 60年代提前 2年。首次出

现关心性的事情、性冲动、手淫、性梦幻以及想接触

异性身体等心理体验的平均年龄在 14～16 岁之

间。开始初恋、约会、拥抱、接吻、爱抚、性交等性行

为出现低龄化倾向，男女两性无明显差异。青少年

发生性失误的现象增多。

2、社会成熟滞后。由于性本能和缺乏性健康教

育，加上社会性自由倾向误导，多数青少年除了具

有性是人皆有之的正确认识外，还认为中学时期谈

恋爱可以互相帮助，有的还付诸行动。这与中国国

情决定的社会规范是不协调的。一般情况下，中国

青少年从性萌动到性成熟时产生对性的自然需求，

直至能够发生为社会承认的合法性行为，需要等待

10～15年。在这段时间里，要努力学习文化和技术，

培养作为合格社会成员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因此，

在学习文化技术的同时，必须学会正确处理性的困

惑，积极培养良好的性适应能力与健康性意识。

对于上述矛盾可以有 4种选择：

1、升华，是指性情感的抒发能够符合自己和社

会所能接受的范围，求得象征性满足，把自然的本

能需要升华为社会的理性需要，他们在性的自然性

与社会性的矛盾中适应良好。

2、压抑，是指在矛盾面前找不到恰当的途径，

但又理智地感到对性的需求必须抑制，因而伴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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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

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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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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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3、 早

恋，是

指 不

顾社会舆论和长者的劝阻，已经开始恋爱。他们因

此分散了学习和上进的精力，影响了青春时期应该

完成的人生课程。过早的恋爱可以影响一生的事业

成就和个人幸福。

4、失误，是指有些青少年在强烈的性诱惑情况

下，急于模仿成年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偏离社会

规范的性行为，乃至怀孕、人工流产或生孩子，感染

性病，损害了身心健康。更有甚者因此堕落、犯罪，

甚至毁灭。

社会影响青少年的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影响

青少年性意识和性行为的因素有 3个方面：

1、大众传媒影响最大，占 70%以上；

2、周围的人物，如老师、父母、朋友和同学等，

占 20%左右；

3、学校课程影响甚微，仅占 4%。据青少年们自

述，报刊杂志、影视、文艺书籍等社会性信息有最强

烈的刺激和诱惑，仿佛使他们进入一个使人神往的

奇妙世界，体验着从未有过的复杂感情。尤其对外

来文化良莠不分，有时还有性无知的干扰，因而造

成性观念和性行为的偏离。

法律法规依据。

实践证明，青少年能否顺利地渡过青春期与青

春期教育实施是否得当成正比。因此，中国有关的

法律中对青春期教育有明确规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 年 4

月 12日)第 8条规定：“……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需要和儿童、少年身心发展的状况，确定义务

教育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课程设置……”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

年 9月 4日)第 13条规定：“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

的教育方针，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

美育、劳动教育以及社会生活指导和青春期教育。”

三、《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

作的通知》(1988年 12月 25日) 中有关中小学德育

工作的内容第 5 条规定：“进行道德教育和良好心

理品质的培养……中学阶段是学生身体逐渐发育

成熟的时期，要结合生理、心理卫生教育适时地进

行青春期道德教育。”

四、《中学德育大纲》(1988年 7月)有关德育基

本内容第 7条规定：进行“青春期心理卫生和性道

德教育，男女同学真诚友谊的教育。”

五、《关于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1988

年 8月)中，国家教委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全面部

署了这一教育方案。

目标。帮助青少年认识和适应青春期身心的

急剧变化，能够正确、理智地对待性问题，树立健康

的性观念。引导青少年理智地认识对社会、对祖国

的责任和义务，懂得青春期是为成人、成才打好基

础的最佳时期，珍惜青春年华，努力把自己培养成

为祖国的有用人材。

任务。通过传授科学性知识，帮助青少年解除

青春期困惑，提高性本能社会化、文明化的程度，把

性生理和性心理需要同社会道德原则结合起来成

为日常生活准则，使青少年行为方式符合社会发展

与社会行为规范，做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

内容 。兼顾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形成

“三理结合、自我保护、提高素质、同步教育”的框

架。“三理”，指性生理发育与保健、性心理发育与保

健、性道德伦理的培养。“自我保护”，指青少年学习

和运用《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保护自己，警

惕和抵制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的诱惑与腐蚀，防范非

法行为的侵害。“提高素质”，指不仅是传授性知识，

还必须阐明人类的性与动物的性的区别，性与人类

文明社会的关系，青春期的社会意义，青春期自尊、

自爱、自律和自强等良好素质的培养。“同步教育”，

指几方面的教育内容紧密联系，构成一个不可分割

的整体，共同体现了青春期教育的本质。

途径。应由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齐心协力，

创造一个文明、科学、健康的性文化环境。在性问题

上必须有一个有规律的、不能中断的、循序渐进的

教育指导过程。

一、家庭是青少年赖以生存和成长的地方，家

庭中虽然没有系统的性知识指导，但父母对子女的

性启蒙，对进入青春期的子女特殊的关心爱护，解

释子女的性提问，以及父母及家庭成员对待性的言

行举止就是无声的示范，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影

响着青少年健康性观念的形成。

二、学校是青少年学习性科学知识的主要场

所，应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的性教

育。它是家庭教育的延伸、继续与提高。学校教育应

把塑造健全的人格放在首位，健全的人格是健康性

观念的依托，而健康性观念又是健全人格的重要组

成部分。教育方法可开设青春期教育课程、青春期

教育讲座，开展心理辅导和青春期教育系列活动

等。学校青春期教育能引导青少年理解性对人生的

意义，以形成正确的异性观、恋爱观，而健康的性观

念对支配、调节性行为，正确把握学业、事业、爱情

的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

三、社会文化以生动、形象为特点吸引着青少

年，因此在社会文化的发展建设中要注意建立健

康、文明、科学的青春期文化，使之符合青少年特

点，这对青少年健康性观念的形成起着引导作用。

原则。尊重、理解、关怀和引导是青春期性健康

教育的方针和原则，应遵循：

1、性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

2、适时、适度、适当的原则；

3、不激发性欲的原则；

4、尊重隐私的原则；

5、共性与个性相结合；

6、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帮助相结合

青春期性教育不容忽视

電腦輻射導致脫髮

引起脫髮的原因很多，在社會精神壓力和不科學的生活方式，
巨大的精神壓力下，焦慮、失眠、煩躁、惶恐、緊張，導致神經
系統紊亂，消化系統紊亂，免疫力低下，內分泌失調，從而引起
脫髮，但要警惕了電腦輻射有可能導致脫髮。

電腦輻射可能是脫髮的一個原因，但並不是主要原因。
引起脫髮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社會精神壓力和不科學的

生活方式。巨大的精神壓力下，焦慮、失眠、煩躁、惶恐、緊
張，導致神經系統紊亂，消化系統紊亂，免疫力低下，內分泌失
調，從而引起脫髮。

生活沒有規律、夜生活沒有節制，生物鐘紊亂，使許多人的神
經系統和腸胃難以承受而造成嚴重腎虛導致脫髮。

脫髮主要分兩種類型：一種是神經性脫髮，一種是脂溢性脫髮
神經性脫髮包括斑禿，全禿和普禿，在頭皮的任何一個部位都

可能發生，這類脫髮的病因是 「虛症」，表現在頭上，因為內傷
「七情」（指喜怒憂思悲恐驚）外感 「六淫」（指風寒暑濕躁

火）使氣血失合，運行不
暢，不能營養頭髮，造成
局部毛囊的供血障礙，使
毛囊缺血缺氧，營養斷
流，迅速大面積脫落。

第二種是脂溢性脫髮，
一般稱禿頂，是一種毛髮
進行性退化的現象，開始

頭油頭屑多，頭皮癢，繼而在梳頭和洗頭時脫髮嚴重，頭頂兩鬢
的毛髮逐漸稀少，纖細發黃發乾，長不長，脫髮區的頭皮變薄，
光滑，毛孔逐漸閉鎖。女性則表現為滿頭瀰漫性脫髮，一般
5-10 呈禿頂狀。

此病多因精神負擔過重，用腦過度，喜食厚味，煙酒刺激等，
使身體內蘊濕熱，同於濕熱上蒸，使頭部分泌的油脂過多，在頭
皮恆溫和氧氣的氧化中變成脂肪酸，被頭皮毛囊再吸收，破壞了
毛囊的上皮細胞，使毛根的結締組織毛球受脂肪酸的侵蝕和壓
迫，造成毛根深部組織的缺血缺氧，在領導層和知識分子中較多
見。

中醫認為，頭髮生長的好壞與腎，肝和氣血有直接的關係，腎
為先天之本，精血之源。生髓主骨，其華在發。肝主血，血虧則
發枯。由此可見無論何種脫髮，均與肝滯腎虛有直接關係，治脫
髮應首先補腎虛。

每個愛美的女性都希望自己有美麗的翹臀，那麼，你知道美臀的四個
法則嗎?讓我們一起來學習吧!

美臀法則一：美臀飲食
想讓臀部變得結實，避免鬆弛與下垂，首在飲食原則是必須減少動

物性脂肪的攝取。食用過多的奶油或乳酪，不僅易使血液傾向酸
性，讓人易於疲勞，也會讓脂肪囤積於下半身，造成臀部下垂，所
以最好以大豆之類原植物性蛋白質，或是熱量低且營養豐富的海鮮
為主食。

在蔬菜方面，南瓜、甘薯與芋頭這些蔬菜富含纖維素，可以促
進胃腸蠕動，減少便秘機率，進而創造纖瘦且健美的下半身。再
者，營養素的選擇也很重要。許多女性都有上半身纖瘦但下半身
臃腫的困擾，此時就得反省自己的日常飲食，是否有含鉀量不
足的缺點。

醫學研究表明，足量的鉀可以促進細胞新陳代謝，順利排泄
毒素與廢物。當鉀攝取不足時，細胞代謝會產生障礙，使淋巴
循環減慢，細胞排泄廢物越來越困難;加上地心引力影響，囤積
的水分與廢物在下半身累積，自然造成臃腫的臀部與雙腿。

解決這個難題有兩個要點：減少鈉與增加鉀的攝取。過量的
鈉會妨礙鉀的吸收，所以必須少吃太鹹與太辣的食物，這些都
是鈉的來源。至於鉀的補充，就以青菜、水果為主食吧!糙米
飯、全麥麵包、豆類與花椰菜，這些食物含有大量的鉀元素，有
助於排除體內多餘水分，令你的下半身更窈窕。

美臀法則二：美臀運動
英國著名健身專家古代爾提出下到簡易美臀運動：

1、面向下俯臥，頭部輕鬆地放在交叉的雙臂上。
2、緩緩吸氣，同時抬起右腿，在最高處暫停數秒，然後邊吐氣

邊緩緩放下。
3、在胎腿時需注意足尖下壓，並且臀部不能離地。盡量將腿伸

直、抬高，你會感到臀部正在收緊。
4、重複上述動作20次，然後換腿。每日進行一次。

美臀法則三：美臀障眼法
為了美化臀部線條，呈現提高與緊繃的效果，善用束褲是必要的。依

不同臀型，束褲的選擇原則如下：
臀部大者：應選擇褲襠較深的長型束褲，以包住整個臀部，並修飾腰

線。千萬不要選擇盡寸較小的束褲，以免贅肉被擠出來更不雅觀。
臀部下垂：通常大腿的贅崩也會下垂，所以在補強臀形時，也必須考

慮大腿的部分。建議選擇面料結實、支持力強的束褲。
臀部扁平：此類型臀部主要缺點在於腰部至臀部間的曲線爾缺立體

感，所以必須穿有附墊的內褲，才能看起來挺立有型。
牛仔褲立大功。某些款式的牛仔褲會特別經意臀部至大腿的剪裁，能

夠呈現托高臀部的效果，而且使雙腿顯得更修長。
美臀法則四：趕走橘皮組織
所謂橘皮組織，是當脂肪細胞增加的速度大於消耗速度，再碰上新陳

代謝障礙，過多的脂肪細胞就會在肌膚皮下組織處群聚堆積，反應在肌
膚表面就是凹凸不平，猶如橘皮一般的現象。

想避免，或解決已出現的橘皮組織現象，可以由內到外雙管齊下來
進行。內在方面當然是以健康的飲食與有規律的作息為要，同時多喝
水（注意：一定是無色無味的純水）。水可以借排汗與排尿帶走人體
內產生的細胞廢物，使微循環健康順暢，以及淋巴排毒功能正常化。
淋巴系統排毒功能若發生障礙，就會導致脂肪細胞增大，使局部發生
腫脹。

外在護理則不妨採用保養品與接受沙龍療程。近幾年流行的Slimming
Product纖體產品雖無法使橘皮組織百分之百隱於無形，卻可以藉著強化
肌膚新陳代謝，使皮膚更光滑、更結實，若能與良好的養生原則搭配，
將取得收事半功倍之效。岐

提醒你最好在沐浴後立刻使用纖體產品，因為高溫可使毛孔張開，增
加保養品的吸收速度。兩且要堅持每日早晚使用，才能收到良好的效
果。再者，定期到沙龍接受按摩，可促進下半身淋巴循環，減輕浮腫，
塑造健美的臀。選擇薄荷、金花與甘菊之類可消除腫脹的植物精油來按
摩，兼具輕盈與提神之功效，非常合適。

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性感美女全方位打造美臀4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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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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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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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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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黎耀祥、傅嘉莉、裕美與單立文9月
30日為無綫新劇《財神駕到》試造
型，首次擔正做女主角的傅嘉莉，坦
言知道做主角後開心到哭出來，感謝
公司給予機會及愛錫她。黎耀祥透露
劇中角色是個窮鬼，住劏房之餘老婆
又走佬，幸得財神來打救。笑問祥仔
是否與女主角傅嘉莉發展“父女
戀”，他笑言沒有感情線，劇中也只
有樊亦敏會暗戀他。有指新劇會安排
做明年賀歲劇，祥仔變相做了福將，
他說：“不關事，未來半年觀眾都會
見到我，因為《梟雄》就快上。”劇
接劇的祥仔會否少了時間陪家人，他
表示兒子有意到美國讀書，現在也忙
應付入學試，反而可以逃離兒子的魔
掌。
傅嘉莉透露最近與無綫簽了經理

人合約，笑言是一個合理的年期，希
望自己有新的開始，問她初嘗做女主
角有否壓力，她說：“一定有，但劇
中演員都很好，祥哥又會跟我分享經
驗。”對於網友讚她在《張保仔》中
的演出比陳凱琳更好，傅嘉莉說：
“不會，我都看到自己有很多不好的
地方，仍有改善空間。”
被指整容的裕美再三解釋只是近

期瘦了20磅，因為她隔天都會跑步7
至10公里。問她被指整容有否不快，
她說：“沒所謂，信我的人會懂看，
不信的講什麼都會懷疑，自己問心無
愧就可以。”

傅嘉莉
首擔正開心到喊

香 港 文
匯報訊（記
者 吳文釗）
田蕊妮與魔術
師甄澤權9月
30 日到商場
出席化妝品牌
宣傳活動，二
人合力表演魔
術之外，阿田
更大開金口獻

唱，贏得觀眾一片歡呼聲。
剛於周一生日的田蕊妮，

表示原定沒計劃慶祝，她笑道：
“因為公司送了一張早上6點通告
給我，但拍檔祥仔（黎耀祥）都有送
驚喜給我，搞了一個小型派對和切蛋
糕，空檔時間就有粉絲來見面。”問
到老公杜汶澤有何表示，阿田稱老公
身在外地開工，但很有心地透過助手
送禮物，她說：“好感動，禮物是什
麼不重要，難得他有這份心思。”原
來老公送了一件阿田喜歡很久的乾濕
褸，她笑言以後想買什麼都會跟老公
說，並笑道：“我現在很想買樓，他
聽到一定嚇到不敢回港。”提到生日
願望，阿田希望要做今年“視帝”，
觀眾看《無雙譜》看得開心，不要被
她的男裝扮相迷倒。至於化妝品牌年
前突然全線結業，阿田表示當時覺得
很可惜，因為好用的產品沒人生產，
她說：“現在我已有習慣，好用的東
西會買多些，萬一停產後都仍有得
用。”

田蕊妮生日收褸
望下次收樓

■右起：傅嘉莉、黎耀祥及裕美為
新劇試造型。

■■田蕊妮田蕊妮

影片將於聖誕上映，跟西片《星戰 7》對撼，子丹
說：“我都有份演出《星戰 8》，哪部好都沒所

謂，最重要觀眾鍾意。”提到被張晉傷鼻，子丹指當
時他將反起的皮移回原位便繼續拍攝，現在仍有疤
痕。戲中子丹並會跟世界拳王泰臣合作，他興奮的

說：“拍攝前都擔心對方不是拍慣電影，會記不到預
早設計的招數，若中對方一拳真是會死，所以我都想
好招數要怎樣避，都有諗定踢佢下陰同掃腳呢啲招，
拍攝時對方真是忘記了，感受到對方的拳風，幸好最
後都沒有事。”他又指大家因合作而成為好友，臨別
那天對方亦依依不捨。張晉表示跟子丹合作學了很多
電影以外的東西，收穫好大。
今集阿Lynn再次演子丹的太太，她表示最難忘

是拍一場掌摑子丹的戲份，第一、二次都不敢用力，
到第三次就大力去摑，打到子丹塊臉紅了。子丹就笑
言被摑到暈。對於Lynn9月30日的性感打扮，子丹
笑問她是否去錯地方：“因為戲入面阿Lynn演葉問
太太，係好保守。”

千語稱林峯禁太性感
露背上陣的千語，自言不敢效法阿Lynn的穿

法，加上男友林峯也不會批准，因怕她會走光。提到
有報道指她與男友豪花十五萬港元買廚具？千語否認
道：“在港來來去去都是那些地方，很易被拍到。”
提及Angelababy與黃曉明將於上海舉行婚宴，

阿Lynn表示要看時間，至於禮物亦未諗到。正在蜜
運中的她被問到可有結婚計劃？阿Lynn坦言已屆適
婚年齡，並直言希望有人開口求婚。她又指男友未向
她求婚。

不敢直望不敢直望 Deep VDeep V 熊黛林熊黛林

子丹子丹笑問笑問
是否去錯地方是否去錯地方

不敢直望 Deep V 熊黛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電影《葉問3》9月30

日於九龍灣舉行“煞科宴x預告首播記者會”，導演葉偉

信偕同演員甄子丹、張晉、熊黛林（Lynn)、吳千語及老

闆黃百鳴出席，會上首播預告片，子丹跟張晉更拿着“八

斬刀”合照，身穿白色Deep V露背短裙的Lynn，性感得

連丹爺都笑言不敢直望，又笑問她是否去錯地方。

■■甄子丹和張晉道具刀擺出有型甫士甄子丹和張晉道具刀擺出有型甫士。。

■■熊黛林以開胸超性熊黛林以開胸超性
感打扮登場感打扮登場，，連子丹連子丹
都笑言不敢直望都笑言不敢直望。。

■■電影公司老闆黃百鳴表示對電影公司老闆黃百鳴表示對《《葉問葉問》》系列有信心系列有信心。。

■熊黛林背後
亦大有乾坤。

新華社電中國華策影視集團近日在美國洛
杉磯與多家美國影視公司和影視人才洽談合作，
宣佈將投入3億美元與美國極光影業合作拍攝12
部面向全球發行的影片。

華策影視集團總裁趙依芳日前與極光影業總
經理漢密爾頓簽署合約成立合資影視公司，計劃
在未來幾年投資3億美元共同開發和製作12部影
片，並面向全球發行。
華策與極光影業聯合開發的12部國際影片

有望充分利用雙方資源，製作既符合華人口味，
又具世界市場的電影。這12部電影將在未來幾
年陸續上映。

漢密爾頓曾與成龍和甄子丹等多位中國影
人合作。他說：“我們希望和華策建立起長期
的合作夥伴關係。基於華策對中國文化和市
場的了解，他們可以給予我們創作上的意
見，和我們溝通交流，共同完成獲得中美
觀眾喜愛的電影。”在未來的合作中，漢
密爾頓期待雙方可以開發出包括喜劇、動
作和科幻片等多種類型的優質劇本，充分利
用雙方的優勢資源來製作全球觀眾喜聞樂見的
電影作品。
此外，華策影視集團還與《蝙蝠俠》系列和

樂高電影的製片人邁克爾．烏斯蘭敲定了未來4部
中美影片的全方位合作協議，並涉及電影衍生品
開發。

華策影視與美國公司

敲定影片合拍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即將於本月8日舉辦婚
禮的黃曉明和Angelababy，昨天喜糖禮盒曝光。在這份
少女心滿滿的粉色禮盒中，不僅有甜蜜恩愛的西式美
照，還有教主和Baby身着中式禮服的可愛簽名婚照，不
忘中國傳統風俗，更有包裝精美的大紅喜餅、喜糖。除
了這些“標配”禮品外，禮盒中一罐看起來有些與眾不
同的糕點引發了網友好奇。

這罐貼着“愛的心意”標籤的曲奇上有如下字樣：
“這份特殊的愛心曲奇，由南京愛心機構的殘障人士親
手製作，他們經受過長期而有效的職業康復培訓，已具
備重返社會的能力。現為您獻上這份愛的禮物，希望您
也能與‘黃曉明&楊穎’一起關注並支持殘障人士。謝
謝，感恩！”原來，這罐曲奇並非像傳說中一般由大品
牌商家贊助，而是來自諸多殘障人士的親手製作，只以
這場大婚愛的名義喚起公眾對殘障人士的關愛和幫助。
據悉，為了幫助這些經過培訓已經有了生存技能的

殘障人士，黃曉明夫婦選擇自掏腰包買下這些味道甜美
的曲奇餅乾和美味的喜餅作為喜糖禮盒的一部分贈送給
親朋好友，意在借此機會喚起更多人對殘障人士的愛
心，給他們一次重返社會，靠自己的手藝生活下去的機
會。

被鹿稱呼“Baby姐”崩潰
此外，內地人氣綜藝節目《奔跑吧兄弟第三季》發

佈會9月29日在深圳舉行，Baby、鄧超、鹿、陳赫等
7位跑男成員正式亮相。身穿
短裙的Baby現場更是跟鹿
學舞蹈動作。 Baby更調侃
稱：“自從小鹿加盟跑男，
真心覺得我們顏值終於提升
了，整天看着這群叔叔只能
嘆氣。”但當鹿稱Baby為
“Baby姐”時，Baby崩潰表
示：“原來我也成姐了！”

■■曉明和曉明和BabyBaby身穿中式身穿中式
禮服拍婚照禮服拍婚照。。

■■禮盒有由殘障人士禮盒有由殘障人士
親手製作的曲奇親手製作的曲奇。。

曉明Baby大婚禮盒曝光

《精靈旅社2》開畫表現強勁

或刷新9月票房紀錄
《精靈旅社2》《實習生》《綠色地

獄》等新片在北美開畫。《精靈旅社2》

在9月25日開畫當天在全美3754家影院砍

下1325萬美元的票房，相比第一部的首日

票房高出20%。而上一周的票房冠軍《移

動迷宮2》呈現出疲軟態勢，以411.5萬美

元位列周五票房榜第三。

《精靈旅社2》由導演格恩迪· 塔塔科

夫斯基、亞當· 桑德勒、賽琳娜· 戈麥斯、

安迪· 薩姆伯格等原版人馬回歸創作，在

本集中，德古拉的女兒和人類男孩有了愛

情的結晶，德古拉也當上了外公。而精靈

旅社裏的一切似乎都有了微妙的變化：德

古拉那死板的“僅允許怪物進入”的酒店

規則徹底靠邊站，精靈旅社終于向人類敞

開大門……

《精靈旅社》曾在2012年打破過美國

9月開畫影片的首日票房紀錄，而續集票

房成績超越前部，對于片方索尼和主演亞

當· 桑德勒來說都是個利好的消息，因爲

兩者合作的暑期大片《像素大戰》票房慘

敗。《精靈旅社 2》有望在本周末囊括

4600 萬 美 元 票 房 ， 遠 遠 超 過 預 期 的

3500——3800萬美元的首周末票房。而這

一成績也有望創造9月份開畫電影的新的

票房紀錄。同時，本片也有望突破亞當·

桑德勒主演電影的首映票房新高，在此之

前，他主演的《最長的一碼》在2006年上

映首周末收獲了4760萬美元。

本周另外一部上映新片，由羅伯特·

德尼羅、安妮· 海瑟薇主演的《實習生》

本周五將622萬美元的票房收入囊中，這

一成績略低于導演南希· 邁耶斯上一部作

品《愛很複雜》的710萬美元的開畫成績

。《實習生》有望在本周末坐收1500萬美

元。

由伊萊· 羅斯指導，延遲上映已久的

小成本恐怖片《綠色地獄》本周五在1540

家影院砍下147萬美元票房，成績不及預

期。上周五預先以IMAX形式上映的災難

大片《絕命海拔》在本周五全面上映，影

片本周五在全美拿下400萬美元的票房，

高于之前230萬美元的預期成績。而在本

周末，環球有望憑借本片再度收獲1300萬

美元的票房。

繼三位原版《捉鬼敢死隊》

的主演都要回歸新版《捉鬼敢死

隊》之後，影片導演保羅· 費格

又在自己的社交網絡上爆料稱，

“令人激動的西格妮· 韋弗也會

加入到影片的劇組之中”。不過

，據外媒透露，韋弗的角色並不

會有很多的戲份，只是一個小配

角。這一點和埃涅· 赫德森、比

爾· 默瑞以及丹· 艾克羅伊德的回

歸是一樣的。

自從重啓《捉鬼敢死隊》的

計劃上馬以來，就充滿了變數，

曾拍《捉鬼敢死隊》和《捉鬼敢

死隊2》的原導演伊萬· 雷特曼表

示不願再執導第三部。此後，制

片方更換了影片的編劇，並且開

始重寫劇本。原版的《捉鬼敢死

隊》由比爾· 默瑞、埃涅· 赫德森

和丹· 艾克羅伊德主演，講述了

三位以科學技術研究鬼怪的大學

教授，成立以科學儀器進行捉鬼

的公司“Ghostbusters”，爲市民

們提供捉鬼的服務的故事。影片

于1984年上映，當年上映後十分

受歡迎，收獲了全球2.38億美元

的票房。並獲第57屆奧斯卡金像

獎最佳視覺效果、最佳原創歌曲

三項提名。曾在美國電影學會所

選出的“AFI百年百大喜劇電影

”榜單中名列第28名，續集《捉

鬼敢死隊2》則在1989年推出。

按照計劃，保羅· 費格的女

性版《捉鬼敢死隊》由梅麗莎·

麥卡西、克裏斯汀· 韋格、凱特·

麥克金農、萊斯莉· 瓊斯、克裏

斯· 海姆斯沃斯等主演。將于

2016年7月22日上映。

根據法國雜技藝術家菲利普· 帕蒂親

身經曆改編的電影《雲中行走》近日發

布了數張幕後照和劇照。在幕後照中，

影片的導演羅伯特· 澤米吉斯看起來非常

忙碌，他不僅要和演員們說戲，而且還

要和劇組討論一些特技鏡頭的拍攝方法

。而他的那個雙手舉起，大拇指放下的

動作在幕後照裏出現了多次，似乎是他

本人的一個習慣性動作。而在新的劇照

中，迎著朝陽走在鋼絲上的約瑟夫· 高

登-萊維特也顯得異常壯觀。

影片故事線是比較傳統的情節劇

，講述了法國人帕特來到美國，與朋

友一起缜密調查規劃最終實現走鋼索

這一壯舉的過程。該片翻拍自 2009 年

獲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大獎的《走鋼

絲的人》，講述 1974 年法國雜技藝術

家菲利普· 帕特（Philippe Petit）的經

曆，他在紐約世貿大樓間搭鋼索逐夢

，産生念頭到完成壯舉，他缜密調查

規劃，突破層層關卡，前後花費六年

半的時間。

作爲今年紐約電影節的開幕片，

《雲中行走》備受影迷的關注，而紀

錄片《走鋼絲的人》也拿到了奧斯卡

最佳紀錄片獎，這就更加爲影片增加

了看點。羅伯特· 澤米吉斯與克裏斯·

布朗共同爲影片編劇，約瑟夫· 高登-萊

維特擔任主角，斯蒂夫· 斯塔基、傑

克· 拉普克和澤米吉斯任制片。目前，

《雲中行走》已經確定在 9月 30 日小

規模上映，比 10月 9日的大規模公映

提前了一周多的時間。

《捉鬼敢死隊》再曝演員

西格妮·韋弗將扮配角

《雲中行走》新照發布
“囧瑟夫”驚險走鋼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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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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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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讓孩子進電視圈嗎？
近來為了金鐘紛擾，訪

問綜藝大老王鈞，他憂心忡
忡說，未來最擔心的是電視
圈人才進不來，年輕人不再
抱有理想，這會是最大的問
題，他反問我一句： 「如果
你的小孩要進這圈子當記者
，你願意嗎？」我想了幾秒
，終於無力地回他： 「不願
意，我不會鼓勵他進來。」

「經費」和 「人才」確
實是電視圈兩個最大問題，
前者是因，後者是果。這些
年，我們不斷談大陸娛樂業
有多發達，但在某些程度上
，仍在不自量力的訕笑大陸
什麼都沒有，只有金山銀山
堆出來的氣勢，靠大筆資金
向各國知名節目買版權，沒
有自己創意照本宣科做出華
麗節目，而台灣有的是想法
，缺的只有錢。不過拉長戰
線去看，未來台灣不僅缺的
是錢，即將走到連創意都沒
有的一步。

怎說？大陸在花錢買版
權做選秀節目 「我是歌手」
、競賽節目 「奔跑吧！兄弟

」、實境節目 「爸爸去哪兒
」的同時，雖然是依樣畫葫
蘆，但大陸製作方卻在日積
月累中，讓自己的人學會怎
麼去做大型綜藝節目，就像
學書法的人，不會天生就會
寫出一筆好字，剛開始多會
拿出顏真卿、柳公權等人的
作品來臨摹，先照著一點、
一捺、一撇抓到絕竅後，再
從其中找到自己喜愛的風格
。

陸方，正提供許多舞台
，讓導播、攝影、編導、製
作，電視人大量進行臨摹階
段，從歐美、荷、韓等國家
優質節目中學到如何製作節
目的精神和方式，未來不久
後，甚至其實已經能開始創
作出自己的風格。反觀台灣
，近年只在幾張凳子中讓工
作人員去學做規模小、沒想
法的談話性節目，少了當年
許多大型綜藝製作的歌、舞
、訪、模仿等需要大量創意
的舞台，兩相比較之下，王
鈞憂心的 「人才」培育問題
，已正悄悄發生。

台灣綜藝有 5 大大老級
的製作人，包括黃義雄、王
鈞、王偉忠、郭建宏和薛聖
棻，黃義雄很多年前就開始
談人才青黃不接的問題，薛
聖棻幾個月前甚至以 「老闆
」之姿，把自己 20 多年的
資歷打掉重練，赴北京去做
「最美和聲 3」當再職進修

學習對岸做節目的精神，回
來以 「大開眼界」形容，而
過去張小燕期下經紀大將，
也是林志玲電影經紀人閻柔
怡，也在前幾年赴北京打拚
。她曾感嘆說： 「和大陸人
工作，就是當我們還在執著
什麼，他們的想法已經在另
一個地方了，速度快到我們
幾乎跟不上。」

很殘忍，很現實的，台
灣的娛樂圈就像國際地位，
從當年所謂的四小龍之首，
被小情、小愛、小確幸推落
到不知所謂的地方。在娛樂
圈裡工作，你會發現，不只
是幕前藝人、幕後工作人員
全面停滯不前，連
媒體記者、經紀公

司，大家最常感嘆的是沒人
才可以接上，王鈞問 「為何
你不願親人或子女做記者這
行」，很簡單，因為一個新
進記者的薪水和 20 年前的
記者相比，竟然是少的，而
且地位低落，常被各界罵到
不堪的程度。

一個大學剛畢業，有想
法的年輕人，如今還會選擇
進錢少、差多、每天庸庸祿
祿不知忙什麼的工作？我猜
，許多人還沒走到這扇門，
就已轉身離開，更多才進門
不久就受不了辛苦，選擇盡
早換行業，男怕選會行，女
怕嫁錯郎，所以記者界近年
變動如潮，一批人來，一批
人走，往往 10 個人裡留不
下1個，過去報社尋才，一
堆人丟履歷來擠破頭想進來
，曾經招考 100 人，竟有 3,
000 人報名考試，但如今有
些報社主管想破頭要找人，
卻發現根本沒人想做。

回到台灣綜藝圈，10多

年來都在談話性節目裡打
轉，每天看到名嘴罵人，
藝人談家務事、聊小孩、
夫妻吵架，談美容、聊保

養，或是命理星座，不是說
這些節目不能做，而是大型
綜藝節目愈做愈少，檯面上
最多是中型節目，根本沒讓
藝人或工作人員有機會上陣
練兵磨槍。你如何能要求一
個只做過談話性節目的人去
承製大型綜藝、大型晚會、
甚至大型演唱會？

工作人員連做都沒做過
，會的是跟通告咖順順要講
的內容，內容不夠精采再用
編的編出來，要藝
人照著說就可以，
等出了事，藝人再
牽手跟大家低頭道
歉，說句 「這是節
目效果，不是真心
的。」

黃子佼、陶子
、小 S、曾國城，
這些檯面上中生代
藝人都何其有幸，
過去有過許多例如
娛樂新聞、大型綜
藝舞台讓他們累積

主持經驗，最終一路走到娛
樂頂峰的位置，未來在綜藝
大哥大姐們因時間而離開後
，還有機會接上，但試問，
這 20 年電視圈大型節目一
個少過一個，新秀只能靠上
談話節目通告，未來能再接
中生代的棒子者還能有誰？

做節目的經費就像水，
當一株花沒了水，葉子會慢
慢枯萎，但沒了人才，就如
土地沒有養分，最後植物會
從根會直接爛掉，電視圈的
未來，令人感到憂心。

爭議不斷的第 50 屆金鐘獎收
視成績出爐，吳宗憲砲火四射的
引言，和沈春華搭檔頒獎果然拿
下收視最高峰，整段平均為3.41；
黃子佼和前女友小S、曾寶儀的大

和解拿下第二，
收 視 為 3.27， 兩
段演出成功點亮
金鐘晚會高點。

中視連續3年承
辦金鐘獎，前年
總 平 均 2.35， 去
年 2.57， 今 年 則
上 升 到 2.75， 總
觸及收視人口約
318 萬 5 千人次。
而星光大道部分
平 均 0.87， 主 持

人岑永康和張佩珊認真表現成了
近年負評極少的一組，30 日兩人
上公視李四端 「愛的萬物論」，
張佩珊透露 「其實一下現場，我

就心情低落，因為念錯了
兩組人的順序」，岑永康
說： 「這屆走紅毯的超過
500人，佩珊因為流程錯誤
而小失誤，我覺得沒什麼
，而且她馬上更正了。」

據悉，因為這次次可
圈可點的表現，讓岑永康
、張佩珊在金鐘後就接到
年底尾牙秀主持邀約。

這屆金鐘會前爭議不斷，典
禮時更高潮迭起，結束後吳宗憲
為了評審爭議及引言點名傷了豆
花妹引起陣陣漣漪。和吳宗憲、
黃子佼同時入圍 「綜藝節目主持
人獎」的黃韻玲說： 「我跟憲哥
都是天秤座，知道他那種莫名其

妙的正義感，想到什麼就不顧一
切衝了，但這屆金鐘同時重視音
樂和娛樂，我以音樂性入圍，憲
哥以娛樂入圍，佼佼同時兼具，
獎當然最後頒給他。」

黃韻玲說，她曾上過吳宗憲
、黃子佼入圍的節目， 「上黃子
佼節目要多做功課，上吳宗憲節

目要想辦法跟上他的節奏，兩人
都很好笑有趣，也都是讓人放心
的主持人。」她認為兩人功力不
分上下，取捨在於評審喜好，吳
宗憲近日仍砲火猛烈，黃子佼卻
早雲淡風清，他說： 「得獎隔天
，我就已經放下了。」

吳宗憲毒辣引言吳宗憲毒辣引言
飆上金鐘飆上金鐘5050收視最高點收視最高點

黎明雙片聯合宣傳 與韓彩英、耿樂組成“雙CP”
由黎明主演的兩部電影《不速之客》和

《消失的愛人》在京舉行聯合發布會，前者

宣布定檔今年11月27日，而後者則正式提檔

11月6日，兩部同月上映的影片拋開競爭關

系，首次舉行聯合發布會，開創了行業先

河。雙方兩部影片同時發布了海報預告片物

料，類型化明顯，讓人充滿期待。

繼2003年的《無間道3》之後，時隔12年

來，《不速之客》成為天王黎明首度出演的

懸疑犯罪類型片，而且這次出演的還是由韓

國創作團隊創作的電影。黎明表示，他跟韓

國團隊合作可謂駕輕就熟，之前就有在韓國

工作的經歷，這次跟韓國團隊合作非常愉

快。而曾與多位影帝合作過的耿樂，在《不

速之客》中與黎明的合作則備受影迷期待。

另外，曾憑借電視劇《豪傑春香》、《藍色

生死戀》等而為廣大中國觀眾所熟悉的韓國

藝人韓彩英，則在《不速之客》中出演女壹

號，與兩位主演都有不少精彩戲份。

在香港四大天王中，黎明可以說是最與

歲月無幹的了，這麽多年來壹如既往的俊朗

帥氣，壹如既往的瘦削挺拔，天王風采正如

當年。從影片之前發布的劇照結合此款預告

片來看，西裝筆挺顏值高強的黎明與韓式風

範人氣爆紅的韓國明星韓彩英搭檔的“天王

美人”帥靚CP。韓彩英表示黎明是自己壹直

以來的偶像，這次能跟黎明演戲，可謂實現

了壹直以來的夢想。即使有親熱戲，也顧不

了老公的感受了。不過從本次發布的定檔海

報和預告片來看，黎明與耿樂在影片中的關

系似乎更令觀眾好奇，是否兩人在片中有更

復雜糾結的“情愫”？在影片上映前，這些

都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黎明、韓彩

英、耿樂之間的“雙CP”組合，將成為影片

最大的看點之壹。

發布會上，《不速之客》導演林大雄攜

主演黎明、耿樂、韓彩英等全陣容集體亮

相，影片宣布定檔的同時還曝光了壹款定檔

海報和壹支“重口味”版預告片。定檔海報

以夜色降臨下的都市街頭為背景，從海報畫

面來看，耿樂從急剎停的車中走出來，面帶

殺氣，而前景中壹個身著襯衫西褲、緊握拳

頭的男性背影則與耿樂呈對峙狀態，火藥味

濃重，壹場對決似乎即將展開。結合影片劇

情來看，背影中的男性很可能是黎明飾演的

角色，而兩人在影片中也極有可能上演壹場

精彩的“雙雄對決”戲。比較有意思的是，

這款定檔海報用剎車印碾壓出“11.27”的上

映信息，也頗具創意。

首度曝光的這支預告片，則以令人屏息

的緊張氣氛貫穿始終，輔以片中精彩的飆車

戲份和部分口味較重的“限制級”畫面，讓

看過預告片的觀眾都大呼“沒看過癮”。而

三大主演黎明、耿樂和韓彩英也終於在這支

預告片中齊齊亮相露臉，盡管影片劇情發展

仍神秘叵測，但這支短短1分鐘的預告片，畫

面節奏由慢到快，懸疑飈車動作等元素奔湧

已讓人有點喘不過氣來。另外，天王黎明與

耿樂之間耐人尋味的對決場面以及與韓彩英

的下落，也引發了更多懸念。

電影《不速之客》由韓國新生代導演林

大雄執導，林導曾因執導過影片《老師的恩

惠》而被中國影迷所熟悉。發布會上，林大

雄導演也坦言，由於自己是第壹次來中國拍

攝電影，所以從籌備到拍攝的過程都非常用

心，再加上和黎明、耿樂及韓彩英這樣優秀

的演員合作，他對影片的質量和市場前景都

充滿了信心。而曾成功監制了多部韓國賣座

影片的金牌監制安兵基，亦在本片中擔任監

制壹職，這也是安導首次監制華語影片。近

來，包括《烈日灼心》、《解救吾先生》等

在內的壹批華語犯罪題材影片，均取得了非

常良好的市場和口碑效應，《不速之客》作

為下半年國內影市最被期待的犯罪類型影

片，在中韓兩國金牌班底的合力協作下，相

信會給觀眾帶來不小的驚喜。

而這部電影的第壹出品方，拉近影業是

國美控股參股的壹家全新影視公司，在此次

發布會上也是首次亮相。國美控股集團表

示，國美電器作為首席營銷合作夥伴、國美

在線作為首席電子商務合作夥伴，自發布會

後到上映兩個月的時間內，將結合國美1714

家實體門店、國美在線、移動端，進行O2M

全渠道全網絡推廣，開通國美在線購票綠色

通道、實體店影音區電影預告片播放及其他

更深層次的電影營銷活動等，相信將為《不

速之客》的熱映和票房發揮積極的作用。該

片由拉近影業有限公司、稼軒環球影業有限

公司、奇想電影、果實電影聯合出品，即將

於11月27日在全國公映。”

陳學冬張藝興造小孩
《從天兒降》發DNA海報

由魏楠、魏民執導，郭敬明監制，

章子怡、魏楠擔當制片人，陳正道任藝

術總監，陳學冬、張藝興、姜雯、李小

璐、張瑤、於小偉以及“帥霸天”歐陽

俊文主演的科幻喜劇電影《從天兒降》

將於 12 月 4 日全國公映。繼此前公布

“小鮮爸來了”制作特輯後，片方於今

日又曝光了涉及影片關鍵內容的親子鑒

定DNA海報。海報上帥霸天與陳學冬飾

演的辰默、張藝興飾演的樂意基因相似

度均高達99.9999％，讓兩位躺槍，坐實

“雙爸親生”傳聞。影片劇情走向也再

度“神升級”，引發網友熱議。

繼此前“小鮮爸來了”制作特輯曝光

後，今日電影《從天兒降》再次追加片中

兩款關鍵的DNA海報。海報以親子鑒定的

報告風格，展現了兩位小鮮爸與萌娃的關

系。讓人驚訝的是，鑒定結果壹欄赫然顯

示：生物學遺傳關系成立！帥霸天與陳學

冬、張藝興兩位鮮爸為父子的可能性都是

99.9999％。這種鑒定結果讓網友紛紛表示

“我知道的太多了”。

陳學冬版鑒定報告上顯示，來自星星

的帥霸天在基因上繼承了地球人鮮爸陳學

冬的暖萌基因，然而比傲嬌的他更加傲

嬌，達到了傲嬌Plus。中二體質卻與“親

爹”冬冬成兩個極端，性格缺陷自行修復

，情商值爆表。而張藝興版的鑒定報告則

透露出帥霸天全面“復制粘貼”了藝興爸

爸的顏值並帥氣分裂，在繼承萌蠢無邪人

人愛的同時，智商也急速突變甩開三傻小

綿羊直達讀心術水平。

鮮爸基因如此強大，作為兩大男神合

力“造”出的神娃，帥霸天集呆萌酷炫於

壹身，智商情商雙商爆表，有顏值又蠢

萌，傲嬌高冷卻又成搞怪表情帝。總之透

露的信息概括成兩個字便是：完美。

對於幾日前曝光的“小鮮爸來了”特

輯，網友反響強烈，除了大呼“哎~呦~

餵~妳們太逗了”、“看花絮都已經笑死

了”，更是被結尾姜雯壹句輕描淡寫的

“所以…是…妳們倆生的？”洗腦，紛紛

炸裂。封之為“槽句之神”，齊齊表示

“最後壹句跪”、“我裝作沒聽清的樣

子”。甚至連導演魏楠都前來加把火：

“冬冬和藝興這交情是我見證的，保證瓷

瓷的！”更引發觀眾新壹輪解讀。

而今日親子鑒定DNA海報的曝光，

則更加坐實帥霸天“雙爸親生”之猜

測，使得劇情走向愈發撲朔迷離。而結

合電影“科幻喜劇”的類型標簽，越來

越使人腦洞大開捉摸不透，也更期待正

片的上映。

二人的“親兒子“帥霸天究竟從哪

裏來？他又要到哪裏去？他與萌萌噠的

鮮爸潮媽之間又發生了什麽天馬行空的

神奇故事？電影《從天兒降》由北京星

光燦爛影視文化有限公司、中國電影股

份有限公司、樂視影業（北京）有限公

司、青年電影制片廠、北京麥特文化發

展有限公司出品。影片將於12月 4日暖

冬上映。

黎明再演犯罪題材
與韓彩英、耿樂組成“雙CP”

定檔海報上演“雙雄對決”
首款預告再現黎明“無間道”風采

中韓兩國金牌班底打造
國美投資首部電影11月亮相

親子鑒定DNA海報曝光
陳學冬張藝興“親生”帥霸天

劇情走向再度“神升級“
腦洞大開引發網友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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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於10月16日上映的電影《魔卡行動》，今

日曝光了壹支30秒預告和壹支制作特輯，在充滿異

國情調的米蘭街頭，壹場老街收購大戰壹觸即發。影

片由上海影酷數字院線有限公司出品，上海華宇電影

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出品並攝制，喬任梁、張馨予、任

達華、白凱南攜手意大利國寶級女星瑪莉亞聯合出演，

橫跨上海、米蘭兩地取景，唯美風光盡收眼底。

老街收購曲折連連 孰明孰暗難辨正邪
預告片以米蘭標誌性建築開篇，白凱南飾演的杜

豪金豪言“這條街屬於我不屬於妳”，可以窺探出這

場收購之戰中的暗潮湧動。隨後，各路人馬輪流登場，

任達華飾演的紳士富商李正華，表面與杜豪金壹決高

下，背後卻密會神秘人不知意欲為何；喬任梁和張馨

予飾演的小情侶攜手街頭狂奔，追趕他們的又會是何

方勢力；喬任梁關鍵時刻與誰殊死搏鬥，每壹個細節

都暗藏玄機，也讓觀眾不禁想去影院壹探究竟。

中意兩國超強班底 聯手打造混血大片
隨30秒預告壹起曝光的制作特輯裏，意大利街

頭美景讓人眼花繚亂。湛藍澄明的天空下，巴洛克風

格的意大利建築比比皆是，隔著鏡頭似乎都能觸摸到

米蘭的浪漫氣息。在這樣如畫般的風景下，雖然劇情

設置裏的地產收購商戰風起雲湧，可主創班底幕後花

絮卻是趣事多多。任達華的翩翩風度，瑪莉亞的綽約風姿，喬任梁的

詼諧活潑，張馨予的甜美清新，白凱南的搞笑連連，都讓人感受到了

劇組裏的歡樂氛圍。據悉，當劇組來到意大利拍攝時，曾面對了比國

內拍攝多不知幾倍的困難與阻礙，時間、人數和拍攝地點上都受到了

壹些限制，但為了使影片每個環節都能符合高標準嚴要求。片方還是

頂住了巨大的壓力堅持拍攝。並且在細節上做到壹絲不茍。服裝上要

求造型組壹定在米蘭選購，要和角色的身份愛好相適應；景點拍攝也

堅持實景拍攝，不用棚布替代，把最好的都要呈現給觀眾。今秋10

月，《魔卡行動》帶妳在大銀幕上暢遊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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