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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穩保險

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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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隨著 「韓
劇」風行於世界各地，那些肌膚似
雪，有若絕世佳人的韓國美女所用的
化粧品，也隨之在世界各地造成風
潮 。 位 於 十 號 公 路 與 Blalock 交 口
「大華超市」（99 Ranch Market）一

進門口的（Ceci Cosmetics）為了慶祝
一年一度母親節的來臨，已推出一系
列 化 粧 品 禮 盒 ， 豐 儉 隨 意 ， 如
「WHOO 后」與 「OHUI」等著名

品 牌 的 化 粧 品 ， 尤 其 「WHOO
后」，更是仕女們趨之若鶩的美麗
「秘密武器」，根據該店的負責人告

訴記者：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夫人就
是使用 「WHOO 后」的品牌，難怪
習夫人一出現，總是各攝影， 媒體

及大眾矚目的焦點，
WHOO 後是來自韓國的韓國頂

級宮廷護膚名品，是屬於LG的生活
健 康 著 名 化 妝 品 牌 。 2003 年
“WHOO 後”品牌於韓國上市，源
自宮廷的獨秘配方，讓廣大的韓國女
性為之瘋狂與傾心。

“WHOO 後”的品牌價值與理
念，就是對高品位、高格調之美的追
求。當歲whoo品牌LOGO月追溯到
時間隧道遙遠的彼方，對於身為絕世
佳人的皇後們來說，宮廷美容秘方
——拱辰丹，可謂是供奉給她們最為
珍貴的寶物，它造就了不施脂粉亦可
生輝的皇後們那高雅清麗的面容。經
過數百年、數千年的傳承，拱辰丹的

效果經歷了歲月的驗證，
並經現代科學的輔佐，而
成為今世“WHOO 後”
品牌的核心成分。2006年
9月，“WHOO後”品牌
在中國華麗登場。目前，

其在中國的形像專櫃已達數十個，遍
及中國最為出眾的時尚都市。而此次
傾情登陸休市，加之品牌新代言人：
韓國影視天後李英愛小姐的完美詮
釋，必將引領宮廷韓妝的新潮流。

自 2003 年 品 牌 誕 生 至 今 ，
“WHOO 後”始終倡導以現代科學
為依據，融合神whoo化妝品秘的宮
廷秘方與東方醫學為一體，應用韓國
LG 化妝品研究所的尖端科學技術，
以及大韓韓醫皮膚科學會古老傳承，
再現專為肌膚開發的宮廷美容秘訣的
神秘處方，為亞洲女性帶來最適合東
方人肌膚的美容盛宴。

“WHOO 後”的明星產品還幼膏

系列，就是以匠人的精神為底，將最
好的韓方成分以最佳的方法調配精制
而成的名品，令肌膚回到 10 年前活
力的高濃縮再生營養尚品。選取自天
然山參、天山雪蓮、鹿茸、冬蟲夏草
等名貴藥材和 55 種五行成分，促進
氣血精循環，保濕美白同時增強血液
循環，改善皺紋和彈性，讓肌膚煥然
一新，如若初生。

母親節前到十號公路的 「大華超
市」購物，不妨到進口處的 「Ceci
Cosmetics」逛逛，負責人 Gina 將不
厭其煩的為您介紹各種保養品的用法
及精緻粉妝效果，各式名牌化妝品。
當您走出該店時，您的 「美容，護
膚」的素養將更狂增，不論是厚待自
己，還是子女孝敬母親，丈夫對愛妻
表寸心， 「Ceci Cosmetics」化粧品店
將是您及家人未來的最愛.
該店地址：1005 Blalock Rd Hous-
ton TX 77055

電話：（713）468-4500
官方網站: http://www.whoo.co.
kr/

韓國頂級宮廷護膚品 「WHOO后」 母親節佳禮
「大華超市」內Ceci Cosmetics 推出母親節特價禮盒

（本報記者秦鴻鈞）恆豐銀行 18
屆行慶高爾夫球賽﹐於周日（ 五月一
日）上午在密蘇裏市的 Quail Valley
Golf Course 舉行﹐共有 150 餘高爾夫
好手參賽﹒大家趁此春光明媚之際﹐
歡聚戶外球場揮桿﹐既可切磋球藝﹐又
增進友誼﹒這些參賽者不少是恆豐高
球錦標賽的常客﹒他們年年贊助﹐年
年 前 來 揮 桿 ﹒ 還 有 遠 來 自 Point
Comfort 的「臺塑 」的副總吳堯明﹐恆
豐董事長吳文龍揮桿擊破「煙花球 」
為球賽作了一場最好的開球﹐參賽者

隨即各自登上高爾夫球車﹐浩浩蕩蕩
駛往比賽場地﹐場面極為壯觀﹐直至當
天晚間六時許﹐才分別回到餐廳﹒除
了享用主辦單位準備的大餐﹐頒獎儀
式隨即開始﹐幸運獎紅包不斷﹐現埸一
片喜氣洋洋﹒

當天比賽的優勝者如下﹕
（一）A 組﹕第一名----Larry Lu

第二名----Michael Johnson
第三名--- Kyu Sub Lee
「最近 洞」獎--Kyu Sub Lee

「最長桿 」獎 --James Wu

( 二）B 組﹕第一名 ---Michael Li-
ang

第二名 ---Huy Nguyen
第三名 ---Joe Kuang
「最近洞 」獎--Lei Zhang
「最長桿 」獎 --Huyn Nguyen

( 三）C 組﹕第一名 ---John Jiang
第二名 --- Sam Lee
第三名 --- Juan Gonzales
「最近洞 」獎 -- Sae Hong Lee

「最長桿 」獎 -- In Su Lee
( 四）摸 彩 優 勝 者 ﹕頭 獎 -- Sae

Hong Lee
二獎 -- Eric Mu & Richard Tsai

( 五）特別獎﹕（各組倒數第二名）

A 組 : Jackson Chen
B 組﹕Stan Ueng
C 組﹕Lider Liang

開球前全體參賽者大合照

優勝者與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左四）合影﹒（記者秦鴻鈞攝）

開球

恆豐銀行第18 屆行慶高爾夫球錦標賽
周日盛大舉行﹐150 餘人參賽

恆豐銀行第18 屆行慶高爾夫球錦標賽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當晚 $ 888 大獎獲得者﹕Sae Hong Lee ( 右）

高爾夫球發燒友游雪峰（Steve Yu ) 喜抽

中球桿﹒

Fight A 前三名﹕第一

名Larry Lu ( 右）﹐第二

名Michael Johnson

（ 中 ), 第 三 名 Kyu

Subeditor Lee（左）

頒獎給贊助廠商﹕「 台

灣塑膠公司」 吳堯明

先生（右）

Fight C 前三名﹕第一
名John Liang ( 中）﹐第
二名 Sam Lee ( 右 ）﹐
第三名 Juan Gonzaliz
( 左）

頒獎給贊助廠商﹕「台灣塑膠公司」 吳堯
明先生（右）

Fight B 前三名﹕第一
名 Michael Liang (
右）﹐第二名 Huy
Nguyen ( 中）﹐第三名
Joe Kuang ( 左）

恆豐高爾夫球賽所有參賽者於開球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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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天天學中文！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

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校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中英雙語幼兒園 （1歲半～5歲）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騰龍課後班 After School
全新校車接送﹑分班制﹑教學中﹑英﹑數﹑GT等豐
富多彩﹐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騎
士
主
場
擒
老
鷹

NBA季後賽次輪正在進行，騎士在主場迎戰老鷹，經過四節較量，
騎士104-93戰勝老鷹，總比分1-0領先。

2015/16賽季英超第36輪壹場焦點戰在
自由球場展開爭奪，利物浦客場1比3負於斯
旺西，阿尤梅開二度，科克打入壹球，本特
克為紅軍扳回壹城，史密斯被紅牌罰下。

蘇黎世賽斯圖亞德奪冠

因雨縮減為54洞的蘇黎世精英賽終
於完賽，美國球手布萊恩-斯圖亞德加洞
贏得美巡賽首冠。安秉勛亞軍，球王戴
伊並列第5名。

斯旺西3-1利物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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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傑克遜等：開拓增量市場，實現
互利共贏

目前，這項服務在導演界的支持者包括彼

得· 傑克遜、J.J.艾布拉姆斯、史蒂文· 斯皮爾伯

格、馬丁· 斯科塞斯和朗· 霍華德等。斯皮爾伯

格和斯科塞斯雖未直接表態，但據報道二人已

經參與了該項目的投資。作爲當今在世影響力

最大、資曆最深的大牌導演，能獲得他們的支

持其實已經證明SR的潛力之巨。

曾執導“魔戒＂系列的彼得•傑克遜是支

持者中呼聲最高的。有意思的是，2011年當Di-

recTV想推出類似的服務時，他曾是反對者之一

（DirecTV需要用戶支付29.99美元，在影片于影

院首發60天內有效）。

傑克遜認爲Screening Room與之有著關鍵的

不同：“DirecTV的盈利模式僅是廣告，會直接

威脅影院票房、傷害到影院的利益並最終傷害

整個電影行業，但是Screening Room的設計其實

只是非常小心地抓取那些不怎麽去電影院的觀

衆。＂

“兩者之間差異的臨界點在于，SR有著可

靠的反盜版機制，這就是爲什麽我願意支持它

。Screening Room會拓展電影的受衆而不是把電

影搬到臥室裏這麽簡單。它不是在制片廠和影

院經營者之間挑撥離間，而是充分尊重雙方的

利益，它的架構對片商和發行商的健康可持續

發展有利，最終會讓整個行業走得更廣更遠。

＂

目前，已有包括環球、福克斯和索尼對此

事表示“有興趣＂。但他們還在進一步與

Screening Room洽談中，一切尚處于初始階段。

而目前美國三大院線之中，只有AMC與SR簽署

了合作協議。Regal與Cinemark似乎對此並不感

興趣。

Screening Room的構成模式：抽成比
例不高、鼓勵影院觀影

盡管 50美元乍看起來也太貴了，但相比一

家四口去電影院看電影，這個價格還是便宜些

，這還是考慮到影院優惠折扣的情況。對消費

者而言，這項服務還是實惠的。

一位主要支持者在最近一次訪談中解釋了

爲何Screening Room堅持讓大家互利共贏：

“其實我們是在拉影院一把。影院窗口期

的改革遠未跟得上今天大家生活方式的變革。

你花了很大力氣去做營銷，結果過了很久才收

到回報。所以我們就不能讓收益回饋得快一點

兒嗎？＂

本質上講，Screening Room其實是想讓制

片廠、發行商和影院共同獲利。但想要推進必

須得到主流影業的支持，否則好萊塢制片廠很

有可能因害怕遭到院線報複性的抵制或是簽訂

霸王條款從中要挾而只是勉強給Screening Room

授權。

爲此，Screening Room承諾每部影片向院

線支付 20美元，同時還會贈送給每個用戶 2張

電影票，鼓勵他們去影院二次觀影。 因爲即使

有了免費電影票，爆米花和可樂對影院而言，

仍是比不小的收入。

另外，發行商也可以從這50美元的電影消

費中抽取 10美元，Screening Room只從中抽取 5

美元，因此在這項交易中，SR的性質更偏向于

服務平台。

卡梅隆與諾蘭：影院觀影體驗不可撼動
、存量市場不容侵犯

導演界的反對之聲主要來自詹姆斯· 卡梅隆

與克裏斯托弗· 諾蘭。詹姆斯· 卡梅隆與合作夥

伴喬恩· 蘭道認爲：

“我們堅持強調影院觀影是神聖不可侵犯

的。對我們而言，無論從創意還是經濟的角度

上講，電影在影院獨家首發是非常必要的。我

們苦心創造的藝術作品只有在大銀幕上才能得

到最好的表現，我們不能理解爲什麽行業裏會

有人想要誘導觀衆跳過大銀幕去選擇別的形式

。不管其他平台怎樣，影院觀影才是驅動整個

産業的源泉。沒人反對你在家看電影，但總得

有個先來後到。無論如何，影院觀影不可撼動

。＂

而最近正忙著准備新片《敦刻爾克》克裏

斯托弗· 諾蘭對此深表認同：“像詹姆斯· 卡梅

隆和喬恩· 蘭度一再強調的那樣，影院獨家放映

實的重要性難以言表。＂

其實看看二人作品的特點，不難發現一些

共同點。二人都善于在作品中表現宏大場面，

作品往往在影院影廳（很多時候甚至是 IMAX廳

）才能做最好的呈現，所以對于一個如此波及

面這麽廣的VOD服務當然要表示反對。更何況

作爲一名癡迷于模擬時代膠片技術的狂熱分子

，諾蘭怎麽會容忍這種純數字化的家庭影像廣

爲流傳。

而卡梅隆與蘭道的這段話也點明了雙方的主

要矛盾，Screening Room到底是帶來了增量市場

？還是會挖走現有的存量市場？這是個問題……

其實在如今這個産業高速發展、消費者喜

新厭舊的時代，窗口期的縮短甚至零窗口期幾

乎是一種必然。想方設法快速、穩妥地收回成

本、迅速盈利已經是業內的普遍心態，觀影群

體的細分也注定了電影發行渠道的多樣化。可

以說，以 Screening Room爲代表的VOD服務進

入千家萬戶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而通過以上正反雙方的觀點我們也不難看

出，無論是個別電影導演還是傳統院線，對

Screening Room所流露出的抵觸情緒多半還是來

自對自身利益和市場穩定性的考慮。肖恩· 帕克

們要做的，可能首先是要拉長戰線，循序漸進

地推廣這項服務。

VOD同步院線行得通嗎？
綜合報導 近兩周以來，一種叫做

“Screening Room”的VOD服務在好萊塢
引起了軒然大波。包括J·J·艾布拉姆斯、彼
得·傑克遜、諾蘭、卡梅隆等一線大導在內
的業內知名人士紛紛發聲，支持者認為此舉
是行業革新，反對者則認為這是擾亂市場，
一時間，好萊塢仿佛陷入內戰不可自拔……

這項服務旨在讓你通過自家電視就能直
接看到院線正在上映的新片。不過你要先花
上150美元買一個特制的機頂盒作為硬件投
入，然後每部電影支付50美元，有效期48
小時。

提出者肖恩·帕克（Sean Parker）與普
拉姆·阿卡拉（Prem Akkaraju）希望通過與
影院分賬來獲得他們的支持，然而這項服務
一經提出迅速激起從電影創作者到影院業主
、院線聯盟等業內人士的廣泛爭論。

雙方各抒己見，看起來似乎都有些道理
，但其實這項服務目前只有一個概念雛形，
遠未到運營階段，可見不管成敗與否，它的
提出確實踩到了行業的痛點，引起了一些反
思。下面我們先來看看，支持者和反對者分
別是怎麽說的：

綜合報導 早前環球曾宣稱要開發一個怪物電影宇

宙，隨後“阿湯哥＂與“刀鋒女＂索菲亞 · 波多拉加盟

《木乃伊》，而約翰尼 · 德普也將擔任新版《隱形人》的

主演，兩部影片的卡司迅速提升了期待值，吸引影迷圍

觀。近日，環球爲其第三部怪物新片設定檔期，

這部未定名的影片將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上映，內

容尚未公布。

除了《木乃伊》與《隱形人》外，“德古拉

＂、“狼人＂等電影版也都將重啓，環球的理念

是依據當下環境對原有經典怪物做以重新設計與

加工，這些電影爲現代觀衆而量身打造，預計會

以一年一部的速度登上大銀幕。

在各大影業巨頭爲檔期爭得不可開交之時，

環球選擇在此時公布第三部怪物新片的檔期必有

深意，消息一出，這部影片的內容與怪物主角究

竟是什麽引起了不少粉絲的好奇。

目前新版《木乃伊》定于 2017 年 6 月 9 日上

映，此前環球還爲第二部影片制定了 2018 年 4

月 13 日的排期，近三年內怪物電影宇宙的格局

初步浮現，擁有豪華主演陣容的《木乃伊》首當其衝。

後期內容如何安排，“吸血鬼＂、“狼人＂、“弗蘭肯

斯坦的新娘＂等究竟何時與觀衆見面，還需進一步消息

揭曉。

環球神秘怪物新片定檔
將于2019年2月15日上映

綜合報導 美國廢奴主義者哈麗特·

塔布曼（Harriet Tubman）前不久剛剛成

爲首位登上美元的女性，眼下一部根據

她的生平改編的電影即將啓動，電視劇

《國土安全》（Homeland）導演塞斯· 曼

恩（Seith Mann）將擔任影片導演。

哈麗特· 塔布曼生于 1822年，原本

是生活在馬裏蘭州的黑奴，1849年她逃

到北方，不久後加入到幫助奴隸逃亡的

美國“地下鐵

路＂中，成爲

最活躍的領袖

之一，多次回

到家鄉帶領其

他奴隸逃往北

方。南北戰爭

爆發後，塔布

曼積極參戰，

成爲北軍中爲

數不多的女性

，戰後她投身

了爭取婦女權益的運動。

據悉，這部名爲《哈麗特》（Harri-

et）的傳記片將在 2017年初開始制作。

而印有哈麗特· 塔布曼頭像的 20美元紙

幣則將在2020年流通。

據悉，這部名爲《哈麗特》（Harri-

et）的傳記片將在 2017年初開始制作。

而印有哈麗特· 塔布曼頭像的 20美元紙

幣則將在2020年流通。

首位登美元女性拍傳記片
《國土安全》導演執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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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0(全天供應)

干逼軟殼蟹
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
西汁蝦球
羊腩煲

特 別 推 薦

四
人
份

$29.95

老
火
例
湯

蘭
遠
滑
牛

京
都
排
骨

本
樓
豉
油
雞

干
燒
全
魚

送
水
果

六
人
份

$40.95

老
火
例
湯

蘭
遠
牛
肉

京
都
排
骨

椒
鹽
蝦

本
樓
豉
油
雞

精
蒸
海
上
鮮

送
水
果

八
人
份

$99.95

雪
花
海
鮮
羹

薑
蔥
雙
龍
蝦

蘭
遠
滑
牛

本
樓
豉
油
雞

椒
鹽
蝦

菜
膽
北
菇

京
都
排
骨

清
蒸
海
上
鮮

十
人
份

$119.95

海
鮮
魚
肚
羹

薑
蔥
雙
龍
蝦

白
灼/

椒
鹽
大
蝦

蘭
遠
滑
牛

京
都
排
骨

海
鮮
大
會

本
樓
豉
油
雞

北
菇
扒
菜
膽

清
蒸
海
上
鮮/

龍
利

送
水
果
或
甜
品

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Kirkwood

中美
Bissonnet

W
ilcrest

Boone 8

BeechnutN

Leawood

281-498-1280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超 值 套 餐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Phone:281-933-6660
Fax: 281-933-6662

Tapioca King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包括﹕圖片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6年5月5日（星期四）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爆兒子運動基因強

淡妝現身的晶晶在台上被司儀方健儀問到有
什麼遺傳了給囝囝？她笑說：“運動基

因，每天都跑來跑去，很是可愛，(遺傳跳水？)
沒想過要遺傳給他，他可以做其他運動。”
晶晶受訪時被問到有否自我檢查乳房，她表

示：“每年有做身體檢查，沒有親自檢查胸部感
覺很奇怪。”說到給老公檢查，晶晶即面露尷尬
神色說：“沒有，都好奇怪，醫生就可以，是專
業人士。 ”她表示媽媽有朋友患上乳癌，在內
地對乳癌方面不太關注，很少會做檢查，所以這
類活動可以讓更多人認識這個病，可以及早治療
和預防。

母親節有子萬事足
說到即將來臨的母親節，晶晶謂：“應該在

家，沒有去想，應該沒有驚喜，(老公負責安
排？)大部分都是，(有仔萬事足，無需要禮物？)
是的，健康最緊要，孩子和父母都要身體健康，
他們生病大家都焦急，(你如何幫媽咪慶祝？)她
會過來一齊慶祝。”
晶晶和老公霍啟山正為內地拍攝真人秀，晶

晶表示當中有不少難忘事，有些之前從沒做過，
好有意思，但因節目未播出，不能透露詳情。兩

公婆一齊參與，是否感情大增愛得更深？晶晶直
言：“不會，但大家更了解，其實都是做回平常
自己生活，(有否嗌交？)暫時沒有，平時都
無。”晶晶的囝囝正讀學前班，她承認都想生多
個孩子，但暫時沒有努力進行，還有很多事要
忙，希望明年成事。

另外，馬詩慧與女兒王曼喜一起接受訪問，
問她們有否互相檢查乳房，兩人哈哈大笑：“點
會互摸。”

馬詩慧教女兒洗澡時檢查
馬詩慧謂：我又不是專業，自己摸便可，也

有教女兒在洗澡時檢查一下。”王曼喜並不覺得
尷尬，這是健康話題。

馬詩慧又自爆：“原本是找小女兒麗嘉拍攝
海報，主題講遺傳高度，但因小女兒不在，最後
便找了全家最矮的一個（王曼喜），應該是小女
兒遺傳有我的高度。”問到曼喜被指最矮會否不
開心？她表示：“沒所謂已習慣，都試過不開
心，所以我會着高跟鞋，對於現有5呎7吋高度
感滿意，無需太高。”
提到母親節如何慶祝？曼喜表示：“今日想

好，但保持神秘未能公佈。”馬詩慧提醒女兒早

點公佈，因她當日有工作在身，所以要夾時間，
而小女兒則在外地未回港。(是否想收驚喜？)她
稱：“沒所謂，只要小朋友精乖健康和開心，做
父母便是最大恩典，也是天賜的最大禮物，其他
不用太大驚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薛家
燕4日以“仁濟慈善大使”身份到仁濟醫
院藝進同學會護理安老院探望長者，但她
是患上重感冒未癒，不過答應了出席才撐
着到來。
家燕姐表示之前在多倫多演出，當地

下着雪，接着又馬不停蹄到馬來西亞，突
然去三十幾度熱帶地方，加上舟車勞頓沒
時間休息，回港即感冒牙肉都腫起來。家
燕姐尚未病好，今日便又起行到新加坡與
米雪、李司棋及關菊英合作開演唱會，其
中她扮皇帝與扮李鳳姐的米雪合唱，另她

十多位學生也隨行一同演出。家燕姐都擔
心自己開不到聲，故帶備定“清肺飲”，
她指這是一位新加坡中醫師所開的開聲藥
粉，有次譚詠麟演出前不適飲過，之後也
開始問她拿這藥，就連敖嘉年、魯振順都
想要，湯盈盈也要拿給老公登台演出時飲
用。
另周日便是母親節，家燕表示當日仍

未回港，故子女3日已提早跟她吃過飯慶
祝，並表示在王君馨的店買了一套香薰頸
鍊及耳環送給她，雖然尚未收到這份禮
物，但也想到戴上身時一定香噴噴。

薛家燕帶病探望長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跳水皇后”郭晶晶4日以特別嘉賓

身份出席“關．乳．愛”活動，以宣揚遺傳性乳癌訊息。每年有做身體檢

查的晶晶會交由專業醫生作乳癌檢查，無需老公霍啟剛代勞，晶晶並透露

希望明年添多個新成員，令二歲多大的兒子霍中曦有個伴兒。同場嘉賓尚

有馬詩慧和女兒王曼喜、黃淑儀和兒子徐肇平、鄺祖德和鄺靄慧等。

■薛家燕探訪仁濟醫院藝
進同學會護理安老院。

■王曼喜表示母親節會
給驚喜馬詩慧。

■黃淑儀和兒子徐肇
平齊現身。

■薛家燕聯同立法會議員陳恒鑌等攜手到安老院
探訪。

■郭晶晶透露
希望明年添多
個新成員，令
二歲多大的兒
子霍中曦有個
伴兒。

■郭晶晶爆兒子每天都跑來跑去，很
是可愛。

■郭晶晶以特別嘉賓身份出席“關 . 乳 .愛”活動，以
宣揚遺傳性乳癌訊息，同場嘉賓尚有馬詩慧和女兒王
曼喜、黃淑儀和兒子徐肇平、鄺祖德和鄺靄慧等。

香港文匯報訊 《賞金獵人》是韓星李敏
鎬參與的第一部華語電影，也是第一部和華人
演員合作的電影作品。片中飾演賞金獵人的李
敏鎬馳騁都市叢林、飛車飄移、百人肉搏、8
呎高台一躍而下， 李敏鎬直言全力演出是最
好禮物報答香港及內地粉絲一直愛戴和支持。
賞金獵人就是收錢替人解決問題！李敏鎬

與好拍檔鍾漢良，一個賣矯捷身手、一個智謀
遠慮，與賞金獵人為首的唐嫣帶領下，在找出
策劃酒店爆炸的幕後黑手時，有多場驚險動作
場面，眾人更奮勇追兇。而在電影公司發放的
劇照中，不但有李敏鎬手持伸縮棍準備開打、
也有他起腳狂伸擊退敵人；還有是髮尾滴着汗
和唐嫣背貼背準備迎敵，李敏鎬說：“電影中
我飾演一個保鏢，機緣巧合下成了賞金獵人，
所以打的部分事前做足準備，動作指導也很有
要求，不論是起跳、落地都需要強而有力和帶

專業性，也要酷！”
電影有型男也必須有美女，同是賞金獵人

身份的吳千語，片中是電腦黑客高手，技術達
人分分鐘不能離開電腦；樊少皇則有別平日粗
豪功夫形象，化身一個大力又貼心的獵人管
家，而徐正曦造型則十分破格，一頭橙髮怪異
冷酷，將與五個賞金獵人展開鬥智鬥力之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黎燕珊與廿二歲的女兒劉詠
詩（Wynce）4日一同出席腕錶
活動，Wynce更送上親自挑選的
腕錶送給媽媽，又送上香吻，逗
得媽咪笑不攏嘴。
珊姐表示五月是個好特別的

日子，除了母親節，五月廿日更
是她的生日。Wynce表示已請同
媽咪慶祝，並透露已準備驚喜給
媽咪，而這次出席活動的酬勞亦
全送給媽媽。珊姐笑說：“不可
以總是給驚喜，有時都要實際
些。”是次母女檔出席活動，珊
姐對於酬勞亦表示很開心。
4日珊姐穿上吊帶低胸裙，

身形較好。她表示因做這行所以
要保持美好身段，每日都會做半
小時帶氧運動，連女兒都很欣賞
她的堅毅，珊姐自豪的說：“我

生了兩個都Keep得好過
她，她是有些位多了少
少，我成日都鼓勵她和
我 一 齊 做 運 動 。 ”
Wynce不諱言都想似媽
咪，將來這個時候仍保
持得這麼好。與女兒感
情要好的珊姐又透露，
兩母女會交流扮靚心
得，更會交換衣服及鞋穿。

已有男友的Wynce，表示男
友已見過媽咪。珊姐大讚女兒的
男友禮貌、上進、敦厚及踏實。
對於女兒拍拖，珊姐說：“拍拖
是好，有健康生活圈子，只要理
智，做任何事想了媽咪和弟弟後
果，她價值觀好正面。有時我遇
到不快事，她都叫我要盛載多些
正能量，她和弟弟係我的天
使。”

珊姐透露 Wynce 現職空
姐，自小的夢想就是帶媽咪和弟
弟周遊列國，今個暑假她想帶弟
弟去澳洲，但弟弟要準備升大學
很忙。

收
愛
女
腕
錶
黎
燕
珊
心
甜

李敏鎬全力演出答謝粉絲

■劉詠詩送上親自挑選的腕錶
給媽媽黎燕珊。

■劉詠詩送上香
吻，逗得媽咪笑
不攏嘴。

■李敏鎬參與
百人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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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團
* 西歐五國10天
* 瑞捷奧匈10天
* 義大利蔚蘭海岸12天
* 歐洲十國17天
* 西歐及義大利17天

www.tmttravel.com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月至9月出發
* 加勒比海4/5/7天
* 阿拉斯加7天
* 地中海7天
* 夏威夷7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美國精華團
*美東5/6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加東6/8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西精華4-10天團（買二送一）*黃石公園7天團(買二送一）*加拿大洛磯山7天團(買二送一）*夏威夷4-7天團*佛州迪斯尼4-8天團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代理豪華遊輪專賣店
星﹑馬﹑泰十一日$1399元起
泰國風情六﹑七日$799元起
日本風情系列遊$1099元起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玻璃橋﹑黃石公園﹑
總統巨石公園﹑拱門
7天遊(New新)
＄368元起（買二送一）
4月30日之前付錢減$20元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全新中國特價團
●東北冰雪世界七天 399元
●桂林﹐龍勝﹐陽朔六天 199元
●七彩雲南超值七/八天 99/199元
●張家界鳳凰超值七天 99元
●海南/三亞/海口 五天 99元(不包括機票)

●韓國﹐首爾﹐雪岳山7天 299元
●日本﹐東京﹐大阪浪漫7天團 199元
●台灣﹐明譚﹐環島8/9天 249/299元
●泰國﹐曼谷﹐芭提雅7天 99元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全 新

(713)774-1117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FAX: (713)774-1460

達凱旅遊
TRAVELNET

達
凱

新推出

$399上海往返機票
震撼價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6年5月5日（星期四）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據中國媒體4日報道，自宣佈參
加NBA選秀以來，正在美國進行特訓
的中國籃球球員周琦首度發聲，他表
示打NBA是從小的夢想，想去試一
試。今年NBA選秀大會將於6月24日
在紐約布魯克林進行。
不久前，周琦正式宣佈將參加

2016年NBA選秀。談及這個決定是否
令自己心情有變化，周琦淡定的說
道：“沒什麼變化。（打）NBA肯定
是一個夢想，現在有這個機會，也是
想去嘗試一下，希望自己能去更高的
舞台上展現自己。”在周琦印象裡，

NBA究竟是怎樣的？“代表全世界
（籃球）最高水平，”周琦表示，
“節奏更快、比賽更強。”周琦用了6
個字形容未來戰NBA可能遇到的最大
挑戰，“更高更快更強！”

為國爭光做出貢獻
今年宣佈參加選秀，對周琦來說

是壓力還是激勵？“肯定是一種激
勵，”周琦說道，“希望能更大限度
的提升自己，然後為國爭光，為國家
做出自己的貢獻。”
周琦於3月10日赴美進行特訓，如

今接近2個月，他基本確定不會出戰5
月6至10日中國男籃與澳洲的3場熱身
賽。談及特訓的收穫，周琦說道：“訓
練更加系統，這對我來說比較重要；還
有對提升技術和身體都有一定的幫
助。”周琦明確表示特訓期間增加了體
重，“（特訓對進NBA）幫助很大，讓
我更加強壯，包括在對抗性方面有了提
高，還有自信。”

選秀消息公佈後，周琦有壓力
嗎？“沒有壓力，”周琦說道，“還
是感謝大家對我的關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ITF國家隊南京“比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南京報道）4日，國際
跆拳道聯盟(ITF)中國國家
隊隊員集結江蘇省南京市，
“比武”切磋，並進行了對

打、套路技術講習和黑帶學員升級考試。據
介紹，ITF由韓國陸軍二星少將崔泓熙創立，
技術上強調對肢體的控制力和發力。ITF比賽
分為特爾，對打，特技，威力四大部分，講
究拳腿並用，注重實戰性和防身性。

4日是五四青年節，
中國游泳名將、奧運會
冠軍孫楊在其社交平台
上寫道：“五四青年節
怎麼過？面朝國旗，繼

續訓練。”他還自詡“有志男青年”，獲得
網友的一致好評。

孫楊年初在澳洲訓練備戰中右腳意外受
傷，導致第五蹠骨骨折，雖已痊癒但保險起
見缺席了4月初的全國游泳冠軍賽暨奧運選
拔賽。儘管沒參加選拔賽，但對孫楊的里約
奧運前景影響不大，孫楊在去年喀山世錦賽
上表現優異，200自、400自決賽成績都已達
奧運A標，1,500自雖決賽退賽，但預賽成績也已經達到了奧運A標。

孫楊近期在杭州訓練全力備戰里約奧運會，並明確表示要衛冕金牌。看到
孫楊如此勤勞認真的一面，粉絲也是直呼感動：“加油，里約見”、“開開心
心的訓練”，還有網友調侃稱“沒有你的自拍差評”。 ■中新網

面朝國旗 繼續訓練
孫楊自詡“有志男青年”

作為亞洲首支具職業規模的球會，流浪在本
地球壇地位一直舉足輕重，即使球隊近年

無法重現上世紀70年代時的輝煌，不過球隊在
青訓方面的貢獻卻無容置疑，陳偉豪及盧均宜
等現今港隊骨幹均是在流浪打出名堂。

季初令人期待 季末榜尾掙扎
流浪歷史上曾經歷兩次降班，最近
一次是07/08賽季；8年過後，這支
老牌球會又再遭遇危機。事實上
開季之初流浪的人腳令人頗為
期待，有李志豪在防線坐鎮，
亦有許宏鋒及許嘉樂等潛質新
星，人腳雖不至於有力挑戰港
超冠軍，但絕對想不到賽季結
束前要在榜尾掙扎，而球隊季初
亦不乏代表作，包括在盃賽有過擊

敗東方、傑志的紀錄，但偏偏在聯賽卻要到下半
季才找到首勝。

球隊今季表現不穩，緣於變動大及外援表現
未達預期，李志豪季中離隊北上發展對流浪打擊
甚大，而主帥列卡度轉投南華亦令球隊狀況雪上
加霜，外援方面後防比圖及莫斯奧等尚算合格，
不過屢次取得關鍵入球的莫斯奧卻有因脫衣慶祝
被罰出場的愚蠢紀錄，而鋒線乏力卻是球隊戰績
低落的問題所在，無論是季初的賈力加丁或季中
加盟的安力圖表現均強差人意，反而近期重用本
地前鋒攻力即有改善。

李志豪走打擊大 重用土炮有改善
本季最後一戰標準流浪將硬撼香港飛馬，

如能全取3分即可憑較佳對賽成績壓過灝天黃
大仙護級成功，能否繼續在來季為本地小將提
供表演舞台，本周六將有分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
雖然標準流浪今季成績欠佳，不過
仍有小將成功跑出，許嘉樂憑藉今
季在流浪的耀眼演出，更獲得港隊
主帥金判坤賞識，這名新生翼鋒感
激流浪為自己提供更上一層樓的機
會，誓要助球隊護級成功。

許嘉樂今季在流浪將自己的特色
發揮得淋漓盡致，在邊線的突破及傳
送有穩定水準，而埋門入球能力亦有
進步，他感激球會對自己的信心：

“我自己比較年輕，能有出場比賽機
會已是難得，慶幸球隊今季對我有信
心，給予我機會從錯誤中學習。”

有信心球隊逃出生天
對於球隊面臨降班，許嘉樂有

信心最終可以逃出生天：“我們今
季變動頻繁，球隊時常要適應新變
化令戰鬥力大打折扣，不過現在球
隊目標非常明確，就是在星期六勝
出並留在超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啟
剛）2016賽季亞冠聯賽E組第6
輪江蘇蘇寧4日晚客場與韓國全
北汽車的比賽，在全州世界盃球
場進行，最終雙方2:2打和。第
19分鐘，楊笑天犯規送12碼，
李安納度主罰命中，蘇寧落後；
第24分鐘，泰斯拿門前混戰中為
蘇寧扳平比分；第53分鐘，祖奧
將拉美利斯創造的12碼射入，蘇
寧反先2:1；第68分鐘，林宗垠
為全北追平比分。

最終，全北和日職球隊FC東京攜手同得10分
出線，蘇寧以1分之差排名小組第3慘遭淘汰。至於
另一支中超球隊山東魯能，由於已經提早出線，最
終派出全華班下，以0:0客戰賽和泰國武里南聯。

隨着4日比賽完成後，小組賽階段亦告一段
落，東亞區8強對陣亦揭曉，中超上海上港將遭遇
FC東京，至於魯能的對手是澳職FC悉尼；8強賽
首回合將於5月17及18日進行，次回合將於5月
24及25日進行。

小將許嘉樂成功跑出

談
及
奧
運
目
標

香
港文匯報

訊（記者 潘
志南）上月首

奪亞洲劍擊錦標賽
男子花劍個人金牌的
18歲“新劍神”張
家朗，與女子重劍個
人代表江旻憓及女子
花劍個人代表連寶香，分別奪得8月里約奧運資格，香港劍
擊總會4日舉行祝捷及誓師大會。席間，張家朗談及心中奧
運的目標，就是先贏第一場；“奧運目標還是希望先贏第一
場，然後再一步一步。預計在贏了亞錦賽冠軍後，對手也會
對我比以前提防多了，雖然今次是我第一次參戰奧運，但自
己盡量放鬆心情迎接。”

江旻憓將赴意大利訓練
至於女子重劍手江旻憓已定下奧運備戰計劃，她準備於

下周到法國比賽，然後赴意大利訓練，並會跟國家隊及歐洲
隊一起訓練，務求加強力量應付強敵；另外，
教練薛丹奴亦表示會在3個月內提升江
旻憓多方面的能力，其中增強手臂力
是重點訓練。

■蘇寧守將沙尼貝利
(左)力追對手。 法新社

■ 李 志 豪
(右)離開流
浪影響大。

新華社

■流浪新星許嘉樂
(左)。 新華社

■孫楊發
佈的國旗
照片。
網上圖片

■香港劍總4日舉行祝捷會，並向三名取得奧運資
格選手授旗誓師。 潘志南攝

張
家
朗
冀
贏
首
仗

■流浪目前陷降班漩
渦之中。 流浪圖片

■隊員在進行“比武”切
磋。 田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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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港超球會東方

足球隊今季重奪頂級聯賽冠軍皇朝回歸，不過另

一本地老牌球會標準流浪卻深陷護級漩渦，煞科

戰如在香港飛馬身上全取3分即可成功護級，慶幸

流浪在降班危機中仍然掌握主動。究竟港足“兵工廠”，最終能

否避免在本地頂級聯賽消失？

周琦參加選秀盼圓NBA夢

蘇寧賽和全北
亞冠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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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佰& China Blue 「搖滾全經典之雙面對決演唱會」16日進入
國語場，以搖滾唱盡過去27年的伍佰式浪漫。

伍佰第4度攻蛋，這次祭出全經典，每一首都經時代淬煉，繼
前晚有態度的台語場後，第二場曲目全國語歌，由 「白鴿」帶領，
全場觀眾即被召喚起立，到 「挪威的森林」、 「浪人情歌」都是全
場合唱的大K歌。

「愛情的盡頭」搭配浮空投影技術，出現宇宙星球碎裂飛行的
效果； 「如果這都不算愛」、 「被動」、 「堅強的理由」、 「一生
最愛的人」，的確是首首經典，也都經過重新編曲。伍佰說： 「從
我27年前出道到現在，沒有停下我的腳步，與其說我是歌手，不
如說我是鬥士。」

搖滾伍佰玩unplugged，與團員們玩起 「我會好好的」、 「愛
你一萬年」等歌，這也是這首歌首度的不插電版本。ChinaBlue被
伍佰稱為 「伍佰四」，台上冷笑話，也能帶動全場笑。唱到 「假扮
的天使」時，伍佰被6名舞者連人帶吉他抬了起來，這是他的第一
次，原來在上一場馬來西亞站看到舞者被抬起來，他就躍躍欲試。
呼應首日台語場以國語歌謝幕，這一場他選了台語歌 「世界第一等
」為安可，加送 「痛哭的人」與 「鋼鐵男子」。伍佰接著要投入電
影 「奇門遁甲」，也是繼16年前 「順流逆流」後，與徐克再次合
作。演唱會預定還會唱到新加坡與大陸多地，新專輯預計在年底。

伍佰國語場
情歌帶動搖滾激情

台灣綜藝五花八門，各形各色都有，不
過當記者比當觀眾多一點好處的地方，就是
記者為了採訪而穿梭各攝影棚走廊、化妝室
時，可以看到許多觀眾幕後看不到的趣味，
有的藝人幕前大開大闔，幕後卻常窩在走廊
喃喃自語耍自閉；有的每集必帶寵物邊工作
邊療癒；有的一空下來就進入手機打 「糖果
碎」遊戲；最扯的，是有藝人的休息室竟然
在廁所裡的一個小空間，裡面充滿了特別的
香味。

張小燕過去錄 「SS 小燕之夜」時總是
一個人，這兩年多來，多了一隻助理主持狗
柴犬 「Q 將」，大家都知道小燕姐家裡有
「兩多」，一是電視多，一是狗多，電視機

有8部，平均有5隻狗，但Q將不是她自己
養的，而是有一回節目做寵物單元，助理把
自己的狗帶來，當全場寵物來賓忙得雞飛狗
跳時，只有Q將態度淡定，因為性格穩重，
後來被她提拔成固定助理，除了錄影前陪張
小燕，錄影時也可以用可愛的萌樣融化上節
目來賓的心。

每次記者進去張小燕化妝室，訪問一結
束，都會轉身摸摸Q將，另一個每回錄影必
帶狗的，就是吳宗憲，他養了一隻貴賓狗叫
「Bingo」，每次和女兒吳姍儒進棚錄 「小

明星大跟班」，Bingo不是被他抱在手上，
就是跟前跟後極為忠心，有一次他在節目中
說起養Bingo的經過，全場笑翻。

他說， 「我在外面地位崇高，但在家卻
不見得大家都會理我，有一回全家出門，每
個家人都上了另一個人開的車，我的車竟然
沒半個人上來，這時我就覺悟，為了避免孤
單，乾脆養條狗來陪伴了。」說的也許是笑
話，但他真的很疼Bingo，每每照片上了報
，手上經常都抱著牠，天王沒安全感嗎？應
該說天王很愛小動物，所以當節目錄寵物單

元，他都特別來勁，對狗的了解也比其他主
持人還深。

綜藝節目主持人每次進棚都不是只錄1
集節目，只要節目是帶狀的(1周5集)，每次
一進棚，1天內就要錄掉5集存檔，所以在
集與集的空檔等待工作人員換場約莫20分
鐘，藝人都會找事情做打發時間，陶子除了
跟工作人員對下集節目內容外，都是拿起手
機玩 「糖果碎」，這遊戲幾年前就流行過了
，不知她為何至今都玩不膩。

此外，她和阿Ken、納豆主持 「大學生
了沒」化妝室裡一向歡樂，常有人送吃的、
喝的，或是剛介紹完的好料，3個人就會在
裡面聊秘密、吃東西，所有Ken、豆的感情
她完全知情，難怪多年來感情像一家人。

別看陳漢典在 「康熙來了」時期節目上
猶如過動兒，又玩又跳加模仿似乎超級外向
，但當鏡頭一結束，小S、蔡康永回
到休息室，陳漢典就一個人在外面
走廊靜靜的話不多，每次記者要採
訪他，他常半天說不出一朵花來，
然後就躲在旁邊喃喃自語，其實我
們都知道，他在為下一段節目的表
演在背詞、想哏，是個超敬業的藝
人，不過觀眾只能看到外向那面，
內向寡言的一面，就留給媒體去品
味。

此時不得不附帶一提的是小S和
蔡康永，這麼多綜藝攝影棚中，只
有這兩位的化妝休息室，永遠在門
口掛上 「除了工作人員和主持人不
得進入」，兩人擁有一方小天地，
記者想進入閒聊？大概馬上會被拖
出去搶斃。

另一對自閉的主持人，是徐薇
和陳建州，兩人錄 「上班這黨事」

多年，中間空檔休息
回到化妝室，分別有
獨立小房間可以休息，徐薇常一關就關到開
錄，黑人也和助理進到自己的小天地忙自己
的，也許跟老婆視訊，也許看資料，只有沈
玉琳來當來賓時，黑人才會特地把徐薇、沈
玉琳拉在一起，3人共錄搞笑影片 「練肖話
」放在臉書。

在化妝室裡休息是最常見的，但有一回
，我跟著一個藝人到他的休息室，竟然一路
跟到廁所，他開了其中一間小門，關了門消
失許久，我還天真痴痴在外面等他 「大便」
出來，沒想到等半了天，門內無聲，一度以
為他昏倒了，叫他名字他才茫然開門探頭出
來，這人就是前陣子選立委落選的專家潘懷
宗，怎會躲在廁所當休息室？他笑說： 「沒
事，我習慣這裡了，不覺得不妥。」

去訪他時，他才剛落選，花了近2千萬
的競選經費，最後敗給民進黨，以為他從此
自閉了，原來這是他個人習慣，是常態。

其實許多藝人是會抽菸的，錄影空檔消
失，就是去樓下哈兩根，名字我就不方便說
了；以前哈林則有吃零食的習慣，化妝室裡
經常大包小包各種甜食，吃了心情大好，反
之則會悶悶不樂，工作人員知道他習慣都會
買好各色零食供應；而豬哥亮的習慣，則是
在每場開錄前，弄一桌 「澎湃」好料的拜神
，重點是桌上拜的全是他自己花錢(一般節
目拜拜都是製作單位出錢)，而在特別日子
進棚時拜拜時，他甚至會準備到3桌拜拜，
包括零食、水果、雞鴨魚等等，你會發現，
他是主持人之中最信鬼神論的。

跑綜藝線，有時真的挺有趣的。

你所不知道的綜藝圈的幕前、幕後...

「驚世夫妻」女主角洪曉
蕾（蕾蕾）今年 1 月的某個深
夜，突然在臉書自爆老公王世
均疑有其他私生女，夫妻關係
陷入危機。日前蕾蕾為呂芳智
與洪偉明的 LUHONG 春夏新
裝走秀，竟又脫口 「靜盼自由
」，暗示夫妻關係進入離婚倒
數？

洪曉蕾不久前暴走揭發王
世均的外遇家醜與窩藏私生女
，雖然男方事後曾在臉書懺悔

道歉，也說目前沒想過離婚，
但似乎補救不了降至冰點的關
係？兩人到底有沒有坐下來好
好談？洪曉雷這麼解讀： 「我
覺得這件事一個人是解決不了
，一定要雙方都同意才行。」

她近來常把 「自由」掛嘴
邊，難免引人聯想男生決定放
手？蕾蕾話沒說死，卻帶有弦
外之音： 「我期盼，就是期盼
自己能有多一點自由與平淡空
間，但現在只能意會不能言傳
。」

兩人是否還住在一起？她
說王現在上海等地到處跑，雙
方見面機會不多，平常多半由
她照顧小孩。只是有小孩的牽

絆豈不更不自由？這點她倒看
得很開： 「不不不，小孩在我
身邊就算自由，而且見面時間
少，就很自由，我也期盼更自
由、簡單的生活。」

這樣拖著終究不是辦法，
有試著找他談嗎？蕾蕾哈哈兩
聲說： 「他現在一個頭兩個大
，滿頭包，因為賣鮑魚賣到滿
頭 『鮑』，其實我身邊朋友都
知道我的想法，他們早已占據
我很滿很滿的空間了。」

她坦言目前就是 「靜盼」
，所以問題是他不願放手？洪
曉蕾嘆口氣： 「反正大家先給
彼此空間吧。」似不想在告急
的夫妻關係繼續著墨。

「驚世夫妻」 離婚倒數？
洪曉蕾鬆口：靜盼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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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件式 木面鐵腳餐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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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互聯網影視女王、七娛樂CEO張斯斯牽手知

者樂乎董事長、知名演員姜武重磅打造的《健男天

團》，已於近日正式啟動網絡海選活動，七娛樂作

為中國互聯網影視娛樂第壹品牌，不僅邀請到 30億

票房影帝姜武加盟本片，擔任影片監制、主演，更

大膽嘗試時下最具商業價值的“互聯網＋泛娛樂＂

全新模式，挖掘粉絲群體的影響力，打造史上最高

顏值網絡大電影。

網絡海選招募演員的形式並不是第壹次出現在

大眾面前，尤其是在某女郎壹夜爆紅後，眾多電影

項目紛紛開啟網絡海選模式，希望在影片上映之

前，通過與粉絲的大量互動，積累更多人氣，提高

關註度。作為首部面向全國展開線上海選招募演員

的網絡大電影，《健男天團》有著更具優勢的先天

條件，以視頻網站等互聯網平臺作為終端的網絡大

電影，更加貼近熱衷於網絡傳播的觀影群體；海選

活動面對的人群與影片受眾的重疊度極高，全民參

與海選活動，選出的演員也更加貼近網友的喜好。

通過《山炮進城》、《超能太監》、《道士出

山》等 30余部電影，七娛樂影業早已實現點擊率超

40億的傲人成績，積累了全球最大的互聯網觀影人

群；通過對網絡大電影粉絲群體的深入洞察，為了

讓他們有更好的體驗，七娛樂采用了最為直接的方

式，讓粉絲真正參與到影片的選角中，根據觀眾的

喜好來決定電影的走向，依托粉絲們的影響力，打

造泛娛樂時代的粉絲經濟。

作為華語影壇的實力影帝，姜武在完成從演員

到導演的華麗轉身後，又開始了全新的嘗試。《健

男天團》是姜武的首次“觸網＂之作，演員的選定

和電影壹樣備受矚目，他壹改平日的低調風格，高

調發起了《健男天團》全民海

選活動，表示希望在活動中挖

掘與眾不同的新人，為片中角

色尋找最佳演繹者；同時，知

者樂乎文化傳媒專業團隊的參

與，也為影片的高質量帶來了

強有力的保障，創下網絡大電

影的新高度。

隨著網絡大電影市場的火

爆以及更多片方的加入，網絡

大電影的宣傳營銷也開始如

同院線電影壹樣規範化和專

業 化 ； 作 為 行 業 中 的佼佼

者，七娛樂影業聯手省心影視

文化傳媒（北京）有限公司，

從《山炮進城》開始，為電影

定制專業的宣傳營銷方案，此

次《健男天團》更是玩出了

新花樣，不僅將宣傳周期提

前到演員的網絡海選階段，

通過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

多維度宣傳，更選取了多家

平臺聯動，先後在小咖秀、

顏值、全民造星、易直播、

紅演圈、不服、抓馬、壹直

播、秒拍、派派、黃瓜等各類社交、娛樂、選

秀平臺開設活動專區，將《健男天團》網絡海

選活動推向各平臺的用戶群體，擴大活動影響

的同時，也為海選活動中即將誕生的新星提供

了更多渠道與機會。

《夜孔雀》系列人物海報
仨“金馬”逐愛劉亦菲

由尚世影業、海秀娛樂聯合出品的中法

合拍愛情電影《夜孔雀》已定檔 5月 20日，

本片由曾獲金球獎提名的旅法導演戴思傑執

導，劉亦菲、劉燁、余少群及黎明聯袂出

演，講述幾段由浪漫巴黎到錦繡成都的別樣

愛情。

近日，片方曝光壹組全新的人物關系

海報及 30 秒預告片，使得公布主創陣容

後外界壹直猜測紛紛的復雜人物關系漸露

端倪。

眾所周知，劉燁和黎明早在 2001 年、

2002年分別斬獲了金馬獎的影帝，余少群也

曾憑借《梅蘭芳》獲得金馬獎最佳新人獎。

在《夜孔雀》中，這三位“金馬＂男神同框

飈戲，看點十足。

最新發布的黎明版海報中，黎明溫

柔地註視著劉亦菲，而他的身後悄然站

著余少群。黎明滿臉凝重，眉頭微微皺

起，似乎在做壹個兩難的決定。劉燁版

海報中，劉燁濃眉緊鎖，滿臉胡渣男人

味十足，他和黎明的身影重疊交錯在劉

亦菲面前，引人遐想。而在余少群版海

報中，余少群手捧壹雙炫目的高跟鞋，

似乎將其視若珍寶，完全沈浸在自己的

世界裏。

從三版海報來看，劉燁、余少群及黎明

關系錯綜復雜，而劉亦菲若隱若現，幾段戀

情的真相呼之欲出。

與上壹版預告片給影迷留下重重懸念不

同，這壹版全新曝光的預告片則透露出更多

信息。這邊是劉亦菲穿著火紅的禮服奔跑在

法國街頭，那邊則是她在古樸秀麗的成都尋

找真愛。從浪漫巴黎到錦繡成都，三個男人

與劉亦菲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將是本片

的壹大看點。

而這壹次，劉亦菲將徹底擺脫“神

仙姐姐＂以及“天仙攻＂的固有印象，

演繹壹個在法國長大但骨子裏卻又很中

國的魅力“熟女＂。就像她自己說的那

樣：“從出道到現在，13 年過去了，我

已經長大了。＂

當“趙靈兒＂和“小龍女＂都成為了

過去式，劉亦菲就在壹次次的嘗試中尋求

突破。幸運的是，她遇到了戴思傑，這位

旅法導演曾經成功地打造了《巴爾紮克與

小裁縫》中的周迅和《植物學家的女兒》

中的李小冉，最終他選擇了劉亦菲出演自

己“女性三部曲＂的最終章，使得我們更

有理由相信將在《夜孔雀》中看到壹個不

壹樣的劉亦菲。

《鋼刀》曝海報
揭秘亂世之下殘酷與溫柔
日前，由阿甘執導，何潤東、李東學、夏梓桐

領銜主演的熱血動作電影《鋼刀》公布壹組“血色

浪漫＂版海報。海報中，三位主角分別以不同姿態

亮相，硝煙與炮火讓畫面呈現出動蕩不安的亂世景

象。而畫面中的鋼琴、紅顏與這場浩劫的強烈反差

也為海報營造出壹種別樣的血色浪漫意境。

“血色浪漫”海報曝光
“戰地玫瑰”鮮紅搶眼
在本次曝光的海報中，三位主演分別以不同

姿態亮相。飾演王炳生的何潤東赤裸上身站立在

壹片焦土之上，半脫的襯衣下除了他霸道的肌肉

線條外，身上無數的“正＂字疤痕也似乎暗示著

他那不為人知的殘酷經歷。相比之下，扮演弟弟

陳鐵金的李東學則多了幾分恬靜，身穿破舊棉袍

端坐在壹塊巨石之上，正微微低頭審視著腳下清

澈的水面；而出演海歸鋼琴家葛蘭的夏梓桐則以

紅風衣、紅圍巾、紅帽子的鮮明顏色，為海報增

添了許多活力。

海報中還透露了更多細節。無論是不遠處爆炸

騰起的硝煙，還是正在熊熊燃燒的墜機，都在無聲

訴說著壹場磨難

正在上演。而三

位主角或是仰天

怒視，或是低頭

沈思的神情也暗

示著他們在這場

動蕩中的身不由

己。此外，畫面

中的鋼琴、海歸

鋼琴家的“戰地

玫瑰＂形象與這

場亂世浩劫成為

鮮明對比，槍與

鋼琴、墜落的戰機與“戰地玫瑰＂也反襯出強烈的

“血色浪漫＂味道。圍繞這三人的亂世浩劫將如何

上演，兩兄弟與“戰地玫瑰＂將摩擦出怎樣的

火花，十足令人期待。

5年磨礪超級特效大片
超1800個特效鏡頭前所未見
前所未見，生猛血戰。正如海報中所寫壹般，

這場兩兄弟從親情到反目的生死決裂甚少可見，而

這部經歷5年磨礪、超過1800多個特效的影片在中

國影史當中也同樣前所未見。電影《鋼刀》自

2010年 9月起開始拍攝，邀請 500多名數字藝術家

參與後期制作。從此前曝光的預告中看，很難相信

那些千軍萬馬的畫面都是在攝影棚的綠幕前完成

的。片中既有熱血昂揚的激鬥戲碼，也有月下鋼

琴的浪漫片段，飽含殘酷畫面與唯美浪漫元素勢必

將會為觀眾呈現不同以往的觀感體驗。

熱血動作電影《鋼刀》由深圳市金海岸影業有

限公司出品，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曲江影

視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金海岸影業有限公司、

浙江天貓技術有限公司聯合出品，中國電影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電影發行分公司、天津貓眼文化傳媒有

限公司發行，阿甘執導，何潤東、李東學、夏梓桐

領銜主演，將於5月20日全國上映。

三位“金馬”同框飈戲
疑上演多角戀情

巴黎成都兩地傳情
劉亦菲為愛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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