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城地王全新裝潢公寓，位於敦煌，陽光和王朝廣場旁，幾分
鐘可走路去中國城各個超市，銀行及餐廳！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2-8100

百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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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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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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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桌椅批發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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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

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

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281) 980-1360
(832) 878-3879

傳真：(281) 980-1362

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

2016年5月13日 星期五
Friday, May.13, 2016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機票﹐美國境內旅行團﹐遊輪﹐酒店﹐租車
現有暑期回國特價機票﹐$1299起

時間﹕6.1起飛﹔7.30返回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二十年豐富經驗

4號出口

星期二、三、四
9：00AM
星期五、六
9：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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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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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77-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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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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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00 — 下午 5:00 

      週五：上午 9:00 — 下午 5:30 

      週六：上午 9:00 — 下午 1:00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arwin Branch
713-273-188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H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p Branch
775-751-1773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商業: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商業定期存款帳戶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www.afnb.com 



C2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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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359.6468 www.themintbank.com

銀行總部：1213 Kingwood Drive, Kingwood, TX 77339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281-568-8888 ext.1118
Tinghui Zhang Executive Assistant 281-568-8888 ext.1117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630, Houston, TX 77036

Come Grow With US !

1.35

2016年夏季清凉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6月至7月出发 经济舱$1245含税起, 
8月出发 经济舱$785含税起,
商务舱$4125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 国航官网及北美订票热线
(800)-882-8122

促销最低价有7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5月30日前出票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Air China 诚聘地服人员
诚挚邀请喜爱航空事业、有责任心、勇于担当的朋友加入到
国航的机场团队。负责国航在休斯敦机场的地面服务，要求
具备熟练的中文（简体）和英文听、说、读、写能力。能按
照工作排班在早、晚、周末、假日上班，有航空公司工作经
验者优先。请发中英文简历至 apcaiah@gmail.com。

www.airchin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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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即將上映的《獨立

日：卷土重來》于今日發布了一直

全新的病毒視頻。在視頻中，地球

太空防衛署（ESD）正在招募新兵

。ESD的負責人希望全部適齡青年

都加入該組織，以保衛地球。整支

視頻以新老版本的《獨立日》的素

材剪輯，配樂大氣，很有史詩影片

的感覺。1996年，外星人入侵地球

，地球遭到滅頂之災。在視頻中，

我們聽到了比爾 · 普爾曼飾演的前

總統慷慨激昂的演講，也看到了

1996年地球的慘狀。在這過去的 20

年時間裏，地球科技發生了重大的

變化，除了從外星殘艦中研究先進

科技外，人類還于 1998年成立了太

空防衛署（ESD）。傑夫· 高布倫是

該組織的總指揮官。

同前作一樣，《獨立日 2》也

將展現一個全球性的災難：由于收

獲了外星科技，經過世界範圍內的

長期合作研發，人類已經創造出了

最尖端的科技來保衛地球，但沒想

到外星人卷土重來發起了一波更猛

烈的攻擊，在人類瀕臨絕望時，一

小部分勇敢的男女站出來，用聰明

才智肩負起反抗的重任。

此前在第一部中擔任主角的

威爾 · 史密斯將缺席這部續作，

《獨立日 2》故事發生在 15 年後

，不論是人類還是外星人的科技

都有飛快發展，在雙方展開大戰

時，各種先進的武器和防禦設備

也將成爲新的看點，加上如今的

視覺特效，肯定會給影迷最獨到

的觀影體驗。除此以外，影片還

將深挖外星人的更多秘密。威

爾 · 史密斯的繼子“迪蘭”成爲

男主角。地球人投入到了抵抗外

星人的浩大行動——外星人通過

蟲洞進行星際旅行，因此人類度

過的 15 年，在外星人看來才只度

過了幾星期，他們很快回到地球

報複人類。當然，人類也在經曆

災難後發現了外星人的軟肋。

本片的男一號將由 1992年出生

的新星傑西 · 厄舍擔綱，另外，

《獨立日》的另外兩位主演比爾 ·

普爾曼和傑夫 · 高布倫皆已確定回

歸。此外，利亞姆 · 海姆斯沃斯、

麥卡 · 夢露，都將在片中飾演重要

角色。《獨立日》曾在全球取得了

超過 8 億美元的票房成績，續集

《獨立日 2》將在 2016 年 6 月 24 日

公映——這個上映時間距離前作

1996 年 7 月 3 日的北美公映已經過

去了近20年。

《獨立日2》太空防衛署招募新兵

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5月10日，即將上映的

3D動畫電影《憤怒的小鳥》在戛納舉行盛大的

Photo Call活動，制片人 John Cohen與來自多個

國家和地區的配音演員：英文版“飛镖黃”喬

什· 蓋德、法文版“胖紅”奧馬· 希等一同亮相。

作爲《憤怒的小鳥》電影當中的重要元素

，片方特意在當天的活動場地中央擺放了一枚

巨型鳥蛋。隨後，幾位主創共同舉錘，砸破蛋

殼，幫助主角“胖紅”破蛋而出。重獲自由的

胖紅隨後與好基友“飛镖黃”“炸彈黑”以及

反派角色“綠豬”們一起，在舞台上熱情共舞

起來。

Photo Call環節後，制片人 John Cohen及

“飛镖黃”配音演員喬什· 蓋德先後接受了采訪

。喬什· 蓋德對于能夠加盟《憤怒的小鳥》感到

非常自豪，同時他也透露，相信中國和全球各

個國家和地區的觀衆，都能在這部作品中找到

共鳴。

除了分享參與《憤怒的小鳥》制作的感受

並表達對影片即將全球上映的期待外，喬什· 蓋

德還現場學習中文，通過 1905電影網向中國的

觀衆送上了問候。

5月 20日，《憤怒的小鳥》將正式登陸內

地院線。

《憤怒的小鳥》萌翻戛納
“飛鏢黃”親切秀中文

綜合報導 早在二月，外媒已

經報道了喬納斯卡隆來創作並指

導新的佐羅電影，但電影名字暫

時爲《Z》。今天，我們得知導

演已經找到了新的飾演佐羅的演

員——蓋爾· 加西亞· 貝納爾。這

位演員將出演導演的新電影《絕

命荒漠》，定于今年年末發布。

而《Z》將于今年秋天開拍。

對于新的佐羅，這部電影的

制作人邁克· 阿明表示：“我一直

喜歡佐羅這個角色。佐羅是一個

有魅力、機智和聰明的英雄。而

蓋爾· 加西亞· 貝納爾具有那些特

性，他能夠提供一個不同于以往

的佐羅給新觀衆。”

新版佐羅演員已確定
由蓋爾·加西亞·貝納爾飾演

綜合報導 在二十世紀福克斯

公司制作的《火星救援》大獲成功

後，導演雷德利· 斯科特將和《火

星救援》的編劇德魯· 高達合作合

作一個新的電影項目，這部新作改

編自小說家 S. Craig Zahler 的原著

《失落之地的靈魂》。是一部墨西

哥西部風格的小說，這意味著導演

將嘗試西部風格的電影。

原著故事講述了在一個墨西哥

的偏遠小鎮裏，爲了找到被俘虜的

姐姐而踏上征途的男人的故事。這

位小說家去年剛導演了自己的處女

作《戰斧骨》，由帕特裏克· 威爾

森、庫爾特· 拉塞爾、莉莉· 西蒙斯

等出演。

雷德利· 斯科特目前正在拍攝

《普羅米修斯》的續集《異形：契

約》，而《失落之地的靈魂》的開

拍和上映時間目前還沒有任何可靠

消息。

《火星救援》導演將有新作
原版人馬打造西部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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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LING MCCALL LEXUS
10025 SOUTHWEST FREEWAY,HOUSTON TX 77074

(59號南﹐八號公路前)
TEL: 713-995-2600 1-800-256-6225

E-MAIL: mma@smlexus.com

原裝日本進口
最佳售後服務

凌志全線車系 現貨供應或預定

☆☆☆另有大量優質二手車選擇☆☆☆
新車可享有兩年免費換機油及油隔服務

MARTIN MA

馬 田 澤
請電話預約﹕

713-995-2667( 直 線 )

713-501-6888( 手 機 )

通國﹑粵﹑英語

Stanley Cheung
張 華

832-766-9888 （通國語、粵話）
10595 West Sam Houston Parkway S.

Houston, TX 77099
(US 59 South @ Beltway 8)GillmanHondaHouston.com

自1938年就開始服務華人社區

2016 Honda Accord LX

☆精通保險理賠法，AAA, 州農場保險指定修護廠
☆USAA, FARMERS, ALLSTATE, TEXAS
FARMERS BUREAU,G.M.A.C. 等等
OPEN SHOP PROGRAM

☆鈑金修護，爭取減或免自付款，保證復原如新
☆最新電腦控制，下吸式，氣熱，無塵烤漆房
（原廠標準，且有終身保證計劃）

☆修護期間，備有免費（收費）租車
☆全車開入式拉大樑機（三臺）

高價收買
三年內
車禍車

˙噴射式引擎，電腦控制系統專家
˙精修電系，噴射式供油系統
˙四輪（電腦鐳射）定位
˙原廠標準保養，冷暖氣
˙引擎修護，剎車，底盤，變速箱等等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TOYOTA
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衆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舊車換新車
$3000 政府補貼計畫已開始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2016 RAV4,
Corolla,
Camry,
Tundra

Bella 張
(281)223-2919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

季
後
賽]

勇
士v s

開
拓
者

2015/16賽季英超第37輪壹場焦點戰在安菲爾德球場展開爭奪，利
物浦主場2比0取勝沃特福德，喬-艾倫和菲爾米諾先後進球。少賽壹場
的利物浦距前6的南安普敦2分。

利物浦2-0沃特福德

“強者越野”極限賽

拉脫維亞自2010年起開始舉辦“強者越野”極限賽，也是迄今為
止東歐地區唯壹的此類比賽。今年的“強者越野”極限賽賽道全程為9
公裏，其中包括機動車道、森林和沼澤區域，共設置障礙33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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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歡迎預訂全年酒席﹑社團聚餐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佟
大
為
升
級
當
外
公

新
片
造
型
百
變

﹁剃
﹂
光
頭

由韓國名導安兵基執導，佟大為、陳

妍希和呂雲驄領銜主演的合家歡喜劇電影

《外公芳齡 38》 即將於今年 7 月 15 日上

映。繼日前曝光夏日版人物海報後，今日

該片再發壹組新劇照。佟大為顛覆變身

“史上最年輕外公”，多款造型首度被曝

光。片中身為單身電臺男主播的他數套帥

氣服裝不重樣，還首次以光頭造型亮相大

熒幕。這位年僅 38歲已有 5歲外孫的新晉

外公堪稱人生贏家，賣萌扮酷樣樣信手拈

來，他將如何與從天而降的女兒和外孫鬥

智鬥法？祖孫三代同居會擦出怎樣的爆笑

火花？著實令人期待。

佟大為造型百變首度“剃”光頭
笑稱“每場戲換壹套衣服”
佟大為在《外公芳齡 38》中飾演作風

高調的 38歲單身電臺男主播何誌武，相比

以往塑造的眾多或暖男、或硬漢的角色，

《外公》中的佟大為每次出鏡都是光鮮亮

眼的男神範兒，自己卻笑稱“幾乎每場戲

都會換壹套衣服，還挺麻煩的”，同時盛

贊韓國的服裝團隊專業又細致，“每次放

飯如果壹場戲沒拍完，他們都會要求把衣

服脫下來熨壹下，方便吃完飯拍的時候還

能那麽挺拔。”此次發布的劇照還曝光了

佟大為前所未有的光頭形象，這在他近二

十年的演藝生涯中還是頭壹回，身著袈裟

的托缽法海造型相當抓人眼球。佟大為自

己都坦言沒想到造型會這麽誇張，就連很

少自拍的他都破例留下照片，笑稱要拿給

女兒看。據悉，這款光頭

造型出現在片中的壹場電

影發布會上，佟大為飾演

的過氣明星何誌武正在受

訪，孰料被突然闖入的不

速之客襲擊，現場壹片混亂，反倒歪打正

著圓了何誌武壹心想上頭條的夢想。

“大先生”賣萌扮酷過足癮
盛贊“女兒”陳妍希敬業認真
《外公芳齡 38》講述了年輕的單親媽

媽唐慧茹（陳妍希飾）帶著兒子千裏尋

親，和自己從未謀面的爸爸何誌武（佟大

為飾）鬥智鬥法的爆笑故事。“38歲最年

輕外公”的角色設定相當新奇，既要賣得

了萌、耍得了賤，又要板得了臉、扮得了

酷，豐富立體的人物性格對演員來說很有挑

戰，又十分過癮。“大先生”佟大為壹直是

圈內公認的好男人和好爸爸，演繹此類角色

自然不在話下，而此前就已成功演繹過《我

的早更女友》、《橫沖直撞好萊塢》等喜劇

的他更是壹人承擔了片中大部分笑點。首當

“外公”的佟大為直言開始會有壹點壓力，

幸好拍攝時和“女兒”陳妍希、“外孫”呂

雲驄配合相當默契，更盛贊陳妍希敬業認真

超乎想象，可能有些女演員對妝發要求比較

嚴格，下了戲會拿鏡子照，但她的精力基本

都在戲上面，“我要是不認真演，都覺得對

不起她這份態度。”

電影《外公芳齡 38》即將於今年 7月

15日登陸全國院線。

《三人行》曝古天樂劇照
最燃陣容玩轉貓鼠大戰

由香港電影大師杜琪

峯執導的最新警匪力作

《三人行》將於 6 月 24 日

暑期檔搶灘上映。該片由

杜琪峯、遊乃海監制，趙

薇、古天樂、鐘漢良三大

王牌實力出演，杜氏警匪

最燃陣容上演銀河 20年回

歸生死之戰。繼鐘漢良

“ 床戲”劇照、趙薇的

“女大佬”劇照之後，今

日片方又發布壹組古天樂

角色劇照，飾演警察的他

全程黑臉扮“嚴肅”，拼

盡全力守護自己的警察兄

弟，酷似真人版“黑貓警

長”，與“壹只耳”悍匪

鐘漢良智奪“女大佬”趙

薇。

禦用寶貝！杜導與古
天樂第11次聯手出擊

古天樂壹直是杜琪峯

警匪電影中萬年不變的超

級男主角。從《柔道龍虎

榜》、《黑社會》系列、

《毒戰》到如今的《三人

行》，杜導與古天樂壹起

搭檔走過了 13年，壹同合

作了 10部叫好又叫座的電

影作品。杜導親切的稱呼

古仔為“禦用寶貝”。

作為銀河 20 年杜琪峯

警匪回歸之作，《三人行》

成就了杜琪峯與古天樂的

第 11次兄弟聯手。壹直被

網友戲稱“警察專業戶”

的古仔在《三人行》中再

次飾演壹名刑警，陰差陽

錯下誤傷悍匪鐘漢良，使

其頭部中槍，送入趙薇所

在的腦外科。警醫匪三人

病房纏鬥，面對內心強大、

智商逆天的悍匪鐘漢良，

為了守護兄弟與正義，古

天樂不惜采取“非常”手

段，爭分奪秒追趕生死六

小時。

最燃陣容！黑貓警長
與壹只耳悍匪智奪女大佬

在《三人行》中，古

天樂全程黑臉扮嚴肅、不

茍言笑，人送外號“黑貓

警長”。而鐘漢良所飾演

的悍匪因為腦部中槍纏了

繃帶，十分神似“壹只耳

”的經典造型。“黑貓警

長”古天樂與“壹只耳”

悍匪鐘漢良妳追我逐、鬥

智鬥勇，儼然就是真人版

的貓鼠大戰！

在“黑貓警長大戰壹

只耳”的過程中，還有壹

位至關重要的線索人物撐

起了整部影片的 “ 半邊

天 ”，她就是趙薇。在

《三人行》中，杜氏警

匪最燃陣容上演生死拉

鋸戰，趙薇這架天枰在

警匪、正邪與生死之間

搖擺不定。面對悍匪鐘

漢良的威逼利誘與刑警

古天樂的軟硬兼施，勝

利女神趙薇最終會選擇

與誰聯手，6 月 24日《三

人行》見分曉。

電影《三人行》由中

影寰亞音像制品有限公

司、寰亞電影制作有限公

司、愛奇藝影業(北京)有限

公司出品，北京海潤影業

有限公司、浙江藝能傳媒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百度

網訊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格瓦商務信息咨詢有限公

司、深圳電影制片廠有限

公司、無錫靈動力量文化

傳媒有限公司、寰亞電影

發行（北京）有限公司聯

合出品，寰亞和愛奇藝影

業聯合宣發。杜琪峯執導，

杜琪峯、遊乃海監制，趙

薇、古天樂、鐘漢良領銜

主演，該片將於 2016 年 6

月24日全國公映。

《陸垚知馬俐》包貝爾為文章壹句話瘋狂減肥
由文章執導，包貝爾、宋佳、朱亞文、焦

俊艷領銜主演的愛情喜劇電影《陸垚知馬俐》，

將於 7 月 15 日暑期檔全國公映。今日，電影曝

光了壹組“宅男的日常”主題劇照，包貝爾將

宅男的壹天展現得淋漓盡致，堪稱“禦宅族的真

實寫照”。

同時，作為“資深宅男”的包貝爾，卻因為

《陸垚知馬俐》這部電影暫時拋棄了“宅男”

的身份——因為導演文章的壹句“男主角要長

得帥”，痛下決心努力鍛煉，狠狠瘦了15斤，十

分勵誌！

和吳彥祖PK顏值？
為壹句“長得要帥”包貝爾瘋狂減肥

宅男的壹天是什

麽樣的？也許在早晨

刷牙時，還會想象壹

下，今天是去吃頓大

餐，還是去健身房鍛

煉？然而最終還是會

像包貝爾壹樣，窩在

家裏上網、吃泡面、

打遊戲，唯壹的交流

貢獻給了魚缸裏的

魚。今日，《陸垚知

馬俐》曝光的劇照，

不僅是包貝爾在電影

中飾演的“陸垚”的

真實寫照，也同樣是

包貝爾本人十分熟悉

的狀態。

作為“資深宅男”

的包貝爾，總結自己

的生活就是“看書看

碟打遊戲，很少運動

”。不過接拍《陸垚知馬俐》後，因為導演文章

對他提出了減肥的要求，包貝爾痛下決心努力鍛

煉，狠狠地瘦了 15斤，十分勵誌。包貝爾自己也

調侃，“文章導演對男演員的要求就是帥，我覺

得我瘦下來後，這個戲除了我和吳彥祖，沒有人

更適合了。”

壹頓火鍋拍板合作？
包貝爾坦言：想要和文章學東西
談到此次和文章合作電影，包貝爾還爆料

了壹個小插曲：電影的制片人請包貝爾吃了頓

火鍋，提到了拍《陸垚知馬俐》這部電影，並

想邀請包貝爾來演“陸垚”。包貝爾笑稱，

“經常在飯局上有導演找我演戲，但吃飯時說

的話不壹定算數，不過這壹回，這事兒真的成

了。”

包貝爾還表示，接拍這部電影的原因，除

了劇本吸引他之外，導演文章也讓他充滿興

趣，更坦言“文章是特別好的演員，有很特別

的表演風格，我覺得和他合作能學到很多東

西。”不過，演員切換身份變身導演，也讓包

貝爾感到很有壓力：“文章以導演的身份看整

體，以演員的標準來要求我們，其實壓力還是

很大的。”

比導演還想多拍幾條？
包貝爾自爆出道時“不要錢，只要臺詞”
在拍戲過程中，導演文章“細節控”模式全

開，“死摳”每個鏡頭，力求呈現最好的視

覺效果，難免讓演員們每壹個鏡頭都拍很多

條。不過，包貝爾對於導演的這壹要求，卻完

全不覺得辛苦，甚至直呼“這是好事兒啊！”包

貝爾還用好萊塢著名導演大衛 · 芬奇舉例子，

“大衛 · 芬奇壹個鏡頭也要拍幾十遍，有人問

他為什麽，他說‘因為我也不知道，這些中哪

壹條才是最好的’。”

因此，在片場哪怕導演文章已經滿意通

過，包貝爾還希望能再拍壹條，精益求精。

早在包貝爾剛出道的時候，這種“戲癮”的

狀態就有萌芽了，包貝爾每天跑上百個劇

組，到處詢問“要演員嗎？我不要錢，給句

臺詞就行！”這種對表演的熱愛，在《陸垚

知馬俐》中更是得到升華，包貝爾不斷在嘗

試能有新的突破，“認真琢磨表演，希望能

讓觀眾有回味。”

電影《陸垚知馬俐》講述了陸垚（包貝爾飾）

在上大學時重逢幼兒園同學馬俐（宋佳飾），雖

然彼此心存好感，但由於陸垚有嚴重的“表白障

礙癥”，只能眼巴巴看著自己的女神馬俐與別人

談戀愛。而自此之後很多年，陸垚只能以朋友的

名義愛著馬俐，也與她開始了壹段“友情不甘，

戀人不敢”的情感長跑。

《陸垚知馬俐》由宸銘影業（上海）有限公

司、海寧壹線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君竹（上海）

影視文化有限公司、華誼兄弟電影有限公司、旗

艦影業有限公司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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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效舜二婚超幸福
帥兒 「還好不像星爸」

林心如昨穿價值62萬元的VALENTINO蕾絲幾何拼接禮
服，佩戴總值3965萬元的Cartier美洲豹項鍊、手環及戒指，
全身行頭逾4千萬元，與一身BURBERRY西裝的楊祐寧出
席電影《魔宮魅影》首映。她首度擔任電影出品人，占10％
的股分，製作費近5億元台幣，但中國目前僅賣4.3億元台幣
，她祈求台灣好票房，才能回本。

日本求愛符
40歲的林心如和33歲楊祐寧3度合作，床戲、吻戲拍了

許多次，問他倆有過火花嗎？林心如說： 「他都有女朋友啊
。」意指去年初拍片時，他還跟郭采潔在一起，但楊祐寧昨
說雙方已好一陣子沒聯絡了。現在都是單身，林心如說能接
受與楊祐寧的年齡差距，但太熟了沒火花。

林心如前天才剛跟舒淇從日本度假回來，坦言有求愛情
御守，她說就算不結婚，至少也要有能作陪的對象，但舒淇
叫她別想太多，拜拜只說 「心想事成」就好了。

拿獎就結婚！沈志方發豪語 感性告白惹哭利得彙

許孟哲跟女友張艾亞（小
白）愛得大方，上節目時刻把
另一半的甜蜜事蹟掛在嘴邊，
昨《蘋果》直擊小倆口的 「美
味關係」──共進早午餐，餐
畢許孟哲開車載女友直奔星巴
克，路邊停車當跑腿幫小白買
咖啡，伺候得無微不至，暖男
一枚無誤。

當天許孟哲和小白隨意找
個位子坐下，點了一堆食物大
快朵頤，身材火辣的小白穿著
緊身背心，宛如漫畫《海賊王

》中的G奶女主角 「娜美」真
人版。但美食當前，許孟哲似
乎暫時對秀色可餐的女友無感
，專注地大嗑加辣加漢堡排的
義大利麵。

戀2年穩定發展
小倆口花了半小時祭完五

臟廟，許孟哲帶著小白離開，
隨即切換成 「暖男」模式，貼
心幫她開車門。車往內湖方向
行駛，沒多久在星巴克咖啡門
口停下，許孟哲下車衝進店內
買了兩杯咖啡。

這對銀色情侶交往近2年
，當初是在朋友聚會認識，交
往後穩定發展，已有結婚打算
。許孟哲透過經紀人庭庭表示
： 「其實我們就是以結婚為前
提在交往，不過因為事業未有
成，所以會再努力一段時間，
等麵包比較充足了再走入禮堂
。」

許孟哲為演出新戲《必勝
練習生》瘦了不少，也更成熟
穩重，已具備當人夫的條件
。

許孟哲暖男跑腿買咖啡
伺候小白如娘娘

林心如4千萬附身催票 麻痺楊祐寧的吻

醞釀兩年的時間，演藝圈少見的情侶檔組合、由利得彙
與沈志方組成的 「慢慢說樂團」終於再推新輯【驕傲地愛著
】。繼首張創作專輯拿下26屆金曲最佳演唱組合，沈志方發
下豪語，若新專輯明年再度入圍得獎，就要把利得彙娶回家
，喜上加喜。記者會上一番感性告白，還惹哭了利得彙。

慢慢說樂團新專輯【驕傲地愛著】今日舉行發片記者會
，身為演藝圈少見的情侶組合，自從獲得26屆金曲 「最佳組
合」鍍金後，工作邀約不斷，事業得意之餘也讓人好奇兩人
好事何時才近？沈志方發願若【驕傲地愛著】再入圍金曲獲
獎肯定，就要向利得彙求婚。記者會上阿娟打趣要沈志方先
預習求婚，害羞的兩人遲遲不肯就定位，利得彙羞喊： 「他
戒指還沒買好啦！」阿娟半開玩笑地使出激將法，問沈志方
「是不是男人」要他主動，不料沈志方居然回： 「那我今天

不是！」害羞到全身直冒汗。
感情穩定的兩人，透露最好的溝通就是 「吵架」，但是

彼此約定好不吵 「隔夜架」，當下就要解決。最常發生的爭
執是在音樂上的想法，兩人為了決定用誰的版本，還用直播
叫粉絲當評審。因在記者會上許下求婚大願，沈志方坦承
「壓力比山大」，每晚都在腦海裡想像到時候求婚的場景，

不過沈志方說擔心利得彙媽媽耳提面命 「女生要矜持一點」

，可能不會馬
上答應求婚，
利得彙在旁羞
說： 「不會啦
。」似乎表示
沈志方雖未開口，但內心已經有確定的答案。

未來若結婚，利得彙不願馬上生小孩，認為自己還沒準
備好。沈志方也認為自己目前投入音樂工作，還沒有進入為
人父母的狀態，利得彙開玩笑說： 「可能會忘記小孩要吃飯
。」兩人投入音樂工作，為了新專輯，沈志方甚至連結婚基
金都投資在音響器材上，就是為了要創作更好、更用心的音
樂給歌迷們。

慢慢說樂團新專輯也受到各方好友力挺，包括日本人氣
男星藤岡錠、日本搖滾樂團flumpool凡人譜主唱山村隆太、
歌手吳汶方、Boxing還有日籍演員田中千繪都錄製VCR祝賀
， 「大嘴巴」成員、新科人妻愛紗更特別帶著 「金色大聲公
」出席現場，要慢慢說鍍金之後更能 「金光閃閃」專輯大賣
，讓更多人聽到慢慢說的 「愛」，並把新嫁娘的滿滿喜氣傳
遞給小倆口，希望他們也 「好事將近」。

53 歲許效舜 5 年前
二婚娶了小他 2 輪的陳
愉，現育有 4 歲兒許甘
丹及 1 歲女許半未，生
活幸福美滿。陳愉昨在
臉書秀出溫馨全家福沙
龍照，他也開心轉發，
照片中，他換上正式西
裝戴領結，與穿著婚紗

的老婆曬恩愛，一雙兒
女十分搶鏡，帥兒顏值
高被誇 「長得像媽」、
「還好不像星爸」，不

過一對可愛的招風耳，
倒和老爸一模一樣，女
兒年紀小不受控制，在
拍照過程中被惹哭了，
後來才在媽媽逗弄下恢

復笑顏。
他們一家人在 「林

莉婚紗」的掌鏡下，父
子倆換穿牛仔親子裝，
展現生活面，29 歲的陳
愉則換上低胸小禮服，
身材很有料，許效舜真
是賺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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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李榮浩早前接受新城知訊台
《勁爆樂勢力》訪問，在節目中他跟主持人林柏希
表示自己一開始聽的歌就是廣東歌，他認為廣東歌
很有情懷，所以他喜歡廣東歌。而影響李榮浩最深
的廣東歌手就是Beyond的黃家駒，因為李榮浩在
小時候已開始玩結他，在他九歲時，家人送他一把
結他，因為當時家境較差，所以沒請老師教他結
他，他就聽Beyond的歌自己嘗試彈，所以黃家駒
給了很多靈感，讓他能創作。

節目中，李榮浩亦表示因為不太喜歡上學，
所以在中二時已經退學，他是從網上及書本上學習
結他。李榮浩的家人也讓他學習音樂，就是低音大
提琴，每逢星期六他都要乘坐火車去南京學習，一
學便學了4、5年，因為低音大提琴是較古典的音
樂，家人認為學習大提琴可以入樂團賺錢，而他卻
覺得較無聊，最終他還是比較愛結他。此後，李榮
浩開始寫歌，而他所寫的第一首歌給了范逸臣，他
笑指第一次發現原來寫歌是可以賺錢的。

樂基兒表示自
己有收藏近

30副太陽眼鏡，她笑言自己本身有近視卻戴不到
隱形眼鏡，看東西常要眯起雙眼，也有幾次被傳媒拍入
鏡頭，所以近年也愛戴太陽眼鏡出街，但她反而不怕沒
化妝真面目示人。

談及前夫黎明完成演唱會，Gaile坦言沒去捧場，因
她身在外地度假。笑問有否留意黎明的每日金句？她笑
說：“沒有，我沒跟進，又不懂中文，亦沒有人跟我
講！”網上有很多黎明演唱會的片段？她則指無人傳給
她看，也本身沒有開面書，故沒看到黎明的面書。將來
黎明推出演唱會DVD又會否支持？Gaile說：“會支
持，他的音樂已經很多年，很有才華，應該支持的！”

蔡穎恩不心急嫁人
蔡穎恩表示也想選購太陽眼鏡給男友做生日禮物，

另一副則送給好友陳嘉寶，因陳嘉寶演出的新劇《殭》
播出後，落街買外賣也給偷拍，所以想送太陽眼鏡給
她，可以買外賣都型格一點。蔡穎恩笑言自己常做好友
的“電燈膽”，不過見陳嘉寶與男友好sweet，食飯時常
扮BB聲哄對方，也希望好友能早日拉埋天窗，自己則說
好只做姊妹，怕麻煩不會當伴娘。她自己拍拖接近3
年，仍希望與男友各自為事業衝刺，反而父母很心急想
將她嫁出去。

香港文匯報訊 諸葛紫岐
（Marie）日前飛到英國倫敦出席
活動，同場的還有英國首相卡梅
倫及皇室查理斯王子基金會會長
Dominic Richards等大人物。

近日為了工作不停到歐洲等
國家的Marie，在當地認識很多
新朋友，Marie說：“今次由香
港來英國倫敦工作，順道出席活
動，因為有其他工作，所以時間
比較趕，一落機就趕來會場。”
問到有否跟首相卡梅倫見面？
Marie說有跟對方打招呼，提到
首相近日因指阿富汗及尼日利亞
是貪污國家成為新聞人物，Marie
表示：“我剛剛才到，沒有留意
這則新聞，政治不想多談，此行
都是為工作而來。”

晚上Marie又要趕赴另一個
重要約會，相約了勳爵Lord Da-
vid Alton在大笨鐘旁的英國國會

會議廳內吃飯，
Lord David Alton
在門口迎接Marie
到訪，親自介紹大
笨鐘附近的名勝及歷
史建築物等，首次赴英
的Marie感到非常有興趣，
為工作會逗留在倫敦數天的她亦
會趁機遊覽各名勝。

因工作撞期捨康城影展
一般人都不能踏進英國國會

會議廳，必須是受邀之嘉賓才能
夠進入，亦不能攜帶任何通訊設
備，Marie說：“聽勳爵說這地
方有過千年歷史，入去時都有點
緊張，最特別是可以到裡面唯一
的餐廳用膳，餐廳佈置很簡單，
但是很有英國文化色彩，只可惜
不能拍照作紀念。”飯局長達3
小時，Marie透露飯後加深了對

英國各方面的了解。
原本Marie要以電影老闆身

份去康城影展，可惜因英國的工
作而取消了康城之行，Marie承
認謂：“兩邊的工作撞期，自己
都好想去康城觀摩世界各地的出
色電影，但英國這邊工作又好重
要，唯有忍痛割捨，明年再踏足
康城！”問到重要工作是否旗下
娛樂公司星韜要衝出亞洲，繼北
京、新加坡後到英國開設分公
司？Marie說：“確實有些合作
計劃，但仍在接洽階段，有消息
會第一時間跟大家分享！”

華仔低調為女兒開生日P
劉德華女兒劉向蕙（Hannah）日

前4歲生日，華仔有為囡囡舉行生日派
對，不過向來低調的華仔只是主力邀請
囡囡現時在何文田維多利亞幼稚園的同
學及家長，現場佈置甚是簡單，佈景板
上印有“Happy Birthday”，並有灰姑
娘氫氣球裝飾。劉天王抱着一位小朋
友，與在場的學生家長影大合照，但據
悉當日在華仔懷裡的並不是Hannah，
Hannah及盛傳陀第二胎的朱麗倩並沒
在相中出現。

��
((

林心如稱是選擇不嫁
台灣藝人林心如和好友

舒淇日前去日本旅遊6天，
12日林心如在其主演的新片
《魔宮魅影》媒體餐聚上，
被問及她和舒淇都40歲還未
嫁，林心如說：“有人陪伴
比較重要，但不一定要有一
張紙”。談到還沒出嫁，林
心如故意裝怒說：“不是我
們嫁不出去，是我們選擇不
要嫁。”目前有約會吃飯、
看電影的男生朋友，但沒有
太多時間多認識了解。對於
嫁人她沒有計劃，但也不說
死不會結婚。

伊能靜經歷地震報平安
台灣宜蘭12日早發生5.8級地震，

全台灣都感受到震動，伊能靜與老公秦
昊當時正身處台灣。秦昊先在微博留
言：“地震了～房子都在晃～一轉眼，
孩兒她媽已經抱着小miu站在門框處
（三角安全區），這豈止是知識改變命
運啊？這要是在電視劇裏，我估計都活
不過第一集。”其後，伊能靜轉發該微
博報平安，還留言教一眾網友遇地震時
的一些求生技巧，伊能靜寫道：“在高
喊地震、地震時，也許已經錯過了黃金
避難期，地震來時盡快打開門，躲在沒
有吊燈、高櫃及易砸落物品的角落，若
靠近門窗、要靠近窗簾，免得玻璃壓碎
受傷，任何火燭都要熄滅。我們一切平
安，也祈福一切安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泳兒、鍾舒漫、羅力威、洪卓
立（Ken）、洪杰及《中國好聲音
3》季軍余楓12日出席“2016中國
好聲音全國城市海選（香港區）”
記者會，有過參加歌唱比賽經驗的
泳兒和鍾舒漫分享心得，鍾舒漫表
示：“談不上什麼心得，我的年代
是一日便完成比賽，現在的參賽者
是長線，他們能夠承受到這壓力已
很厲害，”泳兒和應說：“好大壓
力，之前參加另一個歌唱比賽時不
想出街和說話，因為要養聲，大會
又拍攝我們練歌、生活點滴，根本
沒有休息，令整個人崩潰，要長期

對住鏡頭，由未化妝便開始拍。不
過跨過這一步已沒什麼好驚，可以
爆發小宇宙，素顏都不怕，”鍾舒
漫想起跟妹妹鍾舒祺參加過類似節
目，同樣感受到很大壓力，兩人茶
飯不思，連平日的無聊舉動都欠
奉，但如同泳兒所講，跨過了便不
再害怕。問到會否想再參加內地歌
唱比賽？她們表示有緣想再試，亦
不怕輸。Ken、羅力威、洪杰、余
楓均有過比賽經驗，余楓表示：
“最重要放鬆心情，不好當比賽，
當是一個經歷和回憶，回望轉頭會
好難忘。”眾人都不怕輸，因唱歌
是開心事，不是以輸贏來計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樂基兒（Gaile）及蔡穎恩12日出席眼鏡店開幕儀式。日前

Gaile的前夫黎明在波折重重下舉行4D演唱會，因禍得福，演唱會受到全城關注，不過Gaile坦

言由於自己身在外地，加上她沒開面書，又沒有人傳給她看，因此沒有跟進，但會買將來

推出的黎明演唱會DVD以作支持。

■林心如剛
和舒淇去日
本旅行。

中央社

■華仔邀請女兒的同學仔參加派對。
網上圖片

■諸葛紫岐跟皇室查理斯王子
基金會會長Dominic Richards
見面。

■英國首相卡梅
倫在台上演講。

■卡梅倫與諸葛紫岐握手打招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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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兒參加歌唱比賽幾近崩潰

■黎明日前在
開騷時曾玩直播，
但基兒表示並沒看
過。 資料圖片

■樂基兒不
怕沒化妝以真
面目示人。

外遊未暇關注前夫個唱

樂基兒

買DVD“補撐”
黎明

■蔡穎恩想選購太陽眼鏡給男友做生日
禮物。

諸葛紫岐英國行
見首相卡梅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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