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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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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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 HOUSING
LENDER FDIC

Member

1. 此優惠僅適用於開設國泰精簡商業支票帳戶或商業分析支票帳戶。帳戶須在優惠期內用新存款開設。精簡商
業支票帳戶︰最低開戶金額為$3,000。可能收取每月$15維持月費及每月收費項目。商業分析支票帳戶︰最低
開戶金額為$200。可能收取每月$15維持月費及每月收費項目（可用收益回贈以抵消費用）。免收開戶後首
三個月的最低結餘要求。精裝商業支票優惠僅適用於指定支票種類，請查詢詳情。  2. 國泰商號銀行卡服務由
First DataTM Card Processing Services 提供。新的商號銀行卡服務申請需於優惠期內收到及獲得批核，並
於批核後的30天內啟動服務以符合獲享回贈之資格。所有申請須獲得First DataTM批准。必須使用國泰銀行商
業支票帳戶作為過帳帳戶。在啟動商號銀行卡的90天內，$200帳戶回贈將會存入至商業支票帳戶和$100額外
優惠將會存入至商號銀行卡服務帳戶。請查詢詳情。  3. 此優惠僅適用於開設國泰商業分析支票帳戶。在優惠期
內設立的任何新的商業電子銀行電匯服務，本行將豁免開設服務的首個月及隨後兩個月的匯出手續費 
（每月最多豁免20次手續費）。（豁免以客戶為單位計算，不以帳戶為單位。）豁免手續費優惠期從本行通知
你已開設有關電匯服務之時開始。  4. 申請表須於優惠期間內提交。須經信用批准並受聯邦中小型企業管理局 
(SBA) 的其他條件限制。豁免處理費僅適用於在2016年9月30日前已放款之SBA貸款。  5. 申請表須於優惠
期間內提交。豁免商業貸款文件處理/準備費用僅適用於在2016年8月15日前已放款之合資格貸款。須連接國
泰銀行商業支票帳戶並根據任何一項貸款中的每月最低還款額設立自動還款。國泰銀行商業支票帳戶有其他條
件及收費項目，請查詢詳情。  6. 信用卡由First National Bank of Omaha之分部First 
Bankcard®發行。 7. 國泰銀行保留隨時終止優惠之權利。 

休士頓分行: 9440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 278-9599

布蘭諾分行: 4100 Legacy Dr.- Ste #403, Plano, TX 75024
電話: (972) 618-2000

 

為您提供一站式的
全面商業方案

限 時 特 別 優 惠 :

請參閱下列重要資訊

1-800-9CATHAY
1-800-922-8429
www.cathay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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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時優惠7:
2016年5月2日起
至6月30日止

SBA

SBA 7(a) 貸款  
– 豁免高達$2,500處理費4

開設合資格的商業支票帳戶 
– 首次訂購精裝商業支票節省高達$100  
– 豁免首三個月維持月費1

商號銀行卡服務  
– 獲享高達$300帳戶回贈2

進階精簡資本商業貸款  
– 豁免高達$300商業貸款文件處理/準備費用5

商業電子銀行電匯  
– 豁免匯出手續費3 

$300

$2,500

$300

$145

歡迎查詢商業信用卡相關服務6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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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8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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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陶瓷複合板，它是建築陶瓷領域中的高新技術
產品，它以晶瑩剔透、雍容華貴、自然生長而
又變化各異的仿石紋理、色彩鮮明的層次、鬼
斧神工的外觀裝飾效果，以及不受汙染、易於
清洗、內在優良的物化性能，另外還具有比石
材更強的耐風化性、耐氣候性而受到國內外高
端建材市場的青睞。這種材料就以其高檔裝飾
藝術性、優良的機械性能、耐化學腐蝕性能 ( 耐
氣候風化性 )、原料來源的廣泛性以及較低經
濟成本逐步進入了高檔的建材市場。如今，這
種微晶玻璃建築材料已被譽為「21 世紀的高檔
裝飾材料」。

正冠建材公司目前大酬賓，10% 優惠，機
不可失。

正 冠 建 築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地址：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專線：832-933-5236、415-860-0033，
電話：713-671-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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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黃梅子）休斯頓最大的建築材
料工廠直營店——正冠建材夏季大酬賓！這個
休斯頓的建築材料旗艦店有巨大的展示廳，全
新打造的展示廳佔地 5 萬呎，讓人耳目一新，
為您展示各種櫥櫃、浴室、洗手間和地板，包
您找到喜愛的款式。直營店占地面積大，品種
多而全，備有充足的貨源。巨大的倉庫靠近機
場，方便貨物的倉儲和運輸，保證源源不斷的
貨源供應。正冠公司專營精品磁磚、馬賽克、
石材外牆、石英石櫥櫃面、櫥櫃和花崗石，複
合木地板等裝修材料，以及高級瓷磚等。正冠
公司提供最高質量的花崗石，石英，和玻璃
磚，因為有自己的工廠生產，所以可以密切檢
驗產品的質量，嚴格把關每一道製造過程，同
時也方便提供特殊的訂單服務。由於正冠建材
有兩個工廠，所以可以支持任何商業計劃方面
的需求。在商業部份，可滿足從裡到外的任何
項目，包括酒店大堂、廚房、衛浴，以及外牆
美化。所有產品已通過標準化（ISO）的國際
認證，目前是符合歐洲標準（CE）的品牌之
一。正冠的產品是可靠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正冠建材獨家銷售微晶
磚。何謂微晶磚？微晶石在行內稱為微晶玻璃

休斯頓最大的建筑材料工厂直營店夏季大酬賓

陳納德將軍空軍博物館休斯頓分館揭牌儀式在ITC舉行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導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趙宇敏副總領事致詞！

2016年5月31日，陳納德將軍空軍博物館休斯頓分館揭牌儀式在國際貿易中心（ITC）舉行。陳納德將軍的外孫女嘉
蘭惠（Nell Calloway）、陳納德將軍孫子Mike Chennault、當年飛虎隊成員余厚義（Lewis Yee）、中國駐休斯頓總
領館趙宇敏副總領事及各族裔僑界領袖近一百人參加揭牌儀式。陳納德博物館在休斯頓的成立，是為了讓我們緬懷歷
史、傳承友誼，紀念飛虎隊援華的義舉，鼓勵中美兩國人民攜手並進，傳承中美友好合作精神，為中美關系的健康發
展及世界和平與繁榮做出積極貢獻。

嘉賓合影。

嘉賓雲集 ITC參加陳納德將軍空軍博物館休斯頓分館揭牌儀式。

左起：美南國際電視節目主持人鄧潤京、當年飛虎隊成員余厚義
（Lewis Yee）、陳納德將軍的外孫女嘉蘭惠（Nell Calloway）、
小沈陽餐廳大廚高風臣先生來美南國際電視錄制“美食美客”節目，
同時參加揭牌儀式。

陳納德將軍的外孫女嘉蘭惠（Nell Calloway）在博物館內，向嘉賓
介紹陳納德將軍在中國時曾經用過的物品，其中包括陳納德將軍曾經
穿過的軍裝。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陳納德將軍空軍博物館休斯頓分館董
事李蔚華先生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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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印刷公司

6418 Wilcrest Dr. Houston,TX 77072

承印一切所有印刷用品

C&W PRINTING

Tel:(281)575-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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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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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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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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冠]皇馬6-4馬競

第61屆冠軍杯也是第24屆冠軍聯賽決賽在米蘭聖西羅球場打響，
皇馬在 120分鐘內與馬競戰為 1比1平，點球戰 5比3勝出，創紀錄第
11次奪冠，馬競成為首支前3屆冠軍杯決賽全部告負的球隊。

小德橫掃進法網16強德約科維奇以 6-2/6-3/6-3戰
勝貝德內，晉級法網16強，將戰阿
古特。特松加領先時退賽，伯蒂奇
逆轉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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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ZG
食在中國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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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 29 度的南方，有

座你不知道的小城，叫衢州。

这是我们两的家乡。也是

我们味蕾最跳跃的地方。我们

用时 1年，寻找记录家乡最传

统的美食。

我们还在路上。

一路向前，一路遇见。

我可能再也没有吃过比它

更粗暴的面了。拆开红色封条

掂量着一碗面的分量入水烫熟

捞起入碗，那汤头也是干净利

落的。醋酱油一小块猪油配上

辣椒葱花，一定要趁热吃，透

过刚出锅的面条沸腾的热气，

窸窸窣窣往嘴里送，然后喝一

口汤，被烫得有点发麻的嘴最

先感受到面条的清香气，然后

是鲜辣酸爽

的汤，味蕾

在那一刻瞬

间变得生动

活泼。

索面，

古时上贡给

圣上，也叫

贡面，浙江

省衢州市常

山县最传统的吃食，是我吃过

让味蕾最惊艳的面条了。细如丝

却劲道十足，白如雪面粉香扑

鼻，经过发酵、揉面、开条、盘

面、上架、拉面等10多道工序

，纯手工经太阳晒制而成如丝

的面条粗细均匀且口感爽滑，

晒制的过程也很壮观，一眼就

让人感觉到江南小镇如画如诗

的美感。

衢州市常山县姜家堡村的

手工作坊，夫妻两人已经做了

30多年索面。做面的时候凌晨

2点就要起床，一直要忙到中

午 12 点，盘面有大学问，盘

不好面就拉不长，面里盐和水

的比例根据天气不同也要不停

变化，因为在面粉里本身就有

盐，所以煮的时候就不用再放

。盘好的面这样一排排挂着自

然下坠。这只是变长的第一道

工序，手工拉长，根据面条本

身的韧性反复拉三次。拉面是

一道繁琐的工序，每排面都要

经过三次的拉面工序，每拉一

次都要等水分蒸发面的表层干

了以后再进行下一次，每根面

条约长两米，天气好的话，两

个小时以后就差不多完全晒干

了。

扎索面，每一排捋下来分

扎装好，一扎有半斤左右，放

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只需最简

单的配料，一碗细腻爽滑的索

面就等你品尝了。唇齿留香，

不管是清淡亦或是重口，索面

都是一样鲜美可口超乎你的想

象。

在浙江省衢州市有壹座小縣城常山，壹對老夫妻，
守著傳統索面的制作手藝，矜矜兢兢 30 年。壹年 200 個
晴天，面條壹天10架，每架80排，壹排90根，壹根長兩
米，總長能繞地球22圈。

常山索面：
浙江30年手工面總長繞地球22圈

在衢州到处都有卖小烤饼的

摊头.大小和上海人喜爱的鲜肉

月饼差不多，但形状更扁。采取

烘烤的方式，香的很，在很远就

能沟起你的食欲.皮很薄，大概

是面粉做的。中间的馅是猪肉/

葱和辣椒。做的时候采取一种

特殊的炉子--类似于做金华酥饼

的炉子，外面看起来是一个直径

一米左右，高也在一米左右的大

圆筒。里面却类似与一个半球

状。开口的直径却很只有一尺左

右，这样可以将在炉子内形成对

流，香味得到很好的保存。不过

问做烧饼的师傅们，他们多半说

这样的设计可以放尽可能多的小

烤饼。师傅们就把包好的小烤饼

从开口放进去，贴在里面半球的

表面上。烘上一会，小烧烤饼就

开始吱吱的直流油，香气也从狭

小的开口串出来，让人馋的直流

口水。由于水分逐渐被烘干，小

烧饼就很难继续粘在炉子的内表

面上了，这时候小烧饼也就做好

了--简直是巧夺天工的设计啊！

师傅会熟练的将里面的小烧

饼一个个钳出来，这时候排队的

人群也会开始有点混乱。大部分

人会马上吃起来，大家吃的西哈

西哈的(被辣的！)看起来应该是

很不雅。不过美味当前，怎能顾

的了这么多。我小时侯就经常由

于放学后自己买小烧饼吃，吃的

太饱了，回家晚饭吃不下，被妈

妈猜到，免不了受到点责骂。现

在想起来，仍是十分开心的事

情。最近回家，偶然回到学校那

边。那个做小烧饼的小摊居然还

在，老板还是那个大胖子，比想

象中的差不多，并没有很明显的

老的痕迹。炉子还是那个炉子(

炉子上有三个暗红色的斑点，小

时侯我们曾经因为某件事谈起

过。当时谈论的具体事情已经

忘记，现在看到这斑点，就感

觉像老友重逢般的惊喜。味道也

还是那么熟悉的味道，连心情都

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

衢州最好吃的烤餅

休城僑社

611華裔社區治安警民面談會
我們都聽說了許多觸目驚心的細菌感染病例，目前

大家每天使用的肥皂和殺菌劑都是僅僅停留幾分鐘。美
國航天局給航天員和空間站殺菌，使用了一種納米殺菌
技術。它可以保持處理過是物品在90以內仍然有自動
殺死細菌的功能。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邀請到這方面的專家，Rodney
Harris 來給大家介紹這個奇特的納米殺菌技術。下面是
Rodney Harris的簡歷。希望大家踊躍參加。

時間：六月四號，星期六，10點鐘-12點鐘。
地點：恆豐銀行12樓會議室，9999 Bellaire Blvd

。， Houston， Texas77036
免費參加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特啟

納米殺菌技術講座

薛海培先生籌組全國五十州的＂美國華人全國委員會＂
昨會晤華裔社團介紹將於九月召開第一次＂美國華人大會＂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藉著昨天中午在ITC 舉行的 「陳納
德基金會休士頓分會成立大會」 的平台，來自華府的薛海培先
生昨天下午與休士頓各大社團代表在美南新聞座談，聽取各方的
意見，希望在美華人履行公民責任，參與投票，並希望與全美社
團人物串連，大家支持，贊助，在美國即將來臨的大選中，充份
發揮華人社區的影響力。

昨天出席座談的社團代表，包括 「 休斯頓華裔聯盟 」 會長
孫盈盈， 「 國際華人企業家協會」 代表曹松，嚴偉偉，裴習梅

， 「 僑灣社 」 會長浦浩德， 「80-20 促進會」 「 愛心 」 、代
表黃登陸， 「 黃河合唱團」 江岳，律師陳文，以及正在籌組 「
美國華人全國委員會」 的薛海培，Dr.Hermann Liu 及美南報系
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他們在座談會上各抒己見，浦浩德
回憶數年前在糖城率領當地居民對抗 「恐龍公園 」 的提案成功
，及他個人參選糖城市議員決選（Round off )時，碰到白人對手
，明明贏十餘票，計票結果卻以一票之差敗北，這次的參選經驗
，使得浦浩德認為華人在美參政，是被打壓的一群，未來還有漫
長的一段路要走。

黃登陸刞介紹他主持的 「 80-20 促進會 」 及 「 愛心組織
」 的經驗，在幫助這些貧困學子的同時，也介紹出中華文化。
而曹松，嚴偉偉則介紹 「 國際華人企業家協會 」 主要目的在
幫助中小企業，並將於今年十月六日至 十月九日，在Marriott
Westchase Hotel 舉行成立四百人的華人代表大會，大家同一
聲音，同一策略，以鼓舞更多的人參與。而美南報系的李蔚華
董事長則提到他在1989 年到華盛頓辦報，也遭遇很多的排擠和
不公的待遇，而如今二，三十年過去，美南報系的 「 華盛頓日
報」 成了當地唯一一家日報的經過。

薛海培先生祖籍山東，南京出生，四川成長。一九七七年考
入四川外語學院英語系。一九八七年去威斯康星大學攻讀社會
學研究生。

九十年代後，薛海培在首都華盛頓長期從事社會、環保和政
治活動。在1992年一同成功地促成美國國通過了“中國留學生
保護法案”，使得八萬多學生和華人得以在美居留。九十年代
中期和後期，薛海培參加了美國企業多年的對國會最惠國貿易
待遇的游說，最終保住了美國對華貿易的最惠國待遇，並在隨
後成功游說美國國會支持中國加入WTO。進入2000年後，對

華人是否能積極全面參與主流政治和美國社會生活尤為感興趣。
2012和2013年，在薛海培的帶動和推動下，成功地讓美國國會
在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通過130年後通過了兩院的決議案，
正式向華人道歉，愈合了這一歷史的傷口。目前薛海培先生正在
籌組有全國五十州華人團體和個人參與的“美國華人全國委員會
”，並計劃在2016年九月八號到十號 在首都華盛頓召開第一次
“美國華人大會”（歡迎有興趣的華人參加），以便與美國及周
邊國家各界華人和團體共商華人社會未來的大計，開拓美國華人
的新篇章。

圖為薛海培先生（ 左二 ） 在座談會上談及他個人參與主流政治，
和美國社會生活的經過。（ 左三 ） 為美南報系傳媒集團董事長李
蔚華先生。（記者秦鴻鈞攝）

為薛海培先生（ 右四） 與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右三 ）
與出席社團代表在美南新聞合影。（記者秦鴻鈞攝）

時間： 2016年6月11日(周六) 下午2-4
地點： 慈濟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主辦： 華裔社區安全警民會談組委會

近日發生在中國城附近的多起持槍搶劫案，華人家庭連續被盜
案等，嚴重地影響了我們所有華人以及下一代的生命及財產安全，
華裔社區的治安問題嚴重到了我們不得不采取行動了，華裔朋友們
，讓我們大家聯合起來，一起來參與，改進華裔社區的安全吧 ！詳
情與報名，請點擊這個鏈接：
http://goo.gl/forms/KzmM9wrB2oDd0ziL2

611 活動問題征集表，請大家幫忙轉發，以便征集提問和具體
多發案件的具有時間地點供大會使用。http://goo.gl/forms/yK-

KWJR1GRh9G8ozF2
雖然我們不住中國城，但是我們的孩子去中國城上周末課，我

們去中國城買菜吃飯。中國城是一個像征，更有標志性的意義。我
們每個人都希望中國城好。上個周末的搶劫我就在現場，如若早或
晚幾分鐘可能被搶的就是我和我女兒。將心比心，不能再不有所做
為。做為一個普通的孩子的媽媽，真心希望大家團結起來，一起三
加611活動，不是為了和警察對峙，而是了解警方流程，聯合警局
，找出解決辦法，共同打去罪犯。只有人數眾多，才會引起警方社
會關注，從而達到聯合警方打擊罪犯的目的。拜托各位，請千萬三
加。捫心自問， 現在不行動，等發生在自己的身上，為之晚矣。請
千萬抽時間參加611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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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孔德表示，現在中超排名第10的球
隊廣州富力有意派軍赴港參戰，但

仍有待中國足協方面批准申請；他並
直言：“只要中國足協批准，富力一
定會來，而且會在來季立刻開始。”
梁孔德又謂，若富力可出戰港超，未來
會再考慮邀請廣州恒大等頂級勁旅參戰香
港聯賽。談及富力踢港超的目的，梁孔德表
示，富力希望讓年輕人有更多比賽機會，由於港
超球季的進行時間，大部分是中超休季時間，
預計該隊會派遣約10名中超級數的球員赴
港，主場賽事亦會在廣州進行，意味一
旦成事，港超球隊每周都要北上。同時
梁孔德亦指，富力已表明無意取得任
何代表香港出戰洲際賽事的資格。

來屆隊數增加至10隊
除了中超隊擬踢港超，梁孔德

同時又指，澳門足總亦提出組隊來
戰港超，目前有待進一步了解對方
意向。至於談及來屆港超籌備情況，
梁孔德透露來屆港超隊數增加一隊至
10隊，兩支升班球隊大埔及港會的情
況，未來1、2周才會較明朗，至於表明力爭
留港超的黃大仙，亦需要稍後才能決定其未來路
向。
另外，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支持並作

為主要合作夥伴、香港足球總會推行的“賽馬會
青少年足球發展計劃－暑期推廣”活動，即將
招募四至十七歲的青少年參加，讓他們善用悠
長暑假，接受有系統的足球訓練，亦為本地球
壇發掘更多生力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香港足球總會5月31日在港會舉行

“賽馬會青少年足球發展計劃－暑

期推廣”記者會，為活動擔任主禮

嘉賓的足總主席梁孔德表示，

現在中超排名第10的球隊廣

州富力來季有意派軍赴港

參戰，但仍有待中國

足協方面批准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港足5月31日
晨在港會足球場與青年隊踢友賽，為周五在緬甸舉行

的四角賽進行備戰，最終雙方打成0:0；在中甲効力新疆天
山雪豹、近四場入三球“世界波”的伊達5月31日亦歸隊，不
過未有落場踢友賽。談及最近找到足球第二春，伊達認為全因
踢得開心。

獲新疆班主談新約
被內地球迷稱為“新疆黎明”的伊達說：“在

新疆隊內踢的是快樂足球，我很享受，教練亦給我
最善長的進攻中場位置，讓我可自由發揮，在享受
足球的心態下，自然有超水準的發揮。”伊達表現

可人，這位35歲港將更表示，已獲新疆班主傾新約留
隊。至於港足表現，主帥金判坤表示，小將表現太急，欠缺

控制球賽節奏，因此希望伊達能夠影響他們，為他們帶來新衝
擊。金判坤又指周五四角賽首戰對越南會是最難打一場，會
當決賽打。

找到足球第二春

伊達：因踢得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俞晝杭州
報道）漢鼎宇佑傳媒近日宣佈涉足
藝人經紀，奧運游泳冠軍孫楊成為
其公司旗下第一位藝人。作為中國
男泳標誌性領軍人物，孫楊的商業
價值不可估量，近年來，他不斷在
各大綜藝節目中嶄露頭角，讓觀眾
們看到了其娛樂化的一面。
在新聞發佈會上，正在全力備

戰里約奧運會的孫楊通過VCR的形
式宣佈正式加入宇佑傳媒，成為旗
下第一位簽約明星。據了解，雙方
結緣於去年宇佑傳媒出品的戶外真
人秀《西遊奇遇記》的錄製，而基
於孫楊的簽約也將成為集團在體育
產業佈局的開始。主辦方透露，這
是宇佑傳媒在經紀事務上邁出的重
要一步，未來將有更多重量級藝人
加入。目前孫楊正在進行奧運會的
備戰工作，自今年年初在澳洲意外
受傷後，孫楊在很長時間內一直進

行着康復訓練，並未參加任何比
賽，他也錯過了今年游泳冠軍賽的
爭奪。隨着奧運逐漸臨近，孫楊傷
病也有了較大的好轉。
近日，美國游泳協會官網更新

了美國游泳大獎賽聖克拉拉站的選
手名單，今年尚未在正式賽場露面
的孫楊赫然在列。根據名單上的具
體信息，他將參加200自、400自和
1500自三個項目的爭奪。

承諾不過度商業開發
“請大家放心，我們對孫楊未

來藝人的規劃無論如何都不會影響
他。”漢鼎宇佑傳媒集團的董事長
吳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孫楊
身上肩負着中國、浙江、杭州的希
望，不會對他進行過度的商業開
發。在保證孫楊訓練和休息的同
時，才見縫插針進行其它商業活
動。”

孫
楊
成
藝
人

進
軍
娛
樂
圈

5月31日，中國女子曲棍球隊在北京奧體中心
舉行了一場備戰里約奧運會媒體公開課，上午的訓
練內容主要以基本的傳球、搶球、射門訓練為主；

席間，國家體育總局手曲棒壘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
雷軍說，競技體育的最高目標是要登上最高領獎
台，但從中國曲棍球2009至2020年的整體發展規
劃來看，目前的這批隊員到2020年東京奧運會將
會成為一支成熟的隊伍，所以現在還在前進的路
上，“如果要說一個里約奧運目標，就是要爭取進
入前六名，盡最大努力爭取更好的成績，但這也面
臨巨大的考驗。”
中國女曲將於3日奔赴德國，參加由德國、阿

根廷、韓國、中國組成的四國邀請賽，這也是奧運
會前最後一次國際曲聯認同的大型賽事。7月20
日，中國隊將赴智利與澳洲隊共同訓練，進行兩場
教學比賽。7月31日中國隊就將抵達巴西，靜待8
月6日的第一場奧運會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中國女曲里奧力爭前六

據中國媒體報道，日前在上海出席某活動時，中國男
籃代表人物姚明，談到了參加今年NBA選秀的周琦；姚明
表示，周琦不會是下一個自己。
在眾人眼中，周琦被譽為下一個姚明。對此，姚明笑

着說道：“其實到最後，誰也沒成為下一個誰。我想說，
這種最精英的運動員，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有些東西我們
現在也知道，越來越明白，有些東西是訓練不出來的，是
靠他們與生俱來的一些天賦所達到的高度！”
儘管姚明並不認為周琦是下一個自己，但在私底下，

這位NBA名宿還是非常關注周琦。今年4月，姚明就發聲
表示支持周琦參選，當時姚明這樣說道：“每個人都有每
個人自己的路，我相信他們有着自己的追求，我們只能去
祝福他們！希望他們去勇敢挑戰自己，至於路怎樣走，每
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姚明：周琦非下個我

■黃大仙(左)
欲留港超。

新華社

■中國女曲舉行公開訓練課。 新華社

■孫楊踏上明星
之路。 新華社

■孫楊全力備戰
奧運。 美聯社

■姚明大談周
琦。 新華社

■伊達(左)在場邊熱身。
潘志南攝

■足總主席梁孔德(後
排右2)。 潘志南攝

■富力(右)擬踢港超。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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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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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lson & Jean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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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自營
(華﹑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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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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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衛視《奔跑吧兄弟》即將播出第四季的第七期
節目，本週，“跑男團”七人就將變身成為“葫蘆娃七
兄弟”與“葫蘆小金剛”張雨綺一起勇鬥“蛇精”。節
目中，憑藉熱門韓劇《太陽的後裔》成為新晉“國民男
神”的當紅偶像宋仲基也將以“熱血少年”的身份與
“跑男團”們一起大玩“抓蛇精遊戲”。以一身西裝墨
鏡帥氣現身的宋仲基還在現場自曝心目中的“理想型”
女友模樣。

自從《太陽的後裔》在國內熱播之後，宋仲基也順
利成為了新一代現象級“男神”。雖然目前宋仲基是以
演員的身份活躍在演藝圈，但其實早年間他也曾是韓國
版《Running Man》中的一位MC，後因兵役不得不退出
，節目粉絲一直期待他能回歸《Running Man》，如今
參加《奔跑吧兄弟》可以說是以另一種方式歸隊。

本期節目中，這位韓國前“跑男”就將以“熱血青
年”的身份與中國的“跑男團”們一起大玩“抓蛇精遊
戲”。兩代跨越時間與國界的“跑男”相聚，哪怕有著
語言的阻隔也難掩親切之情，節目中，宋仲基就與“奔
跑隊長”鄧超組成“兄弟組合”，在現場“哥哥”“弟
弟”叫個不停，顯得十分親熱。而“跑男團”們和嘉賓
見到這位異國“兄弟”也格外激動，在《美人魚》中冷
艷無比的“女神”張雨綺甚至一改“女王”氣質變成
“小女生”，在見到宋仲基時瞬間臉紅，令與她合作過
的鄧超“吃醋”不已：“我認識她這麼久，從來沒看她
臉紅過。”現場，宋仲基更自曝自己的“理想型”女友
標準，惹得Angelababy、張雨綺甚至陳赫紛紛“自薦”
，場面爆笑十足。

“跑男團”變身“葫蘆娃”
宋仲基自曝理想女友

上半年收視低迷業內發聲批亂象

IP火熱背後有危機
2015年是 IP大年，2016年由 IP改

編的影視作品更是紛至遝來。但“IP劇
”出身的《寂寞空庭春欲晚》《青丘狐
傳說》《女醫明妃傳》收視率表現很一般
。《歡樂頌》也被指價值觀有問題。下
半年有多部IP劇將陸續推出，市場表現
如何還要觀眾說了算。針對IP劇內容粗
糙同質化嚴重的問題，業內人士普遍認為
，劇本乃一劇之本，然而最近兩年的作品
，劇本大部分是業餘水準。
上半年走勢
IP劇收視低迷不如去年

上半年播出的四部古裝劇《寂寞
空庭春欲晚》《青丘狐傳說》《女醫
明妃傳》和《新蕭十一郎》都是 IP劇
“出身”，四部劇的陣容和平臺都不
弱，收視率卻不太理想，最高的剛剛破
一，和去年幾部古裝熱劇動輒破三破四
的收視率相比冷了不少，網友議論度也
是一路走低。

其中《寂寞空庭春欲晚》中的假

山假水、玫紅色調、五毛特效的梨花
瓣、反覆的慢鏡頭和大柔光都是網友
的吐槽點，劉愷威、鄭爽這對搭檔也
沒蹭出太多火花。《青丘狐傳說》，
雖有古力娜扎、蔣勁夫、金晨、陳瑤、
張若昀、王凱、小彩旗等一眾當紅偶
像，但造型不好、劇情幼稚，遭網友
吐槽。《女醫明妃傳》雖說是這幾部
中可看度最高的，但劇中展示的各種
奇葩醫術，導致女主角這個華佗再世的
形象成了“假冒偽劣”。明明是完全的
虛構，卻硬要貼上以歷史事件為背景
的標簽。
業內聲音
迷信大數據 同質化嚴重

下半年IP劇類型很相似，不是宮戀
劇就是玄幻劇。從去年的成績單就能看
出，並不是每一部IP劇都能把閱讀點擊
量向收視率轉化。比如之前被業界看好
的《雲中歌》《華胥引》《秦時明月》
等收視都不理想。

在北京電視藝術家協會舉辦的電視
熒屏生態聚焦座談會上，中國電視劇編
劇工作委員會副秘書長余飛表示，號稱
“為人民服務，為粉絲服務”的大數據
是造成IP劇同質化嚴重的原因。

他說：“大數據顯示的點擊量大，
大家喜歡才做，實際上是為資本服務。
刷粉絲量、點擊量，網上有賣而且很便
宜。首先大數據就可以造假。其次，文
藝作品是要起到引導作用的，比如說，
調查顯示，隔壁老王就愛吃驢肉火燒，
他的鄰居也都愛吃，那就號召所有的人
都做驢肉火燒。其實不是這樣的，還是
需要有人做滿漢全席的，隔壁老王沒有
吃過滿漢全席，並不代表他不喜歡吃滿
漢全席。”
“業餘人士”執筆 劇本內容粗糙

IP 劇熱潮也導致網路作家崛起，
開始挑戰專業編劇的地位。在專業編
劇“懷柔論劍”論壇上，編劇宋方金

透露，現在某 IP 劇的版權已經賣到
1500萬現金再加10%提成。已經花了
這麼多錢，有些投資方乾脆連編劇都
不要，直接讓網路作家改一改就去拍
，結果顯而易見。他說：“專業編劇
不會放低自己的手藝標準。最近兩年的
作品，大部分是業餘水準。按照編劇
的專業水準來看，這些作品是不應該
拍的。一個必須由專業的人把持的行
業，由業餘人士佔據了。”

《楚漢傳奇》編劇汪海林認為，
投資方如果只迷信原著小說的名頭，
不再將主要資本與精力投向內容再創
作，那 IP也救不了市。他呼籲成熟編
劇堅持原創，不做垃圾“IP”的二道販
子，“稿酬20萬以上的成熟編劇不要
去做 IP的改編。幫助這個 IP劇成功了
，這是在幫 IP增值，讓編劇行業貶值
。時間長了，IP劇品質不行，自然就
退出歷史舞臺了。”
C熒屏播報
下半年IP熱潮依舊兇猛

IP熱並不會在短時間內消退。下半
年各大衛視無論是備播還是有意向購買
的劇目中，90%以上都是IP劇。

《幻城》
主演：馮紹峰、宋茜、馬天宇
《幻城》作為郭導的成名作及處女

作，一直暢銷至今。同時該劇也是郭敬
明的電視劇處女作。故事架構于一個虛
擬的冰火兩重天的大陸，在兩族互相戰
鬥中以冰族皇子卡索與弟弟櫻空釋所發
生的故事為主線，輔以卡索的愛情以及
身旁朋友的故事，營造了一個愛恨交織
的玄幻世界。馮紹峰飾演冰族大王卡索。
十年前就對《幻城》小說愛不釋手的馮
紹峰如今能夠出演卡索，讓他十年夢想
化為現實。在《狼圖騰》《黃金時代》
《後會無期》等多部口碑較好的文藝作
品之後，觀眾已經熟悉了馮叔蓬頭垢面
的滄桑硬漢形象，而在《幻城》中，他

身披純白華袍，面粧俊美，一頭銀發佩
戴晶冠，完美還原了小說中冰族王子卡
索的清俊身姿。同時還擔任監製的他對
劇組的服裝、布景、特效都提出了高要
求。

《誅仙青雲志》
主演：李易峰、趙麗穎、TFboys
玄幻武俠小說《誅仙》問世以來就

一直被傳要翻拍，雖然計劃幾經擱置，
人氣只增不減。日前，片方曝光了幾位
主演的古裝海報，濃濃的中國風造型驚
艷，讓書迷們更加期待。作為玄幻劇，
出品方的特技製作一直飽受質疑，希望
這次不再出現五毛特效。

《微微一笑很傾城》
主演：鄭爽、楊洋、毛曉彤、牛駿

峰、鄭業成
該劇根據顧漫同名小說改編。在強

大IP的支撐下，《微微一笑很傾城》網
遊已經上線，使得該劇未播先火。該劇
融入當下年輕人最為喜愛的“青春”
“愛情”“網遊”“暖萌”等元素，讓
劇情更具可看性。

《東宮》
主演：范冰冰
《東宮》是匪我思存又一部超高人

氣小說，講述大唐年間，為止息兵戈，
西涼公主小楓遠嫁大唐。小楓不願接受
“無愛”的政治婚姻，反抗無果後迫於
大局與太子李承鄞達成“契約婚姻”等。
此次范爺不僅主演，還與于正一起擔任
製作人。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主演：楊冪、趙又廷
根據唐七公子同名小說改編，講述

了青丘帝姬白淺和九重天太子夜華的故
事。趙又廷出演夜華，這是他首次出演
內地電視劇，並且以他不為多見的古裝
造型亮相。

《錦繡未央》
主演：唐嫣、羅晉、吳建豪
《錦繡未央》改編自同名小說，講

述了亡國公主重生，過關斬將霸氣歸來
的故事。屢傳緋聞的唐嫣與羅晉又要合
作了。唐嫣自帶話題性，“傻白甜”轉
型“腹黑女主”。

《愛麗絲夢遊仙境2》上映
德普攜“愛麗絲”回歸

由迪士尼影業出品的奇幻電影《愛麗絲
夢遊仙境2：鏡中奇遇記》將於今日登陸全
國IMAX影院。昨天下午，該片在南京舉辦
IMAX版本看片會，記者發現，這部由“鬼
才”監製蒂姆·波頓掌舵的影片，延續他獨
樹一幟的視覺美學，猶如“打翻的顏料盤”
的IMAX視效分分鐘帶觀眾入仙境。而約翰
尼·德普六年後再以“瘋帽子”身份在仙境
飆演技，也讓不少觀眾相當懷念。

該片是《愛麗絲夢遊仙境》的續篇，
改編自路易斯·卡羅爾廣受好評的同名原作，
講的是愛麗絲重返仙境，為了拯救摯友瘋
帽子，展開了一段全新而難忘的奇幻冒險。
2010年上映的《愛麗絲夢遊仙境》曾取得
巨大成功，全球票房突破十億美元。近年
來，隨著技術的進步，這部視覺係的電影
玩得相當絢爛，在 IMAX版本的銀幕上更
是震撼，其中色彩斑斕的場景、五花八門
的服裝造型、想像力豐富的美術設計都明
顯區別於其他版本，所以很多觀眾評價說，
片中的色彩五光十色，簡直就像“打翻的
顏料盤”。

時隔六年，影片的原班人馬“瘋帽子”
約翰尼·德普、“愛麗絲”米婭·華希科沃斯
卡、“白皇后”安妮·海瑟薇、“紅皇后”
海倫娜·伯翰·卡特等好萊塢巨星悉數回歸，
曾主演《獨裁者》《布魯諾》的薩沙·拜倫·

科恩則全新加盟，飾演大反派“時間”，各
演技派大咖在銀幕上競戲，讓觀眾過足了癮。
觀影嘉賓中不乏約翰尼·德普的影迷，有人
感慨說道：“沒想到這麼快就6年了，再看
到德普在這夢幻仙境飆演技，無論是病入膏
肓的萎靡，鬱鬱寡歡的低沉，面對危險時的
驚恐，即使沒有臺詞，一個眼神就足以讓人
入戲。”不過，昨天圍繞著德普大叔的還有
一個新聞就是外媒報道稱他與小22歲的艾
梅伯結束15個月婚姻關係。
相關新聞
漫畫中美國隊長 變九頭蛇臥底？
網友炸窩，擔心“黑化”會影響電影

《美國隊長3》還在上映中，然而昨天
一則新聞，讓漫威迷們抓狂了起來：漫畫中
美國隊長其實是大反派九頭蛇的特工。

在漫威漫畫粉和電影粉的心中，美國隊
長是正義的化身，而且他曾多次搗毀大反派
九頭蛇的巢穴。所以美國隊長竟然是九頭蛇
特工的漫畫曝光後，網友們炸窩了，紛紛表
示太出乎意料。就連在電影中飾演美隊的演
員克裏斯·埃文斯昨天中午也發推特表示對
九頭蛇美隊設定的拒絕。

記者發現讓眾網友很不安的是，漫畫中
美隊的“黑化”會不會影響到系列電影，以
前觀眾對美隊的所有印象將會徹底顛覆，他
曾經所有的行動都會有另一番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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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0(全天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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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Kirkwood

中美
Bissonnet

W
ilcrest

Boon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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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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好朋友的婚禮》成
“骨灰級”時尚大片

選愛的人，還是對的人，
這是壹道最常見的愛情難題。
由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與哥
倫比亞影業公司聯合出品的中
國版《我最好朋友的婚禮》，
就是要讓銀幕前的妳嘗遍愛情
中的千般滋味。

片中，舒淇、馮紹峰、宋
茜愛情大作戰，鳳小嶽和葉青
“推波助瀾”。為了讓現代觀
眾壹飽眼福，影片不僅轉戰米
蘭、倫敦和北京三地拍攝，更
從細節入手，請來了全球時尚
大腕保駕護航，將這部《我最
好朋友的婚禮》打造成“骨灰
級”的時尚大片。

時尚融入街頭
大牌造型師助陣
為了保證電影的品質，給

觀 眾 帶 來 跟 多 視 覺 盛 宴 ，
《我最好朋友的婚禮》的大
部分場景都在歐洲時尚之都
倫敦、米蘭進行拍攝。但和
其他電影只選擇地標性建築
不同，《我最好朋友的婚禮》

把時尚進行的更為徹底、深
入 。 導 演 陳 飛 宏 介 紹 說 ：
“我們沒有執著在觀眾已經
很熟悉的觀光勝地，而去冒
險的選擇了很多當地人生活
的環境。比如鳳小嶽在倫敦
的酒吧，聖西羅球場外的鬧
市，米蘭的舊街道等。在網
絡和中國觀眾視野大開的今
天，我認為反而這些反而是
壹種時尚的質感。”

在陳飛宏的鏡頭裏，時尚
也有更直觀的表現：“比如倫
敦當地最棒的蛋糕店，裏面做
的cupcake想童話壹般。紅底
鞋店裏時尚界的傳說盧布丹先
生本人出鏡和舒淇擁抱。米蘭
寶格麗酒店的房間和餐廳都很
雅致，意大利著名於世的壹種
摩托車型vespa也是劇組對羅
馬假日的致敬。”

而劇組的“土豪”之處不
僅在取景，不僅在風景上讓人
眼前壹亮，對於演員的造型也
是費盡了心思。導演說：“我
們的人物造型師是壹個專業的

時尚造型師，給 ladyGaga 等
國際巨星在活動中搭配造型。
他就是我的時尚指導，和大
品牌都有很好的關系，所以
他能拿來還沒發布的衣服。
大品牌都直接和他溝通，衣
服、配飾、包、以及括所有
寶格麗的首飾都是他自己盡
心挑選。”

時尚融入細節
用心打造銀幕精品
在片中，演員們幾乎穿遍

了當季最流行的時裝。導演卻
把這些功勞歸給演員：“每個
戲演員都會提出自己的想法。
尤其是時裝戲，妳得先讓演員
穿舒服了，覺得自己是人物
了。所以我們用了很長時間試
裝，壹套壹套的確定，從耳環
配飾到指甲油的顏色。演員自
己覺得自己對了，這個人物多
半已經有了。”

不過陳飛宏導演還提到了
壹個細節：籌備的時候，有壹
天我從服裝間走過，看見造型

師的手裏拿了壹件外套，
我說這件外套很好看，他
得意的笑了笑說這是Val-
entino 的新款，妳在市面
上找不到，但我能。

將於8月5日上映的影
片《我最好朋友的婚禮》
由滕華濤監制，陳飛宏導
演，舒淇、馮紹峰領銜主
演，宋茜、葉青和鳳小嶽
主演，以全明星陣容打造
“現代愛情故事”。壹場
千裏追愛，壹段愛的成
長。這裏有最美的華服，
但最動人的還是那顆勇敢
追愛的心。

文詠珊挑戰“嘴炮”律師
楊祐寧首演警匪片

由導演梁樂民、陸劍青執
導的警匪巨制《寒戰2》，已
定檔7月8日全國公映。作為
金牌港片續作，該片不但集齊
郭富城、梁家輝、楊采妮、彭
於晏、李治廷、馬伊琍等原班
人馬，更加料加碼，力邀影帝
周潤發、知名歌手周筆暢等重
磅加盟。其中，全新加入的
“顏值擔當”組合文詠珊、楊
祐寧也是引人關註，兩人在戲
裏均壹反之前的銀幕形象，令
人眼前大亮。

文詠珊動情演繹“狗仔”
律師

作為近幾年香港影壇崛起
的新秀，文詠珊曾在多部愛情
片裏飾演柔美、清麗的鄰家女
孩。2015年，她在梁樂民、陸
劍青導演的影片《赤道》中，
180度轉變飾演冷酷的女殺手
，並因該角色成功入圍金像獎
最佳女配。此次加盟《寒戰2》
，她再度與“伯樂”梁樂民、
陸劍青導演合作，文詠珊笑言
：“這次，導演又給我放了大招
，讓我再度挑戰了極限。”

劇照中的文詠珊，雖長發
披肩，卻隱隱透著幾分堅忍。
據介紹，她在新作中飾演周潤

發扮演的大律師簡奧偉愛徒，
發哥與她是亦師亦父的關系。
原來，導演在寫劇本查資料時，
發現香港律師界存在壹個很重
的觀念，就是師徒關系: “這種
很傳統、很中國的師徒觀，令到
我們要找壹個女生做發哥的徒
弟。那無論是角色還是表演上，
文詠珊都是很好的選擇。”

盡管《赤道》裏動作場面
頻頻，但文詠珊自認，《寒戰
2》對她是更大的挑戰。她表示
：“這次我飾演的角色非常不
壹樣，看似文靜，但需要我說
話非常自信、強勢。但我本來
就不是說話特別伶俐的人，說
對白的時候就挺困難的。因為
他不給妳時間去想，要快速把
對白很肯定地說出來，所以我
每天拍戲前都在反復背對白，
做功課。”有趣的是，與三大
影帝對戲，本來就緊張的她，
有時甚至會被他們的氣場壓住
，忘記對白。“可能是我自己
給自己壓力。每次我在說對白
的時候，都要非常肯定用很快
的速度，所以越來越急，越急
就越錯，每次都卡住，他們有
時就會笑我。”

“放嘴炮”大招的文詠珊
幸福補充說，雖然拍攝現場多

是針鋒相對的緊張場面，但未
開機時，大家都是打成壹片的
輕松。尤其發哥在場時，更是
派吃派喝福利大放送。發哥盛
贊這個徒弟收得好：“文詠珊
在片中對我而言特別重要，是
引發三帝對決的關鍵因素。她
的表現挺老練的，如果肯多給她
壹點演出機會，遲早都會成為出
色的演員，或者成為壹個好厲害
的超級明星也說不準。”

楊祐寧化身“槍神”承包
動作戲

12年前，首次觸電大銀幕
的楊祐寧，以《十七歲的天空》
壹舉斬獲金馬獎最佳新人獎，
走入大眾視野。作為曾驚艷了
小S的“小鮮肉鼻祖”，如今
的楊祐寧，早已憑借壹部部優
質影視作品斬獲“文藝男神”
頭銜。近日，《寒戰2》曝光
楊祐寧劇照，初次接演香港警
匪片的他，身著酷帥黑裝，更
透露“承包了片中大部分動作
戲”，化身“槍神”。

作為助陣《寒戰2》的新
兵，楊祐寧首次出演警匪片給
予導演很大驚喜。據了解，他
在片中有大量槍戰戲、打戲，
對他而言是極大挑戰。進組第

壹天，第壹次拿到真槍，他有
些不知所措：“真拿起槍時，
這個表演不太壹樣，要有氣勢
可以震得住。”導演亦看出了
他的猶豫，直言他開槍的姿勢
有點不標準。“但第二天、第
三天就沒有這種感覺了，他進
步很快，每壹天都有提升空
間。”導演肯定地說，“他越
來越像壹個職業軍人，潛能非
常高。”

談及自己的角色，楊祐
寧只肯透露自己是壹個退役
的警隊精英，至於片中重返
警 隊 的 動 機 也 關 乎 關 鍵 劇
情。此前《寒戰2》發布會彭
於晏缺席，穿著警服的楊祐
寧，喊話叫他快跟爸爸梁家
輝聯絡，又透露行動最重要
是“必須選對邊”，令人不禁
揣測他是否會站在好友彭於晏
壹邊。此番曝光的劇照中，他
眼神狠辣陰厲，執槍怒射，火
力全開。當問及在片中是否出
演反派角色時，楊祐寧給出
了模棱兩可的回答：“這是
壹個講權力鬥爭的電影，雙方
都在爭權。我覺得沒有明確
的正或者反，站在自己的角度
看，自己人都是正的，別人都
是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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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劉德華監制，王晶執導，劉德華、黃曉
明領銜主演，王祖藍、胡然、歐陽娜娜、謝依
霖等主演，沈騰、趙英俊、戚薇等特別出演的
電影《王牌逗王牌》定檔10月1日，全力進軍
國慶檔。作為監制兼主演，劉德華親力親為，
搏命搞笑。近日曝光壹組以他為主線的劇照，
劉德華身穿睡衣仿佛剛經歷壹場大戰，逃亡之
際不忘施展撩妹大法，盡顯紳士風範。

穿睡衣逗美女 烏龍神探搞笑日常
在《王牌逗王牌》中，劉德華飾演闖禍能

力與破案能力雙雙名列第壹的國際刑警寶爺。
嫉惡如仇的他屢破大案，自然惹來壹眾仇家。
近日曝光的壹組劇照，生動地再現了他“刀光
劍影”的日常生活。

在劇照中，劉德華身著貴族範兒十足的白
紋黑底睡衣，正沈浸在黑甜鄉中安然酣睡，頭
上的睡帽為整個畫面平添幾分逗趣；轉移到下
壹個畫面，床邊站著壹名壹絲不掛的外籍少
女，劉德華依然壹身睡衣站在她面前，非常紳
士地向她伸出友誼之手。只見少女壹臉懵懂地
壹手遮胸，壹手與劉德華相握，仿若不知發生
何事。此前片方公布的預告片中，也曝光了劉
德華破窗而入美女房間的鏡頭，滿地狼藉的酒
店房間，與衣衫不整落荒而逃的劉德華，反差
如此巨大的畫面不禁令觀眾好奇，未曝光的劇
情中他經歷了怎樣的“囧探”暗戰。

對於這組鏡頭，劉德華如是說：“我演的
角色有壹點像《粉紅豹》的男主角，是壹個非
常倒黴的烏龍神探，這場戲就是為了表現他如
何倒黴的。所以他才會去找曉明飾演的洛天豪
尋求幫助。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壹場戲。”

當監制做主演 王牌逗智逗勇
對於自己的角色，劉德華表示，“寶爺”

是壹個非常獨特的喜劇人物：“換作十年前，
我壹定會去演曉明那個角色，但我現在會選擇
演寶爺這個烏龍神探，這個角色讓我想起以前
演過的那部《黑馬王子》，不再是帥帥的，而
是亂七八糟不夠完美，那是我形象上的壹大突

破。這次，我同樣選擇這樣壹
個很多缺點、很倒黴的角色，
就是要給大家壹個不壹樣的劉
德華。”

《王牌逗王牌》是今年十
壹檔惟壹的壹部動作冒險喜劇
大片，也是劉德華身兼監制與
主演兩大重任的作品。對於喜
劇，劉德華認為電影中的喜劇
類型非常多元化，有男女角力
的愛情喜劇，有地域特色鮮明
的港式無厘頭喜劇，也有沈騰
為代表的內地喜劇，希望能將
這些不同種類的喜劇融合到壹
起並且加以突破，形成壹種新
的喜劇。”基於這樣的想法，
劉德華打造出這部全新的《王
牌逗王牌》，“我就是中間那
個‘逗’字，要在電影裏面
‘逗智逗勇’。所以說，這是壹部需要妳壹點想
象力的電影，壹部跟以往不壹樣的喜劇片！”

電影《王牌逗王牌》由引力影視投資有限
公司、上海愛美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中國
電影股份有限公司、星王朝有限公司、夢造者
娛樂有限公司、東陽易星傳媒有限公司出品，
劉德華、黃曉明領銜主演，王祖藍、胡然、歐
陽娜娜、謝依霖、吳樾、徐冬冬、毛俊傑等主
演，沈騰、趙英俊、戚薇等特別出演，影片將
於2016年10月1日上映。

C5香江演藝
星期三 2016年6月1日 Wednesday, June. 1, 2016

成人午餐 $9.69/人; 成人晚餐及週六、日全天 $12.89/人
60歲以上老人，平日中餐$8.39/人; 晚餐及周六、日全天$10.89/人

兒童(3-8歲) $5.99/人; 兒童(9-12歲) $7.99/人

$12.89/成人晚餐 $10.89/老人晚餐

老人快樂時光 $7.95/60歲以上
（週一至週四）2:00-5:00pm

誠請看枱、SUSHI MAN

中、日、美大型自助餐廳

占地20.000呎

可容納600多人

中式﹑日式﹐西式及拉丁美洲
式等各種國際美食﹐有牛排﹐
海鮮﹐壽司﹐鐵板﹐沙拉及各色
甜點還有廣式點心（有豆豉排
骨﹐鳳爪）等近250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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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數
袁弘胡歌“曖昧”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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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弘和女星張歆藝5月30日晚在德
國古堡行婚禮，穿着婚紗的張歆

藝與新郎袁弘隔着面紗深情對望，交
換戒指，甜蜜親吻，十分甜蜜。今次
袁弘結婚，找來曹格的兒女Grace、
Joe擔任花童，Grace頭上戴着白色花
冠，可愛如小天使。

網民想搶伴郎
完成婚禮後，新娘子張歆藝更新

微博說：“德國時間凌晨三點，不勝
酒力的我從彷徨中醒來。是的，這一
切就像是一場夢，之前是一場夢，今
天更像是一個美夢，一場不願意醒來
的美夢。上帝在你愛他之前就已經在
愛你了，我感謝所有。感謝你袁弘，
謝謝你愛我。‘別怪弘歆夫婦大婚刷
屏，絕美城堡和胡歌親率的180+伴郎
團誰不想要！’”在這場婚禮，網友
開玩笑說，這次婚禮不想搶捧花，想
搶伴郎，只因伴郎成員有在內地人氣
爆燈的胡歌加上彭于晏、劉昊然及馬
天宇，被稱為伴郎F4，關注程度簡直
壓過新郎新娘。

歆藝審袁弘曾否愛胡歌
近來胡歌與霍建華的“胡霍CP”

被炒得沸沸揚揚，但熟知胡歌的粉絲
都知道，袁弘才是胡歌的
“真愛”。這次袁弘和張
歆藝大婚，兼具了好兄
弟、好基友、好前同事、
好搭檔等多重身份的胡歌
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他的伴

郎。就連張歆藝婚前接受新浪的“心
有靈犀 互黑互答”訪問期間張歆藝犀
利提問袁弘：“你到底有沒有愛過胡
歌？”嚇得袁弘趕緊嚥了一口口水，
回答道：“愛.過……嗎？”

袁弘和張歆藝小兩口在婚前大玩
“互黑互答”，張歆藝發問“如果在
古代，你會不會娶很多老婆？”袁弘
笑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還是要聽
的。”兩人又互問“你覺得我在什麼
時候最帥或美？”張歆藝讚袁弘遛狗
時最帥，袁弘則回答：“你給我做紅
燒肉的時候最美。”以上問題都是前
菜，一切鋪墊都是為了最後的大招。
張歆藝直接提問：“你到底愛沒愛過
胡歌？”袁弘被這個問題驚呆了1秒
鐘，不但沒敢直視老婆，還嚥了一口
口水，又假裝沒聽見提問：“啊？”
張歆藝一邊大笑一邊又重新問了一
遍：“你愛沒愛過胡歌你不知道
啊？”袁弘的回答也是十分有趣：
“愛.過……嗎？”回答完之後袁弘低
下頭不好意思地狂笑，老婆張歆藝繼
續補刀：“真是慘絕人寰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陳偉霆日前拍攝雜
誌的7月封面，並在優酷ELLE直播，
線上人數破百萬，點讚數破兩百萬，創
優酷史上點讚和線上人數直播新紀錄，
且創雜誌預售半小時破萬本佳績。陳偉
霆在被問到約會第幾次會送女友禮物，
暖心透露第一次就會送她喜歡的禮物，
但卻自爆送出愛的便當是最糟糕的禮
物，只帥在烹飪的過程，卻敗在成型的
黑暗料理中。直播期間，身穿白色背
心，淺藍色背帶褲的陳偉霆會在拍攝過
程中有踢、跳的動作，肩帶滑肩時會打
趣地說：“還好裡面穿了衣服！”這讓
網友不經意間就被萌到。
陳偉霆為到達自己心目中的飾演角

色的身材要求，敬業的克制住想吃蘿蔔
糕的心，每天堅持吃二十、三十個蛋
清，當然對於《鐵木真傳說》中草原英
雄成吉思汗的的演繹，除了粗獷魁梧的
身材，還要有馬背上男人的氣概，高超
的騎馬技術必然是陳偉霆需要挑戰另一
困難，因為不僅要快速的騎馬還要在快
速的騎着馬的同時打鬥，危險程度可想
而知，他卻自豪地說：“大家不要擔
心，現在已經人馬合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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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歌的感情狀況一直備受關注，但因其
男女關係卻是低調，因此“男男CP”廣受網
友追捧。除了近期胡歌與霍建華的“基情”
被炒得沸沸揚揚外，袁弘更被形容為是胡歌
的“真愛”。

胡歌曾於受訪時表示：“我的婚姻大事，最着急的人應
該是袁弘，因為他不想跟我過一輩子。”此外，在袁弘的微
博裡提及到“胡歌”的帖子，就有32條。曾有粉絲問胡歌什
麼時候再與袁弘合作，胡歌曖昧說：“等他不再到處拈花惹
草的時候”，袁弘回說：“驀然回首，你在百花深處。”
其實胡歌與袁弘的情誼相當深厚，二人在上海戲劇學院

讀書時已是同窗，曾有傳聞指大學期間胡歌每周帶袁弘的衣
服回家洗；胡歌2006年車禍受傷後，袁弘一年不拍戲來照顧
胡歌等。另有傳媒問過袁弘，如果其女友與胡歌雙雙跌落
水，他會先救哪一個？袁弘竟然即刻說胡歌，他解釋因為是
他教胡歌游泳，如果胡歌不能自救即自己教導無方，必須要
負責。種種“曖昧”非偶然，難怪有網友笑說：“看來胡歌
要擺脫‘男男CP’，他必須找個女友”。

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在《步步驚心》裡飾演“十三

爺”而走紅的內地男星袁弘和女星張歆藝5月30日在德國霍亨索

倫城堡舉行婚禮，先前應雜誌邀約拍的婚紗照十分唯美，讓粉絲

更是期待他們大婚的造型，但彭于晏、胡歌等人組成的“最帥伴

郎團”，卻搶盡這對新人的鋒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姚進）容祖兒強
勢加盟湖南衛視《全員加速中》第二季引來
網友們的熱切關注。從舞台上的“天后”突
變到被獵人“追捕”的加速隊員，祖兒並沒
有心生膽怯，反倒表現得遊刃有餘。

據悉，以“星際運動”為主題的新一期
節目中，加速隊員們化身浩瀚星空中的“運
動精英”，劃分成以 “麥茲星”和“希爾
星”為代表的敵對雙方並展開激烈的爭鬥。
在節目中帶有艱巨“潛伏”任務的“臥底”
角色落在了還是“加速新手”的祖兒身上，
然而她並沒有辜負大家的信任，憑借超強的
親和力以及“呆萌”外表的全程掩護，逐漸
獲得敵對勢力宋小寶、杜淳的信任。即使露
出“破綻”，面對“福爾摩斯”汪東城的正
面指證，也能夠從容應對，巧妙避開。就連
被推選坐上顯示實時心跳的恐怖“心跳
椅”，也能夠憑借過硬
的心理素質和對答如流
的氣場，讓懷疑者一改
立場，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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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唱作少女Birdy港開唱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唱作少女Birdy將會於7月26日，

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Music Zone舉行首場香港音樂會，
門票為港幣420元。

剛滿20歲的Birdy目前已在全球賣出超過一千萬張大
碟，贏得多項國際殊榮，Youtube點擊率更超過4億，現場
演出征服全球樂迷。Birdy14歲出道，憑藉翻唱Bon Iver的
《Skinny Love》而一舉成名。Birdy今年發行了個人的第三
張大碟《Beautiful Lies》，該專輯幕後製作團隊過去曾與
Adele、Arctic Monkeys、Florence and the Machine、Lon-
don Grammar等名人合作。Birdy的作品廣受年輕樂迷喜
愛，被大熱電影《The Fault in Our Stars》及《The Hun-
ger Games》選為配樂，與民謠天團Mumford & Sons合作
的歌曲《Lean Me Right》更勇奪得格林美大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時尚舞王”吳建
豪（Van Ness）推出新單曲《屬於你和我之間的
事》，這次他帶着不變的浪漫，以及近幾年對愛的
體會回來了。Van Ness參與了這首歌的作詞，將他
近年的體悟，放在歌詞裡：“愛多麼想念你屬於你
和我之間的事”，在歌曲的氣息轉折中，都能聽到
他的用心闡述，愛情是屬於兩人之間的事。
由Van Ness本人操刀拍攝製作的歌詞版MV，

畫面多是Van Ness在日本及俄羅斯工作空檔時拍攝
的，Van Ness表示，由於此首歌想說的是關於回
憶，用這樣的畫面處理是他覺得最自然、最適合的
表達方式，更顯出Van Ness對年底發行的新專輯具
有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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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兒上陣時對答如流。

■吳建豪操
刀拍攝製作
歌詞版MV。

■Birdy最近才
剛滿20歲。

■陳偉霆自
爆送出愛的
便當是最糟
糕的禮物。

■“十三爺”袁弘與張歆藝於

德國舉行婚禮。
■新人袁弘、張歆藝在德國古堡

舉行婚禮，並情深一吻。

■一對新人和長輩
合照。

■彭于晏(左二)都有去幫手，還有馬天
宇(左一)及劉昊然(右二) 。 微博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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