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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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281) 980-1362

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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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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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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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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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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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讀圖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辦事處主任賴李迎霞推動
民國 106年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表揚活動

2016 年 5 月中旬，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賴李迎霞主任
特地回臺拜會新上任的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理事長鄭致毅先
生。2016 年 2 月 1 日鄭理事長正式上任，鄭理事長指出僑
聯因僑胞而生，僑胞因僑聯才有了根，僑胞在海外居住動
輒十多年，甚至當上當地民意代表，進行僑居地協調聯繫
的工作，推動僑務與宣傳中華文化。華僑與中華民國密不
可分“建國愛國，捨僑其誰”，一旦兩岸局勢緊張，民間
團體的僑聯更應擔起溝通交流的重責，美南辦事處主任賴
李迎霞和鄭理事長一番長談下，更加強今後要多為僑聯服
務美南僑社，僑胞只要回到臺灣，都可以將僑聯總會當成
自己的家，僑聯永遠都展開雙臂歡迎大家。

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主任賴李迎霞希望休斯敦僑社，
優秀的華人子弟參加“民國 106 年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表
揚活動”，透過此活動鼓勵我們下一代努力互相勉勵，也
是給傑出成就的青年們的肯定。

該會舉辦之“民國 106 年海外優秀青年榮譽表揚活
動”，推薦日期是 6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凡年在 18
歲以上，45 歲以下，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推介評議審
定後，均得贈予榮譽獎章予以表揚。

苗福盛 , 男，1960 年 8 月出生於遼寧省大連
市。畢業於瀋陽體育學院，本科學歷， 遼寧師範
大學體育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
民族傳統體育學。現 任中國健身氣功對外技術等
級評審委員會委員、全球功夫網武術委員會專家、
中 國武術海外授予段位評審專家、大連市武術協
會副主席。 長期從事健身氣功教學和科研工作，
熟悉健身氣功•易筋經、五禽戲、六字訣、八段

一、對各種學術有特殊之研究，或有權威性之著作，
獲得國際榮譽或各僑民地重要榮譽者。

二、對文字、繪畫、雕刻、攝影、喜劇、舞蹈、音樂、
文創或體育等有特殊成就，足為華胄爭光者。

三、對當地有特殊貢獻，足以提高華人地位，爭取國
際友誼者。

四、在各行各業中創業有成，或在各該行業中表現優
異，並對僑社及當地社會有顯著貢獻之農、工、商、學、醫、
公、教等各界人士。其未達標而仍有優異表現足資表揚者，
得頒發給獎狀予以鼓勵。

推薦方法：可經由各地使、領館、或駐外機構、重
要僑團、僑校、僑報及僑聯總會各地之常務理事、辦事
處、會員單位推薦參選。歡迎僑社有興趣推薦參選人，
有關海外優秀青年表揚辦法詳情，請至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 網 站（www.focat.org.tw）, 參 考 並 下 載 推 薦 表， 可 與
美南辦事處主任賴李迎霞聯繫 832-643-5830. Email：
gulfsouthinvestments@gmail.com，美南辦事處地址：
5800 Ranchester Drive #200， Houston，TX 77036。

新上任鄭致毅理事長和美南辦事處主任賴李迎霞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的中國健身氣功中心派遣苗福盛教授，往美
國健身氣功太極協會，主講及重點培訓健身氣功易筋經及太舞
( 記者黃麗珊攝 )

檢驗學員其他氣功功法，如五禽戲，八段錦，導引養生十二法
與太極養生杖。培訓班集訓營共三天。( 記者黃麗珊攝 )

美南辦事處主任賴李迎霞帶領全美台灣同
鄉聯誼會總會會長及會員返台拜會僑聯總
會。

鄭理事長在 2 月交接典禮上與貴賓合影

苗福盛教學中國健身氣功
錦、馬王堆 導引術、大舞、十二段錦、導引養生
功十二法、太極養生杖的教學。 2007 年 -2012 
年分別到法 國、比利時、英國、澳大利亞、新西
蘭、美國、愛沙尼亞、芬蘭等國進行健身氣功的
宣傳和教 學。曾經榮獲中國國家體育總局授予的
“海外教學先進個人”的榮譽稱號；2014 年全國
高校健 身氣功比賽擔任裁判長，並獲得體育道德
風尚獎；2015 年《第八屆全國健身氣功競賽功法

交流 比賽大會》，擔任裁判，獲
得體育道德風尚獎。 《東北三省
健身氣功俱樂部標準化建設》獲 
2015 年中國健身氣功科學論壇二
等獎。 作為一位高校教師，盡職
盡責，一直致力於民族傳統體育
學的發掘和繼承，取得了諸多科

研成 果，其中
創 作 的《 武 當
道教養生功》
一書在國內廣
受 歡 迎， 並 在
海外大量發行；

已在省級、國 家級、核心期刊（CSCD、CSSCI）
以及國際核心 SCI 發表文章三十餘篇；並多次主
持國家體育總 局科研項目。不但科研成績突出，
而且在教學中教育出了一大批的優秀人才，培養
出的學生很 多在全國、省、市的武術散打、套路
及健身氣功等項目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著有
《Effects of corn peptides on exercise tolerance，free 
radical metabolism in live and serum glutamic-pyruvic 

transaminase activity of mice》SCI、《Microwave-
assisted extraction of flavonoids from Chinese herb 
Radix puerariae（Ge Gen）》SCI 、《健身氣 功教
育思想研究》、《健身氣功對絕經女性骨密度和
骨代謝影響研究》、《健身氣功易筋經對血清 免
疫球蛋白及補體活性的影響》、《健身氣功八段
錦對高脂血癥患者血脂和脂蛋白代謝的影響》、 
《五禽戲之鹿戲健身養生價值》、《隋唐時期導
引養生術的發展》、《健身氣功•八段錦對中小
學生 脊柱彎曲的防治》等多篇論文。曾承擔《健
身氣功俱樂部推廣模式研究》、《健身氣功俱樂
部標 準化建設研究》、《健身氣功段位服飾 Logo 
的標準化研究》、《四種健身氣功競賽功法評分
標準研 究》等課題。 自幼習武，先後拜林子源
（1953 年全國民族運動會武術金牌獲得者）、王
子章（舊中國南京國 術館教官）為師。代表遼寧
省武術隊蟬聯三次全國武術冠軍。擁有全國武術
七段身手的他，在 1981 至 1984 年連續獲得全國
武術錦標賽冠軍，直逼著名武星李連傑的五連冠
紀錄。武術界曾 有人把他們的名字擺在一起，稱
“南有李連傑，北有苗大俠”。

美南國建協進會 2016 年會暨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
6 月 4 日中午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會議室

舉行記者會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共同主席浦浩德博士介紹奈米及複合科技主講人盧璐主
題使用原子力顯微鏡製備奈米圖案和熱反應多月太的特
徵 , 主講人潘建主題衝擊波在一個充滿波形圓筒的傳播與
互動 , 主講人高英主題瀝青路面的智能壓實及主講人李國
強博士主題高分子聚合物的人工肌肉 .

美南國建會會長林欣慧 , 準會長顧寶鼎與僑教
中心莊雅淑主任 , 李美姿副主任以及各組負責
人出席 6 月 4 日中午在僑教中心 203 室舉行
記者會 .

[ 醫療及生化科技 ] 組 , 將由貝勒醫學院博士候選人陳民
珊以互動方式進行 , 邀請莫升元博士主講 [ 如何在明日
的美國健康醫療產業提高自我的職場競爭力 ?]. 美南國
建會閻寶印前會長出席記者會 .

[ 煉油與石化科技研討會 ] 共同主席劉耀華博士介紹 , 今
年將分二大主題 :A. 環境與製造程序安全 .B. 一般天然
氣化工廠如何注意工安 .

[ 健康講座 ] 王琳博士介紹 , 今年將以 [ 北美亞裔健康需
知 ] 為主題 , 邀請陳啓華醫師主講 [ 年齡 40 後常見的眼
疾 ], 唐衍賢醫師主講 [ 現代心臟血管疾病診斷及治療的
介紹 ] 及陳康元醫師主講 [ 醣類與健康和癌症的正確觀
念 ].

胡先葳博士說明今年的學生壁報比賽 , 題目都
與醫學、生物有關 , 由 6 位博士班同學決賽 , 最
好的前三名 , 將頒發獎學金 .

[ 環境保護討論會 ] 由主席陳天生博士介紹今年
主講的 7 位講員陳天生博士將主講 [ 建築廢棄物
回收 ].

美南國建協進會會長林欣慧致歡迎詞、準會長顧寶鼎主持記者
會 , 並宣佈 6 月 18 日中午在糖城的美麗華旅館的午餐及專題演
講 , 將由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資深教授 ,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
士洪明奇教授擔任主講人 , 主講 [ 治療癌症的新希望 ].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應邀致詞表示肯定美南國建會辦理
研討會凝聚各界專家及年輕學子之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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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10:00a.m. 英語崇拜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10:00a.m. 中文主日學 Chinese Sunday School
10:00a.m. 兒童崇拜 Children Worship
11:15a.m.中文崇拜(粵語/國語)Chinese Worship Service
11:15a.m. 英語主日學 English Sunday School
1:30p.m. 中文學校(九月開課)Chinese Schoo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WEB:www.cbchouston.org

何國明主任牧師、王浩詒牧師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 713-461-0963 Fax: 713-461-5186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英語崇拜、粵/國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普通話翻譯)、英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高中 SAT 補習班
週五生活團契、普通話小組及其他聚會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禮拜六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張文傳博士
主任牧師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VIP BEAUTY DESIGH
Mon-Sat 10 am - 6 pm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110
Houston, TX 77072

713-933-4878

女士剪髮 $18
男士剪髮 $8
燙髮 $50

染髮 $30(男) $45(女)

貴賓美容美髮設計屋

特價中
包括洗、吹、剪

剪、燙、染、化妝、繡眉、眼線

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305 S. Main, Houston, Texas 77025 
Tel: (713)663-7550   Fax: (713)663-6896 

網址：http://www.hcchome.org 
電郵：hccoffice@hcchome.org 
教牧同工：曹惠基、潘小玲 
D. Carter、譚聖欣、賴永敬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英語、粵語﹚ 
午堂崇拜：上午十一時正﹙國語﹚ 
梨城分堂崇拜：下午二時﹙國語﹚ 

牧師：鄭忠禎 
主日學：下午三時半至四時半﹙國語﹚ 

12005 County Road 59, Pearland, Tx, 77584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West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638 Hammerly Dr., Houston, Texas 77043 
Tel:(713)935-9422、935-9447 Fax: (713)935-9928 

電郵: whcc@whcchome.org 
主任牧師：許重一 

中文牧師：黃奕明、粵語牧師：施克健 
英語牧師：白安卓、李家德 

北區植堂牧師：祝華達 / 英語傳道：Ted Cox 
家庭事工：林徐玉仙 / 青少年：燕華欣、孫國軒 
兒童主任：陳秀女 / 粵語傳道：吳謝寶芳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卅分﹙國語/粵語﹚ 
 午堂崇拜(英)、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明湖中國教會 
Clear Lake Chinese Church 

503 N. Austin St., Webster, Texas 77598 
Tel: (281)338-1929    Fax:(281)338-0435 
電郵: clearlakecchurch@comcast.net 

網址:http://www.clearlakechinesechurch.org 
中文牧師：張友鴻牧師 
英語／青少年：林文平牧師 
英語崇拜：上午九時三十分 

中文崇拜：上午十時五十分﹙國語/粵語﹚ 
查經禱告會：禮拜三晚上八時 

禮拜五晚：中文查經、AWANA兒童節目 
           青少年團契 

 
  

7707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Tel: (281)499-2131  Fax: (281)499-5503 
網址：http://www.fbcchome.org 
電郵：office@fbcchome.org 
主任牧師：林永健 
行政主任：楊黃琳娜 
國語、粵語崇拜：上午九時卅分 

 英語、青少年、兒童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週四上午: 長輩活動和婦女聚會 

週五/六晚:兒童聚會 AWANA,青少年和成人團契 
主日下午:中文課和英語學習班 

凱地中國教會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24747 Roesner Road, Katy, TX 77494 
Tel. (832) 437-1998 

電郵：katyccc@katyccc.org 
網址: http://www.katyccc.org 
主任牧師：楊浩峰 

華語牧師：滕茂坤 / 英語牧師：林懷祖 
青少年事工：章迦恩/兒童事工：陳明佑 

關懷事工主任：王台妹 
        中文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 
      英文、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 

康福華人教會 
Comfort Community Church 

702 Smith Road.,  
Port Lavaca, Texas 77979 
電話：(361)553-6300 

 
主任牧師：趙德光 

 中文敬拜：主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English Worship：Sunday 9:30AM 
  禱  告  會：禮拜三晚上七時半 
  小      組：禮拜五晚上八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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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男籃奧運會前第二波系列熱身賽最後壹場在洛陽打響。最終男
籃以84-75戰勝美國職業聯隊，本次熱身賽以三戰全勝的成績圓滿收
官。中國男籃易建聯24分，郭艾倫13分，翟曉川19分，李慕豪8分，
王哲林6分，丁彥雨航6分。

德國2-0烏克蘭

2016歐洲杯C組首輪在
皮埃爾-莫魯瓦球場開始第2
場較量，德國2比0取勝烏克
蘭，克羅斯助攻穆斯塔菲破
門，博阿滕門線救險，施魏因
斯泰格補時擴大比分。

奧地利賽吳阿順奪冠

奧地利公開賽落幕，吳阿順發揮出色1
桿優勢問鼎，成就歐巡雙冠中國第壹人。

C7綜合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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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6年6月14日 Tuesday, June 14, 2016

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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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年度諜戰動作大戲《新永不消逝的電

波》，受邀將於今日參加第 19屆上海國際

電影節開幕儀式。影帝郭富城、影帝任達

華，以及實力派偶像張翰、超人氣“龍女

郎”張藍心、導演鐘少雄、製片人曹多然

等，全明星豪華陣容將登陸上海電影節開

幕紅毯。

《新永不消逝的電波》2016年 3月在

上海殺青以來，影片後續工作一直在緊張

有序開展，預計年內將在全國公映，其全

新的諜戰故事表達手法、超豪華明星陣容

都備受觀眾期待。

郭富城在電影中飾演男一號“李俠”，

與趙麗穎合作扮演一對革命夫妻。任達華、

張翰、張藍心、朱一龍、于曉光、寇振海、

由立平、奚美娟等老中青三代頂級演員，

都為劇本增色加分不少，使該劇效果堪稱

完美。

記者提前打探得知，郭富城、任達華

兩位影帝在片中演繹對手戲，兩人一度大

飆演技，惹得劇組工作人員集體叫好，讚

嘆影帝的表演功力絕非浪得虛名。趙麗穎

在劇中百變造型、百變戲路，成功塑造了

多面神秘人物形象，完全顛覆了熒屏“傻

白甜”。張翰則首度在大熒幕挑戰“亂世

痞子”，其出色表演讓人大為驚艷。“龍

女郎”張藍心除在影片中展現自己武功高

強，更因每次進組都送上“藍心小零食”，

成為劇組人見人愛的貼心“藍姐姐”。

“要用當代年輕人的最喜歡的方式，

來講述這個他們一定會喜歡的故事。”業

界著名的“九億編劇”張炭在創作中深刻

奉行此條。電波的故事曾經影響了中國幾

代人，老牌影視公司南海影業拍攝《新永

不消逝的電波》，得到了英雄人物原型李

白後代提供的許多從未面世的素材，經張

炭和黃逸之精心研磨打造，鬥智鬥勇的故

事橋段引人入勝，80後、90後、00後幾乎

都能從影片中找到自我追夢的影子，或是

狂熱又理性地追夢，或是玩世不恭後的頓

悟。《新永不消逝的電波》由北京南海影

業、北京風骨文化等機構聯合出品。

《寒戰2》開幕上影節
影帝鮮肉群星會

第 19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昨日開

幕，將在今年暑期檔上映的《賞金

獵人》《大話西遊 3》《魔輪》

《寒戰 2》等劇組主創相繼走上紅

毯。其中鐘漢良與古天樂的《三人

行》西裝黑白配略有喜感，而黃曉

明則牽手 Angelababy 恩愛亮相。香

港導演林嶺東的新片《沖天火》則

匯聚了吳彥祖、張若昀、張靜初、

郭採潔、張孝全，影片主要強調

“生命的重要性”。

紅毯上壓軸登場的是好萊塢影

星布萊德利· 庫伯。開幕式上，李安

和布萊德利· 庫伯一同揭曉了本屆電

影節提名金爵獎的 14部影片，李安

表示自己十年前曾來過上海電影節

，也在這十年間見證到電影節的蓬

勃發展；而庫伯則說：“上海是一

個讓人驚艷的城市，我主演的《烏

雲背後的幸福線》《美國狙擊手》

能在這裡放映很榮幸，我被電影節

的活力和魅力感動，希望有機會再

回來。”

開幕影片
《寒戰2》周潤發自稱是根“攪屎
棍”

作為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

影片，《寒戰 2》當日全陣容亮相

。導演梁樂民表示，“警匪片是香

港電影的傳統，我們一直想要做出

新玩法，更刺激的權力鬥爭，更宏

大的故事格局是我們創作的方向。

”談及這一次的大牌陣容，梁樂民

表示，他們在劇本中希望增加一個

輩分高的重量級角色，“我們希望

發哥來演，搞了 9個月劇本都不敢

交給老闆，劇本定了之後，老闆說

我去試試看能不能打動發哥。”沒

想到，周潤發最後不但特別出演，

還“貢獻”了自己的攝影暗房和攝

影設備。

在上午媒體試片後，不少記者

對片中劉傑輝(郭富城飾)監獄暴力

審訊李家俊(彭于晏飾)的對手戲印

象深刻，彭于晏當時頭部被郭富城

猛按在審訊桌上，鼻血四溢。對此

彭于晏笑稱這場戲絕對是”假戲真

做”，“拍戲的時候，影帝真的是

深謀遠慮，非常認真，我的鼻子最

近才剛剛痊癒。”郭富城表示，兩

次與梁家輝的唇槍舌劍立場不同，

上一次他需要一口氣爆出很多警察

專業用語，而續集則加入一些生活

化的臺詞。對於自己的角色，周潤

發直言這次加盟無壓力，“每天我

在現場，都是講講對白，我其實是

來串戲的。”他還用粵語形容自己

的角色是一個“攪屎棍”，“我的

目的就是把梁家輝和郭富城帶亂，

我的戲真的把他倆弄得很臭。”四

年前，主演梁家輝憑藉在《寒戰》

中的演出斬獲香港金像獎，而對於

出演續集的影帝期望，他笑稱這一

次“瞄準了金雞百花獎”。

新角色
楊佑寧向發哥學自拍

除了周潤發外，楊佑寧則是

《寒戰》系列的新面孔，這也是他

首次演出警匪片。楊佑寧表示自己

是《寒戰 1》的粉絲，他透露自己

是在某活動上直接向兩位導演自薦

的，“如果你看過《寒戰 1》，故

事顯然沒有結束。那我就想說，第

二集我會有機會嗎？所以這一次真

的是夢想成真。”

他飾演的角色和梁家輝飾演的

前香港警務處副處長李文斌之間有

非常複雜的故事線，這層關係也是

《寒戰 2》的故事起點。他還笑言

與發哥合作可以學到很多，尤其是

自拍的方法，“因為發哥真的很愛

照相！”

■花絮
做好電影要坐地鐵

值得一提的是，現場有記者提

到影片出品人江志強和主演周潤發

經常被拍到在生活中坐地鐵的趣聞，

周潤發回應說：“現在年輕人在地

鐵裏都是在玩手機和電子設備，完

全不會關注到我。等再過幾年，地

鐵票變成2塊錢，我就更要坐了。”

而一向生活樸素的江志強則表示，

“有一段時間，我坐地鐵經常遇到

發哥，我想，要做好電影，可能一

定要坐地鐵。”

重點影片《爵跡》
國內首次全真人動作捕捉

由郭敬明執導的電影《爵跡》

日前定檔 9月 30日，昨日也公佈首

款預告片，此前，由電影 11位主演

穿著動作捕捉服，“一秒變身”影

片角色的 11支“首款預告倒計時視

頻”陸續發出後，引起強烈反響。

在首款 3D預告中，以全真人CG效

果首度呈現出了奧汀大陸上的王爵

、使徒以及魂獸。出品方和力辰光

董事長李力透露影片的團隊達 400

人，而且聚集了國內外頂尖的動作

捕捉拍攝團隊和視效團隊來呈現最

終效果，其中包括在好萊塢從業超

25年的雷明頓，他是《魔戒》系列

中“咕嚕”雙重性格面部表情的創

造者。導演郭敬明對此次採用全真

人 CG 動捕技術呈現的意義進行了

講解：“《爵跡》採用全真人 CG

動捕拍攝技術，可以實現讓演員不

用因為替身的原因而回避正面鏡頭

，可以用非常自由的想像力完成本

人做不到的事情和真實世界攝影機

給不到的鏡位。比如展現魂力、釋

放魂獸以及一些難度系數極高的打

鬥動作等，都可以在影片中讓演員

親自呈現。影片中極富視覺衝擊的

3D場景和熱血燃魂的戰鬥場面，更

加適合面向全民觀眾和國慶這個檔

期，也是我作為導演的一次全新的

嘗試。”

■主演談
陳學冬飾演麒零

麒零是一個樂觀積極、傻白甜

感覺的角色，再次與導演合作也非

常舒服順利，默契度越來越高，現

在的郭敬明真正有一種大導演的感

覺。

林允飾演天束幽花
角色動作戲很多，正式拍攝前

一週都在訓練，比如高空打鬥需要

吊3米高的威亞。

吳亦凡飾演銀塵
銀塵很多地方和我很像，處事

上也有很多契合點。這也會是我第

一次接觸動作捕捉拍攝，對我而言

充滿挑戰。

范冰冰飾演鬼山蓮泉
剛剛看預告片的時候，我的眼

睛裏已經有淚花了，我沒想到電影

的畫面能夠這麼美妙，這裡要嚮導

演鞠躬感謝。

陳偉霆飾演幽冥
幽冥的氣場特別性感，所以

表演上我會把那個感覺放大，那

種性感會讓人怕，有很大的殺傷

力。導演也給我們演員帶來了無

限的可能。

郭採潔飾演特蕾婭
從《小時代》到《爵跡》，郭

敬明導演已經有一個很明顯的變化

。他對現場的掌控能力毋庸置疑，

導演和作家的雙重身份掌握得非常

好。

郭敬明自揭《爵跡》面紗
范冰冰稱每一根頭髮都很貴

昨天下午，郭敬明率領新片《爵跡》

的全部主演，在上海舉辦發佈會，現場公

佈了一款超長的 3D預告片，原來《爵跡》

是一部全真人CG的魔幻電影。主演范冰冰

表示，“我覺得他做了一件跨時代的事情，

對於中國電影是一次革命。”

郭敬明說，自己以前從來沒有想到有

一天會把《爵跡》這部電影搬上銀幕，

“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夢。”此次的拍

攝聚集了來自全世界的優秀電影人，其中

包括曾經為《指環王》、《阿凡達》、

《美國隊長》等影片提供特效的電影人，

“他們幫助我完成了這個夢想。”

雖然影片只完成了四分之一，但范冰

冰對於預告片的視覺效果給予充分肯

定，“我在這裡要向小四鞠個躬，他

很值得讓人尊敬。我一直以為自己是

很有能量的人，沒想到他的能量超過

我很多很多倍。”而郭敬明回應，

“我剛剛下去看預告片的時候，冰冰

抓住我的手，我在那一刻就感受到演

員對我的認可。”

吳亦凡此次在片中扮演銀塵，他說，

自己在生活中跟銀塵有點像，“他是比較

安靜的，我覺得我也是一個內斂的人。”

共有400多名來自全球的電影人參與製作這

部影片，對於特效，范冰冰笑稱，“自己

片中角色的每一根頭髮都很貴。”

任達華爆料王大陸和張天愛
《鮫珠傳》片場打情罵俏

電影《鮫珠傳》劇組 12日亮相上海長

風海洋世界白鯨館，任達華在發佈會上曝

料稱，“王大陸拍打戲很不錯，但打情罵

俏更不錯”。

據悉，青春玄幻電影《鮫珠傳》目前

正在橫店拍攝，將於 2017年上映。故事講

述了由泥空空(王大陸飾)、黑羽(張天愛飾)

和蛤蜊(盛冠森飾)組成的三人組圍繞珍貴的

人魚之淚——鮫珠而展開的曲折離奇的冒

險之旅。

實際上，從電影開拍伊始，王大陸和

張天愛的關係就很不錯，自拍合影、錄製

表情包小視頻等，在遭到任達華的爆料後，

王大陸自己也調侃道，“我明明沒有給導

演塞錢，但不知道導演為什麼一直讓我去

觸碰天愛的各種部位……”。

一個是《我的少女時代》裏的徐太宇，

一個是《太子妃升職記》裏的太子妃，兩

位“國民老公”同時出現在電影《鮫珠傳》

劇組，誰更能“撩”得過誰呢？王大陸表

示，“電影裏，張天愛扮演的黑羽是個話

不多、很高冷的女捕快，自己扮演的泥空

空完全駕馭不了她”。當天的發佈會，除

女主角張天愛因病未能出席外，導演楊磊、

製片人樊斐斐、視覺導演陸貝珂攜編劇張

炭、攝影指導黃岳泰，演員王大陸、任達

華、釋延能、盛冠森等共同亮相。

為了迎合電影主題，此次發佈會特意

選在了白鯨館，在海獅、白鯨等人魚的水

下“親族”的見證下開啟圍繞著“鮫珠”

展開的冒險之旅。現場，“撩妹”技能滿

點的王大陸向可愛的白鯨開“撩”，不料

反糟白鯨調戲——“強吻”三次。

電影《鮫珠傳》于 2014年開始籌備，

導演楊磊曾執導過《紅色》、《闖關東中

篇》等熱播電視劇，早在 1999年，楊磊就

有了想要拍攝奇幻電影的想法，但因為當

時的影視界對這類電影基本沒有概念，在

投資人面前推薦自己的劇本的楊磊時常碰

壁，“很多人都覺得這種東西能掙錢嗎？

或者說你們中國人能做好嗎？”製片人樊

斐斐則對《鮫珠傳》非常有信心，“因為

鮫珠就是人魚的眼淚嘛，2016年最火的電

影是《美人魚》，2017年最火的應該就是

美人魚的眼淚了”。

《新永不消逝的電波》豪華陣容受邀亮相上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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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Lane,Houston, Texas 770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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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www.goldengaterestaurantequipment.com
E-mail:Goldengateman@gmail.com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6年6月14日（星期二）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德國隊在13日凌晨歐洲國家盃C組首輪以2：0擊敗烏克蘭，但全取3分的過

程並不輕鬆，上半場一度出現險象，後防未能予人信心，只是領先一球的2014年

世界盃盟主，到90分鐘舒韋恩史迪加（小豬）後備入替，這位因傷已有兩個多月

沒在正式比賽上陣的31歲鐵漢用了2分鐘便攻入撲熄烏足扳平希望的重要一球，難

怪在陣12年依然贏盡德國球迷的歡心。

歐國盃 C組戰報

舒韋恩史迪加因為受傷，上
次在英超上陣已是 3 月

底，正當外界估計他或會因而
無緣今屆歐國盃，德國隊主帥
路維最終還是將他帶到法國，
還任命他接過拿姆退出國家隊
後的隊長臂章，這還是小豬首
次以正隊長身份領軍出戰國際
大賽。
由於久疏戰陣，路維此戰在

中場中路安排了基迪拉和卻奧斯
踢正選，並由門將紐亞擔任隊
長。球隊上半場憑梅斯達菲接應

卻奧斯傳中頂入領先，但防線不
穩的德足在烏克蘭的反擊中卻不
時出現險象，一直無法令路維安
枕。戰至90分鐘，小豬入替前
鋒馬里奧葛斯，後備上陣2分鐘
便接應奧斯爾左路傳中的反擊機
會，於無人看管下近門射入，鎖
定勝局。

打破五年國際賽入球荒
小豬雖然並不是技術型中

場，但以勤力走位、積極搶逼和
過人的感染力，至今仍是德足中

場不可取代的無價之寶，而他自
2004年首替德足披甲以來，7屆
國際大賽也是無一缺席。

斬獲自己近5年來的首個國
家隊“士哥”，小豬賽後謙
稱，雖然入球感覺十分美妙，
然而幫到球隊贏波才是最重
要。路維指出，這入球對小豬
很重要：“這是他傷癒復出後
邁出的第一步，亦是重要一
步。”另外，同組的波蘭以1：
0小勝北愛爾蘭。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德國隊世界盃冠軍
功勳主帥路維，今仗令
人談論的卻是又有新
“動作”，4年前歐國
盃被拍到挖鼻垢出來
吃，被嘲為“味皇”，
今次他被捕捉到在後備
席時曾把手伸入褲襠內
的前面，搲了幾下再將
手拿出來聞，他坐着時
更疑似伸手入屁股挖出了一些什麼來聞。

成歐國盃最多勝主帥
無論如何，德國隊連續17屆國際大賽決賽周的首

戰，取得了11勝6和的佳績，已將48年來從未在歐國
盃首戰贏波的英格蘭比了下去。今仗亦是路維領軍的
第12場歐國盃比賽，成為此賽事歷來執教場數最多的
主帥，當中8場勝利也讓他成為歐國盃史上獲勝最多
的教練。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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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皇”路維獻新招

由於之前有傷的
曉姆斯狀態不足、魯迪
格賽前退隊，路維今仗
以梅斯達菲夥謝路美保
定扼守中路，兩閘是祖
拿斯赫達和原本守慣中
路的賀維迪斯。烏克蘭
落後時踢出鬥志，西維
爾左翼高路比恩卡和基
輔戴拿模右翼耶莫蘭高
積極壓上令德足防線疲
於奔命，若非門神紐亞
撲出卡卓列迪的頭槌以
及謝路美保定護空門在
白界前解圍，德國完半
場前已失守。下半場德
國重新以嫺熟傳控掌握
回中場節奏，中場卻奧斯賽後亦獲選為全場最佳球
員。

“這是場緊張、節奏快的比賽，”路維說，“我
們上半場總在向前推進時出現問題，容易失腳下球，
給對方反擊機會。不過下半場速度、控球都不錯，整
體來說我很滿意。”烏足主帥科文高則慨嘆德國隊強
得“猶如一部機器”。 ■記者梁志達

防守欠穩
保定 紐亞救險

■謝路美保定腳尖護空門。
美聯社

■紐亞(右)和梅斯達菲(中)保
不失。 美聯社

■路維伸手入褲襠有所動
作。 網上圖片

■小豬近門射入，鎖
定勝局。 美聯社

■舒韋恩史迪加(左)之前缺
陣了兩個半月，一落場2分
鐘便即告入波。 法新社

■咸美頓高舉冠軍獎
盃。 路透社

在13日結束的F1大獎賽
加拿大站正賽中，平治車隊
的英國車手咸美頓連續第二
站收穫冠軍，這為他衛冕車
手總冠軍增添了重要砝碼。
獲勝後的咸美頓將勝利獻給
不久前離世的拳王阿里。

車手榜積分差距縮小
“蝴蝶般的步伐，蜜蜂

般的攻擊。勝利獻給拳王阿
里。”咸美頓在奪冠後說。
31歲的咸美頓上個月在摩納
哥站終結了長達七個月的冠
軍荒。加拿大站完成“冧

莊”後，咸美頓已將與隊友
羅斯保的車手榜積分差距從
43分縮小到9分。

經過日前的排位賽，咸
美頓和羅斯保分列第一和第
二位發車。不過在發車後，
法拉利車隊的維泰爾迅速超
越兩輛平治賽車。咸美頓在
第12圈才佔據領先位置，並
最終收穫職業生涯第五個加
拿大站冠軍。維泰爾排名次
席，威廉士車隊的保達斯特
位列第三，這是威廉士車手
本賽季首次登上領獎台。

■新華社

因隊友卡達在興奮劑重檢中被查
出使用違禁物質，牙買加短跑名將保
特13日表示，將懷着“心碎”的心
情，願歸還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
獲得的男子4×100米接力賽金牌。

“這是令人心碎的，憑借多年來
的努力訓練才能收穫金牌，才能成為
冠軍，太難過了，然而事已至此。”
保特早前受訪時感歎道。保特表示生
活就是如此總有意外發生，如果確定
需要歸還金牌的話，他可以接受。

此前，卡達被媒體曝光A瓶尿樣
中含有違禁物質甲基己胺，B瓶的檢
測結果還沒有得到官方的證實確認。
保特在兩屆奧運會勇奪6金的紀錄岌
岌可危，如果卡達受到禁賽制裁的
話，那就意味保特將失去他的接力賽
金牌。

另外，目前劍指里約奧運會的保
特，對隊友卡達的遭遇表達了同情之
心：“無法想像他即將要經歷的，但
肯定會是無比艱難和令人沮喪。”

■記者梁啟剛

華天熱身賽掄元 獎金犒勞女友

咸美頓勝利獻拳王阿里

距征戰里約奧運會還有一個多月時間，中
國馬術三項選手華天與戰馬“堂．熱內盧”，
日前在英國“馬術三項大師賽”第二站比賽中
勇奪冠軍；他表示，會用冠軍獎金犒勞自己和
女友莎拉。
英國“馬術三項大師賽”是今年由國際馬

術聯合會認可和推崇的新型賽事系列，比賽在
英國中部西約克郡的布萊濃莊園舉行，有40名
世界優秀騎手參賽。華天與“堂．熱內盧”以
總分40.1分的成績名列榜首。

第一項盛裝舞步比賽後排第三名，第二項
場地障礙賽中，華天以無打桿及無時間罰分順
利完成場地比賽，排名升至第一。在隨後的越
野賽中，華天再次以無任何罰分完成比賽，鎖
定冠軍。華天贏得了16,000英鎊的冠軍獎金；

他說，這筆錢很有可能“投入到馬術的無底洞
裡”，但同時肯定會用來犒勞一下自己和女
友。

出戰奧運被寄予厚望
參賽的40位選手中，包括唯一獲得國際馬

術聯合會“二十世紀最偉大騎士”稱號的新西
蘭選手馬克．托德，他賽後在社交媒體上發文
說：“恭喜中國騎手華天獲得冠軍。”

大師賽的組織者評論說：“華天這次驚人
的表現，向還有8個星期即將開始的里約奧運會
發出一個警示，千萬留意這位26歲來自中國的
年輕競爭者，在里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
生。”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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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天出戰奧運被寄予厚望。 新華社

■保特(右)與隊友卡達。路透社

■華天在比賽中。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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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優良品質
˙適用於烹飪炒飯，白飯，
春捲等任何米製佳餚

聯繫人：Llyn McEuen
電 話：713-525-9570
電 郵：Imceuen@ebrona.com

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靚苗米

6月8日，香蕉計劃在上海安達仕酒店隆重舉
行簽約發布會，宣布正式簽約藝人孟佳(Jia)。當天
香蕉計劃高層雲集，共襄盛舉。除了見證孟佳簽
約香蕉計劃以外，香蕉計劃娛樂還將全方位打造
孟佳成為亞洲人氣偶像，定制人氣偶像的無限未
來。

上海香蕉計劃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於 2015 年7
月成立。公司結合自身資源與背景優勢，從成立
以來一直備受各界關注。此次孟佳(Jia)簽約香蕉計
劃，再次為香蕉娛樂添上新亮點。

發布會現場，孟佳帶來了精彩的舞蹈秀，台
下粉絲熱情高漲。孟佳對舞蹈抱有很大的熱情，
就連Rain的舞蹈老師都贊揚，說她跳起舞蹈來帥
氣十足且具有超強的爆發力。曾經在JYP訓練的

三年裡，不管訓練多辛苦和無奈，孟佳總是把自
己最美麗的微笑和展現給粉絲。當日孟佳的眾多
圈內好友吳亦凡、尼坤、菲、潘瑋柏、謝娜、汪
東城等知名中韓藝人送上祝福視頻，韓國金牌制
作人S.Tiger到現場送上祝賀。還有粉絲專程來現
場支持孟佳，給偶像送上貼心禮物。

孟佳 1990 年 2 月 3 日出生，橫跨音樂圈，影
視圈和主持屆，一位富有實力的多棲藝人。曾經
是miss A 組合的舞蹈擔當，作為國內首位與韓國
經紀公司JYP約滿回歸的藝人。她的代表作《Bad
Girl Good Girl》《Good bye Baby》《Touch》都
在亞洲爆紅，並獲得多個獎項。孟佳正式加入香
蕉計劃，也將以全新的個人形像衝擊華語樂壇。
同時為香蕉計劃泛娛樂板塊注入全新動力。

一言不合就發狗糧！範冰冰李晨隔空鬥嘴調情

根據貓眼票房數據，截至6月12日16：30，《魔獸》
單日票房4245萬元，累計票房突破10億大關！上映四天
以來，《魔獸》的單日票房數據分別為：6月8日首日+午
夜場：2.8億、6月9日2.8億、6月10日2億、以及6月11
日1.3億。在端午節假期結束後，《魔獸》的票房增長勢
頭也會遭遇工作日的嚴峻考驗，在 24 日《獨立日 2》、
《驚天魔盜團2》、《三人行》三部大片上映前，是《魔
獸》衝擊20億大關的最後機會。

到目前為止，《魔獸》的票房征途，也從始至終衝擊
著中國影視的各項紀錄。午夜場IMAX放映成績最高、兩
天破6億的成績打破了《速7》當時創下的5.86億的紀錄
，上映三日票房破8億則刷新了賀歲檔創下紀錄的《美人
魚》7.7億的成績。

《魔獸》的火熱也帶動了整個三天端午檔的票房總額
再創新高度。今年端午檔3天票房總額達到8億（3.5億、

2.7億、1.8億），冠軍《魔獸》豪取其中6.1億票房、亞
軍《X戰警：天啟》的票房僅剩下1.17億，季軍則被《憤
怒的小鳥》完成“逆襲”奪走，3天收獲2700萬元。在去
年的端午檔中（6月20日~6月22日）票房總額為6.04億
，《侏羅紀世界》以三天 2.59 億拿下冠軍，國產動作片
《殺破狼2》三天拿下1.97億排在第二。

另一方面，《魔獸》在北美已經開始公映，票房遠不
如內地來得激昂。根據北美權威票房統計網站Boxoffice-
mojo的數據顯示，本周五（6月10日）北美電影票房粗報
情況中：驚悚片《招魂2》首日勁收1640萬美元，預估首
周末票房將達3950萬美元。《魔獸》首日收獲1071萬美
元（約等於 7024 萬人民幣）獲亞軍，預估首周末將在
2500萬至3000萬。之前相比《魔獸》更被看好的《驚天
魔盜團2》首日收獲840萬不如前作1006萬的成績。這對
於《魔獸》來說不失為一個好消息。

靳東白百何首演情侶 《外科風雲》今日開機

6 月13 日中午，李晨在微博曬出一組女
友範冰冰的愛貓的近照，這個超萌的喵星人
躲在沙發的穗子下，李晨調侃喵星人“垂簾
聽政”，不久範冰冰就轉發這條微博，還實
力吐槽：“Mr Cat他心裡在想：總有刁民想
害朕！”並發了一連串大笑的表情。

大中午的，這對情侶就開始鬥嘴秀恩愛，網友
又被甜翻了，“一言不合就秀恩愛”、“又觸不及

防地吃了一波狗糧！”還有網友意味深長地寫下
“哈哈哈垂簾聽震”，引來了不少點贊。

 
















由正午陽光影業出品的都市行業劇《外科風雲》今
日在北京正式開機。該劇由《北平無戰事》、《琅琊榜
》、《偽裝者》等劇導演李雪執導，朱朱編劇，侯鴻亮
擔任制片人，這也是“正午陽光”團隊在嘗試不同題材
類型之路上的又一次轉身。去年年底，《外科風雲》宣
布靳東將飾演劇中的男主角莊恕，此後一直備受關注的
女主角陸晨曦的扮演者白百何終於現身。此外，李佳航
、馬少驊、藍盈瑩、何杜娟、楊新鳴、王森、金澤灝等
演員及劉奕君、金士傑、高露等友情出演的加盟更是讓
人對正午陽光一向擅長的“群戲”充滿期待。

在《外科風雲》中，醫術精湛的胸外科醫生陸晨曦

因性格耿直不懂變通被從胸外科“下放”到
急診科，和“空降”仁合醫院的美籍華裔胸

外專家莊恕在工作生活中互相了解共同成長，但就在二
人逐漸親近之時，陸晨曦卻得知，莊恕此番回國，背後
另有秘密……

靳東曾在朱朱的代表作《到愛的距離》中飾演銳意
改革的院長凌遠，而白百何主演的電視劇《長大》正是
改編自朱朱的同名小說，二人都塑造過經典的醫生形像
，並且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在《外科風雲》中，
二人首次合作，出演醫術精湛但理念有差異的“專家情
侶”莊恕和陸晨曦。一個冷峻深沉身懷秘密、一個耿直
可愛樂觀堅強，期待這兩位優秀演員的首次合作會擦出
不一樣的火花。

《魔獸》內地票房突破10億
北美出師不利

孟佳簽約“國民老公”王思聰
全力衝擊華語樂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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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上海政府支持成立工作室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今年
已77歲的著名英
國演員伊恩麥基
倫 爵 士 （Ian
McKellen）於上
海電影節期間訪
滬，在13日的莎
翁影史新聞發佈
會上，伊恩稱對
伴侶非常忠誠，

雖然他曾在上海有過“相親”，但那也只是出
於宣傳需要。

伊恩就如同一位老頑童，一到上海便去了
當地著名的相親角，當看到上海市民在相親都
會舉一張手寫的“廣告牌”時，他也寫上自

己名字和個人條件介紹，並頑皮地向一位正在
相親的女士稱自己在倫敦有房有車，條件不
錯。不過13日伊恩很快澄清，“相親”純粹是
為了宣傳效果，他對他的另一半其實情比金
堅。伊恩在滬期間還出席了英國大使館文化教
育處舉辦的“莎士比亞影像大展”，他在活動
上聲情並茂的朗誦了莎翁劇本，甚至很多都可
以脫稿背誦，功力十分了得。在提及《威尼斯
商人》時，伊恩還打趣稱安東尼奧和巴薩尼奧
的關係顯然超越一般友情。他同時稱，莎翁劇
會永遠流傳下去，因此不存在最好的莎翁劇演
員一說，且在最好的一齣莎翁劇則是400年前演
出的第一場。

談及莎翁著作主題，伊恩認為提到最多的
就是死亡，同時他還傷感地稱在滬期間接到一
位朋友去世的消息，想起自己年紀已經77歲，
會有越來越多的同齡朋友離他而去。

香港文匯報訊

第19屆上海國際電

影節期間，香港影

壇“大哥大”洪

金寶13日在上海宣佈成立個人電

影工作室，並表示會積極發掘武

打新星。成龍、曾志偉、元彪、

元華等一班好兄弟特別飛赴上海支

持“大哥大”。

洪金寶13日宣佈成立電影工作室，他在現場
還表示：“要提拔年輕人，認認真真轟轟

烈烈搞電影，雖然工作室在上海，但不局限在上
海，而是面向全球！”

洪金寶愛妻及子女全家出席支持，曾志偉、
黃百鳴、元彪、元華、元庭、苗僑偉、吳京等圈中
好友也前來站台。兒子洪天明及契仔彭于晏親自上
台擔綱主持。發佈會尾聲時，洪金寶突然表示最後會
來一位“不速之客”，話音未落，成龍就驚喜現身，引
來一陣哄動。

彭于晏成力捧對象
活動結束後，洪金寶受訪時透露籌備工作室已有一段時間，至

於選址上海，是因為當地政府很支持他，給予他很多優厚條件。洪金寶
表示想藉此積極發掘武打新星，“我覺得近年功夫新星少了，其實全球都
有好多習武人士，有待發掘，現在在香港沒什麼人再做夢，香港政府又不太支
持！相反內地仍有好多機會，因多人練武，但功夫片始終被人忽略，而我多年來都
是拍打戲，想發掘武打新人。”他又表明會首先訓練彭于晏，他大讚這個契仔勤力
又肯下苦功。

至於可再有與好友成龍及曾志偉的合作計劃？洪金寶說：“我們於幾十年來一
直合作無間，一齊拍戲更是相當開心的事。”而志偉也支持洪金寶多拍武打戲，將
功夫片繼續發揚光大，志偉說：“功夫片很能代表到香港，外國都未必拍得好，所
以不可以失傳！” 伊恩麥基倫上海“相親”只為宣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13日，角逐金爵獎的華語片《德蘭》
主創人員在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舉行見面
會，會上90後的“小鮮肉”男一號董子健
稱，為拍此片3個月沒有洗澡，最後臭到
連導演都只敢遠遠地同他講話。

本次上海電影節上，董子健和導演劉
傑合作的最新電影《德蘭》入圍金爵獎主
競賽單元。董子健透露，導演為讓他體驗
片中少數民族生活，獨自將他一人扔在雲
南藏區一個月，讓他去體會當地人的一言
一行，並走進他們的生活作深入了解。據
他回憶，之後一個月他每日學習各種農

活，晚上睡覺還
被跳蚤咬了 200
多個包。當片子
正式開拍後，導
演為了真實還原
他在片中原汁原
味的信貸員模
樣，還不讓董子
健洗澡，時間長
達3個月，最後
他都感覺自己發
臭，劇組中工作人員都離開他好遠，就連
導演跟他講戲都離開他有一段距離。

■彭于晏(右)偕洪天明（左）

擔任發佈會司儀。 網上圖片

■洪金寶指與成龍再合作拍戲是開心事。 網上圖片

■洪金寶在太太高麗
虹、兒子洪天明及彭
于晏陪同下為醒獅點
睛。 網上圖片

董子健被逼3個月不洗澡

■董子健主演的《德蘭》
角逐金爵獎。 孔雯瓊攝

■伊恩麥基倫於上海電影
節期間訪滬。 孔雯瓊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電影《終極勝
利》12日晚於香港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首映
禮，導演冼杞然率領片中演員Elizabeth Arends、
Jesse Kove、徐嘉文等出席外，前往捧場的還有
薛家燕與兒子石耀庭、馬浚偉、鄧萃雯、李綺
雯、王浩信及有份投資的查小欣等，殿堂級歌手
葉麗儀即場演繹電影主題曲。

外國女演員Elizabeth Arends首次赴港，她
大讚香港是個精彩的城市，香港人很友善，原本
她也想多留數天，但首映後便要返回洛杉磯，希
望下次有機會再來香港到處遊覽。談到戲中與內
地演員竇驍合作，她表示因對方在加拿大長大，
故溝通上沒有問題。她又稱希望多到內地拍戲。
至於影片男主角竇驍因工作缺席。

家燕姐與兒子石耀庭接受訪問時，透露兒子

正跟大家姐祐珊工作，從事演藝幕後工作已有數
年，家燕姐說：“他拍過一條片給我看，是自己
剪片，我覺得不錯，可以向導演方面發展。今次
帶他來看首映，有機會都會向其他製作人推
薦。”

馬浚偉與無綫監製梅小青及劉家豪聯袂出席
首映禮。即將開拍《溏心風暴3》的劉家豪被問
到劇中多位演員已離巢，是否起用原班人馬？劉
家豪說：“鍾嘉欣生BB，陳法拉去了讀書就不
行，仍有夏雨與李司棋會參與，新劇有四十集，
明年初開拍，仍有時間度演員期，劇本初步
在考慮。”梅小青則表示會開拍《深宮計》，會
邀馬浚偉參與拍這齣宮廷劇。馬浚偉指自己沒有
合約束縛，能夠與不同的電視台合作，無綫是他
娘家，若找他拍劇，當然會是首選。

家燕姐力薦兒子做導演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宣萱13日到
將軍澳電視城為陸浩明、區永權及衛志豪主持的
《娛樂3兄弟》擔任嘉賓，大談兒時趣事及合作
過的男主角。

約滿無綫多時的宣萱，13日再踏足電視城
感慨良多：“我返嚟TVB以年計，感覺好有
趣，以前拍劇好少做綜藝節目，之前主持外面製
作、在無綫播映的節目《敢創香港》時進來
過。”她謂這次接受訪問，是因之前去看黎明演
唱會碰見陸浩明，受對方邀請做嘉賓。她謂節目
中原本講珍藏，但搬屋後很多劇照都不知放了哪
裡，於是改拿了兒時的照片上節目。她透露節目
中還要唱歌，令她感到很大壓力，雖然之前在女
神演唱會上唱過，但因為很少唱歌，怕自己唱到
一塌糊塗丟架，所以早前見到肥媽（瑪利亞）在
節目中又唱歌又爆料好犀利。問到會否像肥媽般
爆料？宣萱說：“我無料爆，如果問到我會笑住
不答。”另外，香港樂團The Strings Amarta13
日在facebook上載一段WhatsApp對話截圖，內
容大意是無綫本月25日舉行明愛慈善籌款活
動，想請5個小提琴同3個大提琴手提琴家為一
位明星現場伴奏，又表明是慈善活動，故沒有經

費，對話中又特別
強調另外一個 120
人的樂團都是免費
演出。The Strings
Amarta寫道表示，
TVB稱是慈善表演
故沒經費，他們指
問題不是錢，是尊
嚴的問題。

宣
萱
返
無
綫
受
訪
拒
爆
料

■宣萱受陸浩明(右二)邀請做嘉
賓。

■家燕姐帶兒子石耀庭
來看首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海底奇兵2》
（Finding Dory）將相隔13年推出，故事發生在
上集的一年後，小丑魚馬倫（Marlin）與兒子
MO仔（Nemo），陪老友多莉（Dory）遠赴加
州海岸線尋親，聯同一班新朋友，齊齊經歷一場
刺激的海底大冒險。電影更邀得劉青雲及毛舜筠
這對皇牌配音組合回歸，二度聲演馬倫和多莉！

當提到自己聲演的角色多莉，毛姐鬼馬地表
示：“我覺得自己同多莉一樣，患有短暫失憶！
總是好沒記性！試過有一次明明正在和一個人生

氣，但下一秒又不記得，照跟他傾偈。所以我決
定不再生氣，因為生氣都沒用。”相反，青雲則
笑指自己好有記性，所以千萬不要得罪他！提起
小丑魚馬倫，青雲認為自己似足牠一樣感性，更
搞笑地表示：“其實馬倫經常哭，不過在海中大
家看不到牠的眼淚而已。”毛姐視今次演出為突
破：“我平日說話都算快吧！但學多莉說話要快
多3倍！今次除了要不停說話，更要唱歌，可算
是一大突破！”青雲聽後都相當捧場，大讚毛姐
天分高，今次終於可以發揮歌唱潛質！ ■劉青雲 ■毛舜筠

毛舜筠聲演《海底奇兵2》展歌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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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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捷旅遊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ASAP Travelwize
www.asaptravelwize.com

˙$49 8天江南遊（全年放行）
˙$99 8天北京承德天律皇家御景團（新）（特價）
˙5/4 11天九寨溝﹑峨嵋山﹑張家界之旅
˙5/28 7天黃石公園（有買二送一）
˙6/8 6天美東豪華遊（有買二送一/二）專人帶團
˙不同天數美東﹑美西﹑夏威夷團(有買二送一)
˙各大城市機票＋酒店套餐
˙代理各大遊輪公司及4.5.7天歡樂遊輪由蓋文斯
頓港出發
＊ ＊機場接送服務﹐待客以誠﹐服務至上

專辦本地特色團﹑遊輪﹑各地旅遊團﹐代辦簽證

吳宗憲駁火陳沂3回 切齒撂話 「官司來了」
「本土天王」吳宗憲與活動主持人陳沂近來頻頻隔空

駁火，明明處在兩條平行線的人，卻來回放話交手3回，
吳宗憲昨再對陳沂撂話 「官司來了」。

2人恩怨起因於今年初，吳宗憲感嘆 「要不是資金問
題，韓國人做節目是贏不了台灣的」，陳沂卻在臉書酸
「沒人要侮辱整個演藝圈，是有些人自己侮辱了自己」，

還暗諷吳宗憲遲到不敬業。後來陳沂哀嘆 「對台灣失望，
想回澳洲」，吳宗憲支持同意，並虧她是 「亞洲筆幹王」
。2人休兵一時，日前又因 「娘炮」的字面意義再起煙硝
。

陳回嗆告不成
吳宗憲昨聽聞小豬對陳沂的官司結果後說： 「加油啦

，她後面官司又來啦！」暗指他也考慮對陳沂提告。追問
他是否真會這麼做？他故作神祕表示： 「不說不說，寶寶
不說，代表執業律師感謝你！」陳沂昨得知吳宗憲意向，
表示： 「那就告吧！我沒有意見，我也不覺得我之前講他
的地方，有哪一點他會告得成。」

另結新歡 狗仔WOW
藝人納豆和林千又交往期間，林千又在臉書失言罵50嵐飲

料店店員，遭網友撻伐，她和納豆分手3個月，身邊火速有人補
位。《蘋果》前天直擊她和1名凸肚男上演溫馨接送情，不僅十
指緊扣、時而摟肩勾手，狀甚親暱。經查，凸肚男正是名模白歆
惠大姊白靖惠的前夫許智堯，林千又昨稱他是 「乾哥」， 「之前
就知道他的背景，每人都有過去」。納豆則表示： 「她的人生祝
福她。」

記者前天目擊，林千又身邊出現新的護花使者，她搭上1輛
豪華BMW轎車直奔建國花市一帶，駕駛的男子身材略胖，2人
十指緊扣，他摟著林千又時，她還把手橫過胸前勾著他的手。2
人甜蜜逛花市，看似深情地對望，最後凸肚男帶她去便利商店採
買，然後回到新生南路上的1棟住宅大廈，直至天黑2人才又出
門，接著他載林千又往北投方向絕塵而去。

交好4年不在乎過去
原來凸肚男正是白歆惠大姊白靖惠的前夫許智堯，外號馬克

斯，和白靖惠育有11歲女兒。許智堯原在內湖開電子公司，公
司收掉後改做期貨。他常換不同跑車，藉此打進超跑圈，但開的

幾乎都是二手車。白歆惠父親白國嘉昨證實，女兒白靖惠與許智
堯已經離婚，外孫女由白靖惠照顧。

林千又昨以簡訊表示： 「他是我認識4年的乾哥，我才剛分
手，怎麼可能馬上交男朋友？」但2人互動親密，顯見關係不一
般，她解釋： 「我跟男性朋友都是這樣，我的朋友都是年齡比較
大的。」未來是否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她斬釘截鐵說不會交往
，對於許智堯的過去，她表示 「都知道」，但不在乎。

納豆工作第1不復合
林千又去年和納豆交往期間，在臉書失言罵飲料店店員 「領

不到22K，服務態度卻很差」，引起網友撻伐，當時納豆還力挺
她，2人卻於今年3月分手，戀情不到1年就告終。她說和納豆分
手至今完全沒聯絡，靠畫畫紓壓， 「現在很努力做自己的事業，
我創的品牌叫Paint 2ez，因為去年遭謾罵，壓力很大，有空就畫
畫傳遞正能量」。

納豆昨聽聞林千又身邊出現新的護花使者，他平靜說： 「跟
我沒有關係了，不用問我。」未來也不會跟林千又復合， 「我只
想專心工作，不想談感情」。

林千又分手納豆 乾哥補位 十指緊扣白歆惠前姊夫

活動主持人陳沂批藝人羅志祥（小豬） 「肉體斂
財」，還說他是 「亞洲空幹王，跟賣淫小模有什麼兩
樣」，遭羅控告求償，台北地院上月判陳須為 「賣淫
」等語賠羅30萬元並登報道歉。判決書上網公告後，
昨引起網友熱議，因為法官認為 「亞洲空幹王」一詞
無損羅的名譽，網友直呼羅是 「法院認證空幹王」，
小豬經紀公司昨表示 「不能理解」。

法官表示《娛樂百分百》曾播出網友剪輯的影片
，濃縮網友說的 「空幹舞」，羅看完還笑說： 「連我
看到都覺得害羞了。」法官認為羅當時驕傲、欣喜溢
於言表。

另外，法官以 「空幹王」為關鍵字上網搜尋，發
現早在2012年，就有人稱羅是空幹王，2015年有媒體

以《美國羅志祥？空幹2下遭罰38萬》為標題報導體
育新聞，顯見亞洲空幹王並非陳沂首創。

小豬雖以維基百科佐證 「幹」是下流話，但法官
依據網友剪輯的 「亞洲舞王展現高超絕技：空幹30秒
」，認為空幹王的 「幹」字是形容羅志祥舞技高超。
可再上訴

此案仍可上訴，但判決書全文上網後，PTT議論
紛紛。有人說法官 「會邊打(字)邊笑吧」，也有網友為
小豬抱屈。小豬所屬經紀公司則表示： 「如果法官認
定 『亞洲空幹王』是網友稱讚小豬舞藝高超，那 『亞
洲筆幹王』也在形容文筆很好的意思嗎？這是我們比
較不能理解的地方。」但經紀公司未回應是否針對
「空幹王」再上訴。

周杰倫潮牌進軍新加坡
10家副業年掃2億

周杰倫（周董）出道16年，演藝產值達50
億元，去年演藝收入就達6億元，而他經營副業
也有聲有色，自創潮牌 「PHANTACi」新加坡
店日前開幕，時尚版圖首次進軍海外，攤開他
個人投資的副業分析，涵蓋休閒、餐飲和時尚
，包括 5 間潮店與西安 「八度空間」與台北
「300壯士」2間健身房、西安 「真愛范特西」

KTV及Mr.J等2間餐廳，10間店年營業額約2億
元台幣。

周董對副業投資始終保持高度興趣，投資
類 型 五 花 八 門 ， 9 年 前 他 就 在 北 市 東 區 開
PHANTACi潮店，跟五月天阿信的STAY REAL
算是台灣藝人自創潮牌的先驅，至今PHANT-
ACi在台開枝散葉，已有北市東區、西門町以及
台中、桃園等4家店。
投資逾千萬元

他向來挺朋友，潮店委託國中同學經營打
理，他掛名顧問，最近第5家店在新加坡盛大開
幕，上百粉絲擠爆店面，但他太忙未參與剪綵
，近日會抽出時間巡店，據悉該店投資金額至
少1千萬元台幣。

近年健身風氣盛行，前年他在北市開 「300

壯士」健身房，今年4月進軍中國西安再開 「八
度空間」健身房，還拉經紀人楊峻榮等杰威爾
音樂股東入股，杰威爾音樂表示： 「杰倫開始
健身後，很多同事，舞者都開始健身，這是很
好的事，我們就把他做好。」
籌組 「J戰隊」

不只如此，他還進軍KTV產業，在中國開
的 「真愛范特西」KTV業績穩定，除個人投資
開店，喜歡打電動的他，受邀為電玩《英雄聯
盟》代言，單打獨鬥玩久了乾脆組隊比賽，他
籌組的 「J戰隊」，由他當隊長領軍四處征戰，
上周五參加完夏季資格賽，還請7位隊友看他客
串的電影《出神入化2》。

他自謙實力不強，都是隊友在比賽，而戰
隊背後金主是香港中國數碼文化，以市值4千萬
元台幣股票，換取獨家使用他的電競肖像權，
據了解獲利模式除比賽獎金，還有隊員周邊商
品與活動代言經紀，看出他很有生意頭腦。他
副業做很大，也難怪新歌MV砸錢不手軟，據了
解《床邊故事》MV就花了550萬元，本周五將
舉行新專輯記者會。

小豬告贏陳沂被酸爆 認證空幹王 「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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