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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Tel:713-952-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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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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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綜合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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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Ho
ne

yw
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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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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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JYS
綜合影視

大
編輯部

小瀋陽

七天營業：早10點至晚12點

Lucky Pot Restaurant
電話：（713）995－9982

經典菜色 新增菜色
沸騰魚 $10.99 活魚豆腐湯

香辣鱸魚
沸騰魚

鹹蛋黃焗南瓜
拔絲香蕉大棗

麻辣乾鍋

小雞燉磨菇
東北鍋包肉
火爆腰花
溜肥腸
羊雜湯

尖椒乾豆腐

特 價

油炸糕、驢打滾，小籠湯包，
韭菜餡餅，手抓餅，芝麻大餅，
羊肉燒賣，各式手工面條

傳統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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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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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憶每盤僅需99￠凡每桌消費$35元以上，

加點大蝦（白灼、椒鹽、重慶辣子）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58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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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懿傳》5千演員選角 霍建華聽5次歷史知識講座
萬眾矚目的古裝大戲《如懿傳》昨

日在北京舉行開機儀式，製片人黃瀾、

導演汪俊攜主演周迅、霍建華、董潔、

辛芷蕾、李純、經超、曾一萱亮相。儀

式現場，眾主演未著清裝，飾演乾隆皇

帝的霍建華一身運動裝，光頭造型帥氣

依舊；飾演如懿的周迅則戴著墨鏡以裙

裝亮相，氣場十足。《如懿傳》是《甄

嬛傳》的作者流瀲紫擔當編劇的又一部

宮廷力作，製片人黃瀾和導演汪俊昨日

表示，《如懿傳》從劇本創作、演員選

擇、到場景設計等各項工作做了半年多

精細的準備，是一部名副其實的良心劇

。《如懿傳》將於2017年在東方衛視、

江蘇衛視播出。

主演海報曝光：
乾隆如懿“捧臉對望”

《如懿傳》自籌備到開拍一直備受

外界關注，開機當日，主辦方首曝如懿

與乾隆的定粧海報，讓兩人劇中形象初

露風采。海報中周迅輕攬著霍建華，眼

神中流露出脈脈情愫，而霍建華更對周

迅使出“捧臉殺”，飽含憐惜。《如懿

傳》講述了乾隆登基後，與其少年情深

的烏拉那拉· 青櫻因受姑母廢後的牽連

而危機四伏，為求自保，青櫻向太后甄

嬛求得新名“如懿”，自此開啟了帝

王后妃的婚姻人生。霍建華表示，開

機前自己聽了五次歷史知識講座，並

對劇本反覆揣摩，愈發深入了解了這

個開創了清代盛世輝煌的一代帝王，

“乾隆內心的糾結與無奈、妥協和成

全，塑造起來非常過癮。”昨日現場

，剃了光頭的霍建華顏值依舊線上，網

友看了忍不住“稱臣”：“華哥剃頭了

也依然擋不住他那溫柔的眼神啊”“皇

上側顏無敵！”

選角幕後曝光：
五千演員參與角色競爭

《如懿傳》除了周迅、霍建華主演

外，董潔（飾富察氏）、張鈞甯（飾海

蘭）、童瑤（飾高晞月）、鄔君梅（飾

甄嬛）等實力派演員的加盟也讓觀眾對

這部劇有諸多期待。在談到選角時，製

片人黃瀾透露，根據劇本要求是既需要

有演技也要有顏值的大咖。開機現場，

汪俊導演透露，為了給《如懿傳》挑選

演員，他和團隊先後看了5000多份演員

的資料，對1000多位演員進行過面試，

進入到試粧、試戲階段的演員就超過百

位，可謂層層篩選。為了保證品質，

《如懿傳》集結了殿堂級美術指導張叔

平、《甄嬛傳》《羋月傳》服裝設計陳

同勳以及張曉龍率領的禮儀團隊等重量

級製作班底，汪俊表示，“《如懿傳》

未來面對的將是全球觀眾，在拍攝過程

中我們追求藝術上的精緻，影棚中陳設

的道具幾乎都是古董，力求再現乾隆盛

世，再創古裝劇史上精美製作，做一部

名副其實的良心劇。”

金雞百花曝提名 導演尹力直：“兩年一評”像嚼剩飯
9月 21日至 24日，第 25屆中國金雞

百花電影節暨第 33屆大眾電影百花獎將

在河北省唐山市舉行。昨天，本屆電影

節組委會在京介紹籌備情況，包括最佳

影片、最佳編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

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

配角和最佳新人在內的 8個獎項，屆時

都將由全國 101位大眾評委在頒獎典禮

現場以按表決器的方式產生。

各大獎項的提名名單已經揭曉：

《尋龍訣》《戰狼》《捉妖記》《夏洛

特煩惱》《烈日灼心》入圍分量最重的

最佳影片提名；烏爾善、許誠毅、吳京

、陳可辛、管虎，獲最佳導演獎提名；

在最佳男、女主角方面，多是熟臉兒，

包括井柏然、鄧超、馮小剛、黃渤，白

百何、許晴、趙薇、舒淇，港臺演員佔

比較前幾屆略有下降。此外，憑藉在

《捉妖記》中飾演女廚神的姚晨，以及

在《老炮兒》中飾演燈罩兒媳婦的梁靜

，雙雙入圍最佳女配角。不難看出，影

片《老炮兒》《捉妖記》成本屆百花獎

最大熱門。

此前多屆金雞百花電影節都下過

“雙黃蛋”，被詬病“搞平衡”。對此

，知名導演、中國影協副主席尹力笑言

：“‘雙黃蛋’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他解釋說，隨著中國電影高速發展

，每年生產的電影總數高達 600多部，

加之每兩年才評選一次，“試想要從

1000多部影片裏選出最佳，難度得有多

大。”他承認，“雙黃蛋”已成老問題

，不過今年由 101 位大眾評委票選，

“會避免出現這種情形。”

在他看來，無論是金雞獎還是百花

獎，每兩年評一次的評獎體制並不科學

。因為時間跨度太長，很容易讓人覺得

參選影片有隔世之感，“既沒了時效性

，又不能及時梳理當年影片的優劣，讓

人覺得在嚼剩飯。”而參選影片過多，

也會加大評選難度，“評獎初衷是讓創

作者感受到尊嚴與榮耀，而如果做不到

公平，就沒了任何意義。”

每屆電影節人氣最高的當屬各種影

展活動。據了解，本屆國產新片展最終

選出 51部影片進行展映，其中 15部影片

的主創將在電影節期間與影迷見面。港

澳臺地區電影展最大看點當屬“喜笑人

生——台灣喜劇電影回顧展”，將為觀

眾帶來5部台灣喜劇電影代表作。

賣座IP如今口碑平平 好萊塢大片續集賣不動了
《諜影5》和《冰川5》兩片加起來

佔據了昨日全國影院近 70%排片，影院

經理和發行商儼然把它們當成了“救市

大片”。而截止記者昨日21時發稿時，

兩部電影在票房上並未帶來驚喜，《諜

影 5》近 7千萬元，《冰川 5》過 5千萬

元。

自《火星救援》大火之後，馬特·

達蒙再度回歸《諜影》系列。原本以為

會帶來更精彩的表現，沒想到他依舊程

式化表演，沒有更深刻的演繹。加上故

事簡單無懸念，人物角色數量過少，讓

電影變得乏味。導演一味的手持攝影，

畫面晃動，讓人看得頭暈目眩。

作為全球最賣座系列動畫片最後一

部，“藍天工作室”顯然在《冰川 5》

上動了腦筋。不論故事設計，還是新角

色引入，都花了心思。無奈，片子已拍

到了第五部，看得出創作者靈感枯竭。

星際碰撞的故事缺乏趣味，搭配長毛象

父女這條感情線也略顯生硬，整部電影

顯得太刻意為之，沒有了前幾部的自然

靈動。

昨日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諜

影5》和《冰川5》是典型的好萊塢“續

集病”。

好萊塢盲目崇拜超級 IP。從上世紀

70年代進入商業大片時代開始，續集一

直都是商業片圈錢不二法門之一，只是

那時雖然電影品質平平，但票房還不錯

。可現在的問題是，續集的票房也不給

力了。

從今年上半年開始，北美上映的

《愛麗絲漫遊仙境 2》、《白雪公主與

獵人2》、《鄰居大戰2》、《忍者神龜

2》、《分歧者 3》、《X戰警：天啟》

、《獨立日2》……續集紛紛撲街。

最主要原因是，續集不好看。今年

已上映的20部續集在爛番茄網站上的平

均新鮮度僅為44%。

就在北美票房增乏的情況下，以往

中國市場票房還是能連續五年保持每年

超過 30%的增長。但沒想到今年暑期檔

，中國市場也開始出現拐點。

暑期檔在中國上映的幾部續集，

《忍者神龜2》票房3.9億元，《獨立日

2》5億元，《驚天魔盜團 2》6.3億元，

但續集表現與好萊塢片商的預期顯然差

了一大截。相反，倒是一部沒有任何宣

傳攻勢的《愛寵大機密》，口碑表現都

還不錯，到現在已過了3.8億元。

《諜影5》和《冰川5》被預測票房

若能過 5億元，都將是驕人的成績。5

億已被視作是好萊塢續集的“天花板”

，只有少數續集能超過這一數字，大部

分在三四億元之間徘徊。

一位業內人士表示，總體來說，

好萊塢電影在中國正逐漸喪失過去的

壓倒性優勢，觀眾對續集也提出了更

高要求。

趙麗穎《老九門》將變身紅娘

撮合黃梓熙張藝興
《老九門》收視持續走高，作為劇

中戲份頗為吃重的女性角色，趙麗穎飾
演的尹新月自上線以來人氣一直居高不
下。此前，趙麗穎花癡陳偉霆飾演的張
大佛爺時，萌萌的表情火遍整個網路。
據悉，在接下來的劇情中，成功為自己
覓得良婿的尹新月，除了與佛爺大秀恩
愛日常之外，還將要化身紅娘，撮合自
己的表妹莫測與二月紅！

《老九門》莫測一角由有“北影校
花”之稱的黃梓熙飾演。畢業于北京電
影學院的黃梓熙一直以青春、俏皮、可
愛的形象示人，網路人氣爆棚的她憑藉
自身的優越條件步入演員行列，並參與
了眾多的人氣大劇。對戲的藝人從《錦
衣夜行》中的張翰、樸敏英到《老九門

》中的張藝興、趙麗穎、陳偉霆，可以
說是起點頗高。而黃梓熙也勇於挑戰不
同類型的角色，如《鹿鼎記》中漂亮大
方、性格沉穩的阿琪，《錦衣夜行》中
霸氣與溫柔並存的島主夫人蘇穎，戲路
十分多元化，此次出演《老九門》中莫
測一角，塑造出的溫婉形象也讓人印象
深刻。

因為在《老九門》中飾演醫生，為
了給張大佛爺和二爺診治，黃梓熙也因
此與兩位當紅小生陳偉霆、張藝興產生
了不少“親密”接觸，例如碰觸佛爺的
額頭感知是否發燒，為二爺喂藥喝水，
在二位的胸前聽診等，這等“待遇”也
讓一眾網友羨慕不已，紛紛表示“放開
讓我來”，讓人忍俊不禁！

《諜影重重5》又玩“特供3D” 網友集體抵制
《諜影重重 5》終於上映了，可看

完後影迷們紛紛上網聲討“3D 版本”

帶來的惡劣觀影體驗，聲稱看吐了，吐

，不是因為電影不好看，而是真實的生

理反應。還沒看過的人問的最多的就是

“哪可以看到 2D 版的”，昨天記者查

詢了南京 60 多家影院，僅 2 家有 2D 版

在放。好萊塢 2D 大片來華後，轉制一

個“中國特供 3D 版”早已不是新鮮事

，3D 票價更高，影院當然樂意排。但

問題在於，並不是所有的大片都適合透

過 3D 眼鏡來觀看，《諜影重重》系列

尤其不適合。於是網友們“一邊倒”地

呼籲抵制“中國特供 3D 片”，呼聲已

引起片方注意。

影評人和網友集體抵制
23日淩晨 2點多，微博認證為“編

劇”的@張小北就《諜影重重 5》發佈

微博說：“電影很好不多說了，後期轉

3D真是喪心病狂，激烈抖動的畫面+大

量特寫和大特寫+快速跳切，這三樣都

是 3D 電影應儘量避免的元素，因為它

們會破壞 3D 電影的立體感，但它們恰

恰是《諜影重重》系列的風格，是標簽

性的視覺特點，後期轉制的 3D 畫面完

全破壞了電影的這種心血創造。”微博

認證為“金馬獎評委”的@木衛二昨天

也發佈微博說，聽到有人喊冤，說不考

慮影院排片經理的感受，可誰來考慮觀

眾眼睛的真實感受，中國特供 3D 以及

本土偽劣後期轉 3D 除了騙錢打劫，實

在想不出其他更崇高的理由。並且他還

附上了貓眼電影庫的數據截圖，記者看

到，這幾張圖顯示，好幾部好萊塢進口

2D 片到了國內就變成了 2D、3D（中國

特供）的電影，包括《機械戰警》《超

驗駭客》《超體》，“中國特供”四個

大字著實刺眼。

昨天更多的文化界電影圈影評人和

網友們加入這場討論，並呼籲發起抵制

。微博認證為作家的@西元 1874 說，

“如果你去的影院放的是3D版《諜影重

重5》，請抵制”，他說這部電影本來就

是2D拍攝的，大量手持運動鏡頭和夜戲

，完全不適合 3D，“這不是國內第一次

特供3D，但希望是最後一次。”

導演獨特的風格只能2D展現
為什麼說《諜影重重》系列更不能

3D呢？其實熟悉該系列的觀眾都知道，

在影像風格上，《諜影重重》系列的最

大標誌就是“晃啊晃的手持攝影＋哐哐

哐的極速剪輯＋逼近面孔的大大大特寫

”，畫風非常利落硬朗，14年前初登銀

幕時就站到了 007特工系列的對面，不

僅劇情、人設上與 007系列完全不同，

還開創了動作片的新美學，後來不少特

工電影都一定程度上模倣過它。這次拍

到第五部，導演和主

演全員回歸，無論劇

情如何反轉，但影像

風格是一以貫之的。

網上有導演的忠實粉絲們也做出了

闡述表示，導演保羅· 格林格拉斯自成一

派的風格一直是2D拍攝的，它恰恰是與

3D難以相容的。3D電影的原理本就是通

過景深處理形成視覺誤差，造成立體感

。所以無論是隨意晃動的手持鏡頭，還

是眼花繚亂的快速剪輯，乃至打鬥場景

中的大特寫，都會對精心設計過的視覺

誤差形成干擾，以至於破壞畫面的立體

感。所以說，當你戴著3D眼鏡觀看片中

高密度的追車戲，以及搏擊場面的追身

特寫時，“天哪，好想吐”完全屬於正

常的生理反應。

沒有2D排片皆因影廳基本都是3D廳
那麼是不是《諜影重重 5》的片方

沒有給影院們 2D 的密鑰呢？記者也就

此進行了採訪，結果也令記者比較意外

。南京目前有 60多家影院，都對設備進

行了升級換代，很多影院的放映廳已全

部是 3D 廳了。南京一家影院經理告訴

記者，3D影廳也是可以放映 2D片源的

，但問題是，片方（比如《諜影重重 5

》）只會給 3D廳 3D版本的密鑰，沒有

給 3D廳 2D版本的密鑰，那麼這些廳就

無法放映 2D 片源，這樣一來，也就給

觀眾一種錯覺，認為影院是故意多排

3D 版，意圖圈錢，其實真相並非如此

。至於有些影院在放映 2D 版本，是因

為有些影院的個別影廳還是 2D 放映廳

，所以是可以放映 2D 版本的，所以不

是影院不想放映 2D 版本，實在是沒法

放映。記者也發現南京這兩家有 2D 版

《諜影重重 5》的影院，一個是中央門

的老影院，一個在板橋。

另外，網友們這次的“抵制呼聲”

很高，昨天也已引起了片方的注意，片

方已經在向影院進行意見徵集，需要在

3D廳放 2D版本的，可以申請 2D密鑰了

，也就是說，很快就有望在電影院任意

選擇2D版《諜影重重5》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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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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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比轉型投身VC
現身紐交所

已退役NBA球星科比-布萊恩特轉身成為壹名風險投資家，與43歲
的資深創業者和投資者傑夫-斯蒂貝爾共同建立了壹只規模為1億美元
的風投基金，主要投資科技、媒體和數據公司。

西甲首輪開始1場角逐，皇馬
客場3比0完勝皇家社會。貝爾開場
72秒頭球破門，打進他在皇馬正式
比賽最快進球。阿森西奧擴大比
分。下半時，克羅斯打中橫梁。終
場前，貝爾反擊單刀破門。

皇
家
社
會0

-
3

皇
家
馬
德
裏

俄美女"危險自拍”走紅全世界

壹名俄羅斯女孩因“危險的自拍”走紅全球。這名女孩
經常爬上各種建築物和受保護設施的樓頂，在高空進行自
拍，並將照片發布至社交網站。俄羅斯衛星網稱，這些令人
嘆為觀止的照片總是能收獲大量點贊、轉發和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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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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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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華夏幸福足球俱樂部發佈公告稱，經友好協
商，李鐵不再擔任河北華夏幸福足球隊主教練。

俱樂部將聘請柏歷堅尼擔任球隊新任主教練。俱樂部
感謝李鐵作出的貢獻，祝他在未來有更好的發展。

即將年滿63歲的柏歷堅尼，生於智利聖地亞哥，
2003－2004賽季任阿根廷河床隊主教練，並奪得阿甲
冠軍；2004－2009賽季出任維拉利爾主帥，曾率隊獲
得西甲亞軍（2007－2008賽季），這是該隊隊史最好成績；2009－2010賽季入主皇家馬
德里並獲得西甲亞軍；2010－2013賽季擔任西甲馬拉加主教練；2013－2016賽季擔任英
超曼城主帥，獲得英超冠軍（2013－2014賽季）、晉級歐聯四強（2015－2016賽季）。

而今年39歲的李鐵曾於1993年入選健力寶少年隊赴巴西留學。2001年入選國家隊，
參加了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小組賽和十強賽，以及2002年韓日世界盃。2002年，李鐵被
租借至愛華頓，期滿後完成永久轉會，留在愛華頓効力四個賽季。2006年轉會到錫菲聯効
力兩個賽季。2008年回國加盟成都謝菲聯。2012年，任廣州恒大助理教練。2013年，
協助納比率領廣州恒大奪得亞冠聯賽冠軍，2014年擔任國足助理教練，2015年協助

佩蘭帶領國家隊參加亞洲盃。

巨資購強援 聯賽暫居第五
李鐵於2015賽季的中甲中期出任河北華夏幸

福主帥，他率隊取得8連勝，其中6場比賽零封
對手，最終河北華夏幸福逆襲衝超成功。
2016賽季的中超，河北華夏幸福巨資購入謝

雲奴、拿維斯、卡古達、古林和麥比亞5名外援，
此外還引進姜寧、丁海峰等眾多本土大將。賽季前
4場比賽，李鐵率隊取得2勝2平的不敗戰績，幫助升

班馬順利渡過開局。
儘管此後華夏在聯賽中先後客場輸給上海申花和廣州恒

大，但從補賽2：0戰勝國安起，再戰取得5勝1平的佳績。但
隨着外援接連受傷，河北華夏隨後的5輪聯賽全敗；而最近3場
聯賽，也只得2平1負，聯賽排名暫居第5名，與積分榜第3
名申花的差距被拉開至5分，與第4名上港之間也有3分的
差距。嚴峻的爭亞冠資格形勢，讓河北華夏幸福最終下
定決心解僱李鐵，由前皇馬和曼城主帥柏歷堅尼接過
帥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超（中國足協超級聯賽）球隊河

北華夏幸福27日在官方微博宣佈，主

教練李鐵“下課”，前英超球隊曼城的

冠軍主帥柏歷堅尼將接過他的帥印。

“大菲”史高拉利合同年底到
期，他已放風不與恒大續約。那麼，
恒大新賽季將會由誰執掌？據騰訊體育
消息，“銀狐”納比將很有可能與羊城
再續前緣。
雖然本賽季中超還剩下7輪，但帥

位問題顯然不可能留到賽季末再去動
手。關於與恒大續約，史哥拉利的態度
經歷了從“希望在廣州再待許多年”到
“合同結束後將會回到巴西”的轉變，
顯然沒有得到恒大方面爽快的答覆。
納比當初離開恒大，一方面是因

為功成名就愛惜羽毛，另一方面則是離
家太遠思鄉心切。納比在回到歐洲之
後，一直希望執教一支國家隊，但歐國
盃已結束，顯然納比未能如意。
著名體育媒體人濱岩26日在微博

上透露，納比已開始“研究回中超的路
線和目的地”。而能夠接受納比這樣薪
水的，無非是華夏、上港和恒大等幾家
俱樂部。華夏已經明確否認，上港則已
經與艾歷臣自動延長一年合同，答案其
實也就不言而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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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男足29日從瀋陽包機直
飛韓國首爾，備戰9月1日在世
界盃外圍賽亞洲區12強賽首仗對
陣韓國隊的賽事。據《新京報》
消息，今屆世外賽，國足出線獎
金高達6000萬人民幣（下同），
如果再加贊助商及國際足協的獎
金，國足最終晉級世界盃的總獎
金至少有1.5億。

本周四，世外賽亞洲區12強
中韓首戰將在首爾打響。26日，
國足首次進入瀋陽奧體中心內場
訓練。這次集訓，主帥高洪波共
召入25名球員。“目前已到達24
名球員，除了身體有些疲勞，其
他方面還算正常。”高洪波透
露，小將張玉寧28日下午會抵達
瀋陽。
據悉，這次12強賽征程，國

足每個客場都會包機前往，比如
今次赴韓班機就預訂了30個商務
客位。此外，國足將士的保險額

也大幅提升，最高個人保額達
1000萬。另外，贏球獎金也大幅
提高。上屆世外賽，國足單場贏
球獎金為50萬，但今次單場贏球
獎金則高達300萬，出線獎金達
6000萬。如果加上贊助商和國際
足協的獎金，若國足最終能晉級
世界盃決賽周，總獎金至少有1.5
億。
世外賽亞洲區12強賽，國足

首兩戰將面對實力強橫的韓國和
伊朗。根據以往交戰紀錄，國足
負多勝少，尤其是對韓國隊，此
前32戰僅1勝。
對此，高洪波希望向中國女

排學習，“郎平指導帶領的中國
女排在奧運前不被看好，但大家
能夠團結一致、眾志成城，最終
拿到奧運冠軍，對中國體育文化
的詮釋，我覺得非常讚賞，值得
中國男足好好學習。”高洪波
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足明征世外賽
學女排創奇跡

中國武術協
會主席、國家體
育總局武術運動
管理中心主任張
秋平26日在天津
說，中國將努力
推動競技武術成
為2024年奧運會
的正式項目。但
對於武術入奧的
前景，他表示“有希望，但難
度大”。
國際奧委會日前在巴西里

約表決通過攀岩、滑板等5個
大項進入2020年東京奧運會，
武術並不在列。
“武術原本已經作為東京

奧運會的8個候補項目之一，最

後只有5個項目入
選，有些遺憾，但
也說明武術距離奧
運 會 又 近 了 一
步。”張秋平說。
他稱，武術入

奧是中國人多年的
夢想，體育主管部
門也把武術入奧作
為一個重要目標。

此次錯過了東京奧運會，武術
要想進入奧運會就得等到2024
年。
“中國武術協會將全力配

合國際武術聯合會，共同推動
武術入奧工作。目前來看，入
奧的希望是存在的，但難度也
很大。”張秋平說。 ■新華社

武術入奧有希望難度大

■世界一級Stand Up Paddling (SUP) 選手Kai Lenny與Casper Steinfath 27日在香港西貢碼頭與香港消防龍舟隊展開
一場別開生面的較量，結果Kai Lenny（戴帽者）在以一敵二十的比賽中險勝。

■武術要等到2024年
才有機會入奧。

資料圖片

■國足26
日在瀋陽
奧體中心
訓練。
微博圖片

;�;�
:#:#

■納比將與恒大再續
前緣？ 資料圖片

■今年3月4日，李
鐵率隊出戰第一場中
超聯賽。 資料圖片

■華夏今年巨資買入前英
超球星謝雲奴（左）。

資料圖片

■柏歷堅尼上季率曼城奪
聯賽盃。 資料圖片

中國短道隊新疆亞高原訓練
近期，曾在新疆冰上運動中心以1分28秒862的成績、打破

由周洋在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上創造的1分29秒049中國紀錄的
范可新重返新疆冰上運動中心速度滑冰館，在高海拔的場館進行
訓練。據悉，和范可新一起訓練的還有周洋、韓天宇、武大靖等
20餘名中國短道速滑隊的隊員。這是中國短道速滑隊首次在新疆
冰上運動中心進行亞高原訓練。 ■中新社

港足對土庫曼賽事或取消
受傷兵及教練團離任等問題影響，土庫曼本月25日來函香港

足總，表示無法來港參加原定於下月6日舉行的香港對土庫曼之
國際友誼賽。目前，足總正嘗試與土庫曼足協盡力談判，唯暫未
取得任何成果，故此原定之球賽或將取消。香港足總27日發新聞
稿稱，如球賽最終被迫取消，已購買該場門票的人士將獲包括手
續費的全數退款。退款手續及安排將於稍後公佈。■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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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建華周迅《如懿傳》天價片酬成眼中釘
劫7.2億 遭強國勒令減薪

伊能靜秀傷口潰爛照
秦昊挺妻嗆醫找死

陳建寧爆祕婚10億千金 揪心女兒先天心臟病

蔡健雅3度攻蛋
尬舞蔡依林忘詞

繼限韓令之後，中國廣電總局擬對演員嚇死人的天價
片酬開刀整頓，央視進一步點名《如懿傳》男女主角霍建
華、周迅共拿走1.5億元人民幣（約7.2億元台幣）酬勞，
當紅小鮮肉吳亦凡、鹿唅每人劇酬高達1億人民幣（約5
億元台幣）天價，並指《幻城》、《致青春2》演員個個
高薪，但票房口碑皆差，痛批明星酬勞吞噬7成以上製作
費，嚴重影響劇作品質，應予限薪。

周迅、霍建華2大咖擔綱的《如懿傳》是《後宮甄嬛
傳》作者流瀲紫新作，版權費高達8.1億元人民幣（約40
億台幣）。周迅2013年回歸電視劇拍《紅高粱》拿3000萬
元人民幣（約1.4億元台幣），傳現已飆到9500萬元人民
幣（約4.6億元台幣）。霍建華以《花千古》再攀高峰，
現在身價達7200萬元人民幣（約3.6億元台幣）。

Baby拿3.8億
據悉周迅身價有可能是劇組為炒熱新劇聲勢而炒作出

來的，周迅本人也曾叫外界閉嘴，外界推測她沒拿那麼多
，但八九不離十。央視在專題報導中指出，除周迅外，
Angelababy演《孤芳不自賞》約3.8億元台幣、孫儷演《羋
月傳》約2.9億元台幣、趙薇拍《虎媽貓爸》進帳1.9億元
台幣、范冰冰演《武媚娘傳奇》落袋1.4億元、高圓圓演

《我們結婚吧》領1.2億元台幣，令人
咋舌。

赴中國發展多年、不願具名的資深
製片表示，演員天價酬勞的癥結在於電
視台和購片人，具備高鑑別能力者才能
看出好劇本和製作，但演員紅或不紅就
很容易判別。一旦有投資熱錢進入，尤
其是新興網路媒體，因為不懂戲，就會
捧著銀子點名當紅演員，把 「人氣演員
」與 「收視率」畫上等號，演員自然抬
身價。投資者寧可砸錢請明星，不肯在
劇本或製作上砸錢，作品水準逐漸變差
，引發泡沫化危機。

整治神劇雷劇
廣電總局意識此問題，幾年前、今

年初都有動作。今年初傳孫儷主演《羋
月傳》從每集85萬元人民幣（約425萬
元台幣）降到50萬元人民幣（約250萬元台幣），但整體
限制力道不足。據悉，廣電總局這波 「調控」還包括整治
「神劇」、 「雷劇」，綜合解決過分強調收視率、點擊率

，以及明星炫富問題，並將嚴格限制綜藝、娛樂，尤其是
實境秀等節目播出。

金曲歌后蔡健雅（Tanya）首場 「列穆尼
亞」演唱會，昨在台北小巨蛋揭序。3度攻
蛋的她開場從環狀的白色光束中升起，頭戴
銀白短假髮，以一襲雲母石材質和蝶翼的意
象結合而成的銀灰立體洋裝驚豔登場，一連
演唱《失語者》等電音歌曲。

蔡健雅昨穿復古禮服唱跳《天使與魔鬼
的對話》時，一度忘詞，接著她唱《別找我
麻煩》又再度忘詞。現場備有提詞機，推測

可能是要邊唱邊跳，腦海牢記舞步才凸槌。
昨晚壓軸高軸，蔡健雅先故意騙歌迷，

笑說： 「我有一個驚喜要給大家，請大家彎
下腰，看看椅子底下，開玩笑的啦，今天沒
有啦…。」

緊接著蔡依林（Jolin）以短髮露出性感
纖腰驚喜現身，雙姝唱跳《PLAY 我呸》，
全場歌迷嗨翻，Jolin主動出擊戳蔡健雅胸部
，大呼： 「欸這假的。」蔡健雅作勢反擊，

Jolin笑說： 「妳以為我不敢嗎？」蔡健雅求
饒說 「不要啦，好像有點不雅」，擔心會上
明天頭條。

總票房1.4億
此次製作成本達4000萬元，昨票房進帳

2750萬元，目前已排訂7場巡演，之後將陸
續在北京、香港、新加坡開唱，粗估總票房
收入進帳1.4億元台幣。

伊能靜6月在洛杉磯剖腹產女，8月因傷口
化膿再做清創手術。她控訴在美國為她接生的醫
師李端堂（Tomas T Lee）處理不當，以致傷口
感染，前天李端堂透過美國律師發聲明強調 「無
醫療疏失」，昨伊能靜不惜秀出傷口化膿照，就
為爭個事實；秦昊也在微博挺妻，嗆對方 「挑戰
做人下限」、 「天理難容」。

握看診錄音檔
李端堂指伊能靜共預約5次都臨時取消，她

昨在臉書公開手術9天後和醫師助理的對話及傷
口照，照片中的傷口裂開潰爛。她表示， 「但事
情已過一段日子，還不斷被影射，明明留下許多
語音、紀錄，為什麼要讓事件更難堪，進一步證
明有問題」？

秦昊轉貼伊能靜原文，稱握有看診錄音檔，
「本來已商量原諒你，給人留口飯吃，看來你這

作死節奏，是天理難容。」李端堂的律師昨未接
電話，沒回應。

F.I.R.團長陳建寧和女友謝宥慧交往逾15年，昨謝宥慧在
私人臉書分享她抱著女嬰的照片，寫道： 「有可愛女兒，母女
裝是必須的。」並透露女兒罹患先天性心臟病。39歲的陳建寧
昨表示： 「父親中風與小孩先天心臟病雙雙住院，歷經半年現
在都好轉恢復中，我會好好照顧家人。」證實生女，推估約7
、8個月大。

謝宥慧在臉書透露女兒有先天性心臟病，治療後逐漸好轉
，盼望女兒在加護病房的醫院人生就此告一段落，並感性寫：
「未來我的人生都會充滿她，日常生活的分享再也不願避開她

。」透露宣布當媽的決心。據友人透露，謝宥慧去年8月以身
體不適為由閉關消失，昨她在臉書po照，大家才恍然大悟。

10年前傳結婚
謝宥慧家族財力雄厚，父親謝子仁是上市公司 「恩德集團

」創辦人暨前董事長，總資產高達10億元。她與陳建寧自F.I.
R.成軍就相識，至今交往15年，10年前曾傳祕婚，但陳建寧
否認；昨謝宥慧分享愛女照片，曝光2人愛的結晶。

依習俗不便分享
昨記者傳訊恭喜陳建寧 「結婚生女」，在中國準備演出的

他未否認，回應： 「謝謝大家關心！先前因父親中風與小孩先
天心臟病雙雙住院，需費心照顧且分身乏術，依習俗所以不便
與大家分享。歷經半年已好轉，目前還有復健治療後續，我會
照顧好家人，也感謝大家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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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硬木櫥櫃
☆不同類型的水龍頭
☆各種顏色和大小的花崗巖
☆各種廚房和浴室水槽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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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王君馨27日在婚紗展上走婚紗秀，
她打頭陣出場，卻三度差點仆倒，認真險象橫生，到她換上第二套魚
尾婚紗出時，又因魚尾裙腳太長險些絆倒，她無奈大步踢開裙腳，行
貓步變操兵般才得以走完全程。
君馨受訪時笑着說：“我都抹一把汗，真要步步為營，踢腳這一

招是參加選美時學韓國小姐的，我之前只試穿過婚紗，沒試過走秀，
當中有一套婚紗我都喜歡，但經過今次的經驗，將來穿婚紗前面都要
改短一點。”至於男友有否求過婚？她表示希望男友在港先找到工
作，彼此能在同一個地方生活再作打算。君馨笑說：“我跟男友憧憬
的婚禮也不同，他會想我扎辮踩着單車舉行婚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周秀娜、雨僑及簡淑兒27日
出席餐廳開幕，由於剪綵儀式在
餐廳門外進行，周秀娜看到傳媒
逼在馬路採訪也替大家感到危
險，而她穿上白恤衫透白Bra亮
相，烈日當空下她都苦笑說：
“我的汗好像沖涼般，應該會瘦
幾磅，我今朝剛巧有水腫。”
周秀娜指26日晚從北京回港

時遇上航空管制，延誤了六小時
才上到機，此行她是撐新歌手師
妹陳永馨，娜姐坦言自己歌藝不

濟，平時又沒練歌，故也沒信心
公開唱歌，怕不夠專業，唱歌時
驚大家一聽就走。
娜姐將於年底接拍內地一齣時

裝愛情劇，這段時間休息去過曼谷
旅行，更有去按摩，可是卻給按摩
師嚇了一跳，她說：“按摩期間我
睡着了，但感覺突然心口涼涼的，
原來個女按摩師把毛巾拿走幫我按
胸，真的給嚇一跳！”她指也是第
一次遇到這情況，笑問以前男友有
否按過？她笑說也沒有，大家不要
胡亂聯想吧！

香港文匯報訊梁詠琪（Gigi）
27日到桃園棒球場，為Lamigo桃
猿隊開球，獲得全場球迷、歌迷熱
烈歡迎。桃猿副領隊浦韋青說，球
團去年就與Gigi取得聯繫，原本總
冠軍賽就想登板。
當日的觀眾席上，除了主場球

迷外，還有Gigi的歌迷後援會到場
助陣。球場賽前播放《膽小鬼》等
Gigi經典歌曲，主場投手王溢正就
是粉絲之一，可惜為了準備先發，
無緣指導偶像投球，他只能找空檔
合照。至於負責指導Gigi投球的球
手指，當他看到Gigi本人，即讚嘆
對方比想像中高挑。
Gigi站上球場演唱歌曲，不時

與觀眾席上的球迷互動，開球時雖
然提前落地，仍然獲得全場掌聲。

王君馨走婚紗秀如練兵

周秀娜泰國遭“胸襲”

■君馨三度差點仆倒。■王君馨首次走婚紗秀。

梁詠琪
赴台為棒球賽開球

湯唯27日晚宣佈在香港誕下女兒，母
女平安，女兒更非常健康！湯唯在

朋友圈寫道：“Hello，向大家報告，我卸
貨了。前天（26日）我在香港順利產生
（產下）了個女兒，3.41 公斤（約 7.5
磅），很健康，因為她的哭聲是全院第一
嘹亮，感謝我的母親，父親，感謝泰勇
（老公金泰勇），感謝Doris和每個保護
她順利出生的人，感恩！”據知，湯唯已
經出院，現和韓籍導演老公在港育兒。

嘉欣女兒鼻高嘴小
另一“女神”鍾嘉欣近日為老公Jere-

my順利誕下愛情結晶品，27日早晨嘉欣
在微博發佈女兒照片，正式向外界報喜，
並跟大家介紹她的名字叫Kelly，暱稱“乖
乖”，重7磅5安士。嘉欣雖然沒明言BB
的出生日子，但就自爆女兒是獅子座猴寶
寶，即女兒是在7月23日至8月22日的其
中一日內出世。
嘉欣留言道：“HELLO!爸爸媽媽話

大家一直都好關心我，我終於可以同大家
正式打個招呼啦！我個名叫Kelly. 或者大
家可以叫我既（嘅）暱稱‘乖乖’，因為
媽媽爸爸成日都話我好乖。我係一個獅子
座猴B，7磅5安士重，希望大家可以wel-

come me to the world！ Plus, give me
some growing up privacy.（此外，希望大
家可以給我一些私隱！）謝謝”。
見相中的B女鼻高嘴小，不少網民紛

留言大讚BB遺傳了嘉欣的優良血統，擁
有美人胚子，將來可以學似媽媽去選美。

君馨未能抽空探嘉欣
嘉欣的好姊妹王君馨27日現身婚紗

展，對於嘉欣生了B女，君馨稱獲知消息
即在網上恭喜了嘉欣和BB ，但因她抽不
到時間探望嘉欣，希望《巨輪2》宣傳時
對方能回來跟她們一班好姊妹重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由馬國
明、黃翠如、岑麗香、梁烈唯、黃心穎與江欣
燕等人主演的無綫新劇《為食神探》27日到商
場宣傳，眾人分組玩遊戲用口咬百力滋傳遞芝
士圈，場面搞笑。

鍾嘉欣27日公開初生女兒的照片，岑麗
香笑言終於不用為好友再守秘密，她說：“我
只知道嘉欣生BB，但不知道確實日子，恭喜
她和BB，希望她身體健康，BB肥肥白白。”
香香稱很期待與BB見面，視乎工作安排能否
抽空去探望，她說：“希望愈快愈好，想抱
BB和她玩，做不做契媽就要等嘉欣選。”笑
問香香有沒有也恨做媽媽，她稱暫時未有，也
享受玩別人的BB做babysitter。

馬國明也大讚嘉欣的BB好得意，也希望

嘉欣將來會回來拍劇，因為他們仍未曾合作
過，他說：“我跟嘉欣提過，我們在TVB仍
未合作過，講到她現在都結婚生BB。”馬國
明又稱會為BB準備精心禮物，原來是送BB衫
贈券讓嘉欣去挑選。至於何時到馬國明成家立
室，他謙稱事業未有成不敢多想，但也不會因
想拍拖而去拍散拖，需要找一個能長久一生一
世的另一半。
黃翠如與男友蕭正楠日前一同到北京工

作，但因航班延誤，回港後要立即開廠，所
以機上全程都沒與男友聊天，爭取時間休
息。提到翠如有份拍攝網劇《使徒行者
2》，她表示屆時要出埠拍攝，與周柏豪、
袁偉豪會有感情線，最開心能與偶像宣萱合
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早前盛傳鍾嘉欣已在加拿大誕B，但

消息一直未獲當事人證實，27日早嘉欣終於在網上上載愛女的照片，

跟大家介紹愛女的名字叫Kelly，暱稱“乖乖”。另湯唯27日晚宣佈誕下小公主，更透露囡囡很健康，因為

她的哭聲是全院第一嘹亮的，十分搞笑。

鍾嘉欣晒囡囡Kelly正面照

湯唯香
港誕女

哭聲全醫
院最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
文 釗 ）朱千雪、袁偉豪
（Ben）、劉佩玥（Moon）
與森美等人27日錄影《你健
康嗎？》節目，正在熱播的
無綫劇《城寨英雄》28日晚
大結局，Moon和Ben都大表
不捨，日前一幕伍允龍死
去，未能與Moon白頭到老，
Moon希望這幕能成為新時代
的電視經典。
對於劇集叫好叫座，

Moon多謝觀眾由頭到尾都很
投入，雖然劇中與伍允龍沒
有好結果，但對觀眾來說是
很大的衝擊，她說：“大家
都以為有happy ending，但原
來死得這麼震撼，希望留下
深刻的烙印給觀眾，成為一
幕經典。”笑指她戲外與伍

允龍可再續未了情，Moon笑
道：“不是說一句半句就
行，感情事都是隨緣，暫時
我們也不是真的，不過跟他
合作很開心，觀眾又喜歡這
一對，感覺很窩心。”袁偉
豪也稱劇集結局篇情節很催
淚，看完也感到很心翳，笑
問他有否與女友岑杏賢邊看
邊相擁而哭，Ben笑道：“沒
有，要攬都攬秋姐（元
秋）。”Ben坦言自己演技仍
有進步空間，開心吸納不少
小朋友粉絲，現在街坊見到
他都會叫他“牙佬”。問到
劇集有沒有帶挈他賺外快，
Ben說：“都有，可能有關於
牙齒的廣告，如果客戶有需
要，都想和花曼（王君馨）
再合作。”

朱千雪就表示在節目中
要考她的記憶力，幸結果也
屬正常。她說：“因為要在
短時間內記數字，與平時讀
書或記對白不同，所以都有
難度。”剛完成大學課程的
千雪開心地表示收到通知正
式畢業，到11月就會行畢業
禮。問她會否繼續進修，她
表示要先儲學費再進修。

大讚嘉欣B女好得意

馬明未敢想成家立室

劉佩玥望與伍允龍愛情戲成經典

■袁偉豪 ■劉佩玥

■馬國明和岑麗香恭喜嘉欣誕下B
女。

■嘉欣歡迎愛女來到
這個世界。 網上圖片

■嘉欣為老公
Jeremy 誕下愛
情結晶品。

■有指湯唯和老公現在港照顧BB。資料圖片

■湯唯當日佗
B受訪時仍然相
當活潑。

資料圖片

■ BB 遺傳
了媽媽鍾嘉
欣的優良血
統。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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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劉潔媚/採訪報道)
「芝城華埠2016年健康義診」活動

於8月21日上午在中華會館二樓大
禮堂舉行，來自UIC、Rush和Loyola
大學等各大醫學院的15位醫生、教
授及 21 位醫學院學生和義工聯合
為華埠社區數百名居民進行了全科
醫療健康檢查。臺北經文處組長張
志強、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中華會
館主席黃于紋、前主席梅國彬、行政
主任陳炳餘、活動發起人吳英樹醫

師、復健科醫生湯銘倫及醫學院學
生召集人柳翔等嘉賓出席了當天的
義診活動。

本次義診活動，旨在為更多華人
提供方便就診，醫生及醫學院學生
們也希望藉此義診機會可以服務僑
胞，回饋社區。當天義診項目包括：
Minh Luu醫師的外科、吳嘉珍藥理
博士的藥物咨詢、簡素貞醫師的家
庭科、詹運來教授的腎臟內科、吳英
樹醫師的醫療咨詢和婦產科、蔣勤

理醫師的內科神經肌肉運動運動傷
害檢查、K.L Liu醫師的牙科（牙齒）
檢查等等，每一項檢查前都排著長
長的隊伍，義診活動還為民眾提供
了廣東話、台山話等翻譯服務，惠及
數百名華裔居民，深受歡迎。

當天還舉行了3場不同時間段
的講座，分別為乙肝講座、大腸癌的
預防和治療還有胃癌的初期診斷。
吳英樹醫師在講座活動上以理論和
實務來為民眾解說了慢性乙肝的基

本認識：乙肝是一種常見的肝臟感
染，在美國都多達 2 百萬人受到感
染，每3位乙肝患者就有2人不知道
自己已感染，感染乙肝的唯一途徑
是通過受讓俺血液或體液。吳醫師
還為大家講述“預防乙肝”的治療方
法，讓民眾對慢性乙肝疾病有一個
更全面的了解和認知。

這次義診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除了有各科專業醫生為大家就診之
外，吳英樹醫師說在大家的努力之

下，希望未來能建立一個醫療網提
供僑胞方便就診。

吳英樹醫師在致詞時感謝參加的
各位醫師，並為每位醫師頒發了感
謝狀，感謝他們犧牲假日休息為廣
大僑胞服務。義診一直從上午九時
持續到下午一時結束。

芝城華埠2016健康義診華人僑胞踴躍前往

僑社新聞

吳英樹:希望未來建立一個醫療網提供僑胞方便就診

活動發起人吳英樹醫師(左一)致詞

貴賓合影：
臺北經文處張志強組長（左2),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左3),活
動發起人吳英樹醫師(左4),贊助商City bank代表(左5),黃
于紋主席(中),湯銘倫醫師(右4),僑務委員項邦珍(右3),區一

平(左1)梅國彬先生(右2）陳炳餘(右1) 貴賓合影

貴賓合影 芝城華埠2016健康義診現場（牙科） Minh Luu醫師的外科

義診現場 義診現場，詹運來醫師與參加學生 義診現場

慈濟基金會義診活動現場 慈濟基金會義診活動現場 慈濟基金會義診活動現場

慈濟基金會義診活動現場 慈濟基金會義診活動現場義診現場

(本報訊)芝城慈濟基金會於華
埠華人咨詢服務處在八月二十一日
上午九時半至下午三時為低收入及
沒保險的大德提供免費醫療服務，
免費義診活動和身體檢查，當天全

部是來自 UIC 醫學院的 16 名專科
醫生，義診服務包括: 皮膚科、小兒
科、骨科、婦產科、腫瘤科、牙科、家
庭科等，為低收入及沒有保險的民
眾提供相關的醫療檢查服務。

義診活動負責人謝重輔先生在
採訪中表示，此次參加義診的醫師
全部擁有自己的診所，醫術經驗豐
富，慈濟基金會通過舉行免費義診
服務，以滿滿的愛心回饋社區，惠及

更多的居民。
當天的義診活動舉行得十分成功

，參加的民眾也十分踴躍，是各大醫
學院的教授、學生及義工的共同努
力付出，為華裔居民提供了有益的

社區公益服務，使更多的華裔受惠，
深獲好評。

芝加哥慈濟功德會超過二十五
年每年為僑胞服務，廣受大德們的
感佩，慈濟精神廣傳華埠。

慈濟義診為低收入及沒保險的大德提供免費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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