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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HOUSTON
OF

Dan Kao
Sales Manager

Efan Hsu
Internet Manager

華語專線：

225-921-9157

11890 Katy Fwy
Houston TX 7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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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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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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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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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CBR,GRI

Terry Fan
(國、臺、英語)

吳念湘

E-mail: terry@terryfan.com,
Http://www.terryfan.com

SOUTHWEST
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

買房,賣房,置房,投資,貸款,全套服務,
買全新屋高手,賣半舊屋拿手, 誠實可靠,值得信賴

1490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1.福遍近糖城惠康超市，大湖區Brghtwater區，兩層樓房，3210呎，全木地板，僅售31萬5仟
2.糖城近惠康，二層樓房，約2500呎，高挑屋頂，三房加遊戲間，新屋頂，新廚房，新電器用品，
花崗石臺面，新燈，新地板，僅售$299,950

3.糖城，Lake Pointe高級區，2013年新房，屋主精心設計，獨一無二的高質量，高享受的湖邊
豪華屋，僅售八十九萬九仟

4.糖城，Telfair社區，單層洋房，高挑屋頂，2010年，約2500呎，3卧室加書房，僅售四十萬八仟
5.新房買賣最佳服務，廣及休市，Memorial區，Bellaire市，Mo、city，Katy，Sugar land等市。

281.207.5088, 281.772.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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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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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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芮城大禹渡，海內外民眾參觀四千年歷史的神柏樹。據當地縣誌記載，公元前2100年間，大禹在

此栽下柏樹作為觀察水勢的標誌，並在此樹下覓得治水良策，而後治水取得成功。神柏樹高 14.6米，胸徑

1.53米，胸圍6.8米，因該樹有兩大枝幹朝西斜向延伸，猶如高昂的龍頭，故又稱“龍頭神柏”。

山西芮城，無人機高空拍攝道教古建築永樂宮。永樂宮始建於13世紀至14世紀，是為奉祀中國古代道

教“八洞神仙”之壹的呂洞賓而建，原名“大純陽萬壽宮”。它是中國現存最早、最大和保存最為完整的

道教宮觀，為全真教三大祖庭之壹，以壁畫藝術聞名天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治理黃河期間，永樂宮歷

時8年實現了整體遷建。如今，已在新址上度過了50年歲月。

9月 26日晚，在湖南女子學院迎新晚會上，眾多學生和老師身著古裝為

新生們上演了壹場復古的拜師禮，2000余名新生在現場齊誦《弟子規》

，迎接大學新生活。

雲南省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展覽昆明開幕

9月26日，展覽上的展品。當日，雲南省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展覽在雲南美術館舉辦，展覽共分

為“英雄史詩—偉大壯舉”、“搶渡金沙—重大轉折”、“弘揚長征精神—決勝全面小康”三部分，展示

了紅軍長征氣勢磅礴的歷史征程和在雲南艱苦征戰、實現重大轉折的光輝歷史，也反映了雲嶺大地在長征

精神鼓舞下發生的巨大變化。

航拍中國現存最完整的道教古建永樂宮

山西芮城四千年歷史古柏樹吸引遊客圍觀

全球生態旅遊大使世界總決賽落幕
拉脫維亞佳麗奪冠

9月26日，2016第51屆全球生態旅遊大使世界總決賽（MISSALLNATIONS）在南京舉行，來
自中國、巴西、美國、新加坡、泰國、緬甸等50個國家和地區的參賽佳麗們經過盛裝、泳裝和禮服
展示，最終來自拉脫維亞的蘿拉（中）、澳大利亞的戴拉（右）和巴西的阿娜卡比拉（左）分獲冠亞
季軍。據悉，在賽事期間，她們以“美麗中國行”為主題，開展了慈善訪問、體驗中國傳統民俗文化
、“新金陵十二釵”評選等壹系列文化交流活動。

體育消息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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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mesHi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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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店

中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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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10

S. Main

Fon 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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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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羽晉韓國賽男單混雙八強
韓國羽毛球公開賽9月29日進入第二個比賽

日。香港男單球手黃永棋及混雙組合李晉熙／周
凱華順利打入8強。黃永棋9月29日面對丹麥對

手Emil Holst未受考驗，輕鬆以21：11、21：11勝出。混雙方
面，8號種子李晉熙／周凱華，同樣未遇阻力，直落兩局以21：
18、21：12淘汰韓國組合金大恩／高我羅晉級。

■記者 陳曉莉

中國男排負伊朗 亞洲盃摘銀
以二線陣容參賽的中國男排日前在泰國舉行的2016年男排亞

洲盃賽的決賽中以1：3負於伊朗隊，獲得亞軍。中國隊在首局
25：23取勝的情況下，以23：25、21：25和21：25連負3局，與
冠軍失之交臂。在本次比賽中，由李牧擔任主教練的中國二隊表
現出色。他們先是以小組第一的身份出線，隨後又在8強賽和準
決賽中淘汰澳洲隊和中華台北隊，躋身冠軍爭霸戰。

■新華社

;�;�
$1$1

在舉行的賽前發佈會上，傅園慧成為全場焦點。她透露將在
本次比賽中嘗試50米蝶泳、50米自由泳和100米混合泳，

但不會參加自己的主項背泳比賽。傅園慧是里約奧運會100米
背泳銅牌得主。

“我的主項不可能有變化。背泳是我四個泳姿裡面最強
的，其他泳姿游得相對不快，也從來沒有參加過比賽。因為北
京站比賽壓力不大，這次想享受一下其他泳姿的比賽。”傅園
慧說。

在里約奧運會上，傅園慧以“洪荒之力”一躍成為國家級
網絡紅人，頻頻亮相綜藝節目，令她缺少系統的訓練。對此，
她希望大家不要期待她在水立方有耀眼的表現。“以前基本上

我每年都在這裡拿冠軍，不過今年可能拿不了。因為肯定會比
不好的嘛。最近都沒有訓練。但是我們會盡可能在大賽上有好
的競技狀態和好的發揮，為國爭光，有些小比賽我們可能沒有
辦法調整到好的狀態，或者說生病，都非常有可能。”

自稱京奧時仍是熊孩子
“北京奧運會時，自己還是電視機前的熊孩子，現在能親

身在水立方參加比賽，感覺特別驕傲。”傅園慧說。
國際泳聯世界盃短池賽設36個比賽項目，北京站共有來自

22個國家或地區的110名選手參賽。
■記者 陳曉莉

國際泳聯世界盃短池系列賽9月30日起一連兩日在北京水立方舉行，“洪荒少女”傅園慧將參加50

米蝶泳、50米自由泳、100米混合泳三個項目的角逐。她在9月29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將以輕鬆心態

享受比賽。不過，孫楊和寧澤濤則不會參賽。

;�;�
:#:# 體達人時尚

■運動員平時在賽場上拚搏，練就了一身強健
的體魄，成為不少時尚雜誌獵影的對象；而他們也

絕少令人失望，男的帥氣英偉，女的陽光嫵媚，與所謂的名模相
比有過之無不及。耳聽為虛，眼見為實，不信你看看！

■傅園慧會前已被傳
媒包圍。 新華社

■傅園慧（右二）出席短池游泳世
界盃發佈會，表情多多。 新華社

惠若琪
排球

林躍
跳水

馬龍 張繼科
乒乓

哥迪奧拿執掌曼城兵符後開季十戰全勝，但無敵勢頭卻
過不到賽前被看淡的些路迪一關。9月29日凌晨歐洲聯賽冠
軍盃足球賽C組第2輪，由前利物浦領隊羅渣士領軍的些路
迪，其側擊戰術殺了哥帥一個措手不及，“藍月兵團”三度
落後下千辛萬苦逼和該支蘇格蘭勁旅3：3，驚險保住1分。

哥迪奧拿執教巴塞羅那及拜仁慕尼黑時奪標無數，今夏
強勢轉掌英超億萬大軍曼城，開季各項賽事即豪取十連勝佳
績，當中曾擊敗由摩連奴掌舵的同市勁敵曼聯，刷新隊史上
過百年的最佳開季紀錄。

曼城今季首度單仗失3球，終於遇上令自己不勝的敵
手，哥帥認為這讓球隊好好上了一課，但同時認為本來還有
反勝的機會，“對手入到第三球後似乎無以為繼了，己隊本
來還有機會反勝。”這位西班牙冠軍教頭鼓勵麾下說：“巴
塞羅那及曼聯作客都輸過給些路迪，我們沒敗陣也不錯
了。”

些路迪開賽3分鐘罰球斬入禁區，史葛冼佳亞右邊二傳
中路，尼亞比頓門前加一腳，皮球碰到穆沙迪比利心口入
網。雖然曼城中場費蘭甸奴離門12碼單刀射入助曼城於12
分鐘扳平，但8分鐘後湯洛積反擊中斜傳入禁區左路，基蘭
泰亞尼左路橫傳門前，史達寧回防卻“擺老烏”，這位羅渣
士執教利物浦時的愛徒28分鐘將功補過接應大衛施華助攻射
成2：2。

換邊後4分鐘，基蘭泰亞尼左路傳中，高拉洛夫解圍
“撻Q”，伏兵門前的20歲法國新秀穆沙迪比利12碼點附
近掛射得手，些路迪第三度領先。

踢 到 55 分
鐘，大衛施華直
傳，阿古路射門
被擋出，洛尼圖
補射中鵠。作客
逼和 3：3拿回 1
分後，曼城以1勝
1和積4分位列C
組次席，些路迪
積1分排第3。

■記者梁志達
■史達寧(左)在擺烏龍後追平，無改曼城
只能拿走1分的結局。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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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浙江省杭州市，歡迎浙江奧運和殘奧健
兒凱旋暨慶功表彰大會在省人民大會堂舉行，孫楊、傅
園慧、汪順、徐嘉余、葉詩文、石智勇等運動員悉數出
席。不過會後，傅園慧被中國國家泳隊小將李廣源拖手
走出大會堂的一幕引起熱議。

據傳媒報道，慶功表彰大會結束後，與會人員陸續
走出會場，但由於會場外粉絲太多及太過熱情，令原本
打算拍個全家福的浙江泳隊不得不取消合影計劃。而
“洪荒少女”更是被團團包圍，身陷“困境”。就在此
時，國家泳隊小將李廣源英雄救美，牽着傅園慧的手
“衝出重圍”。事後，被傳媒問及兩人是否在戀愛時，
傅園慧笑而不語，一臉羞澀。

李廣源，1997年2月27日出生，比傅園慧小一歲。6
歲通過海選進入黃岩少體校游泳隊開始學習游泳，2007
年進入浙江省游泳隊。2010年參加省運會勇奪三金，同
時破50米背泳、100米背泳、200米背泳、200米混合泳
四項紀錄。今年8月首次參加奧運會，雖然只是得第六
名，但仍被稱讚放得開、游得好。 ■記者 陳曉莉

師弟拖手衝重圍
洪荒少女露羞澀

■ 李 廣 源
（左）高調
牽 手 傅 園
慧。

網上圖片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6年9月30日（星期五）3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郵儲行獲李嘉誠家族入股11.62%
看好內地銀行前景 將作長線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除大鱷索羅斯都入股之外，近年已經很少參與

國企新股的李嘉誠，亦斥近百億元（港元，下同）認購新上市的郵儲行，並表明

作長線投資，對內銀投下信心一票。郵儲行29日收報4.77元，守住發行價，成

交11.46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興證國際9月
30日起至10月5日招股，擬發行10億股股份，集
資最多13.9億元（港元，下同）；當中10%為公
開發售，招股價1.18元至1.39元，每手2,000股，
入場費2,808.01元；公司將於10月20日於創業板
掛牌。聯席保薦人為興證國際及海通國際。

最多籌13.9億 引入3基投
以招股價中位數1.285元計，公司預計全球集

資淨額12.39億元，40%用於拓展貸款及融資業
務；20%用於開展自營交易業務；10%用於開展新

資本中介業務；8%用於開始資產管理業務；8%用
於開展投行業務；4%用於開發機構銷售能力；
10%為一般營運資金。公司亦引入3名基礎投資
者，包括興業國際信託認購1億股、中科創資本認
購1.5億元股份及嘉實資本管理認購3.9億元股份。

集資快速擴充及優化業務
興證國際主席兼非執行董事蘭榮29日於記者

會上表示，興證國際在5年前已進入香港市場，並
具有中資證券行興業證券的背景作支持，公司由
2012年的傳統融資業務拓展至現時多元化的投資

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等業務，對內地及香港的投
資者有充分的理解，是次集資主要是快速擴充及
優化業務。公司的淨利潤由2014年的1,880萬元
上升169%至2015年的5,050萬元，2016年第一季
的淨利潤也按年上升17.5%至580萬元。

跨境融通助提升市佔率
興證國際副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汪詳指出，

隨着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進一步跨境融通，興證
國際有望進一步提升市佔率。公司之前已參加滬
港通，正密切留意即將推出的深港通詳情。

長和發言人29日證實，李嘉誠三個慈善基金
會、李嘉誠本人及長子李澤鉅，合共買入

11.62%郵儲行的H股。該11.62%的股份，相等
於郵儲行全數發行股本約 2.8%的推定權益
(deemed interests)。該等權益的是衍生自一間金
融機構，所發行的表現掛鈎票據。
長和發言人稱，李嘉誠視上述項目為長線

投資，對郵儲行有絕對信心，認為適合李嘉誠
基金會及其本人的財務投資 。該股29日成交
11.46億元，但股價無起跌，收報4.77元，守住
發行價。郵儲行H股29日市值930.43億元，以
超人家族持有11.62%H股股權計，市值約100
億元。

市場憧憬很快入國際指數
郵儲行在港發行約121.06億股H股，相當

於其已發行股本15%。此外，由非上市外資股
轉換的H股，以及將從已發行內資股轉換與轉
讓予全國社保基金的H股比例，分別為7.75%及
1.42%；其餘75.83%已發行股本則為內資股。

郵儲行成為今年暫時的“集資王”，市場

憧憬上市後，很快就會獲納入富時中國50指數
及MSCI中國指數，吸引資金持續追入。君陽證
券行政總裁鄧聲興指出，郵儲行屬“中央業
務”，加上該行覆蓋面廣，盈利增長優於四大
內銀，對其前景感到樂觀。

營業網點超同業 前景誘人
該行在2015年，個人存款佔比85.4%，個

人貸款佔比49.4%，個人銀行業務稅前利潤佔比
高達46%，高於其他大型商業銀行平均水平。
鄧聲興指，該行在全國擁有超過4萬個營業網
點，遠超同業，具發展潛力，宜作長線投資。

索羅斯等海外資金紛追捧
由於網點廣大，具發展其他業務的巨大潛

力，吸引了很多巨星級投資者入股，除了李嘉
誠外，內地媒體引述知情人士指，“金融大
鱷”索羅斯的對沖基金，亦有份認購郵儲行。
其他的海外知名投資機構中，亦看到了美國威
靈頓基金、瑞銀歐洲家族投資者、德邵資本、
奧氏資本及千禧基金等的身影。

■長和發言人稱，李嘉誠對郵儲行有絕對信心。
資料圖片

■蘭榮(中)稱，未來是否轉主板視乎屆時的營運情況再
決定。旁為汪詳(左二)。 莊程敏 攝

興證招股 2808港元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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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9月24日，由湖南湄江組建的高顔值青年女子攀岩隊來到湄江三道岩門，挑戰垂直高度超百米的崖壁攀岩，

體驗高空懸崖的極限刺激

綜合報道 客場5-0橫掃希洪競技，聯賽積分緊咬皇馬，這讓缺少了頭牌梅西的巴薩上下得以稍稍喘口氣。面對近來密集的賽程，紅藍軍團不得不馬不停蹄

地飛赴北萊茵，迎接周中同德甲勁旅門興格拉德巴赫的歐冠硬仗。而在此短短的間隙，巴薩全隊也終于抽出時間在甘伯體育城拍攝了新賽季的全家福。在這張全

家福中，不僅包括有MSN組合在內的22名一線隊球員，更有一支多達27人的“幕後團隊”。除了球迷們一眼就能認出的主帥恩裏克和主席巴托梅烏，還包括助

理教練、隊醫、理療師、信息分析專家、裝備維護人員等。由于人數實在太多，整個畫幅顯得有點“超員”。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 9月 24日，健美選手在

西班牙巴塞羅那參加健美比賽，“金剛芭比”大

秀惹火身材。

綜合報道 當今拳壇，誰是最強的泰拳手似乎永無定論，但誰是最美的泰拳冠軍

卻有了公論。她就是白俄羅斯美女範達耶娃，一個播求都爲之傾倒的女神。

C6大陸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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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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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電影《我不是潘金蓮》

在北京舉行慶功會，慶祝該片在國

際電影節先後斬獲三項大獎，導演

馮小剛攜主演範冰冰、郭濤、大鵬

、於和偉、趙立新、李晨等齊聚壹

堂。對於在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

節拿到最佳女主角“銀貝殼獎”，

範冰冰霸氣回應早前有關“花瓶”

的質疑，直言：“我現在也是花瓶

，不過是個拿獎的花瓶。”

馮小剛暌違三年打造的電影

《我不是潘金蓮》，繼在多倫多國

際電影節斬獲國際影評人協會最佳

影片獎(費比西獎)後，又在聖塞巴

斯蒂安國際電影節罕見地包攬電影

節最高榮譽最佳影片“金貝殼獎”

和最佳女主角“銀貝殼獎”。

馮小剛幽默談領獎：“想飛上去”
慶功會上，談到自己小跑上臺

領獎壹事，馮小剛導演笑言：“(本

來)想飛上去的但是飛不起來，非常開心！劉震雲這個劇

本很難得，壹定要把它拍好，所以還是戰戰兢兢、如履

薄冰。”

早前，曾有觀眾質疑範冰冰的演技，認為其是“花

瓶”。因此，範冰冰在接受記者提問時坦言：“我現在

也是花瓶，不過是個拿獎的花瓶。我覺得被人說花瓶對

女演員也是壹種肯定，別人越說我不行，我越要證明自

己。”

範冰冰大贊片中全體男演員演技精湛
其男友李晨則透露，得知範冰冰拿獎之後，自己立

馬送上祝福，更是激動地睡不著覺。

值得壹提的是，《我不是潘金蓮》是馮小剛和範冰

冰繼《手機》後的再度合作。在馮小剛眼裏，範冰冰是

“真正的有緣人”，“拍《手機》的時候就知道她悟性

非常好，冰冰在觀眾的想象力之外，她把戲演好了，給

觀眾帶來的驚喜最大”。

活動當晚，導演賈樟柯也特意來到現場表示祝賀。

作為今年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的評委之壹，賈樟柯

分享了評獎細

節，“最佳影

片與最佳女主

角的獎項都是

全票通過，毫

無爭議地拿到

了這兩個獎項

。”

範冰冰李晨觀
看馮導揮毫潑
墨

回憶起頒

獎現場，賈樟

柯說：“頒獎

現場有兩點我

非常感動，壹

個是小剛導演

把這部電影當做處女作來拍，他在超越自己，非常了不

起；壹方面冰冰獲獎時說要感謝所有跟她合作的男演員

，這非常難得。”

慶功會上，馮小剛還回應了影片改檔壹事，他表示

因為國慶檔影片太多，更發出豪言，“為什麽要改檔，

主要國慶檔紮堆的片特別多所以我們去十壹月，還有李

安導演我看非常好，我們壹起把十壹月燒燙”。

另外，馮小剛更是興致大發，現場親筆潑墨揮毫，

寫下“壹年壹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燒燙 1118

”，以字言誌。

據悉，《我不是潘金蓮》將於11月18日登陸全國各

大院線
《親愛的，公主病》將拍第二季
張予曦否認有公主病

28日，《親愛的，公主

病》在北京舉行慶功會，導

演於中中、主演張予曦、陳

柏融和杜妍到場出席，並宣

布將繼續拍攝第二季《親愛

的，王子大人》，由原班人

馬打造。網劇《親愛的，公

主病》即將於周五迎來大結

局，劇中的反套路式偶像劇

情，以及精良的制作吸引不

少觀眾。劇中“妳可以不是

王子，但是，壹定要把我當

公主”等臺詞在網絡迅速傳

播。

對於這樣的劇情，主

演張予曦笑言自己生活中

並非這樣的性格，也沒有

公主病，但“熊騎士”出

現的每壹場戲至今還記憶

猶新，“如果現實中有個

男生扮成熊騎士這樣追我

，我也會被打動”。

陳博融在談及自己角

色時笑言，自己在這部戲

中的最大貢獻就是充當了

“撩妹”反面教材。杜妍

也提到雖然以前演過的反面

角色很多，但第壹次演壹個

發自內心

這麽壞的

女人，演

完自己幾

乎要去做

心理建設

。在上海

拍戲沒有

趕到現場

的 MIKE 專門送上 VCR，拍

完《親愛的，公主病》中文

進步飛快的 MIKE 讓很多人

覺得驚喜。

慶功會上，搜狐視頻方面

宣布親愛的”系列將排下壹

季，繼第壹季“公主病”後

第壹季主角將對準王子，取

名《親愛的，王子大人》，

原班人馬回歸將在明年和觀

眾見面。

《胭脂》趙麗穎酷炫狂霸拽
陸毅秀“十項全能”

由徐紀周執導，趙麗穎、陸毅領銜主演

的年代諜戰大劇《胭脂》昨晚 7點半在東方

衛視開播。這是壹部少見的以女性視角切入

的諜戰劇，趙麗穎首次參演諜戰劇，與陸毅

組成高顏值、高智商、高武力值的“三高”

CP。昨天接受采訪時，趙麗穎表示希望呈

現不壹樣的諜戰劇，“以往的諜戰劇都是男

性視角，雖然燒腦但有時候又覺得悶，所以

這次通過女性視角去探索特工的世界，她失

去了愛人、朋友，犧牲了那麽多，內心是如

何蛻變的？我也在跟隨角色壹起感受。”

此前的角色，趙麗穎多以機靈可愛的形

象示人，這次在《胭脂》中，趙麗穎化身有

些男子氣概的“天才女特工”。而被問到她

自己是如何定義這個角色時，趙麗穎幹脆給

出五個字：酷炫狂霸拽。事實上，壹個女生

想演好英雄可不是擺幾個姿勢耍壹下帥那麽

簡單，進組第壹天，趙麗穎就被安排了槍戰

戲，采訪中她也老實“交代”，自己相當害

怕。“壹個走廊，後面都是炸點，很害怕。

在房間裏壹直對自己說‘加油加油加油’，

壹出了房間就特別淡定地舉著槍，不能動也

不能眨眼。拍那場戲也是希望自己可以跨越

壹個困難，就必須要完成它，而且盡力做到

最好，遇到困難不能再退縮。”

和陸毅之前主演過的諜戰劇相比，《胭

脂》裏的周浩宇是個“十項全能”。既然頭

腦已經如此“高能”，身手想必也不會差。

陸毅笑言：“大家可以在這部戲裏看到我作

為動作演員的潛質，導演希望（動作戲）壹

個鏡頭連貫下來，更真實。我在裏面特別狠

，壹槍命中，飛檐走壁都有。基本沒怎麽用

替身，招式不是花裏胡哨的，而是更直接更

狠的那種。槍戰會多壹些，為了安全我們肯

定會操練很多遍，會戴很多護具。”

對於劇中和趙麗穎的感情戲，鑒於時代

背景，陸毅坦承“發乎情止乎禮”。“很多

情感是壓抑的，我記得麗穎被嚴刑拷打，我

只能看著。那個年代，最多就是摸壹下頭，

拍壹下背，就表示我在幫妳。”

動畫電影票房平淡：
櫻桃小丸子太幼稚蠢萌？

在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兩部動畫

電影新鮮登場。壹部是主打情懷牌的

《櫻桃小丸子：來自意大利的少年》

（以下簡稱《櫻桃小丸子》），壹部是

主打蠢萌風的《逗鳥外傳：萌寶滿天飛

》（以下簡稱《逗鳥外傳》）。雖然兩

部影片的票房成績並不搶眼，但話題卻

不少。有人認為《櫻桃小丸子》過於幼

稚簡單，但也有人說，正是這份天真純

潔才打動人。有人說《逗鳥外傳》全是

套路，但也有人說套路中有新意，看得

很歡樂。截至昨日17時，《櫻桃小丸子》

上映四天累計票房 2011萬元，在豆瓣評

分為7.7分；《逗鳥外傳》累計票房3683

萬元，豆瓣評分為7.8分。

《櫻桃小丸子》打情懷牌
《櫻桃小丸子：來自意大利的少年》

是小丸子動畫電影系列第三部，由原漫

畫作者櫻桃子編劇，也是“小丸子”這

壹經典卡通形象首次登上中國大銀幕。

可愛的櫻桃小丸子“誕生”於 1986年，

陪伴了幾代人成長，在全球擁有數億粉

絲。影片上映前，就已經有不少小丸子

的粉絲表示要為該片埋單。

在櫻桃小丸子系列漫畫中，作者櫻

桃子以自己上世紀 70年代在日本靜岡縣

清水市的童年生活為藍本，講述了小丸

子與家人、同學的生活小事。1999年起

，漫畫被拍成電視動畫片和動畫電影，

其中電視動畫片連續 20多年高居日本收

視率前三位，至今仍然在日本的電視臺

播出，到 2013年已經播出超過 1000集，

成為日本男女老少心目中的“國民動畫

片”。

這次在電影中，9歲的小丸子念三年

級。她依然愛吃、愛玩、愛睡覺、愛逃

課，還會跟大人頂嘴。但她古靈精怪，

元氣滿滿，還是壹名“哲學家”，頻爆

金句。小丸子所在的班級來了 6位不同

國籍的小夥伴，他們分別寄宿在小丸子

和她的同學家。來自意大

利的少年安德烈，因為說

出了“我喜歡小丸子”而

住進小丸子家。在結隊去

大阪、東京旅行的過程中

，大家還幫助安德烈尋找

他爺爺的朋友，其間度過

了歡樂美好的時光。最終，少年還是得

返回意大利，小丸子也不得不學會面對

離別……在這部電影中，小丸子不僅保

持了童真本色，也讓觀眾感悟到成長的

真諦。

自上映以來，圍繞這部影片的爭議

不少。有觀眾認為，小丸子交男朋友只

是噱頭，收割觀眾的童年記憶才是真的

，但劇情太簡單了，只適合低幼兒童觀

看。但也有人認為，影片情懷滿滿，主

打的還是小丸子的日常生活，小丸子學

著成長、學著離別、學著珍惜的過程很

動人。

《逗鳥外傳》走蠢萌路線
《逗鳥外傳》的故事脫胎於歐洲神

話“鸛鳥送子”，北歐人眼裏的鸛鳥壹

定程度上等同於我們常說的“送子觀音

”。在安徒生童話中，羽翼豐滿後的小

鸛鳥們肩負起送子的重任，把健康寶寶

送給那些渴望孩子的家庭。但在《逗鳥

外傳》中，這些鸛鳥變身為快遞員，負

責給商店送貨，是城市生活中的壹顆顆

螺絲釘。

故事講述公司裏的最佳快遞員朱

尼爾在某天執勤時，發現“寶寶制造

廠”被意外啟動，計劃外的寶寶誕生

了。為了不讓老板發現這起意外事故

，朱尼爾和他的朋友迫不及待地想把

寶寶送走，於是匆匆踏上了“快遞寶

寶”的瘋狂驚險之旅。這次任務的勝

利完成，也讓全球的鸛鳥重新發現送

子工作的價值……影片的劇情其實相

當套路，而現實中身材纖細、仙風道

骨的鸛鳥，在電影裏卻成了頭寬、眼

大、胸肌發達的“呆頭鳥”，有壹種

蠢萌的即視感。不過，電影中最大的笑

點和萌點並不是這群鳥，而是壹群狼

——這幫反派在與朱尼爾“奪寶”的過

程中，相繼變形為船、潛艇、飛機、汽

車等，高能的場面頗有想象力。

不少觀眾稱贊影片的笑點精彩，讓

人非常放松和歡樂。也有人開玩笑說：

“這簡直就是壹部二胎宣傳片，是想鼓

勵人們生孩子吧。”同時有觀眾批評這

部電影的劇本太隨意潦草，亮點只剩下

會“變身特技”的狼群大戰，俗套又沒

勁。

【票房】兩部影片成績都壹般
《櫻桃小丸子》和《逗鳥外傳》都

是在 9月 23日上映，首映當天的票房成

績都不高。根據貓眼票房數據，前者單

日票房為 490萬元，後者單日票房為 486

萬元。24日（周六），《逗鳥外傳》單

日票房上漲到 1537萬元，而《櫻桃小丸

子》只有 793 萬元。25 日（周日），

《逗鳥外傳》日票房上升至當天第二名

，收獲 1435萬元，僅比第壹名的《大話

西遊 3》少 67萬元，而《櫻桃小丸子》

單日票房止步不前，停留在 606萬元。

截至昨天下午 17時，《櫻桃小丸子》累

計票房 2011萬元，《逗鳥外傳》累計票

房3683萬元。

根據貓眼票房數據，今年1月至8月

，動畫電影票房前三位為《瘋狂動物城

》（15.3億元）、《功夫熊貓3》（10億

元）、《大魚海棠》（5.65億元）。引

進日本的兩部動畫電影《哆啦A夢：新

大雄的誕生》和《火影忍者劇場版：博

人傳》，都獲得了 1.03億元左右的票房

。與這兩部電影相比，《櫻桃小丸子》

的命運有點懸。接下來，國慶檔的多部

影片即將強勢來襲，留給兩部動畫電影

的時間可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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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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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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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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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
正
美
味
健
康

地
道
家
鄉
美
味

正
宗
北
方
小
吃

吃
出
你
心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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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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
女星范冰冰日前出席第64
屆西班牙聖賽瓦斯蒂安國
際電影節，一舉靠電影
《我不是潘金蓮》奪下銀
貝殼影后殊榮。9月28日
晚冰冰偕同導演馮小剛在
北京出席慶功宴，冰冰拿
獎那一刻有媒體提及曾經
很多人對她取了“花瓶”
稱呼，對此，冰冰沒有生
氣，心平氣和說：“我現
在也是花瓶，不過是個拿
獎的花瓶。”她認為被人
說花瓶對女演員也是一種
肯定，別人愈說她不行，
她愈要證明自己。

冰冰男友李晨當晚亦
有到場祝捷。在影大合照
時，冰冰刻意捉李晨的
手按銀貝殼獎合照，被
傳媒發現二人手上的無名
指上都戴上同款戒指，令
人懷疑這對是否婚戒，不
過當事人則未有回應。

■李晨與范冰冰出席慶
功會。 新華社

事後展鵬受訪時否認與定欣拍拖，又
稱見面也不尷尬，證明《城寨英

雄》渲染力延續到《同盟》，大家都覺
得他們是一對。有指他為了保護戀情而
刻意與定欣保持距離？他笑說：“我性
格都怪怪的，要思考時會就會孤立自
己。” 他透露《同盟》已開了四五日
工，與定欣有親熱戲及埋身肉搏戲：
“我哋玩柔道，大家係專業演員唔怕接
觸到對方身體。”

定欣向展鵬“開綠燈”
定欣被問到與展鵬的緋聞時，反問

何謂古法追求？她指不覺展鵬追求自
己，之前被拍到結伴去睇鄭秀文演唱
會，是因大家都喜歡Sammi，不用開工
便結伴去看演唱會。定欣不諱言說作為
女仔都想有人追，但都要有矜持。問到
古法追求有無用？她說：“追我又唔使

天花龍鳳嘅，順其自然，（展鵬可有機
會？）任何人都有機會，最緊要睇緣
分。”

定欣謂現在要先拍好套劇，因今次
演女保鏢，角色比刁蘭更有難度。

被指是兩人“紅娘”的陳山聰剛笑
言要問二人取媒人利是，不過他又指知
道兩人拍拖不是事實，是因為《城寨英
雄》效應，定欣經常要黐車坐而傳出緋
聞。

鮑姐第一次踏足無綫
首次拍無綫劇的鮑姐，笑指今次是

一生人第一次入無綫，終有機會踏足爸
爸（鮑方）工作了廿年的地方。鮑姐又
透露今次拍無綫劇是展鵬穿針引線。提
到展鵬與定欣的緋聞，鮑姐笑問是否宣
傳，覺得俊男美女合作，自然會給人幻
想空間，但讚二人頗合襯。

傳使出“古法媾女”式追定欣

陳展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胡定欣、陳展鵬、張國強、

吳家樂、林子善、梁舜燕、林穎

彤、黃嘉樂、陳山聰等《城寨英

雄》原班人馬再度合作拍無綫新

劇集《同盟》，9月29日一眾

演員出席新劇開鏡儀式，新劇更

加入鮑起靜演家族話事人。近日

有報道指張展鵬以“古法媾女”

方式追胡定欣，儀式上監製文偉

鴻將緋聞擺上枱講，問展鵬是什

麼樣的古法？展鵬笑稱：“我只

識古法中醫。”

我
只
識
古
法
中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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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陳柏宇為慶祝入
行十周年，將於11月26至
27 日在九展舉行“Jason
Chan The Players Live In
Concert 2016”演唱會。9
月29日的發佈會上，柏宇
由4名忍者抬出場，他便架
上墨鏡拿遊戲機大擺酷
酷造型。

柏宇預告在個唱上會
做回自己，不會秀肌肉，
希望大家不僅將焦點放在
其音樂上，也可以加深認
識他的個性，他表示：
“雖然不用節食減磅，但
會練體能，記得唱完一場
個唱回家後便沒力了，耗
用體能好大，（為何不選
擇較大場館演出？）這樣
都很好，可以做兩場，我
第一次舉辦兩場演唱會，
通常頭一晚偏緊張很難放
鬆，第二場的話便可以體

驗一下第二晚感受。”
柏宇透露女友會兩晚都來捧

場：“她會帶我家裡人和朋友來
看，嘉賓方面已邀請了兩位前輩級
歌手，有待確實後才能公佈。”問
到他會否在台上求婚，他肯定說：
“不會，因自拍拖到準備結婚都沒
有太多私隱，故不想全世界人目睹
我的求婚過程，就留點私人空間給
我們浪漫一下。”柏宇準備在外地
求婚，更已買下結婚戒指求婚，預
計明年結婚，他笑說：“女友說求
婚戒指好炫耀，沒此需要，（幫你
省錢？）是幫我們省錢，我有提議
一人求一次，已遭女友拒絕。”

■陳柏宇由4名忍者抬出場。

老公千字文火爆罵傳媒
杏兒撐是抒發個人感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前港姐冠軍陳法蓉
（Monica）、李姿敏、朱希敏與呂良偉等人9月28日
晚出席《微笑行動慈善籌款活動開幕禮》，早前在西
藏工作患有高山反應的Monica，表示身體已無大礙。
對於出席慈善籌款活動開幕禮。提到同屆港姐季軍梁
佩瑚在電視節目中指她違例拍攝周刊封面，事後又當
眾落淚扮委屈。Monica坦言是非比不上她的健康，而
且廿多年前的事已不記得太清楚，但也曾問過一位德

高望重的港姐保姆，對方也稱不記得有發生過這回
事。Monica表示梁佩瑚有透過一位前輩向她傳訊息表
達歉意，她說：“訊息都是她也是聽別人說，覺得麻
煩到我，跟我講對不起。”Monica稱與梁佩瑚來往不
多，見她找人聯絡自己也覺有誠意，說道：“為什麼
會有誤會？可能是以訛傳訛，但既然她道歉就告一段
落。”

至於同屆亞軍朱潔儀也大爆選美黑幕，差點被人

陷害是吸煙佳麗，Monica稱對方沒開名，講的事也沒
根據，所以沒必要為無中生有的事去回應。她說：
“年輕的時候也好，現在也好，我這個人好真，不會
跟人裝好友再講人壞話，這些事要問回她本人，不是
別人講就是真的，我只希望這些新聞過去，10月是我
生日，今年主題是‘未死得’，不會將這些事放在
心。”Monica又多謝好友蔡少芬出言力撐她，並指自
己有負面新聞時，就看到有很多朋友愛她。

指當年違例拍攝屬誤會 陳法蓉接受梁佩瑚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李思
穎）胡杏兒和老公李乘德被傳媒發現在
街吵架，其夫更拂袖而去，要老婆追回
來，就此報道，9月29日李乘德在社交
網上寫下千字文大罵傳媒，而杏兒在事
發後當日首度露面出席唇膏廣告，但當
提到其夫的千字言論時，她力撐老公只
是抒發個人感受。

胡杏兒9月29日晚出席化妝品牌活
動，有備而來的杏兒先向在場傳媒開腔
說：“我知你們要問什麼，我們沒有吵
架，從拍拖至結婚一直好開心，私人事
不想解釋太多，只要老公、朋友、家人
知道便足夠，我結婚這麼久，大家都送
了很多封面頭條給我們夫婦，我們都很
堅強面對，給人拍到都是小事。當日我
只是同老公講想吃爆米花，他叫我不舒
服不要吃而已，並沒有拂袖而去，作為

藝人的一舉一動給人偷拍也沒辦法。不
過有時傳媒所寫的，外間會信以為
真。”

莊思敏祝福胡定欣
隨即杏兒主動提起指她在《我和春

天有個約會》舞台劇被踢一事：“本身
是開心事，卻說我耍大牌，不過好多謝
製作公司發聲明幫我澄清，我都好替楊
怡開心接到這角色，希望他們演到一台
好戲，其實我最初合約也是簽做五場，
之後都要拍劇至明年。”

當說到其夫以千字文火爆罵傳媒
“垃圾”，杏兒可能太忙，未有關心老
公的罵人言論：“我沒看清楚，他都有
好多自己感覺想法，他是抒發個人感
情，傳媒都可以有自己角度去寫，每個
人都有自由，（你認同老公罵人？）我

沒看清楚，他應該不是說所有傳媒，是
指狗仔隊，因影響到他的私人生活，無
奈我又做這行，之前有報道寫他偷吃、
密會港姐，所以他有權宣洩不滿，（覺
得老公火爆？）不是，他是有原則和有
價值觀，最重要是大家互相尊重。”

說到有傳其老友胡定欣和陳展鵬拍
拖，杏兒謂：“是嗎？沒聽過，（他們
般配嗎？）很配，但要問清楚，不知是
不是真的，現階段好像不是哦。”

穿Deep V白色露背晚裝的莊思
敏，對於展鵬和定欣傳出暗交一個月，
她笑言跟展鵬曾合作拍劇，如出席宣傳
活動見到會問對方。至於會否問曾經傳
不和的定欣？她說：“我和她沒聊過
天，不會問，但都覺得他們很般配。不
過這行很少不配，亂擺在一起都般配，
如果是真的祝他們幸福快樂。”

■展鵬稱與定欣見面不會尷尬。
■大合照時，鮑姐坐正中央當眼處。

■杏兒有備而來回應傳媒。

■鮑姐透露今次拍無綫
劇是由展鵬穿針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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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
女星范冰冰日前出席第64
屆西班牙聖賽瓦斯蒂安國
際電影節，一舉靠電影
《我不是潘金蓮》奪下銀
貝殼影后殊榮。9月28日
晚冰冰偕同導演馮小剛在
北京出席慶功宴，冰冰拿
獎那一刻有媒體提及曾經
很多人對她取了“花瓶”
稱呼，對此，冰冰沒有生
氣，心平氣和說：“我現
在也是花瓶，不過是個拿
獎的花瓶。”她認為被人
說花瓶對女演員也是一種
肯定，別人愈說她不行，
她愈要證明自己。

冰冰男友李晨當晚亦
有到場祝捷。在影大合照
時，冰冰刻意捉李晨的
手按銀貝殼獎合照，被
傳媒發現二人手上的無名
指上都戴上同款戒指，令
人懷疑這對是否婚戒，不
過當事人則未有回應。

■李晨與范冰冰出席慶
功會。 新華社

事後展鵬受訪時否認與定欣拍拖，又
稱見面也不尷尬，證明《城寨英

雄》渲染力延續到《同盟》，大家都覺
得他們是一對。有指他為了保護戀情而
刻意與定欣保持距離？他笑說：“我性
格都怪怪的，要思考時會就會孤立自
己。” 他透露《同盟》已開了四五日
工，與定欣有親熱戲及埋身肉搏戲：
“我哋玩柔道，大家係專業演員唔怕接
觸到對方身體。”

定欣向展鵬“開綠燈”
定欣被問到與展鵬的緋聞時，反問

何謂古法追求？她指不覺展鵬追求自
己，之前被拍到結伴去睇鄭秀文演唱
會，是因大家都喜歡Sammi，不用開工
便結伴去看演唱會。定欣不諱言說作為
女仔都想有人追，但都要有矜持。問到
古法追求有無用？她說：“追我又唔使

天花龍鳳嘅，順其自然，（展鵬可有機
會？）任何人都有機會，最緊要睇緣
分。”

定欣謂現在要先拍好套劇，因今次
演女保鏢，角色比刁蘭更有難度。

被指是兩人“紅娘”的陳山聰剛笑
言要問二人取媒人利是，不過他又指知
道兩人拍拖不是事實，是因為《城寨英
雄》效應，定欣經常要黐車坐而傳出緋
聞。

鮑姐第一次踏足無綫
首次拍無綫劇的鮑姐，笑指今次是

一生人第一次入無綫，終有機會踏足爸
爸（鮑方）工作了廿年的地方。鮑姐又
透露今次拍無綫劇是展鵬穿針引線。提
到展鵬與定欣的緋聞，鮑姐笑問是否宣
傳，覺得俊男美女合作，自然會給人幻
想空間，但讚二人頗合襯。

傳使出“古法媾女”式追定欣

陳展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胡定欣、陳展鵬、張國強、

吳家樂、林子善、梁舜燕、林穎

彤、黃嘉樂、陳山聰等《城寨英

雄》原班人馬再度合作拍無綫新

劇集《同盟》，9月29日一眾

演員出席新劇開鏡儀式，新劇更

加入鮑起靜演家族話事人。近日

有報道指張展鵬以“古法媾女”

方式追胡定欣，儀式上監製文偉

鴻將緋聞擺上枱講，問展鵬是什

麼樣的古法？展鵬笑稱：“我只

識古法中醫。”

我
只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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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中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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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陳柏宇為慶祝入
行十周年，將於11月26至
27 日在九展舉行“Jason
Chan The Players Live In
Concert 2016”演唱會。9
月29日的發佈會上，柏宇
由4名忍者抬出場，他便架
上墨鏡拿遊戲機大擺酷
酷造型。

柏宇預告在個唱上會
做回自己，不會秀肌肉，
希望大家不僅將焦點放在
其音樂上，也可以加深認
識他的個性，他表示：
“雖然不用節食減磅，但
會練體能，記得唱完一場
個唱回家後便沒力了，耗
用體能好大，（為何不選
擇較大場館演出？）這樣
都很好，可以做兩場，我
第一次舉辦兩場演唱會，
通常頭一晚偏緊張很難放
鬆，第二場的話便可以體

驗一下第二晚感受。”
柏宇透露女友會兩晚都來捧

場：“她會帶我家裡人和朋友來
看，嘉賓方面已邀請了兩位前輩級
歌手，有待確實後才能公佈。”問
到他會否在台上求婚，他肯定說：
“不會，因自拍拖到準備結婚都沒
有太多私隱，故不想全世界人目睹
我的求婚過程，就留點私人空間給
我們浪漫一下。”柏宇準備在外地
求婚，更已買下結婚戒指求婚，預
計明年結婚，他笑說：“女友說求
婚戒指好炫耀，沒此需要，（幫你
省錢？）是幫我們省錢，我有提議
一人求一次，已遭女友拒絕。”

■陳柏宇由4名忍者抬出場。

老公千字文火爆罵傳媒
杏兒撐是抒發個人感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前港姐冠軍陳法蓉
（Monica）、李姿敏、朱希敏與呂良偉等人9月28日
晚出席《微笑行動慈善籌款活動開幕禮》，早前在西
藏工作患有高山反應的Monica，表示身體已無大礙。
對於出席慈善籌款活動開幕禮。提到同屆港姐季軍梁
佩瑚在電視節目中指她違例拍攝周刊封面，事後又當
眾落淚扮委屈。Monica坦言是非比不上她的健康，而
且廿多年前的事已不記得太清楚，但也曾問過一位德

高望重的港姐保姆，對方也稱不記得有發生過這回
事。Monica表示梁佩瑚有透過一位前輩向她傳訊息表
達歉意，她說：“訊息都是她也是聽別人說，覺得麻
煩到我，跟我講對不起。”Monica稱與梁佩瑚來往不
多，見她找人聯絡自己也覺有誠意，說道：“為什麼
會有誤會？可能是以訛傳訛，但既然她道歉就告一段
落。”

至於同屆亞軍朱潔儀也大爆選美黑幕，差點被人

陷害是吸煙佳麗，Monica稱對方沒開名，講的事也沒
根據，所以沒必要為無中生有的事去回應。她說：
“年輕的時候也好，現在也好，我這個人好真，不會
跟人裝好友再講人壞話，這些事要問回她本人，不是
別人講就是真的，我只希望這些新聞過去，10月是我
生日，今年主題是‘未死得’，不會將這些事放在
心。”Monica又多謝好友蔡少芬出言力撐她，並指自
己有負面新聞時，就看到有很多朋友愛她。

指當年違例拍攝屬誤會 陳法蓉接受梁佩瑚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李思
穎）胡杏兒和老公李乘德被傳媒發現在
街吵架，其夫更拂袖而去，要老婆追回
來，就此報道，9月29日李乘德在社交
網上寫下千字文大罵傳媒，而杏兒在事
發後當日首度露面出席唇膏廣告，但當
提到其夫的千字言論時，她力撐老公只
是抒發個人感受。

胡杏兒9月29日晚出席化妝品牌活
動，有備而來的杏兒先向在場傳媒開腔
說：“我知你們要問什麼，我們沒有吵
架，從拍拖至結婚一直好開心，私人事
不想解釋太多，只要老公、朋友、家人
知道便足夠，我結婚這麼久，大家都送
了很多封面頭條給我們夫婦，我們都很
堅強面對，給人拍到都是小事。當日我
只是同老公講想吃爆米花，他叫我不舒
服不要吃而已，並沒有拂袖而去，作為

藝人的一舉一動給人偷拍也沒辦法。不
過有時傳媒所寫的，外間會信以為
真。”

莊思敏祝福胡定欣
隨即杏兒主動提起指她在《我和春

天有個約會》舞台劇被踢一事：“本身
是開心事，卻說我耍大牌，不過好多謝
製作公司發聲明幫我澄清，我都好替楊
怡開心接到這角色，希望他們演到一台
好戲，其實我最初合約也是簽做五場，
之後都要拍劇至明年。”

當說到其夫以千字文火爆罵傳媒
“垃圾”，杏兒可能太忙，未有關心老
公的罵人言論：“我沒看清楚，他都有
好多自己感覺想法，他是抒發個人感
情，傳媒都可以有自己角度去寫，每個
人都有自由，（你認同老公罵人？）我

沒看清楚，他應該不是說所有傳媒，是
指狗仔隊，因影響到他的私人生活，無
奈我又做這行，之前有報道寫他偷吃、
密會港姐，所以他有權宣洩不滿，（覺
得老公火爆？）不是，他是有原則和有
價值觀，最重要是大家互相尊重。”

說到有傳其老友胡定欣和陳展鵬拍
拖，杏兒謂：“是嗎？沒聽過，（他們
般配嗎？）很配，但要問清楚，不知是
不是真的，現階段好像不是哦。”

穿Deep V白色露背晚裝的莊思
敏，對於展鵬和定欣傳出暗交一個月，
她笑言跟展鵬曾合作拍劇，如出席宣傳
活動見到會問對方。至於會否問曾經傳
不和的定欣？她說：“我和她沒聊過
天，不會問，但都覺得他們很般配。不
過這行很少不配，亂擺在一起都般配，
如果是真的祝他們幸福快樂。”

■展鵬稱與定欣見面不會尷尬。
■大合照時，鮑姐坐正中央當眼處。

■杏兒有備而來回應傳媒。

■鮑姐透露今次拍無綫
劇是由展鵬穿針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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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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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若瑄和攝影師姊夫蘇益良，到《TVBS看
板人物》接受方念華的訪問，一聊她的人生。
徐若瑄原篤定此生不會結婚，最後被李雲峰打
動，關鍵點在於李雲峰能給她安定跟安全感。
對於幸福的定義，徐若瑄覺得 「幸福不等於錦
衣玉食」，她覺得這是價值觀，如同她的綽號
「鋼鐵 V」，她說他們家的觀念一直就是 「怕

什麼，有什麼關係，大不了我們一無所有！我
們從小就是一無所有來到這世上！」

方念華好奇李雲峰當初是如何感動她，讓
她點頭下嫁？徐若瑄說兩人認識的第一年，朋
友共同幫李雲峰慶生，他突然接到電話，說是
女兒發燒了，李雲峰立刻拋下朋友回去看女兒

，讓徐若瑄超級感動： 「原來父女是可以有這
樣子的感覺！」徐若瑄邊說邊流淚， 「這個男
人跟我一樣超顧家，跟家裡關係很close，我看
到他幫女兒吹頭髮，我嚇一跳！這世上可以有
這種愛。」

嫁到新加坡，徐若瑄竟遇上語言問題，但
光買菜就遇到困難，不但遇到的菜不認得，更
別說還要講英文。姊夫蘇益良說，徐若瑄很膽
大，有次他發現徐若瑄跟外國人暢聊，但靠近
仔細一聽，其實她就是膽子大，什麼英文都可
以兜在一起講！徐若瑄笑說，她的聊天三法寶
就是： 「Oh my god！Really！Amazing！」這三
句一直交叉循環用就好！

困境更展韌性 徐若瑄：我們本來就是一無所有

六月主持《2分之一強》2年多
，因懷上第二胎Shinny，7月初開始
請假待產，原計畫近期復工，怎知
竟接到電視台通知丟了主持棒，她
29 日在臉書公布 「我不會再回《2
分之一強》嘍」，看似心情堅強，
其實她難過得淚流不止，仍得祝福
節目繼續下去，令人不捨。

六月在預產期前兩周開始休假
待產，預計坐月子45天後回節目主
持，期間由小禎、朱芯儀、花花、
連靜雯等人替她代班與梁赫群一起
主持。她應該月中就該接回主持棒
，但卻遲遲未見她進棚，原來電視
台以 「目前收視穩定」、 「無法幫
忙拿節目置入商品」兩大原因決定
換人，加上合約也到期了，讓她相
當錯愕。

對此，東森回應尊重六月說法
，也指出： 「節目型態調整，六月
活動較多時間比較難配合。」其實
六月相當重視這個節目，六月經紀
人表示，過去曾為《2 分之一強》
推掉不少工作，也包括主持機會，
拍戲時也一定跟劇組要求每周四得
讓六月進棚錄影， 「我們很多工作
都是以《2分之一強》為優先」。

但電視台礙於商業考量必須找
置入廠商為節目開源，六月因身上也有代言合
約，無法配合做置入，經紀人說： 「電視臺有
他們的考量，但我們也有原則跟堅持，我們也
希望藝人拿著的商品都要是使用過一段時間，
真的研究過，真心推薦的，但在節目上我們也
盡量配合搭腔，這部分無法達成共識，謝謝過

去廠商的體諒。」
面對難過的六月，經紀人也鼓勵她多正面

思考，還自我反省也許還有進步空間， 「會更
努力成為更好更無可取代的人，謝謝《2分之一
強》讓更多觀眾看到六月主持的能力，未來還
有很多機會。」也希望跟合作單位好聚好散。

坐完月子丟主持棒
六月淚崩自省：表現不夠好

藝人大小S、范瑋琪（范范）、柳翰雅等人
在演藝圈組成S幫，隨著成員年齡增長，也紛紛
進入家庭當媽生子，日前小S曾在節目抱怨被范
范冷落，引發討論後，小S貼合照解釋： 「范范
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昨(28日)范范分享開
唱照片，惹來一直很關心她的小S直言 「再說要
減肥就賞巴掌」，真性情友誼笑翻網友。

范范昨晚分享開唱時照片，感謝粉絲支持
，照片中的范范穿著藍白色洋裝，單薄纖細身
材與產前無異，鎖骨與肩膀骨頭也因消瘦看來
相當突出，引小S回應： 「你再給我說你要減肥
，我就賞你兩巴掌」，網友也湊熱鬧說： 「相
愛相殺的節奏」、 「可以，這很小S」、 「太瘦
了看起來不健康」。

相愛相殺 小S嗆范范：再減肥就賞巴掌

藝人黃嘉千和
夏克立婚後生下混
血女兒夏天，去年
一 家 三 口 因 參 加
《爸爸去哪兒3》人
氣暴漲，今（29 日
）夫妻倆舉辦新書
《因為愛，陪妳做
公主》記者會，談
到有沒有生第二胎
的打算，夏克立首
次說出老婆4年前曾
流產的消息。

黃嘉千和夏克
立今在記者會分享
中西合併的教育理
念，對於教出貼心
的女兒，兩人很是
驕傲，不過話鋒一轉，記者問到是否想替夏天
添弟妹時，現場頓時氣氛凝結，夏克立表示曾
努力生第二個，也看過醫生，但生不出來，無
奈說： 「想想夏天真是可憐，但還是對不起她
，年紀大生不出來也沒法」，隨後更坦言：
「大概4年前有...但是流掉了」，而黃嘉千在一

旁想起此段過往也不禁紅了眼眶。
最後他們仍敬業地轉換情緒，聊到教育方

式，透露小孩難免會哭鬧，但要讓孩子了解不
是哭鬧就能解決事情，且做錯事就會被罰，像
夏天只要聽到 「罰站」就會哭，因認為這是件
丟臉的事，夏克立便機會教育她 「如果覺得丟
臉，就不要做壞事。」

淚憶4年前夏克立爆黃嘉千曾流產
第51屆廣播金鐘獎將於10月1日本週六

舉行，主持人林書煒與侯昌明29日合體為典
禮定裝，2人見面互相鬥嘴默契十足，林書
煒以一襲性感白紗露背裝現身，侯昌明當場
將她新娘抱，卻讓她感嘆： 「這這是我人生
第一次被新娘抱，以前結婚老公蔡詩萍都沒
有抱我。」

侯昌明滿頭大汗表示： 「不是你重，是
我身體虛。」林書煒為了典禮下定決心減肥
，願望是瘦身3公斤，目前已經減了2.5公斤
，離目標46公斤只差最後一哩路，她自我打
氣： 「最後3天要衝刺繼續，每天吃水煮餐
。」

侯昌明在旁答腔說自己也有想過要減肥
，但僅節食2天的他覺得效果不彰， 「照照
鏡子沒瘦就放棄」，但目前仍維持每周跑步
2天、一次跑50分鐘的課程，林書煒對自己
身材相當有自信，被拱禮服可以開到深V，
這回夫妻倆將共同角逐獎項，她直呼： 「若
得獎一定要叫老公新娘抱我，不然他身體練
那麼壯，英雄無用武之地。」

林書煒為侯昌明獻出第一次


	C-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