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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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52-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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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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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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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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休斯頓古董拍賣行10月8日秋拍部分拍品
（本報記者黃梅子）休斯敦古董拍賣行大型春拍將於10月8日周六上午10點舉行，歡迎藏家將古董送來拍賣，也歡迎買家

參加拍賣。
詳情請電：713-936-2265；832-251-6666；
網站：www.houstonantiqueauction.com；
公司地址：9931 Harwin Dr., Houston TX 77036

清康熙藍釉花瓶一對

清乾隆粉彩八仙蓋碗 雞血石印章三枚

清乾隆粉彩花瓶一對

清白玉蓋盒 明真武大帝銅像 銅鎏金佛像

（本報記者施雪妮）位於王朝商場內的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Fast
Easy Mortgage），門臉不大，招牌也不是很顯眼，但生意紅火。駿傑
貸款和保險公司依靠自己的勤勞和知識，熱情地為客戶提供專業服務，
幫助無數人實現了購房的夢想，同時也獲得了大家的贊譽和認可，在同
行中脫穎而出。

安居樂業，這是中國人常說的。所以房子以及家對中國人來說，是
奔向小康的第一步。但是房價永遠是收入的很多倍，要想盡早擁有自己
住房，只能依靠貸款了。這也是通過將房子抵押給金融機構而獲得在金
融機構借款買房的一種機會。如果買房子貸款，就要找個資深的貸款經
紀人及誠實的貸款公司。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代理多家銀行，他們根
據你個人的實際情況，幫助你申請到最低的利率。他們親切的服務人員
將為你提供免費咨詢服務， 並且保證幫你拿到全市最低的利率。負責人
陳敏妮及徐秀桃表示，很多人不能貸到款都是因為資料不全，信用和收
入都不夠。以她倆多年豐富的經驗，會正確指導你 提前做好准備，幫助
你節省金錢，申請到最好的利率！

房屋貸款有多種不同特性及特色，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能為您靈活
地量身訂造最切合您需要的房屋貸款。她們的貸款計劃，可以幫助你申
請到3%的低首期房屋貸款，淨值套現貸款。還可以做不查收入， 不查
銀行存款的貸款。無信用，無收入，外國人貸款都可以一次辦得到！可

以為客戶提供銀行貸款保證信！貸不到款，不收費用！
房屋作為私有不動產，花費了絕大數人的精力、物力和財力，亦承

載了不少家庭的夢想。人們都說有家才有希望，而房子在其中充當的就
是載體的角色，為愛遮風擋雨。我們都希望能夠生活的安心舒適，但意
外總是無處不在，為了賦予房子以保障，購買房屋保險是一個好的保障
手段。正如陳敏妮及徐秀桃介紹所說，房地產雖然風險較少，但並不是
毫無風險。因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造成房屋毀損的可能性隨時都存在。
一旦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那將會給房屋所有者帶來經濟損失甚至
人員傷亡。因此，為了盡量規避風險、減少經濟損失，購買房地產保險
就很有必要。

房屋保護無兒戲。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一切都
是為了找到最適合您的保險。她們會根據需要，篩選出滿足您特定需求
的保險，既保費低，而且承保範圍不會多、不會少，恰到好處。

除了住宅和商業房產貸款和保險外，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還代理多
家保險公司業務，精辦汽車保險、商業保險、健康醫療保險和人壽保險
，IRA和年金等退休計劃。。精通國、英、粵語。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
正在發展和擴充業務，歡迎有意在銀行發展的人仕加盟，並提供如何考
取貸款及保險牌照資料。

有關貸款和保險事項，歡迎致電陳敏妮：832-677-3188 minnie.

fasteasy@hotmail.com 或 徐 秀 桃 ： 832-535-8860 yvonnest-
chee@gmail.com 或親臨公司,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在王朝廣場內，永華酒家對面。

美國出生小孩回國鑒證辦理事宜
（百泰旅游供稿）美國出生的小孩第一次回國，

到底應該是簽旅行證還是簽證，是困惑很多華人父母
的事情。百泰旅游就這類問題歸納出兩種辦理方法，
為有這類問題的家長提供方便。

1.探親類Q2簽證（10年有效，最多可以入境駐留
180天）

符合的申辦人條件：
1. 如果小孩出生前父母雙方都為綠卡或者為美國公
民，那麼只符合辦理簽證的條件。
2. 如果小孩已經在美國連續停留一年半以上，那麼
不管父母是什麼身份，都需要辦理探親類簽證才可以
。
3. 已經辦理了旅行證的小孩，如果想要續簽，必須
長期在中國居留，如果實際上長期在美國居住，也需
要改為探親類簽證才可以。

材料要求
1.打印的簽證表+護照類照片1張
2.美國護照原件+復印件
4.出生紙復印件1份
5.父母雙方的護照及綠卡復印件
6.國內邀請人的身份證正反面復印件
7.邀請函1份，需打印出來簽字
2.旅行證 （單次有效，入境後可以停留2年）

1.小孩父母至少一方是中國
公民

2.小孩父母在小孩出生前至
少一方沒有美國綠卡（小孩出生
前父母為美國公民的只能辦理簽
證）

3.小孩已經持有旅行證並長
期在中國居留或寄養 （出入境的
海關記錄即可證明）

材料要求
1.旅行證申請表+護照類照

片4張
2.美國護照原件+復印件1份
3. 出生紙原件+復印件1份
4.小孩父母在美國的合法身份證明文件原件+復印

件
5.父母雙方的護照+綠卡復印件
6.如果一方為中國公民，需提供美國VISA 頁復印

件
總之，對於持簽證回國的美籍人，可以申請到在

中國最多為180天的探親簽證，如果還想更久停留，
那麼可以在到達中國後，到當地的公安機關申請長期
居留證，依據各地政策不同最多可以長達5年。

對於持旅行證回國的美籍人士，持旅行證可以最多可
在在中國單次停留2年，逾期也需申請居留證。

目前，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對於旅行證的申辦要
求必須本人親自辦理，沒有郵寄和代辦服務。 但是旅
游或者探親類簽證，不必要求本人親自到中領館辦理
，可以找他人或者中介代辦。

友情提示，中國駐休斯頓領館沒有停車場，領館
規定的停車地點在馬路對過的酒店，很多人為了圖方
便把車趴到領館周圍的路邊，許多人因為違規停車吃
到罰單或者車被拖走，荷包受損。 如果您需要代辦服
務 ， 歡 迎 聯 系 休 斯 頓 百 泰 旅 行 社 ， 簽 證 熱
線-713-988-1883 。

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經紀人。

房貸、各類保險，找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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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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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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40周，蒂姆·波頓
奇幻大作《佩小姐的奇幻城堡》
海外勁收3660萬, 韓國520萬、
俄羅斯460萬、墨西哥380萬、
澳大利亞310、菲律賓170萬開畫
；同市場表現都優於《納尼亞傳

奇3》和《魔境仙蹤 》1.1億的成
本看來是要靠海外市場來回本了
。

上周末全球票房榜中，四部
國慶檔的華語片進入榜單。話題
明星雲集的 《從妳的全世界路過
》片方聰明地提前壹天上映，四
天收入 4460 萬；真人 CG 電影
《爵跡》進賬2920萬，沒有之前
《小時代》系列的首周強勢，表
現也低於預期，當日已被《湄公
河》反超；《湄公河行動》憑借
出色的口碑，走勢也開始逆襲。3
天收入2380萬; 王晶喜劇新作
《王牌逗王牌》沒有延續春節檔
《澳門風雲 3》的好運，僅收
1512萬走勢也開始崩盤。

《深海浩劫》海外僅進賬
1240萬，獅門影業繼搖錢樹去年
饑餓遊戲系列完結後，今年表現
可謂慘不忍睹。“YA 繼承者”
《分歧者3》票房大幅縮水，電影
上映計劃都遭砍 下放至電視電影

。 《神戰：權力之眼》更是血本
無歸，高達1.4的億成本換來只有
1.5億全球票房，《驚天魔盜團2
》則憑借中國市場的成功續命，
《超腦48小時》《布萊爾女巫》
《機械師2》北美都是只有2000
萬的水平。獅門為《深海浩劫》
砸出了1.5億的預算，據deadline
報道，影片在路易斯安那州退稅
3770萬，實際成本在1.2億左右
。《豪勇七蛟龍》在68個市場入
賬1480萬，難改西部片海外票房
萎靡頹勢。澳大利亞280萬開局
；法國190萬開局；英國兩周累
計570萬；德國次周跌幅5%，累
計290萬；全球票房累計1.08億
。

《逗鳥外傳》海外再收1460
萬：中國內地兩周累計840萬；
西班牙160萬開局；墨西哥次周
下跌37%，兩周累計480萬；澳
大利亞次周下跌41%，兩周累計
360萬。

《BJ的孩子》在老家英國繼
續強勢，連續三周第壹 再收670
萬，累計4110萬。韓國210萬開
畫，海外票房已逼近1億，全球
票房已達1.2億。

《海底總動員2》海外遊進
最後目的地——德國、瑞士、奧
地利，海外入賬 1360 萬。德國
850萬驚艷開局，創本年度最高
開畫首周票房；影片在意大利連
續三周排名票房榜第壹，累計
1480萬；影片海外票房順利突
破5億大關，全球票房累計已達
9.85億。

這壹票房數字超越《卑鄙的
我2》9.71億的成績，位居全球
票房第五高的動畫電影，破十億
指日可待。其他電影方面:《愛寵
大機密》海外繼續再收690萬，
全球累計票房高達8.33億；暑期
檔黑馬喜劇《壞媽媽》全球票房
已破1.7億；《薩利機長》北美破
億，全球票房累計1.51億。

《佩小姐的奇幻城堡》全球票房奪冠
《爵跡》《全世界》等四部國慶檔華語片進榜

即將於10月10日上映的好萊塢史詩電影《賓虛》於今
日發布了全新中文角色海報，猶太王子賓虛和妻子艾斯特、
靈魂導師伊底亞姆酋長，以及與之相愛相殺的羅馬戰士、曾
經的好兄弟米撒拉壹壹亮相，海報上粗糙的顆粒感配合著冷
色調，傳達出古羅馬的歷史厚重感和冷兵器時代殘酷戰爭的
經典回歸。

影片中，傑克·休斯頓飾演的男主角賓虛從壹個俊俏迷
人、風度翩翩的猶太王子，經歷了無限痛苦後頹喪挫敗。經
過多年在戰艦上被奴役的生活後，他更加強壯，心腸也變得
鐵石心腸。他知道唯壹能讓自己活下去的方法就是不斷想著
如何去復仇，而這也是支撐著他重回故鄉的唯壹動力。他的
妻子艾斯特是賓虛兒時的玩伴，由《危情三日》女星納贊
寧·波妮阿蒂扮演，身為猶太人的她既是信仰的虔誠擁護者
，也是賓虛壹家人愛的守護者。

好萊塢黃金戲骨摩根·弗裏曼在片中飾演伊底亞姆酋長
，在賓虛逃離致命的奴隸船之後，伊底亞姆成為他的救命恩
人和靈魂導師，教導他駕馭戰馬車的技術，引領他重回戰場
，在情感上也從復仇到寬恕並最終得以釋懷。

而電影中另壹個關鍵角色——為了羅馬帝國而背叛賓虛
的兄弟米撒拉，是由《魔獸》中杜隆坦的扮演者托比·凱貝
爾詮釋，這個角色黑暗又矛盾：他愛賓虛，但卻又因為身份
和自尊做出了對所愛之人極其殘酷、無法挽回的事情。托
比·凱貝爾曾表示：“這部電影的重頭戲不只是戰馬車比賽
，還有兄弟之情、家庭的重要性，賓虛與米撒拉這兩個角色
是共生的，他們彼此愛恨交織。我們要詮釋出這壹對仇敵之
間的兄弟情誼，是很大的挑戰。但如果平衡拿捏得不好，就
會失去那壹種獨特的沖突感，電影也沒了驅動力。”

2016新版《賓虛》由提莫·貝克曼貝托夫執導、基斯·
克拉克編劇，將於10月 10日在中國內地以2D/3D/IMAX
3D和中國巨幕3D制式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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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加勒比海盜5》劇照新鮮出爐
萬眾期待的迪士尼大作《加勒

比海盜5》繼昨晚重磅首曝正式海
報和先導預告片後，緊接著就在今
天趁熱打鐵放出首批劇照。劇照展
現了先導預告片中亨利（布蘭頓·
思懷茲 飾）和薩拉查船長（哈維
爾·巴登 飾）的戲份。薩拉查用劍
挑起傑克船長（約翰尼·德普 飾）
的通緝令，逼近並要求亨利替他找
到傑克船長。

薩拉查在預告和劇照中都是主
導人物，他的妝容非常古怪奇異，
特效技術讓他的頭發看起來像是在
水下飄浮壹下，至少從特效的角度
來說，該片是很有看頭的。薩拉查
是壹個幽靈海盜，他被困在魔鬼三
角裏，從那裏逃出來後，他要報復

他的敵人傑克船長。幽靈海盜的概
念源自2003年的《加勒比海盜：
黑珍珠號的詛咒》。

實際上，《加勒比海盜5》去
年7月就殺青了，但此前壹張官方
劇照都沒有曝光，迪士尼對該片異
常保密。這對於像《加勒比海盜5
》這樣的大項目來說很不尋常，昨
日的首款先導預告片和今天的首批
劇照延續了這種保密原則，都沒有
出現頭號主角傑克船長的真身。

《加勒比海盜5》由挪威導演
喬阿吉姆·羅恩尼和艾斯彭·山德伯
格執導，主演還包括卡雅·斯考達
裏奧、奧蘭多·布魯姆、傑弗裏·拉
什等。影片將於2017年5月26日
北美上映。

《海洋奇緣》曝全新電視宣傳片

莫亞娜展現武力
小豬Pua實力賣萌

迪士尼出品的冒險動畫《海洋奇緣》今日曝光全新電視宣
傳片，來自大洋洲的部落公主莫亞娜和半神毛伊攜手遠征神秘
大洋，探索未知、對抗怪獸，在驚心動魄又妙趣橫生的冒險中
找尋自我。此次曝光的新鏡頭中莫亞娜嘴叼著小雞嘿嘿手握船
槳騰空飛起，仿佛正在躲避危險。而萌萌噠小豬Pua則叼著樹
葉，賣萌功力不淺。莫亞娜與半神毛伊壹邊拌嘴壹邊冒險，笑
點與動作戲皆有，這位迪士尼公主倒有點剛強的女漢子氣。
《海洋奇緣》創作
班底強大，道恩·
強森（《速度與激
情7》）為毛伊配
音，來自夏威夷的
年輕新秀奧麗依·
卡拉瓦霍為莫亞娜
獻聲。兩位導演羅
恩·克萊蒙茲、約
翰·馬斯克曾創作
《小美人魚》、
《阿拉丁》及《公
主與青蛙》等迪士
尼經典。影片定於
11月 23日北美公
映，中國內地有望
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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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詩日本凱林賽封后

2日晚，國足全體隊員從武漢抵達西安。由於飛行時間較短，身着西裝前往下榻酒店的國家隊
成員們並沒有顯得太過疲憊，不過，此戰的壓力也
讓不少球員面色凝重。明晚比賽對國足來說雖遠未
到「生死戰」的境地，但如果無法在主場拿下小組
中實力較弱的敘利亞隊，之後的比賽無疑將更加艱
難。

在9月先後與韓國和伊朗隊交鋒過後，國足雖
然僅獲得一平一負，但拚勁和士氣相比以往有很大
改觀。此番再次出征軍心方面自然不必說，然而不
得不看到，由於年初開打的俱樂部賽事已接近尾
聲，在傷病和疲勞的作用下，國足隊中大部分球員
都處於狀態低潮。主教練高洪波也提到，調整出隊
員最佳狀態和最佳組合是球隊的當務之急。

惡戰當前，狀態堪憂，這是此次國家隊把集訓
放在武漢而不是比賽地西安的原因：一是讓前段時
間受到質疑的陝西省體育場草皮盡快得到維護，避
免球員受傷；二是能讓球員盡量遠離壓力，調整狀
態。

四後衛有望再建防線
在之前的兩輪12強賽上，主帥高洪波的戰術

調整讓人們看到他的魄力。面對小組中最強的兩大
敵手，高洪波祭出國足近年來很少採取的532陣

形，並在與伊朗隊的比賽中啟用小將張玉寧。這些
舉措可以說是主教練吸取了今年歐錦賽上弱隊的經
驗，即放棄控球、做活邊路、積極跑動、伺機反
擊。不過，對陣實力遠遜韓、伊的敘利亞隊，需要
拿分的國足很可能回到四後衛，以換取更強的中場
控制力。

此次出征世預賽大名單中，鄭智、于大寶等人
落選而杜威、楊旭進入集訓。重新招入杜威，足見
高洪波對於球隊防守並不滿意，急需老將坐鎮。此
外，在聯賽中受傷的李學鵬不一定能夠趕在本場賽
前復出，由於他在前兩場比賽都處在532陣形中三
名中衛的左側，如今名單中更加缺少合適的替補。

從國足在武漢和西安的訓練中，記者發現四後
衛有望重新成為國足的防線配搭。回歸442或是
4231陣形並不難理解，至少這能令吳曦、蒿俊閔等
中場球員回到更熟悉的位置上。同時，楊旭的入選
也意味着球隊在武磊、張玉寧、郜林的常規配置之
外，擁有了利用身體優勢打衝吊強攻的調整餘地。

■新華社

中國網球公開賽，4日繼續在北京國家網球
中心進行。男單2號種子、西班牙天王拿度狀態
出色，以6：1、6：1直落兩盤擊敗意大利老將洛
倫茲，順利挺進第二輪。不過，中國金花方面，
則喜憂參半，王雅繁不敵科維托娃無緣女單16
強，張帥強勢晉級。

拿度是ATP500系列賽之中國網球公開賽男
單賽事首位登場的重量級選手，本賽季雖受傷病
困擾，但仍處頂尖球手行列。4日面對意大利球
手洛倫茲，首盤迅速進入狀態，並於第二局成功
打破對手發球局，取得2：0的領先優勢。其後，
拿度連救兩個破發點後於第六局再度破發，以
6：1輕鬆拿首盤。

次盤，拿度繼續掌控大局，分別於第3局及
第5局再次兩度破發，以6：1再勝，最終以總盤
數2：0淘汰對手晉級。

至於中國金花方面，在WTA皇冠級中國網
球公開賽女單比賽中有喜有悲。悲的是小將王雅
繁以4：6、1：6不敵賽會14號種子、捷克名將基
維杜娃，無緣16強。她在賽後接受採訪時表示，
從今次比賽看到了自己和頂尖選手間的差距：

「她們在關鍵分上更謹慎、更敢去打。我自己處
理關鍵分的時候還是很不穩定，有時候就會把速
度放慢，不會像她們一樣越到關鍵的時候進攻得
越強勢。」

王雅繁在今次中網贏得兩場資格賽和一場正
賽勝利，收穫很多信心：「她們都是前100的選
手，以後再面對這些選手的時候會更有自信。」

至於另一金花、中國女單「一姐」張帥則繼
續強勢，以6：3、4：6、7：6（4）淘汰外圍賽球手
瑞斯克躋身16強。 ■陳曉莉

拿度輕鬆晉級
中國金花喜憂參半

「牛下女車神」李慧詩4日在
日本女子凱林賽新潟彌彥站決
賽，力壓里約奧運爭先賽銅牌得
主、英國的Katy Marchant，奪得
里奧後首個冠軍。

身穿紅色戰衣的李慧詩
（Sarah）在4日的比賽一直留守
在第4位，直至最後一圈才開始加
速，並實現超越。雖然 Katy
Marchant試圖力追，但始終無法
扭轉敗局。最終Sarah以超過半個
車身的優勢勝出，奪得首站日本
女子凱林賽冠軍。佔有主場之利
的日本車手中川諒子獲得季軍。

賽後，Sarah在接受大會主持
訪問時，以日語向在場的車迷致
謝：「在這三天的比賽，我很開
心可以看到一眾日本車迷，很愛
你們，希望下次可以再看到你
們。下一站在防府的比賽，我絕
對會繼續爭取勝利。」她還表
示，比賽時她一直耐心等候，然
後 跟 隨 主 要 對 手 英 國 Katy
Marchant突圍，最終勝出賽事。

在彌彥站封后後，Sarah將於
10月15日出征山口縣防府站，繼
續其4站的日本女子凱林賽之旅。

■記者 陳曉莉

俄羅斯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決賽階

段（12強賽）重燃戰火，中國隊將在陝

西西安迎戰敘利亞隊。此戰對於前兩輪

僅積1分的國足來說至關重要，比賽結

果將很大程度影響球隊衝擊2018年世界

盃的命運。面對神秘的西亞球隊敘利

亞，以「哀兵」姿態出征的國足唯有拚

字當頭。

■武磊（右）和蒿俊閔進行射門訓練。 新華社

■香港足球隊4日晨啟程前赴柬
埔寨準備友賽。 足總圖片

■王雅繁次輪出局，
無緣16強。 美聯社

■拿度（右）為中國
小球迷簽名。 路透社

■李慧詩（右）接受大會
主持訪問。 電視截圖

■Sarah後來居上奪冠。
資料圖片

■郜林（右）
接受內地傳媒
訪問。微博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足球代
表隊4日晨啟程飛赴柬埔寨首府金邊，準備在當
地奧林匹克國家運動場迎戰柬埔寨國家隊。

主場的柬埔寨月前在國際賽中分別戰勝中華
台北及新加坡，雄心壯志下以超越香港隊為目
標。當地足總主辦這場國際賽，可謂旺丁又旺
財，門票收益高達四億柬埔寨𠼱𠼱。當晚，作客的
香港隊要面對的不只是實力接近的對手，更要面
對所未見的50,000人為主隊打氣的氣場。

香港足球隊此役及未來一周主場對新加坡

的兩場國際友賽，是為了下月6日於香港舉辦的
東亞盃外圍賽點卒練兵。教練金判坤（Kim
Sir）稱，今場比賽並非是下月東亞盃的最後名
單，下仗對新加坡仍會留意眾將表現，「我對
本土球員或入籍球員一視同仁，絕不厚此薄
彼。

作為球員必須為港隊百分百拚搏，表現不
好的，我不可能徵召他們。」Kim Sir寄語眾球
員必須「為港打拚」，才能爭得代表香港的一
個席位。

戰柬埔寨 Kim Sir促球員為港打拚

世外賽迎西亞神秘之師

國足哀兵上陣
拚字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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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中國

蟹蟹妳的愛！ 就要從頭到腳的享受它每一口的滋味

吃蟹的季节不能免俗的要谈

及“蟹”这个话题，但我还是有

些私心的。

对于蟹这东西，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都没关系，只要能吃到

就有莫大的满足。做不了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那就做个常常吃螃

蟹的人。这是信念。

有的时候喜欢打上幌子去吃

蟹，狐朋狗友一群人，别管吃什

么，都聒噪的很，只有在蟹上桌

的一瞬间，安静到爆，众目睽睽

下，我们的目光就已经把蟹扒的

精光了，尤其是这个季节，目光

如电。

谁是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

相传，在很久以前的大禹时

期，江南地区的江河湖泊中有一

种双螯八足，形状凶恶的甲壳

虫。不仅偷吃稻谷，还会用螯伤

人，大家都叫它为“夹人虫”。

之后，大禹到江南治水，派

了一位壮士巴解督工，结果由于

夹人虫的骚扰，工期很慢。巴解

想出一法，在城边掘条围沟，围

沟里灌进沸水。夹人虫过来，就

此纷纷跌入沟里烫死。烫死的夹

人虫浑身通红，发出一股引人的

鲜美香味。

巴解好奇地把甲壳掰开来，

一闻香味更浓。便大着胆子咬一

口，谁知味道鲜透，比什么东西

都好吃，于是被人畏的害虫一下

成了家喻户晓的美食。

大家为了感激敢为天下先的

巴解，用解字下面加个虫字，称

夹人虫为“蟹”，意思是巴解征

服夹人虫，是为天下第一食蟹人

也。

对于他这种第一个吃蟹的

人，只能佩服的五体投地，想象

一下，小时候第一次看到螃蟹的

时候，吓哭了呢，别说上嘴去吃

了！啧啧！

中国人吃蟹的话都是比较讲

究的，食湖胜于食海，湖蟹的滋

味一直是所有螃蟹之冠，所以秋

季湖蟹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食材。

趁着这个秋蟹肥的时节，找找哪

些蟹能入了你的肚！

阳澄湖大闸蟹

自古以来，阳澄湖大闸蟹即

令无数食客为之倾倒。章太炎夫

人汤国黎女士有诗曰：“不是阳

澄蟹味好，此生何必住苏州！”

南湖蟹

此蟹产于浙江省的杭、嘉、

湖水网地带，素以个体肥大，肉

质鲜美而著称。这里的湖蟹，过

去都是靠自然繁殖，每年到汛期

才捕捉上市，现在也有人工养殖

的品种了，依然滋味十足。

莱州大蟹

此蟹是掖县的著名特产。山

东莱州大蟹的背面有 3个隆起部

分，前侧缘各有 9个锯齿，最后

一齿特别长，形似梭子，故俗称

“三疣梭子蟹”。雌蟹最大的重

达 0.75公斤。雌蟹的卵块，雄蟹

的脂膏，螯里雪白粉嫩的肌肉以

及大蟹后腿上的肉，吃起来更是

鲜美可口。

潮汕膏蟹

此蟹即潮汕膏蟹，学名叫锯

缘青蟹，为广东潮汕的著名海

产。膏蟹就是卵巢最丰满的雌

蟹；已受精但卵巢不太饱满的雌

蟹称“母”：略微饱满的叫“花

蟹”；而雄蟹只供炒用，与未受

精的母蟹统称“肉蟹”。养殖好

的膏蟹，腿粗肉满，膏满脂丰，

清蒸之后，鲜美异常。

中庄醉蟹

此蟹为江苏兴化县的传统名

产，历史悠久。因最早制作此蟹

而又做得最好的为兴化县中堡庄

一带，故人称“中庄醉蟹”。这

种醉蟹，色如鲜蟹，放在盘中，

栩栩如生；当地民间制作醉蟹的

方法很多，一般专业化生产多采

取封缸浸泡法，要经选料、浸

养、干放、去绒毛、灌料、封缸、

装坛、封口等工序。人称“不见

庐山空负目”，又说“不食醉蟹

空负腹”。

芷寮蟹

此蟹产于广东吴川县吴扬乡

芷寮村，为蟹中上品。芷寮蟹之

所以有名，主要是因为这种螃蟹

的肉质极其鲜美，并有特有的

“顶角膏”。秋后之蟹，不但长

得肥大，硬壳底下还会长出一层

软壳，不但蟹肉蟹黄味美可口，

那层软壳更脍炙入口，令人百吃

不厌。

其实也许我怎么介绍，最后

你还是选择了大闸蟹来吃，但也

至少会多点儿选择吧。

别说歪国仁儿不会吃蟹

歪国仁儿吃蟹吗

歪国仁儿虽然不怎么吃蟹，

但怎么说也算是他们的顶级海鲜

选择了，可见吃蟹对他们来说，

确 实 非 （bu） 常 （jing） 奢

（chang）侈（chi），那鲍参翅

肚什么的他们就更吃不习惯了。

因此，想方设法的吃到美味的蟹

，也是他们最关心的。

日本：清汤涮花蟹

北海道根室花蟹，是当地人

最热衷的蟹类。正值花蟹捕捞旺

季，前往北海道的朋友都可到根

室渔场一品花蟹的美味。花蟹的

外壳坚硬无比，一定要用大剪刀

才能剥开外壳。肉质肥、蟹油

多，一般人吃一只整蟹就饱，但

回味的时间却很长。

日本人吃花蟹，常常会支

起一个大锅，剥开蟹脚，放在

清汤里一煮，不沾调料，品味

花蟹的原汁原味。再盛一碗清

汤，微微吹气，鲜香四溢，用

舀一勺放在嘴里，仿佛能感受

到海的味道。

法国：起司焗蟹

法国并不产蟹，英国和爱

尔兰是其鲜活螃蟹的主要供应

商，褐蟹和蜘蛛蟹是法国主要

进口的两大蟹类，体格庞大、

肉质肥美。在法国海鲜市场，

常能见到真空包装的冰鲜加工

蟹肉。

起司焗蟹，便是颇受当地人赞

誉的一道美食，浓郁的奶香配合着

鲜嫩爽滑的蟹肉，回味无穷。在

餐后，用面包沾取盘中的汤汁，

更是另一种享受（怎么感觉可以

加到家常盖饭的系列里呢？）。

泰国：咖喱蟹

泰国咖哩分青咖喱、黄咖

喱、红咖喱等多个种类，其中青

咖哩最辣、味道最浓，是当地人

的最爱。为了照顾到外来游客的

口味，泰国大厨特意加入了椰酱

来减低辣味和增强香味，而额外

加入的香茅、鱼露、月桂叶等香

料，也令泰国咖喱独具一格。

普吉 patongbeach边上的“pa-

tongseafood”餐厅烹制的咖喱蟹

最为出名，大厨选用上好青蟹，

配合秘制的青咖喱，色泽鲜亮、

味道浓郁，带给你少有的舌尖享

受。

澳洲：水煮皇帝蟹

皇帝蟹产于澳大利亚塔斯马

尼亚岛，体形是蟹类中最为庞大

的一种，相貌丑陋，属于蟹族中

的巨无霸。一只蟹单重基本在 12

斤左右，所有的爪子全部张开都

能比一个孩子长，一个成年人托

起它也是相当吃力的。每磅要价

24澳元，想吃的话还真的得默默

地摸摸口袋。

皇帝蟹作法一般可以用姜

葱炒，或者用来煲粥。但在澳

洲还有一种简单的做法，就是

直接把皇帝蟹来煮汤。把整只

蟹切开几大件，直接用清汤来

煮，煮熟把蟹捞出来吃，蟹肉

的鲜美简直无法形容，每一口

都是那么充实！吃得差不多再

喝点汤，汤水很清，和浑厚的

蟹肉搭配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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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2016年10月1日，德國慕尼黑，飛人博爾特傳統服飾現身啤酒節。博爾特現場玩嗨，與眾人暢飲互動，並即興加入
樂隊進行演出。牙買加飛人連續第三年來到德國，參加德國一年一度的啤酒狂歡盛宴。

綜合報道 近日有網友在微博上曝光了一組女排運動員魏秋月身穿阿森納
球衣的照片，照片中魏秋月身穿阿森納球衣比剪刀手嘟嘴賣萌自拍，有網友
評論，這也太可愛了吧！

綜合報道 北京時間10月1日21:30，2016-2017賽季德甲第6輪繼續開
戰，在慕尼黑安聯球場，領頭羊拜仁慕尼黑主場迎戰排名第三科隆，上半場
，基米希俯衝轟炸破門，拜仁1-0暫時領先。下半場，莫德斯特扳平比分，
最終，拜仁1-1戰平科隆，德甲連勝紀錄終止，六輪過後，拜仁5勝1平積16
分，依然領跑德甲。

綜合報道 新奧爾良鵜鶘隊贏得季前賽開門紅。面對雪藏了諾維茨基、德隆的達拉斯小牛隊，摩爾得到19分，新秀海爾德得到
19分和6個籃板，瓊斯替補17分和5個籃板，他們帶領球隊在三四節末段打出23-3的進攻高潮一舉確立勝局，鵜鶘隊以116-102
大勝小牛隊。巴恩斯上演球隊首秀，得到12分和2次助攻。

C6台灣影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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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6年10月5日 Wednesday, October 5, 2016

李毓芬被爆打玻尿酸救夫妻宮
太陽穴挨針拴姊弟戀

許純美（上流美）前未婚夫邱品叡上月被直擊在東區

開麵館，2人因 「家暴」 鬧翻，修佛的她原預計昨午帶經

書大和解，但因恐慌症、焦慮症、憂鬱症、躁鬱症4症齊

發，身體虛弱無緣見舊情人。而邱品叡上月初還熱情說

「歡迎來吃麵」 ，不料昨一聽關鍵字 「阿美姊」 瞬間結凍

，冷回 「不干我的事」 ，大喊 「送客」 ，她則回擊要他看

地藏經， 「做壞事會到地獄被割舌頭」 ，不忘補刀 「從沒

愛過他」 。

邱品叡年初開拉麵館，記者上月7日走訪，他穿背心

露勇猛臂肌煮麵，談到許純美，他大方透露有看到她穿道

袍新造型，也不後悔和她的這段情，還笑納重逢機會，

「來吃麵絕對歡迎」 。

想送經書到麵店

許純美曾因和邱品叡肢體衝突鬧翻提告，但事後和解

，事隔10年，她從報紙看到34歲的他，感

嘆 「他變老好多」 ，還回憶當年第1次約會

，他沒錢付停車費的糗事，更說她是修行人

，未來要去西方極樂世界，不能恨任何人，

願拿經書去店內探視，她2度要赴麵店，1

次因颱風取消，昨則是身體不適無法出門。

許純美昨午以虛弱聲音透露1周前因2次外

出洗頭，在美容院走廊苦等不到叔叔來接，

等到快昏倒也很生氣，7天來睡不著、食慾

不振，全身冷到發抖，她前天去精神科就診，這也是她因

摯愛鄭奇松過世後，持續看了15年的醫生。

許純美年初住院治療分枝桿菌感染，開刀切掉右肺，

住了4個月才出院。

就醫不忘買彩券

前天記者巧遇她穿一身黑到診所就醫，身形纖瘦、臉

色蒼白，進去前看到身障人士賣彩券，還掏出1千元發揮

愛心，約15分鐘後，她腳步緩慢走出上車回家。

昨午記者前往邱品叡麵店採訪，他先問： 「有什麼事

嗎？」 聽到 「阿美姊」 立刻回 「不干我的事」 ，告知她原

本要送經書過來，他頭也不回走進廚房，過沒幾秒他大聲

和店員說： 「送客。」 記者緩頰問生意如何，店員表示

「不希望一直報導，會造成他的困擾，因為他也不是公眾

人物」 。記者離開店前，邱品叡都未踏出廚房1步。

對邱品叡的冷淡，許純美緩緩說： 「那個人是惱羞成

怒，他心裡也很明白啊，我從來沒有愛過他啊。」 她再補

充： 「建議邱品叡、林宗一先看地藏經，都是寫做壞事到

地獄去割舌頭，會把他們2個嚇死。」
上流美6段情無果

●第1任丈夫 李文清

她19歲嫁他，1年多後離婚，生下2女歸前夫，她得10萬

元贍養費，離婚後生的兒子自己撫養，私生子身世隱瞞超

過35年

●第2任丈夫 鄭奇松

1981年結婚，生下1子2女，他2001年過世，她稱他留下

近百億財產，但賠掉3塊土地，剩約60億元

●第3任丈夫 黃海明

2002年7月結婚，2004年分居，2006年離婚

●未婚夫 邱品叡

2006年6月訂婚，7月爆出家暴，她告他傷害、詐欺等罪

，後和解

●第4任丈夫 蔣清全

2006年8月交往、結婚，18天後離婚

●第5任丈夫 林宗一

2004年交往，5月被黃海明捉姦後仍繼續交往，2006年3

月分手，2006年12月復合，2007年1月結婚，傳2008年

11月離婚，她稱2015年4月15日被他拋棄

31歲的李毓芬出道7年，整形傳聞沒斷過，這次她又

被讀者爆料整形，只是整的部位很特別，是在太陽穴上打

玻尿酸。據悉她天生太陽穴凹陷，打太陽穴一來可修飾臉

型，更重要的是，太陽穴在面相學上又稱夫妻宮，若凹陷

的話，夫妻會相處不睦、感情易不順。她才剛跟柯震東

（阿東）復合3個多月，極可能藉補滿夫妻宮，緊緊拴住

25歲阿東的心，避免小三來亂。

李毓芬剛出道時，曾被挖出模特兒時期的陳年舊照，

當時的她鼻塌、臉圓、牙齒不平整，跟後來拍戲時鼻挺、

鵝蛋臉，相差很大，整形傳聞甚囂塵上，經紀人稱是因為

當時年紀小不懂化妝。

凹陷影響感情

7年來，她每隔一段時間就有1個部位被傳整形，包

括下巴打玻尿酸變尖、縫雙眼皮、雙頰打蘋果肌，甚至

32C奶也被疑是假的，全都遭她否認。如今她再傳整形，

據讀者爆料她頗為迷信，從命理師得知太陽穴是夫妻宮，

若凹陷可能導致感情不順、夫妻失和，甚至易出現第3者

，偏偏她天生太陽穴凹陷，不只看起來顴骨過高，也影響

到她的感情發展。

據悉她對愛情執著，當初跟阿東情濃時，甚至願意為

他在家洗衣、煮飯當家政婦。後來2人分手導火線是他跟

賭王千金何超蓮搭肩勾手的緋聞，因此當2人愛回溫之後

，她似乎不想再讓其他女生有機會介入，決定忍痛在太陽

穴上挨針。

經紀人撇整形

而當初她跟羅志祥（小豬）交往時，傳因小豬始終不

認她，讓她很沒安全感，她認為當初就是沒將夫妻宮補滿

，才導致2人感情沒能開花結果。對整形傳聞再起，她的

經紀人駁斥： 「這不是事實，沒什麼好回應。」 最近她剛

拍完電影，為下一檔戲做準備，她6月單飛發單曲，年終

是尾牙旺季，目前已接了10場。

許純美4症齊發還吃舊愛閉門羹「地獄割舌」 開示邱品叡

阿霞是五月天粉絲，該團主唱阿信出道17年僅承

認交往過 「蛋蛋妹」 ，後來曾傳出和長相中性的女助

理鬧緋聞，但和女藝人互動可以說是 「零交集」 ，在

群聚各式美女的演藝圈能夠孑然一身，外界一度傳出

他喜歡男生，阿霞也心生好奇。

瑪莎趁機挖苦

阿信前天親上火線，在Hit Fm廣播節目《好9不

見五月天無限放大版》上解答性向疑雲，阿霞聽到粉

絲犀利提問： 「阿信到底是喜歡男生還是女生呢？」
瑪莎聽完在一旁笑翻，還趁機挖苦阿信： 「很明顯是

女生，也很色啊！到底要問什麼呢？」 怪獸則怕幫忙

解釋反而像是在掩飾，推著阿信出來答題。

主唱男女通吃

阿信最後語重心長地表示： 「不介意大家問我一

千次、一萬次、一億次，我在這邊很清楚的給大家答

案，干你屁事。」 阿霞覺得主唱大人果然霸氣，但現

在社會風氣開放，依照五月天男女粉絲通吃的高人氣

，不管阿信喜歡男生還是女生，相信粉絲都會埋單的

。

五月天阿信 愛男愛女 「干你屁事」
天團94敢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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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華表示暫時未知是否要再到馬來西亞宣
傳，笑言若然有登台表演更加好，可以

賺錢兼順道旅行，最好可以有空打高爾夫球：
“我好久沒有打高球，太曬會出斑，冬天打會
好些。”

啟華近日正忙於在內地拍網劇及網絡電
影，他不諱言拍網劇時間短、酬勞及劇本不錯
兼且製作大。問到賺到錢可有再置業？啟華
謂：“都有，香港有一個半個，內地都有些，
外國置業都會考慮，因為遲些會送女兒去外國
讀書，（你捨得？）我陪她咯，所以要努力賺
錢，女兒現在在內地國際學校讀小學二年級，
打算等她讀完小學過去。”

無意與前妻復合
早前啟華與前妻石洋子去旅行，並有指二

人復合，問到二人近日可有溝通？啟華卻說：
“向來都沒什麼，但有保持好的關係，（沒反
轉？）我不是好想轉，過慣單身好舒服、好自
由，（女兒可有要求父母在一齊？）她還小不
懂什麼叫結婚離婚，等她長大點問起再考慮怎
麼回答，今晚我飛去北京，女兒都會去那裡見
面。”

回復單身一段日子的啟華，直言現時有拍
散拖，因不想再受束縛：“我好怕束縛，自己
處理不了長遠關係，一穩定了就好多問題出
現，我寧願做浪子，不是很想煩，經歷過兩次
（婚姻），家庭搞不定，女兒有了，現在都很

好。”問到可有叫前妻找個伴？他說：“沒刻
意叫，等她自己發展。（經濟上有照顧她？）
向來都有，照顧得好好的。”他又笑言自己是
為了女人而生活。

陶大宇與蘇永康一起接受訪問，大宇笑指
近日為了該劇不停做宣傳已被經榨乾，對於劇
集在馬來西亞收視破了近兩年最高收視紀錄，
大宇多謝觀眾捧場，證明大家沒有白費努力。
問到可覺得無綫的宣傳不夠？大宇說：“沒辦
法，他們有他們的政策，大膽講句，好東西相
信會有人看。”

蘇永康等開續集
至於會否拍續集？蘇永康表示未知，但鄧

特希的劇集一定有伏線：“他有120個劇本在
腦海，不知他開哪個，等他指令，總之一叫就
來。”他又指原來很多觀眾都沒看過《壹號皇
庭》及《妙手仁心》，因為《隱》他們再找回
這兩套劇來看：“他們看完就明白到鄧特希劇
本的風格是一句廢話都沒有，節奏快，拍外面
的戲會有好多不必要的沙石，有朋友看開無綫
劇，都會捕捉不到。”大宇亦讚鄧特希的對白
到位。此劇將會在內地發行，問到二人可會有
分紅？大宇坦言沒有。

張文慈（Pinky）表示在劇中客串飾演吳
啟華的前妻，但二人沒有親熱戲，對手戲更只
有一場。最近Pinky加盟了無綫，她透露將於
十一月演出新劇，暫時未知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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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吳啟

華、陶大宇、蘇永康、張文慈、呂晶晶及

監製鄧特希等，4日出席無綫外購劇《隱世

者們》飯敘，該劇於馬來西亞播映更破了

近兩年最高收視紀錄，眾人大感興奮。啟

華早前被指與前妻石洋子復合去旅行，但

他表明過慣

單 身 好 舒

服，不想再

受束縛，寧

願拍散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田蕊妮、蕭正楠（Edwin）、
曹永廉、王君馨等4日為全新穿梭
喜劇《超時空男臣》試造型，當
中最獨特是阿田的孖辮造型，其
他演員均以古裝出現。阿田解
釋：“從來沒試過孖辮造型，因
今次角色是傳統酒樓的第三代傳
人，服裝上帶點中國特色，（有
否把造型照給老公看？）我怕他
要我帶這個頭套回去。”

阿田和Edwin繼《巨輪II》後
再度合作，問她會否生悶？阿田

謂：“怎麼會悶？跟蕭正楠合拍
喜劇很開心，因他本身個人很好
笑，加上阿廉，我最期待畫面終
於出現。”說到《巨輪II》播出後
迴響和收視欠理想，阿田承認是
有失望，因拍攝時很辛苦，團隊
付出很多努力，但也沒辦法，希
望慢慢好起來，今次做倀雞英已
盡了最大努力，責任已經完成，
對自己表現滿意。

阿田日前生日獲老公送上名
錶，她笑言：“是淘寶淘回來，
（好甜？）OK啦，沒問多少錢，

（你有收集名錶？）我收集錢，
（應該送錢？）是啦，哈哈。”

蕭正楠曹永廉互窒
Edwin在劇中將軍造型需滿臉

黐上鬍子，他指造型傳相給女友
黃翠如看，翠如覺得似《寒山潛
龍》中的羅樂林，令Edwin哭笑不
得，Edwin上網看過都覺得有八成
像，在旁的曹永廉笑說：“‘羅
羅攣’（羅樂林）都是生蛇，會
不會傳染？”蕭正楠續說：“公
司近日很多人生蛇，可以開一個
生蛇俱樂部，阿廉無生蛇，但他
生好多高傳染性的病，哈哈。”

阿田表示很期待跟他們合
作，對此，阿廉謂：“她是一個
好拼的演員，我都好想合作，蕭
正楠拍不拍無所謂，但我人生好
想同阿田合作一次。”

Edwin繼續窒阿廉指對方之前
肥到像豬，今次很有心機減肥去
掉十磅肉，而自己還有多個造
型，亦有不少動作場面。阿廉笑
說：“冬天拍劇好得多，熱天條
蛇又會走出來。”

阿田孖辮Look試造型
期待與蕭正楠拍喜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連詩
雅、衛詩（Jill）4日出席“保良局慈善
跑”記者會。連詩雅向來有跑步習慣，今
次為善事會呼籲更多人參加，jill近期開始
跟着對方努力跑步，每次跑半小時，跑步
是希望身體健康和減肥。連詩雅和Jill等組
成四人組合Dear John，她準備向公司提
議聯同新加入公司的Jill和衛蘭等全公司人
員搞露營，可以聯誼增進感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石詠莉
（Sukie）即將在九展舉行首個個人演唱會，並
邀得孫耀威（Eric）及盧巧音（Candy）擔任嘉
賓，4日Sukie與兩位嘉賓一同進行綵排，Sukie
與Eric合唱《為你鍾情》，而其未婚夫鄧健泓
（Patrick）亦有在場打點。

四人一起接受訪問，Patrick表示與Eric及
Candy都是好友，今次出盡人情牌邀請二人做
嘉賓，他更不怕未婚妻吃醋說：“Candy是我
在這行，除了Sukie外第二個愛的女人，因為我

們之前合作過電影，間中都有聯絡時，什麼都
講。”Sukie即笑指Candy是情敵，之後又表示
知道兩人份屬好友，因和男友沒有秘密。今次
首度跟兩位嘉賓合作，Sukie表示很大壓力，但
都開心，又讚男友付出很大。

Patrick表示與Eric是好友，有時會去對方
家裡玩。說到剛才為何不是Patrick與Sukie合唱
《為你鍾情》，問到今次誰負責選歌？Eric即
笑指是鄧總監：“自己演出時會穿着一件發光
衫兼印有‘鄧’字的衣服。”

香港文匯報訊 諸葛紫岐（Marie）近日
成為空中飛人，先後飛到日本、上海等地開
會，其後又應品牌CHANEL之邀請到巴黎
時裝周看秀，由於時間緊迫，3日晚才抵達
巴黎的她，第一時間到總店挑選衣服，其間
更有外國傳媒上前跟她做訪問，不過因距離
關店時間只有一小時，Marie以時間太趕拒
絕，但承諾會在看球前接受訪問。

時裝秀是巴黎時間早上10點半開始，
Marie天光就開始化妝，以最佳狀態示人，
更以一身CHANEL新裝現身，完秀後會再
去參觀珠寶店及晚宴。Marie說：“近來不
停遊飛機河，周圍飛到不同地方開會，今次
來到巴黎其實都好忙，今日看完 CHA-
NEL，明日要再去看 LV，兩日都是由早忙
到晚。”

諸葛紫岐巴黎看秀忙趕場

香港文匯報訊 胡杏兒日前應法國品牌
LONGCHAMP之邀到巴黎出席2017春夏
系列發佈會。

身處巴黎的杏兒說：“今天的心情很
好！我在早上上飛機，在飛機上有充裕的
時間休息，而來到巴黎這邊的天氣好好，
又不太寒冷，在工作前還有少許時間逛
街，所以好開心！”問及在巴黎逗留多
久？她表示：“今次將會逗留一段時間，
此行除了出席活動之外，我亦會四處遊覽
欣賞優美迷人的景致，當然不少得去shop-
ping！由於是fashion week的關係，這兒有
很多最新的時裝，有適合自己的都會購
買，至於最想吃的是越南河粉，哈哈！”

問及旅程的趣事，杏兒笑說：“今次
出門的行李認真大陣仗！我由香港來的時
候，單是LONGCHAMP的漂亮衣飾已裝
滿兩大個行李箱，總共帶了8套衣服、半
打手袋和半打鞋子，未出發已經爆了箱！
大家都知巴黎很多不同類型的好東西，因
此叫我如何忍手不買呢？”此外，杏兒又
遇上一個建談的司機，說了很多在巴黎要

注意的事
情，叮囑
要小心被
人 偷 錢
包，又談
及其從前
打工的歷
史，為人
很風趣。

連詩雅衛詩
合組新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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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健泓公開圈中另一愛人

■新劇講穿梭時空，故
演員們造型有古有今。

■諸葛紫岐
到巴黎時裝
周看秀。

連詩雅

■回復單身一段日子的啟
華，直言現時有拍散拖。

■吳啟華、陶大宇、蘇永康、張文慈、呂晶晶
及監製鄧特希等出席《隱世者們》飯敘。

■張文慈下月演
出TVB新劇。

衛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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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版《余罪》明年上央視
作者稱更真實殘忍

除了《余罪》，常書欣即
將出版《黑鍋》和《仇敵》等
兩部至少7冊作品。這壹現象
在出版市場極為罕見，網友驚
呼常書欣“太能寫”。據悉，
由《黑鍋》改編的青春偵探大
劇《警察鍋哥》日前已殺青，
和《余罪》壹樣，即將登陸熒
屏。

常書欣的《余罪》系列已
經出了5本，加上《余罪7》
《余罪8》，僅《余罪》今年
就出7本。10月初上市的《仇
敵》，更是壹口氣同時推出5
本，11月份的《黑鍋》也至少
將出版2本。算下來，常書欣
到2017年，要出的五部作品
累計將接近20冊。

除了出版領域，在IP大爆
發的今天，常書欣除《余罪》
外，尚有4到5部作品在進行
影視改編，其中根據《黑鍋》

改編的青春偵探大劇，預計
2017年將在央視播出。另外
幾部作品也分別由新麗傳媒
、樂視等著名影視機構大手
筆制作。

業內把2016年稱作“常
書欣年”，“《余罪》走紅引
爆了出版市場及影視市場，像
常書欣這種壹年內十余部作品
上市，且走紅市場的極為罕見
。”作家富豪榜制榜人吳懷堯
從2015年起就關註到常書欣
，他預測按照常書欣現在的暢
銷態勢，極有可能登上2017
年第十二屆中國作家富豪榜。
“比《余罪》更勝壹籌”

和《余罪》的主人公是個
水果小販的兒子壹樣，小說
《黑鍋》的主人公簡凡本是個
從小在飯店長大，只願鉆研廚
藝的普通青年，卻陰差陽錯在
兼任協警期間立下大功，就此

開始了職業刑警生涯。
從第壹個案子開始，簡凡

就發現自己如同走在正邪邊緣
的鋼絲線上，可謂是步步驚心
。在人物形象設置上，《黑鍋
》顛覆了傳統涉案題材高大上
的嚴肅風貌，還原了壹個有血
有肉的年輕草根警察形象。而
在刑偵手法的設置上，《黑鍋
》則運用另類推理思維，從廚
藝文化中獲取靈感，自然融入
破案過程，可謂另辟蹊徑。

據介紹，雖然講的是年輕
菜鳥警察的熱血成長故事，但
《黑鍋》中跌宕起伏的情節、
性格多樣的人物以及對於社會
與反思，都比《余罪》更勝壹
籌。“這本書比《余罪》更殘
酷、更真實。”常書欣說，小
說中每壹個改編自真實案件的
故事背後，都充滿著殘酷的警
匪交鋒與人性掙紮。

18部影片搶灘國慶檔
青春愛情動作喜劇壹應俱全

今年國慶檔期間，有18部新片搶灘登陸院線。
從郭敬明執導的電影《爵跡》，到集齊眾多明星的
《從妳的全世界路過》，還有改編自真實案件的
《湄公河行動》，以及劉德華主演的《王牌逗王牌
》，影片類型包括青春、愛情、動作、喜劇，壹應
俱全。

去年國慶檔，曾創下18.6億的票房歷史紀錄。
今年18部新片齊上陣，單從數量上來講，再創了同
檔期紀錄。然而，有觀點認為，經歷暑期檔和中秋
檔的票房負增長後，這股“低潮余波”很可能將繼
續蔓延至國慶檔。今年小長假，有哪些新片值得關
註？18部新片合力，能否為寒冷的內地電影市場，
註入壹劑強心針？

根據郭敬明同名小說改編的《爵跡》，講的是
奧汀大陸上，精通魂術的“王爵”和“使徒”在白
銀祭司的統領下，捍衛榮譽、爭奪權力的故事。與
其他郭敬明作品改編電影壹樣，《爵跡》有著雄厚
的粉絲基礎，也是國慶檔唯壹壹部3D電影。不過，
範冰冰、吳亦凡、陳學冬等華麗的演員陣容並不影
片最大看點。郭敬明的野心，在於《爵跡》是國內
第壹部全真人CG魔幻電影。也就說，演員們拍攝時
不僅不用化妝，更看不到實景，“演什麼，完全靠
猜”。

郭敬明說：“爵跡是華語電影第壹部全CG的類
型。它能帶給我的驕傲，已經不是票房方面的了，
而是說我們完成了壹部以前沒人拍過的電影類型。
因為我們的在前期和拍攝時看不到任何畫面的。不
知道大家看完後感覺是什麼。”

王菲最近發了壹首新歌，下載量瞬間飆升。這
首《妳在終點等我》，也是張壹白導演的愛情片
《從妳的全世界路過》的主題曲。在著名電影投資

人高軍看來，這部電影，最有可能成為國慶期間的
票房領軍影片。

高軍表示，這和影片類型、明星陣容都有關系
，幾乎兼顧到了所有層面，甚至動用了當紅的相聲
演員，像嶽雲鵬都參與其中。但是爵跡郭敬明本身
就是和爭議相伴而生的。這次把爵跡從過去的粉絲
電影，要打造成全民電影。95、00後可能是認可的
，但是70、80後壹定不認可。爭議之聲會特別大。

根據“10·5”中國船員金三角遇害真實事件改
編的警匪動作電影《湄公河行動》，由博納影業和
公安部聯合拍攝，事件原型人物劉躍進擔任顧問。
導演林超賢在籌備的五年間，搜集了大量真實案情
和數據。主演張涵予更是在鐵腕導演的監督下，頂
著40℃的高溫穿著60斤的裝備“上天入地”。

林超賢說：“湄公河行動是我拍過電影裏，題
材最特別、分量最重的壹部。我要求所有的演員，
都能像真正的戰士壹樣去戰鬥。我有幸見到這些演
員最勇敢的壹面。”

每逢假日檔期，喜劇壹直是票房的保證。由港
片老江湖王晶執導的《王牌逗王牌》，不僅有劉德
華、黃曉明，另外還匯集了王祖藍、沈騰壹大撥實
力笑將。高軍表示，湄公河行動是案件電影，手法
應該中規中矩。王牌逗王牌是喜劇，這兩者競爭可
能沒那麼激烈。

盤點國慶檔歷史，從2008年的1.4億到2015年
突破18.6億元，票數字屢創新高。今年18部新片國
慶檔齊上陣，單從數量上來講，確實又是壹個紀錄
。然而，藝恩智庫數據顯示，截至9月28號，2016
全國票房僅為351.1億，全年破600億已幾乎已成不
可完成的任務。暑期和中秋檔的票房“低潮余波”
很可能會波及國慶檔。

《湄公河行動》張涵予差點脫層皮 叫苦太累了

還在羨慕《007》《諜影重重》把
歐美特工拍得炫酷好看？《湄公河行動》
也把咱們中國的警察拍得極具魅力。這
部將於9月30日公映的電影，昨天在
武漢舉行了華中首映禮，導演林超賢，
主演張涵予、彭於晏來漢。

張涵予差點脫層皮
《湄公河行動》改編自2011年的

“10.5中國船員金三角遇害事件”，
執導過《證人》《線人》等港產警匪佳
片的導演林超賢，將跨國為中國公民伸
張正義的故事，呈現得熱血好看。

張涵予和彭於晏塑造了不同以往的公
安形象，上天入地，能揮拳會打槍，形
象很酷，個性鮮明，更重要的是人情味
十足，比起詹姆斯·邦德這樣的歐美特
工，毫不遜色。當然，拍攝過程也比較

艱苦，連拍過不少動作片的張涵予都叫
苦，“太累了，差點脫層皮。”

從《集結號》到《智取威虎山》，
張涵予壹直是“硬漢代言人”。在他看
來，《湄公河行動》的緝毒警察高剛，
比邦德更有魅力，“007都是編的，而
《湄公河行動》都有人物原型，還原度
很高。

很多公安看過電影後說，這才是中國
警察，以前銀幕上的形象都太扁平。”
《智取威虎山》把“樣板戲”玩出了新花
樣，《湄公河行動》算是為國產警匪題材
探索出了商業大片之路。張涵予說：
“《湄公河行動》的愛國情懷是讓觀眾油
然而生的，這不是說教能達到的效果。美
國大片都是愛國主旋律，但是他們拍得好
看，咱們也應該這樣嘗試。”

今年，國內電影市場接連遇冷，張
涵予認為，“這是觀眾對中國電影失望
了啊，觀眾熱情不如以前，為什麼？壹
定是拍得不好看了。”他神情嚴肅，
“我們作為電影人，其實挺慚愧的，唯
有拍出真正好的作品來重新燃起觀眾對
華語片的愛。”

彭於晏不做花樣美男
林超賢有“魔鬼導演”稱號，拍電

影以動真格聞名。為了做好故事，他到
西雙版納跟前線緝毒警察們壹同生活了
十個月。全片都是實景拍攝，“金三角
”追擊毒販的場面非常真實震撼。這是
彭於晏第三次和林超賢合作，他已經被
虐上癮，稱拍林超賢的戲能夠“功力大
增”。

林超賢從不用“花樣美男”，他笑
：“因為我的電影都要求
身體力行，如果是愛撒嬌
、要壹大群助理保姆照顧
的小男生，絕對吃不消。
”彭於晏雖也是拍偶像劇
出身，但自《翻滾吧，阿
信》，已成為肌肉男代言
人，他打趣，“我可不是
花樣美男啊！”不過，彭
於晏並不打算當“硬漢接
班人”，“我也可以演愛
情片啊！硬漢不是那麼好
當的，我內心很強大，但
不是說外表壹定要是硬漢
這個類型。”

網絡綜藝已成綜藝節目主流

呈現三大特點
2016年，網絡綜藝進入“快車道”

。在近日舉行的“未來網絡綜藝模式的
最優可能”論壇上，愛奇藝高級副總裁
陳偉介紹，據統計，2016年上半年純網
綜藝的播放量累計已達70億，其中諸如
《奇葩說》系列超17億、《偶滴歌神啊
》系列超15億、《我去上學啦》系列超
16億的純網綜藝作品不斷湧現；純網綜
藝年產量將超過90檔，已經成為被大家
認可的主流的綜藝形態。而卡位90後族
群、內容多元、碎片化傳播已成為純網
綜藝發展的三大特點。

根據最新的互聯網發展狀況報告顯
示，截至今年6月份，29歲以下的年輕
用戶占比高達53%以上，年輕用戶正在
成為網絡市場的核心人群。從愛奇藝公
開數據顯示，年輕人已成網絡主力軍，
《我去上學啦》24歲以下用戶的占比是
61%以上，《偶滴歌神啊》24歲以下的
用戶占比60%以上。“《大學生來了》
定位更加精準，直切大學生族群”，陳
偉舉例道。

相對於電視綜藝節目，網綜的種類
也更為豐富。

陳偉介紹，網絡綜藝的第壹爆款當
屬馬東制作的《奇葩說》，“所以脫口
秀類成為網絡綜藝中壹個比較大的門類
，另外，隨著電視綜藝試錯的空間越來
越小了，生活門類的綜藝節目生存空間
逐步轉移到了網絡平臺上。”

碎片化的傳播則成了網綜壹大特點
。“比如《偶滴歌神啊》正片70分鐘左
右，但是後期團隊在制作正片的同時，
還要另外制作83段短視頻，每段短視頻
都超過3分鐘，所以壹期節目是由200
多分鐘的短視頻的量加上70分鐘長視頻

的量構成的。”這樣壹來，像壹期網綜
的長度可達到傳統節目的十幾倍。陳偉
介紹，這些大量的短視頻不僅僅給用戶
更豐富的信息、更豐富的物料，同時也
是各種社群類傳播的物料，“如果是電
視綜藝，播完正片70分鐘，這期節目就
算做完了；而純網上線才是我們工作的
開始，我們還在做大量的運營，讓它為
我們招攬下壹期、下壹季，或者是下壹
檔節目的忠實用戶。”

那麼，下壹個現象級網綜究竟什麼
時候出現呢？“兩年前我們做《我去上
學啦》的時候，做了‘15到24歲這個
網絡主流群體最喜歡選擇什麼樣的節目
’的調查，排名第壹的選項是思想，另
壹個選項則是‘不管妳要告訴我什麼，
請娛樂化表達’，這是我記憶最深的兩
條。”《我去上學吧2》的制片人王險
峰介紹，“不管是《奇葩說》還是《非
誠勿擾》，節目之所以火很大程度都歸
功於強調價值觀的對抗。”而愛奇藝的
陳偉則認為，“下壹個現象級必定會讓
網友覺得有帶入感，應該是基於網友自
身的需求。”

許多制作人將網綜的未來寄托在
“長時間的、可持續的培養粉絲”上。
不過，就粉絲經濟被追捧這壹現象，
《奇葩說》創始人馬東提醒：“從廣泛
傳播到粉絲的轉化率是30%以下，從粉
絲到購買行為的發生是個位數，即3%
左右的轉化率。”他強調，“粉絲經濟
這個詞中間缺了粉絲內容經濟，粉絲認
為他喜歡某個明星，但是粉絲實際上是
喜歡明星帶來的內容。”粉絲經濟能多
大程度上轉化成為商業，馬東認為還有
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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