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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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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融會貫通 精誠服務
- 記糖城 RE/MAX 房地產公司經紀人王飛雪

（本報記者施雪妮）名不經傳的華人地產
經紀人王飛雪（見圖片）連續八年蟬連全美房
地產銷量第一的 RE/MAX 糖城甜水分公司的銷
售冠軍，這不得不讓 RE/MAX 本公司的經紀大
佬們對這位長相甜美，做事雷厲風行的東方女
子刮目相看。

王飛雪從商的閱歷非常豐富，房地產事業
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她融會貫通了以前的經驗
和知識。怎樣做好房地產經紀人，王飛雪認為
一名合格的房地產經紀人，不僅要通曉房地產
專業知識，而且還要熟練掌握法律知識、金融
知識及談判技巧，才能在買家和賣家中間搭起
橋梁，才能在中介行業中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王飛雪從事房地產相關行業已十餘年，對各項
買賣事務程序相當嫻熟。房地產經紀人與各種
人打交道，註重談判和各方的溝通技巧往往事
半功倍。王飛雪覺得談判是一門技術，更是一
門藝術和科學。通過談判，各方觀點、感情溝

通，達成一個雙方都能基本滿意的協議。在談
判的策略如時機運用策略、利益讓步策略、以
誠取勝策略都是房地產經紀人所必須借鑒的。

在各項生意買賣中，對房地產經紀人來說，
還有一個最現實的問題，就是如何使雙方成交。
這就要求房地產經紀人“該出手時就出手”，
還可以運用一些智謀、技巧和方法，促使對方
早下決心成交。前段時間 Katy 地區的一個案
例就是一個典型。王飛雪帶了一位誠意買主在
Katy 看房，買主好不容易看到了一棟非常喜歡
的房子，當場 就給了 Offer，但賣方經紀人表
示，目前已有三張 Offer 洽談，王飛雪馬上發揮
了她的溝通協調專長，不斷與賣方經紀人追蹤
談判，最後她的客人 Offer 脫穎而出，成功地買
下了所鍾愛的房子。王飛雪事後分析說，這種
談判是需要技術的，而且要有耐心，當然她也
很感謝買方的配合。

王飛雪對房子的室內設計裝潢情有獨鐘，

還專門拿了個裝璜設計師執照。她除了在自己
家做了大量的實驗外，還收集了各種裝飾品。
糖城一位客戶委託她出售一棟 2200 呎房子，她
以不到一個月時間超出目標價售出。王飛雪表
示，這個成功案例主要是屋主接受了她的建議，
重新粉刷了部分牆面，換上她建議的顏色，再
將家具重新擺放。同時通過各大媒體的廣告宣
傳，將最好的一面呈現出來，成功地吸引了眾
多買家上門看房子，所以能迅速成交。房子的
賣方很感謝王飛雪幫他們賣了這麼好的價錢，
而買方也很高興能買到了這麼漂亮的房子，可
說是皆大歡喜。

如果您的房子委託王飛雪銷售，經過她配
對通常很快就能成功。同時她手中還有很多不
錯的物業，不論學 區、價位都有不錯的選擇。
期待您的來電，王飛雪電話 832-858-4838，或
親 臨 14905 Southwest Freeway. Sugar Land, TX 
77479。

「陽花如意」公寓毗鄰中國城商業中心。交通便利、環境優雅、管理完善。

陽花如意：推出全新裝修，有獨立洗衣烘幹機配置的新公寓
（ 本 報 記 者 施 雪 妮 ）「 陽 花 如 意 」（SUNBLOSSOM 

LOUISVILLE）是石山地產公司在中國城的又一所公寓。它位於 
中國城中心地帶，背靠頂好商場，走路去超市、餐館、銀行、醫
生診所，步行至中、小學，門口有公車站，可以直達醫學中心等地，
可謂中國城區集購物、娛樂、交通的黃金地段。

為了迎合大眾的需求，該公寓現在推出 11 套全新裝修，有獨
立洗衣、烘幹機配置的兩種戶型。這種公寓的推出，有效地解決
了洗衣烘衣需要到公共洗衣房的問題，為住戶生活帶來了極大的
方便。11 套全新公寓還未正式推出，已經被預訂了部分。如有需
要的，請盡早聯系。

「陽花如意」有一 房、兩房多種面積戶型。一 房一廳獨立屋，
兩房一廳有大、中、小不同房型及獨立的 townhouse 戶型，適合不
同客戶的需要。「陽花如意」雖為老式房子，但所用的建築材料
質好且經久耐用，房子的格局大氣，房子內部廚房與客廳面積大，
光線好，非常適合老人和有孩子的家庭居住。公寓房子內的設施
多已全面更新，新地磚、木地板。公寓內部環境優雅，樓與樓之
間空地大。

「陽花如意」現已有很多中國住戶。因地點優勢，特別適合
老人、剛來美的新移民家庭、留學生和經商的生意人居住，尤其
生意在 Harwin 和中國城 的。因為　　居住在中國城附近，所以治
安問題往往是人們關註的問題。「陽花如意」有自動封閉式電動
出入門，並能記錄、檢測進入公寓內的車輛，公寓內及周圍有警
察安全巡邏，主要道路及停車場均設有攝像監控裝置，以確保住
戶的安全。公寓 24 小時全方位專業公司管理和維修服務，並有懂
中、粵、越、英、日語的工作人員全心為大家服務。辦公室免費
聯網 (WIFI).。

「陽花如意」毗鄰中國城商業中心，各種服務設施完善，歡
迎來電詢問特惠房價信息。欲進一步了解「「陽花如意」公寓，
請電 713-981-0137 或親臨 9201 Clarewood Dr.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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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內地網球單項競技水平最高的賽
事，中國網球大獎賽6年來冠軍一直為吳
迪和張擇壟斷。但這局面日前被浙江17歲
小將吳易昺打破，吳易昺連勝名將首捧該
項賽事冠軍。

據《北京青年報》消息，在中國網球

大獎賽決賽，吳易昺僅僅耗時50分鐘就以
6：2和6：1擊敗三屆男單冠軍張擇，捧
得 2016中國網球大獎賽的男單冠軍獎
盃。

今年9月，吳易昺連奪兩個青少年的
分站賽冠軍，青少年排名進入世界前十，
突破了浙江歷史最好排名；10月他在中網
公開賽的青少年比賽中包攬男單和雙打的
兩個冠軍。

除了接受浙江隊教練齊霄指導，吳易
昺也和一位西班牙外教合作了大約一年，
他還曾前往西班牙受訓。“在國外訓練時
心更靜，能夠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網球中
去，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他還特意強
調自律的重要性，“要加強自我管理的能
力，不論是在球場上還是生活中。”吳易
昺希望衝擊世界前100位。

■記者 陳曉莉

廣州恒大29日在官方公告中寫道：“2016年29日，
廣州恒大淘寶足球俱樂部官方宣佈與球員張成林

正式簽約。張成林，出生於1987年1月20日，身高1.83
米，體重75公斤，能勝任邊後衛、中後衛、邊前衛多
個位置，身體素質出眾，技術硬朗，拚勁十足。我們堅
信，張成林的加盟能進一步增強球隊的陣容厚度，完善
球隊的攻防體系，協助廣州隊在未來的國內外賽場上為
廣大球迷奉獻更多精彩的比賽。”

張成林社交平台謝眾人
雖然恒大官方並沒有透露張成林的轉會費，但內地

傳媒廣泛報道這筆交易的轉會費超過1億元人民幣，如
果消息屬實，張成林成為中超首位本土“億元先生”。

在官方消息發佈後，張成林也在個人社交平台上發
聲，表示獲得恒大的認可很榮幸，並感謝了人和隊六年
的培養。他寫道：“今天我正式加盟廣州恒大淘寶足球
俱樂部，能獲得俱樂部的認可我深感榮幸。在此我要感
謝人和足球俱樂部對我六年的培養、感謝俱樂部戴老闆
一直以來對我的信任和厚愛、感謝以往一起並肩戰鬥的
教練和兄弟們、感謝一直支持我的球迷朋友們、更要感
謝家人對我的理解和付出。今天我將是廣州恒大淘寶足
球俱樂部的一員了，在今後的日子裡我會全力以赴的去
完成訓練和比賽，爭取用自己的最大能力為球隊增添光

彩。”
近兩年來，由於中國本土球員資源緊缺，導致球員

身價暴漲，根據德國權威網站《轉會市場》數據，中超
球員溢價可達幾十倍。

在2016年《轉會市場》冬窗最貴的10名球員中，
四人為中國本土球員。他們包括從河南建業轉會至申花
的畢津浩，其轉會費高達7000萬元人民幣，不過這個
數字並沒有得到申花的官方確認。其次是由天津權健製
造，轉會費達到7000萬元的門將張鷺和6600萬元的孫
可，而上海上港引進國腳于海也花了5000萬元人民
幣。現在，本土球員身價終於“破億”。但張成林並非
國腳，而且已年近30，有人質疑：中國球員值那麼高的
轉會費嗎？ ■記者 陳曉莉

剛剛加冕中國足壇“三冠王”的廣州恒大，

29日在官方網站宣佈與北京人和邊後衛張成林

簽約，以補強恒大左後衛的短板。雖然恒大官

網並未透露具體轉會費金額，但內地傳媒

廣泛報道，張成林的轉會費達1億元人民

幣，如果消息屬實，張成林成為中超首位

本土“億元先生”。

千呼萬喚之後，中超16家俱樂部的最後

一位球隊主帥面紗29日終於揭開，上海申花足球

俱樂部宣佈：普耶（Gustav Poyet）正式出任上

海綠地申花足球隊主教練，率領球隊征戰新賽季的亞

冠及中超聯賽。

普耶出生於1967年11月15日，球員時代他是上世

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烏拉圭國家隊的核心人

物，是烏拉圭歷史上最為出眾的中場全才之一。2004

賽季在熱刺退役之後，普耶在英格蘭開始教練生涯，他與

車路士隊友懷斯合作，先後執教過列斯聯、熱刺，並擔任

新特蘭主教練。2015年3月，普耶與新特蘭分道揚鑣。今

年年初，普耶又被希臘雅典AEK俱樂部解僱；隨後接手皇

家貝迪斯，在本賽季西甲前11輪比賽中，普耶帶隊取得了3

勝2平6負的成績，11月12日他再次遭俱樂部解職。

■記者 陳曉莉

普耶普耶執掌執掌申花申花
明率隊亮相明率隊亮相

新華社倫敦28日電 2016年桌球英國錦標
賽28日在約克結束了第三輪的八場爭奪，周躍
龍和傅家俊擊敗各自對手闖入16強。

當天最引人注目的比賽在兩名中國小將之
間舉行，由18歲的周躍龍對陣16歲的顏丙
濤，兩人曾經聯手在去年的世界盃團體賽中為
中國隊贏得冠軍。彼此非常熟悉的兩人激戰11
局，最後周躍龍以6：5險勝，首次殺入英錦賽
16強。

周躍龍過去三年參加英錦賽，每年的成績都有提高，
2014年他首輪失利，去年闖入第二輪，今年殺入第四輪。

香港選手傅家俊第18次參加英錦賽，對手是來自湖北
的梅希文，他最後以6：4獲勝。傅家俊在英錦賽的最好成
績是2009年獲得的亞軍，過去兩年他都打入了八強。

上一輪淘汰了二號種子冰咸的于德陸沒能發揮出最高
水準，以1：6輸給了比利時選手布雷切爾，止步第三輪。

當天其他比賽中，“火箭”奧蘇利雲、世界排名第一
的沙比和“巫師”希堅斯也都戰勝各自對手，晉級16強。

英錦賽第三輪的比賽29日繼續舉行，丁俊暉迎戰28
歲的威爾士選手占美鍾斯，後者在排名賽中的最好成績是

在2012年世界錦標賽上打入8強，他現在的世界排名是第
39位。另一名中國選手張安達對陣排名112位的英格蘭選
手曼恩。

英國錦標賽與在中國舉行的國際錦標賽、世界錦標賽
和大師賽並稱世界桌球四大賽，今年的總獎金達到85萬英
鎊，冠軍將在12月4日產生。

傅家俊 周躍龍闖入英錦賽16強

17歲小將奪中國大獎賽冠軍

■中國選手周躍龍
晉級16強。新華社

■第二屆粵港盃男子埠際
賽29日晚在灣仔修頓室
內運動場舉行。廣東隊繼
首回合後以75：68再勝
一場，兩回合全勝奪得本
屆冠軍。 潘志南 攝

■■吳易昺今年吳易昺今年11月參加澳網青少年組比月參加澳網青少年組比
賽賽。。 新華社新華社

奪冠

■傅家俊比賽時表
情趣怪。 新華社

■■張成林以張成林以
逾億轉會費逾億轉會費
投恒大投恒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普耶出普耶出
任上海申任上海申
花主帥花主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成林張成林（（右右））在微在微
博確認加盟恒大博確認加盟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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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英足總官方宣佈指控曼聯主帥摩連奴，理由是
在上仗英超聯賽同韋斯咸賽和1:1的比賽中行為失當，這也
是本賽季“狂人”第三次被英足總指控。

在上仗曼聯主場對陣韋斯咸的比賽中，上半場保羅普
巴的一次摔倒被當值球證莫斯認定為假摔並出示黃牌警
告，摩連奴對莫斯的判罰十分不滿，踢開邊線上的水瓶發
泄情緒，被莫斯趕出場，故此被英足總指控。這是摩連奴
本賽季第三次被指控，上個月曼聯以0:0賽和般尼一戰，摩
連奴就曾因為跟當值球證發生爭執而被指控並禁賽一場，

罰款8000英鎊。一旦此次英足總的指控最終成立，葡萄牙
人或將面臨更嚴重的處罰。

該仗賽和韋斯咸後，曼聯排名英超第六，落後領頭羊
車路士11分；最近7場英超，他們僅僅贏下了一場。明晨
“紅魔”將再次在主場出戰韋斯咸，進行英聯盃8強大
戰，雖則曼聯上仗狂攻之下和波失分，但整體表現明顯比
韋斯咸好，今仗兩軍再次對賽，相信“紅魔”知恥近乎勇
之下，今仗誓贏波挽回面子，終止主場4連和的失準表
現。 ■記者梁啟剛

英足總指控摩連奴行為失當



體育集錦

CC33

《我是你的男人》，
爲永遠的偶像獻上最傑出的傳記
莱昂纳德•科恩是

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

艺术家之一。《我是你

的男人：莱昂纳德•科

恩传记》是他最权威的

传记。

大 半 生 的 辛 苦 奔

忙，创作时的苦思冥想，

嗑药后的飘飘欲仙和坠

入深渊时的痛苦挣扎，

以及所有那些让他心花

怒放，让他大动肝火，

让他坠入爱河，让他拂

袖而走，却从未真正离

他而去的女人，一起成

就了今天的他。如今，

年届八旬的他，依然庄

严优雅，依然锋利如

刃，依然就在这儿。这

位集作家、画家、诗人、

歌手、僧人、情圣、瘾

君子于一身的犹太老男

人，依然夜复一夜地，

像个小男孩般一路小跑

地蹦上舞台，依然会双

膝跪地，将自己和自己

的歌深情呈现于世人面

前。他的嗓音听起来更

柔和也更粗粝，甚至有

一点点撕裂，这不是问

题，万物皆有裂痕，那

是光进来的地方。

“我就在这儿，我

是你的男人。”

在卢•里德眼中，

莱昂纳德•科恩是“我

们这个时代最崇高、最

具影响力的创作人”。

在我们眼中，莱昂纳

德•科恩是一个无比复

杂、充满矛盾、难以参

透的老灵魂。你找不到

第二个人一边凭《苏珊》

《哈利路亚》《电线上

的鸟》这样的传世歌曲

加冕摇滚名人堂，一边

又借《宽恕之书》《美

丽失败者》这样的开创

性文学经典问鼎阿斯图

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就

像你找不到第二个人一

边是虔诚的犹太教徒，

一边又是遁入空门的临

济宗和尚。这个迷死人

不偿命的老头，一边是

自信满满的大学最佳辩

手，一边又是重度抑郁

症患者；一边是情圣，

一边又是居家男人；一

边领衔六十万观众的怀

特岛音乐节，一边又辗

转精神病院免费为精神

病人表演；一边与詹尼

斯•乔普林一夜缠绵，

一边又被另一位摇滚女

神妮可（Nico）痛扁……

著名音乐记者、乐

评人西尔维•西蒙斯试

图为我们解开这颗老灵

魂的谜底。她历经四年

努力，通过查阅浩如烟

海的史料与文献（她获

准进入多个藏有科恩珍

贵资料的图书馆/档案馆/

档案室，甚至被允许进

入科恩的私人收藏，亦

得到多个科恩粉丝网站

的大力协助），获得了

大量第一手资料。与此

同时，她对一百多位与

科恩亲近或是有过交集

的人进行了专访。他们

中有他的家人、朋友、

老师、拉比、一起修行

的僧侣以及音乐伙伴——

这些拨冗接受西蒙斯专

访的音乐人中充斥着巨

星级的人物，包括朱迪•

科林斯、卢•里德、大

卫•克罗斯比、伊基•

波普、杰克逊•布朗、

克里斯•克里斯托弗、

尼克•凯夫、小精灵乐

队的布莱克•弗朗西

斯、莎朗•罗宾逊等。

当然，这串长长的名单

中还有他的情人兼缪斯

们（丽贝卡•德•莫妮、

玛丽安•伊伦、苏珊•

埃尔罗德、安嘉妮等）。

最重要的，还有科恩自己，

他会在西蒙斯著的这本

《我是你的男人：莱昂纳

德•科恩传记》中时不时

地亮相，就像坐在你面前

那样侃侃而谈。

为了最细致入微地

勾勒出一幅科恩画像，

展现给我们一个真实的

科恩，西蒙斯一路追寻

科恩的足迹，从科恩的

出生地蒙特利尔开始

（早在1950年代，年轻

的科恩就在故乡以诗人

身份蜚声加拿大文坛），

途经科恩曾驻足过的伦

敦和希腊小岛伊兹拉，

再到科恩音乐事业的发

迹地——1960 年代的纽

约……到了1990年代中

期，西蒙斯追溯的脚步

迈入了一道弧线——正

当科恩享受着迄今为止

最畅销的那张专辑所带

来的成功，并即将与一

位美丽的好莱坞大明星

步入婚姻殿堂时，他却

突然遁入深山做起了和

尚。2008年，被经纪人

兼前情人卷走一生积蓄

的科恩为了养老钱不得

不重返舞台，彼时，74

岁的他已阔别舞台15年

之久。接下来的故事大

家都知道了，科恩的复

出巡演获得了难以置信

的巨大成功，而且一演

就是5年——戏剧性的是，

正是因为那个经纪人的

背叛，一出完美的东山

再起才会上演，莱昂纳

德才得以登上事业和人

生的巅峰。无论是循着

科恩的足迹走过孟买的

小巷，探访他入住过的

切尔西旅馆房间，还是精

细入微地剖析科恩的诗

与词，西蒙斯不遗余力

地寻找着科恩之谜的答

案。在她富有洞悉力的笔

触下，科恩作为一个艺

术家以及一个男人的种

种经历真实地浮现出来，

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梁鴻文學評論集新書上市
探討“河南人”背後的鄉土中國

继本月推出新作《神圣家

族》后，作家梁鸿的两部文学

评论集《外省笔记：20世纪河

南文学》、《“灵光”的消逝：

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由

中信出版社出版。

“河南人”背后的乡土中

国命运

河南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省

份和中国最不发达的内陆省份

之一，以化石式的凝固状态呈

现出中国文化的古老模式，这

为河南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极具

文化价值的描写对象，也成为

乡土中国面临现代性时命运的

缩影。

然而，河南作为中国古

代文明的核心地区，却在历

史长河中渐渐失去了中心地

位，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

沦为了长期的“外省”和

“他者”，并陷于一直试图

接近中心却又不被接纳的错

位与尴尬之中。

作家梁鸿的文学评论集

《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

从“外省”的独特的角度，对

20世纪河南文学进行了解读，

并对中原的文化特质进行了探

索。抓住了20世纪河南文学发

展中的三个不同时期的三种文

化、文学现象：新文化运动初

期的“彗星”现象，50年代—

70年代河南文坛的几个亮点，

以及世纪末的“中原突破”，

并对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文

学的底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

论。

《外省笔记：20 世纪河

南文学》对 20世纪河南文学

的发展做了全面梳理，并对

师陀、刘震云、周大新、阎

连科、李洱等河南作家及其

作品进行了分别论述。书后

附作者与阎连科关于河南文

学的精彩对谈。

探寻曾经充满“灵光”与

“风景”的当代文学

梁鸿的另一部当代文学评

论集《“灵光”的消逝：当代

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从家

族小说、女性身份、乡土文学

等不同切入点，对中国当代文

学做了评述。

本雅明在论及传统艺术

的价值时，使用了一个非常

感性的理论术语——“灵光

”（aura），“什么是灵光？

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

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

在眼前。静歇在夏日正午，

沿着地平线那方山的弧线，

或顺着投影在观者身上的一

截树枝，直到‘此时此刻’成

为显像的一部分——这就是在

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灵光。”

在哈代的英国乡村、福克纳的

南方小镇、马尔克斯的马孔

多村庄，在鲁迅的绍兴、沈

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

北乡、阎连科的耙耧山脉、

毕飞宇的王家庄、王安忆的

上海胡同那里，都可以感受

到这一“灵光”的存在，它

由乡村的尘土、阳光与原野，

由生命、神话与历史中折射

出来，经过心灵，凝聚为精

神的故乡，激发人类最为深

沉的情感悸动。

著名作家阎连科认为，梁

鸿的文学评论作品显示了她作

为一位人文学者对社会现实的

关注与思考，她不仅仅是把这

些作为学问来做，还将之作为

理解社会、人生与自我生命存

在的途径，将自己的生命热情

与体验也融入了进去。

内容简介

河南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省

份和中国最不发达的内陆省份

之一，以化石式的凝固状态呈

现出中国文化的古老模式，

这为河南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极

具文化价值的描写对象，也成

为乡土中国面临现代性时命运

的缩影。

河南作为中国古代文明

的核心地区，却在历史长河

中渐渐失去了中心地位，在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沦为了

长期的“外省”和“他者”，

并陷于一直试图接近中心却

又不被接纳的错位与尴尬之

中。

《外省笔记》从“外省”

的独特的角度对20世纪河南文

学进行了解读，并对中原的文

化特质进行了探索。

《外省笔记》抓住了 20

世纪河南文学发展中的三个

不同时期的三种文化、文学

现象：新文化运动初期的

“彗星”现象，50 年代—70

年代河南文坛的几个亮点，

以及世纪末的“中原突破”，

并对其背后的思想、文化、

文学的底蕴进行了较为深入

的讨论。

《外省笔记》对20世纪河

南文学的发展做了全面梳理，

并对师陀、刘震云、周大新、

阎连科、李洱等河南作家及其

作品进行了分别论述。书后附

作者与阎连科关于河南文学的

精彩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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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北京時間11月28日3:45，新賽季意甲聯賽第14輪焦點戰，羅馬主場3-2佩斯卡拉。羅馬在曆史上和
佩斯卡拉交手16次，打進23球丟13球，拿到了6勝7平2負的成績。在主場同佩斯卡拉的8場比賽中，羅馬4勝2平
2負。在之前進行的一場比賽中，尤文圖斯客場1-3不敵熱那亞，羅馬有機會縮小同榜首的分差。主場對陣佩斯卡拉
，斯帕萊蒂采用4231陣型，埃莫森和熱爾松獲得機會。佩斯卡拉方面有羅馬舊將佩佩和克雷森齊。哲科開場梅開二
度，佩羅蒂下半場罰進點球，佩斯卡拉方面梅穆薩和卡普拉裏破門。德羅西替補登場完場第400場意甲比賽。在積分
榜中，羅馬29分排第2，暫同尤文差4分。

綜合報道 隨著年紀變大，小七已然出落成少女，長發披肩，肌膚細膩，尤其是那勾人的迷離眼神，簡直跟老爹
貝克漢姆一模一樣。不少人笑談，小七光繼承到貝克漢姆的“眼神殺”，將來長大就足以迷翻成片男生。

綜合報道俄羅斯的性感模特伊琳娜-伊萬諾娃一直有“進軍足壇”的意願，而實現這個
願望的第一步則是選擇一個自己的足球偶像。但面對是梅西還是C羅的時候，伊琳娜卻翻
起了選擇恐懼症。為此她只能網上發起公投，求助網友。但她求助的方式卻很驚豔。照片
中她半露酥胸，衣服上分別寫著梅西和C羅的名字，看哪張照片的票數多。而網友則打趣
道，這不是求助，是“球”助啊！

綜合報道 2016年11月，墨西哥，墨西哥自由式摔跤是一項極具特色的體育運動，幾
乎已成為墨西哥人生活的一部分。自由式摔跤的選手通常戴著面具，進行半體操、半雜技
的格鬥，首先把對方摔倒兩次的一方就可以獲得勝利，他們在台上可能用椅子或霓虹燈管
砸向對方，造成小型的爆炸將玻璃碎屑撒滿全場，半數的摔跤手會頭戴面具，甚至用刀叉
弄傷對手，在賽場上渾身是血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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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獲金馬獎對大陸影片意味著什麼？
第53屆金馬獎頒獎典禮26日晚在

臺北舉行。大陸電影人大放異彩，狂攬
數個“重量級”獎項——張大磊的《八
月》獲最佳劇情片獎，馮小剛憑借《我
不是潘金蓮》獲最佳導演獎，範偉獲最
佳男主角獎，馬思純和周冬雨雙雙獲最
佳女主角獎。

斬獲金馬獎，對大陸影人來說意味
著什麼？

首先自然是藝術的肯定。2010年，
徐帆入圍金馬獎最佳女主角，最後惜敗
給呂麗萍。陪同妻子出席金馬獎的馮小
剛，當時曾炮轟金馬獎。去年在馮小剛
未出席的情況下，金馬獎把影帝頒給他
，今年馮小剛又拿下最佳導演。連續兩
年獲得金馬獎的禮遇，馮小剛也和金馬
重歸於好了，“所以我剛才說要感謝金
馬獎的胸懷，確實讓我看到它的公正。
”拍攝《我不是潘金蓮》，馮小剛大膽
采訪了圓形畫面。此舉遭遇了不小的阻
力，這次得獎，對馮小剛無疑是壹種肯
定，所以在獲獎感言中就說，“我不知
道這樣做(圓形畫幅)是不是對的。我的很
多好朋友都反對我用這個方式來拍，今
天金馬獎給了我壹個答案，告訴我這個
堅持是對的。”

馮小剛之所以如此高興，除了藝術
上的肯定之外，還有經濟的回報——這
壹獎項將為《我不是潘金蓮》進軍臺灣
市場打開了大門。

長期以來，臺灣地區對大陸影片實
行配額制——每年只有10部配額。大陸
影片如果想要在臺灣公映，都得在歲末
年初去報名排隊參加第二年的抽簽。由
於抽簽的偶然性，大陸很多大制作影片
無法在臺灣公映。

2014年，臺灣對“電影法”進行了
部分修改，打破了每年大陸只有10部電
影上映的名額限制，規定在臺灣金馬獎(
最佳劇情片和最佳導演獎)、戛納電影節
、威尼斯電影節、柏林電影節和美國奧
斯卡獲得獎項的中國大陸電影，可不受
配額限制，直接申請在臺灣上映。

盡管這些年大陸電影市場蓬勃發展
，但擁有600個放映廳的臺灣電影市場
也依然不容小視(大陸影院超過 6300
家)——獲2015年臺灣地區電影票房冠
軍的《我的少女時代》，在臺灣就斬獲
了超過4億新臺幣(1人民幣約合4.6新臺
幣)的票房。而當年大陸影片《畫皮2》
和《被偷走的那五年》就在臺灣創造了
796.9萬元和1806萬元的票房。

《我不是潘金蓮》采取5億票房保
底發行，業內人士預測其在大陸的票房
為4.75億左右。這，加上中國香港、北
美等地票房，達到目標應該問題不大。
如今憑馮小剛獲金馬最佳導演而贏得進
軍臺灣市場的資格，對於《我不是潘金
蓮》也是意外之喜。鑒於《我的少女時
代》、《那些年，我們壹起追過的女孩

》等偏文藝的影片在臺灣票房的成功，
同樣偏文藝的《我不是潘金蓮》以及
《八月》能走紅臺灣，也並非沒有可能
。說句題外話——大陸市場對臺灣影片
有何規定呢？過去，臺灣電影每年有20
部配額的限制。隨著大陸與臺灣經濟協
議(ECFA)正式實施五項服務業項目的早
期收獲優惠，從2011年1月1日起，凡
是大陸同意在臺灣註冊的公司所拍攝、
擁有50%以上著作權的華語片，經大陸
主管部門審查通過後，不受進口配額限
制，均可在大陸發行放映。

導演張大磊：堅持很奢侈，必須有
人犧牲付出

黑白影像、文學化敘事、小男孩主
角、全“素人”表演、處女作攬6項提
名並獲最佳劇情片和最佳新演員獎……
經由第53屆金馬獎，大陸影片《八月》
壹夜之間聲名鵲起。來臺北參加金馬獎
的導演張大磊接受了新華社記者專訪。
回望7年創作歷程，他說，不過是想以
初心拍壹部“簡單的片子”，致敬父輩
，也回望童年。

充滿詩意的年代素描
上世紀90年代，12歲少年曉雷結束

了小升初考試迎來沒有作業的暑假，他
的父母卻在找盡關系為他安排學校。當
剪輯師的父親和國營制片廠的同事們下
崗無事，看似平靜的生活狀態下，心卻
像烈日炙烤那般燥熱。為了生活，父親

離開家鄉去私人劇組做場工，家裏只剩
下了母子倆，曉雷才著實感覺到生活在
起變化。立秋那天夜裏，他家的曇花悄
然開放……這是《八月》的故事梗概，
英文名叫“The Summer is gone”。

拍攝創作生涯的第壹部長片，這位
在內蒙古電影制片廠大院長大的“80後
”導演很自然地將鏡頭對準最熟悉的人
和事。“‘曉雷’作為旁觀者，壹定程
度上可以視作當年的我。影片講述的90
年代就是投射到壹個小男孩視角裏的模
樣。”張大磊說，生活方式、人際關系
都顯得相對簡單，“有對美好事物的熱
愛，有從早到晚時光流逝的過程感，有
父輩們接受變革的從容姿態”。

沒有沖突、對立或者批判，只用基
本的敘事與抒情，帶出全片的平穩節奏
和安靜氛圍。“我想影片能打動觀眾和
評審的東西，就是簡單但起碼很真誠。
”張大磊說，“呈現家庭生活本來的模
樣就挺好，觀眾會從每個人物的小片段
感受到其中的美好、遺憾和期待。”

堅持“奢侈的堅持”
全“素人”演出陣容是《八月》的

壹個亮點。張大磊說，“實際上，非職
業演員壹旦信任導演，表現會很驚人。
”“曉雷”扮演者、10歲的孔維壹就是
極好的例證。這個脖子上掛著雙截棍、
總是用安靜又好奇的眼神打量世界的小
男孩，得到金馬獎評審青睞，榮獲最佳

新演員獎。
“我和孔維壹的交情是從陪他放風

箏、教他玩雙截棍和紅白機開始的。”
張大磊說，然後讓他試著過沒有手機和
無線網絡的生活，還要每天睡午覺。很
快，小男孩就“沈”進了懷舊模式。拍
攝期間，他甚至會從角色人物的思維出
發，與大人們探討該怎麼演。

就這樣，壹群“素人”演員在壹位
“新人”導演的調度下，拍出了“完全
沒有表演痕跡”的《八月》。“這部作
品，讓我更明白以後的路要怎麼走。”
張大磊說。

入圍的6個獎項提名裏，最佳劇情
片可能是《八月》劇組最不抱希望的壹
個。當評審團主席許鞍華念出這個“壓
軸大獎”的名單，驚訝與喜悅同時呈現
在張大磊的臉上。領獎時，他說：“能
堅持壹件事特別奢侈，必須有人犧牲付
出。”

這句話的背後，是《八月》拍攝過
程中費用捉襟見肘，演員和主創零酬勞
工作；是資金鏈幾度斷裂，最後由退休
多年的剪輯師父親自掏腰包支持他把電
影拍完。

“畢竟影片的敘事性很弱，光看劇
本能了解到的內容就更少，投資人想要
掙錢，不看好這個劇本也屬正常。”張
大磊說。幸運的是，《八月》拍完後因
為出色的品質得到投資人關註，市場發
行工作也有了專業人員接手進行。11月
20日，《八月》在北京壹家知名電影藝
術中心舉辦“金馬入夢”試映活動，同
時公布將成為愛奇藝影業出品的首部文
藝片。

陳赫：《極品家丁》播放破十億就暴瘦十斤

近日，喜劇電視劇《極品家丁》在北京
舉行發布會，總制片人楊釩、監制滕文驥、
導演王為、造型設計師蘭玉和主演陳赫、金
晨、尹正、李溪芮、SNH48林思意、趙悅
童齊齊亮相現場。發布會上，陳赫和金晨、
尹正吐槽鬥嘴“互相傷害”，並豪言《家丁
》播放破十億就強迫自己暴瘦十斤。和其他
愛情穿越劇不同，《極品家丁》中陳赫不僅被罰倒夜香、招
惹魔教，更不幸卷入了宮廷陰謀，搞得自己黴運纏身。在發
布會的神秘箱環節更被“整慘”，直接下手摸“大便”蛋糕
，陳赫不禁“痛訴”導演：“是不是我帥到得罪什麼人了！
”在發布會現場的“極品搞”環節，劇方還首度曝光了片花

，視頻中陳赫、尹正兩人鬥嘴、互懟、壁咚、送秋波壹應俱
全，引起現場觀眾尖叫。兩人也現場還原戲裏為雞腿“大打
出手”的橋段，陳赫爆料：“從進組到殺青，每天中午都搞
只雞吃，白斬雞、鹹水雞，每天口味都不重復。”陳赫還表
態稱，如果《極品家丁》播放破十億，自己就暴瘦十斤。

《超級快遞》首映口碑好
陳赫挑戰體力極限受苦

近日，動作喜劇電影《超級快遞》
在北京舉行首映禮，導演宋嘯攜主演陳
赫、大衛·貝爾、肖央、李媛、李淳等亮
相。剛剛升級為奶爸的陳赫，自曝在片
中挑戰體力極限，受盡苦頭。

電影《超級快遞》講述了壹名快遞
員卷入壹場國際陰謀的故事。當天的首
映環節，片方還設置了特別的快遞員專
場，北京的百余位快遞員受邀觀看這部
以快遞員為主角的影片。放映結束後，
不少快遞員也紛紛表達了對影片的情感
共鳴，“很感謝能看到這樣壹部以我們
快遞員為主角的電影，陳赫飾演的快遞
員看似平凡，在電影中卻是壹位英雄，
讓我們也對自己的職業充滿了新的激情
和自豪感。”

值得壹提的是，剛剛誕下女兒的新
任奶爸陳赫還為影片演唱了主題曲。除
此之外，他還爆料稱：“為了這部片子
我專門去學了怎麼騎摩托車，看起來好
像沒什麼了不起，但在拍攝中，尤其是
在狹窄的弄堂和巷子裏，我車子上還載
著智孝，也擔心她會摔倒。同時我還要
兼顧表演，實在是超級高的難度。”

作為全球跑酷之父，法國男星大衛·
貝爾此次在片中的動作場景十分帥氣瀟

灑，但他卻表示並不輕松，“拍電影和
實際的運動有很大的不同，還是比較難
的，很多場景會出現我之前沒有經歷過
的驚險”。談到和中國演員的合作時，
貝爾則開心地表示這是壹次“絕對值得
反復回味”的經歷，“中國的演員都很
熱情，而且他們很敬業，雖然沒有經歷
過動作訓練，但無論男生女生都會親自
上陣去表演，我很敬佩他們的勇氣”。

作為特別出演的肖央，此次在影片
中犧牲形象的演出也獲得現場媒體和觀
眾的力挺和贊嘆。有觀眾表示，影片中
肖央每壹個出場的鏡頭都極具笑點，堪
稱最經典出彩的角色之壹。尤其是身穿
性感睡衣妖嬈出場的鏡頭和被壹群人拖
地群毆的慘烈場景，給觀眾留下了極為
深刻的印象。
“肖央真的是
用靈魂在搞笑
，他每壹次出
場都讓人十分
期待！” 據
悉，電影《超
級快遞》將於
12月2日在全
國上映。

《如果蝸牛有愛情》王子文飆哭戲演技爆發
都市劇《如果蝸牛有愛情》正在東

方衛視熱播。在本周的劇情裏，蝸牛cp
將深入緬甸追尋嚕哥及其幕後大佬的蹤
跡。在陌生的環境下，季白小分隊遭遇
種種狀況，陷入和當地惡勢力鬥智鬥勇
的險境中。

高燃的劇情上線也帶動了動作戲接
二連三的上演，“戰神季白”持續開掛
，單人對抗團夥既熱血又刺激。

王子文飾演的許栩在行動中給出了
錯誤的調查方向，導致姚檬、趙寒在救
援過程中受傷。

許栩的失誤致使兩位最親密的隊友
躺在了醫院，巨大的心理壓力與愧疚，
在她看到姚檬醒來後全數爆發，聲淚俱
下。許栩傷心欲絕的樣子如同孩子壹般
無助，隱隱落淚的畫面更加渲染了該劇
的沈重基調，不僅為角色蒙上了壹層濃

郁的悲情色彩，也詮釋出了許栩作為壹
個天才少女在成長路上遭遇挫敗時的心
理轉變。

值得壹提的是，王子文在《蝸牛》
裏面的每壹場哭戲都讓觀眾看到了她在
演技上的爆發，愧疚、自責、難過……
情緒的不同連帶哭戲的表現方式也不盡
相同，傾情的演繹分分鐘狠戳觀眾淚腺
，爆發的高能演技深受觀眾好評。

《無名者》丁誌城穿制服充滿陽剛之氣 與原雨演情侶
近日，由大威、吳曉楓執導，朱金

晨編劇，丁誌城擔綱總制片人，原雨、
吳剛、嶽秀清、馮遠征、姜武、楊雪、
高曙光、王挺、楊立新、高冬平、王剛
、等演員傾情加盟的諜戰大戲正在天津
衛視熱播。

這部充滿著男性陽剛之氣《無名者
》可以讓“大叔控”們大飽眼福。值得
壹提的是大叔還上演了“制服誘惑”，
白衣大褂、西裝、白襯衫……《無名者

》中，丁誌城飾演身份復雜、心懷國家
的熱血“硬漢大叔”錢之風。在《無名
者》播出的前幾集中，錢之風壹身白大
褂帥氣出場，手持手術刀熟練救治病患
，並且打敵人救兄弟護愛人，樣樣都會
。其實，丁誌城已經不是第壹次在熒幕
上上演“制服殺”了，警察服、民國裝
、軍裝、皮衣、白大褂、西服白襯衫樣
樣有。青年演員原雨在《無名者》扮演
軍統女特務韓彩衣，潛伏於汪精衛偽政

府，既要獲取機密情報又要避免身份被
曝光。機緣巧合之下，與丁誌城扮演的
外科醫生錢之風假扮成夫妻，攜手完成
壹系列驚心動魄的任務，刻骨銘心的歷
程也讓兩人成為真正心靈相通伉儷伴侶
。兩人的感情戲也是劇中的壹大看點。
在近幾集中，錢之風與韓彩衣終於是眾
盼所歸“走在了壹起”，並在他們“愛
的新家”中“宴請賓客”。錢之風溫柔
似水，對彩衣照顧得無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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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嘉欣一向演開純情少女，今次忽然一改戲路演
慈母，早前“老公”黃宗澤向她攤牌，龔嘉欣

憑“爆喊戲”獲網民大讚“世界級演技”，更推舉
她攞今年女配角。其實唔講唔知，今次龔嘉欣是臨
危受命接拍這悲情角色，為了拍好喊戲，嘉欣平時
在片場寧願收埋自己，以免被其他人影響自己情
緒。

“嗰場戲拍得好辛苦，流眼淚唔難，但要感動
人就好難。Bosco同張繼聰幫咗我好多，因為大家都
好投入去拍。平時我在片場會嘻嘻哈哈，但今次呢
個是臨危受命去接呢個戲，接的時候好急，所以單
是睇戲本已經用了很多心機。拍的時候又唔敢同別
人傾偈，怕影響自己情緒。早前播出時，睇返都好
心痛。來緊仲有一幕，Bosco會跟我爭女兒撫養權，
由於是戶外取景，導演要求多角度拍攝，結果拍了
幾次，又喊了幾次，雙眼都喊到腫，回到家中雙眼
仍紅，喊到好似自己真係經歷咗咁。”

“人言可畏”不再忍
只得26歲的龔嘉欣今次“升呢”做慈母，和6

歲的囡囡演對手戲，絕對沒難度。和前男友鄧健泓
分手後，龔嘉欣呢幾年爛桃花甚旺，更不時被標上
“小三”代號，一時又話佢疑似介入吳業坤（ 坤
哥）與王卓淇的戀情，一時又話佢疑似介入袁偉豪
和岑杏賢的“分”訊，幸獲當事人出面澄清。但
“人言可畏”，龔嘉欣決定以後遇上這些失實的報

道，不再選擇沉默。
“人言可畏，當初我選擇沉默係因為想大事化

小，但原來大家會選擇相信，咁以後就算我講一萬
句，你們都唔會相信我。特別是坤哥單嘢，睇到新
聞的時候都幾激動，嗰個女仔（王卓淇）根本是不
認識的，憑咩在傳媒面前亂講說話，係有唔開心，
因為真係唔關我事。我都曾同律師傾過，想告她。
幸好坤哥有幫我澄清，可能娛樂圈很少像我這個年
紀的女仔是單身，而且我多數與男拍檔合作，有感
情線，變成一定會傳緋聞，很正常的，只是不能太
過分，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一個嗲聲嗲氣的
女仔。”

拍拖一事放第二位
與其被人隨便安個“男朋友”，倒不如正正經

經找個男朋友拍拖。記者笑言其同居密友姚子羚都已
經和有米男友鄭子邦打得火熱，隨時飛甩嘉欣。說到
拍拖一事，嘉欣坦言因為上一段情傷害得自己好緊
要，所以拍拖此事對她來說頗為遙遠。“我份人很順
其自然，我覺得所有事情都是安排好了的，由不得你
去想。我要搵個男朋友，而因為我想下一個男朋友就
係我結婚的對象，所以要時間了解咗之後先結婚，結
完婚又想過吓少少二人世界先再有個小朋友，所以好
遠啦！現時未有心拍拖，因為之前一段情好傷害我，
每一個人在不同階段的優先順序也會有分別，在這一
刻毫無顧慮地選擇事業放首位。”

與黃宗澤爭女

龔嘉欣龔嘉欣(Katy)(Katy)在在《《幕後玩家幕後玩家》》演賢妻思汝一角演賢妻思汝一角，，卻遭老公黃宗澤卻遭老公黃宗澤（（BoscoBosco））有有

婚外情而拋棄婚外情而拋棄，，早前播出一幕爆哭場面得到觀眾同情早前播出一幕爆哭場面得到觀眾同情，，不少網民力推她下月奪最不少網民力推她下月奪最

佳女配角佳女配角。。其實除了早前悲慘一幕外其實除了早前悲慘一幕外，，本星期本星期““世紀賤男世紀賤男””黃宗澤會回來跟她爭黃宗澤會回來跟她爭

女兒撫養權女兒撫養權，，令令KatyKaty““終極崩潰戲終極崩潰戲””變瘋變瘋，，各位觀眾要攞定大量紙巾傍身了各位觀眾要攞定大量紙巾傍身了。。

為演哭戲 片場收藏自己

變瘋變瘋龔嘉欣龔嘉欣
■■今次龔嘉欣是臨危受今次龔嘉欣是臨危受
命接拍這悲情角色命接拍這悲情角色。。

■■龔嘉欣表示這一刻選擇龔嘉欣表示這一刻選擇
把事業放第一位把事業放第一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林家棟
與新人顏卓靈合作懸疑片《那年夏天你去了
哪裡》，家棟笑言今次專職做演員以外，也
特別留意另一位內地演員宋佳的表現，因自
己也有做電影監製，遇到好演員都希望能趁
低吸納，怕她們之後會變“貴”了。

家棟在《那》片中扮演警察角色，去
追查十年前於美國失踪的顏卓靈的案件，從
中揭發了很多錯綜複雜的事情，而戲中顏卓
靈外表像個普通的小妹妹，但實質殊不簡
單。家棟亦指戲中他跟飾演顏卓靈姐姐的宋
佳有較多的感情戲，從查案發展出一段關係
曖昧的感情。顏卓靈劇透指自己從小遭綁架
由黑人禁錮下成長，由於甚少跟外界接觸，
說話變得很緩慢，更不懂跟別人溝通，因此
演出前都要加以練習。她又指戲中亦有被侵
犯的戲份，拍攝前她參考了一些外國真實的

案件，了解到不少受害者都被侵犯過。”她
說：“我也看過一些受害者自撰寫的書，其
中有一個女仔遭一對夫婦綁架，是由太太協
助老公去侵犯受害人。”顏卓靈表示演出之
前都要先培養情緒，每次於大宅內拍攝，她
會先留在一間狹小的房間自我“禁錮”，家
棟也取笑她拍攝前躲起來，拍攝時又不知去
了哪裡，真的很難找到她出來。

顏卓靈很高興導演會選中她來演這個
角色，也打算要男友白只去捧場，希望可以
交流演出心得，她說：“以往的導演都是找
我演開心和開朗的角色，很難得有導演肯幫
我突破，多開一條演戲之路。”前輩家棟也
讚賞顏卓靈有演技，曾看她主演的《狂舞
派》，與現在相比都有變化，也更有信心去
演出，家棟也不忘大讚宋佳是一位很好的演
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導演
爾冬陞(小寶) 執導、徐克監製的武俠電影
《三少爺的劍》28日晚舉行首映禮，方中
信與太太莫可欣及薛凱琪(Fiona)亦有出席
捧場。Fiona28日晚專誠出席捧小寶場，對
於小寶有意開拍《早熟》續集， Fiona笑
說：“我成日叫佢拍《早熟2》，叫佢不

要太快退休，拍埋我先。”她又透露有意
執導：“自己都有寫劇本，想拍成一套
戲，有問小寶我拍第一套戲會唔會幫手，
佢之前應承過我，我會做導演，但唔講得
住，等我工作冇咁忙先，拍了《早熟2》
先。”問到有否問過房祖名的檔期？她笑
說：“唔知他的檔期，游說咗導演先。”
日前Fiona出席余安安女兒李文琪的婚
禮，她亦被感動到喊，更被取笑不知情還
以為是她嫁女。她謂將來都想生個像安安
姐女兒般又乖又靚又孝順的女兒。問到她
幾時會結婚？Fiona卻稱不心急。

方中信28日晚偕同太太莫可欣出席
首映禮，身為前慧妍雅集會長的莫可欣被
問到近日梁小冰與陳法蓉（Monica）發
生的“制服風波”，莫可欣說：“兩個我

都識，覺得兩個都好好人，以前做會長
時，Monica 成日提點我，佢係有心幫
人，小冰就好nice，上次我做慈善步行佢
都來撐我，我諗係誤會啫，大家以和為貴
啦！”問到她會否做和事佬？可欣就拒絕
說：“唔會啦！我又唔在場，又唔知發生咩
事，不過睇到新聞，大家唔好講咁多嘢囉，
大家做呢一行，有好多情況會遇到，唔係個
個都會受到尊重，有時個環境影響，唔係有
心，自己都遇過呢啲情況，都係一笑置之，
拎得起，放得低，做人至會開心。”

梁小冰指陳法蓉為人“好倔”，問到
可欣所接觸到的Monica又是否如小冰所
指？可欣說：“佢對我好友善，所以我都
好驚訝點解會有呢種事發生，我需要幫手
時，Monica有幫我，已經好感激。”

林家棟趁“低”吸納新演員

薛凱琪有意做導演

秀
智
15
分
鐘
快
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韓星秀智29日現
身香港出席代言的首飾品
牌活動，現場吸引近百粉
絲圍觀，身穿粉紅露肩裝
的秀智，未知是否裙子太
鬆，她不時抽起肩位整
理，整個活動約進行15分
鐘，秀智在工作人員護送
下離場。秀智先以韓文跟
在場粉絲打招呼，又不時
撥弄頭髮，狀甚風騷。

大會先“賜座”給她
坐下來接受司儀提問，已
非首次來港的秀智，對香
港印象是覺得香港粉絲好
熱情和好人，所以很鍾意
香港，接秀智同大家分
享挑選飾物的心得，她喜
歡優雅精緻首飾，簡約設
計更見獨特一面，平時她
喜愛戴戒指和長耳環，不
愛造作和誇張首飾。問她
聖誕如何度過，她表示預
計到時要工作，但會嘗試
抽時間同家人度過。不過
就絕口不提男友李敏鎬。
隨後秀智應大會要求，以
英語向全場說“聖誕快
樂”。

之後秀智與一眾VIP
客戶合照，其間她擺出V
字手勢，不時向現場粉絲
揮手，逗得粉絲們嘩鬼
叫，最後秀智與粉絲道
別，多謝大家支持，又識
做地擺出“心”形手勢，
離開前親自走落台收粉絲
禮物信件，表現親民。

■■顏卓靈顏卓靈 ■■林家棟林家棟

■■薛凱琪透露自己都有寫劇本薛凱琪透露自己都有寫劇本。。

■■秀智以韓文跟在場粉絲打秀智以韓文跟在場粉絲打
招呼招呼，，又不時撥弄頭髮又不時撥弄頭髮，，狀狀
甚風騷甚風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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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優質兒少節目交流工作坊移師台北

安心亞挑男先看襪子 
鏡頭前大口吞泡麵

世新邀請石正人教授
傳授昆蟲知識

李運慶床戰小薰做白工
高山峰只牽阿諾小手怨沒福利

火辣通告咖 小 Call 早餐店打工

舉辦超過半世紀的慕尼黑國際兒少影展影

片首度移師台灣進行兒少節目製作研習與交流

活動！來自各國近百位兒少電視節目製作人員，

將聚集26日的「國際優質兒少節目交流工作坊」，

將帶動深化臺灣兒少節目的製作能量。

為提升台灣兒少電視節目的製作品質，台灣

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與臺灣媒體觀察

教育基金會於今 5月前往慕尼黑參加兒少影展，

透過與影展單位的協調，帶回 20 餘部全球傑出

兒少節目，並邀集超過 10 個電視台，及近百位

兒少電視節目製作人員參加 26 日舉辦的「國際

優質兒少節目交流工作坊」，希望藉此深化臺灣

兒少節目的製作能量。

主辦單位表示，研習會當天將邀請到今年

入圍慕尼黑國際兒少影展的三部作品的臺灣製

作團隊分享製作經驗，包括公視「水果冰淇淋」

製作人林瓊芬、「剪刀、石頭、布」節目公視代表

( 現為客家電視台節目部經理 ) 林曉蓓、大愛電

視節目部副理吳郁玟共同分享兒少節目製作經

驗。

此外，遠赴慕尼黑參與影展的「小主播看天

下」小主播花湧惠也將描述此行與國際兒童評

審的無國界交流，她表示，看到國際間如此多專

藝人小 CALL 靠著活潑的個性和火辣的身材，擔任各

大綜藝節目的通告咖，平時也常在臉書與粉絲分享生活點

滴，不過她近日卻被直擊在早餐店打工，每天 6 點準時上工，

領時薪 125 元。

親切為客人送上早餐，這位穿著圍裙，帶著粗框眼鏡的

女生是藝人小 CALL，他是各大綜藝節目的通告咖，在節目

上表現活潑亮眼，甚至還拍火辣寫真集，大方展現好身材，

之後他想要創業開早餐店，所以現在先來打工學習。

光是做個吐司就一堆學問，她每天清晨 5 點就得起床，

6 點上班，一路忙進忙出到 10 點才能稍微休息，這一切都

是為了夢想，連老闆都覺得他很有心，老闆讚嘆小 CALL 完

全沒有明星的架子，不但工作表現積極，服務態度也很好，

小 CALL 給自己 1 年的時間學習，未來預計在新店景美開

設自己的早餐店。 

業製作人員，願意對全球青少年電視節目內容投

入，讓她感動不已，更想為台灣兒少請命，希望

台灣有更多資源與有使命的工作者，願意加入

兒少影像教育產製的行列。

主辦單位表示，本次研習活動精選的影片，

開幕片是來自英國 CBBC 拍攝的「腳踏車上的

男孩」（The BoyOn The Bicycle），片中透過節

目讓英國 6 至 12 歲的兒童知道，與他們年齡相

仿的 200 萬敘利亞難童，如何面對眼前的戰火，

以及未來有什麼理想與困難？本片在本年度的

慕尼黑影展最後囊括了 7 至 10 歲非劇情片獎、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特別獎、影展委員大會票選

獎等 3 項大獎，為慕尼黑影展最大的贏家。

其 次，來 自 巴 西 的「 瑪 莉 娜 的 海 洋 」

（MARINA’SOCEAN）， 則 拍 出 唐 氏 症

少 女 對 於 愛 情 的 朦 朧 想 像；日 本 NHK 的

「 童 話 法 庭：三 隻 小 豬 審 判 庭 」（FOLK 

TALECOURTROOM：THE TRIAL OF THE 

THREE LITTLE PIGS 則以耳熟能詳的童話故

事，轉化為少年法庭主題，討論燙死大野狼的

小豬是否有罪？深化孩子們對於道德及法律的

思辨能力；由挪威 NRK Super 製作的「做得好！」

（NICE WORK！）由專業技師帶領兩位 6 歲

李運慶在中視、中天《多桑＠純萃年代》和小

薰有場激情戲，拍攝時花３個多小時才拍完，２人

拍得投入，連工作人員看了都臉紅心跳，可惜播出

時因考量八點檔時段，親熱戲只剩 13 秒，被大家

虧「白親了」，戲裡同樣暗戀小薰的高山峰則醋勁

大發說自己都沒床戲。劇組 18 日表示，已計畫把

這段親熱戲 Po 在官方粉絲頁，觀眾有機會看到

完整版。

阿諾怕男友介意

李運慶說，這場戲拍得唯美，有幾個鏡頭還

以剪影呈現，當時特別清場，他和小薰的默契好，

非常入戲，拍完時，他當下有點呆掉，心想：「我

現在要馬上切回當李運慶嗎？」導演問他要不要

看剛剛拍的，他還害羞拒絕。高山峰比較哀怨，

他和阿諾劇中的一夜情簡單帶過，最親密也只有

牽手。

原來去年拍《多桑》時，阿諾正和人在美國的工程師男

友熱戀，她擔心男友介意，因此向劇組表達「不拍吻戲」的

要求，小心呵護戀情。據知當時她和同劇演員去腳底按摩，

TVBS《宅男的世界》邀請到女神安心亞上節目，主持人蘇宗怡現場

考她以台語播報新聞，剛開始嗆聲自己台語超「輪轉」，不料播報時卻「零

零落落」，讓工作人員笑歪。

現場準備了泡麵要讓安心亞打打牙祭，她一看見泡麵，宛如看見獵物

般，直盯著不放，經紀人表示只能吃一口，不料她結結實實吃了超大一口，

讓蘇宗怡笑說：「也太大口了！」

安心亞挑男先看襪子 鏡頭前大口吞泡麵蘇宗怡出題考安心亞，要她

挑戰台語播報新聞，安心亞信信滿滿表示：「我台語超『輪轉』的！」結果

竟跌破眾人眼鏡，一整個「零零落落」，現場一陣爆笑，安心亞不甘心，把

本來要考她的繞口令拿來考蘇宗怡，只見蘇宗怡展現多年主播功力，以超

高速度念完，讓一旁的安心亞驚呆！

安心亞化身成造型師，要替 3 位宅男其中之一進行大改造，蘇宗怡問

安心亞最想看男生的第一個部位，她居然回答是襪子，經過一輪的襪子篩

選，決定幫自稱「內湖尼可拉斯凱吉」

的宅男改造，一見到本尊，安心亞不改

搞笑風格，開玩笑地說：「你應該是豆

豆先生吧！」讓蘇宗怡笑彎了腰。

安心亞挑男先看襪子 鏡頭前大口

吞泡麵主持人蘇宗怡特別上網調查安

心亞最愛的食物－泡麵，請製作單位

準備泡麵及其他材料，要安心亞現場

示範「安心亞風格泡麵」，安心亞一邊

說明一邊加料，宛如料理教室，最後

選擇了巧克力、蛋加入泡麵中，她透露：

「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我最想要吃

的就是泡麵。」還不忘補充：「而且要

加蛋！」

安心亞的經紀人怕她吃太多，只

准予吃一口，只見安心亞夾起一口麵之

後猛吸，讓一旁的蘇宗怡吐槽：「妳的

一口也太大口了～」安心亞自嘲：「如果

不是因為工作，我肯定是小胖妹。」

的小男孩，實際進入下水道看看管線如何運作及

便便卡住怎麼辦？除了前述傑作之外，其他得獎

作品更觸及許多重要議題，包括生命教育、科學

邏輯、友情維繫與成長的勇氣等。

計畫主持人陳正倉表示，每兩年舉辦一次

的慕尼黑國際兒少影展，至今已有 53 年的歷史，

旨在為全世界的兒童與青少年提昇電視節目的

品質，每屆盛會都有五百位以上全球製作菁英

參與，堪稱全球最有影響力兒少影展。希望能讓

青少年可以看到、聽到及表達他們自己的聲音與

文化，同時更能深刻感受並珍視其他不同的文

化。

有別於一般影展競賽方式，能夠獲得影展

肯定的節目代表著至高無上的榮耀，因為慕尼

黑影展參賽作品在過程中歷經激烈的競爭、深

入討論與資訊交流，得獎者不是由少數人組成

的委員會所決定，而是由所有參與者共同選出。

這種精神其實更是代表影展的全球關懷精神。

多次實際參與慕尼黑影展世新大學教授黃

聿清表示：期待透過這些溫暖、動人的節目內容

和多元議題，引領台灣每位關心兒少節目未來

發展者，找到更多優質的故事內涵與媒體傳承

的價值，以及兒少節目未來發展方向與前進的

道路，讓我們的兒少除了具有世界觀外，也能擁

有更多面對生命歷程的歡笑、熱情與勇氣！

第一次參加此項影展明志科技大學蒲彥光

副教授更直言：面對媒體內容愈加多元、觀看節

目內容的平台與方式持續推陳出新。新生代的

兒童、青少年看似擁有了更多選擇的自由與資

源，然而成長所面臨的苦悶及困惑卻未因此而

減少、對於自我和世界的認同與瞭解也未能隨

之增加。計畫主持人陳正倉表示，「電視」可以

是通往知識的道路，也可以成為開啟世界的一

扇窗，電視播送的內容對兒少思想和行為的塑

造和影響甚鉅，優質的兒少節目可以陪伴孩子

們一起成長，同時肩負教育功能，運用深入淺出、

潛移默化方式豐富孩子的想像力與知識，展現

對多元文化的包容與理解，期待我們一起集結

政府、電視節目製作單位、學校、家長、學生等

各方的力量，攜手帶領未來的主人翁們成為「更

好的人」而努力！

本屆慕尼黑國際兒少影展甫於今年 5 月在

德國慕尼黑落幕，本次影展主題為：「我是怎樣

的一個人：身份認同與兒童節目」，此次共有來

自全世界 65 國家、將近 400 部兒少節目參賽，

臺灣有公視等三個節目入圍。

她也只找女師傅，被大夥揶揄。高山峰沒「福利」，他昨笑說：

「觀眾應該也不會想看我們拍吻戲。」

科學並不難，而且常常需要應用到生活上。長期致力於科普宣導的世新

大學，11 月 25 日邀請到石正人教授，到世新做「昆蟲驚艷 100」專題分享，透

過有趣的演講，帶大家認識科學。

台大昆蟲學系名譽教授石正人，精心準備簡報說明，科學節目的產製，以

台灣昆蟲經驗為例說明，其中他談到，好的科普傳播，就是找到好故事、好的

敘事手法，讓電視節目變成好看又有知識，最重要的是讓民眾聽懂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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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小姐》發布大反派片段
塞繆爾傑克遜白色眼珠駭人
由蒂姆·波頓執導的《佩小姐的奇幻

城堡》今日曝光了壹支大反派巴倫的全
新片段，巴倫的兩顆白色眼珠看起來有
些駭人，據悉他在片中也是壹位異能人
，求永生所以抓了“佩小姐”這樣能操
控時間的銀布林做實驗。

巴倫是由塞繆爾·傑克遜飾演，他因
出演《復仇者聯盟》中的“神盾局局長
”以及《王牌特工：特工學院》中的反
派瓦倫丁被中國觀眾熟知。由於實驗失
敗，巴倫變成了可怕的怪獸，需要異能
孩子的雙眼恢復人形。片段中透露了壹
些劇情，巴倫跟蹤男主人公傑克，找到
了“佩小姐”時光圈的入口，生活在佩

小姐的城堡中的異能孩子們會面臨什麼
樣的危險，故事的發展扣人心懸。

蒂姆·波頓表示：“奇幻世界就是真
實世界，而且現實生活往往比怪物和怪
物電影可怕多了。”《佩小姐的奇幻城
堡》依然非常“蒂姆·波頓”。他的電影
是拍給大人看的童話，他總在用自己的
獨特方式表現人性，醜惡與純真的壹體
兩面。盡管吃眼珠的怪物非常可怕，但
《佩小姐的奇幻城堡》中隱喻的二戰所
帶來的浩劫其實更為可怕。

《佩小姐的奇幻城堡》由愛娃·格林
、阿沙·巴特菲爾德、艾拉·珀內爾主演
，將於12月2日中國上映。

“小蜘蛛”湯姆·赫蘭
德有望加盟道格·裏曼執導
的科幻驚悚新作《混噸漫
步》，飾演主人公 Todd
Hewitt，在片中對戲"絕地
武士"黛茜·雷德利。

據外媒報道，湯姆·赫
蘭德正在商議加盟《混噸
漫步》。目前黛茜·雷德利
已確定加盟該片。該片基
於派崔克·奈斯所著的系列
青少年暢銷小說改編，此
前由菲麗希緹·瓊斯和西格
妮·韋弗主演的《怪物召喚
》同樣根據其作品改編拍
攝。《混噸漫步》的故事
聚 焦 於 壹 個 名 叫 Todd
Hewitt的少年，他生活的
小鎮居民能夠通過壹種叫
做Noise的耳語、噪音和影像知曉別人腦內的想法。當Hewitt
意外發現了關於小鎮的壹個可怕的秘密後，他決定帶著他的狗
Manchee逃離，並在路上遇到了壹個奇怪的女孩兒（黛茜·雷
德利 飾）……湯姆·赫蘭德將飾演Todd Hewitt。

該片劇本初稿由《金錢怪獸》編劇Jamie Linden創作，查

理·考夫曼（《美麗心靈的永恒陽光》）也參與了劇本創作。
赫蘭德主演的電影《蜘蛛俠：歸來》很快將在2017年上映。
在《星球大戰8》殺青後，黛茜·雷德利手頭上的電影項目還包
括《奧菲利亞》以及驚悚片《Kolma》，後者更是由《星戰7
》導演J·J·艾布拉姆斯擔任制片。

由埃蘭·克裏維執導，尼古拉斯·霍
爾特、菲麗希緹·瓊斯、本·金斯利和安
東尼·霍普金斯主演的《極速之巔》今
日發布了終極預告片，壹開場縱橫交錯
的德國高速公路上，飛馳而過的汽車及
與愛人抵死纏綿的畫面交替出現在男主
角尼古拉斯·霍爾特的眼前。

預告片中再次表現出了霍爾特“又
帥又壞”的獨特狂野氣質，把姑娘們迷
得七暈八素。而畫面中閃現的“女朋友
”菲麗希緹·瓊斯則金發飄揚垂死掙紮
，為這樣壹部男人大戲添上了壹絲“紅
顏薄命”的猩紅色彩。

兩位好萊塢影帝本·金斯利和安東
尼·霍普金斯的出場方式則截然相反，

壹個赤身裸體墨鏡手槍站在房車門口看
似狼狽又想努力控制局面，而另壹位則
衣冠楚楚保鏢成群與豪車為伴，隨之而
來的臺詞告訴了男主角小尼即將接受的
危險任務：從毒品販子殺手大佬霍普金
斯手中竊取運輸可卡因的車輛從而獲利
。小尼隨即開始實施盜車方案，看似成
功地將目標車輛開走，不料卻真的踏上
了亡命之旅。而霍普金斯看似平靜實則
恐怖的語調在喊著“小豬快跑，跑跑跑
”，仿佛將小尼的命運徹底玩弄於股掌
之間。霍爾特全程無替身出演此片，曾
執導過動作片《雙雄》的導演埃蘭·克
裏維談到此次拍攝《極速之巔》，就是
希望把這部影片拍得越真實越好。有壹

組高速公路槍戰鏡頭，足足拍了兩個星
期，而開過壕溝這壹幕，主演小尼親身
上陣，觀眾甚至能感受到車身顛簸給人
帶來的疼痛感。而另外壹個長達兩分鐘
的槍擊、追逃的長鏡頭中，也讓觀眾有
了身臨其境的即視感：鏡頭進到車裏，
繞過車，車窗被打破，鏡頭再出來，從
車窗處來壹個大反轉，進入另壹個車窗
又被打破，鏡頭搖到另壹個車窗……復
雜的動作設計，考驗的是導演組的腦力
，也考驗著主演的過硬心理素質。

據悉，由尼古拉斯·霍爾特、菲麗
希緹·瓊斯、本·金斯利與安東尼·霍普
金斯主演的《極速之巔》將於12月2
日中國上映。

《太空旅客》新片段主打愛情戲
“星爵”約會“大表姐” 飛船機器人酒保搶鏡

“星爵”克裏斯·帕拉特和“大表
姐”詹妮弗·勞倫斯聯袂主演的科幻新
片《太空旅客》（Passengers，暫譯）
再發新片段，太空中僅有的兩位清醒人
類不可避免墜入愛河，共赴飛船酒吧約
會，邁克爾·辛扮演的機器人酒保也出

現在了鏡頭中。《太空旅客》講述了未
來人類乘坐“阿瓦隆”號太空飛船進行
星際旅行，準備前往另壹顆星球，每位
旅客都需要沈睡120年，電腦的壹個小
故障卻讓男女主角“意外”早醒了90
年。孤獨的太空旅行中，兩位孤獨的乘

客開始相識相愛，但之後他們發現乘坐
的飛船出現故障，而拯救5000名乘客
的任務就落到他們二人肩上。影片由美
國哥倫比亞影業公司出品，《模仿遊戲
》導演莫騰·泰杜姆執導，將於12月21
日登陸北美，國內有望引進。

《猜火車2》曝光全新劇照

時隔二十年回歸的《猜火車2》
無疑是明年最值得期待的電影之壹，
影片日前曝光全新劇照壹張，風格延
續了前作的荒誕感。

劇照中，伊萬·麥克格雷格飾演的
“雷頓”同約翰·李·米勒飾演的“病
仔”半裸現身牧場，兩人下半身都以
臟兮兮的牛仔布包裹，腳踩沾滿泥的
雨靴，裸露的上半身可以看到伊萬的
左臂纏有繃帶，好似剛受過傷。這兩
位好基友看上去身材矯健，大步流星
地正在牛棚中上演“T臺秀”。左邊
的黑牛瞪大雙眼，壹臉懵逼的表情十

分搶鏡。1990年代的經典《猜火車》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現了壹群沈迷於
毒品的蘇格蘭青年的萎靡生活，時隔
二十年《猜火車2》匯聚原版人馬再
度來襲。該片劇本改編自《猜火車》
原著作者埃文·威爾什的續集小說《春
宮電影》(Porno)。影片繼續由《猜火
車》的編劇約翰·霍奇執筆劇本，丹
尼·鮑爾執導筒。伊萬·麥克格雷格、
約翰·李·米勒、艾文·布萊納和羅伯
特·卡萊爾主演。

《猜火車2》將於2017年1月27
日在英國首映。

2016年度哥譚獨立電影獎揭曉
《月光男孩》獲最佳劇情片

2016年度哥譚獎（Gotham Awards
）頒獎典禮剛剛落下帷幕，各大獎項揭
曉。A24 和 Plan B 發行的同性劇情片
《月光男孩》拿下包括最佳劇情片、最
佳劇本在內的四項大獎，成本屆哥譚獎
最大贏家。

與往年壹樣，哥譚獎依舊關註北美
獨立電影。呼聲頗高的卡西·阿弗萊克憑
借《海邊的曼徹斯特》幾乎無懸念問鼎
影帝。對於卡西來說，接下來的沖奧之
旅才剛剛開啟。最佳女主角頒給了法國
文藝女神伊莎貝爾·於佩爾，她早已拿下
歐洲三大電影節影後滿貫，這是她首次
啟程征戰奧斯卡，索尼經典參與發行的
驚悚片《她》在戛納首映就獲得了極高
的口碑，於佩爾在片中將壹個中產階級
女性的現實困境演繹得十分生動。年度
突破演員由《女巫》中的90後新生代女
演員安雅·泰勒·喬伊獲得。《月光男孩

》9月特柳賴德電影節首映後口碑爆棚，
MTC高達99分，之後哥譚獎、獨立精神
獎都給出充分肯定，這部聚焦黑人男孩
成長的獨立電影能否壹路高歌到奧斯卡
？還得看後續頒獎季表現。

美國電影哥譚獎（Gotham Awards
）由美國獨立電影制片協會（Indepen-
dent Feature Project，縮寫 IFP）創辦
於1991年。為明確該獎項的獨立性，在
2008年正式更名為“哥譚獨立電影獎”
（Gotham Independent Film Awards）
，與主流商業片的界線被劃分得更加清
晰。作為美國獨立電影界最重要的獎項
，哥譚獎意在鼓勵那些沒有在主流院線
大規模上映的獨立電影以及新銳導演的
處女作。評選對象通常都是沒有在主流
院線大規模上映的獨立電影，投資成本
均不高。作為頒獎季第壹個開張的大獎
，哥譚獎如今愈發受到業內的重視。

湯姆赫蘭德湯姆赫蘭德
有望加盟道格裏曼執導新作有望加盟道格裏曼執導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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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精品展跳樓大甩貨，
折扣高達 90% OFF ！

越南黃花梨博古架

越南黃花梨官帽椅一對 大師作品 各種瓷器

琳琅滿目

大型和田玉雕

越南黃花梨圓餐桌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紅木家俬景德鎮陶
瓷研究所精品展在中國城惠康超市旁邊展覽促銷，
因租約馬上到期，最後跳樓大甩貨，折扣高達 90% 
OFF ！

在瓷都景德鎮，有上千家窯廠、瓷廠，但只
有一家是正宗——景德鎮陶瓷研究所，被業界譽
為當代官窯。這裏研制出來的高檔瓷器不是中央
國家機關專用就是外事國禮清單特定，歷來都被
視為“國瓷”。 此次展銷的數十件景德鎮陶瓷研
究所保存的一比一老釉宮廷陶瓷中，有幾件是上
個世紀 70 代輕工部為海外巡展特別制作的高仿作
品，歷代宮廷陶瓷監制羅老三傳人的老料仿古青
花瓶工藝高超，做工精細，厚重莊嚴，大氣磅礴，

讓人眼界大開。大師作品，可作為傳世珍品收藏，
不可錯過。

此次精品展帶來不少氣派恢弘的紅木家俬，
難得的是幾件上品海南黃花梨根雕，還有各種越
南黃花梨家具套組、大型博古架、貢臺、五鬥櫃、
大型沙發組、餐桌組、貴妃床等。黃花梨家具已
經被識貨的藏家買走了好幾套，目前還剩下的有
博古架、貴妃榻、貢臺、餐桌等家具，出價就有
機會，請大家抓住機會！各種金絲楠木大型根雕
茶臺、中型茶盤、小型果盤、平安扣、鎮紙等，
各種黑檀木茶盤，應有盡有。本次精品展出現的
各種和田玉精美擺件也是休斯頓首次亮相，品味
不亞於國內官家收藏。

另外，本次展出的精品還包括金絲琺瑯描金
開光八駿圖瓷板畫、景德鎮陶瓷研究所陶瓷名家
的各種作品、蘇繡名家精品刺繡等均屬上品，讓
你愛不釋手。整個精品展上萬件精品前所未見，
等你收藏。因場地租約馬上到期，現跳樓大甩貨，
出價就有機會，折扣最高達 90% off，機會難得，
不可錯過這個收藏買進的大好時機。

此次景德鎮陶瓷研究所展覽的負責人梁先生
是古董瓷器和玉器專家，為感謝海外華人華僑和
熱愛中國精品的人士的關愛，可以對您收藏的古
董免費鑒定，也收購古董。感興趣者可以直撥梁
先生的手機電話 832-412-0038。

中國紅木家私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精品展
地 址：9146  Be l l a i r e  B l vd ,  Hou s t on , 

TX77036( 中國城惠康超市旁邊 )
電話：832-412-0038

CC88休城工商

食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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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独特的风

情，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独特的美

食风味。对于一个地道的吃货来

说，到了平遥古城朝着它的美食

街一头扎进去比看沿途的风景来

的更让人痛快。

平遥除了闻名于世界的古城

外，地方美食有着浓郁的特色风

味。

在平遥旅游，当然得去尝尝

当地特色美食，平遥有什么好吃

的呢？平遥餐饮特色以面食为主，

和山西大多数地方一样，一早一

晚常以小米稀粥、馒头、烧饼为

主；中午则是各色面食，那么平

遥古城有哪些特色小吃呢？现在

带大家一起闻着味儿去体验吧！

1.平遥牛肉制作工艺独特，

色泽红润，绵香可口，“肥而不

腻，瘦而不柴”。在平遥几乎家

家饭馆都有，其品牌众多，知名

的有“冠云”以及步升，欢春等

等，均为上品。世界著名歌曲

《山西好风光》中提到了最著名

的山西美食——平遥牛肉，平遥

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肥而

不腻，瘦而不柴，老少皆宜。

2.平遥碗饦子是驰名三晋的风

味小吃。清光绪年间，平遥城南堡

著名厨师董宣，总结前人经验，创

造出色、香、味俱佳的平遥碗饦

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慈禧太

后从北京到西安路经平遥，吃过董

宣做的碗饦子后，赞不绝口，赐于

重赏。平遥碗饦子制作方法独特，

先将小麦面或荞麦面用温水调成糊

状，放入油、盐、葱花等佐料，由

稠到稀调匀，盛入小碟，上笼蒸熟

后放凉。色淡黄，互不沾连，折卷

不断。食用时冷调、热炒均可。冷

调时将碗饦切成条状放入盘内，

加醋、蒜泥、芝麻酱、香油、辣

椒面、大料水，拌匀而食；热炒时

用熟猪油或麻油抄底，先用葱蒜将

碗饦爆炒，再加入山药蛋丝或豆

芽菜，烹以酱油、醋、大料水等。

平遥碗饦子历经百余年，深受群众

喜爱，城乡庙会、集市上，碗饦小

摊随处可见。

3.泡泡油糕在平遥是很有名

的，馅是枣泥，豆沙做的，用油

炸成，色泽金黄，外焦里嫩，绵

软香甜。爱吃甜食的女孩子到了

古城是要必点！中档饭店的一盘

油糕十来个卖到18，明清街上的

某餐厅卖到28，分量还没有中档

饭店的多，如果想吃，又对卫生

质量有考虑，中档餐厅的这个价

位可以接受了。

4.莜面栲栳栳，工艺讲究，

成形美观与口感劲道完美结合，

制做工序非常严格，将莜面加以

烧开的水，用擀面棍搅拌成面

团，必须趁热将其揉精。接下来

在手掌上将小莜面团一揉、一

搓，再往手指上一绕，就变出了

一卷卷的莜面栲栳栳。 大约长

10厘米，宽5厘米的舌型薄片卷

出来的圆筒状就是它的大小。然

后像蒸馒头一样蒸熟，熟时即香

味扑鼻，吃时再配以卤子（平遥

人称“沾水水”）调和，使人闻

之垂涎，胃口顿开，食之香醇异

常，回味无穷。栲栳栳的吃法有

两种，一种是栲栳沾卤子吃，卤

子一般有的是肉酱，也有用肉，

土豆，茄子在一起炒在勾芡。另

一种是切开加菜炒着吃。如果你

来到平遥，这一定是你不可错过

的美食之一！

5.过油肉是山西名菜之一，

更是平遥地方菜之一，用精选瘦

肉经过上浆、拉油，配天然黑木

耳、蒜台、葱头炒过。山西人好

吃醋，对醋的炒用在烹调中很有

讲究。此菜成品色泽金黄鲜艳，

味道咸鲜闻有醋意，质感外软里

嫩，是难得的美味佳肴。

6.在平遥叫揪片和切疙瘩是

区别的。切疙瘩一般比较小，揪

片比较大的。切疙瘩的制作也分

三大类的：一，就是家常吃的切

疙瘩，有的是先把面擀成筷子厚

薄的片，然后再用手切，切的手

法有两种，一种是用指尖下压；

另一种是用指尖上挑。切的最美

的就是指尖大小，厚薄均匀，大

小一致，用手指压的就像个小耳

朵，不仅好看，而且好吃，很能

增加人的食欲。二，就是手撕切

疙瘩。把擀面的过程省了，直接

用手指撕切疙瘩。这个技术要求

更高些，一般新手是做不好的，

要求手指功夫过硬的，才能切的

很匀称的，一般是边切疙瘩边把

面转圈撕薄的。三，就是把面擀

得比较薄，撕得比较大的切疙

瘩，这个在有的地方就叫揪片

的。切疙瘩大多数人都比较喜欢

吃的，只是要吃的人多的话，手

切的比较累，不如切馏则来的

快。但切疙瘩比较蘸调和，口味

重的人尤其喜欢吃的，夏天的时

候清水煮上豆角或西葫芦，冬天

水煮上胡萝卜，调上炒西红柿酱，

浇上一勺小炒肉，再就上一根大

葱或蒜瓣，用平遥的土话讲：

“美吃损了！”看到这里，是不

是你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7.刀削面全凭刀削而得名，

以刀功和削技的绝妙而被称为

“飞刀削面”，功艺精巧的厨师

削出来的面条“一根落汤锅，一

根空中飘，一根刚出刀，根根鱼

儿跃”。刀削面中厚边薄，棱角

分明，形似柳叶，入口外滑内

筋、软而不黏，越嚼越香，配浆

汁、蘸陈醋同吃，极具风味，在

北方广为流行。有句话是这么说

的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

山西，山西面食数平遥。

8.猫耳朵是一种平遥传统面

食，因形似猫耳故名。猫耳朵吃

起来筋滑利口，制作简便又适用

于多种面粉和浇头，所以倍受平

遥人喜欢。猫耳朵的制作方法很

简单：将面倒入盆里，加入水和

起（水温：冬热、夏凉）打起穗

子和成面团，揉匀揉光。 面团

稍饧后上案，再次揉光，擀成约

2分厚的面片，撒上面扑，用刀

划成1寸宽的长条。然后左手执

面片，面片头端朝上，右手食指

和拇指揪下指头肚大小的面块，

反方向搓捻（即食指朝下捻，拇

指向上搓，一般是连揪带搓，同

时操作），使面块成为猫耳朵形

（凹肚形），使它从手的上端

（即脸的前端）翻跳入开水锅

内，煮熟捞出即成。

9.和和饭是平遥的另一道风

味面食，也是平遥人的经典早晚

餐。和读音为，意思为搅拌、混

合；饭，有菜有面有米有汤。和

和饭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将菜、

面、米、汤混在一起做成的面食

。相传这种饭食起源于晋未，胡

羯人进入山西，主要居住在武乡

一带，他们属游牧民族，来到这

里定居后，不习惯吃山西的粗

粮，也不会做，于是他们就把粮

和菜一起煮入锅中，煮熟了食

用。人们就叫这种饭为胡胡饭，

因在当地胡与和音相近，日子久

了，就演变为和和饭。 和和饭

属稀饭类，其作法其实很简单。

具体做法是先在水中煮上适量的

小米、黄豆、南瓜、土豆、红薯、

红萝卜、白萝卜、山药豆等，待

熬成粥状基本熟后，下入掺杂豆

面的面条，再加些白菜、青菜、

韭菜、葱、芫荽、生姜末、盐之

类，和和饭就算做成了。说白了，

和和饭就是在同一锅中，米、面、

菜样样俱全，风味独特，红、白、

绿五颜六色，别具一格。不仅味

道可口、老少皆宜，而且蛋白质、

维生素和人体所需各种徵量元素

均高于其它食品，是增强体质，

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最佳

食品之一。

10.黑腕子乃平遥人过年必备

的美事，其中有烧肉，酥肉，丸

子，烧夹酥，酱梅肉，肘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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