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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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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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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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52-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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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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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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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i Ryan 朱小姐
20年房屋 / 商業貸款
NMLS 24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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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低 另有免手續費 本人親自接聽電話 回郵件

915915－－691691－－90729072
洽詢專線 and Text:

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9999 Bellaire, BLVD s#909, Houston, TX 77036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另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借貸
◎◎外國護照可貸款
◎◎專精H1B, L1, L2, E1, E2貸款及建築貸款,
從新貸款拿現金,不需等六個月

另誠徵 有經驗 Loan Processors 有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經驗, 會 DU/DO 英文說寫流利

Wechat ID: nodocloanWechat ID: nodocloan888888

3203201_19111 

5.7x10

4c

所有信貸決定都須經信貸批准。© 2016 Wells Fargo Bank, N.A. 保留所有權利。 
FDIC會員銀行。(3203201_19111)

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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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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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北京時間12月8日淩晨3點45分，歐冠小組賽第六輪，尤文圖斯主場2-0輕取薩格勒布迪那摩，6戰積14

分，獲得H組頭名（2012-13賽季後首次頭名晉級），攜手塞維利亞晉級淘汰賽，薩格勒布迪那摩則是6戰全負，且1球

未進，在本小組墊底。爲尤文建功的是伊瓜因以及魯加尼。

綜合報道 她是美國一名行爲藝術者，也是一名知名攝影師，同時她更是瑜伽運動倡導者，曾經她是一名患有憂郁症

的病人，纏繞于病痛中不能自拔！瑜伽讓她走出魔境，重獲新生！她光在Instagram上就手握50多萬粉絲，而每天的動態

只有裸體瑜伽的動作，每一個動態都會獲贊、評論千萬余，就算是裸體瑜伽照，沒有露點，簡直是裸體藝術界的一股清

流。她之所以拍攝黑白色的裸體瑜伽照片，她的目的只有一個，倡導人們積極健康的生活，我心隨我，生活即藝術，告

禱別人不要陷入絕望的境界，自由的生活。

綜合報道 2016年12月6日，朝鮮平壤，朝鮮女足U20女足世界杯奪冠後，全隊返回

朝鮮平壤巡遊，熱情民衆們捧花夾道歡迎，甚至流下激動熱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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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6年12月12日（星期一）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
道）10日，2016-2017賽季短道速滑世界盃上海
站進入第二個比賽日的爭奪，共決出了男女500
米及1500米四個單項的獎牌。在韓天宇主項男
子1500米爆冷出局，范可新在女子500米決賽
失誤失金後，中國短道隊“一哥”武大靖不負
眾望，奪得中國隊本站比賽的首金。
在男子500米決賽，內道出發的武大靖一

路保持領先位置，雖然隊友劉少昂緊隨其後，
卻始終未能完成超越。最終，武大靖以40秒
618奪冠，為中國隊在上海站比賽摘得首金。值
得一提的是，這也是武大靖本賽季第一次登上
個人項目的最高領獎台。

另外，2016-2017賽季速度滑冰世界盃荷蘭

海倫芬站比賽結束首日角逐，中國選手于靜獲
得女子500米亞軍。在上一站阿斯塔納站比賽
中，于靜曾拿下女子500米第一次和第二次比賽
的兩枚金牌，佔據該項目世界盃積分榜首。本
站比賽，于靜再次與索契冬奧會冠軍張虹攜手
出戰。

于靜海倫芬站獲亞軍
20名參賽選手分成10組比賽，張虹在第8

組外道出發，于靜在第10組內道出發。最終，
于靜滑出37秒81的成績，僅次於日本選手小平
奈緒的37秒69。後者在其本賽季參加的世界盃
各站500米比賽中包攬冠軍。張虹以38秒09獲
得第四名。

武大靖為中國隊奪首金
短道速滑世盃上海站

2016－2017國際滑聯花樣滑
冰大獎賽總決賽10日在法國馬賽
繼續進行。俄羅斯組合塔拉索娃/
莫洛佐夫獲得雙人滑冠軍，中國

組合于小雨/張昊獲亞軍。
塔拉索娃/莫洛佐夫成為搭檔已經有四年時

間，此前他們的最好成績是在2015和2016年的歐
錦賽中獲得銅牌。他們在日前的雙人滑短節目比
賽中以78.60分暫居第一，在10日的自由滑比賽
中獲得135.25分，最終以213.85分的總成績獲得
冠軍。
中國組合于小雨/張昊在10日的自由滑比賽中以

131.37分名列第三名，但憑藉在日前的短節目中獲得
的75.34分，以206.71分的總分獲得亞軍。賽後，于
小雨說：“能站在領獎台上我們非常興奮。儘管今仗
我在舉起和跳躍的時候感覺很累，但是我一直努力堅
持。我們非常高興能滑得這麼好。”
另一對中國組合彭程/金楊以183.19分的總成

績獲得第六名。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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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在南非結束的世青賽，由於本次世青賽正處乒超
聯賽期間，國乒並未派出最高水平的運動員，在相

繼失了男女團的冠軍後，在個人項目上，國乒小將也是
表現一般，最終僅僅有石洵瑤獲得女單一塊金牌，這是
國乒參加世青賽以來歷年最差的戰績，而日本隊則拿到
男女團和男單冠軍，特別是男單決賽該隊13歲小將張本
智和奪冠，更是讓外界看到了日本乒乓球未來發展壯大
的希望。
國乒的“養狼計劃”是為了讓這項運動在世界上得到

更好的推廣和發展，因此積極與各國乒乓球團體交流合
作，但其中最積極的是日本，他們不僅賣力引進中國教
練，還歸化中國球員，並且借鑒了中國的各種備戰大賽的
模式。
劉國梁對此說：“這次比賽應該讓我們清醒地認識

到，我們在青少培訓方面的憂患和危機。輸球不可怕，
可怕的是當危機來了你還沒有發現。人只有在失敗的時

候，前進的動力才是最強大的。所以暫時的失利，我覺
得也不會動搖中國青少年的信心和決心。”

國乒具自身特有優勢
不過劉國梁認為，國乒具自身特有的優勢，“我們

中國隊有自身特殊的優勢，比如在國際大賽中的豐富經
驗，在最高水平領域的磨合，以及中國乒乓球的文化和
歷史，這些都是別的國家或協會遠遠不能相提並論的。
這是我們得以持續發展的根本，所以這次世青賽的失
利，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一件好事。能夠讓我們看到，
中日乒乓球在各條戰線上都在全力以赴地展開廝殺，無
論是世界賽場、奧運會賽場，還是青少年的賽場上。”

對於乒乓球世界的中日之爭，劉國梁說：“我覺得
這只是剛剛拉開一個序幕，在未來的十年、甚至更長的
時間裡面(會進一步進行)，中日乒壇的決賽才剛剛開
始。” ■記者梁啟剛

中國乒乓球隊總教練劉國梁中國乒乓球隊總教練劉國梁，，近日首次公開近日首次公開

談到了國乒在世青賽失利只奪一冠的事情談到了國乒在世青賽失利只奪一冠的事情，，他認他認

為中日乒乓球的相互競爭已經正式開始為中日乒乓球的相互競爭已經正式開始，，並預言並預言

說十年內中日乒乓球必定會有一場大決戰說十年內中日乒乓球必定會有一場大決戰，，但國但國

乒有自身特殊的優勢乒有自身特殊的優勢，，他並不擔心他並不擔心。。

國際乒聯
巡迴賽總決賽10

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
繼續進行，港乒組合杜凱琹/
李皓晴在女雙四強戰中，以4:0

擊敗韓國組合田志希/梁夏銀打入決賽，
將與日本組合早田希娜/濱本由惟爭冠，
坐銀望金。至於港隊男雙組合何鈞傑/唐
鵬在4強戰中，以1:4不敵日本組合森薗
政崇/大島祐哉，未能晉身決賽，只收穫
一面銅牌。在女單8強戰中，港隊“老大

姐”帖雅娜以3:4惜敗給日本球手平野美
宇，無緣晉級。

另外在日前的比賽中，里約奧運會乒
乓球女單冠軍、力求衛冕總決賽冠軍國家
隊的丁寧在第二輪比賽前因持續發燒而退
賽。“丁寧的身體狀況太疲勞了，所以才
會出現發燒的情況，她自己也是非常着急
和難受。”丁寧主管教練陳彬這樣說道。
至於里約奧運會乒乓球男單冠軍國家隊的
馬龍以4:0戰勝中國香港選手黃鎮廷，晉級
四強。 ■記者梁啟剛

港乒女雙總決賽衝金

本月一日起，香
港體育學院多了一名
副院長，而出任這個
職位的前體院壁球總
教練蔡玉坤，可說是
陪伴着體院成長的一

位運動員、教練、職員。
早在銀禧體育中心成立，而把

壁球定為其中重點發展項目開始不
久，蔡玉坤便成為這個項目的其中
重點運動員，隨後，他由運動員身
份轉做體院壁球隊教練，到上世紀
90年代初升任總教練一職至今，都
是每天離不開體院這個地方，因
此，對蔡副院長來說，體院是他除
了自己的住所外最熟悉的地方。

當然，體院上下無不熟悉蔡副
院長，因此，對於跟同事合作不應
該有任何陌生，話雖如此，由一個
項目的總教練升任負責高層管理的
副院長，跟同事合作的角色和位置
當然有很大分別，這也會是蔡副院
長未來的其中挑戰。

現時體院支援着17個精英項
目 ， 每 年 的 經 費 超 過 四 億 元
（港元，下同），但在剛過去的里
約奧運會中空手而回，換言之，在
里約奧運前四年的準備和培訓工作
中未能交出功課，光在體院開支這
部分便花上近20億元，如果加上
精英體育總會用在支援精英體育比
賽和發展以及港協奧委會組代表團
等各項開支，這筆經費可不算是個
小數目。

如果有人，包括體院的同事還
說體院的表現指標不在於亞運和奧
運會拿取獎牌（亞運會更應以金牌
為主要目標），那我們應該用什麼
來做指標呢？在國際體育舞台上爭
取卓越成績是體院的重要使命，而
奧運會的獎牌，是各國體育精英支
援和培訓的主要成功指標，香港體
育學院當然不可例外。隨着蔡先生
晉身體院的高層管理，我們當然對
他有期望，兩年後的亞運會和四年
後的東京奧運會，我們便會得到答
案。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主任鍾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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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排參加大冠軍盃賽
國際排球聯合會官方網站

10日公佈了2017年世界女排大
冠軍盃賽的參賽隊伍，里約奧
運會冠軍得主中國隊將與美國
隊、巴西隊和俄羅斯隊等強敵

再度交鋒。明年的世界女排大冠軍
盃賽將於9月5日至10日在日本舉行，屆時東道主
日本隊將挑戰在里約奧運會奪冠後世界排名升至第
一的中國隊。另外，10日迎來56歲生日的郎平成為

國際排聯技術和教練委員會成員。 ■新華社

中國泳手陳欣怡禁賽兩年
國際泳聯官網10日公佈，中國游泳運動員陳

欣怡因在里約奧運會期間興奮劑檢測陽性已被處
以禁賽兩年的處罰。陳欣怡在今年8月里約奧組
委實施的賽內藥檢中被查出A瓶氫氯噻嗪陽性，
被取消了里約奧運會資格。今年18歲的陳欣怡曾
在去年的喀山游泳世錦賽代表中國隊參加女子
4×100米混合泳接力預賽，最終中國隊在該項目
上奪冠。2014年仁川亞運會上，她曾獲得50米

自由泳、100米蝶泳兩塊個人金牌。 ■新華社

東方龍獅籃球隊坐穩榜首
東方龍獅籃球隊10日在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

(ABL)客戰越南西貢熱火，成功取得4連勝，繼續
坐穩榜首。東方龍獅今仗有“亞援”林泰樂因傷
未能披甲，令球隊表現有所影響，在上半場以38:
46被領先；幸好的是東方龍獅下半場打回水準，
最終以84:74擊敗對手，開季4戰全勝。東方龍獅
籃球隊下仗將於22日在主場對新加坡騰飛之獅。

■記者梁啟剛

■■于小雨于小雨((左左)/)/張昊在張昊在
比賽中比賽中。。 路透社路透社

■■郎平迎來郎平迎來
5656歲生日歲生日。。

■■武大靖武大靖((前前))
在比賽中在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選手于靜中國選手于靜。。
美聯社美聯社

■■中國乒乓球隊總教中國乒乓球隊總教
練劉國梁練劉國梁。。 中新社中新社

■■石洵瑤奪世青女石洵瑤奪世青女
單冠軍單冠軍。。 乒聯圖片乒聯圖片

■■日本小將張本日本小將張本
智和智和。。 乒聯圖片乒聯圖片

■■李皓晴在李皓晴在
比賽中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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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當選人川普提名國際領袖基金會總統當選人川普提名國際領袖基金會（（ILFILF））
名譽理事長趙小蘭任交通運輸部長名譽理事長趙小蘭任交通運輸部長

((本報訊本報訊))國際領袖基金會國際領袖基金會（（ILFILF））非非
常高興總統當選人川普提名趙小蘭任常高興總統當選人川普提名趙小蘭任
交通運輸部長交通運輸部長。。川普表示川普表示，，基礎設施重基礎設施重
建是川普列任內優先事項建是川普列任內優先事項。。趙小蘭將趙小蘭將
監督特橋樑和道路重建計劃和其他基監督特橋樑和道路重建計劃和其他基
礎設施的大規模計劃礎設施的大規模計劃。。

於於20012001年至年至20092009年出任美國勞年出任美國勞
工部部長的趙小蘭女士工部部長的趙小蘭女士，，是在美國小是在美國小
布希總統任內時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被布希總統任內時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被
總統任命為內閣部長的亞太裔女性總統任命為內閣部長的亞太裔女性。。
丨在美國老布希總統丨在美國老布希總統 任內任內，，她擔任美她擔任美
國交通部副部長和聯邦海事委員會主國交通部副部長和聯邦海事委員會主
席席。。

趙小蘭她自己和她的爸爸趙錫趙小蘭她自己和她的爸爸趙錫
成博士成博士，，及她的家是美國夢的象徵及她的家是美國夢的象徵。。
趙小蘭是趙朱木蘭基金會的主席趙小蘭是趙朱木蘭基金會的主席，，以以
已故的趙朱木蘭女士命名已故的趙朱木蘭女士命名，，紀念她母紀念她母
親已故的趙朱木蘭夫人親已故的趙朱木蘭夫人。。他們家族在他們家族在
亞裔慈善事業方面貢獻卓著亞裔慈善事業方面貢獻卓著，，使亞裔使亞裔
美國人獲得美國主流社會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獲得美國主流社會越來越多的
認可認可。。尤其是作為家族慈善事業的開尤其是作為家族慈善事業的開
拓者拓者，，如建立哈佛商學院趙朱木蘭中如建立哈佛商學院趙朱木蘭中
心心。。

趙小蘭目前擔任國際領袖基金趙小蘭目前擔任國際領袖基金
會名譽理事長會名譽理事長，，負責推動下一代亞太負責推動下一代亞太
裔美國人參予公共政策裔美國人參予公共政策，，公共服務和公共服務和
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在川普官方網站在川普官方網站，，列舉趙列舉趙

小蘭部長的成就小蘭部長的成就。。並指出並指出，，趙小蘭將為趙小蘭將為
交通部長這個角色帶來無與倫比的經交通部長這個角色帶來無與倫比的經
驗與見識驗與見識。。她勁領導力的廣泛記錄與她勁領導力的廣泛記錄與
她的專業性她的專業性，，將以負責任的財政方式將以負責任的財政方式

重建基礎設施的使命重建基礎設施的使命。。她有令人驚嘆她有令人驚嘆
的生活故事的生活故事，，並在她公共服務生涯中並在她公共服務生涯中
幫助過無數美國人幫助過無數美國人。。

川普官方網站也登刊川普官方網站也登刊 I LFI LF 創會創會

會長董繼玲會長董繼玲 對趙小蘭的評價對趙小蘭的評價,, 她說她說""
趙小蘭不但是首位亞太裔美國女性被趙小蘭不但是首位亞太裔美國女性被
任命為總統內閣任命為總統內閣，，她也是一位卓越的她也是一位卓越的
交通副部長交通副部長。。她在交通方面擁有豐富她在交通方面擁有豐富

的經驗的經驗。。她將幫助改善美國的基礎設她將幫助改善美國的基礎設
施施，，並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並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是亞太這是亞太
裔美國人的好消息裔美國人的好消息."."

國際領袖基金會國際領袖基金會（（ILFILF））芝加哥分會會長傅惠芬芝加哥分會會長傅惠芬((右右))與與
趙小蘭趙小蘭((左左))合影合影國際領袖基金會國際領袖基金會（（ILFILF））20152015年年會於華府召開年年會於華府召開,,名譽理事長趙小蘭名譽理事長趙小蘭((前排中前排中))蒞臨參加蒞臨參加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劉潔媚劉潔媚//採訪報道採訪報道））20172017
年年11月月2828日至日至22月月1212日期間日期間，，芝加哥芝加哥
市將展開市將展開““歡樂春節歡樂春節””系列中國新年慶系列中國新年慶
祝活動祝活動。。由中國駐芝加哥駐領事館由中國駐芝加哥駐領事館、、芝芝
加 哥 交 響 樂 團 和 芝 加 哥 旅 遊 局加 哥 交 響 樂 團 和 芝 加 哥 旅 遊 局
（（Choose ChicagoChoose Chicago））於於 1212 月月 11 日假市中日假市中
心老四川餐廳舉行心老四川餐廳舉行““20172017年芝加哥中年芝加哥中
國新年慶祝活動國新年慶祝活動””開幕儀式開幕儀式，，共同選出共同選出
芝加哥市慶祝中國新年的芝加哥市慶祝中國新年的““歡樂春節歡樂春節””
系列活動系列活動。。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洪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洪
磊總領事磊總領事、、芝加哥副市長左普芝加哥副市長左普（（AnAn--
drea Zoppdrea Zopp）、）、芝加哥旅遊局局長芝加哥旅遊局局長DavidDavid
WhitakerWhitaker、、芝加哥交響樂團團長芝加哥交響樂團團長 JeffJeff
AlexanderAlexander、、芝加哥交響樂團董事趙玲芝加哥交響樂團董事趙玲、、
著名旅美大提琴演奏家馬友友等嘉賓著名旅美大提琴演奏家馬友友等嘉賓
近近5050人出席了當日活動人出席了當日活動，，氣氛熱烈氣氛熱烈。。

洪磊總領事表示洪磊總領事表示，，今年是芝加哥市今年是芝加哥市
連續第三年舉辦慶祝連續第三年舉辦慶祝““中國新年中國新年””活動活動
，，這活動將更促進實現這活動將更促進實現““芝加哥成為中芝加哥成為中
國最友好的城市國最友好的城市””目標目標，，意義非凡意義非凡。。今今
年的系列慶祝活動與往年規模相比年的系列慶祝活動與往年規模相比，，
將會進一步擴大將會進一步擴大，，內容也更加豐富多內容也更加豐富多
彩彩，，包括來自中國國家京劇院包括來自中國國家京劇院、、陝西歌陝西歌
舞劇院民樂團和國際功夫巨星成龍指舞劇院民樂團和國際功夫巨星成龍指
導的中華龍韻功夫三個演出團體遠赴導的中華龍韻功夫三個演出團體遠赴
芝加哥芝加哥，，為大家帶來精彩的為大家帶來精彩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同時為寒冷的芝加哥冬天帶來溫暖同時為寒冷的芝加哥冬天帶來溫暖
。。洪總領事表示洪總領事表示，，兩國人民對美對藝術兩國人民對美對藝術
都有共同的追求都有共同的追求，，相信芝加哥當地市相信芝加哥當地市
民和美國民眾通過這一系列的演出民和美國民眾通過這一系列的演出，，
瞭解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瞭解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把兩國人把兩國人
民的心拉得更近更緊民的心拉得更近更緊，，也歡迎大家到也歡迎大家到

中國走走中國走走，，親身見證中國文化與藝術親身見證中國文化與藝術。。
芝加哥副市長左普芝加哥副市長左普（（Andrea ZoppAndrea Zopp））

致辭表示致辭表示，，芝加哥自芝加哥自20142014年起已經連年起已經連
續三年成功舉辦續三年成功舉辦““歡樂春節歡樂春節””系列中國系列中國
新年慶祝活動新年慶祝活動，，很高興與大家一起見很高興與大家一起見
證著這一重要活動的發展證著這一重要活動的發展，，芝加哥市芝加哥市
政府大力支持發展對華友好事業政府大力支持發展對華友好事業，，我我
們將繼續與中國合作們將繼續與中國合作，，通過舉辦通過舉辦““歡樂歡樂
春節春節””活動活動，，不斷促進對華關係深入發不斷促進對華關係深入發
展展。。

芝加哥旅遊局局長芝加哥旅遊局局長 David WhitakerDavid Whitaker
致辭表示致辭表示，，旅遊業一直是芝加哥市重旅遊業一直是芝加哥市重
要的經濟策略要的經濟策略，，近年來近年來，，中國遊客數量中國遊客數量
逐年攀升逐年攀升，，成為了至關重要的一部分成為了至關重要的一部分。。
全城全城““歡樂春節歡樂春節””系列中國新年活動將系列中國新年活動將
進一步促進文化交流進一步促進文化交流，，對中國總領館對中國總領館

及各位為籌備這次活動所付出的努力及各位為籌備這次活動所付出的努力
表示衷心的感謝表示衷心的感謝。。隨後隨後，，芝加哥交響樂芝加哥交響樂
團團長團團長 Jeff AlexanderJeff Alexander、、著名旅美大提著名旅美大提
琴演奏家馬友友相繼致辭琴演奏家馬友友相繼致辭，，高度讚譽高度讚譽

““歡樂春節歡樂春節““系列慶祝新年活動系列慶祝新年活動。。
20172017 年芝加哥年芝加哥““歡樂春節歡樂春節””活動將活動將

從從 20172017 年年 11 月月 2828 日至日至 22 月月 1212 日在全日在全
市隆重舉行市隆重舉行。。屆時屆時，，將有包括來自中國將有包括來自中國
國家京劇院國家京劇院、、陝西歌舞劇院民樂團陝西歌舞劇院民樂團、、中中
華龍韻功夫團等多個高水準藝術團到華龍韻功夫團等多個高水準藝術團到
芝加哥及周邊地區交流演出芝加哥及周邊地區交流演出。。

其中其中，”，”20172017年新春音樂會年新春音樂會””將於將於
11月月2929日下午日下午33時假芝加哥交響樂中時假芝加哥交響樂中
心心（（220220 S Michigan AveS Michigan Ave））內舉行內舉行，，屆時屆時
，，芝加哥交響樂團首席芝加哥交響樂團首席、、著名小提琴家著名小提琴家
陳慕容將和芝加哥市管弦樂團合作演陳慕容將和芝加哥市管弦樂團合作演

出膾炙人口的出膾炙人口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梁山伯與祝英台””小提小提
琴協奏曲琴協奏曲。。來自中國陝西歌舞劇院民來自中國陝西歌舞劇院民
樂團的藝術家們將為大家帶來濃鬱樂團的藝術家們將為大家帶來濃鬱

““西北風西北風””的精彩民族音樂精品的精彩民族音樂精品。。由成由成
龍指導的中華龍韻功夫團將於龍指導的中華龍韻功夫團將於 22 月月 44
日晚日晚 77 點點 3030 分假分假 Auditorium TheaterAuditorium Theater
（（5050 E Congress ParkwayE Congress Parkway））舉行盛大演舉行盛大演
出出。。中國國家京劇院將於中國國家京劇院將於11月月3131日晚日晚77
時假時假Studebaker TheaterStudebaker Theater（（410410 S. MichS. Mich--
igan Aveigan Ave））為大家帶來精彩演出為大家帶來精彩演出。。有關有關
更多的芝加哥市慶祝中國新年系列活更多的芝加哥市慶祝中國新年系列活
動詳情動詳情，，可登錄芝加哥旅遊局網站可登錄芝加哥旅遊局網站
http://www.choosechicago.com/chihttp://www.choosechicago.com/chi--
nesenewyear/nesenewyear/ 瞭解瞭解。。

芝加哥連續三年將舉辦芝加哥連續三年將舉辦「「歡樂春節歡樂春節」」活動活動
洪磊洪磊：：促進實現芝加哥成為中國最友好城市目標意義非凡促進實現芝加哥成為中國最友好城市目標意義非凡

芝加哥總領館洪磊總領事致辭芝加哥總領館洪磊總領事致辭

芝加哥交響樂團團長芝加哥交響樂團團長Jeff AlexanderJeff Alexander 芝加哥旅遊局局長芝加哥旅遊局局長David WhitakerDavid Whitaker致辭致辭 芝加哥副市長左普芝加哥副市長左普（（Andrea ZoppAndrea Zopp））致辭致辭 芝加哥交響樂團董事趙玲致辭芝加哥交響樂團董事趙玲致辭

著名旅美大提琴演奏家馬友友致辭著名旅美大提琴演奏家馬友友致辭

貴賓合影貴賓合影（（左左22))：：芝加哥旅遊局局長芝加哥旅遊局局長David WhitakerDavid Whitaker、、((中中))：：著著
名旅美大提琴演奏家馬友友名旅美大提琴演奏家馬友友、、((右右44))：：芝加哥副市長左普女士芝加哥副市長左普女士

、、((右右33))：：洪磊總領事洪磊總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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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鄭中基（Ronald）近日
擔任電台節目嘉賓。節目中，Ronald細說
太太余思敏（Sammie）的出現令他由浪子
變成一個以家庭事業為重的爸爸，他又自
言未相識太太時自己是“未玩夠”的男
人。
Ronald曾一度被冠以“無賴”及“底

花”之名，直至2011年與前有線女主播余
思敏未婚懷孕，到同年二人結婚，去年余
思敏再為他誕下幼子，感情修成正果，由
情場浪子進化成絕世好爸，均令外界對鄭
中基另眼相看。被問及覺不覺自己底花？
Ronald坦言：“我是底花，以前（對感
情）是不認真！”Ronald又自爆太太Sam-
mie給他一種很特別的感覺，是可一不可
再。他說：“認識Sammie後，我們是好朋
友、老婆、女朋友的關係。坦白說之前試
過的某幾段感情，什麼都不想跟她們講。
但面對Sammie，我什麼都想分享，好像一
個soulmate，我覺得這個感覺從來未試過，
覺得假如失去她，我不可能再擁有，所以
要珍惜！”

現在全為子女出發
Ronald 笑言第一胎懷孕都是意料之

外，更形容見到初生女兒的感受：“自己

親眼見到BB時覺得好像‘一pat嘢’，但
好感動好想哭。”已為人父的Ronald成熟
不少，他亦不時回顧父親鄭東漢當年教導
自己，“我從前是沒想過會做爸爸，但有
了孩子後，會認為自己不可再像從前一
般，怕孩子有樣學樣，也反省自己從前的
不是。”談及成家立室後的轉變，Ronald
再說：“有了小朋友後感覺世界不同了，
以前只為自己出發，現在什麼都為小朋
友，怕他們太快長大，一工作完就回家。
從前很怕朋友的小朋友很煩，估不到現在
完全不同，我只希望小孩可以健康快樂成
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娜）日本人氣女
星戶田惠梨香9日赴港，宣傳15日在香港上映
的電影《死亡筆記：照亮新世紀》，她9日晚
現身奧海城the sky出席首映禮，吸引不少粉絲
圍觀。
她穿及地黑色長裙現身，甫出場已滿臉笑

容向粉絲打招呼。她望着工作人員的大字報，
用廣東話說：“大家好，我是戶田惠梨香。”
但當主持叫她再說一次時，她反應極大叫了一
聲才再說過。今次是她相隔10年再演《死亡筆
記》，她直言：“壓力很大，再演彌海砂有難
度，挑戰大，所以考慮了很久才決定接拍。”
她提到事前有跟導演商量，要求髮型要跟10年
前一樣，但服裝就隨劇組安排。
而今次亦是她相隔10年再度訪港，她表

示：“上次沒有什麼時間周圍逛，今次住的酒
店可以看到維港景色，很開心。”月底就是聖

誕節，她說要在工作中度過，而最想收到的聖
誕禮物就是新片票房告捷。
大會安排cute版死神流克現身，與戶田合

照外，又送上祝願牌讓戶田掛在聖誕樹上。戶
田臨走前，兩度預祝港迷“Merry Christmas”
才離去。

面對混亂場面超淡定
而為了讓影迷重溫《死亡筆記》前兩齣電

影，電影公司特別於10日於荃新天地舉行《死
亡筆記》電影馬拉松活動，一連放映三齣《死
亡筆記》、《死亡筆記：最後的名子》及《死
亡筆記：照亮新世紀》電影，戶田10日亦到荃
灣出席電影馬拉松開幕儀式，並與影迷見面，
感謝他們的支持。而她離場時，被大批影迷簇
擁，場面一度混亂，一班保安即時護花，但見
戶田未被嚇倒，還笑着地為影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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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鄭希怡賣二手物品行善

祖兒笑稱
最便宜百元有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由容祖兒與鄭希怡發起的慈善二手

衫售賣活動10日正式舉行，她們親

自到店舖打點並獲好姊妹Twins來撐

場支持，祖兒更透露獲準劉太“甘

比”仗義借出商場店舖以陳列她們

的二手衫。祖兒坦言她連鞋墊都拿

出來賣，更不停表示，這裡最便宜

的物品只要100港元就有交易，連深

圳東門都做不到這種價錢。

問到祖兒與鄭希怡共捐出多少二手物品，她們都
笑言要以噸計，祖兒說：“都不知自己原來有

這麼多東西，最多是鞋，我們幾個人可以有同款鞋
但有不同尺碼。”笑問會否捐出最私人的物品如內
衣褲，祖兒說：“這又不會，最私人都是鞋墊，各
式各樣的物品我約有一千件，今次都一樣為慈善，
最開心有阿Sa和阿嬌支持。”

下次或賣男裝二手衫
問到有沒有物品是她不捨得賣的？她說：“最

近看過一本書《斷捨離》，其實很多東西都是身外
物，要學會拿得起、放得下，自己不用的物品，希
望可以讓其他人使用，自己又有動力去買新的，是
一舉三得、一石三鳥。”
祖兒笑稱最便宜的物品只要100港元就有交

易，連東門都做不到這種價錢。至於哪件物品是

“鎮店之寶”？祖兒笑稱是鄭希怡女兒“梁浸浸”
的萬聖節BB衫。問到“師兄”劉浩龍有否捐出物
品，祖兒稱今次以女裝為主，如反應良好不排除下
次組織男裝二手衫售賣。

Twins不賣獎座“戰衣”
Twins也坦言有大量二手物品可賣，阿嬌笑稱

自己有一個倉和兩間房未收拾，最多是手袋和鞋。
問到有沒有物品是不捨得賣的，阿Sa坦言每件都不
捨，但如衣服不穿又覺得浪費空間，多想幾次就捐
出來賣，她說：“媽咪常說香港地方貴，我就拿來
放東西，都不想想其他人連住的地方也沒有。”阿
嬌也表示將自己的雜物放入倉後如判死刑，因為都
不會再拿出來用，倒不如捐出來釋放它們。至於有
沒有東西是堅持不賣的？她們都表示獎座和出席頒
獎禮的服飾不會售賣。

■容祖兒與鄭希怡發起慈善二手衫售賣活
動，Twins前來撐場支持。

■■甘比甘比((左一左一))仗義借出商場店舖予祖兒陳列二手衫仗義借出商場店舖予祖兒陳列二手衫。。

■■祖兒獲梁浸浸送上香吻祖兒獲梁浸浸送上香吻。。 ■梁浸浸此刻又成為阿Sa的寵兒。

娶余思敏後變絕世好爸
鄭中基承認曾不認真對待感情

■已為人父的鄭中基(右)成熟不少。

■■戶田為影迷簽名戶田為影迷簽名。。

■■戶田戶田1010日主持電影馬拉松開幕儀式日主持電影馬拉松開幕儀式。。

■■戶田惠梨戶田惠梨
向香港粉絲向香港粉絲
打招呼打招呼。。
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孫慧雪承認想生B
孫慧雪與吳日言10日出席商場聖誕活

動，大會更安排兩位男粉絲分別向她們跪地
示愛求婚。準新娘孫慧雪心情大靚，全程展
現笑顏。即將於本月23日舉行婚禮，孫慧
雪坦言開始緊張到失眠。她又透露想搞婚前
單身派對。再三否認奉子成婚的她，10日坦
認想生B，她說：“有就生，我年紀都不
小，但順其自然啦！”

利特跳《TT》賣萌搞笑
Super Junior（SJ）隊長利特10日在台

灣舉辦粉絲見面會。利特身穿藍色條紋襯衫
搭配深藍西裝褲帥氣登場，並演唱SJ出道
10周年特別紀念專輯的主打歌《Devil》揭
開序幕。
其間他不斷跳女團TWICE的名曲《TT》
重點舞蹈，用歌詞指台灣粉絲一直希望他被
懲罰“太過分、太過分了”，惹笑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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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櫃子愛更簡單」艾怡良披掛彩虹挺同志

不想被長相定型尹馨穿衣
走極端

林依晨用愛挺婚姻平權 藍
又時「尊重每個人的選擇」

大馬第 1 人 梁靜茹登林肯中心噴淚 2000 人 王若琳壓軸粉絲爭睹

天心慧眼識尪 30 天就想嫁 阿里郎體貼打動芳心

李明川自責拒絕熱情薇薇安

艾怡良４日出席簡單生活節，演唱〈空頭
支票〉前，她披上彩虹披肩，以行動力挺婚姻
平權，她說：「愛情其實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們在五光十色的城市中，身邊有好多人在

43 歲星座專家薇薇安11月30日因乳癌驟逝，震驚各界。
知名造型師李明川回憶和薇薇安過往合作，坦承「怕跟她
相處」，因為她總是會提醒他小心誰、注意誰，讓個性不八卦、
怕成為是非之人的他，反而對她敬而遠之，避免更深入的交
集，如今回想起來：「她怎麼了嗎？她不過就是比較熱情而
已，我到底在害怕什麼？我覺得我壞透了，我不應該拒絕妳
的熱情！」

李明川說，前兩天在外地工作，一直在等那個好強的薇
薇安用老神在在的語氣告訴大家這是烏龍一場，甚至想可
能又在炒新聞，但終究還是失望了，他悲傷表示：「也許只
要我跟妳再要好一點點，至少在妳人生最後階段還可以多
個朋友陪伴妳、看護妳。」他想去送她最後一程，然後親口
告訴她「很抱歉」、「謝謝妳」。

吳宗憲則表示兩人很多年沒見面，聽到消息覺得惋惜，
畢竟還這麼年輕，他因此感嘆並提醒大家多在乎身邊的朋
友，有機會永遠不要吝嗇告訴對方「我愛你」。

梁靜茹跟隨師父李宗盛的腳步，於台北時間５日早上登
紐約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開唱圓夢，成為首位站上林
肯中心的馬來西亞籍華人歌手！當天演出吸引許多華僑和
美國本地民眾朝聖，看著滿場 3000 名歌迷熱情支持，她兩
度淚灑舞台。

「你的名字是愛情」巡迴演唱會已於全球演出 45 場，
她多年前造訪紐約時曾路過林肯中心，從沒想過自己能在
這裡辦個唱，她說：「這是所有歌手的夢想，意義非凡。」她
１日提早抵達當地準備、調時差，並抽空到街頭散步，適逢
12 月耶誕節氣氛濃厚，加上她下榻飯店位於美國總統當選
人川普的豪宅旁，有許多警察維安和媒體守候，令她覺得新
鮮。

她昨以〈情歌〉開場，唱完第１首歌就忍不住落淚，哽咽說：
「紐約站是我唯一一站，唱完第一首歌就哭了，謝謝歌迷幫
我圓夢。」接著一連演唱〈勇氣〉、〈沒有如果〉等經典歌曲，
希望有朝一日能赴美連開 10 場。

以《川流不息》再度拿下金鐘迷你劇集視后的尹馨，日前受本報邀約
穿上 Ferragamo 早春系列服飾展現時尚的一面，她說之前很容易因為臉
蛋長相而被容易說成是「好媳婦型」，她也坦言：「其實我很適合穿端莊
的風格，但總覺得穿那種衣服整個人會被吸到衣服裡，所以私下穿著有
點極端，要不華麗，要不就是 T 恤、牛仔褲。」

尹馨自稱從前很自我、很不會愛人，也透露這兩年成長不少，多了很
多包容心，她笑說：「如果未來婆婆覺得那個（端莊）是好媳婦的樣子，我
會願意為她改變。」這份包容也衍伸到她的愛情領域中，「小時候要不就
是白馬王子、一見鍾情，現在還好，參透了。」對於目前還是單身的她，未
來擇友標準也放得比較寬，但一定要符合她對好朋友的定義，至於從前
幾段戀愛中喜歡的微胖外型，她也笑著說：「胖子也不都是心地善良的。」

穿上 Ferragamo 2017 早春系列服飾，花朵印花、絲巾拼接等元素不經
意呈現春日氣息，再加上編織、蝴蝶結等品牌經典工藝細節，為由全新設
計團隊接手的義大利老牌子寫下創新紀元。

王若琳上個月與「怪叔叔樂團」赴上海開唱，４日唱回台北華山

Legacy，擔任今年簡單生活節的壓軸。但在她表演前卻發生小插曲，開演

前 30 分鐘，場外湧進近 2000人排隊，人龍綿延至華山大草原，為了擠進限

制 1000人的場地，場外排隊人潮爭執爆口角，場內則因人數爆滿，空氣稀

薄，有粉絲呼吸困難、嘔吐暈眩，緊急到場外休息，成為音樂節小小的變奏

曲。

近來同志婚姻合法化議題沸沸揚揚，林依晨５日出席 PIOVINO 眼鏡

品牌發表會，被問到婚姻平權議題，她說「有些是自然而然、天生的；有些

是人類制定的法律問題、人為的。但我相信他們都是以愛為出發點，我們

該去思考，我們給的愛是不是對方需要的，不要把所有人用一個框架圍住。」

她身邊有不少同志朋友才華洋溢，被親友認同後發揮得更淋漓盡致，「希

望法律不要扼殺這些人，法律是人制定的，訂出來希望有配套措施，而不是

強硬的制定框架，沒有轉圜餘地。」

她 12 月底將和老公赴美國西雅圖度假兩周，兩人剛認識時，她就被他

身上的香氣吸引，開玩笑說：「我屬狗，對味道比較敏感。」韓星李秉憲身

上也有肥皂香氣，讓她很喜歡。

藍又時篤信基督教，５日在新專輯《聽見藍又時》記者會上表示，她雖

是虔誠基督徒，但尊重每個人的決定：「我認為每個人都有權利做選擇，上

帝給我們自由選擇權，我不能去左右任何人，我也願意尊重每個人。」她為

發片暫緩生第２胎計畫，和老公沒禁慾但有避孕，「每個人認識的上帝解讀

不同，不該只在意人言（人說出來的規範）。」她認為避不避孕應由自己決定：

「如果你認為不避孕是對的，就必須承擔後續責任。」

HUSH 昨與魏如昀

出席音樂劇《地下鐵》

活動，為明年１月台北公

演宣傳，他則號召大家

10 日一起上凱道爭取婚

姻平權。徐若瑄則在臉

書上聲援同志，她心疼

同志為追求「到老有依」

的保障而疲於奔命，呼

籲大家：「宇宙之下、愛

和責任都是一樣的。」

愛著、呵護著，我們都應該有這樣被寵愛的一
刻。」她感嘆同志的愛很辛苦，必須要不斷證
明這樣的愛是可以的，但愛本來就應該平等，
沒有了櫃子，愛可以更簡單！

她身邊有許多同志好友，曾有朋友被劈
腿，她陪對方在小公園聊到凌晨兩點，被身旁
同志視為心靈導師，她昨在台上用磁性的嗓
音唱出一首首好歌，她對全場說：「我能給你
們的不多，希望可以透過我的歌、我的歌詞，
讓大家找回溫暖。」

她的師弟 Matzka 這兩周跑了杭州、上海、
南京、廣州等４個城市演出，因烏龍天氣預報
南京氣溫比台灣稍低，他僅帶薄外套前往，結
果當地僅攝氏１度低溫還下雪，他只好硬著頭
皮上台。他昨率「東南美大樂隊」演出，和岑
寧兒合唱〈你的甜蜜〉製造浪漫。

41 歲的天心 10 月閃嫁相戀４個月
的韓國攝影師金英敏（前譯金榮敏），
她５日在台北看守所拍攝公視新戲《魔
幻對決》，首度公開談及另一半，臉上
滿是藏不住的新婚喜悅。她自曝「認識
１個月就想嫁給他」，個性害羞的老公
則說，第一次透過鏡頭看到她時就已一
見鍾情；兩人現在透過英文、翻譯軟體、
肢體語言溝通，她用「Honey」或金先生
取代「歐巴」，老公則用中文暱稱她「金
太太」！

一度誤認是同志
天心透露她在北京拍攝電影《閉

嘴！愛吧》時，對金英敏完全沒印象，兩
人也沒講過一句話；殺青後對方請助理
轉交一封寫了２張密密麻麻的英文信
給她，但她當時急著打包回台灣，只看
到重點是問臉書能否相互關注，她竟就
狠心把信給丟了。

１個月後金英敏說想來台灣玩，天
心盡地主之誼帶他體驗台灣的魅力，只
是兩人溝通如雞同鴨講，她一度誤認斯
文的他是同志，不僅把他介紹給自己的
同志朋友，當金英敏在龍山寺抽籤抽到
「上上籤」時，她還不解風情地恭喜他
會有個很棒的「男友」，金英敏這才告白：
「You！You and me！」

金鐘獎來台慰安
正式交往後，天心完全感受到他

的溫柔體貼，什麼事都先替她著想，當
聊起未來退休計畫時，他說會在好山
好水的濟州島買塊地蓋房子，接著問
她「會不會不習慣住在那，因為不容易
shopping」，又問「那媽媽呢？語言不通
她會習慣嗎？」天心對金英敏如此自然
地把她和媽媽一起放進他的人生計畫
裡，感動到說不出話來。金鐘獎時他也
特別飛來台灣，槓龜的天心一回到家，

他就給她一個又長又溫暖的擁抱。
但天心透露，老公做過最令她感動

的一件事，是當對方說喜歡她時，老派
的她竟反射性笨問：「你會不會打女人？」
金英敏吸了一口氣後認真回答：「第一，
我不會打女人，我也不會打男人；第二，
妳覺得韓國男人會打女人的觀念是非
常久遠的事，此刻是韓國女人打男人；
第三，我還是相信有男人打女人這件事，
但不會只在韓國發生，全世界都有！」認
真答話的「老實鬼」模樣，讓天心深深
著迷。

天心坦承交往後最擔心如何過媽
媽這一關，誰知金英敏去拜訪媽媽時，
家裡10 隻狗一見到他就開心圍著他轉、
沒有一隻亂叫，讓媽媽驚奇地說：「有
意思！」她 25 歲起就說不要生小孩，現
在仍未改變想法，雖有避孕，但媽媽提
醒她：「萬一有了，不能造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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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電影《長城》創造了一

系列的“第一”： 它是視覺奇觀大師

張藝謀的首部英文片；斥資1.5億美金

，它是迄今爲止成本最高的中國電影；

它是好萊塢牽手中國制作出的最大規模

的合拍片，以及馬特· 達蒙的首部亞洲

題材電影。除此之外，它還是傳奇影業

的中國子公司傳奇東方的開山之作。傳

奇影業這座精力旺盛的好萊塢制片廠現

隸屬于萬達集團。

以上種種都意味著這將是一部具有

關鍵意義的電影。這也就爲片方規模空

前的中國宣傳推廣活動做下了注腳。

“這是一種新電影，”傳奇東方

CEO羅異表示。這部動作奇幻冒險電影

在具有鮮明的好萊塢特質的同時，還有

20%的中文對白，並由創造了極具東方

韻味的《英雄》和《十面埋伏》的導演

張藝謀執導。以打造恢弘場面和視聽盛

宴見長的張藝謀導演，其執導過的大型

活動包括2008年奧運會的開、閉幕式

和今年在杭州舉辦的G20峰會晚會。

“我積累了25年的經驗，就是爲

了做這樣一部電影，”羅異說。羅異早

年是一位中國獨立電影制片人，其後擔

任過CAA中國區的負責人。

環球電影娛樂集團主席傑夫· 希爾

認爲，《長城》將會改變中國電影在國

際市場上的地位和軌迹。“環球影業對

華語電影的光明未來堅信不疑，中國電

影票房的迅猛增長所帶來的推動力不容

小觑。我們很興奮能夠參與到《長城》

之中。一部中國主題的恢弘巨制，有張

藝謀導演的加持和馬特· 達蒙與中國群

星這樣的陣容，使得《長城》成爲把中

國電影介紹給全球觀衆的最佳載體。”

希爾在郵件中向《綜藝》表示。

電影《長城》源起于傳奇影業創始

人托馬斯· 圖爾的一個“高概念”的想

法——長城如此宏偉，想必一定是爲了

抵禦比人類更危險的敵人而建。

“其實倒不是像大家說的那樣，我

從飛機上看到長城，萌生了這個想法。

我從小就聽說，中國的長城是在太空唯

一可見的人類建築。不管是真是假，其

工程之龐大和構思之精巧都令我都無法

想象。我一生都爲之著迷。”圖爾說。

影片拍攝于2015年中。之後張藝

謀又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進行後期制作。

電影的中國上映日期是12月16日，正

值觀影高峰。北美的發行日期爲明年2

月17日。其他國際市場的發行日期介

于二者之間。

漫長的後期制作讓片方有充足時間

制作宣傳物料。在中國發行電影，網絡

營銷比西方市場慣用的海報和電視廣告

要重要得多。《長城》制片方發布了六

十多支定制短片供網絡播放，另外還發

布了一條傳統預告片、一條前瞻預告片

和三支MV。從10月1日起，預告片就

在中國電影院裏開始映前播放，幾乎涵

蓋了所有重要的本土和好萊塢電影。

11月15日的“五軍發布會”讓中

國的推廣活動進一步升級。“我們通過

一系列的活動，分別介紹片中世界的某

些方面，讓觀衆逐層遞進地了解這部電

影。”羅異表示。“五軍”活動介紹了

電影中的軍隊、它們的將領以及這些將

領的扮演者，還介紹了爲對付片中怪獸

而配備的獨特武器。

之後片方又發布了片尾曲和推廣曲

。本周（12月6日），片方還將在北京

舉辦一場盛大的新聞發布會，全部明星

陣容均會出席。隨之是一天的中國國內

媒體訪問，還有一天是特地從國外飛來

的東南亞媒體訪問。

在這個過程中，還會有更多的怪獸

揭秘，觀衆將了解到它們與人類角色的

互動。最後一支宣傳曲也會揭開面紗。

周五，宣傳活動將移師上海，在那裏舉

行一場慈善拍賣活動。所得善款將捐贈

給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長城保護”專

項基金。

12月12日起，片方將安排媒體、業

界人士和資深影評人看片。公衆放映將

于官方上映日的前一晚，也就是12月15

日晚7時開始。影片的上映制式幾乎前所

未有地囊括了2D、3D、IMAX 2D和3D

、中國巨幕和4DX。4DX是一種讓銀幕

延展的技術，能夠在影院側牆上播放更

多內容，從而形成270度的觀影效果。

影片的構思和投拍在今年一月萬達

宣布收購傳奇之前就已完成。四家投資

和出品方包括中影集團、樂視影業、傳

奇影業、環球影業。

萬達爲這部電影提供了廣泛資源，

使其上映成爲了一個全國性的事件。這

些資源包括了中國最大的電影院線和發

行公司，以及兩家營銷公司。中影和萬

達的五洲電影發行公司是正式的發行商

，傳奇與樂視（樂視生態集團成員）負

責市場營銷和宣傳。

“《環太平洋》和《哥斯拉》的時候

我們市場營銷會議大概有八個人。到《魔

獸》的時候擴大到二十人，包括萬達、萬

達院線和騰訊。”羅異表示，“《魔獸》

開畫成績亮眼，最終取得了兩億兩千萬美

元的票房，是今年中國總票房排名第三的

電影。北美的四千七百二十萬美元票房完

全沒法與之相提並論。”

“爲了《長城》，我們每周六都召

開市場營銷和策略會議。一屋子開會的多

達六十人，分別來自傳奇、樂視、中影、

萬達院線、騰訊、影時尚、時光網、萬達

廣場和萬達地産開發團隊。”羅異透露。

260家萬達廣場將舉辦“長城”主題活動

。另外，萬達今年收購的電影售票和營銷

公司時光網也將在56家商場舉行“敢于夢

想大師藝術展· 張藝謀”活動。同時，影

時尚也會推廣一款AR遊戲。

“如果你做的東西是公式化的，或

者觀衆覺得似曾相識，那就很難大賣。

”圖爾說，“張藝謀呈現出的故事和效

果會顛覆你的想象。

看張藝謀《長城》
如何打造怪獸級的中國宣傳

綜合報道 一直“跌跌不休”的2016

年電影票房終于在12月伊始迎來拐點，吹

響2017賀歲檔集結號——12月1日至12月

31日排隊上映的影片多達48部，剛開跑便

出現了《你的名字。》這樣票房和口碑的

“爆款”。在其帶動下，上周五至周日三

天票房總和已經超過中秋節三天小長假。

接下來，一邊有張藝謀、成龍、葛優

等大咖紛紛上陣，另一邊又有衝刺奧斯卡

的大片強勢上映，大片齊聚的“歲末檔”

是否能讓票房“逆襲”？

進口片帶來首個小高潮

近日，由新海誠執導的動畫電影《你

的名字。》刷爆朋友圈——這部在日本創

造了票房奇迹的現象級電影，在國內上映

僅三天便接近三億元票房，創下國內2D

動畫電影首周票房最高紀錄。該片在豆瓣

的評分高達8.8分，貓眼評分8.9分，被網

友譽爲“每一幀都可以做壁紙的電影”。

據悉，這部電影的制作團隊十分強大

，包括參與過宮崎駿、今敏作品制作的安

藤雅司，擅長人物設計的田中將賀，以及

東寶制片廠的設計人員等。多位資深影評

人分析，該片吸收了日漫畫面精致唯美的

優點，較好地彌補了新海誠以往電影中劇

情的單薄，片中時空交錯、男女身體互換

、校園愛情等元素也恰恰戳中了15歲至35

歲這個電影最大受衆群體的興趣點。

不僅如此，接下來即將上映的幾部進

口大片更是來勢洶洶：有奧斯卡最佳導演

梅爾。吉布森執導的《血戰鋼鋸嶺》，還

有湯姆· 漢克斯領銜主演的《薩利機長》

。兩部“衝奧”巨制狹路相逢，確實很有

看頭。

國產巨制衝刺後半程

與進口片的高歌猛進相比，近期上映

的國産片表現卻顯得有點吃力。馮小剛的

話題之作《我不是潘金蓮》原本勢頭頗猛

，但隨著萬達院線“封殺”“幽靈場”爭

議等風波的影響，上映第18天票房尚未能

突破4億元大關。而在近期上映的國産商

業片中，最受關注的要數 3D武俠電影

《三少爺的劍》，作爲徐克和爾冬升首度

合體的力作，這部改編自古龍同名小說的

武俠電影在賬面上表現不俗，上映三天入

賬5000萬元票房，但在演員、台詞、情節

諸多方面都受到诟病。

不過，國産片的發力點應該是在即將

到來的12月後半程——張藝謀執導的《長

城》、王家衛監制的《擺渡人》、成龍主

演的《鐵道飛虎》等一衆國産片（合拍片

）都將共同扛起歲末票房衝刺大旗。

口碑上升比票房更重要

縱觀歲末12月檔，40多部電影的蓄勢

待發讓業界對2016年電影票房大盤重燃希

望。事實上，截至11月13日，累計票房

已經超過400億元，比去年提早20天突破

這一關口，但這一成績離年初600億元的

票房大目標仍相差甚遠。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票房遇冷事實

上是市場冷靜和理性的回歸。一方面是

因爲今年票補“退潮”以及“偷票房”

被監管；另一原因則是今年缺乏“爆款

”影片——2015年票房在14億元以上的

影片多達 7部，今年到目前爲止只有 3

部。

國產巨制衝刺12月後半程
電影票房有望年終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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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務工作會議召開情形說明成果豐碩
僑界將成立關懷救助協會奉獻心力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 前排坐右 5)、休士頓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 ( 前排坐右 1)、休士頓僑教中心莊主任雅淑 ( 前排坐右 4)、
僑務委員葉宏志 ( 前排坐左 4)、劉秀美 ( 前排坐左 3)、甘幼蘋 ( 前排坐右 3)、列席代表臺灣同鄉會會長江玟玟 ( 前排坐左 2)、李席舟僑務諮詢
委員 ( 前排坐左 1)、休士頓臺商會梁慶輝會長 ( 前排坐右 2) 以及出席之休士頓僑務榮譽職人員、各僑團負責人、僑校校長以及僑青幹部合影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簡介僑務委員會僑胞返國健檢安心醫療
服務，鼓勵僑界於返國旅遊探親時，多加運用，另同時宣達僑委會
因應數位化停版宏觀週報，鼓勵僑界上網登錄訂閱宏觀電子報，關
心全球各地最新僑務資訊 僑務委員葉宏志發言表示在核心價值和台灣民主自由扶持下，使台

灣在兩岸僑務競爭中取得優勢

休士頓僑教中心於 12 月 4 日下午舉辦「105 年僑務委
員會議召開情形說明會」，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黃敏境處長主持 . 黃敏境處長表示海外僑界是
國家發展新動力，期待僑界不分藍綠共同為臺灣永續
發展努力 .

休士頓僑務榮譽職人員、各僑團負責人、僑校校長以及僑青幹
部踴躍出席，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休士
頓僑教中心莊主任雅淑、李副主任美姿亦參與，瞭解僑務委員
會議開會情形，並就僑界關心議題廣泛交換意見

僑務委員劉秀美則希望僑委會能更新僑教中心的文化導覽項
目、強化台灣傳統周活動

僑務委員葉宏志、劉秀美、甘幼蘋、黎淑瑛以分別分享在臺參與
會議期間所見所聞與出席心得

五大創新產業 - 生技及精密機械
僑商企業家訪問團美南地區代表休
士頓台灣商會會長梁慶輝稱讚台灣
當代工業，確信台灣經濟將會重現
1980 年榮景

賴李迎霞提議在海外僑界成立關懷
救助協會、賴清陽律師願意提供法
律服務 . 美南國建會會長顧寶鼎博
士 ( 左 ) 出席盛會 .

僑務委員甘幼蘋希
望僑委會定期派舞
蹈教師到休士頓做
短期教學、並加強
僑教中心功能及服
務事項

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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