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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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豪律師專欄

遺囑內兒孫信托的運用

牙周病專家談口腔健康

問 : 林律師你好。我的老伴於兩年前過世，
我自己目前的身體狀況也不是很好。我們有一
個兒子年近 40，迄今還是單身。他這兩年結識
了一個女友，論及婚嫁。不過我兒子和女友兩
人在金錢概念上有很大的差異，也為此時有爭
吵。我很擔心他們結婚後婚姻無法持續下去。
我自己大約有百來萬的存款及不動產，目前還
沒有設立遺囑。 請問律師我該怎麼辦才能保
障我的這些財產如果給了兒子將來如果他們的
婚姻沒有辦法走下去的話不會被他的太太給分
走？

答 : 您的問題是很多為人父母者時常提出
的問題。首先最緊要的，您必須要先寫一份遺
囑。再來我們可以在遺囑內加入兒孫信托的設
立，如此就能夠最大程度的保障給你兒子的財
產將來不會因為離婚而必須與配偶對分，被稀
釋出去。

首先我必須解釋婚姻財產內分別財產與共

同財產的認定。 由於德州是一個共同財產州，
因此結婚之後，任何一個配偶所賺的錢在法律
上被假定為是夫妻兩人的共同財產。在很多人
的眼裏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比如說，有
許多的先生非常刻苦的工作，但他們的配偶喜
歡購買名牌，揮霍金錢。當他們離婚時兩人還
必須要對財產作等比例的分別。這對於努力工
作的一方，往往是很不公平的。 因此往往夫
妻兩人對金錢的概念非常的不切合的話，對於
是否步入婚姻殿堂最好還是三思而後行。根據
德州法律，有三種財產在夫妻結婚之後還是被
認定為是配偶其中一方的分別財產，這三種財
產就是 1. 因為繼承或受贈得來的財產。2. 結
婚之前他就擁有的財產。 3 結婚之後因為人身
受到傷害而得到的補償，但這種補償並不包含
薪資上面的補償。 因為薪資上的補償也就等
於是工作收入，所以薪資補償還是被認為是共
同財產的一部分。 

 除了以上所列分別財產的定義以外，
讀者們還必須銘記在心的就是，即便是分別財
產如果它和共同財產混到一起了，那麼它就會
喪失分別財產的特性而變為共同財產。舉例而
言，先生在婚前就有一個戶頭，裏面存放了他
婚前所有賺的錢，但結婚之後他把他所有賺的
錢或他太太賺的錢都存到那個戶頭裏面去了，
因此原來的分別財產就與結婚後的共同財產混
在一起，戶頭裏面所有的錢都會變成共同財
產。在英文上我們稱為 (commingling) 是每一

個即將要結婚的人都必須要了解的法律概念。
要解決這樣的問題有兩種方法。1. 夫妻兩人
在結婚之前就簽署了婚前協議。不過很多夫妻
都很忌諱在婚前談到財產的問題，認為會傷感
情，因此不會所有的人都會采取這樣的做法。
但是以你的情況而言，我們可以以第二種方
法，就是設立信托來預防這種將來財產可能被
稀釋的可能性。

如前所言，你必須先有一份遺囑，所謂的
遺囑當然就是在人過世之後才會按照它的內容
來分配財產的文件，因此在您還在世時，財產
還都是有您支配，但在您過世時可以把所有的
財產贈與給兒子。如果您沒有遺囑的話，您的
兒子還是可以繼承您的財產，但是他必須到法
院申請繼承人認定程序，不管是時間上還是金
錢上都花費，都會比遺囑認定要來的多。最重
要的時，在你沒有遺囑的情況下轉移給你兒子
的財產，並沒有得到任何的保護，一旦你兒子
和他未來的太太把財產混在一起，那麼前面所
描述的財產被稀釋，將來被瓜分出去的情況就
很有可能會發生。但如果您設立了遺囑，並在
遺囑裏面加上保護你兒子財產的信托， 明白
指定給你兒子的財產要放到這個信托裏面去那
麼只要財產是以信托的名義來持有，那麼到離
婚的時候它分別財產的特性就不會消失，你兒
子的配偶就沒有權利來分信托裏面的任何一分
錢。

這樣子的兒孫信托，並不會影響你兒子支

口腔是人體的一個
具特別功能的器官。它
除了每天幫助我們品嘗

美味， 說話等以外，它還是一個構成我們身
體美觀的重要器官。因此，明白並能保持口腔
健康對一個人的一生是極為重要的。健康的口
腔不但給自己帶來喜樂，也給周圍的人帶來愉
悅。

口腔包括軟硬兩樣的組織結構。每樣的結
構都有顏色，形狀，大小，質地，與功能上特
別的表現。當在其中任何的表現上出現異常
時，我們就需要引起重視。這裏我們就牙床牙
周結構方面作一些簡單的介紹。

牙床牙周結構包括三樣的組織：表面覆蓋
的牙齦 , 支持牙齒的牙槽骨，以及聯結牙齒，
牙齦及牙槽骨的纖維組織。正常情形下，這三

者之間以一定的方式並按照一定的距離位置緊
密聯結在一起。使牙齒得以完成各樣的功能且
美觀自然。隨著年歲的增長，這些結構會發生
一些變化。然而，借著細心的保護與早期的預
防診治，您仍就可以為自己存流一副健康美麗
的牙齒。

牙床牙周結構的異常與疾病 : 當上述三種
結構發生色，形，質的異常改變以及在互相之
間關系和比例上產生異常時，病理現象即產生
造成健康上的危害或美觀上的問題。通常這類
的問題可分三種：生長發育性的異常，感染性
疾病，全身性疾病在牙床上的表現。這些的問
題除了造成牙齒牙床的不美觀之外，它們對牙
床結構的破壞可以導致牙床的出血，腫痛，牙
列的不齊，口腔的異味，腥臭，牙齒的松動，
脫落。重度牙床感染還會造成身體其他臟器的
疾病。越來越多的科學研究表明長期深度細菌
在牙床的累積可以造成心臟動脈血管的堵塞，

配金錢的權利，因為您將會指定你兒子自己作
為這個兒孫信托的受托人。當然，為他設立這
樣的信托是為了保護他，但如果你兒子，在你
過世後把所有的錢從信托裏面拿出來，交給他
的配偶，或者把他的錢從信托裏面轉出來到他
個人的戶頭，然後又於配偶的錢混在一起的
話，那麼財產被稀釋瓜分的可能性又會產生
了。不過，就像我常對我的客人說的，您能為
你的兒孫著想，他們也應該心存感激，並遵照
您的旨意來好好保護他們自己。但如果有人，
辜負您的好意但您還是無法滴水不漏的保護他
們。

所以當務之急，您還是應該趕快找一位律
師為您設立遺囑，並把您想要在遺囑裏面達成
的目的告訴律師，為您解決問題。 

林誌豪律師是林誌豪與包德士律師事務所

的主任律師，持有德州與紐約兩大州的律師執

照。該所精辦移民，民刑事，商業，地產， 

家庭，遺囑信託與破產案件。林律師是全美移

民律師協會， 及休士頓律師協會遺囑，信託

及遺產執行組的組員。

該 所 位 於 9999 Bellaire, Suite 360, 

Houston, TX 77036. 恆 豐 銀 行 總 行 大 樓

三 樓。 電 話 是 (713)339-4200。Email 是

linlawfirm@yahoo.com。

糖尿病的難
以 控 制， 嬰
兒 的 早 產，
以及其他全

身系統的問題甚至包括一些的腫瘤。
根據牙科研究雜誌最近的一篇報道，美國

成年人中患有中度到重度牙周病的比例遠超過
先前由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與美國牙周病協
會合作研究所發表的比例 : 達倆倍，即 60%。
據本專科診所值診近多年來的估計，牙周疾
病，包括不同程度的感染及先天與後天的畸
形，其發病率在華裔成年人中可高達 90% 以
上。華裔人群普遍缺乏牙床保健的常識，更缺
乏對牙床疾病治療重要性方面的認識。甚至十
歲以下的兒童因從未看過牙醫而造成牙齦下重
度牙結石的累積。此類現象在新移民中更為普
遍，造成對人群牙齒，全身，及生命品質上極
大的影響。本診所在每天行診過程中，常常需
要花大量時間來解釋闡明牙床疾病的性質與危
害，並提供專科診斷治療。據印象估計，患者
中能全程接受本專科治療的比例不超過 20%。
絕大部分患者對此類疾病的危害性不重視，在

診治與維護治療的過程中缺乏持久性。
令人高興的是：隨著華裔生活品質與經濟

能力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人已開始意識到維護
牙床健康的重要性。並且，隨著越來越多對此
類疾病的認識，預防，早期診斷治療，與終身
維護，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的人可以終
身享有一副健康，整齊，美麗的牙齒，使他們
的生命越發地顯出該有的自由。本診所也將能
為此目標獻上本專科的精湛技術，技巧，能力
而感到驕傲。

敦煌植牙，牙周病專科全新數碼一流設
備， 電 腦 管 理。 提 供 免 費 咨 詢 服 務， 接 收
PPO 保險，營業時間：周一至周五，8:00AM-
5:00PM，周六：預約門診。地址：9889Bellaire 
Blvd #322（ 敦 煌 廣 場 ）， 電 話： 713-995-
0086，傳真： 713-589-8774.。陳誌堅醫師糖
城診所：地址：3524 Hwy 6 South ,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大華超市旁），電話： 281-
565-0255。
網 址：www.JenniferchenPerio.com，

e-mail:info@JenniferchenPerio.com

陳誌堅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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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乒賽總獎金高達150萬
亞太乒乓球聯賽（T2）將於今年下半

年在香港舉行。10日賽會公佈首批參賽名
單，包括新加坡名將馮天薇和排名第6的中
華台北選手鄭怡靜 ，而乒壇常青樹薩姆索
諾夫則在男子組榜上有名。比賽總獎金高達
150萬美元，被譽為當今專業乒乓球賽事中
獎金最豐富的比賽。參賽運動員均是從世界
各地精心挑選的24名世界級運動員（男女
運動員各12名），除單打比賽以外，還將
有 男 子 、 女 子 、 混 合 團 隊 賽 等 。

■記者 陳曉莉

王楠退役沒收國家一分錢

前乒乓球奧運冠軍王楠（見圖），在
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退役。其老公郭斌最
近在與網友交流時表示：“（王楠）退役時
國家沒給一分錢，拚了一身傷病啥也沒
有。”他還曾勸王楠推掉所有廣告和商業活
動，退出歷史舞台，“勸她推掉百萬代言，
不要消耗粉絲對於你的喜愛，再苦再累，沒
有必要。不要消費自己在大家心目中好的東
西，不能跟金錢劃等號。” ■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特派記者王尚勇 寧夏
報道）2017“絲綢之路”寧夏·銀川國際馬
拉松將於2017年5月底在銀川賀蘭山體育場
鳴槍開跑。

是項賽事今年首屆舉辦，共設全程馬拉
松（42.195公里）、半程馬拉松（21.0975
公里）、迷你馬拉松（5公里）三個項目，
其中全程馬拉松與半程馬拉松參與人數設置
為3000人，迷你馬拉松參與人數設置為
15000人，參賽總人數預計達到21000餘
人，觀眾人數達60餘萬人次。本屆銀川馬
拉松將邀請1600餘名國內外專業選手前來
參賽，其中有40多個國家的外籍專業馬拉
松選手，1500餘名國內專業馬拉松選手。
屆時來自國內外數萬名跑者將齊聚銀川，並
一同穿越這座美麗的“塞上湖城”。

絲綢之路馬拉松
5月銀川起跑據網易體育消息，新任籃協主席需

擁有7大條件：具有籃球專業背
景；熟悉國內外籃球發展；為中國籃
球做出過突出貢獻；社會知名度高；
積極推動籃球事業發展；能夠提升中
國籃球影響力；社會人士。而這些標
準像是專為姚明而設。而多位知名籃
球媒體人10日也確認，籃協主席非姚
明莫屬。

NBA評論員、中國內地著名籃球記
者賈磊10日便在新浪體育寫道：“今天
得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不出意外，再
過兩個月，姚明將正式出任新一屆的中
國籃協主席，中國籃球管辦分離將走出
實質性的一步，CBA聯賽職業化終於有
望迎來春天了。”

“當然，這只是我目前得到的消
息，不算是官方消息，如果大家信
我，可以耐心再等等。”

日前內地傳媒廣泛報道國家體育
總局建議中國籃協邀姚明出任籃協主
席及中國男籃主帥。國家體育總局新
聞發言人在回應事件時表示，優秀運
動員、教練員是體育事業的寶貴財
富，特別是那些曾取得過優異運動成
績、在國內外具有較強社會影響力和
較高知名度的體育人士，更是現階段
推動體育社團改革發展可以依靠的重
要力量和值得進一步挖掘的優質資
源。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吸收他們

進入各級體育社團領導機構、擔任領
導職務，既有可能性、又有必要性。

滬男籃或易手 掃身份障礙
不過，姚明出任籃協主席一事也

存在具體障礙。由於姚明身兼上海男
籃董事長一職，從規程上來說，籃協
主席與投資人兩個身份不可兼得。故
目前情況來看，上海男籃很有可能易
手，以為姚明入主籃協鋪平道路。

至於現任籃管中心主任信蘭成，
網易體育消息指信已經完成離任審
計，不日即將卸任，或將前往2019年
男籃世界盃組委會任職。

前中國男籃主力中鋒、現年36歲
的姚明，2002年飛往美國征戰NBA；
2011年宣佈退役，之後成為上海大鯊
魚俱樂部的投資人。 ■記者 陳曉莉

中國籃協9日就第九屆中國

籃球協會全國代表大會暨換屆

會議籌備工作召開媒體通氣

會，上海男籃董事長姚明和籃

管中心副主任李金生共同擔任

換屆會議籌備組組長。不過，

綜合內地各方消息，姚明將於

今年3月份正式出任下一屆籃協

主席。

前中國男籃主帥宮魯鳴日前簽約
NBL（全國男子籃球聯賽，次一級籃球
聯賽）球隊安徽文一，擔任安徽文一男
籃教練指導組組長、安徽文一籃球學院
籌備組組長兩項職務。宮魯鳴在接受
《北京青年報》訪問時談及姚明有望出
任中國籃協主席時認為，“解決中國人
的事情還得中國人自己來”。

宮魯鳴在里約奧運會後正式卸任中
國男籃主教練一職，誰將接手中國男籃
是最近的一個熱議話題，有消息稱洋帥
可能執教中國男籃。對此，宮魯鳴說：
“如果我們不把眼光放在培養自己教練
上，未來中國籃球可能沒有人願意幹這

事兒，這將是中國籃球的悲哀，這是很
現實的事，所以我並不看好外教，再好
都沒有用。”

除此之外，宮魯鳴認為中國男籃想
要尋求進步與發展，就不應該閉門造
車，而是應該多走出去，與歐美強隊交
手，找出差距，然後逐步提高。

對於近來有消息稱姚明將成為新一
屆中國籃協主席，宮魯鳴表示贊成：
“如果是姚明當籃協主席，他具有國際
視野，比較有高度，可能會在安排上更
國際化一些，解決中國人的事情還得中
國人自己來。”

■記者 陳曉莉

宮魯鳴：中國事中國人解決

姚明將於3月出任新一屆中
國籃協主席，雖然姚明本人一直
對事件三緘其口，但他在談到擔
任中國籃協換屆會議籌備組組長
時表示：“興奮，很感謝能有這
樣的機會。很多感受混雜在一
起，壓力巨大，同時也信心十
足。這個挑戰是我們這一代人總
要接過來的。”

姚明在接受人民網訪問時
說：“以前我的工作經驗更多是
‘自下而上’的，現在的位置和
視野則更為宏觀。眼下我希望多
聽、多看、多想，在未來的實際
工作中去不斷鍛煉、充實自己。

“我個人已經經歷了幾次轉
型，每次都有不同的感觸和收
穫。舉個例子，我從運動員變成
投資人，看工資結構就不一樣
了。做投資人的時候，走了一些

彎路、撞了一些南牆，也摸索了
一些辦法。現在從經營俱樂部到
一個更宏觀的位置上，需要比過
去更謹慎。因為以前畢竟是自己
投資，自己負責，現在不能任由
你去試錯了。我會竭盡全力，也
希望大家能給籃球深化改革的探
索留出一些時間和空間。”

對於姚明本人近年一直積極
呼籲的中國籃球深化改革，這位
NBA名人堂球員毫不諱言：“中
國籃球正面對前所未有的發展機
遇，參與改革的人們信心和決心
自然都受到鼓舞。但前提是我們
要有謹慎周密的思索。決心和策
略要彼此兼容，相輔相成。我們
更要注重團結合作，凝聚人心，
不分體制內外，人盡其才各展所
長。”

■記者 陳曉莉

姚明談新頭銜姚明談新頭銜：：
總要有人接受挑戰總要有人接受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不再留戀南華的前鋒陳肇麒（陳
七），10日主動就南華會方的聲明作
出回應，他表示對南華的聲明感到失
望，但個人仍期望通過溝通達成南
華、自己和香港飛馬三贏的結局。

南華9日凌晨突向傳媒發聲明，
批評陳肇麒欠職業球員道德，為轉會
以傷患為由拒為球隊上陣。

“陳七”10日午在石硤尾公園運
動場完成操練後回應稱，目前與南華尚
有半年合約，自己有權向任何球會斟
介。他稱，早於3個月前就已向會方提
出飛馬有意與他傾談轉會事宜，但一直
未有回應。他透露，除飛馬外也有其它
球會向他招手。但轉會費的事則由兩間
球會進行洽談，身為球員不宜參與；
“當然以香港球會的現狀要支付轉會費

有難度，何況叫價120萬港元”。
“陳七”提到對南區一役陣前因

傷缺陣，他批評會方內部欠溝通，自
己患有足底筋膜炎，隊醫提供鞋墊防
止患處病情惡化。他認為會方對他作
出“有違職業球員操守”的指控不合
理。“陳七”指仍有合約在身，操練、
上陣都由教練安排。“自己非常重視上
陣機會，港隊主帥金判坤曾表示依據上
陣次數及表現選拔港隊隊員。我自己仍
希望為港隊効力，出戰今年3月的亞洲
盃。”對於未來去向，他重申，當下這

刻仍是南華的球員，會履行職業球員的
工作參與訓練，至於能否在比賽中上陣
則由教練狄恩決定。

狄恩認為應及早解決事件，但這
需要三方面的努力。他認為：“任何
一位球員要代表南華比賽，就必須全
心全意投入。”

那麼“陳七”落山會不會對南華
造成很大影響？狄恩強調：“身為教
練不會只注重一個球員，球隊必定有
離有合。目前有不少有潛質的年輕球
員，我們應給予他們機會。”

■■中國籃協副主席中國籃協副主席
李金生李金生。。 新華社新華社

■“陳七”10日主動回應轉會事宜。
潘志南 攝

■■奧運冠軍楊凌和奧運冠軍楊凌和3030餘位特約跑者合影餘位特約跑者合影。。
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

■■征戰征戰NBANBA，，令姚明擁有令姚明擁有
了國際視野了國際視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姚明出任籃球協會全國姚明出任籃球協會全國
代表大會暨換屆會議籌備代表大會暨換屆會議籌備
組組長組組長。。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盃國際足球邀請賽10日晚在廣
西南寧揭幕，以年輕球員為主的中國男
足（紅衫）面對同是以青年軍擔大旗的
冰島國家隊，最終以0：2不敵。圖為
雙方球員在比賽中爭頂。 新華社

技高一籌技高一籌

“陳七”回應轉會 盼溝通達三贏

符合七大條件 主持換屆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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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浩蕩蕩回家 找個機會創業

12月 19日，由欧美同学会和“千

人计划”专家联谊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

百名海外名校博士创业中国行活动开

幕。参加此次活动的博士主要集中在科

技创新领域，如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新材料、新能源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

带着创业项目回国，寻求对接。

博士行的第一站设在北京。让我们

跟随活动，了解一下博士们最关心的是

什么——

地点1：北京金台饭店回国参会的

第一站

“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回国发展”

此次活动，参会博士来自海外20多

个国家的知名院校，共计100多人。

18日上午9时40分，金台饭店大厅

还未设立签到处，谢添武便站在一旁等

候。他现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读博士后，

专攻医药物理。乘坐了14个小时的飞机，

时差都还未倒过来，但在谢添武的脸上

看不出丝毫的疲惫感。他带着智能化医

疗的创业项目回国。“这次回来，主要是

想了解一下在国内创业的具体优惠政策

和创办企业所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法规。

现在中国的发展速度让人惊讶，创业氛

围相当不错。一旦找到合适的机会，

我就会回国创业。”谢添武笑着说。

崔洪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取得了博士学位后，留在澳大利亚工作，

主要研究铜锌锡硫太阳能电池。18日凌

晨3时，他才到达北京，脸上还带着一

丝倦意，头发也略显凌乱。他说：“我

研究的方向是太阳能，对其他科研领域

了解较少。但我对国内能源科技发展和

应用的现状很感兴趣，尤其是核能和新

能源等方面。虽然目前我只有初步的

创业想法，但会在了解情况后进一步

细化。”

付闻浩曾就读于法国巴黎第六大

学，深耕于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他正

在准备一个名为“自主导航的主动感知

机器人”的创业项目。他说：“我们团

队之前曾申报过‘南京创业人才321计

划’，并获得了20万元的启动资金。但

由于当时技术、后续资金以及市场等还

不太成熟，我们就放弃了那次机会。这

次回国，主要是想调研中国的智能机器

人市场，并希望借助此次活动的平台找

到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国内市场广阔，是一些博士回国参

会的重要原因。他们此行有着明确的目

的——尝试将创业项目在国内落地。夏

宇现在是英国帝国理工大学机械工程专

业的一名博士。他们团队创立的公司在

英国已经成立了1年多，主要研发智能

材料，应用于软性键盘、软性鼠标等

产品。夏宇说：“英国市场较小，而我

们的企业现在处于扩张期。此次参

会，我主要想了解国内相关的法律法

规，并分析我们的项目在国内落地的可

行性，为回国创办企业探探路。”

创业辅导会上，博士聚精会神地聆

听创业导师的分享。

创业辅导会后，多名博士向丁列明

（左一）咨询创业的相关问题。

地点2：欧美同学会会址活动开幕

现场

“创业导师讲得真实在”

12月19日上午6时20分，尽管睡眼

惺忪，博士们还是“挣扎着”起来洗漱、

就餐。随后，一行人便浩浩荡荡地向着

欧美同学会出发。合影、与领导交流、

参观欧美同学会百年回顾展等一系列活

动结束后，博士们依次步入会议厅，开

始今天的重要议程之一——聆听创业辅

导。或许是因为起得太早，当坐在会议

厅内舒适的椅子上时，一些博士打起了

哈欠，而有的干脆闭目小憩。

但当中央“千人计划”专家、贝

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作

为创业导师为博士们做回国的创业指导

时，他们都打起精神、聚精会神地听着，

有的博士还不时做些笔记。1992年，

丁列明前往美国攻读医学博士学位；

2002 年，丁列明选择回国创业；2015

年，丁列明以“小分子靶向抗癌药盐酸

埃克替尼开发研究、产业化和推广应

用”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位在回国创业路上“摸爬滚打”多

年的“老海归”的故事自然让在场的博

士们很感兴趣。丁列明还谈到了自己如

何解决回国创业遭遇“水土不服”，怎

样与银行、媒体、政府等各方打交

道，大家听后直呼“受教”。

创业辅导中，“千人计划”专家联

谊会办公室主任沈伟的分享受到了在场

博士的热烈欢迎。在他讲话过程中，多

数博士都挺直了腰杆、头不自觉地往前

倾，其中一些博士甚至还打开了手机中

的录音功能，生怕漏掉讲话中的某些细

节。原来是因为沈伟谈到了不少博士切

身关注的问题，比如“千人计划”有哪

些具体的申请要求以及“小窍门”——

“回国不超过半年的人才有资格申请

‘千人计划’”“面试答辩时不要呈递

内存过大的自我介绍视频”等。

会议结束后，不少博士依然意犹未

尽，“逮着”参会嘉宾不放，希望能够

“扫”他们的微信二维码，以便今后不

时之需。“丁总，请问您可以帮忙看看

‘用唾液检测乳腺癌’这个项目的资料

吗？”“当然可以啊。”散会后，来自

乌克兰敖德萨国立理工大学的周晖雨凑

到丁列明身边，向他探寻合作机会。

“非常感谢沈学长，今天总算搞明

白这个半年的时间节点从哪天算起了！”

李航文曾就读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他

所在公司的老板打算今年回国申请“千

人计划”，但由于不太清楚准确的申请时

间点，生怕出了差错。今天，李航文总

算找着“行家”询问清楚了。徐悦邦

歸國前擇業的3個細節
如果你想了解国内持续需要哪

些领域的人才？那就应该仔细看看

教育部等5部门印发的《2015-2017

留学工作行动计划》。这在一定程

度上为海归求职者提供了求职规划

的方向。

但是，更多的细节、更完美的

路径抉择，还需要每个海归自己的

悉心规划。

先做好规划 再登上飞机

别寄希望于下了飞机再考虑去

哪儿。

所谓职业生涯规划，就是对

未来事业持续性、系统性的规划。

对于海归来说，就业地点的选择

是在进行职业规划时首要考虑的

问题。

“一定要想好了再回国。”李

玉华（化名）在回国前其实并没有

想清楚未来要做什么，国内的就业

形势她也不太了解，便匆忙回国

了。尽管她已经找到了工作，但却

并不是很满意。依照李玉华的判

断，没有想清楚就回国的海归并非

少数。

蒋镒焘目前已经回国就业。他

表示，对于是否回国，最需要考虑

的因素是个人的发展和家庭的需求。

蒋镒焘从悉尼大学毕业时，已

经拿到澳大利亚的工作签证。但他

还是选择放弃签证回国发展。“国

外的生活比较安逸，但乐趣较少。

国内不少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比较

多，有利于个人发展。”蒋镒焘更

想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而目前澳

大利亚金融业的发展状况并不及国

内理想。

究竟适合干啥 实习可成检验

“3至4年内进入普华永道、

德勤、毕马威以及安永这 4家世

界著名会计师事务所中的一家工

作。希望以后再有机会转到一家企

业或是投行。以此站稳于金融行

业。”这是回国前，蒋

镒焘作出的未来职业规

划。

“我在5家公司实习

之后，才决定要做和金融

有关的职业。”在蒋镒焘

看来，职业发展上有变化

很正常，因为要真正明确

自己想要做什么，需要不

断地检验摸索。

蒋镒焘最初实习的两家单位

都与其所学习的电气工程专业有

关。这也是大部分学生所做的正

常选择。但是实习过后，他发现

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行业的工作状态

和环境。

“我感觉如果从事了这个职

业，一眼就能预见到自己40岁时

的样子。”蒋镒焘说。

机缘巧合下，蒋镒焘在上海一

家金融公司实习的时候，发现了

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我平时在

晚上是不愿意加班工作的。但是

在那段实习期间，尽管没有人要

求，我也十分愿意花休息时间钻研

工作。”蒋镒焘说。

现在，蒋镒焘已经被四大会

计师事务所中的一家录取做咨询

工作。

及时收集信息 避免盲从瞎撞

何宇明在国外待了7年，近日

才回国准备求职。他表示，不了解

国内的就业行情、缺乏即时有效的

消息，是海归求职的大难题。

在何宇明看来，海归进行职业

规划的时候，尤需考虑的一点便是

如何避免与国内信息脱节。

时时关注，即时更新。

“你要把目光放长远一点，如

果你现在要找的是应届生的工作，

那么你可以看看招聘有5年工作经

验的职位要求。这样你就会知道，

未来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现在有

什么需要提高和弥补的。”何宇明

说。

经过观察和分析，何宇明发

现，国内有关会计的职位，招聘时

更倾向于寻找成绩较高、硕士学

历、英语水平高，最好还有各种实

习证明的毕业生。明白了就业形

势，何宇明开始准备。于是，他继

续攻读了硕士学位，之后还进行了

会计等许多相关领域的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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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士在主場以勇士在主場以125125--117117擊退開拓者擊退開拓者，，斯蒂斯蒂
芬芬--庫裏三分球庫裏三分球1313投投55中中，，得了得了3535分分、、77個籃板個籃板
和和55次助攻次助攻，，凱文凱文--杜蘭特杜蘭特3030分分，，克雷克雷--湯普森湯普森1414
分分，，紮紮紮紮--帕楚裏亞帕楚裏亞1313分分。。CJ-CJ-邁克科倫姆拿下邁克科倫姆拿下
了了3535分分、、99個籃板和個籃板和55次助攻次助攻。。

熱刺熱刺22--00切爾西切爾西

20162016//1717賽季英超第賽季英超第2020輪輪
壹場焦點戰在白鹿巷球場展壹場焦點戰在白鹿巷球場展
開角逐開角逐，，切爾西客場對陣托切爾西客場對陣托
特納姆熱刺特納姆熱刺。。埃裏克森埃裏克森22次助次助
攻阿裏頭球破門攻阿裏頭球破門。。切爾西切爾西1313
連勝被終結後仍然領先連勝被終結後仍然領先55分分，，
熱刺熱刺55連勝後躋身前三連勝後躋身前三。。

布裏斯班賽納達爾進八強布裏斯班賽納達爾進八強

ATPATP布裏斯班賽布裏斯班賽，，納達爾納達爾66--11//66--11橫掃米沙橫掃米沙--茲維列夫茲維列夫，，晉級八強晉級八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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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博眾未來文化傳媒承
制的治愈系情感喜劇電影《美容針》今日曝光“心花綻
放”先導海報。電影改編自熱門漫畫《BOTOX》，由原作
者黃美娜親自執導，閆妮首次搭檔人氣鮮肉杜天皓，上演
壹段特殊情緣。同時，影片也正式宣布定檔3.10，在春天
到來之際，傳達壹份情感正能量。

電影《美容針》原作漫畫《BOTOX》，源自導演本
人親身經歷。自2009年連載以來，因其唯美的畫風和貼
近現實的題材，獲得過包括韓國、中國女性讀者的認同
和喜歡。“BOTOX”本意為“肉毒桿菌”，但是在本片
中，它擁有更深層的意義——“愛情是最好的駐顏術，
是保持青春的秘訣“。首次曝光的“心花綻放”版海
報，可謂是大有內容，閆妮表情甜美，頭上漩渦般的花海和蝶翼展現出壹
副盎然的春色。畫面正中的蜂鳥頭戴後冠，展翅欲飛，象征著女性對愛情
的追求和向往。花海的盡頭更暗藏玄機，將男女主人公騎著摩托車飛馳的
場景和女主在雨中起舞的場景用夢幻般的色彩展現出來，這些場景正是女
生心中愛情應有的樣子。

據悉，電影《美容針》講述了熱愛寫作的文藝熟女夏百合通過網絡遊戲
與陽光少年小健相識，而二人的網絡結緣並非完全巧合，壹本書、壹個
名字，成為了情感羈絆中的關鍵。對於百合來說，小健的朝氣活力猶如壹劑
強力美容針，深深地感染了她。在導演黃美娜看來，《美容針》是壹部別致
的電影，是壹部帶有二次元屬性的影片，是壹部帶有“治愈能力”的影片，
不同於以往大家經常看到的青春愛情片裏的甜蜜發糖，《美容針》更多是試
圖通過人物糾結的感情和錯綜復雜的關系來探討愛情中的各種可能性：“每
個人都有愛與被愛的權利，我們不能以旁觀者的世界觀去隨意評價甚至幹涉
他人的愛情。”

無論在什麼年紀，愛情的悸動大抵相似，遇到對的人，心裏便開出壹朵
花。愛情是細如塵埃的奇跡，讓妳變回永垂不朽的少年，或是做回電影裏光芒
萬丈的少女。

《蕩寇風雲》曝海報
趙文卓洪金寶巔峰對決

由導演陳嘉上執導，趙文卓、洪
金寶、萬茜、小出惠介、倉田保昭等
主演的英雄動作電影《蕩寇風雲》即
將上映，昨天，電影曝光了壹組別具
壹格的功夫潑墨版海報。趙文卓和洪
金寶手持槍棍，霸氣對視，背景裏的
書法詩詞彰顯英雄大氣。兩大功夫巨
星強強聯手，帶來精彩震撼的武打視

覺體驗，共同展開壹段驚心動魄的抗
倭傳奇。

趙文卓洪金寶首次聯手
中國功夫巨星巔峰對決
電影《蕩寇風雲》講述了壹代名

將戚繼光南征倭寇的故事。明嘉靖年
間，倭寇屢次進犯東南沿海，戚繼光

（趙文卓 飾）臨危受命，與俞大猷
（洪金寶飾）自行招募三千義烏村民
，在短時間內，以嚴明軍紀、非常手
段、先進武器、精妙陣法訓練成史上
首支“特種部隊”——戚家軍。而壹
直在戚繼光背後支持他的妻子（萬茜
飾）也身懷絕技，為丈夫死守後方。
在曝光的海報上，以磅礴大氣的書法

寫下戚繼光所作軍歌《凱歌》，瞬間
把人拉回氣壯山河的明朝英雄時代。
身穿黑色戎裝的趙文卓和洪金寶手持
槍棍，淡定從容；扮演戚繼光夫人的
萬茜同樣英姿颯爽，巾幗不讓須眉之
處，柔媚中帶著帥氣，讓人直呼：
“真是男友力max啊！”

《蕩寇風雲》也是洪金寶與趙文
卓兩大功夫巨星首次合作，壹位是叱
咤風雲幾十年依然寶刀不老的武學巔
峰，壹位是功夫卓越，從影以來無人
敢攖其鋒的絕世高手，在片中二人有
壹場以武會友的打鬥，對此趙文卓興
奮地表示：“非常幸運能和洪金寶合
作，多年前曾經有過合作機會但遺憾
錯過，這次我們打得超級爽！”而洪
金寶也開心地說：“戲中我和戚繼光
壹同力挽狂瀾，打的舒服。戲外和文
卓也是聊的開心，太有緣分了。期待
下壹次合作！”

第壹支特種部隊戰無不勝
鐵血演繹中國第壹次“抗日”戰爭
電影中，由戚繼光和俞大猷壹手

創立的戚家軍，可謂“16至17世紀東
亞最強軍隊”。細數壹部抗倭史，戚
家軍百戰百勝的戰績，高達十余萬級
的斬首記錄，令以日本浪人為首的
倭寇聞風喪膽。據悉，導演陳嘉上為
了真實還原抗倭風雲，兩年潛心研
究，查閱海量資料，還跑了好幾個歷
史博物館，揭秘戚家軍戰無不勝的秘
訣。他表示：“戚家軍其實也是中國
的第壹支特種部隊，他們每個人的作
戰方式都不同，在小型陣法中分工明
確，靈活作戰。”趙文卓此次帶領戚
家軍頗為用心：“我仔細研究過戚繼

光發明的陣法和兵器，比如鴛鴦陣、
狼筅等。戚家軍以獨特的陣法和先進
的兵器，多次和倭寇對決以少勝多。”
另外，在開機前陳嘉上還在浙江臺州
臨海桃諸、仙居、舟山岑港、象山為
電影堪景。據悉，影片將以著名的
“岑港之戰”和“臺州之戰”為重點，
淋漓盡致地表現大格局戰爭場景。

跨國團隊精誠合作
全力打造最專業熱血巨作
為了真實再現歷史上的抗倭風雲，

在演員陣容上還邀請到了倉田保昭出演
後藤副將熊澤、小出惠介出演後藤少主
山川。作為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最佳動
作影星之壹，倉田保昭和陳嘉上22年前
合作過《精武英雄》，還與洪金寶合作
過《東方禿鷹》、《夏日福星》、《富
貴列車》等精彩電影。此次在《蕩寇風
雲》中再次相遇，倉田保昭可謂是寶刀
不老，成為影片中的最強大boss。導演
還透露，除了專業的日本演員，倭寇軍
隊群演全都由日本人擔任，劇組用心可
見壹斑。為了準確還原歷史服裝和兵器
樣式，制作團隊還盛情邀請到了參與過
《亂》、《英雄》、《十面埋伏》等經
典電影的日本電影服飾藝術大師和田惠
美，為《蕩寇風雲》打造出最符合明代
歷史的完美服飾，對此表示導演陳嘉
上：“這次跟國外電影人合作非常愉
快，大家相互學習，期待以後還會由更
進壹步的合作。”

據悉，電影《蕩寇風雲》由博納影
業集團、環亞電影、華夏電影發行有限
責任公司、東海電影集團聯合出品，趙
文卓、洪金寶、萬茜、小出惠介、倉田
保昭等主演。

《乘風破浪》首曝人物角色海報
“寒式喜劇”不止於笑

近日，韓寒在新電影《乘風破浪》
的定檔發布會上，宣布該片定檔於
2017年1月28日，大年初壹正式上映
。《乘風破浪》是韓寒執導的第二部
電影，從現有的海報、預告片以及發
布會上透露的信息來看，本片與韓寒
的第壹部電影《後會無期》是截然不
同的兩種風格：動人的故事情節、鮮
活的人物形象，不難看出這是壹部實
打實的“寒式喜劇”。在最初曝光演
員陣容的時候，這部電影的混搭組合
讓許多網友大吃壹驚：鄧超、彭於晏
、趙麗穎、董子健、金士傑、叫獸
易小星、張本煜、李榮浩、高華陽
、李淳、熊黎等演員先後確認加盟，
如此畫風清奇的陣容讓出人意料又讓
人期待十足。

不論是韓寒的文學作品還是電影
作品，其獨樹壹幟的幽默基因都深入
骨髓，輕描淡寫中透出壹派渾然天成
的詼諧風趣。今天，電影首次曝出9
張人物角色海報，幾位演員神態各

異：有歡笑、有驚詫、有嚴肅、有沈
思，圍觀的網友紛紛表示，韓寒的這
部新作，絕對不只是讓人捧腹大笑那
麼簡單。

全人物形象“解禁”
各個充滿玄機
《乘風破浪》在此之前只發布過

單張電影海報，這回壹次性發布9張
人物角色海報，讓翹首以盼的觀眾大
飽眼福。鄧超、彭於晏、趙麗穎、董
子健、金士傑、張本煜、李榮浩、高
華陽和熊黎全部以戲中角色的造型出
現，9位主演站在影片的場景中，代
入感極強。雖說是自帶喜劇基因的電
影，但看到各個主演意味深長的神
情，立馬給人壹種《乘風破浪》不似
表面那麼簡單的感覺。

鄧超手指前方、神情凜然，似
乎正在和什麼人對峙。彭於晏的衣
服上甚至還有斑駁的血跡，結合之
前定檔預告片中的打鬥場面，不知
道究竟遭遇了怎樣的激烈沖突。歌
手李榮浩這次跨界銀幕首秀受到許
多人的關註，海報中他摸著下巴斜
視前方，痞痞的樣子與之前的形象
判若兩人，邪惡的幕後大BOSS氣質
呼之欲出。董子健則是略有些少年
老成，與之前第壹張海報中青澀、
陽光的少年形象大有不同。金士傑
飾演的角色也是首次曝光，穿著警
服的他滿臉焦急，貌似有什麼大事
發生。首次曝光的角色還有熊黎，
在壹眾背對著鏡頭的白衣女子中
間，她回眸的表情欲言又止，淡淡
的惆悵憂傷情緒感染眾人。

這9張人物角色海報組成的信息
量非常大，9 個主演的表演各有千

秋，光是壹個微笑或壹個皺眉就讓人
琢磨半天。每壹張海報都像在講述壹
段跌宕起伏的故事，每個表情都能有
各種不壹樣的解讀，目測《乘風破
浪》將有可能成為春節檔最有情有味
的喜劇電影了！

春節“最合家歡”觀影選擇
喜劇不只是“笑”出來
可以看出《乘風破浪》仍然屬於

韓寒強烈的個人喜劇風格。在好好講
故事的同時，“韓式幽默”貫穿始
終。加上幾乎覆蓋全年齡層的演員陣
容；真實生動的劇情故事；牽動人心
的情感內核，使《乘風破浪》成為春
節檔最適合壹家老小走進電影院觀看
的電影作品。

這次發布的9張人物角色海報，
表達了電影中人生百味，不只有
“喜”的態度。《乘風破浪》不同於
那些強行撓觀眾胳肢窩的“尷尬喜劇
電影”，除了“笑”，觀眾還可以有
更多的情感釋放、更豐富的觀影
體驗，這是韓寒作品吸引人的特質之
壹，也是觀眾大年初壹觀看《乘風破
浪》的理由。距離電影上映還有大約
壹個月的時間，讓我們共同期待這部
神秘又令人神往的電影作品吧！

電影《乘風破浪》由上海亭東影
業有限公司、霍爾果斯橙子映像傳媒
有限公司、博納影業集團、杭州果麥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勞雷影業有
限公司、北京萬合天宜影視文化有限
公司、合壹影業有限公司、上海淘票
票影視文化有限公司、海南海視旅遊
衛視傳媒有限責任公司出品。2017年
1月28日，大年初壹，我們在影院見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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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陳凱琳（Grace）與黃浩10
日於中環鬧市出席活動，對於好
友何雁詩出道八年試過零收入而
獲陳瀅代交租及獲陳凱琳接濟，
故很答謝二人，Grace笑表示
也不知何雁詩發生這情況，其實
都是之前借衫見有適合便問問
她，並沒刻意做過甚麼，相反對
方有很好東西也會介紹給自己。
提到何雁詩懷感激之心？

Grace笑說：“大家是好朋友、
好姊妹，但其實我真的不清楚
（零收入）這事！都是朋友有贊
助鞋和裙，大家一起分享，也不
知她好需要，只希望是用得
！”問她又有否幫男友鄭嘉穎
介紹贊助？Grace表示也會有，
不過男生是難找一點，且他本身
都有形象設計師會幫他。問到她
入行以來有否遇到低收入階段？
Grace說：“我不懂去計，慶幸
都有工作錢夠生活！”對於何雁
詩入行八年試過零收入，她表示

何雁詩就是一個好好的例子，她態度好人
又正面，無論怎樣也積極工作把份工打
好。她說：“知她可以出唱片了，她願望
在音樂界發展，現終於願望成真，也好替
她開心！”
另談到農曆新年，Grace透露男友將

要出埠演出，所以已約好兩家人提早吃團
年飯，應會很開心的。笑問是否好事近兩
親家傾酒席？Grace笑說：“在外國拍拖
兩家人一起吃飯很普通，都是開開心心，
而且吃團年飯，都是想齊齊整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徐淑敏（Suki）嫁給老公黃浩後，
過少奶奶生活，早前舉家到杜拜
旅行，被指豪花百萬，Suki竟豪氣
說：“又唔使我畀錢（又不用我給
錢）”，果然富貴。
Suki於10日以和服打扮出席

烹飪學校活動，更即場示範整壽
司。她透露因一年前家裡裝修，
故此杜拜之旅延至今年月初成
事，說到她豪花百萬，Suki 即
說：“又唔使我畀錢，整個行程
老公負責，我是無需用腦，主力
凑小朋友，每次旅行都是老公計
劃，他很享受，（乘機造人？）
無呀，有小朋友在，加上自己的

學習計劃排到年底，稍後會去日
本學整壽司和到其他地方完成藍
帶烹飪課程，起碼要2018、2019
年先開始造人大計。”
Suki預計今年有一半時間不

在港，她表示：“我知囡囡不開
心，所以她們有長假期便過來，
其實之前帶埋細女陪我，幫她報
讀當地幼稚園，（老公會不捨得
你嗎？）是他叫我去讀，上次都
叫我多讀半個月，因他的夢想是
去日本留學和學烹飪，我代他完
成夢想，他亦有藉口過來陪
我。”雖然Suki經常不在港，但
她對老公百分百信任，絕對相信
他不會做“越軌”的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粵劇名伶吳君麗、尹飛燕同陳好逑等
前晚出席仁濟愛心慈善粵劇粵曲晚
會，麗姐會大開金口獻唱《碧血寫春
秋之三召》，她很開心獲不少名伶朋
友來支持，同時她們會每個月聚會一
次，保持聯絡。麗姐透露將於本月12
日聯同朋友到日本旅行一星期，說到她
1月29（年初二）踏入83歲生日，她表
示：“一向都很平淡，沒有慶祝，我舊
曆生日是年30晚，生日願望是世界和
平！大家身體健康及身壯力健！”有指
麗姐依然很壯健，問其養生之道，她
謂：“我吃得清淡，會做八段錦和氣功
運動，身體檢查都好重要。”
麗姐曾經接拍過無綫處境劇，問

她可想再拍劇？她坦言：“有人搵我
會考慮，我不怕辛苦，沒想過要做什

麼角色，最緊要有工作。”麗姐和欣宜合
拍過劇集，問她有否與欣宜見面？她謂：
“有時會見，（有否看她出席頒獎禮？）
這次無看。”當麗姐得知欣宜奪走多個獎
項，即大讚她“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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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榮升視帝的展鵬表示，不單沒有加價，而且還
減價接工作，他說：“11日的活動是得獎前接

落，（沒得加價好不划算？）不是，最近聽經理人
講，最近有個job減了一點價，因為那位客戶一向都
找我，大家有來有往。”
近日有傳他去年續約無綫，要求拍劇酬勞由三千

元加至三萬元一集？展鵬否認說：“那樣算我一年拍
兩套好易上車（買樓），但我還沒能上車，證明我還
要努力，公司各位阿哥阿姐都開靚車住豪宅，酬勞都
不止這個價，（有意買磚頭？）今年內都應該未上到
車，要努力儲錢先，想買間夠全家人住的屋。”問到
工作上可有加價？他重申說：“當然沒有啦，哪有那
容易，酬勞資料TVB高層至有，除非高層放料啦！”

提到前亞視金牌監製楊紹鴻早前出書爆料，指
展鵬當年因為發少爺脾氣，拒絕黃色緊身衫拍李
小龍特輯而遭雪藏。展鵬承認真有其事：“那件事
只是一個爆發點，之前累積好多嘢，話雪我嗰半
年，我是沒有簽約，因為公司高層調動，我無約在
身，都不知怎麼計演出費。當時公司突然叫我穿黃
色貼身衫，我想可不可以給我點時間操練一下，那
時廿幾歲又瘦，雖然收視不理想，但都想用心做好
件事。”他又多謝亞視當年給他很多學習機會，楊
紹鴻是他的伯樂。

另外，有指他當年出席首映，因沒有傳媒影他
相而走入洗手間哭，展鵬就否認有哭：“沒有躲在
廁所哭，當時好多公關好好，邀請我去看首映，有

次去到首映沒人影，覺得不好意思，
下次再去當然就找位避一下，開場至
出來，難不成一個人傻呵呵的嗎？”
說到他現在出席首映禮不用再躲進廁
所？他笑說：“急都要去洗手間
的。”
問到他現時成為視帝，會否覺得爭

氣？展鵬說：“無謂有什麼爭不爭氣，
這階段像是做這行的又不像是做這樣
的，比較失落。現在算不上是厲害，在
TVB多了人認識，多了朋友，我年資算
有這般上下，入行21年，是老屎忽（資
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

展鵬10日以火車車長造型到坑口出席

商場開幕活動。展鵬成為出爐視帝後是

非陸續來，除當年未紅時的歷史被重提

外，更被指他要求拍劇酬勞由三千元

（港元，下同）加至三萬元一集，對

此，展鵬否認，並指自己仍未買到樓。

視帝曾遭冷待匿廁所避尷尬視帝曾遭冷待匿廁所避尷尬

展鵬展鵬否認否認
拍劇加價十倍

豪花百萬遊杜拜徐淑敏：又唔使我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薛
家燕、裕美、翟威廉、安德尊及張美妮
10日為無綫《區區添食團年飯》節目進
行錄影。家燕姐透露本來於大年初一要
到順德出席活動，子女卻建議新年一家
人去旅行，地點仍在台灣、三亞及越南
選擇中，交由細女兒負責處理機票酒
店。她表示去旅行令她損失六位數字的
酬勞，從前是肯定要賺錢，但現在會珍
惜跟家人相處的時間。

裕美於今個農曆新年將會很忙，
宣傳新劇又要也要為新書作準備，她
也寄望雞年有番新事業。談及現時的
感情狀況，裕美指現在單身，一個人獨處也很開心。提到舊
愛黃子恆有新劇《味想天開》播出，裕美大方表示都有捧
場，也替他高興。她指元旦時有傳短訊互相祝福，然而彼此
各也在忙。會否仍有可能拍拖？裕美答謂：“11日不知明日
事，隨緣吧，都是朋友，做朋友也不錯！”家燕在旁不明就
裡，到了解後才說：“原來是你的舊愛，不錯呀！”裕美也
只好尷尬一笑沒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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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琳陳凱琳■■展鵬以火展鵬以火
車車長造型車車長造型
出席活動出席活動。。

■■徐淑敏將去日本學整壽司徐淑敏將去日本學整壽司。。

■■““東港城年年有魚東港城年年有魚33DD藝術展藝術展””揭幕儀式揭幕儀式。。

■■楊紹鴻楊紹鴻((前排左三前排左三))指展鵬指展鵬((後排左四後排左四))當年發少爺脾氣當年發少爺脾氣。。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裕美裕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在新加坡贏得
“我最愛TVB熒幕情侶”袁偉豪（Ben）與王君馨
（Grace），10日應邀出席新鴻基地產旗下將軍澳
旗艦商場東港城舉辦的“年年有魚3D藝術展”揭
幕禮，與來自日本世界知名的3D立體樹脂金魚繪
畫藝術家深堀隆介（RiusukeFukahori）一同主持
揭幕儀式。二人即席寫上以雞年為主題的祝賀語，
君馨就畫雞仔，寫“雞年興旺”，而袁偉豪亦畫了
雞仔寫上“福有油雞”，之後更合唱劇集《城寨英
雄》的片尾曲《從未知道你最好》。
活動請來日本藝術家深堀隆介即席揮毫示範

以金魚描繪送上賀年祝福，袁偉豪與王君馨表示
很榮幸有機會近距離觀賞深堀隆介先生的20幅栩
栩如生3D立體樹脂金魚作品，大師對金魚動態的

捕捉如此生動多姿，藝術造詣讓人讚嘆不已。兩
人也即席寫揮春，更獲“蘭花大王”楊小龍和
“年花大王”賴榮春贈送充滿貴氣的蘭花鮮花，
寓意花開富貴！二人笑言，期盼新一年能如深堀
隆介的作品一樣如魚得水，一躍龍門爆騷又升
價，並祝願廣大香港市民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齊齊過肥年
在接受記者訪問時，君馨表示二人首次合唱

《從未知道你最好》所以緊張到震，又笑問大家
是否聽到她的震音？對於陳展鵬在《勁歌金曲》
頒獎禮咪嘴一事，袁偉豪指有時藝人身體不適太
攰，咪嘴未必不是好事，反而是負責任的做法，
而知道展鵬近日好辛苦，他由拍《同盟》至今都
沒有休息過，若事件發生在他身上，亦沒信心掌
握到。君馨認為唱歌很需要狀態好，拍劇可能無
得瞓，大家亦知展鵬好唱得，想觀眾看到他最好
一面，況且他不是專業歌手，是演戲行先的藝
人。二人今年工作不斷，齊齊過肥年，君馨笑稱
因為通宵拍劇，只能睡兩、三個小時，雖然賺多
了錢，但這幾天仍要捱杯麵。
說到近日展鵬被前亞視監製楊紹鴻爆他因少

爺仔脾氣，當年被亞視雪藏。袁偉豪笑言自己都
有少爺仔脾氣，認為每人有自己的性格，有時開
戲時投入了角色狀態都會目無表情，旁人不了解
就會覺得他無禮貌。君馨認為藝人有時難免會發
脾氣，但大家做這一行都會明白。

熒幕情侶商場搵真銀

偉豪君馨唱現場緊張到震

■深堀隆介即席揮毫示範以金魚描繪送上賀
年祝福，袁偉豪與王君馨榮幸地有機會近距
離觀賞。

■■展鵬稱不單沒展鵬稱不單沒
有加價有加價，，而且還而且還
減價接工作減價接工作。。

■■薛家燕薛家燕



施易男雨夜救瘸貓 新歌藏洋蔥卻很潮

《讓愛飛揚》變身台客流氓
寇家瑞耍狠陳敬宣憋笑

岳 庭 回 台 沒 了
憂 鬱 喊 躁 鬱

辛曉琪跨年骨折忍痛登台

撇密婚林志玲 再被爆娶張熙恩
言承旭：這麼想喝我喜酒

「自然系男神」施易男年前推出

《醒覺》新專輯，第 3 波主打〈芭蕉雨〉

有民謠風，純淨動聽，背後還有不為人

知的小故事，原來是施易男每唱起這

首歌，就想到 3 年前撿到瘸腿小貓「毛

毛」的故事。

當時獸醫說幼貓傷重必須截肢，

施易男決定不計代價拯救牠，靠勤做

元旦剛過 40 歲生日的言承旭「婚訊」不斷，大陸微博日

前瘋傳他和舊愛林志玲復合，生日當天並在大陸領證，後來

證明是假消息，林志玲還幽默表示「有的話我一定第一個

知道」；３日又有喜訊傳出，這回是大陸微博「娛樂紅人館」

寫：「獨家消息，言晨（應為承）旭，張曦（應為熙）恩，確定

2017 年結婚，恭喜恭喜」，指他和凱渥模特兒張熙恩結婚，

但文中不但把主角名字寫錯，文後還標註林志玲，其他網友

都覺得太瞎，直說一看就知道是不實消息。

F4 剩他感情成謎

言承旭昨聽到「被結婚」，第１個反應是大笑了一下，透

過公司否認婚訊，回應說：「謝謝大家那麼急著想喝我的喜

酒，如果我有喜訊，一定馬上告訴大家，不讓大家擔心。」他

去年９月曾被抓包和張熙恩同遊美國、日本，因此傳出緋聞，

王家梁與寇家瑞在中天、中視自製戲《讓愛飛揚》展

現陽光健康的酷帥形象，一個是飛行教官，一個開衝浪店，

但即將播出的一場「戲中戲」卻讓他們徹底解放。

兩人在幻想情節裡變身地痞流氓，不但出口成「髒」，

還把陳敬宣的男友打趴在地，極盡凶狠，鏡頭前賣力表演，

鏡頭外所有人全都笑瘋了，寇家瑞自己也笑說：「那場戲

還滿過癮的，我們覺得很爽，演到導演

喊卡還繼續演，欲罷不能！」

無花果代替檳榔

王家梁在《讓愛飛揚》中常是一身

英挺制服、正經八百模樣，寇家瑞劇中

個性也相當拘謹內斂，難得有機會擺

脫乖乖牌化身台客流氓，對他們來說

反而是種放鬆。

王家梁說，這場戲就是要拍好玩

一點，因此極盡所能把自己最聳、最台

的一面拿出來！他穿著花襯衫，吹口哨，

寇家瑞則是海灘褲、吊嘎搭配金項鍊。

為了更投入角色，寇家瑞本來想吃檳

榔，但怕嘴巴紅紅的不好處理，才改用

無花果取代。

夢寐以求動作片

整段戲沒設定台詞，導演讓他們

像演舞台劇般即興發揮，王家梁演到

笑場，陳敬宣也說自己從頭到尾都在

憋笑，雙帥很開心能有此突破，覺得這

藝人岳庭 20 年前嫁給法籍老公，生了兩個可愛混血兒子，前幾年因

老公工作關係，全家住到泰國普吉島，在大家都羨慕的度假勝地住５年多，

她不但不快樂，反而得了憂鬱症，每天看著海掉眼淚。１年多前，她帶著大

兒子 Kiwi 回台灣念書，自己也重回演藝圈，並接受治療，現在憂鬱症好了，

她卻苦笑說：「忙到快得躁鬱症了！」

她說，之前朋友羨慕她住在碧海藍天、陽光普照的普吉島，她卻因生

活太沒成就感、沒收入、沒自己社交圈，加上老公小孩各有自己的生活，讓

她覺得不被需要，慢慢覺得人生無趣，到了後期幾乎天天哭，看著海哭、

連送小孩到學校也會哭。她知道再這樣下去肯定過不下去，老公也鼓勵她

回台灣，於是她決定重回演藝圈拍戲。

不過隨著 12 歲的 Kiwi、Cookie 去年陸續回台灣受教育、學中文，她

這個「類單親媽媽」每天忙拍戲、上通告，還要處理兩小孩對台灣教育適

應不良等問題，又要經營副業，陸續投資友人的赤阪拉麵、烘肉燒肉店，好

不容易不憂鬱了，卻因每天太忙太累，變得暴躁易怒，最近最期待的，反

而是趕快回到普吉島去度假。

辛曉琪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四川衛視跨年晚會表演前意外摔跤，她

當天不小心被地上的電線絆倒，導致髕骨（膝蓋骨）骨折，正當工作人員

爭論是否要取消表演時，她主動表示堅持演出，身旁經紀人、宣傳都難過

哭了，她請工作人員抱她坐輪椅上台演出，製作單位也趕緊調整節目內容。

辛曉琪坐輪椅上台後，先向觀眾報平安：「不好意思」、「請大家不要

擔心」，接著演唱招牌歌曲〈味道〉和新歌〈My Dear You〉，優美歌聲令全

場陶醉。她昨透過微博表示，看到很多工作人員都在哭，她心裡很過意不

去，她也對四川衛視感到抱歉，因為原本設計她在漂亮球體上演唱的構想

無法實現。

她認為，事先就與觀眾約定一起跨年，有些歌迷從外地坐６到 10 個

小時車程去看她，不能讓歌迷失望，所以堅持上台。而她的傷勢在就醫後

已經穩定，「我沒事、也很幸運不用開刀，只需上石膏固定，休養２到３個月，

請大家放心，也謝謝大家關心。」

她已返台靜養，５日將舉行《明白》新專輯發布會，是她暌違４年發片，

也早訂好場地，雖然行動不便，她仍決定照常出席。

婚訊也接踵而來，只能說粉絲實在太希望他早日成家，畢竟

F4 中，周渝民已經當爸、朱孝天和吳建豪也都是人夫，只剩

他感情成謎。

志玲被爆將結婚

而林志玲的婚訊也不比言承旭少，特別是在林心如、舒

淇、天心等「黃金剩女」先後出嫁，只剩她仍小姑獨處，許多

粉絲期待她和言承旭能再攜手，譜下完美結局，但在去年

耶誕夜下午，她也曾被媒體直擊盛裝與全家老小一起聚餐

過平安夜，據說同桌的還有位神祕男子，且和她互動親密，

引發外界猜測出現了新的護花使者，不過也遭她否認。

另有消息指她將在國外舉行婚禮，目前正在挑婚紗，但

新郎不確定是不是言承旭，結婚傳言的版本還真不少。

甜點、牛軋糖賺取醫藥費，花 30 萬元

以上醫好牠；如今毛毛四肢健全跟著

施易男生活，讓他覺得很欣慰，也更能

詮釋歌曲〈芭蕉雨〉的意境。

「若不是那個雨夜的『一念之間』，

也不會牽起我和毛毛這麼深的緣分。」

施易男與粉絲分享「做好事、愛萬物」

的心情，MV 已在 施易男 YouTube 官

方 頻 道（https://youtu.be/q5iSjjSaxzs）

播出。

施易男回想 3 年前下著雨的夜晚，

在路上撿到一隻凍得發抖、一瘸一瘸

的小幼貓，當下帶牠去動物醫院，醫生

說要截肢，讓施易男心疼不忍，囑咐醫

生不計費用全力救治，隨著數次的開

刀、住院和復健，帳單也水漲船高，當

累計到 30萬元時，他索性不再看帳單，

一個念頭：「救貓到底！」所以實際費

用早超過 30 萬。

他自己則是拚命做甜點、牛軋糖

支付醫藥費，萬幸換回四肢健全的貓

咪，這隻米克斯公貓，後來成為施易男

家的毛毛 (下圖 ) 至今 3 年了；回想若

不是雨夜裡的「一念之間」，就沒有這

段人貓情緣。施易男真不愧是「暖男」，

因此詮釋起〈芭蕉雨〉也帶領聽者遨

遊在萬物有愛的世界裡。

美國《華盛頓郵報》新近評選出
的最新「世界 10 大奢侈品」，都不是
有價物品，居然沒一件有價商品上榜，
而全是關乎心靈和精神層面，個人的
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高居排行首位
的是：「生命的覺醒和開悟」。

而施易男的專輯就叫《醒覺》，唱
的就是生命中再次的甦醒和找回初
心，為提倡純淨心生活發聲。原來，施
易男《醒覺》專輯的概念，正是全世界
目前最時髦的課題，十分 trendy！

〈芭蕉雨〉MV 請到金曲大導陳
映之量身打造，運用 4K 最高技術拍
攝，畫質細膩透徹，直逼電影效果；
而施易男在芭蕉樹影映襯下品茗、閱
讀、書寫，甚至小憩趴睡的畫面，都一
方悠閒地讓人忘了時間的存在。而純
淨、雅痞的畫面，更讓工作人員看了直
呼「像是茶品的電視 CF」，笑稱茶包、
飲料代言應該快要來了！

施易男並 將 於 1/13（五）晚 上 7
點半，在松菸誠品表演廳舉辦「好久不
見 施易男『醒覺』音樂會」，綻放歌壇
20 年光芒，購票請洽「兩廳院售票系
統」

個片段幫他們調劑身心，滿有趣的。

王家梁與寇家瑞都希望未來能挑戰更不一樣的角色，不

約而同瞄準動作片，王家梁認為動作片是每個男演員夢寐以

求的片型，一輩子最少要拍一部！寇家瑞則對槍戰、警匪、運

動片躍躍欲試，同志、神經質的角色也想體驗，怕被定型，期

許演員路能走得更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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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塞斯執導辛納特拉傳記片遭夭折

與歌手家人存在分歧
帕西諾&克魯尼曾有望出演

作為好萊塢最炙手可熱的導演
之壹，馬丁·斯科塞斯手裏握有的電
影項目足夠他在拍上好幾年。但是
最近在宣傳新作《沈默》時，馬丁
透露他原本打算執導的好萊塢傳奇
明星弗蘭克·辛納特拉的傳記電影已
經夭折了。

2009年，馬丁·斯科塞斯就確
定將執導辛納特拉的傳記片，還打
算讓阿爾·帕西諾擔任主角，羅伯
特·德尼羅飾演辛納屈所在的鼠幫樂
隊成員迪恩·馬丁。後來片方又決定
讓喬治·克魯尼飾演辛納屈，安吉麗
娜·朱莉演繹瑪麗蓮·夢露。但最終
兩套方案都未能成行。

馬丁·斯科塞斯最近接受《多倫
多太陽報》采訪時，明確表示項目

已經結束了，原因是辛納屈的家人
不同意將這位明星的某些故事搬上
大銀幕。“有些事情對他的家人來
說很難公之於眾，我很理解。但是
如果他們希望我來拍這部電影，他
們就不能隱藏某些事情。辛納特拉
是個復雜的人，我們所有人都非常
復雜——而辛納特拉特別地復雜。
”弗蘭克·辛納特拉是20世紀的壹
代巨星，留下無數經典歌曲，還曾
三次獲得奧斯卡獎。馬丁接下來擔
任制片的電影包括《銀色魔鬼》和
邁克爾·法斯賓德主演的《雪人》等
等，導演作品有羅伯特·德尼羅主演
的《愛爾蘭人》和萊昂納多·迪卡普
裏奧《白城魔鬼》，後兩部影片目
前都計劃在2018年上映。

菊地凜子或回歸《環太平洋2》
“老骨頭”卡爾厄本疑加盟 攝影師工作照泄天機

《環太平洋2》已經於去年底在悉尼正
式開拍。前作男主角查理·漢納姆曾明確表
示不會回歸，轉而由《星球大戰：原力覺
醒》的男主角約翰·波耶加接棒新角色，景
甜等中國演員也宣告加盟。

不過，影片攝影師9日發布的壹張工
作照讓人好奇，攝影機上的演員表有菊地
凜子和《星際迷航》男星卡爾·厄本的名

字。
《環太平洋2》的攝影師丹尼爾·明德

爾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壹張工作照，但沒
有明確說明是哪部電影的片場，演員表示
有菊地凜子、卡爾·厄本、卡莉·史派妮以
及斯科特·伊斯特伍德的名字，而後兩位都
是《環太平洋2》的演員，所以有網友猜測
菊地淩子和卡爾·厄本都將在影片中現身。

不過卡爾·厄本隨後在推特上否認了這
個說法，明確表示“並沒有加盟這個項目
”。那就更奇怪了，攝影機上的演員表難
不成是亂寫的麼？壹切還不得而知。

據悉，由於前作的結局比較圓滿，
《環太平洋2》在股市上將是“軟重啟”，
中國元素也會更多，由斯蒂文·S·迪奈特執
導，將於2018年2月23日在美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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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球獎頒獎禮落幕後，眾
星 轉 戰 由 NBC 舉 辦 的 After
Party。湯姆·福特、亞倫·泰
勒-約翰遜、喬爾·埃哲頓、魯
絲·內伽等獲獎和提名演員，以
及伊麗莎白·奧爾森 、克裏斯
汀·史萊特、瓦妮莎·哈金斯等
明星現身活動。第74屆金球獎
頒獎典禮於北京時間1月9日上
午在洛杉磯比弗利山莊揭曉。
《愛樂之城》狂攬喜劇類最佳
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喜劇類
男主角、最佳喜劇類女主、最
佳劇本、最佳配樂、最佳原創
歌曲七項大獎，百發百中成最
大贏家。《月光男孩》奪得劇
情類最佳影片，劇情類影帝被
卡西·阿弗萊克奪得，伊莎貝
爾·於佩爾突破壹眾實力派女星
的廝殺，收獲劇情類最佳女主
角。電視劇方面，英劇在金球
獎上收獲頗豐：《夜班經理》
狂攬三項大獎，“抖森”湯姆·
希德勒斯頓爆冷拿到迷妳劇/電
視電影類最佳男主角，休·勞瑞
和奧莉薇婭·柯爾曼分別拿到最
佳男女配角；《王冠》拿到最
佳劇情類電影和劇情類最佳女
主角。

好萊塢科幻片《降臨》正式定檔1月
20日在全國公映後，今日再曝首款中文
定檔預告。該片在海外上映時引發轟動，
爛番茄新鮮度曾高達100％，全球共斬獲
143個獎項提名，28次獲獎。

十幾家權威媒體將該片列入“年度最
佳電影”、“年度十佳電影”。《芝加哥
太陽報》評價該片是壹部傑出的科幻電影
，有著教程般的星際語言；《完全電影》
雜誌與《帝國》等4家媒體均壹致打出
100分，評價該片是壹部“智慧的、雄辯
的和令人激動的科幻片”。《大西洋月刊
》稱“今年最好看的電影終於降臨，在概
念的張力和執行力上的卓越，都讓人嘆為
觀止。”《電影評論》雜誌評價這部電影
融合了諾蘭和斯皮爾伯格的精髓，把精彩
和燒腦結合得天衣無縫，“丹尼斯·維倫

紐瓦的這部電影註定成為科幻電影史上的
經典之作，同時艾米·亞當斯的精湛演技
也讓這部電影更加引人關註。”從媒體評
價來看，該片顯然與《盜夢空間》、《星
際穿越》等巔峰級科幻電影的水準不分伯
仲。《降臨》講述了外星人的飛船突然來
到地球，並在地球上12個地方同時出現
。艾米·亞當斯飾演的語言學家受雇於美
國政府，去與外星人溝通了解來到地球的
目的。然而每壹次當她試圖用外星語言與
這些神秘來客交流時，她的眼前就會突然
出現在未來發生的場景片斷。影片在科幻
燒腦的同時，還從宏大的哲學層面對於時
間、人生等問題進行思考，揭示了直達心
靈的人性與愛。

電影《降臨》由美國派拉蒙影片公司
出品，將於1月20日登陸國內各大院線。

科幻片科幻片《《降臨降臨》》曝中文定檔預告曝中文定檔預告
狂攬狂攬143143項提名項提名 11月月2020日開啟終極燒腦日開啟終極燒腦

金球獎大贏家金球獎大贏家《《愛樂之城愛樂之城》》確定引進確定引進
中文海報預告發布中文海報預告發布 有望上映有望上映IMAXIMAX22DD版版

《愛樂之城》今日正式宣布確定引進中國內
地，還有望同步引進IMAX 2D格式。本片由奧
斯卡獲獎影片《爆裂鼓手》的導演達米恩·查澤
雷執導，奧斯卡提名影帝瑞恩·高斯林和威尼斯
電影節影後艾瑪·斯通聯袂主演。該片目前已斬
獲金球獎、多倫多電影節觀眾選擇獎等全球範圍
內的百余項大獎。

《愛樂之城》講述了壹段發生在洛杉磯的愛
情故事，兩位主人公米婭（艾瑪·斯通飾）和塞
巴斯汀（瑞恩·高斯林飾）在遇到愛情之前壹直
追尋著看似不可能實現的夢想，米婭希望可以完
成壹次不被打斷的試鏡能夠順利成為演員，塞巴
斯汀對傳統爵士樂情有獨鐘，渴望開壹家爵士樂
餐廳。充滿未知的洛杉磯讓他們意外相遇，兩人
因緣而遇互相吸引，隨後互生情愫陷入熱戀。日
前發布的唯美海報將浪漫的愛情氛圍渲染到了極
致，美得令人沈醉的燦爛星空下，米婭和塞巴斯
汀深情擁吻。浪漫版預告片更是讓人意猶未盡，
動人心弦的愛情故事，悠揚美妙的配樂，讓影片
整體呈現出輕松活潑的氛圍，愛情線清晰明朗，
男女主甜蜜互動喚醒影迷內心深處對愛情的悸動
；夢想線勵誌向上，兩人為了夢想而壹往無前的
姿態帶給大家愛與希望的正能量。

評論網站IMDB獲得 8.9高分，在專業影評
人網站MTC 的評分也高達93分。 英國知名媒
體《獨立報》評價“《愛樂之城》是壹首寫給
LA的甜蜜情歌，它既能感動全世界的人，又充
滿了當地的情懷特色”。

《時代周刊》雜誌稱本片“充滿甜蜜與浪漫
，可以喚醒愛。”《滾石雜誌》稱贊影片“每壹
幀畫面都充滿激情和感染力。”

據不完全統計，《愛樂之城》在全球範圍已
斬獲百余項大獎， 橫掃金球獎，獲得包括最佳
影片（喜劇類）、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
女主角在內的7項大獎，獲得多倫多電影節人民
選擇獎，威尼斯電影節影後桂冠，同時在"奧斯
卡前哨”四大影評人協會獎項中也斬獲十余項獎
項，名副其實地成為“奧斯卡頭號種子影片”。

據悉，《愛樂之城》由著名導演達米恩·查
澤雷執導，瑞恩·高斯林、艾瑪·斯通聯袂主演，
由美國頂峰娛樂公司出品，中國電影集團公司進
口，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佰安影業（上
海）有限公司、伊犁卓然影業有限公司協助推廣
。該片已確定中國內地引進，將會以中國巨幕、
杜比全景聲版本與觀眾見面，也有望引進
IMAX 2D版本。



CC88廣告

EXPERIENCE 
ALL THE

GAMES, MUSIC, TAILGATING, 
MEMORIES, CHEERING, 

ATHLETICS, FAMILY FUN AND

SUPER BOWL 
EXCITEMENT 

FOR FREE 
AT THE 

TOUCHDOWN 
TOUR

#HOUSUPERBOWL          HOUSUPERBOWL.COM

December 10
10:00am – 2:00pm 
Blueridge Park 
5600 Court Road
Houston, TX 77053

December 17 
10:00am – 2:00pm
Moody Park
3725 Fulton
Houston, TX 77009 

January 7
10:00am – 2:00pm 
Burnett Bayland Park
6000 Chimney Rock
Houston, TX 77081

January 14
10:00am – 2:00pm 
Alief Community Park 
11903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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