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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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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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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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號出口

星期二星期二、、三三、、四四
9：00AM
星期五星期五、、六六
9：00P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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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香港園”首列粵政府工作安排 地市級公車改革
26個省份已完成

中國財富傳媒集團掛牌
新華社整合旗下財媒資源 打造權威財經信息旗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秦占國、孫琳 北京報道）由中國國務院批准設立的中國財

富傳媒集團19日舉行掛牌儀式。這是新華社貫徹落實中央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重大部

署，提升主流媒體在財經信息領域傳播力、影響力、公信力的重要舉措，也標誌着新

華社財經媒體資源的深度整合基本完成，開始走上一體化、集約化發展道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體
制綜合改革司司長徐善長19日表示，2016年中央和國家機關公
車改革已全部完成。徐善長在當日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
目前已請第三方評估機構對公車改革進行評估，有關評估報告
將很快上報，並在適當時機向社會通報。2016年公車改革持續
深入推進。地方公車改革除西藏、新疆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外，其他省份省直機關車改已全部完成。已有26個省份完成了
地市級車改，近20個省份完成了縣級車改。

他介紹說，中央和國務院直屬的11家事業單位車改方案即
將審核批覆。中央各部門所屬事業單位車改工作順利推進，大
部分部門所屬的事業單位車改方案已上報，正在研究批覆過程
中。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車改方案均已批覆，共涉及
105家中央直屬國有企業。

新華社作為中國經濟信息服務的開創者，歷來
重視經濟信息服務。中國財富傳媒集團是在

《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經濟參考
報》和新華出版社的基礎上成立的，集納了新華社
旗下優質的財經媒體與出版資源，具有強大的資源
優勢與規模優勢。

加強解讀中國重大經濟決策
據了解，中國財富傳媒集團將加快資源整

合，統籌信息採集、編輯加工、渠道分銷、品牌
推廣等力量，優化業務佈局，打造權威的“財經
信息總匯”。加強同有關部門、專業機構、高校
智庫和企業等溝通聯繫，搭建政府與市場、企業
與客戶之間的交流合作平台，匯聚多方資源，形
成協同效應。

據介紹，中國財富傳媒集團將深化專業服務，
圍繞中央重大經濟決策部署，把握經濟領域、資本
市場的關注和需求，加強政策解讀與數據分析，綜

合運用多種媒體形式，推出更多權威、專業、精準
的財經報道，提供更為豐富、快捷、實用的財經信
息產品，覆蓋多樣化人群和市場，滿足國內外用戶
需求。

中國財富傳媒集團還將創新業務模式。加快集
團數字化轉型步伐，搭建“中央廚房”式信息生產
平台，推出多類型信息服務終端，構建新媒體平台
矩陣。充分運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移動
互聯等技術，開展數據分析、投資諮詢、信用評級
等業務，開發網上金融信息交換業務。探索資產管
理、投資理財等業務，開發證券、股權投資等服
務，培育事業發展新的增長點。

積極搶佔財經輿論陣地
新華社社長蔡名照在致辭中說，當前中國已經

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
央，與世界經濟的交流互動越來越頻繁。海內外對
中國經濟發展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對中國財經信息

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時，世界範圍內新興媒體突飛
猛進推動信息生產和傳播發生深刻變革，為財經媒
體提供了廣闊發展空間。

他說，新華社整合旗下財經媒體，攥指成拳、
形成合力，努力打造權威的財經信息旗艦機構，積
極搶佔財經輿論陣地，更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中
國財富傳媒集團將在鞏固財經報道優勢基礎上向金
融信息服務拓展延伸，在鞏固媒體業態基礎上向金
融領域拓展延伸，在鞏固傳統傳播優勢基礎上向全
媒體傳播拓展延伸，形成以媒體為紐帶、以數據交
易為特色、以金融服務為支撐的業務新格局，建設
植根金融信息領域、服務資本市場、引領財經輿

論、具有強大市場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的現代財經
傳媒集團。

《經濟參考報》創刊於1981年，被譽為新中國
財經第一報。《上海證券報》、《中國證券報》與
中國證券交易市場同步誕生、共同成長，是證監
會、銀監會、保監會指定的信息披露報紙，在銀
行、證券、基金等領域具有廣泛影響。新華出版社
1979年成立，已累計出版圖書1.2萬種，發行量2億
冊，每年出版財經類圖書數百種。

在掛牌儀式上，中國財富傳媒集團分別與東方
航空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廣東省十二屆人大五次會議19日上午在廣州
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
春華等出席了會議，代省長馬興瑞在會上做政
府工作報告。

馬興瑞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多項涉及
粵港合作的規劃內容。他表示今年廣東省將
投5,400億元人民幣推進港珠澳大橋、深中通
道等重點項目建設，並在報告中首次提出了
南沙粵港澳深度合作區（下稱“香港園”）
的建設目標，還就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
地、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對港資企業轉型升
級的引導服務等方面做出了規劃安排。有參
與政策諮詢的專家稱，“香港園”的建設將

促進香港與內地貿易自由化的加深，並在金
融創新、跨境消費等領域發揮正面效果，也
有香港政協委員提出在南沙規劃香港專業服
務產業園等建議。

廣州“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曾提出，將
在南沙劃出10平方公里的樞紐區塊用於建設
“香港園”這塊面積約為前海自貿區1/3的區
域，將打造成粵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基地。而
此前，特首梁振英也在新發佈的施政報告中指
出，南沙粵港深度合作區的規劃，充分吸納了
香港的概念、經驗和意見，合作區的重大交通
設施建設已全面啟動。

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張光南在接受記
者採訪時表示，“香港園”的建設，是在南沙

自貿區的基礎上進行更大範圍的先行先試。
“通過貿易自由化來推廣政策創新，可以促進
香港與內地經濟更加自由的交流合作”。他認
為，政府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給予了入駐企
業更大自由度，體現了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
和跨境消費三個層面的效果。“人才和貨物的
流動會帶來資金流動，而資金流動又會產生金
融創新、金融產品多元化、跨境消費和跨境結
算等正面效果。”張光南介紹。

張光南還強調，“香港園”在未來的規
劃中，應該注意重點推進貿易自由化，投資便
利化，營商環境國際化和法制化。他也提醒，
在制度更加開放的同時，也需要更加清晰地界
定政府責任，政府管理要隨之創新。

■■新華社社長蔡名照在中國財富傳媒集新華社社長蔡名照在中國財富傳媒集
團揭牌儀式上致辭團揭牌儀式上致辭。。 記者秦占國記者秦占國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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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國足協外援和U23球員“新
政”。中國足協職業聯賽理事會執行局局
長、中超公司董事長馬成全表示，足球改革
整體方案中，已明確指出要對外援政策調
整，培養中國的青少年球員。

2017賽季開始，中國足協對中超與中
甲聯賽每隊每場比賽外援上場名額進行調
整，由之前的“3+1”減至“累計上場最多
3人”，註冊仍為5名外援。另外，中超和
中甲聯賽每隊每場比賽必須有2名U23年齡
本土球員報名，其中至少1人必須首發。

馬成全表示，足球改革整體方案中，已
經明確指出要對外援政策調整，培養中國的
青少年球員。這些政策的制定也是貫徹落實
足改方案的要求。馬成全指出，U23新政制
定的主要原因是在目前的職業聯賽中，真正
的國內球員作為主力有所表現的很少，國
青、國少無人可用，影響了國家隊的水平。
“所以增加球員的上場機會，會對我們的球
員有更好的鍛煉。”

談及外援薪酬比往年有很大幅度上漲，
外援的天價轉會價值嚴重背離等問題，馬成
全強調“這是某些俱樂部互相攀比，哄抬物
價的結果。”馬成全認為這樣的行為擾亂了
國際、國內轉會市場，而出台縮減外援上場
人數是為了遏制不正常現象的發展。

■中新社

短
訊

泰維斯抵滬 千人迎接場面亂

在2014年索契冬奧會的98個小項
中，中國運動員參加了49個小項

的角逐。面對平昌冬奧會，中國軍團
將進一步擴大參賽面。目前，雪車、
雪橇、鋼架雪車、單板大跳台和坡面
技巧、雙板U型槽、跳台滑雪等新開
展的項目都已組建了國家隊，冬季項
目國家隊的總數達到了22支。

“平昌冬奧會共有7個大項、15
個分項，中國目前已經全部開展。如
果按照102個小項來計算，我們已經
開展了90餘個。在新開展的項目中，
我們有很多聘請了外教，希望有高起
點和高目標，實現跨越式的發展。”

六重點項目力爭佳績
在近幾屆冬奧會上，短道速滑、

花樣滑冰、速度滑冰、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冰壺、單板滑雪U型槽等項
目是中國軍團衝擊獎牌乃至金牌的重
點項目。面對平昌冬奧會，這些項目
依然承擔着爭取佳績的重任。

由名帥李琰率領的中國短道速滑
隊是中國冬季項目的王牌之師，在
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和2014年索契冬
奧會上總共奪得6枚金牌。索契冬
奧會之後，中國隊進行了更新換
代，只有范可新、武大靖等4位老
將留隊。與以往相比，短道速滑
項目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中國
隊在男、女各個項目中都沒有絕
對優勢，要想在平昌冬奧會上延

續輝煌有難度也有希望。
在索契冬奧會上，張虹奪得速度

滑冰女子1000米金牌，實現了中國在
這個項目上冬奧會金牌“零的突
破”。在明年的平昌冬奧會上，女子
500米和1000米仍然是中國運動員具
備較強競爭力的小項，而張虹、于靜
仍是中國隊為數不多的“尖兵”。

花樣滑冰雙人滑是中國隊的傳統
優勢項目。老將龐清/佟健退役之後，
于小雨/張昊、隋文靜/韓聰和彭程/金
楊挑起大樑，在這個項目的爭奪中具
備一定集團優勢。此外，男子單人滑
選手金博洋異軍突起，一度因傷病困
擾的閆涵狀態回升，中國隊在男單項
目上也具備了一定的實力。

為2022京張冬奧練兵
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項目中，

中國男女隊都保持了較高的水準，擁
有傷癒復出的徐夢桃以及孔繁鈺、齊
廣璞、劉忠慶等一批一流選手。在平
昌冬奧會上，中國隊仍然是獎牌乃至
金牌的有力爭奪者。

在單板滑雪U型槽項目上，狀態
比較穩定的張義威是男子項目的領軍
人物，而蔡雪桐、劉佳宇在女子項目
上雙星閃耀，這幾位名將肩負着在平
昌冬奧會上爭取佳績的重任。

在冰壺項目上，中國男、女隊都曾
贏得輝煌戰績。不過，隊伍目前正處於
新老交替階段，水準有待提升，要努力
為平昌冬奧會參賽資格而戰。

劉成亮說，在明年的平昌冬奧會
上，中國軍團既要為2022年北京張家
口冬奧會練兵、培養人才，也要解放
思想、敢想敢闖、樹立高目標、力爭
好成績。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網訊香港文匯報網訊（（記者記者 周亞明周亞明
玉舍玉舍1919日電日電）） 中國高山滑雪青少年中國高山滑雪青少年
邀請賽暨貴州省第一屆滑雪節邀請賽暨貴州省第一屆滑雪節，，1919日日

在此間決出男在此間決出男、、女子組滑雪比賽冠亞女子組滑雪比賽冠亞
季軍後季軍後，，宣佈閉幕宣佈閉幕。。

彌天的濃霧不出十步就看不見彌天的濃霧不出十步就看不見
人人，，但這絲毫沒有降低選手和觀眾但這絲毫沒有降低選手和觀眾
的熱情的熱情。。1919日日，，女子組滑雪比賽在女子組滑雪比賽在
六盤水市所屬水城縣玉舍滑雪場首六盤水市所屬水城縣玉舍滑雪場首
先開賽先開賽。。在參賽的在參賽的2020名選手中名選手中，，來來
自河北省的張心悅自河北省的張心悅、、來自解放軍隊來自解放軍隊
的張玉營和亓鑫的張玉營和亓鑫，，分別以分別以1616秒秒88、、
1616秒秒1919和和1717秒秒2020的成績的成績，，獲取冠獲取冠
亞季軍亞季軍。。緊接其後的男子組有緊接其後的男子組有2525名名
選手參加比賽選手參加比賽。。來自解放軍隊的叢來自解放軍隊的叢

亮亮、、牟澤成分別以牟澤成分別以1414秒秒5353、、1515秒秒0202
斬獲冠亞軍斬獲冠亞軍，，第三名是來自哈爾濱的第三名是來自哈爾濱的
王榮濤王榮濤，，成績為成績為1515秒秒0606。。

據悉據悉，，本次全國高山滑雪青少年本次全國高山滑雪青少年
邀請賽暨貴州省第一屆滑雪節邀請賽暨貴州省第一屆滑雪節，，是貴是貴
州乃至中國南方首次舉辦冬季冰雪賽州乃至中國南方首次舉辦冬季冰雪賽
事活動事活動，，共有來自解放軍共有來自解放軍、、河北河北、、吉吉
林林、、黑龍江的黑龍江的77支代表隊支代表隊6363名運動員名運動員
參加了男參加了男、、女回轉和滑雪比賽女回轉和滑雪比賽，，產生產生
44枚金牌枚金牌、、44枚銀牌和枚銀牌和44枚銅牌枚銅牌。。隨着隨着
北方勁旅的精彩亮相北方勁旅的精彩亮相，，中國滑雪南移中國滑雪南移
西擴西擴，，已見端倪已見端倪。。

中超最大牌外援、上海申花新援泰維斯19日
飛抵上海，由於名氣太大，19日的浦東機場T2抵
埗大廳吸引了近千名球迷和媒體記者，而泰維斯
的出現更一度引起騷亂。

據網易體育消息，由於溝通問題，原定12日
抵沖繩和申花會合的泰維斯未能按時向球隊報
到，在度過自己的蜜月假期之後，19日他“率
領”19名家族成員由迪拜直飛上海。消息傳出
後，吸引大批球迷專程前往機場接機。

在飛行途中，已有球迷宣佈幸運地遇到泰維斯一
家。而在落地入關之後，機場的工作人員也拍到泰維
斯與家庭成員抵達的照片，有人甚至還成功向泰維斯
索取了簽名，令在禁區外等候的球迷迫不及待。球迷
們手持泰維斯的大幅海報、阿根廷國旗等各種物品，

高唱着《申花是阿拉信仰》球隊助威歌，情緒高漲。
當泰維斯與家人出現在眾人面前時，人群一

擁而上，現場立即陷入混亂，有安保人員與球迷
和現場拍攝的媒體記者發生衝突。

幾經辛苦後，泰維斯才在申花工作人員及保
安人員的護送下登上俱樂部的專車。消息稱，由
於大批球迷尾隨而至，泰維斯所乘的座駕車門都
沒來得及關，就已加足馬力飛馳而去。

在同城對手上海上港以6100萬歐元引進奧斯
卡暫奪中超標王之後，上海綠地申花也隨後宣
佈，曾効力曼聯、曼城和祖雲達斯的阿根廷前鋒
泰維斯加盟。據中國傳媒報道，泰維斯與申花簽
約兩年，周薪61.5萬英鎊。泰維斯力壓美斯和C
朗，成為世界足壇第一高薪球員。 ■記者 陳曉莉

NBA球隊快艇19日官方宣佈，當家球
星基斯保羅成功接受了左手拇指韌帶修復手
術，預計休戰6到8周。

現年31歲的基斯保羅是在早前快艇對
陣雷霆的比賽第二節受傷的，當時他在三分
弧頂防守韋斯布魯克，結果扭傷了左手拇指
導致韌帶撕裂。隨即基斯保羅離開了球場，
路過替補席時還踢了一腳座椅，顯得很沮
喪，並在球員通道中遺憾地搖頭。

這不是基斯保羅第一次接受拇指手術，
2012年休賽季時基斯保羅曾接受了右手拇
指的韌帶修復手術，並在2011-2012賽季的
部分比賽和2012年倫敦奧運會上拇指纏着
繃帶出戰。作為9屆NBA全明星，基斯保羅
本賽季場均得到17.5分、9.7次助攻和5.3個
籃板，並以場均2.25次搶斷領跑全聯盟。

■新華社

國羽僅混雙世界排名第一
世界羽聯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五個單項

前十名沒有發生變化。男單，馬來西亞“一
哥”李宗偉繼續排名第一；中國羽毛球名將
諶龍和林丹分列第五和第六。女單方面，中
華台北戴資穎位居榜首，國羽“金花”孫瑜
與李雪芮分居第四和第八。大馬組合吳偉
申/陳偉強在男雙排名榜獨佔鰲頭，日本的
高橋禮華/松友美佐紀則在女雙排名傲視群
芳。混雙方面，則由國羽組合鄭思維/陳清
晨居首。 ■記者 陳曉莉

翟曉川穿錯衣服 再遭罰
中國籃協19日又公佈一張罰單，罰單

再次針對北京球員翟曉川：在第23輪北京
對陣山東的比賽賽場，翟曉川穿了非聯賽指
定服裝，因此給予通報批評，並罰款北京隊
2萬元。這是近期籃協對翟曉川開出的第二
張罰單，此前翟曉川因為與林志傑有衝突，
被籃協處罰追加停賽3場，北京隊被罰款5
萬元人民幣。籃協希望各俱樂部嚴格要求球
員穿着聯賽指定裝備參賽，切實維護聯賽贊
助商權益。 ■記者 陳曉莉

足改縮減外援
育青少年球員

基斯保羅拇指手術成功
預計休戰6到8周

距離2018

年平昌冬奧會開

幕還有 1年多的時

間。中國國家體育總

局冬季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劉成

亮表示，中國軍團正在攻堅克

難、尋求突破、積極備

戰。

高山滑雪青少年賽貴州閉幕高山滑雪青少年賽貴州閉幕

■■泰維斯泰維斯1919日飛抵上海日飛抵上海。。 法新社法新社

■■上海上港強援奧斯卡上海上港強援奧斯卡
（（右右））隨隊訓練隨隊訓練。。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全國高山滑雪青少年邀請賽在六盤全國高山滑雪青少年邀請賽在六盤
水玉舍滑雪場舉行水玉舍滑雪場舉行。。 周亞明周亞明 攝攝

■■范可新范可新（（左左））將再將再

征冬奧會征冬奧會。。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昊張昊（（右右））
與新拍檔于小與新拍檔于小
雨漸入佳境雨漸入佳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劉佳宇將在劉佳宇將在UU型滑板滑型滑板滑
雪爭佳績雪爭佳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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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1717賽季西班牙國王杯第賽季西班牙國王杯第55輪次回合壹場焦點輪次回合壹場焦點
戰在諾坎普球場展開爭奪戰在諾坎普球場展開爭奪，，巴塞羅那主場巴塞羅那主場33比比11取勝畢取勝畢
爾巴鄂競技爾巴鄂競技，，MSNMSN組合各入壹球組合各入壹球，，蘇亞雷斯打入百球蘇亞雷斯打入百球，，
內馬爾打破球荒內馬爾打破球荒，，梅西任意球絕殺梅西任意球絕殺，，薩博裏特壹度扳薩博裏特壹度扳
平總分平總分。。巴薩以總比分巴薩以總比分44比比33翻盤晉級翻盤晉級。。

巴薩巴薩33--11畢爾巴鄂畢爾巴鄂

澳網抽簽儀式小德科貝爾出席澳網抽簽儀式小德科貝爾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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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極光奇幻 6天遊

 + +   



 
2016 100%  

+ 冬季極光號列車 8天遊  

 

 

更精彩

含單程火車票 ／  

           ／  

美西南 3 州, 遊遍德州 6 大城市,古蹟+美食… 

 

美西南大圓環 + 死亡谷 6天遊  

墨爾紅木公園/納帕谷/生蠔養殖場/加州 1 號公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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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S樂當煮婦 下一秒變臉罵 XX

李佳薇《惡女》封閉式耍賤
倪安東排劇 3 個月不憂阮囊澀

黃 妃 拿 Q 兒 沒 轍
霸氣《巴兩個》做樣子

邰正宵搞自閉湧創作能量 
錄唱近 50 遍

《真的好愛你》超煎熬

吳克群要演豬八戒！ 做豬頭吃盡苦頭

藝人小 S（徐熙娣）近日不忙於工作，常在臉書分
享煮婦生活。昨（9）日，分享完素顏超市採買食材的照
片後，接著又貼出宣告晚餐菜單的影片，沒想到她卻突
然罵自己「怎麼會自戀到這種程度啊，變態！」讓粉絲
直呼：笑死了！

小 S 透露，晚餐菜單包含鮭魚蒸飯、薑汁豬肉及蛋
捲，搞笑表示因為都是日式風格的餐點，一定要配上

「人生觀察家」吳克群近來不但忙著新專輯《人生
超幽默》的宣傳，昨天 (1/9) 更馬不停蹄飛抵上海，參
加電視劇《大潑猴》的開鏡記者會。

這次，創作才子吳克群將挑戰「天蓬元帥」豬八戒
一角！不過劇中的他，顛覆了過往豬八戒給人的刻板印
象，化身為剛正不阿、有情有義且威風凜凜的元帥，讓
他一下子就對這個角色充滿興趣，也挑起了挑戰慾。

吳克群笑說：「我可以不做最厲害的『神』，但希望
能演出最厲害的『妖』！」

開鏡記者會上，《大潑猴》主演全員到期，吳克群
之外，更有日星赤西仁 (下圖右 )，以及林峯、蔣夢婕、
程硯秋、王姿允等，眾人一字排開，陣容堅強、星光熠熠，
讓人相當期待這檔年度大戲的開拍與演出。

《大潑猴》以西遊記前傳為背景，講述孫悟空、天
蓬元帥等主要角色尚未貶入凡間時的世界；不同於過去

寬宏藝術與故事工廠共同打造的《千面惡女》音樂劇，
由李佳薇、倪安東、管罄、蔡旻佑擔綱主角，９日記者會上，
李佳薇透露將在劇中飾演「賤女人」，是她首度從歌手跨
越到演員領域，問她是否向有舞台劇經驗的好友黃路梓茵
（Lulu）討教？她自嘲「耍賤」功力不差：「Lulu 是開放式的
（賤），而我是封閉式的。」

她將於３月開啟全新巡演，首站選在大陸起跑，至於
何時唱回台北？她經紀人表示，因李毫無小巨蛋經驗，公
司希望讓她從國外開始唱，將更好、更穩定的表現帶給台
灣歌迷，不排除明年攻蛋。

蔡旻佑從 2013 到 2015 年連續演出幾米音樂劇，舞台
劇經驗豐富，擁有燦爛笑容的他，坦言自己笑點低，常因此
讓人覺得不識大體，希望藉這次機會，打開內心黑暗面：「讓
大家知道我也是會生氣的。」

而倪安東之前因瞞婚、把妹重創形象，一度還傳出婚
變，他昨表示將趁農曆過年帶妻女出國玩，對於音樂劇排
練長達３個月，他不擔心收入不夠，笑稱：「孩子還養得起。」
《千面惡女》購票可洽寬宏售票系統及萊爾富、OK 便利
超商。

黃妃去年２度奪下金曲獎台語歌后，乘勝追擊發行新專輯《雙生花》，她不諱
言：「當然是要再拚第３座，這張說沒壓力是騙人的。」新歌〈巴兩個啊乎我清醒〉
唱腔霸氣，平時是否也會怒「巴」兒子？她自招：「會耶！他現在２歲真的太皮，我會
輕輕巴２下，要他乖一點。」不料兒子竟躺地上大哭，幾秒後故態復萌，她笑說：「很
會演戲。」

第２胎順其自然
黃妃結婚 12 年，幾乎天天「回娘家」，只要沒通告，她都專職照顧寶貝兒子，

母子倆常回到娘家開設的家庭理髮院，兒子受到外婆、阿姨們疼愛，簡直被寵壞了，
她說：「只有老公能扮黑臉，兒子稍微會怕，但幾秒後又開始頑皮。」她形容，常被
兒子亂丟沙子、抹髒衣服，自嘲：「我被他搞得跟鬼一樣，真的不知道該怎辦。」

她一心想再生第２胎，幫兒子添弟弟或妹妹，不料去年流產，她難過對兒子說：
「媽媽對不起你，沒有讓你有個伴。」如今她身體康復，對於第２胎「順其自然」。
新歌〈唱乎 20 年後的你來聽〉是她對兒子的真情告白，至於兒子反應？她笑說：「目
前沒有感覺。」

再次封后要求高
她二度封后後，自我要求更高，這回錄音很緊張、放不開，每次都得花 30 分鐘

「暖機」才能進入狀況。新歌〈囍〉讓她徹底卡關，歌詞「父母啊，請放心慢慢將阮
手來放，恁的不甘，阮會偷偷拿來藏」，讓她憶起出嫁拜別父母的畫面，在錄音室
泣不成聲，主動喊停，散步１小時才平復。製作人最後決定收錄「哽咽版本」，呈現
真實情緒，現在她只要一聽前奏就會眼眶泛紅，下達「禁唱令」拒絕現場唱這首歌。

邰正宵新歌〈真
的好愛你〉是中天中
視 八 點 檔《 讓 愛 飛
揚》的 片 尾 曲，MV
選 在 毛 胚 屋的 水 泥
別墅取景，無奈室內
粉塵飛揚，讓過敏體
質的他當場發作，出
現 紅眼、淚流不止，
甚至鼻塞暈眩症狀，
導演卻誇 讚：「淚汪
汪入戲超有感。」他說：
「真是有苦難言，眼

睛癢到恨不得挖下來狂抓、鼻子塞得快窒息，還得頂著高溫與女主角依偎，全身溼
透起疹，真的好想哭。」

談到創作靈感，他回憶是在趕場車陣中，想到老婆在台灣守著家，當下旋律即
興而起，他說：「這些年生活總在趕場中度過，我期待坐在車中，看著窗外掠過的
景象，車外喧嘩與車內安靜形成極大落差，許多靈感便油然而生。」

不斷反覆錄唱
有趣的是，長期下來他因此愛上這密閉空間，自嘲：「在靜止的空間，可以聽

到好多音符，創作能量是來自搞自閉。」
〈真的好愛你〉是新專輯《愛在當下》中最煎熬的一首歌，他苦笑：「相信嗎，

我唱了有 50 遍之多吧。」一句「我們要生死不分離，愛到永恆裡」他反覆錄唱，唱
到身上的毛孔都豎起了。

婚姻邁入 19 年
他和老婆婚姻邁向第 19 年，維繫之道是：「抱著執著保守理念、堅持信念，永

遠守候著。」他也分享愛情觀：「愛情就像柳橙，酸中帶甜，愛情不一定全是甜美的，
恆久的愛會充滿著酸甜苦澀，唯有始終如一的走來，才是真愛。」

《西遊記》，大家印象中那不修邊幅的好色豬八戒，吳
克群這回演繹的是位性格剛正、正氣凜然的天蓬元帥。
該顛覆角色，讓初讀劇本的他很快就被吸引，進而接下
這次挑戰。

為「天蓬元帥」一角，劇組在開鏡前，為吳克群訂
製了劇中專屬的頭套及牙齒，更打造出一整組逼真的妖
怪裝，相當用心；然而，製作過程十分辛苦，尤其在做
頭模時，克群得將「五感」完全閉關，只留下兩個鼻孔
呼吸。

吳克群笑說當印模灌下來時，超冰涼的感受，讓他
感覺自己好像在海裡深潛，整整 20 分鐘不但看不見、
聽不清楚，甚至連話都不能說，讓他無奈地只能在心中
哼著〈孤獨是會上癮的〉。

清酒。接著便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開心的甩頭，話鋒一
轉後，卻突然打趣的罵自己：「我的媽啊！女明星怎麼
會自戀到這種程度，變態。」

不過粉絲似乎就愛小 S 這樣，紛紛留言「你不自戀
就不是我們的 S了～」、「就是愛妳這樣！這樣才是我們
的女神小 S」、「妳直播不喝酒大家才意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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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值 套 餐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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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狀態Fit

新爸爸曉明推Job照顧妻兒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明星藝術
團”自2004年由李肇星前外長夫人
秦小梅女士成立以來，至今已有十
多年歷史，曾演出訪問數十個國
家，足跡遍及五大洲，一直以中國
文化藝術，在世界各地推動公共外
交，廣獲好評。擔任該團顧問多年
的陳復生，最近獲李夫人委任為團
長，日前陳復生特別邀請李夫人及
“中國明星藝術團”自京赴港，於
香港演藝學院舉行《一帶一路藝術
外交之旅中國明星藝術團赴港十周
年演出》後台上進行交接。一直做
民間大使的陳復生對接棒任團長深
感榮幸！

陳復生謂藝術團赴港藉以推動
藝術外交，並配合 “一帶一路”由
香港啟航具重大意義。 是次活動亦
為其母校香港浸會大學尚志會“學

生大使計劃”籌款，款項將資助學
生隨中國明星藝術團到國外考察、
實習及體驗“一帶一路”的外交之
旅。她又計劃於三月率領“中國明
星藝術團”到維也納演出，希望能
邀請維也納兒童合唱團同台表演，
以推動公共外交。

演出晚會由她的浸大學兄葉家
寳任籌委主席，一班浸大尚志會校
友熱烈支持，剛自日本返港的好友
陳美齡更親臨現場全程欣賞藝術家
們的精彩演出。

其他出席嘉賓還有：中國外交
部駐港公署宋如安副特派員、香港
行政及立法會議員張宇人太平紳
士、浸會大學前校長陳新滋教授、
謝德富醫生、陳曦齡醫生、王文漢
博士、何文匯教授、趙國雄、龔中
心等文化藝術界名人。

19日午四時，曉明跟Baby的母
親率先落到醫院樓下，帶着大

包利是派給在場傳媒，嫲嫲跟婆婆
均笑到“四萬咁口”，派利是派得
好開心，而五百港元紅色利是封
也是特別設計，中間印有一件
寫上 Baby 和曉明英文名縮
“ah”字樣的BB衫，旁邊
還有破殼金蛋上生出一隻
金雞仔。嫲嫲和婆婆派
完利是，約相隔15分
鐘，新任媽媽Baby
由新任爸爸曉明陪
着出院，二人不
時甜笑，Baby
身穿黑色連
身裙披上
白 色 外

套，曉明則全黑打扮，二人均架上
墨鏡，而Baby薄施脂粉狀態也不
錯，看來恢復得很好，傳媒亦留意
到她應是谷奶的關係上圍升cup。

至於老公曉明從落樓到企定給
傳媒拍照，都給Baby繑着臂彎表現
十分恩愛，而曉明另一隻手則挽着
BB籃，不過卻將BB籃上的篷拉高
了對着傳媒，未讓“小海綿”廬山
真面目曝光。兩人大約企定了20秒
給傳媒拍照後，便登上保姆車離
開，曉明都很細心呵護讓太太上
車。傳媒即問 Baby 生 BB 是否很
痛？又是否已經康復？Baby沒有回
應，只是微笑點頭示意，再問她為
“小海綿”改好名了沒有？
她都只是報以微笑，
全程沒發一

言。到二人離去，雙方父母及Baby
弟弟再給傳媒拍照便坐車離去。

據知新任媽媽Baby出院留在家
休養，並會親自照顧愛兒，她更選
擇母乳餵哺，曉明榮升爸爸也相當
高興，為陪產已推掉很多工作，
更從16日晚陪同太太入院
後，一直沒有離開過醫
院，三天以來全程陪
伴，悉心照料母
子 盡 顯 父
愛。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李慶全李慶全））AngelababyAngelababy（（楊穎楊穎））於於11

月月1717日為老公順利誕下愛情結晶日為老公順利誕下愛情結晶““小海綿小海綿”，”，BabyBaby產後休產後休

養了兩天養了兩天，，於於1919日下午由老公及雙方家人陪伴出院日下午由老公及雙方家人陪伴出院。。BaBa--

byby表示會親自照顧愛兒表示會親自照顧愛兒，，她更選擇母乳餵哺她更選擇母乳餵哺，，傳媒亦傳媒亦

留意到她應是谷奶的關係上圍升留意到她應是谷奶的關係上圍升cupcup。。

餵母乳升Cup

李嘉欣
“大美人”李嘉欣於2011年

2月8日在香港養和醫院誕下6磅7
安士男嬰許建彤（小JM），於產
後第4天，秘密由丈夫許晉亨接她
與愛兒Jayden Max（小JM）出院
回家，一家三口展開新生活。

梁詠琪
梁詠琪於2015年2月28日晚

為西班牙籍丈夫Sergio誕下混血
女兒淑菲(Sofia)。親餵母乳的梁
詠琪產後火速收身。

Baby

陳慧琳
歌手陳慧琳2012年3月21日

誕下二仔劉琛（Riley）“小龍
包”，在醫院休養了六日五夜便
Fit爆出院，她更打破一般傳統以
短裙示人大騷長腿，身形絕對可以
媲美孕前。其實早於2009年7月
10 日大仔劉昇（Chace）“蝦蛟
仔”出世時，佢都係住院五天便出
院，出院時同樣以短裙會見傳媒，
一身黑色打扮入型入格相當入時，
真係睇唔出佢係啱啱生完小朋友！

話 你知

為老公黃曉明生下“小海綿”的Angelababy，在醫院住了兩晚就
出院。穿白色外套的Baby戴上黑超，並配以Saint Laurent的銀色星
星短裙現身，身材十分fit爆媲美孕前，可謂得天獨厚。其實不少女藝
人生完同沒生一樣沒有分別，真令人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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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諾言帶挈太太首當司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應屆華姐冠亞季軍余思霆、林
宣妤、馮盈盈和友誼小姐李虹臻
19日出席 健康食品贊助商頒獎

活動，同場大
會宣佈簽約
胡諾言做
產品代言
人，更帶
挈胡仔太太
陳琪首次擔

任活動司儀。一直有跑步做運動的
胡諾言，笑言跑了20年終有贊助
商看中，他希望在40歲前完成跑
馬拉松的心願，所以已報名即將來
臨的馬拉松賽事。他說：“其實太
太對我跑步都有微言，我說跑步健
康有什麼好擔心，她只是擔心我身
體有勞損，不用跑太長途程。”首
次做司儀的陳琪，笑言前一晚老公
幫他惡補司儀技巧，像學生在老師
面前讀稿。笑問胡仔給太太多少

分，他說：“90分，太高分會令
她自滿。”至於夫妻檔上陣酬勞是
否特別高，他們笑言都很滿意，現
在酬勞都上繳給三個子女供書教
學。余思霆、林宣妤和馮盈盈都表
示閒時有服用健康食品，問她們如
何運用獎金獎品，她們都表示會跟
家人和朋友分享。馮盈盈又稱18
日晚盡地主之誼，帶冠軍余思霆到
旺角吃火鍋和甜品，林宣妤則和李
虹臻到銅鑼灣吃點心。

杜麗莎不介意與林憶蓮同台對決
香港文匯報訊 杜麗莎在中國

內地湖南長沙出席《歌手5》記
招。以一身型格黑色造型亮相的杜
麗莎，被中國內地譽為“音樂教
母”，杜麗莎亦笑言自己教過很多
知名藝人，其中同台的憶蓮便是她
的學生之一，杜麗莎又表示因為已
離世的母親是上海人，所以很榮幸
能站在中國內地的舞台上為大家獻
唱，然後她更即興獻唱了數句，讓
全場拍爛手掌。

而媒體的焦點，是為何杜麗

莎作為如此殿堂級歌手會參加這個
比賽，杜麗莎馬上笑言是因為被王
祖藍“欺騙了”，她笑言：“其實
是他有一次問我參不參加《歌
手》，我只答了一句好呀，他就促
成了今次這個事情，所以我也謝謝
他。”杜麗莎更感謝祖藍對她的關
心：“其實我錄這個節目一點也不
緊張，反而是祖藍更緊張，經常會
問我錄製節目的情況和心情，真的
很關心我。”

而談到與徒弟林憶蓮同台對

決，杜麗莎被問到萬一被對方打敗
了怎麼辦，杜麗莎即大方謂：“所
謂名師出高徒，如果真的被她打敗
了，說明我是個好老師，教出的學
生夠棒。”杜麗
莎更謂自己
沒有什麼勝
負 的 想
法，因為她
只想享受自
己喜歡的音
樂。

■■黃曉明與黃曉明與BabyBaby的家人齊齊現身的家人齊齊現身。。

■■黃曉明與太太攜子出院黃曉明與太太攜子出院，，難掩幸福難掩幸福。。

■■胡諾言和太太陳胡諾言和太太陳
琪夫妻檔工作琪夫妻檔工作。。

■■杜麗莎杜麗莎

■■《《一帶一路藝術外交之旅一帶一路藝術外交之旅中國明星藝術團赴港十周年演出中國明星藝術團赴港十周年演出》》圓滿結束圓滿結束。。

■■黃曉明母親派利黃曉明母親派利
是派得好開心是派得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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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香港園”首列粵政府工作安排 地市級公車改革
26個省份已完成

中國財富傳媒集團掛牌
新華社整合旗下財媒資源 打造權威財經信息旗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秦占國、孫琳 北京報道）由中國國務院批准設立的中國財

富傳媒集團19日舉行掛牌儀式。這是新華社貫徹落實中央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重大部

署，提升主流媒體在財經信息領域傳播力、影響力、公信力的重要舉措，也標誌着新

華社財經媒體資源的深度整合基本完成，開始走上一體化、集約化發展道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體
制綜合改革司司長徐善長19日表示，2016年中央和國家機關公
車改革已全部完成。徐善長在當日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
目前已請第三方評估機構對公車改革進行評估，有關評估報告
將很快上報，並在適當時機向社會通報。2016年公車改革持續
深入推進。地方公車改革除西藏、新疆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外，其他省份省直機關車改已全部完成。已有26個省份完成了
地市級車改，近20個省份完成了縣級車改。

他介紹說，中央和國務院直屬的11家事業單位車改方案即
將審核批覆。中央各部門所屬事業單位車改工作順利推進，大
部分部門所屬的事業單位車改方案已上報，正在研究批覆過程
中。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車改方案均已批覆，共涉及
105家中央直屬國有企業。

新華社作為中國經濟信息服務的開創者，歷來
重視經濟信息服務。中國財富傳媒集團是在

《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經濟參考
報》和新華出版社的基礎上成立的，集納了新華社
旗下優質的財經媒體與出版資源，具有強大的資源
優勢與規模優勢。

加強解讀中國重大經濟決策
據了解，中國財富傳媒集團將加快資源整

合，統籌信息採集、編輯加工、渠道分銷、品牌
推廣等力量，優化業務佈局，打造權威的“財經
信息總匯”。加強同有關部門、專業機構、高校
智庫和企業等溝通聯繫，搭建政府與市場、企業
與客戶之間的交流合作平台，匯聚多方資源，形
成協同效應。

據介紹，中國財富傳媒集團將深化專業服務，
圍繞中央重大經濟決策部署，把握經濟領域、資本
市場的關注和需求，加強政策解讀與數據分析，綜

合運用多種媒體形式，推出更多權威、專業、精準
的財經報道，提供更為豐富、快捷、實用的財經信
息產品，覆蓋多樣化人群和市場，滿足國內外用戶
需求。

中國財富傳媒集團還將創新業務模式。加快集
團數字化轉型步伐，搭建“中央廚房”式信息生產
平台，推出多類型信息服務終端，構建新媒體平台
矩陣。充分運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移動
互聯等技術，開展數據分析、投資諮詢、信用評級
等業務，開發網上金融信息交換業務。探索資產管
理、投資理財等業務，開發證券、股權投資等服
務，培育事業發展新的增長點。

積極搶佔財經輿論陣地
新華社社長蔡名照在致辭中說，當前中國已經

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
央，與世界經濟的交流互動越來越頻繁。海內外對
中國經濟發展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對中國財經信息

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時，世界範圍內新興媒體突飛
猛進推動信息生產和傳播發生深刻變革，為財經媒
體提供了廣闊發展空間。

他說，新華社整合旗下財經媒體，攥指成拳、
形成合力，努力打造權威的財經信息旗艦機構，積
極搶佔財經輿論陣地，更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中
國財富傳媒集團將在鞏固財經報道優勢基礎上向金
融信息服務拓展延伸，在鞏固媒體業態基礎上向金
融領域拓展延伸，在鞏固傳統傳播優勢基礎上向全
媒體傳播拓展延伸，形成以媒體為紐帶、以數據交
易為特色、以金融服務為支撐的業務新格局，建設
植根金融信息領域、服務資本市場、引領財經輿

論、具有強大市場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的現代財經
傳媒集團。

《經濟參考報》創刊於1981年，被譽為新中國
財經第一報。《上海證券報》、《中國證券報》與
中國證券交易市場同步誕生、共同成長，是證監
會、銀監會、保監會指定的信息披露報紙，在銀
行、證券、基金等領域具有廣泛影響。新華出版社
1979年成立，已累計出版圖書1.2萬種，發行量2億
冊，每年出版財經類圖書數百種。

在掛牌儀式上，中國財富傳媒集團分別與東方
航空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廣東省十二屆人大五次會議19日上午在廣州
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
春華等出席了會議，代省長馬興瑞在會上做政
府工作報告。

馬興瑞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多項涉及
粵港合作的規劃內容。他表示今年廣東省將
投5,400億元人民幣推進港珠澳大橋、深中通
道等重點項目建設，並在報告中首次提出了
南沙粵港澳深度合作區（下稱“香港園”）
的建設目標，還就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
地、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對港資企業轉型升
級的引導服務等方面做出了規劃安排。有參
與政策諮詢的專家稱，“香港園”的建設將

促進香港與內地貿易自由化的加深，並在金
融創新、跨境消費等領域發揮正面效果，也
有香港政協委員提出在南沙規劃香港專業服
務產業園等建議。

廣州“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曾提出，將
在南沙劃出10平方公里的樞紐區塊用於建設
“香港園”這塊面積約為前海自貿區1/3的區
域，將打造成粵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基地。而
此前，特首梁振英也在新發佈的施政報告中指
出，南沙粵港深度合作區的規劃，充分吸納了
香港的概念、經驗和意見，合作區的重大交通
設施建設已全面啟動。

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張光南在接受記
者採訪時表示，“香港園”的建設，是在南沙

自貿區的基礎上進行更大範圍的先行先試。
“通過貿易自由化來推廣政策創新，可以促進
香港與內地經濟更加自由的交流合作”。他認
為，政府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給予了入駐企
業更大自由度，體現了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
和跨境消費三個層面的效果。“人才和貨物的
流動會帶來資金流動，而資金流動又會產生金
融創新、金融產品多元化、跨境消費和跨境結
算等正面效果。”張光南介紹。

張光南還強調，“香港園”在未來的規
劃中，應該注意重點推進貿易自由化，投資便
利化，營商環境國際化和法制化。他也提醒，
在制度更加開放的同時，也需要更加清晰地界
定政府責任，政府管理要隨之創新。

■■新華社社長蔡名照在中國財富傳媒集新華社社長蔡名照在中國財富傳媒集
團揭牌儀式上致辭團揭牌儀式上致辭。。 記者秦占國記者秦占國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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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正《朝歌》曝人物劇照

保劍鋒展王者霸氣

日前，電視劇《朝歌》曝光了人物的劇照，精美絕倫的畫面、極具

質感的服化道以恢弘之勢揭開了這部東方神話史詩的神秘面紗，演員們

的造型更是美輪美奐，各有特點，與劇中人物相得益彰，尤其是保劍鋒

飾演的帝辛，高高的頭冠，造型感極強的青雲肩，充分展現了壹代帝王

的霸氣和威嚴，但略顯浮誇的造型也引得網友紛紛腦洞大開調侃保

劍鋒，“保劍鋒肩上的擔子很重啊”，“保劍鋒怎麽長翅膀啦”，“真

怕保劍鋒頭上的棍兒卡在肩膀上那兩坨中間”，“保劍鋒沒得肩周炎頸

椎病吧”。

據悉，為了極盡所能的還原那段歷史，展現殷商時期的古典文化，

《朝歌》不僅邀請歷史學家全程坐鎮，從考古、古文獻等角度切入全程

進行講解與指導。做過電影《大唐玄奘》《咱們結婚吧》等造型設計的

何茜老師更是以嚴謹的態度把關《朝歌》，根據眾多文獻和考古實證，

並參照歷史學家的意見進行研究對比，將濃郁的中國風滲透浸染到整部

作品當中，正如這部戲的制片人、編劇於正所說：“作為炎黃子孫，都

有義務去傳承屬於我們的文化的根源。

《守護麗人》李小璐張譯演繹“小人物”動人走心
由紫駿影視傳媒集團出品，曹哲擔任

制片人，鄧細斌任執行制片人，李小璐和

張譯領銜主演，匯聚劉佩琦、許娣、彭

玉、章申、吳岱融、白珊等實力戲骨的暖

心愛情開年大戲《守護麗人》正在東方衛

視、深圳衛視持續熱播，該劇自開播以來

收視穩步上揚，成功斬獲csm52 城同時段

收視率第壹的好成績。劇中無論是人物角

色亦或場景布置等都十分接地氣，將日

常生活原汁原味地搬上熒屏，觀眾看的毫

無違和津津有味，順利收獲無數好評。

角色設定樸實平凡
“小人物”動人走心
《守護麗人》最大的特色是別具壹格的

塑造了各種生動有趣的“小人物”。男主角

陳曦是壹個騎著摩托車走街串巷的快遞小

哥，陳曦爸爸退休閑賦在家，陳曦媽媽是個

精明的家庭主婦，安享晚年的陳曦奶奶擅長

刺繡，毛大媽經營壹家小小的路邊攤，兒子

毛福則是壹個駕校教練，這些常見的職業和

設定讓觀眾們感受到濃郁的生活氣息，並願

意感同身受審視自己。還有熱心網友表示

“追劇到現在最大的心願就是去毛大媽的小

攤上擼串吃牛肉面！”演員們用精湛的演技

詮釋了這些平凡又偉大的普通人，告訴大家

職業不分貴賤，只要在自己的崗位上發光發

熱就是壹件光榮的事情。

除了以上各種平凡的職業，劇中人物

的穿著打扮也十分普通和實用。陳曦的發

型隨意到幾乎不見發膠痕跡，時常穿著工

作服出鏡，私服也以簡單舒適

的款式居多。入住陳家後的林佳

壹也漸漸脫下誇張的華服與打

扮，高馬尾利落幹脆，休閑外套

搭配牛仔褲既青春活潑又元氣滿

滿，成為了普通少女的時尚icon，

有很實用的指導意義。

場景布置頗費心思 街頭巷
尾捕捉生活

《守護麗人》中胡同日常劇

情上線後廣受好評，自然離不開

四合院場景的精心布置。胡同裏

的四合院將普通老百姓的家搬上

熒屏，充滿人間煙火味。院子中

隨處可見的盆栽植物，纏繞的藤

蔓等無壹不顯示出陳家人對閑適

悠然生活品質的追求。屋內充滿

溫情的布置也都和陳曦壹家幸福

的生活狀態相得益彰，觀眾們還

能輕松get很多居家同款。有不

少網友表示“我也有同款科比海

報！”“地球儀太親切了哈哈”

“水晶球我家也有，陳曦還挺少女心嘛”，

貼近生活的布景讓人覺得無比親切，劇組

花費的心思之多可見壹斑。

四合院作為主要生活背景占據了很大

篇幅，街頭巷尾也承載了壹些劇情的發

展，例如陳曦媽媽帶著林佳壹在菜市場買

菜砍價，在毛大媽的小攤點上壹兩樣吃食

聊天等均是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見的景象。

陳曦媽媽糾正林佳壹愛睡懶覺的毛病，邀

請左鄰右舍來家裏吃面，日常三餐也是樣

式簡單的家常菜，長輩和晚輩促膝談心等

情節都真實還原普通人家的小日子，壹片

喜樂祥和。其溫暖的氣氛感染觀眾，順利

傳遞暖心情懷，讓人直呼“這種講述老百

姓家長裏短故事的良心電視劇可以再看

100集！”

《三生三世》全陣容海報曝光
楊冪趙又廷深情相依

由華策克頓、劇酷傳播、嘉行傳

媒、三味火文化聯袂出品，著名導演林

玉芬執導，楊冪、趙又廷、張智堯、迪

麗熱巴領銜主演，連奕名特別出演，高偉

光、張彬彬、於朦朧、劉芮麟、王驍、祝

緒丹、黃夢瑩、賴藝、代斯、張藝瀚等實

力演員加盟的極美仙戀大劇《三生三

世十裏桃花》，今日首度曝光了全陣

容海報及數款雙人版劇照。兩款海報

中，楊冪和趙又廷領銜眾主演齊齊亮相，

盡顯大氣唯美。而同期曝光的多款劇

照，也呈現出紛繁復雜的角色關系，神

態各異的眾人共譜壹曲三生戀歌，引人

無限期待。目前，該劇已定檔1月30日

（大年初三）在浙江衛視、上海東方衛視

盛大首播，優酷、樂視、搜狐、PPTV、

騰訊、愛奇藝六大網絡平臺同步播出。

楊冪趙又廷深情相依
全陣容齊聚神采奕奕
全陣容海報延續了該劇

壹貫古典淡雅的唯美質感，

山水之間輕煙裊裊，雲鶴翾

飛，枝枝春桃獨秀，朵朵花瓣翩翩，濃

濃的古風仙韻不負“極美”盛名。眾主

演也各具姿態，神色奕奕，彰顯出各自

獨特的角色風采。在畫面最中央，楊冪

飾演的青丘上神白淺身著飄逸素衫，思

緒萬千的目光眺望遠方，在桃花紛飛的

浪漫意境中格外亮眼；趙又廷飾演的九

重天太子夜華則壹襲標誌性玄衣，輕攬白

淺入懷中，堅毅的神情卻遮掩不住萬般柔

情。海報中，兩人似在追憶壹波三折的

糾葛過往，又似在展望繁花似錦的浪漫

未來，眉蹙之間，更是訴不盡的壹往情

深。

十裏桃林的折顏上神張智堯墨發

輕束，眉目疏朗間自有壹派悠然氣

質；九尾紅狐鳳九迪麗熱巴壹身阿娜

紅衣，盈盈淺笑間裙擺輕揚盡顯靈

動……十五位主演分立海

報兩側，各不相同的仙姿

神態融入夢境畫風，唯美

仙氣溢滿屏幕，更令觀眾對正劇的播

出充滿無限期待。

角色交織情節初綻
曠世仙戀大幕將啟
隨著此次雙人版劇照的曝光，該

劇錯綜 復 雜 的 人 物 關 系 也 逐 漸 顯

露 ——暖光下，夜華上演柔情“壁

咚”，二人對視的眼波溫情脈脈，似

有道不盡的甜言蜜語；白淺壹身素雅

紫衣，與俊朗輕逸的折顏側身而立，

似在聽他人講述著什麽；天姿國色的

白淺與鳳九相視而坐，白淺更如姐姐

壹般疼愛的“挑逗”著鳳九下巴，二

人究竟在談論著什麽“小秘密”也令

觀眾頗為好奇；司音手提草編俏皮的

倚靠在離鏡肩頭，姣好的面容透著壹

股靈動，離鏡的目光則宛若春水，演

繹出壹段瀟灑暢快的愛戀；壹身華貴

精致裝扮的素錦雙目含淚，緊緊握住

夜華的手臂，似將上演壹場情淒意切

的動人虐戀；畫風萌動的折顏與白真

相視而立，四海八荒這壹對閑雲野鶴

的摯友情誼令人無比期待；東華帝君

壹襲白發，面泛暖意，霸氣的“公主

抱”則令鳳九似視含羞，訴述著“只

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的溫

柔情話；身著驚艷紅衣的鳳九神色似

有疑惑，等待身前的司命為她籌謀劃

策，兩人的故事叫人捉摸不定；擎蒼

與胭脂則喜笑盈腮，展現出笙磬同音

的父女情深；離鏡雙眉緊蹙，玄女形影

相 隨 ， 其 中 自 有 數 不 盡 的 綿 綿 情

意 ；子闌望向疊鳳，而疊鳳雲衫染

血，神情凝重，同門師兄弟間不知會

上演怎樣的患難之義；青衫翠帽的

“糯米團子”阿離穿梭在竹林間，

爛漫天真萌俏可人。

此次曝光的海報及劇照，可謂

是電視劇《三生三世十裏桃花》繼

發布會之後獻出的又壹大驚喜。眾

多鮮活又各具神彩的主要人物相互

交織，角色關系和劇情脈絡小露鋒

芒，這場宏大而美妙的曠世仙戀更

引發了觀眾的強烈期待。該劇目前

已定檔 1月 30日（大年初三）登陸浙

江衛視和上海東方衛視，優酷、樂視、

搜狐、PPTV、騰訊、愛奇藝六大網

絡平臺同步播出。

陳學冬國際時裝周T臺處女秀 表現專業獲好評

Dolce&Gabbana2017秋冬男

裝秀在米蘭舉行，演員陳學冬

受邀出席大秀並以模特身份為

品牌走秀。據悉，這是陳學冬

在國際時裝周的T臺處女秀。

Dolce&Gabbana本次大秀以

“DG Prince”為主題，延續品

牌以往華麗復古的風格，呈現

出了壹場精彩紛呈的復古宮廷

秀。首登T臺的陳學冬身著黑

色長款外套，搭配金絲眼鏡和

復古油頭，從容沈穩，氣場十

足，舉手投足間的優雅氣質與

本次大秀主題十分貼合，頗具

王子風範。在壹眾模特中獨具

腔調，成為大秀上引人側目的

東方面孔。謝幕時，陳學冬跟

在場的所有模特壹起換上了傳

統而儒雅的燕尾服，造型紳

士，更顯溫文爾雅。陳學冬首

登T臺但遊刃有余，專業的表

現收獲各方好評，超模奚夢瑤

發微博稱：“妳敢走的再好點

嗎？搶我飯碗！”更有時尚媒

體誇贊陳學冬“表現專業，頗

具英式男模風采”。

陳 學 冬 此 次 能 為 Dol-

ce&Gabbana 獻上 T臺處女秀並

非偶然，他與品牌之間頗有淵

源，早在2015年 10月份，Dol-

ce&Gabbana的設計師、奠基人

Stefano Gabbana先生在 ins上 po

出壹張陳學冬黑白油頭照片封

面，之後又在ins上為陳學冬點

贊，足見設計師對陳學冬的欣

賞與青睞。而陳學冬則多次在

公開活動中身穿Dolce&Gabbana

服裝亮相，16年還穿著該品牌

的服裝登上了《芭莎男士》的

封面。本次出席米蘭時裝周，

陳學冬不僅受邀為Dolce&Gab-

bana走秀，更是接管了品牌官

方微博，走秀的服裝也是由他

本人親自挑選，Domenico Dol-

ce、Stefano Gabbana 兩位設計

師都非常認可他的的選擇，如

此高規格的禮遇在國內藝人中

實 屬 罕 見 ， 陳 學 冬 與 Dol-

ce&Gabbana的關系之親密可見

壹斑。

據悉，接下來陳學冬還將

全程參與Dolce&Gabbana大秀後

的其他壹系列活動，期待他帶

來更多帥氣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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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高蝙蝠俠》預告蝙蝠小隊聚齊
韋恩遭遇難纏蝙蝠女 有望引進內地

華納動畫出品的搞笑新片《樂高大電影：蝙蝠俠》連爆宣傳片。蝙蝠俠在影片裏的

“養子”羅賓、管家阿爾弗雷德、戈登警官等“隊友”齊聚壹堂；哥譚鎮新來的女警官化

身蝙蝠女，死纏爛打求與蝙蝠俠聯手打擊罪犯，讓獨行俠韋恩老爺無比頭疼；而反派小醜

在視頻中的壹掠而過同樣搶鏡。

《樂高大電影：蝙蝠俠》是《樂高大電影》系列的最新作品，由《樂高大電影》的導

演菲爾· 羅德與克裏斯托弗· 米勒聯合制作，這對創作搭檔被形容是“壹部90分鐘加長彩蛋

”，突出惡搞喜劇風格。影片講述了蝙蝠俠壹邊要阻止小醜犯罪，壹邊要撫養羅賓長大的

故事。片中哥譚市經歷著重大變遷，如果蝙蝠俠想從小醜的暴力掌控中拯救這座城市，他

必須停止自己單打獨鬥的義警工作，試著去和其他人通力合作。

該片的配音陣容依然強大，蝙蝠俠來自此前在《樂高大電影》中為蝙蝠俠角色配音的

威爾· 阿奈特，養子羅賓由邁克爾· 塞拉配音、管家阿爾弗雷德由英國影星拉爾夫· 費因斯配

音、小醜來自笑星紮克· 加利費安納基斯，小醜女的配音來自《瘋狂動物城》的“羊副市長

”珍妮· 斯蕾特。

《樂高大電影：蝙蝠俠》已定檔2017年2月10日在美國上映，內地有望引進。

《歡樂好聲音》曝片段寡姐馬修飆歌
斯嘉麗化身搖滾豪豬 歡樂對唱Call Me Maybe

由環球影業和照明娛樂再次聯手

呈獻的熱門動畫電影《歡樂好聲音》

即將於2月17日在國內上映。今日，

該片曝光考拉月伯樂和搖滾豪豬艾希

選歌的片段，這也是該片首次正式曝

出正片片段。片段中，馬修· 麥康納

配音的考拉月伯樂和斯嘉麗· 約翰遜

配音的豪豬艾希即興飆歌，場面歡樂

無比。

片段中，豪豬艾希告訴月伯樂堅

決不唱他選的《Call Me Maybe》，

而月伯樂認為，這首歌的少女風格簡

直是為艾希量身定制。對此艾希大為

不屑地反唇相譏“妳好像能看透我小

小的青少年心思”。熱情樂觀的月伯

樂還建議讓艾希在表演時加入壹點舞

步，說著自己便手舞足蹈地示範起來

。在月伯樂的帶動下，高冷範十足的

艾希也隨即當場發揮，經由她改編的

曲風洋溢著濃濃搖滾氣息，嘶啞的音

色加上狂野的動作瞬間秒殺月伯樂的

“清新版”。

“寡姐”斯嘉麗· 約翰遜此次在

片中為壹名熱衷朋克搖滾的豪豬配音

，著實給影片增色不少。和《歡樂好

聲音》中所有的配音明星壹樣，斯嘉

麗將親自演唱片中金曲，除了片段中

出現的《Call Me Maybe》，她還將

獻上壹首全新原創歌曲《Set It All

Free》，讓人十分期待。

《歡樂好聲音》以擬人化的動物

為主角，講述了劇院老板月伯樂為了

拯救危機，舉辦了壹場前所未有的歌

唱比賽，從而吸引了各路高手踴躍參

加。該片由《神偷奶爸》團隊原班人

馬打造，導演加斯· 詹寧斯擔任編劇

並執導，包括奧斯卡金像獎得主馬

修· 麥康納、性感女神斯嘉麗· 約翰遜

、奧斯卡影後瑞茜· 威瑟斯彭等多位

好萊塢大咖都為影片獻聲。影片將於

2月17日以2D、3D、IMAX3D和中國

巨幕制式在全國上映。

漫威《捍衛者聯盟》曝劇照&片場照
超膽俠盧克凱奇童心未泯 傑西卡瓊斯好友登場

詹姆士格雷《迷失Z城》曝新劇照
帕丁森持槍警戒現身 “荷蘭弟”遭土著包圍

由漫威和 Netflix 聯合出品
的超級英雄劇集《捍衛者聯盟
》近日曝光了新劇照，傑西卡·
瓊斯的好友翠西·沃克登場，鐵
拳在小巷中徒手單挑對手。劇
照之外，《娛樂周刊》公布了
幾位劇集幾位主演在為雜誌拍
攝封面的幕後花絮照，超膽俠
和盧克·凱奇童心未泯，踏上滑
板車在室內兜圈。

超膽俠（查理·考克斯 飾
）、傑西卡·瓊斯（克裏斯滕·
麗特 飾）、盧克·凱奇（麥克·
科爾特 飾）、鐵拳（芬·瓊斯
飾）分別在劇照中現身，以他
們為首組成的“捍衛者聯盟”
將對抗強勢反派亞力珊德拉
（西格妮·韋弗 飾）帶來的威
脅。《捍衛者聯盟》的劇本由
《 超 膽 俠 》 的 編 劇 Douglas
Petrie 與 Marco Ramirez 負責開
發，將於今年夏季播出，具體
開播時間還未公布。

詹姆士· 格雷執導新作《迷失Z城》被多

家外媒評為2017年最受期待電影之壹，影片

已定於4月21日北美公映，日前多張新劇照

釋出。

羅伯特· 帕丁森飾演的探險隊員Henry

Costin領銜出鏡，大胡子油頭造型的他持槍

警戒現身，臉部疑似受傷還留有血印，另壹

張則造型邋遢，頭發被臟水覆蓋。劇照還展

現出他與查理· 漢納姆飾演的探險家福斯特

的對手戲，兩人坐在茅草房內正在交談，背

後出現壹位當地土著女性的身影。小胡子造

型的“荷蘭弟”湯姆· 赫蘭德與查理· 漢納姆

被當地人團團圍住，處境危險。

影片故事發生在1925年，英國探險家珀

西· 福斯特冒險進入亞馬遜叢林尋找壹個古

老的文明，希望做出史上最重大的發現之壹

。幾世紀來，歐洲人相信這個全世界最大的

叢林隱藏著燦爛的黃金國。成千上萬人因為

尋找它而喪生，這使許多科學家相信，亞馬

遜叢林對人類有害。但福斯特已經花了幾年

時間準備他的科學案例。他同他的兒子啟程

，決心證明這個古老的、被他稱作“Z”的

文明是存在的。然後他的探險就銷聲匿跡了

。《迷失Z城》由布拉德· 皮特的Plan B公

司出品，皮特身兼出品人、監制，影片將於

4月21日在美國上映。

華納影業

近日被曝有望

翻拍日本漫畫

《進擊的巨人

》，目前雙方

就翻拍事宜進

行協商，《神

奇動物在哪裏

》制片人大衛·

海曼有望擔任

該項目的主負

責人。

《進擊的

巨人》講述了

人類為了躲避

巨人的捕食而

建造了壹面巨

大的墻壁。直到壹個超大巨人的出現

打破了城門，引來無數兇殘的巨人進

城吞食人類。艾倫· 耶格爾目睹母親

被吞食後，誓言殺死所有的巨人，參

加了巨人戰鬥的訓練兵團。當他做著

到墻外的世界看看這個美夢時，破壞

城墻的超大巨人又出現了。

《進擊的巨人》漫畫曾被改編成

動漫、電子遊戲和真人版電影，由三

浦春馬、長谷川博己、水原希子和本

鄉奏多等明星主演。2015年真人版電

影第壹部在日本上映，成為歷史上票

房第七高的日本本土電影，後來上映

的第二部沒能得到相似的好成績。

除了《進擊的巨人》，華納手中

還握有另外壹部日漫電影《阿基拉》

的改編版權。影片的制作可能不像

《進擊的巨人》那樣幸運，從2002年

買入版權以來，影片十多年間沒有實

質進展，導演也更換了幾輪，目前導

演主演未定，檔期未定。

艾瑪沃森談拒演“灰姑娘”視貝拉為“榜樣”
迪士尼真人版《美女與野獸》無疑是今年最受期待

的電影之壹，艾瑪· 沃森演繹的貝拉也廣受影迷肯定。其

實在這之前，迪士尼曾想力邀艾瑪出演另壹部童話經典

角色“灰姑娘”（最終由莉莉· 詹姆斯飾演），但被拒絕

了。近日艾瑪在接受《Total Film》雜誌采訪時提到這壹

事件，表示自己更鐘意“貝拉”。

“貝拉比灰姑娘更能讓我產生共鳴，”艾瑪說道，

“我在回絕灰姑娘的邀約時並不知道他們（迪士尼）還

會找我來演《美女與野獸》。”顯然比起身世與經歷都

具悲劇色彩的灰姑娘，艾瑪更喜歡勇敢獨立的貝拉：

“她充滿好奇心與同情心，思想又十分開明。這正是我

視為榜樣的那類女性。”艾瑪同時透露，在真人電影中

還加入了貝拉遇見野獸之前的更多背景故事。“動畫版

中貝拉的父親是位發明家，我們將這個移植到了真人版

的貝拉身上。她除了喜歡讀書之外平時還幹什麽呢？所

以我們為他構築了壹段背景故事——她發明了壹些打掃

的機器。所以省去了自己打掃的時間，她就有更多時間

用於閱讀。我們讓貝拉成為壹名發明家。”

真人電影版《美女與野獸》由迪士尼1991年推出的

同名經典音樂動畫改編。曾執導過《福爾摩斯先生》

《暮光之城：破曉》的比爾· 康頓擔任本片導演，影片主

演陣容星光熠熠，匯集了艾瑪· 沃森、丹· 史蒂文斯、盧

克· 伊萬斯、艾瑪· 湯普森、伊恩· 麥克萊恩、伊萬· 麥克

格雷格、斯坦利· 圖齊等實力派影星助陣。

《美女與野獸》將於2017年3月17日在美國上映，

內地有望引進。

繼索尼娛樂CEO邁克爾· 林頓卸任不到壹周時間，好萊塢電影公司高層

再次發生動蕩：傳奇娛樂主席和CEO托馬斯· 圖爾於近日辭職，萬達

CEO和國際投資運營部門高級副總高耀群將接替前者，擔任傳奇臨時

CEO的職位。傳奇制作部門的負責人瑪麗· 帕倫特職位不變，她還將得

到萬達提供的壹份充足的資金支持。

托馬斯· 圖爾在2005年創立傳奇公司，2016年初以35億美元被萬達收

購。傳奇建立之初只是壹家投資平臺，投資參與華納兄弟《黑暗騎士》

和《宿醉》系列等影片。2013年傳奇轉型成為獨立電影制片廠，依附環

球旗下直到去年賣給萬達。傳奇之前的主要作品包括《哥斯拉》《環太

平洋》《侏羅紀世界》和《魔獸》，未來還將有《環太平洋2》《寵物

小精靈》，丹尼斯· 維綸紐瓦執導的新《沙丘》和道恩· 強森主演的以中

國為背景的動作電影。

2016年萬達以3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傳奇

高耀群在任職聲明中表示：“我們感謝托馬斯在去年為傳奇帶來的付

出、領導、合作和未來的願景。他永遠是公司豐富遺產和強大基因地壹

份子。在我們繼續前進的道路中，萬達的目標是讓傳奇轉換成為新壹代

的制片公司，在接下來擁有更廣泛的創意和全球平臺。我們希望和創意

部門壹同工作，管理已經確定拍攝的電影，以及在不遠將來拍攝的更多

電影。”

圖爾也發表了壹份聲明，其中說道：“建立傳奇是我人生中最有成就

感的經歷。經歷了壹年的過渡，我知道公司已經在優秀的領導下穩步前

進，所以在此時我能夠離開公司，追求我壹直在計劃的新興趣和新事業

。”根據傳奇的聲明，圖爾將回到他自己的圖爾投資集團，這家公司主

要負責投資媒體和科技公司。他將繼續享有傳奇影業創始主席的名譽，

同時保持公司股東的身份，此外他還會以制片人的身份參與到怪獸宇宙

以及《沙丘》等電影中。

華納有意翻拍日漫華納有意翻拍日漫《《進擊的巨人進擊的巨人》》
《《神奇動物神奇動物》》制片人大衛海曼有望負責該項目制片人大衛海曼有望負責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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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 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00 — 下午 5:00 

      週五：上午 9:00 — 下午 5:30 

      週六：上午 9:00 — 下午 1:00 

H ouston Area: 
M ain O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 arw in Branch  
713-273-188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D 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H 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 evada Area:

www.afnb.com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 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 p Branch
775-751-1773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商業: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商業

貸款商業

定期存款帳戶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Alhambra Branch
626-893-1980

California Area: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626-667-3988

Call: 877- 473-1888

星期五 2017年1月20日 Friday, January 20,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