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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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電話：：((228181)) 980980--13601360
((832832)) 878878--38793879

傳真傳真：：((281281)) 989800--13621362

十年老店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77477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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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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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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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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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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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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甲第意甲第2020輪開始最後輪開始最後11場角逐場角逐，，ACAC米蘭客場米蘭客場22比比22頑強逼平都靈頑強逼平都靈。。
上半時上半時，，貝洛蒂和貝納西連下兩城貝洛蒂和貝納西連下兩城，，利亞伊奇點球被唐納魯馬撲出利亞伊奇點球被唐納魯馬撲出。。下下
半時半時，，貝爾托拉奇和巴卡連追貝爾托拉奇和巴卡連追22球扳平球扳平。。中衛羅馬尼奧利兩黃下場中衛羅馬尼奧利兩黃下場。。

[[意甲意甲]]都靈都靈22--22米蘭米蘭

塞維利亞舉行塞維利亞舉行ItalicItalic賽跑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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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今日美國記者陳松/休斯頓報導)令人矚目的中國駐休斯頓總領
館、西南區管委會與休斯頓警察局警民聯繫大會於2017年1月19日
（星期四）晚間 6 時 30 分在休斯頓中國城的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隆重召開。
此次的警民聯繫大會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館、西南區
管委會、休斯頓警察局、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聯合舉辦。應邀參加警
民聯繫大會的嘉賓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副
總領事劉紅梅女士、休斯頓警察局長阿斯維多（Art Acevedo）先生
、市議員Mike Laster、Brenda Stardig、中國留學生代表、市民代表
、各界華人企業代表等共一百多人參加了大會。

會上李強民大使首先用流利的英文發表講話：中國政府高度重
視中國公民及海外僑胞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並一直協助美國的警
方來維持當地華裔社區的治安與穩定，保障華裔在美期間能夠遵守
當地的法律，為促進中美之間的友好和平的夥伴關係而不斷的在努
力。李強民大使還回顧了去年12月26日一名中國籍女職員（中國石
油總公司駐休斯頓辦事處）在住宅附近遭到歹徒殺害一案。發件發
生後，警民聯動、密切配合、迅速破案將殺人的嫌犯緝拿歸案。同
時，李大使也給休斯頓警察局長阿斯維多提供了一些加強中國城區
域及華裔聚居區的安全防範措施的建議。比如：增加警員的數量和
巡視的力度，確保華人社區和商家的安全保障的係數。

休斯頓警察局局長阿斯維多表示：警方一貫高度重視華裔社區
的安全與穩定，認真及時的與中國總領館密切的聯繫與配合，爭取

把犯罪的機率降到最低。針對前一段時期發生的中石油總公司駐休
斯頓辦事處華人女員工被害一案，警方高度的重視。調動了大批的
重案組專家來偵辦此案，在總領館的高度重視和關注下及時的將殺
人兇手緝拿歸案。自己剛剛上任，今後一定錄用更多的外族裔的警
員，特別是會講中文的警員來彌補警力不足的問題。在我的任期內
一定保證給市民一個安全穩定的生活和工作的環境，加大打擊惡性
犯罪案件的發生。

李強民總領事和劉紅梅副總領事向休斯頓的全體警員頒發獎牌
“華埠衛士”並對偵破華人員工被害案件的及時偵破給與高度的讚
揚和肯定。最後，李強民總領事表示希望今後我們總領館和休斯頓
警局以及我們生活和工作在大休斯頓地區的中資企業和休斯頓本地
的商家及居民能夠密切配合把我們休斯頓建設成一個安全穩定和諧
的社區，為推動中國和美國的友好關係、穩定積極的發展做出貢獻
。

參加警民聯繫大會的華裔代表休斯頓著名華人律師陳文女士、
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先生、休斯頓大學的學生代表分別就關心的
社區和校園安全的問題向警方提出了不同的問題，警察局長分別給
與了不同的答复，贏得了在場來賓的陣陣掌聲。

最後，副總領事劉紅梅女士提示廣大的華人朋友，如果在休斯
頓遇到任何的緊急和突發事件請及時的撥打總領館的24小時服務電
話：總機 713-520-1462 值班 713-521-9996（24 小時）僑務保護
713-521-9215/713-302-8655.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與休斯頓警察局聯合召開警民聯繫大會

休斯頓警察局局長阿斯維多與休斯頓辣媽大賽總策劃人陳鐵梅女休斯頓警察局局長阿斯維多與休斯頓辣媽大賽總策劃人陳鐵梅女
士合影留念士合影留念（（攝影陳松攝影陳松））

華裔律師陳文女士向警方提問華裔律師陳文女士向警方提問（（攝影陳松攝影陳松））休斯頓警察局局長阿斯維多與華裔代表合影留念休斯頓警察局局長阿斯維多與華裔代表合影留念（（攝影陳松攝影陳松））
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先生代表華人社區居民向警察局局長對話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先生代表華人社區居民向警察局局長對話
（（攝影陳松攝影陳松））

左起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休斯頓警察局左起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休斯頓警察局
局長阿斯維多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女士局長阿斯維多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女士
（（攝影陳松攝影陳松））

休斯頓警察局局長阿斯維多發表講話休斯頓警察局局長阿斯維多發表講話（（攝影陳松攝影陳松））

休斯頓警察局局長阿斯維多發表講話休斯頓警察局局長阿斯維多發表講話（（攝影陳松攝影陳松）） 休斯頓警察局局長阿斯維多與華裔代表合影休斯頓警察局局長阿斯維多與華裔代表合影（（攝影陳松攝影陳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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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7月訪港 戰英超亞洲挑戰盃

如果按足球四個位置排列的話，
最貴門將乃是天津權健的張

鷺。上賽季，權健斥資7,000萬元引
入張鷺。另外，顧超轉會江蘇蘇寧時
也達到5,000萬元，而劉殿座、王大
雷的轉會費均不菲。

後防球員高價轉會更為頻繁。本
月2日，遼足官方宣佈楊善平轉投升
班馬天津權健，據悉轉會身價超過1
億元，成為今季冬窗市場第一個“億
員先生”。不過，楊善平和8,500萬
元的崔民一樣，雖然是中國盃的國
腳，但並沒有征服國足主帥納比。繼
楊善平後，浙江綠城也在數日後宣佈
隊長趙宇豪加盟華夏幸福，轉會費
1.3億元。此外，恒大以8,000萬元簽
下張成林，而廣州富力以800萬元買
入的金洋洋，去年在轉會華夏幸福時
身價已飆升至8,000萬元。

張呈棟1.5億膺本土標王
中場球員方面，孫世林加盟上海

申花的轉會費為6,000萬元；北京國
安的右路進攻中場張呈棟轉會河北華
夏幸福時身價高達1.5億元，成為中
超本土球員新“標王”，同時將中國
球員的身價帶入2,000萬歐元時代。
然而，張呈棟並未入選本期的國家集
訓隊。左路進攻中場則有丁海峰，他
上賽季前加盟華夏的身價為5,000萬
元。

前鋒位置，由於人才缺乏，所以
賣出高價的自然也不多，傳聞楊旭以
1.2億元轉會河北華夏，但以成交個
案來看，能兼顧中場的畢津浩最貴，
為8,000萬元；其後是天津權健的孫
可，他當年曾創造中國足壇轉會紀
錄，為6,600萬元。

如果將以上這些球員的身價加
起來，竟接近10億元，不過在這個
“11人”豪華陣容中，只有孫可一
人在國家隊，可見中國球員身價
“潛力”無限，一旦真正的國腳流
入轉會市場，將創造更多的奇跡。

■記者 陳曉莉

中超球隊延邊富德23日

在官方微博宣佈球隊隊長崔民

加盟中甲球隊深圳佳兆業。雖

然在官方公告中並未提及轉會

費，但據鳳凰體育消息，崔民

以 8,500 萬元（人民幣，下

同）轉會，成為中國足壇第4

位“八千萬先生”。由於中國

足協推出新政限制外援上陣人

數，令本土球員大為搶手，在

中超轉會市場誕生了多名高價

本土球員。而這些球員足可組

成一個身價高達10億元的豪

華陣容。

據鳳凰體育消息，在中超霸
主廣州恒大亞冠初步報名名單
中，外租日本聯賽的王靖斌赫然
在列。而今年在中超冬季轉會期
表現低調的江蘇蘇寧，則與1998
年小將高天意簽約，如果屬實，
這將是蘇寧今冬內外援的第一
簽。

這兩則消息顯示，在限制外
援上陣人數的新政下，各中超球
隊已開始關注U23球員了。不
過，令人擔心的是，王靖斌和高

天意能夠在中超強隊踢上比賽
嗎？

恒大上賽季作為主力上場的
U23球員，只有左後衛陳澤鵬一
人，從馬競買回來的徐新幾乎得
不到上場機會。不過，新政過
後，兩人有望競爭一個主力位
置。但此前在中國盃上大出風頭
的王靖斌，肯定不會是球隊主
力，因為在前鋒位置有高拉特、
阿蘭以及郜林。再看蘇寧，在
1993年齡段人員儲備豐富，一線

隊有97年的兩位邊鋒曹文和陳吉
以及95年齡段的中後場多面手、
武漢籍球員鍾屹，此番再簽下在
深足効力的1998年小將高天意，
平心而論，在如此競爭環境下高
天意幾乎不可能成為球隊主力。

足協要求U23球員有2人進
入上陣名單，從某些角度來看，
U23新政對年輕球員有利，但對
某些留洋回歸、跳級到中超的小
球員，反而會失去了不錯的發展
勢頭。 ■記者 陳曉莉

中國足球最貴陣容
前鋒： 畢津浩（8,000萬）、孫可（6,600萬）

中場： 丁海峰（5,000萬）、孫世林（6,000萬）、

張呈棟（1.5億）

後衛： 張成林（8,000萬）、金洋洋（8,000萬）、

趙宇豪（1.3億）、楊善平（1億）、崔民

（8,500萬）

門將： 張鷺（7,000萬）

■註：以上均為人民幣 資料來源：鳳凰體育

23日，延邊富德及深圳佳兆
業同時宣佈延邊隊隊長崔民轉會
至深圳市足球俱樂部。雖然雙方
均未提及轉會費，但據中國傳媒
報道，崔民的轉會費為8,500萬
人民幣。

崔民，出生於1989年7月6
日，出自延邊足球青年軍。2008
年6月14日中甲第10輪延邊隊主

場迎戰南京有有隊，是他上調一
線隊後的職業首秀。除2011年到
2013年上半季在重慶力帆外，至
今他已為延邊足球効力了6個半
賽季。其中，中甲聯賽出場120
次攻進6球，中超聯賽出場30次
攻進1球，貢獻3次助攻。

延邊富德在官方微博寫道：
（崔民）作為球隊的精神領袖和

後防核心，一直默默付出，帶動
大家一起堅持到比賽最後。俱樂
部感謝他對延邊足球一直以來的
付出和作出的貢獻，也衷心祝願
在今後的職業生涯中一帆風順。

除崔民外，深圳佳兆業還宣
佈張遠、王大龍以及張佳祺3名
內援加盟，其中，恒大球員張佳
琪是租借加盟。 ■記者 陳曉莉

足協新政現弊端 小將上陣成疑

亞洲盃香港陷死亡之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亞洲

足協23日就2019年亞洲盃外圍賽進行分
組抽籤，世界排名140位的香港抽到下籤
編入B組，與亞洲第一檔次的朝鮮（世界
排名125位）、黎巴嫩（世界排名148
位）及馬來西亞（世界排名161位）同
組。港隊教練金判坤分析形勢時三度嘆氣
盡見無奈。他坦言爭取小組首名須過朝鮮
一關，故港隊目標是次名出線，但要作客
中東客場也困難重重，況且3月底展開的
首兩場比賽，港隊均是先作客更為不利。

中國攬匈牙利乒賽四金
國際乒聯2017世界巡迴賽匈牙利公

開賽當地時間22日在布達佩斯結束，中
國選手包攬全部4枚金牌。男女子單打決
賽均在中國選手之間展開。在男單決賽
中，閆安以4：2戰勝尚坤。女單決賽，
陳幸同以4：1戰勝文佳。在男雙決賽，
中國組合方博∕周雨以3：1戰勝巴西組
合卡爾德拉諾∕坪井。女雙決賽，中國組
合陳幸同∕李佳燚以3：1戰勝跨國組合
蓋歐基那（匈牙利）∕埃克霍爾姆（瑞
典）。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潘志南）英超勁旅利物浦繼2007年
後，今年7月將再次訪港參戰英超亞
洲挑戰盃。

據《南華早報》引述消息人士
稱，英超亞洲挑戰盃由上海及香港合
辦，共有包括利物浦在內的三支外隊
參賽，而其中一支外隊將與2016/17
港超聯冠軍交手。

至於另外兩支外隊，有消息指一

隊會是修咸頓，至於第三隊則尚未落
實。

三支英超隊伍及上海上港代表先
於上海進行初賽，據悉賽會已邀請中
超勁旅上海上港參賽。初賽之後，三
支英超球隊會移師香港繼續比賽，與
今季香港超級聯賽冠軍對壘。報道
稱，如果上海代表於上海站的初賽獲
勝殺入決賽，港超聯冠軍則會爭奪挑
戰盃冠軍，否則香港球隊只能爭季

軍。
不過，消息人士補充，雖然相關

事件進度理想，但由於仍未簽約，細
節上仲有好多變數。

現時在英超排名第四的利物浦，
最近一次訪港是2007年。

香港過往亦曾經在 2011 年及
2013 年舉行英超挑戰盃，但 2013
年，因香港大球場爛地而“聞名國
際”。

香港球隊方面，元朗足球隊23日
午率先食團年飯，全隊上下在屏山共
進九大簋加盆菜團年宴，九巴董事雷
禮權、商務總監唐東明做東，主席王
威信、主席郭靜然等出席。

由於元朗上半季成績突出，贊助
商九巴董事雷禮權興奮地站在餐台上
表示，球隊目前躋身聯賽積分榜三
甲，誓要打敗東方及爭取登上超聯榜
首，團年飯變成誓師大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在去年
里約奧運會提早圓了奧運夢的跳遠新星陳銘
泰（上圖），展望2017年，目標放在兩項
國際賽，希望跳出更遠的距離。

陳銘泰表示，今年新年願望是身體健
康，沒有健康的身體哪能接受嚴格的訓練提
升個人水準。今年大計會放在6月的亞洲錦
標賽和8月的世界錦標賽兩項大賽。按訓練
計劃及比賽賽程，農曆年後的訓練將增量，
借4月的全運會以戰代練，然後針對全運會
的表現修訂訓練細節。

今年獲香港田徑總會提名參選成人組別
“傑出運動員選舉”。對此，“泰仔”抱平
常心，並表示更支持校友、剛在馬來西亞大
獎賽奪冠的羽毛球好手伍家朗。他還希望奧
運時的同房、風帆名將鄭俊樑獲得更多的票
數晉身傑出運動員的行列。

上周有香港議員在立法會提出動議反對
清拆灣仔運動場，但以一票之差遭否決，意
味着2019年灣仔運動場拆卸已成定局。

陳銘泰指，拆掉灣仔運動場會影響田徑
的發展。雖然香港有將軍澳運動場，但是很
多本地田徑比賽都是在灣仔運動場舉行，例
如香港田徑錦標賽。灣仔運動場的風向等環
境因素對比賽十分有利，有“田徑福地”之
稱。他認為，如果在香港大球場重建之前已
拆卸灣仔運動場， 對田徑發展更不利。目
前很多學校在灣仔運動場舉行運動會，陳銘
泰質疑若2022年才改建大球場，無法做到
無縫交接。

陳銘泰瞄準兩大賽
全運以戰代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東方龍
獅足球隊23日晚公佈下月出戰亞冠盃分組
賽三名外援人選，分別是迪高、羅拔圖及洛
迪古斯，而澳洲的米曹則是亞援名額。

在會方的公佈中，上述球員是經教練團
從長計議後決定，當中羅拔圖雖曾代表香港
出戰國際賽，但因領取特區護照不足一年，
故只能以外援身份出戰。主教練陳婉婷深信
經驗豐富的羅拔圖，能加強後防兵源調動，
以抵抗同組的中、日、韓勁旅。

東方龍獅於亞冠盃的首場分組賽，將會
在2月22日作客中超廣州恒大。

東方公佈亞冠三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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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邊隊長8,500萬轉會深足

■深足宣佈崔民、張遠、王大龍以及張佳祺加盟。

■王靖斌（右）將回恒大効力。 新華社

■■楊善平轉會身價楊善平轉會身價
超過超過11億人民幣億人民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崔民崔民88,,500500萬萬
人民幣投深圳人民幣投深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呈棟以張呈棟以 11..55
億元人民幣膺本億元人民幣膺本
季轉會標王季轉會標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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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思
穎）黃秋生、泳
兒和湯怡23日出
席港鐵“開心搭
．生日獎”活
動，三人分享生
日的難忘事。秋
生表示：“小時
候家境貧窮，不
過每年生日母親

必定給我一隻雞髀慶祝。那時我讀寄
宿學校，母親便來到學校隔住鐵絲網
請我吃雞髀，猶如探監。現在母親行
動不便，我便在生日時自己買一隻雞
髀放在母親的手，由她交給我。”

泳兒被“照肺”好驚喜
泳兒透露最難忘的生日，是她入

行後的首個生日，皆因當時經理人霍
汶希召她回公司“照肺”。在旁的秋
生笑問：“你成日咳嗎？”泳兒笑說
原來公司給她搞驚喜生日會，而自己
跟湯怡的生日只相隔一天哩！泳兒續
指農曆年會和男友到歐洲旅行，問到
會否順便註冊結婚時，她說：“現在
問我就不會，去完再問多次。如果有
驚喜我都會準備好的，沒有驚喜亦不
會失望。”湯怡最難忘的生日，則是
男友洪卓立去年送她一個神秘英國之
旅作為驚喜禮物，至於今個農曆年她
和男友會分開度過。“我會留港陪放
假的媽咪，男友會返內地探父母，所
以新年不會一起過。但會親手整曲奇
送給男友家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劉
丹、單立文（豹
哥）、湯盈盈、呂慧
儀、羅樂林、鄭世
豪、邵珮詩、岑杏
賢、馬貫東及蘇韻姿
等，23日於將軍澳
電視城出席全新處境
劇《開心速遞》的拜
神儀式，高層曾勵珍
亦有到場。

豹哥與湯盈盈
被問到劇中是否飾演一對時，盈盈表示兩人會有段曖昧關
係，而豹哥就透露盈盈是其前度，之後會碰面，至於關係
去到最尾是怎樣則還未寫到，他稱還是保持神秘點好。問
他拍處境劇可會習慣時，他說：“這幾天都有吃早餐，個
人突然脹了點，不過見到老婆就會瘦，因她會訓練我做運
動。”盈盈就大讚豹嫂（胡蓓蔚）身形好弗，豹哥竟搞笑
說：“弗條命。”

早前盈盈笑言要“Keep弗”引誘老公錢嘉樂再生多
個，不過她笑說：“無時間，監製說暫時不可以生。”豹
哥就叫她可以順勢大肚：“劇情交代不知為何你有了BB
便成吧，一家便宜兩家着。”

突然變“阿婆殺手”
近日豹哥有份演出的劇集《財神駕到》及《乘勝狙

擊》同時播出，更變了“阿婆殺手”！他笑說：“老人家
鍾意睇《財神駕到》，在街上有個阿婆追住畀個橙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黃翠如和楊詩
敏（蝦頭）23日出席銀行活動，剛拍畢《使徒
行者2》香港以外外景的翠如可以“收爐”準
備迎新歲，到農曆年後才再投入香港的拍攝工
作。
翠如透露本想去英國探望搞雞蛋仔檔的細

妹，奈何新年僅得三日假，故此不會出外旅
行。她很欣賞這位妹妹可辭工過退休式生活，
問到翠如會否入股妹妹的雞蛋仔生意時，翠如
笑說：“妹妹不想，她想一個人獨立實行，用
盡所有積蓄去開一個戶外檔位，以當地小食的
價錢定價，用以維生。妹妹過得很開心。”
翠如亦有開糖水舖的夢想，可是現時舖租昂

貴，所以要想到適合的方法才能實行。加上翠
如有個愛畫畫的妹妹，到時糖水舖便可掛着妹
妹的畫，既可賣畫又可賣糖水。翠如透露最細
的妹妹亦已大學畢業出來工作，可以五姊妹一
齊做小生意，說不定在妹妹的英國雞蛋仔檔隔
鄰賣糖水，想起都開心。

新年開賭不怕損形象
此外，翠如透露會預留一日新年假到男友蕭

正楠家拜年，到時會帶備“魚蝦蟹”去開賭
局，贏回 20、30
元也好。問她不
怕 破 壞 形 象 ？
“幸好我個形象
不包括這些，哈
哈。”有傳其老
友洪永城和唐詩
詠戀情告急，翠
如謂：“跟他們
私底下沒談感情
事，不過新年會
相約一起，到時
再 八 卦 給 大 家
知。”

秋生年幼家貧
難忘生日母贈雞髀

《開心速遞》拜神
豹哥盈盈有曖昧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台灣歌手丁噹前晚假紅
館舉行一場“我愛你戀習曲巡
迴演唱2017—香港站”，邀
得譚詠麟和李克勤擔任嘉賓大
搞氣氛，掀起高潮。

丁噹穿白色露背婚紗打頭
陣獻唱《手掌心》，隨後脫掉
白色半截紗裙大騷美腿。她先
以廣東話向粉絲打招呼：“我
係丁噹，好耐無見。”再以普
通話說：“上一次在紅館是
2014年6月1日，好開心第二
次在紅館開演唱會。今年是我
出道十年，亦是巡迴第十場，
祝大家新一年十全十美。”

丁噹換了粉紅色裙坐上球
形韆鞦，在半空唱《步步驚
情》的主題曲《身不由己》。
唱完幾首情歌後，她有感而發
說：“之前分手要花上三年時

間才能釋懷，最好方法是練習
一個人生活。但一個人都要過
得開心好玩，或者看午夜場時
敷面膜。”

首位出場嘉賓李克勤，和
丁噹合唱《紅日》，二人緣於
參加內地歌唱節目《蒙面歌
王》而認識。丁噹說：“我是
‘PK賽’選手。”克勤聞言
露出古惑笑容：“PK這個字
在香港要小心去講，香港和內
地意思不同，是有另外一個意
思，你還是不要知道較好。”
引來全場爆笑。之後克勤再獨
唱歌曲《一個都不能少》。

校長豪爽送頸巾
另一位嘉賓譚詠麟則壓軸

出場，他們合唱《講不出再
見》，其後丁噹大讚阿倫的頸
巾很美，阿倫即爽快除下送給

她。阿倫鬼馬問丁噹是否要找
男友，“但香港男生很奇怪，
喜歡留在家，所以有很多宅
男。”丁噹好奇問一班宅男宅
在家做什麼，阿倫笑瞇瞇說：
“打……機。”丁噹全晚都很
感觸，不時眼濕濕，又向粉絲
承諾會唱到頭髮白都繼續唱下
去。完騷後丁噹接受訪問，
說到全晚多次眼濕濕，她不
諱言全晚都很感性，因歌迷
熱情讓她感覺自己不像是其
他地方的歌手，把她當成自
己人。抱恙演出的她自言很
努力，已全力以赴。問她是
否很恨拍拖，她直認說：
“真的很期待，但校長剛說
男生都宅在家裡，我覺得男
生應多出外走走和打扮，才
找到新朋友，應溝通多
點。”

丁噹港騷靚婚紗示人
直言恨拍拖 叫“宅男”多出街

黃翠如望進軍商界
五姊妹開心賣小食

■■黃翠如黃翠如（（左左））很想很想
做生意做生意；；旁為蝦頭旁為蝦頭。。

■■黃秋生沒忘記年黃秋生沒忘記年
幼時母親送他生日幼時母親送他生日
雞髀的往事雞髀的往事。。

■■泳兒泳兒（（左左））和湯怡穿得相當漂亮和湯怡穿得相當漂亮。。

■■大班無綫藝人齊齊切燒豬大班無綫藝人齊齊切燒豬。。

■單立文（右）和湯盈盈食住生果
宣傳《開心速遞》。

■■譚詠麟於丁噹個唱末段出場譚詠麟於丁噹個唱末段出場，，
更把頸巾送給她更把頸巾送給她。。■■丁噹坐在南瓜車上獻唱丁噹坐在南瓜車上獻唱，，猶像小公主猶像小公主。。

劉德華日前受傷，引起全城關
注，不少華仔歌迷都傷心不已。外界
曾傳出華仔傷勢的多個版本，至23日
官方終有進一步可靠消息發放，他所
屬的亨泰寰宇有限公司在聲明中表
示：“劉德華先生於 2017年 1月 17
日，在泰國拍攝廣告工作時從馬背上
墮落受傷。在泰國當地已經馬上送醫
處理，1月18日由醫療專機運送回香
港，經醫療團隊診查後，目前情況是
盆骨多處骨折，筋腱肌肉拉傷。劉先
生遵從醫師建議，需約6到8周左右的
住院治療及 6 到 9 個月的復健及調
養。”由於留院至少6個星期，換言之
華仔要在醫院度過農曆新年。

“老大”明白歌迷的痛
及後華仔方面再次答謝外界的關

心，希望能一起祝福他能早日康復。

“謝謝社會各界人士，傳媒、歌影迷
及所有關心的朋友們，熱心的關懷及
協助。公司代表劉德華先生，向大家
致上最誠摯的謝意，未來如有進一步
消息，公司會隨時告知各界，請大家
不用憂心。”而同一時間，華仔亦在
官方網誌向粉絲派定心丸，暱稱自己
是“老大”的他說：“這幾天有完整
的醫務團隊努力下，情況穩定下來；
我知道你們的痛不會比我的小和少！
我會靜靜的休養，快快的好起來！”

對於偶像一言，華迷們都痛心不
已，有人表示“什麼都可以不要，演
唱會，夢想成真，團拜……都不要
了，只要你好好的”，只想他能盡快
康復。

作為藝人，華仔停工多月受影響
的除了是預定的2017至2018跨年演唱
會外，還有他領銜演出的各齣電影。

據報雖然長時間養傷令華仔能否開得
成個唱屬未知之數，但有指寰亞仍未
收到華仔方面的取消通知，據知華仔
希望可在年尾復出，無負歌迷睇騷的
期望。

傳會參演《寒戰3》
此外，華仔手頭上大約有《拆彈

專家》等四部片約，也傳他有份參演
年尾開機的《寒戰3》，再扮首集他
演過的保安局局長角色，未知今次意
外會否影響各片的映期與製作部署。

另一方面，黃秋生23日也談到華
仔受傷的事：“之前傳短訊慰問華
仔，今天（23日）收到華仔的短訊回
覆，他說要療養，我叫他安心療養。
大家都好擔心，但都對他身體有信
心，待他好一點去探他，現在這情況
他不適宜服侍朋友。”

官方聲明證盆骨多處骨折

華仔休9個月
跨年個唱有危機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在泰國拍廣告時意

外墮馬受傷的劉德華，曾被外界指傷勢嚴

重，而他亦已於上周三（18日）由醫療專

機送返香港接受進一步診治。23日其所屬

公司發表聲明，稱華仔的盆骨有多處骨

折，復元需時，最長可能需時9個月，絕

對影響到今年內的工作安排，包括原定的

跨年個唱。但向來愛錫粉絲的華仔也在個

人網誌表明，他會靜心休養以求盡快康

復，希望大家別太憂心。

■■華仔上周三由醫療專機送返香華仔上周三由醫療專機送返香
港港。。 電視圖片電視圖片

■華仔於個人網
誌披露近況，他
叫粉絲不用太擔
心。 網上圖片

■■劉德華方劉德華方
面雖沒詳細面雖沒詳細
講 述 其 傷講 述 其 傷
勢勢，，但可能但可能
要養傷要養傷99個月個月
以作復元以作復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傳華有傳華
仔本來會仔本來會
參演參演《《寒寒
戰戰》》第三第三
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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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沛恩拍戲練腹肌？ 都因豬哥亮太好笑

老外為她引暴動 莎莎爽喊「感覺很好」

華視攜手三立創雙贏 50 組藝人
點亮除夕夜

環島走透透嚮往務農生活
盧廣仲廁所錄歌很有味

華視賀新春 資深藝人登台獻唱

新片《大釣哥》由黃朝亮導演，豬
哥亮攜手藍正龍、謝沛恩、吳克群、吳
朋奉、楊貴媚、黃仲崑、楊烈、林可彤與
林玟誼等堅強陣容演出，即將在金雞
賀歲檔引爆觀眾的笑聲與淚水！昨天 
(1/15) 演員群不畏寒冷，由導演率領豬
哥亮、楊貴媚、藍正龍、謝沛恩現身年
貨大街發紅包袋，向大家拜早年。

謝沛恩拍戲練腹肌？ 都因豬哥亮
太好笑片商早於一週前就到迪化街宣
傳《大釣哥》，店家皆非常熱情讓片商
自由張貼海報，紛紛表明「貼滿整家店
都可以」，更有年輕小老闆前來索取多
張海報，令人感受到豬哥亮魅力風靡各
世代。

昨天氣溫很低很冷，斜風細雨的，
劇組演員在迪化街掃街拜年發紅包袋，

農曆新年，華視推出新春特別節目＂金雞鴻運旺群
星嘉年華＂，將會在大年初四下午播出，由澎恰恰和王
彩樺挑主持大樑，邀請多組資深藝人，像是貝蒂，林沖，
吳敏等人，登台獻藝。

登台獻唱"夜來香 "，資深藝人貝蒂，不減當年風采，
主持人澎恰恰更爆料，曾經跟貝蒂求婚 5 次，但是都被
拒絕，再過 2 週就是農曆新年，華視推出新春特別節目，
＂金雞鴻運旺群星嘉年華＂，許多資深藝人，像是貝蒂，
林沖，吳敏，都將登台演出，由於來賓都是演藝圈大前
輩，也讓主持人壓力不小，而華視總經理郭建宏，也特
別來到錄影現場，為大家加油打氣，希望在新的一年，
能夠繼續帶給觀眾，滿滿的熱情活力。 

八大談話性節目《WTO 姐妹會》，
今年邁入第 8 個年頭，也因如此，節目
型態將針對年輕族群轉型，而新的主持
人將由帶給人活潑形象的莎莎接手，將
獨挑大樑的她，日前進棚首錄時說，因
新住民來自世界各地，風俗民情與台灣
有差異，除了熟記錄影腳本，笑稱「谷哥
（Google）」是她的好幫手。

新 住 民 們 為 了 歡 迎 莎 莎 入 主
《WTO》，他們紛紛組成旅行團突擊莎
莎經營的咖啡廳，而她也被大家的熱烈
歡迎所感動，因此開心奉上拿手的甜點
招待大家，只見在莎莎在親餵來自德國
的阿福吃蛋糕後，引發一旁的新住民不
滿，甚至差點暴動，見狀的莎莎笑答：「很

華 視 全 新 領導團 隊 接 手，
2017 開創新格局，除夕特別節目
《金雞獻瑞迎新春》與三立電視
台聯合製播，由澎恰恰、許效舜
與苗可麗二王一后聯手主持，邀
集超過 50 位演員、歌手，大展精
彩歌舞與戲劇橋段，陪伴觀眾一
起圍爐守歲。

華視總經理郭建宏上任以破
釜沉舟的氣魄，重新搭起與友台
的合作橋樑，郭總說：「我們這
次跟三立聯合製播，以雙方的資
金加乘做出更好的節目、創造雙
贏，也很感謝三立的合作。」

華視攜手三立創雙贏  50 組
藝人點亮除夕夜為創造節目豐富
度與大格局，華視決定在除夕夜
與三立聯合製播，推出《金雞獻
瑞迎新春》，不只是以最有效率
的成本創造最宏觀的節目內容，
也將以策略結盟的方式展開新
局，再度創造好口碑、高收視的
節目。

過去，華視與三立曾有許多
成功合作的案例，共同播出許多膾炙人口的好戲，像是 5566、張韶涵主演的《MVP
情人》《海豚灣戀人》《西街少年》《雪天使》《天國的嫁衣》等，開創台灣偶像劇
的風潮。

郭建宏上任之後，以 40 年在電視圈的人脈，接續跟三立多年的合作斷層，更自
信地表示「這只是第一步」，有決心要帶領華視走向全新格局。郭總表示，現在台灣
電視圈的環境，不管是有線、無線的業務量都被新媒體稀釋，經營都很困難，未來
聯合製播、合作將會是一個趨勢。

華視攜手三立創雙贏  50 組藝人點亮除夕夜《金雞獻瑞迎新春》除夕特別節目，
將由澎恰 恰、許效舜與苗可
麗攜手主持，請來高宇蓁、曾
菀婷、連靜雯熱情歌舞，也會
有資深藝人跟年輕組的競技，
並推出鐵獅玉玲瓏進化版「鐵
獅亮光樂團」，用說學逗唱的
方式給觀眾滿滿的笑聲。

綜藝天王豬哥亮也將帶
著賀歲片《大釣哥》演員藍正
龍、謝沛恩，以及電影主題曲
演唱人翁立友、謝金晶，一起
演出短劇跟唱歌，豬式幽默保
證爆笑連連。

郭建宏新上任後，就提出
與三立合作除夕節目的新思
維，坦言以華視的經費要做出
卡司、陣容強大的節目，有一
定的難度，為了在除夕夜帶給
華視觀眾最豐富、最溫暖的圍
爐好節目，於是決定和三立攜
手合作，踏出第一步，未來也
不排除跟其他電視台建立合
作的模式，新的一年要帶領華
視走向全新風貌。

豬哥亮與楊貴媚重感冒仍堅持出席，走
到霞海城隍廟，眾人祈求票房大賣，現
場擠滿像是跨年般的人潮，可以感受到
民眾對電影的支持與期待。

謝沛恩拍戲練腹肌？ 都因豬哥亮
太好笑豬哥亮說：「今年過年我們拍了
一部很棒的電影，希望讓大家很開心
有感動。」藍正龍笑說，演出豬式風格
的喜劇，「基本上就是不要笑場，常常
忍不住會看他演戲，變成觀眾。」也爆
料豬大哥每次講好等等要演出的內容，
一上戲就都不一樣。豬哥亮說：「我不
記得藍正龍講哪一場，反正拍完了。」

影后楊貴媚說，其實不只是豬式喜
劇，看藍正龍這樣酷酷的樣子，「其實
他也有屬於自己的藍式幽默，發揮在電
影裡。」謝沛恩笑說：「拍完這部片，腹

肌很深，因為現場實在太好玩，看到豬
大哥就覺得好笑。」她還自曝因聽不懂
台語，常鬧笑話，最近新學的台語是「巴
豆妖」、「巴豆痛」。導演表示新年新希
望，期許《大釣哥》票房開紅盤！

一年一度的賀歲檔重頭戲，豬哥亮
以《大釣哥》獨特的草根風格在大銀幕
向民眾拜年，不論對粉絲或他自己，都
有深刻的意義。戲裡他是威風凜凜、義
薄雲天的「藍大釣」，戲外是「啥咪攏
唔驚」的「抗癌鬥士」，拍攝期間不論腦
力或體力的消耗，都比以往的電影辛
苦，他無懼大病帶來的壓力，仍然精神
奕奕地要把「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
豬式喜感發揮到淋漓盡致。《大釣哥》
1/26 全台上映，至尊賀歲！

久沒這麼搶手！感覺很好。」
而莎莎日前已先行進棚試錄，對於和新住民

首次合作，她說：「新住民都很活潑，嘰哩呱啦的
就像朋友一樣的聊天。」不過，她透露自己是很沒
有安全感的人，事情一定要弄到可以掌握，才會覺
得放心，「我最怕錄影現場突然被喊 CUT，擔心
影響工作氣氛」，所以錄影前，會把錄影腳本熟記，
尤其是節目上來自各國的老外，所以會邊看稿子
邊使用萬能的 Google，笑說：「谷哥大神」是她人
生中的好幫手。

盧廣仲９日展開環島之旅，７天內走訪台北、台中、
宜蘭、花蓮等７個城市，並與在地職人暢談生活態度。
環島期間他完成最新單曲〈二十四小時柒天〉的詞曲創
作及編曲，透露在廁所裡特別有靈感：「合聲就是在廁
所錄的，裡面的回音不錯，還滿有『味道』的。」

跑遍各城市，其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宜蘭員山
鄉體驗包米過程，嚮往務農生活的他坦言：「如果可以
在當地有個錄音室，然後在錄音室外面種田，生活跟工
作取得平衡，應該會很不錯。」

他 15 日環島結束立刻直奔華山文創園區開唱，活
動後再趕回劇組拍攝電視劇《花甲男孩》，問他身體負
荷得了？他自認沒問題，搞笑說：「我每天都有吃早餐。」

他因遭黃安貼上台獨標籤，傳是大陸活動的黑名

單，原 訂６日在濟
南演出臨時取消，
被 問 今 年是 否 仍
安排大陸活動？主
辦方以「不回答非
活動相關問題」為
理由擋下，他經紀
人 委 婉 表 示 過 年
後仍有大陸活動，
今 年 除了 繼 續 拍
戲，春季將於全台
各 地 舉 辦４ 場 巡
迴，加上年底發新專輯，工作滿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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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任務》曝“以毒攻毒”版預告
黃軒摩托飛車破窗爆裂開戰

由麥兆輝、潘耀明導演，莊文強編劇，黃

軒、段奕宏、祖峰等領銜主演的電影《非凡任

務》將於2017年4月1日上映，今日影片曝光了

“以毒攻毒”版預告及劇照。預告中黃軒騎摩

托車破窗而出淩空飛起，為演藝生涯首部動作

戲獻上極度驚險鏡頭。段奕宏首度出演反派角

色，開槍殺人毫不留情狠勁十足，展現了強悍

演技。

黃軒摩托飛躍硬派上陣
段奕宏率眾悍匪火力全開
《非凡任務》是黃軒首次出演動作類型

片，挑戰了許多極致驚險場面。預告片中，黃

軒為逃脫毒販追擊駕著摩托車從壹棟樓中撞碎

窗戶壹躍而出，淩空飛進另壹棟樓，救出同伴

後壹起從高樓上縱身跳下，穿過下方房頂重重

摔落。曾經給人溫文爾雅印象的“小生”黃軒

此次化身孤膽英雄，奮不顧身出生入死，貢獻

了演藝生涯最“硬”動作戲。

新片也是“老戲骨”段奕宏第壹次挑戰飾

演反派角色，不僅執行槍決時毫不手軟，在街

頭率領壹眾悍匪對警察進行火力壓制時也霸氣

十足。與以往毒販刻板形象不同的是，段奕宏

在預告中抽煙沈思，面露詭異微笑等鏡頭讓這

個角色的性格不止壹面。而詮釋這樣壹個復雜

的毒梟形象也是對段奕宏演技的壹次考驗。

警匪對峙兇悍升級
以“毒”攻毒手不留情
預告片新曝光了影片中壹系列火爆動作場

面：毒窩基地，黃軒騎摩托飛速穿越爆炸火焰

和碎片；玉米田裏，毒販駕車追擊黃軒，發射

火箭筒火力驚人；毒品交易場，警匪激烈交火，

毒販汽車被炸飛到空中；泰國街頭，壹輛轎車

撞向吉普車，將後者撞飛翻滾。淩厲的剪輯和

震撼的鼓點令觀眾腎上腺素飆升，火爆場景從

頭“炸”到尾。

相比定檔預告，新預告中演員終於“開口”了，

劇情也初見端倪。段奕宏放狠話：“跟我做生

意，聽老天爺怎麽講”，手中左輪手槍開火，

面前跪者應聲倒地。黃軒與警隊在墓地向犧牲

的緝毒警敬禮，口中卻說：“我要記住，我是

壹個毒販。”警匪陣營上演兇悍對峙，在壹場

妳死我活的大戰中，雙方都賭上性命。配合發

布的劇照中，黃軒駕駛摩托高速沖來，時速達

到“100公裏/小時”，而段奕宏也正率領手下

端槍掃射，子彈以“975米/秒”的速度呼嘯而

至。千鈞壹發之際，黃軒似以血肉之軀“對撞”段

奕宏的槍火，以“毒”攻毒，誰能活到最後？

這場硬漢間的較量值得期待。

電影《非凡任務》由麥兆輝、潘耀明執導，莊

文強編劇，黃軒、段奕宏、郎月婷、祖峰、邢

佳棟、王耀慶、王硯輝、丁勇岱、肖聰、李曉

川、趙炳銳主演，將於2017年4月1日上映。

秦昊《無證之罪》熱拍
“拋家棄子”只為角色魅力

近日，正在哈爾濱熱拍，由韓三平

監制，秦昊、鄧家佳、姚櫓、代旭等出

演的超級懸疑網劇《無證之罪》首次開

放了媒體探班，監制韓三平也親臨

片場。作為主演的秦昊這次是首度

接拍網劇，並顛覆以往角色，出演了

壹個集邪痞渾與高智商於壹身的警察，

角色接地氣、層次豐富，劇情也是懸念

叠起，環環相扣，看點頗多。令人敬佩

的是，演員們冒著哈爾濱接近零下

30℃的嚴寒仍不懈拍攝，而有著“表演

潔癖”的秦昊更是力臻完美，為求更好

的表演效果說“導演，再來壹條”，其

敬業令大家紛紛點贊。

秦昊出演韓三平監制超級網劇
首演痞子警察為角色“拋家棄子”
《無證之罪》是由“中國版東野圭

吾”紫金陳的同名小說改編，教父級電

影人韓三平首次操刀監制、電影級主創

團隊制作的超級網劇，大IP+大制作從

開拍之初就獲得不少關註。該劇主打高

智商犯罪、邏輯縝密、懸念重重，抽絲

剝繭的推理過程引人入勝。對於首次接

拍網劇，秦昊表示與拍電影並沒有什麽

不同，好的角色和劇本都會嘗試，並打

趣說“這個角色真的很有魅力，所以吸

引我‘拋家棄子’來到這麽冷的大東北

拍攝。”

劇中，秦昊飾演壹位混不吝卻機敏

過人的天才痞子警察，秦昊稱：“這個

警察不像我們印象中那種很威嚴的，而

是活生生、接地氣的，性格層次也很豐

富。而且很幸運跟這個角色的原型也相

處了解了很久，相信拍出來真的刑警來

看會覺得這就是他們的生活。” 秦昊

此次角色頗為顛覆，壹改前作的低調內

斂，轉身邪痞乖張。在表演中追求極致

的他，極盡顛覆每壹個形象，在多重反

差的角色裏遊走，他說這不僅是自我挑

戰，也是最大的樂趣。

零下30℃秦昊越演越海
凍到嘴打瓢還要“再來壹條”
時至三九天，哈爾濱已是接近零下

30℃的嚴寒，而且劇中有不少是室外的

夜戲，極為辛苦。不過《無證之罪》劇

組個個都老厲害了！冒著摻著雪粒的寒

風卻越拍越精神兒。而有著“表演潔

癖”的秦昊更是越演越海，為追求更

好的表演效果，他還主動跟導演說“再

來壹條”，監制韓三平現場也對秦昊的

精湛演技和敬業精神贊賞有加。不過秦

昊對此打趣道：“因為凍得嘴都直打瓢

嘛，所以得多來幾條預預熱”。

談到此次拍戲的感受，秦昊此前就

在微博上用東北話調侃“凍死個鱉犢

子”，不過他笑稱：“只要進入角色

狀態，就光想著查案了，什麽冷啊就全

忘了，大家也都很投入很敬業。”他還

透露壹演完工作人員就送上小太陽給大

家取暖，大贊劇組非常貼心。

《
乘
風
破
浪
》
曝
終
極
預
告

燃
情
喜
劇
引
爆
春
節
檔

韓寒執導的第二部電影《乘風破浪》將

於2017年1月28日大年初壹上映。隨著映期

漸近，《乘風破浪》重磅物料連發，瘋狂起

“浪”，該電影已於今日（1月16日）正式

開啟預售，觀眾可以提前為大年初壹觀影選

個好位置。

在《乘風破浪》公布的終極預告中，鄧

超與彭於晏意外相遇，並加入了“正太

幫”，壹起街頭熱血懲善揚惡，又與趙麗穎

產生了理不清的關系糾葛，飆車、冒險、玫

瑰、婚禮等諸多元素充斥其中，燃情之余，

爆笑不斷，有笑有淚的“寒式幽默”已深深

根植其中。

鄧超彭於晏“兄弟檔”瀟灑街頭
男女三角關系錯綜復雜
終極預告中，鄧超在亭林鎮街頭遇見

“鄉村蝙蝠俠”造型的彭於晏，碎花

口罩、黑色披風、背挎兩刀，頭頂摩托頭

盔、眼神淩厲，場面詼諧搞笑，“我的夢

想，歌舞廳裏只唱歌，桑拿館裏就洗

澡。” 彭於晏壹身硬朗正氣，與董子健

等兄弟組成的地下組織“正太幫”，懲

惡揚善、壹起制霸亭林鎮。隨後，鄧超

也加入了“正太幫”，與彭於晏壹起飲酒

高歌、並肩作戰。

上周，韓寒在微博上發文：“鄧超

就是演彭於晏他兒子，趙麗穎就是演彭

於晏他女人，至於趙麗穎是不是鄧超他

媽，我不劇透。”此前《乘風破浪》曝

出的眾多物料，都讓人猜不透鄧超、彭

於晏、趙麗穎之間的謎之“三角關系”

。而此次發布的預告片裏，彭於晏和趙

麗穎舉辦婚禮，鄧超是司儀，並為兩位

新人送上了最真摯的祝福。哪料“三角

關系”再度陡轉，趙麗穎主動“勾搭”

鄧超，鄧超則看起來“欲拒還迎”，觀

眾不禁為這壹幕捏壹把汗。究竟會發生

什麽呢？

燃情喜劇即將引爆
“寒式幽默”笑點密集
此次曝光的終極預告埋伏眾多笑料，

密集地刺激觀眾神經。鄧超、彭於晏因為

壹聲“爸”，褲子雙雙掉到地上，讓人忍

不住羞澀捂眼。而亭林鎮壹霸李榮浩，似

電影《教父》裏的老大，煙霧吞吐之間，

大佬派頭十足，哪料鄧超挑釁，“餵，敢

不敢睜開眼睛。”被戳中命門的李榮浩立

刻“崩壞”，“我特麽已經睜到最大

了！”網友看後表示邊笑到撓墻邊心疼李

榮浩：“人艱不拆啊，好想送李榮浩去韓

國開開眼界。”

作為《乘風破浪》發布的第二支預告

片，終極預告徹底暴露“燃情喜劇”的本

質，鄧超、彭於晏“父子兵”帶頭勇敢對

抗電影中的反派組織，“笑”果十分顯

著，再回觀早前發布的定檔預告，讓人淚

目的兄弟義氣，熱血、燃情！韓寒的幽默

基因根植於《乘風破浪》，彭於晏那句：

“男人至死是少年。”更是壹語道破韓寒

電影中的兩位男主角的角色精神，相信

《乘風破浪》是壹部有笑有淚、絕不流俗

的燃情電影。

電影《乘風破浪》距離上映還有10天，

《乘風破浪》電影預售已正式開啟，趕緊買

票，搶占燃情喜劇《乘風破浪》春節檔好位

置，大年初壹，壹起乘風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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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全美金額最大龐氏騙局改編

的最新電視電影《欺詐聖手》將於

2017年5月在HBO電視臺與觀眾見面，

該片改編自同名原著，中國地區觀眾

則可以通過“鼎級劇場”收看本片。

片中由羅伯特· 德尼羅飾演的轟動

華爾街的金融巨鱷、前納斯達克主席

伯納德· 麥道夫正是美國最大詐騙案的

始作俑者，他玩了壹把世界上最大的

龐氏騙局。

在他向兒子們坦誠他的生意其實

就是壹個“大謊言”後，兒子們把他

告發到了當局，在此之前，麥道夫壹

共騙了投資者、朋友、家人及壹眾好

萊塢壹線明星們 650 億美元。次年

（2009年），麥道夫對11項聯邦重罪

供認不諱，被判處150年監禁。米歇

爾· 菲佛將在片中飾演麥道夫的妻子露

絲。

在冬季的電視評論家協會（TCA）

記者會上，德尼羅攜手導演巴瑞· 萊文

森、制片人簡· 羅森塔爾與原著作者黛

安娜· B· 亨利奎斯，與記者聊起了這部

即將面世的新電影。

Q：德尼羅先生，妳覺得麥道夫是

反社會人格麽，這對妳來說意味著什

麽？

羅伯特· 德尼羅：我感覺他的孩子

和妻子其實都不知道這些事，麥道夫

的所作所為我完全不能理解，我和這

個角色之間總有壹種脫節感，我還是

試著想要去了解他。我盡了最大努力

，但還是不能完全懂他。

Q：導演萊文森先生，妳和HBO合

作很久了，能不能談壹談別家公司不

會拍，而HBO會拍的電影類型，以及

為什麽妳想要參與這些影片？

巴瑞· 萊文森：我覺得想要講好、

講深壹個故事，這是需要冒險的。不

光要拍處那些華而不實的東西，還要

深入地研究角色行為，要信任導演和

編劇，才能拍出來引人入勝的素材。

我與制片人蘭· 艾馬托和整個HBO團隊

壹起合作，他們對這種題材非常開放

。這個行業變化很快，戲劇化是其中

的壹個走向，妳也會看到在有限電視

臺的世界中，HBO在鉆研那些沒那麽

戲劇化的題材。我覺得這對於電影制

作來說是前途滿滿的，HBO更是走在

最前端。

Q：麥道夫說服了很多特別聰明的

人，他們都被他騙了。妳覺得是不是

某種意義上，就像他的老婆孩子壹樣

，即使是被他騙了的人覺得有哪兒不

對，他們還是因為有牟利的動機，而

沒有去深究？

德尼羅：我覺得有些人可能真的

懷疑了，但沒想到要去深究。他們拿

著高利潤的回報呢，為什麽要深究？

我覺得這也是串通的壹種形式，但沒

有辦法證明，我不知道（書的作者）

黛安娜是不是這麽想的，也許她不這

麽認為，我也不知道。

Q：黛安娜，關於美國證券交易委

員會（SEC）和調查員呢？他們為什麽

會上當，妳對他們有沒有同情？

黛安娜· B· 亨利奎斯：我覺得我們

對SEC還是挺公平的，因為他們承認了

這是他們75年來最嚴重的錯誤。他們

調查過很多次，但都失職了。有的時

候麥道夫把他們簡直是玩弄於股掌之

間，有的時候SEC有別的醜聞需要處理

，精力就從麥道夫身上轉移了，因為

這位華爾街大亨實際上幹的是龐氏騙

局，這件事兒感覺不太可能啊。在書

中我可以更加同情壹些，妳在電影中

會看到，那些被騙的人並不是壞人，

只是不知所措的人。

《愛樂之城》登頂倫敦影評人協會獎
於佩爾獲傑出貢獻獎“美國甜心”壹無所獲

在“太空”拍戲是項技術活
《異星覺醒》全程吊威亞 主創“苦不堪言”

聚集了傑克· 吉倫哈爾、麗貝卡·

弗格森、“死侍”瑞安· 雷諾茲等全明

星陣容的索尼科幻驚悚電影《異星覺

醒》將於2017年 3月 24日登陸北美院

線，中國內地有望引進。影片故事發

生在不遠的將來，壹座國際空間站中

，壹種來自火星的外星生命制造出壹

場難以掌控的災難。

在正式制作完成前，電影的細節

始終處於保密階段，時光網受邀探訪

了位於倫敦市郊的謝珀頓制片廠，壹

覽導演丹尼爾· 伊斯皮諾薩（《藏身之

所》《44號孩子》）和他的團隊根據

真實的國際空間站完成布景的精確過

程。

我們還親臨了影片三分之壹處的

壹幕關鍵場景的拍攝現場。在片中，

飾演宇航員兼醫生Jordan的傑克· 吉倫

哈爾以及瑞安· 雷諾茲飾演的工程師

Rory Adams等壹眾宇航員，目睹了微

生物學家Derry（Ariyon Bakare 飾演）

在空間站裏的安全實驗室內分析外星

生命體樣本時，突然遭到壹股無形力

量攻擊的全過程。

“我認為，把影片描述成壹部緊

張的科幻驚悚片，是個恰當的說法，

”制片人達娜· 哥德伯格說道。“他們

身處國際空間站，取回從火星帶來的

生命體，而這種東西比他們期待的更

聰明。”

這種生物也比主角們想象中的更

加危險。國際空間站裏的六位成員接

受命令檢查由壹輛火星無人漫步車收

集的樣本，這也許將成為地球外生命

確實存在的基本證據——而且這個樣

本被證明智力超群，對所有人來說都

是個巨大威脅，如果它被帶回地球，

那麽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有可能遭殃。

探班過程中，主創們始終不肯透露他

們將在大銀幕上呈現“外星生命”的

方式。“我們制作《特種部隊：全面

反擊》後期特效時，好奇號漫遊車剛

剛登陸火星，我們就有了個想法：如

果漫遊車在火星上發現新的生命體，

然後把它送回國際空間站分析，會發

生什麽？”制片人大衛· 埃利森如此說

道。

他曾和達娜· 哥德伯格壹同重啟

《星際迷航》系列並開發了《僵屍世

界大戰》等電影。 “達娜和我商量拍

攝壹部發生在國際空間站零重力下狀

態的驚悚片。我們和（編劇）保羅· 韋

尼克、略特· 裏斯壹起共進午餐，告訴

他們這個想法，他們離開後理出壹些

思緒，然後把這些靈感再反饋給我們

倆，最後就完成了我們現在正在拍攝

的《異星覺醒》。”

韋尼克和裏斯曾壹同編寫了大熱

影片《死侍》的劇本，而“死侍”瑞

安· 雷諾茲這次也出演了《異星覺醒》

，他和導演丹尼爾· 伊斯皮諾薩還合作

過《藏身之所》。

編劇盡可能地將影片裏的科幻和

技術刻畫得更加準確、真實，為此他

們聘請了歐洲太空總署的監察長魯道

夫· 施密特博士，和微生物學家亞當·

盧瑟福作為顧問。

“這個故事發生在不遠的未來，

我們使用’科學流派’這個詞是因為

我們希望這部電影更加真實，希望觀

眾在電影裏看到的和他們在電視新聞

看到的畫面壹樣。”哥德伯格對我們

說。

影片幾乎所有場景都設定在國際

空間站有限的空間內，演員必須模擬

空間站宇航員所處的零重力環境。這

意味著幾乎在拍攝每個場景時，演員

們都要懸掛在由工作人員控制的巨大

鋼絲上，營造出他們處於失重環境裏

的懸浮狀態。後期剪輯時，劇組會用

CGI技術把鏡頭中的鋼絲抹掉。

演員還接受了動作教練Alex Reyn-

olds的指導，他此前是壹名舞蹈演員，

曾在《萬物理論》和《丹麥女孩》中

與埃迪· 雷德梅恩合作過。在這部影片

裏，他幫助演員們展現出在零重力環

境下的身體動作。

“我喜歡挑戰更困難的事物，但

是慢慢地妳會感到當妳在漂浮的時候

，妳不僅僅在漂浮，而像個木偶壹樣

被鋼絲操控著——這太艱難了。”吉

倫哈爾告訴我們。

“很多時候，我說：’我自己可

以的，沒問題……’然後他們說：’

別，妳不要碰任何東西，我們把妳帶

到那裏。’然後大概有40多個人從上

面把我們拉來拉去。拍攝很有趣，因

為妳全程無法控制自己，體能在這個

過程中也很重要。“

他還透露在飾演這個角色時，從

他祖父身上獲得了壹些靈感。吉倫哈

爾的祖父在2015年去世，他生前曾是

個醫生。“我感覺現在好像和他壹起

在太空演戲壹樣，聽上去不錯。”

除吉倫哈爾和雷諾茲外，麗貝卡·

弗格森在片裏飾演控制疾病專家Miran-

da North，真田廣之飾演飛機工程師

Murakami，Olga Dihovichnaya飾演飛行

指揮官Goloykin，以及Ariyon Bakara飾

演微生物學家Derry。

《復仇者聯盟3》上下部本周壹開拍
戴夫巴蒂斯塔“明天進組”訴苦稱“還沒拿到劇本”

《復仇者聯盟3》的上部和尚未定

名的下部將於當地時間周壹正式開拍。

但有意思的是目前許多演員，包括將於

周壹進組的戴夫· 巴蒂斯塔都還沒有拿

到劇本。

Collider 主編 Steven Weintraub 當地

時間22日在自己的推特上留言稱“兩

部‘復聯’電影將從23日開始拍攝。

”而另據《綜藝》消息，“猩紅女”伊

麗莎白· 奧爾森和“鷹眼”傑瑞米· 雷納

在接受采訪的時候，都提到了他們還沒

有拿到劇本。

但奧爾森並不很著急，因為她的戲

份要等到四月份才開始拍攝。但毀滅者

Drax的扮演者戴夫· 巴蒂斯塔就沒那麽

幸運了，他在推特上轉發了《綜藝》的

消息，同時感慨自己也同樣沒有拿到劇

本，但他明天就要進組了。

不難推測，這應該是漫威的保密措

施使然，又或者是漫威囑咐過演員們不

能透露關於電影的任何消息。顯然“沒

拿到劇本”是個非常不錯的借口。

《復聯3》由羅素兄弟執導，將分

成上下兩部，第壹部將於2018年5月4

日上映，而尚未定名的第二部則定檔

2019年5月3日。兩部電影將在蘇格蘭

部分地區進行取景，並同時拍攝完成。

目前官方劇本尚未公布，目前已知

的是這兩部電影將以六塊“無限寶石”

聚齊為背景展開故事。直至《奇異博士

》，五大無限寶石已經全部登場。在

《復聯3》中將展現尋找最後壹塊“靈

魂寶石”的過程，復仇者聯盟將與大反

派滅霸（喬什· 布洛林 飾）展開對決。

奇異博士、美國隊長和銀河護衛隊都將

登場。

德尼羅談德尼羅談““欺詐聖手欺詐聖手”：”：完全不能理解角色完全不能理解角色
全美金額最大龐氏騙局改編全美金額最大龐氏騙局改編HBOHBO電視電影電視電影 55月播出月播出

《亞瑟王》新預告巨獸碾壓人類軍團
草根國王手持石中劍 魔法戰士驚悚現身

蓋· 裏奇執導的《亞瑟王：劍的傳奇》

今日曝光第二款預告片。只見查理· 漢納姆

扮演的草根國王身陷戰場，手持石中劍暴擊

對手，英勇無比。

比起“接地氣”的亞瑟王，他將面對的

敵人就魔幻得多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魔法戰

士、輕松碾壓人類軍團的巨獸紛紛登場，影

片的奇幻史詩氣質在視頻中得到展現。亞瑟

王是英格蘭傳說中的國王，他得到了大魔法

師梅林的輔佐，是圓桌騎士團的領袖，而他

與他的王後桂妮薇兒以及第壹騎士蘭斯洛特

三者的感情糾葛更是成為亞瑟王影視作品中

必不可少的部分。 《亞瑟王：劍的傳奇》

的劇本來自宙比· 哈羅德，基本上會忠實於

托馬斯· 馬洛裏（Thomas Mallory）

15世紀的文學作品《亞瑟王之死》

（Le Morte d’Arthur），而亞瑟王

故事中的奇幻元素也都會得到保留。

除了查理· 漢納姆飾演亞瑟王之外，裘

德· 洛在片中將扮演暴君伏提庚、阿斯特麗

德· 伯格斯-弗瑞斯貝扮演桂妮薇兒，影片的

演員陣容還包括飾演亞瑟王的父親尤瑟王的

艾瑞克· 巴納，萬人迷大衛· 貝克漢姆則在片

中飾演壹名暴躁武士，非常妒忌能拔走石中

劍的年輕亞瑟王，小貝此前曾在蓋· 裏奇的

《秘密特工》中客串壹名幻燈片放映員。

影片已定檔2017年 5月 12日在北美上

映。

周日1月22日晚上，2017年倫敦影評人協
會獎在倫敦的五月花酒店舉行了頒獎典禮，伊
莎貝爾·於佩爾獲得年度最佳女主角大獎和迪麗
絲·鮑威爾傑出貢獻獎（Dilys Powell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Film）。獲勝者由140名“倫
敦影評人協會”的影評人投票選出。

除了服裝設計方面，惠特·斯蒂爾曼的喜劇
片《愛情與友誼》今年並沒有太多獲得奧斯卡
學院獎的贏面，但凱特·貝金賽爾憑借本片獲得
了“年度最佳英國女主角獎”。而當晚最大的
贏家還是要數獲得了“年度最佳影片”的《愛

樂之城》，肯·洛奇的《我是布萊克
》則榮獲“年度最佳英國/愛爾蘭影
片獎”。

《愛情與友誼》和《月光男孩
》各贏得7項提名，其中分別2項獲
獎。瑪倫·阿德的德國喜劇片《托
尼·厄德曼》則緊隨其後，獲6項提
名，贏得年度最佳外語片獎。《愛樂之城》和
《海邊的曼徹斯特》分獲5項提名， 其中2項
獲獎，此前同獲得5項提名的《美國甜心》並
未斬獲任何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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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城生命河靈糧堂   慶賀教會成立四週年

【本報訊】位於糖城的「大休士頓生命河
靈糧堂」於 1 月 22 日慶祝教會成立四週年，當
天除了有特別的信息外，並有各項慶典活動，
包括歷年成長歲月點滴的影片、見證分享等，
最後全體會眾合拍全家福，並在莫思危主任牧
師的帶領下合唱生日快樂歌，共享慶賀蛋糕。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是由一群追求
「活潑的信仰，卓越的人生」的基督徒所組成
的教會，隸屬於「矽谷生命河靈糧堂」的一個
分堂。教會的目標是藉著敬拜讚美、聖靈更新、
小組教會和全地轉化來建造神榮耀的教會。莫
思危牧師說：「歡迎更多人能來到教會一同敬

拜神，享受在耶穌基督裡
的自由與喜樂，也期盼這
裡能成為您屬靈的家，一
個充滿神的愛，可以使人
拿下面具、卸下重擔、走
出憂傷、得著醫治與釋放、
生命不再一樣的地方。」

在四週年堂慶的特別
崇拜中，莫思危牧師分享，
過去四年，是教會的啓創
期，有許多的艱辛和不容
易，當教會邁入第五個年
頭時，正是往上建造的開
始，鼓勵會眾脫離「得」
的階段，而進入「給」的
祝福中。莫牧師特別從三
方面來勉勵與會者：

1. 要顧念別人
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他的人生應該是豐富，可以去祝福別人的人。
生命需要不斷的流出去，生命才不會停滯。

2. 要效法耶穌
一般人常有個錯誤的觀念，就是多佔便宜

免吃虧，給出去就是損失，這樣的生命是個以
自我為中心的生命。神的兒女要效法耶穌基
督，作一個施比受更為有福的人。

3. 有的還要加給他

糖城的「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於1月22日上午10 時至中午12時慶祝教會成立四週年，當天除了有特別的信息外，並有各項慶典活動，包括歷年成長歲月點滴的影片、見證分享等，最後莫思危牧師夫婦與全體會眾合拍
全家福.(記者黃麗珊攝)

在糖城生命河靈糧堂莫思危主任牧師夫婦的帶領下同工們、教友們合唱生日快
樂歌，共享慶賀教會成立四週年蛋糕。(記者黃麗珊攝)

糖城 [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 ] 建堂主席 John 作蒙
福感恩見證。(記者黃麗珊攝)

在糖城生命河靈糧堂四週年堂慶的特別崇拜中，莫思
危牧師分享，過去四年，是教會的啓創期，有許多的艱
辛和不容易，當教會邁入第五個年頭時，正是往上建
造的開始，鼓勵會眾脫離「得」的階段，而進入「給」
的祝福中。(記者黃麗珊攝)

若我們願意將自己有限的給出去，主動關
心別人，上帝無限的豐富就會充滿我們，一個
肯給出去的人，神必加倍祝福他，使他凡事充
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莫牧師接著分享該教會所支持的孟加拉扶
貧事工，因著宣教士的擺上，使貧民窟的兒童
得以有受教育的機會，婦女也因著刺繡的培
訓，開始有一技之長，來改善貧困的生活，脫
離惡性循環。最後，莫牧師祝福會眾都能做個
願意「給」的人，也祝福教會能成為一個「給」
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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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警察局和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聯合舉辦
“社區安全警民對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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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年年11月月1919日晚日晚66點點，，休斯頓警察局和中國駐休斯休斯頓警察局和中國駐休斯
頓總領館聯合舉辦頓總領館聯合舉辦““社區安全警民對話會社區安全警民對話會”，”，目的一是目的一是
；；如何加強華人社區治安安全如何加強華人社區治安安全，，休斯頓警察局官員聽取休斯頓警察局官員聽取
華人華僑的意見華人華僑的意見。。二是二是；；前不久前不久，，一位中資企業駐休斯一位中資企業駐休斯

頓的辦事處女員工被殺害頓的辦事處女員工被殺害
一案一案，，此案得到中國駐休此案得到中國駐休
斯頓總領館的高度關注斯頓總領館的高度關注，，
在休斯頓全體警員的努力在休斯頓全體警員的努力
下下，，在短時間內成功破案在短時間內成功破案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為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為
休斯頓警察局以及破案警休斯頓警察局以及破案警
員頒發員頒發《《華埠衛士華埠衛士》》匾牌匾牌
，，對警察局及破案警員在對警察局及破案警員在
人命關天的案件上認真的人命關天的案件上認真的
工作態度表示肯定工作態度表示肯定。。中國中國
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
使親臨現場並發表講話使親臨現場並發表講話，，
呼吁華人在美國生活要注呼吁華人在美國生活要注
意安全意安全。。副總領事劉紅梅副總領事劉紅梅
在對話會上表示在對話會上表示，，華僑在華僑在
美遇到任何困難美遇到任何困難，，可以隨可以隨
時和總領館聯系時和總領館聯系，，總領館總領館
設有專線設有專線2424小時為僑胞服小時為僑胞服
務務。。

休斯頓警察局局長休斯頓警察局局長Art AcevedoArt Acevedo帶領警察局全體警官參加帶領警察局全體警官參加
““警民對話會警民對話會”，”，他在講話中說他在講話中說，，對於一個漂亮的中國女對於一個漂亮的中國女
生被殺害生被殺害，，他感到非常難過他感到非常難過，，不過這個案件不是針對中國不過這個案件不是針對中國
人人，，這種案件發生在每一個種族社區這種案件發生在每一個種族社區，，Art AcevedoArt Acevedo局長局長
說說，，我剛剛上任我剛剛上任，，爭取在任期降低休斯頓犯罪率爭取在任期降低休斯頓犯罪率。。在對話在對話
會上局長回答了所有民眾的提問會上局長回答了所有民眾的提問。。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使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使（（左一左一））和副總領事劉紅梅和副總領事劉紅梅
（（右一右一））為休斯頓警察局頒發為休斯頓警察局頒發《《華埠衛士華埠衛士》》匾牌匾牌，，由警察局由警察局
局長局長Art AcevedoArt Acevedo先生接受先生接受。。

休斯頓僑界領袖們與與警察局局長休斯頓僑界領袖們與與警察局局長Art AcevedoArt Acevedo合影合影。。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使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使（（左一左一））與警察局局長與警察局局長Art AcevedoArt Acevedo一起一起，，
為休斯頓警察局破案警官為休斯頓警察局破案警官detective Tom Fergusondetective Tom Ferguson（（左二左二））及他的搭檔及他的搭檔
（（右二右二））頒發頒發《《華埠衛士華埠衛士》》匾牌匾牌。。

““警民對話會警民對話會””現場近四百人參加現場近四百人參加。。著名律師陳文著名律師陳文、、僑領孫鐵漢僑領孫鐵漢、、教教
授喬鳳祥等人……先後向警察局局長提問授喬鳳祥等人……先後向警察局局長提問，，大部分問題都是華人最關大部分問題都是華人最關
心的問題心的問題，，就是警察局在提高華人社區安全有哪些措施就是警察局在提高華人社區安全有哪些措施。。

來自中國的杜沙海闊小朋友來自中國的杜沙海闊小朋友（（左一左一））寫了一幅字寫了一幅字《《強民富國強民富國》》贈送給李強民大使贈送給李強民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