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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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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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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糕
宜丰鸡蛋糕

宜丰传统名点之一，具有色黄味美、香甜酥口、入口消融、四季可食等特点。用上等面粉 500

克、白糖 250克、猪油 75克、鸡蛋 1个、苏打 5克为佐料。将面粉置于案板上，放入猪油、白

糖、鸡蛋、苏打和适量水拌匀后，做成长 5－6公分、宽 3公分、厚 0.7公分的小块。待猪油或

清油烧到三四成热时下锅油炸，再用小火烧到八成热时起锅，凉后即可食用。特点是酥软有

弹性（指压起窝，指放复平），滋润，不腥不腻，半月不减其新鲜颜色。

鸡蛋糕在宜丰潭山天宝一带较流行，是不少家庭过年必备食品之一！

原料

鸡蛋 250克，精粉、白糖各式各 125克，果酱 30克，可可粉 10克，也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些

辅助原材料，比如虾仁、紫菜等。

制法

1.新鲜鸡蛋一个。磕入碗中，用打蛋器调散，加入很少量盐调匀，这时的蛋液会比之前稀、

黄。

2.加水。最好是温水。冷水不太好，热水就更不行了，一冲进去就成蛋花了。

3.水的量很重要，太少会觉得蛋羹比较密实比较老，太多蛋羹成形会比较困难，口感也水水

的。那么，偶一般是一颗蛋，两蛋壳水。就是把磕开的两半蛋壳都装上水，装两次，就是两蛋

壳水了，简单的说，水和蛋液的比例大概是二比一。呵呵。

4.水中加入少量蚝油调匀后掺入蛋液里面调匀。再加入少量猪化油。

5.烧一锅清水，放上蒸隔。水一定要开以后，再把蛋液放上蒸隔，然后开小火，锅盖一定要留

缝，不要盖严实了。这样蒸出来的蛋羹绝对不会有蜂窝眼，口感也不会老。

6.大概 10－15分钟，鸡蛋羹就应该差不多好了。撒上一些葱花（根据个人爱好，还可以加肉

臊之类的），滴上几滴蒸鱼豉油就可以享用啦！

7.如果放少许虾皮会更好吃的，当然这个要依个人的口味来定！

特点

本品外观乳黄色和可可色相间，层次清楚，色泽分明。口感甜香软滑，味美适口，是色、形俱

美的佐茶佳点。

鸡蛋糕，我们都知道．它以方便省时，营养丰富，口感细腻被广大的老百姓们所喜爱，但是

蒸它时却不会那么如意，时常会出现蜂窝，这样既破坏了它的外观又影响了它滑嫩的口

感．不过大家不用着急，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种非常方便的方法，可以避免蜂窝的出现！

1.首先大家把鸡蛋放入碗里，再加入适量的水（最好是凉白开）。

2.找一个可以完全盖住碗的盘子，盖上（这点很重要噢，这是使鸡蛋糕不出现蜂窝的关键一

步）。

3.把盖好盘子的碗放入蒸锅内。

这样就可以了，用这样的方法蒸出来的鸡蛋糕别提有多”秀色可餐”了。

宜昌鸡蛋糕

在湖北宜昌地区有一种独特的鸡蛋糕，逢年

过节，家家户户都要制作鸡蛋糕，有“无糕不

成年”的说法。

做法

1、用新鲜的猪肉，大腿肉最佳，去掉肥肉，只

留取纯瘦肉，撒盐腌制 48小时。注意一定要

保证低温，以防肉变质。

2、把腌制好的肉切成小块，再加去皮的荸

荠，配比 10:1，用绞肉机搅成碎末。

3、在搅的肉末中加少量清水，再加豆粉、蛋

清、花椒、蒜泥、料酒、香料拌匀。豆粉的配比

是 10:2，注意不要加多也不要加少，少了做

出来的糕会不结实，多了影响味道。

4、把油豆腐皮平铺笼屉内，把肉糊平摊在上

面（约 3公分厚），坐旺火沸水锅上蒸 30-40

分钟，揭开笼盖，将生鸡蛋黄抹在肉糕上面，

再蒸 5分钟取出，剞成十字花刀后，继续蒸

30分钟，出笼晾冷，切成适当小块。

主要吃法

1、下火锅，把 10厘米长、3.3厘米宽的条，下

各种火锅吃，最出名的就是三鲜火锅。

2、清蒸，取鲜花碗，用红苕条垫底，在上面用

切好的鸡蛋糕条码成宝塔形，上笼蒸热后出

笼。

3、也可以油炸着吃。

在部分地方还流行着一种风俗，及在出笼的

第一块糕上涂红色染料，然后在大年三十的

团圆饭上吃。一祈祷在来年平平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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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1717賽季賽季CBACBA常規賽第常規賽第2929輪比賽今晚開打輪比賽今晚開打。。廣東坐鎮主場迎廣東坐鎮主場迎
戰前來挑戰的八壹隊戰前來挑戰的八壹隊，，最終廣東主場最終廣東主場107107--7070輕取八壹隊輕取八壹隊。。

[[足總杯足總杯]]普利茅斯普利茅斯00--11利物浦利物浦

20162016//1717賽季英格蘭足總杯第賽季英格蘭足總杯第33輪重賽展開角逐輪重賽展開角逐，，利物浦客場利物浦客場11
比比00小勝普利茅斯小勝普利茅斯，，庫蒂尼奧助攻盧卡斯破門庫蒂尼奧助攻盧卡斯破門，，傑維斯隨後打中立傑維斯隨後打中立
柱柱，，奧裏吉射失點球奧裏吉射失點球。。利物浦下輪將在主場對陣狼隊利物浦下輪將在主場對陣狼隊。。

[[澳網第二輪澳網第二輪]]穆雷穆雷33--00盧布廖夫盧布廖夫

20172017年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展開第年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展開第33
日的爭奪日的爭奪。。在男單次輪的較量中在男單次輪的較量中，，頭號種頭號種
子子、、世界第壹穆雷直落三盤世界第壹穆雷直落三盤，，66--33//66--00//
66--22完勝俄羅斯小將盧布廖夫完勝俄羅斯小將盧布廖夫，，順利晉級順利晉級
第三輪第三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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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小 時 上 網 訂 位 

www.bfftours.com 

專營美國國內旅遊。獨家設計特色旅遊套餐。一站式報名及直接出團。 
私人量身訂制遊團 時間  地點  風格  計劃一個完全屬於你的旅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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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程詳細將於網頁公布) 

 

國寶演員為 5歲龍鳳胎推男主角 
老爸爸金士傑逼兒認帥

《秀麗江山長歌行》提槍上陣
林心如自認獨立非女漢子

等了 3 年 費玉清登台開唱 
父鼓勵重返舞台

小巨蛋 6 月響天籟

伊林娛樂雙「豪」攻《紅白》
劉以豪羨溫昇豪唱跳超帥

李玟吆喝阿妹同踩蛋 
「18」巡演 5 月深圳起跑

認老「最後一部偶像劇」
吳慷仁當《極品》剷肉 12kg

65 歲的金士傑去年在大陸接拍 11 部電影，作品大
多客串，不敢接男一角色，因為必須常回台灣照顧一對
５歲的龍鳳胎，農曆年前兩個月推掉不少工作，專心陪
孩子們看書、玩遊戲，這兩天帶孩子到動物園，昨逗趣說：
「我現在滿 65 歲了，坐公車半價，逛動物園也有優待票，
要帶他們玩得更認真一點。」

教育採自由開放
國寶級的金士傑，完美演技令人折服，提到孩子則

成慈愛深情的父親，他和太太對孩子的教育方式開放
自由，沒讓他們上幼稚園，而是找家教到家裡教注音
符號，也上音樂才藝及英語會話課；雖然是「老爸爸」，
但他自嘲會「狡猾」地告訴孩子：「別的拔拔頭髮沒白，
拔拔白了，那拔拔是不是比他們更帥？他們通常會被
逼著說『對啊』。」 他用一隻手或一只襪子就能說學逗
唱，孩子們最愛聽他說成語故事，有次哥哥被嚇到，會

金鐘視帝吳慷仁 18 日出席三立新劇《極品絕配》
記者會，同在三立當男一的謝佳見、張立昂特地站台，
恰巧這次與吳慷仁搭檔的女一邵雨薇是張立昂女友，
張立昂被問女友拍吻戲是否要報備？他低調回：「專業
演員做專業的事，不用特地報備。」

吳慷仁暌違４年後重返偶像劇市場，昨語出驚人
說，這部戲可能是他最後的一部偶像劇，之後不會再演，
自認 34 歲的年紀大了，除了體力不如從前，演的角色也
有限，「都可以演爸爸了」，所以不需要刻意扮偶像，也
不適合演太多愛情劇，已經「回不去了」。

他強調：「若同時有兩部偶像劇找我，我還是會演
出三立的戲。」這次回三立是因為有感情在，自然就會
回來，他也為戲刻意減肥，２個月時間從 84 減到 72 公
斤，他還跟劇組開玩笑說，如果要拍裸露戲，就要等到
年後，他要利用過年休假練一下身體。

中視周一至周五晚間９點檔《秀麗江山長歌行》，
劇中林心如除了女裝扮相，也必須全副軍裝、提槍上陣，
顛覆以往端莊賢淑的女性角色。

費玉清（小哥）暌違３年再開金口！他將於６月16、17日站上台北小巨蛋舉辦「金
嗓再現 天籟饗宴」演唱會，出道 45 年首次攻蛋，主辦單位寬宏藝術祭出最高規格
的音響設備、精心設計的燈光及影像，凸顯小哥獨樹一格的費式唱腔，帶給歌迷最
高等級音樂饗宴。

小哥清亮獨特的優質美聲，在樂壇受歡迎程度數十年如一日，過往開唱場場
滿座的他，曾連續 11 年在台舉辦 166 場巡迴演唱會，直到 2013 年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巡演落幕後，他因走不出喪母之痛，決定暫別演唱會舞台，多留時間陪伴年邁
的老父。

暫定北部２場
父親深知他骨子裡仍嚮往表演，於是鼓勵他重返舞台，不再讓歌迷以聲思人，

加上他 2015 年參與鄧麗君逝世 20 周年演唱會義演，感受到小巨蛋空間雖大，依
然能使抒情歌曲在最舒服的聽覺範圍內釋放最佳效果，而且有了此次經驗，他發
現年長觀眾都能適應小巨蛋場地，也很踴躍出席，才答應攻蛋。

小哥開唱的消息昨日曝光後，已經有不少歌迷摩拳擦掌，準備搶票送給父母當
作孝親禮物，中南部歌迷則關心是否有中南部場次？寬宏藝術表示：「目前僅確定
北部２場，其他地區尚未計畫。」

門票 18 日開賣
此外，歌唱生涯累計近千場演唱會紀錄的小哥，因與寬宏藝術合作 10 多年默

契良好，宣布加盟寬宏藝術，寬宏表示，之後將為小哥處理台灣一切工作事宜，除
演唱會等活動，也包括唱片宣傳。「金嗓再現 天籟饗宴」門票於 18 日在寬宏售票
系統及全台萊爾富、OK 便利商店販售。

李玟（CoCo）17 日生日，生日前
夕她在北京「2016 微博之夜」宣布「18」
巡迴演唱會５月自深圳起跑，將唱到
南京、上海、重慶、北京、廣州等城市，
也已申請台北小巨蛋，今年保證會唱
進小巨蛋，她當場向無緣再攻蛋的張
惠妹（阿妹）喊話：「阿妹你要做我的
演唱會嘉賓哦！我們是認識很多年的
朋友，希望之後在演唱會上能有特別
的合作演出。」獲阿妹點頭，還獻上
飛吻。

最具國際影響力
李玟前晚以一襲黑色薄紗透視

禮服出席「2016 微博之夜」，奪下「微
博年度最具國際影響力歌手」，老公
愛相隨，會後夫妻倆吃烤鴨慶生；阿
妹也獲頒「年度卓越成就歌手獎」，
男友 Sam 以「帥」字恭賀，表達他對
阿妹的欣賞。令歌迷欣喜的是，兩位
天后在典禮上互許合作的約定備受
期待。

推出新歌〈18〉
值得一提的是，李玟暌違７年後啟動全新巡演，演唱會取名為「18」，主因是她

逐夢的起點，18 歲那年她首次參加歌唱比賽，得到發片機會，也是她第１次談戀愛，
並遠離家鄉打拚的年紀，她說：「我要在演唱會上藉著歌曲，跟大家分享從 18 歲起
每個階段的 CoCo Lee。」她也推出新歌〈18〉。

伊林娛樂雙「豪」溫昇豪和劉以豪登上台視除夕節
目《2017 超級巨星紅白藝能大賞》，溫昇豪演而優則唱，
在台上動感唱跳張學友的〈你冷得像風〉，讓害怕唱歌
的劉以豪看得好羨慕：「昇豪哥真的好帥！」溫昇豪則
開玩笑說：「我穿得有點像圍事的。」 劉以豪許下心願：「希
望明年也可以在昇豪哥後面帥一下。」沒想到溫昇豪竟回：
「我不是很喜歡有人在我後面！」劉以豪接話：

「感覺不是很舒服是不是！」兩人一搭一唱語帶曖
昧，惹得現場哄堂大笑。 《紅白》來到第８年，為了隆
重登場，溫昇豪和劉以豪精心準備３段演出，並帶著 16
位小鮮肉男模共同上陣，不僅又唱又跳，甚至還上演考
驗演技的情境劇，讓大家知道模特兒不只會走秀，演戲、
唱歌、跳舞樣樣都難不倒！

溫昇豪有信心表示：「未來男團指日可待，我們不是
只能選擇韓國天團，還有可能出現由劉以豪帶隊的『土

問：「媽媽我現在是不是驚弓之鳥？」有次兄妹在車上
搶玩具，他氣得停車，要小孩下車，孩子不講話，他坐
回駕駛座繼續開，自覺脾氣發得有點大，為找台階下對
孩子說：「爸爸這樣『小題大作』會不會很無聊，生一點
氣就好，生那麼多氣是不是很奇怪？」笑說這做法叫「一
石二鳥」。

髮禿憂戲路受限
他和卜學亮主演果陀舞台劇《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

課》在兩岸三地已演５年共 200 多場，持續加演中，一
對寶貝和這齣戲同步成長，最大轉變？他用手摸著頭說：
「我這邊頭髮變少了，本來有點禿，但禿的程度變多了。」
他坦言禿得太凶有點擔心，怕戲路受限，但他順性而為，
不打算求助醫生，「洗髮精換好一點，全禿有全禿的方
式，會繼續活下去。」

雞天團』！」《2017 超級巨星紅白藝能大賞》將於除夕（27
日）晚間７點在台視播出。

生活中她才華洋溢，對古裝劇不論是演出或製作
經驗，在更多細節與學習上也愈來愈得心應手，還在坐
月子的她表示：「每部戲對我來說都是學習和進步，籌
備這部戲的時候我就會盡量避免之前犯過的錯誤、彌
補不足，希望能讓它更完美。」

她劇中雖是千金，但整天跑上跳下，沒個大家閨秀
模樣，且從小鑽研兵法、練武，長大後更立志披上戰袍、
復興漢室，角色性格很像個女漢子。她笑稱現實中算不
上女漢子，「我只是比較獨立而已」。

她戲裡曾幫婚姻不幸福的洪小鈴打抱不平，生活
中是否也曾對好姊妹伸出援手？林心如說，好姊妹之間
的友情，就是能在每個「重要時刻」，彼此陪伴支持度
過難關。

星期五 2017年1月27日 Friday, January 2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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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值 套 餐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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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集剧情简介
01小鸽子

这天家里飞进来一只小鸽子，第二天，为了留下小鸽子，大头儿子在小鸽子的腿上绑了一个邀请小鸽子来家里的信。但小鸽子一直都没有回来。这天他们跟着另外一只鸽子

来到小鸽子主人的家里，原来它的主人下肢瘫痪但他养的鸽子们能够帮他完成他想做的事情，而大头儿子的小鸽子受伤了之后在大头儿子的照料下小鸽子恢复了健康并最终留

了下来。

02旱鸭子下海

大头儿子在家里玩小河的游戏，小头爸爸则带着他来到了真正的海边。但到了还海边的大头儿子却不敢下海，看着小头爸爸和朋友们在海里玩的开心，大头儿子也不知不觉

的慢慢走进了海里。而回到岸上的小头爸爸发现大头儿子不见里正在着急，这时却看到在大海里玩的大头儿子，父子两惊喜的发现大头儿子不再是旱鸭子了！

03买帽子的故事

天气渐冷，这天下起了大雪。为了买帽子，小头儿子和大头爸爸已经去了很多家商店，这时他们发现了帽子展销会，在爸爸的却说下大头儿子

进来挑选帽子，但最终两人都没有买到适合自己的帽子。正当两人垂头丧气时忽然发现在儿童展区的动物玩偶身上的帽子正适合两人！但最终

动物们还是要回了自己的帽子。就在这时圣诞老师却给没了帽子父子两送来了适合的帽子

04五个吻

小头爸爸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回来给大头儿子睡前的五个吻。小头爸爸在回家的路上想起了过去告诉小头儿子爱就是力量的往事不禁心里暖

和和的，第二天早上大头儿子起床后为了补偿昨天的五个吻小头爸爸带着他来到照相馆要求照 365张照片来代表父子之前的深厚感情。而取回

照片的父子两之间更加的亲密无间。

05大灰狼

这天围裙妈妈到朋友家里去了，晚上留守的父子两讲起了大灰狼的故事，调皮的父子两人在脸上画鬼脸，没想到吓晕了回家的围裙妈妈。

情急之下小头爸爸叫来了急诊车，但两人的鬼脸吓跑了救护车的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来到医院后又吓跑了急诊室的医生们。最终父子两

发现了是自己脸上

画的鬼脸。而误会也最终解除了。

責任編輯：XX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屋里，住着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在他们普普通通的生活中，总是响起充满欢

乐的笑声。最温暖的家又成了他们每个人的爱的源泉。

于是，一个个温馨、美丽、动人的故事就在这座普普通通的小屋里发生了……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故事，

最初曾在上海的《看图说话》和甘肃的《妈妈画刊》上连载，后来根据这些故事，中央电视台和东方电视台联

合制作了 78集的动画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没想到一炮打响，深得孩子们的喜爱，在国产动画片中占

据重要位置，还获得第十四届金鹰奖动画片大奖。

中国当代的经典动画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是一部系列性的童话组合，

它由诸多微小而有趣的故事组成，是一部很适合中国孩子观看的动画片。这是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家庭，片

中塑造了三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大头儿子、是个活泼可爱的大头的小孩，小头爸爸、是个给予大头儿子的是

想象力的满足和对他一颗童心，围裙妈妈是一个三口之家，而这三个形象的深刻寓意在于揭示了在中国当

代家庭中爸爸、妈妈和孩子所处的真实地位和他们各自代表的特定的文化内涵。孩子居首（大头），妈妈居

中，爸爸最末（小头）；爸爸主外，妈妈主内（围裙），他们是中国现代家庭教育典型的缩影。

这是最适合中国孩子观看的动画。爱是孩子最有营养的食物。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优越的物质关爱是必要

的，但不是最主要的。他们最最需要的是一个小头爸爸和一个围裙妈妈，如德国著名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所

揭示的“草帽”一样，父母应该给他们创造足够多的回忆资本，因为爱是一生都不能忘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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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誠徵：企檯、出納，有意者面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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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磊電影《麻煩家族》

概念海報曝家庭鬧劇
逼瘋強迫癥

由黃磊執導的電影處女作《麻煩家族》今日曝光概念海報，

墻上傾斜的衣架和淩亂無章的衣物，令麻煩家族的“麻煩”躍然

眼前，矛盾壹觸即發，家族戰爭即將打響，令人不得不感嘆，

“太麻煩啦！”。電影講述由“老不正經”的爸爸和“少女心文

青”媽媽鬧離婚而引發整個家族內部矛盾的搞笑故事，令人捧腹

大笑的同時，還蘊含著黃磊對家庭和生活的思考。電影《麻煩家

族》由黃磊自導自演，李立群、張偉欣、海清、王迅、孫莉、魏

大勛、任容萱共同主演，將於4月28日上映。

《麻煩家族》概念海報暗示混亂失衡
全家開戰矛盾壹觸即發
此次曝光的概念海報，展現家中壹面墻前的場景，衣架掛鉤

上掛著男女式外套、老式八角帽等各式衣物，臭襪子、書包等亂

扔在地，以幽默有趣的方式展現出復雜的家庭關系，充滿令人啼

笑皆非的矛盾感。同時，墻上傾斜的衣架也暗示著在這個混亂的

家族中，家庭成員之間不平衡的關系，只需壹個導火索，家庭矛

盾隨時爆發。海報雜亂無章的畫面令網友大呼：“折磨強迫癥系

列再添壹員！”。

電影《麻煩家族》中，“老不正經”的爸爸李立群和“少女

心文青”媽媽張偉欣六十多歲卻鬧離婚，原裝夫妻黃磊和孫莉攜

手扮演“工作打雞血”大兒子和全職太太大兒媳，“男主外女主

內”的兩人感情危機暗湧，事業型二女兒海清和“吃軟飯”女婿

王迅演繹女強人和妻管嚴的無厘頭日常；暖男小兒子魏大勛則即

將和臺灣女友任容萱步入婚姻殿堂。海報簡單壹面墻的展現，就

令這錯綜復雜的“麻煩家族”躍然眼前，家庭戰爭即將打響，令

網友不禁感嘆，“天啦嚕，麻煩家族好麻煩！”

黃磊從《麻煩家族》感受家與生命
突破常規驚喜不斷瘋狂吸睛
對於選擇《麻煩家族》這個故事作為自己的電影導演“老處

女作”，黃磊表示，在歡笑當中讀到好多東西，“有對家的感

受，也有對生命的感受”，在電影的拍攝過程中也對家庭這壹命

題有所觸動。他坦言，“麻煩家族”中的家庭就是這樣：“妳也

離不開我我也離不開妳，但是有的時候就覺得，我真想離開妳，

妳也真想離開我，這樣復雜的情感就形成了家”。

為了自己的電影“老處女作”，在全身心投入創作的同

時，黃磊此次也是不遺余力地進行宣傳，於1月12日進行的史

無前例的後期剪輯直播也取得了爆炸性的反應，在直播結束後

播放量仍然不斷飆升，目前已突破760萬大關，如此“不走尋

常路”的舉動令網友驚喜不已，也使得觀眾們對《麻煩家族》

期待值爆棚。

電影《麻煩家族》將於今年4月28日上映。

謝霆鋒演廚神葛優復出 講述食神與吃貨的故事
英皇電影此番擺出全星陣容，開拍《鋒

味江湖之決戰食神》。電影由葉偉文執導，

主演除了綜藝節目《十二鋒味》謝霆鋒外，

還邀請到了經典笑星葛優復出參演，更有韓

國CNBLUE隊長鄭容和、唐嫣、白冰等加

盟，定檔2月10日爆笑上映。

謝霆鋒飾演本地廚神
對陣“三星大廚”鄭容和
本次電影的男主角高天賜由謝霆鋒本色

出演，擔當春風裏七記大排檔的當家主廚。

隨著春風裏老街拆遷臨近，壹位海歸米其林

主廚安保羅（鄭容和 飾）向天賜發起了廚神

挑戰，店鋪的生死存亡在此壹線。

為了守護七記“家”的味道，歷經輾

轉，他們決定與安保羅展開激烈對陣，壹場

龍爭虎鬥正在醞釀，鹿死誰手尤未可知。影

片取景澳門綜合娛樂度假村——澳門新豪影

匯。新豪天地廚藝總監譚國鋒也將友情客串

《鋒味江湖之決戰食神》，力求給觀眾帶來

極致的美食體驗。電影的美食背景正是選自

國內遠近聞名的美食之都——廣州，這也不

禁讓人更加確信，電影壹定會展現出最為地

道最為驚艷的廣式風味。

葛優復出
眾多“吃貨”明星加盟參演
而本劇另壹大亮點則是經典賀歲檔明

星葛優與謝霆鋒上演情深父子。劇中葛大

爺自詡“吃貨”，對於這壹稱號，他表示

“其實也沒有那麽嚴重，我這個年紀肯定

吃過不少東西。”被問到沒有馮小剛是否

習慣，他則坦言，“可能馮小剛那邊的不

適合我。”

除此之外，更有最近進入新戀情的唐

嫣，在劇中大膽變換造型，扮成“海膽

妹”，與謝霆鋒輾轉廣州澳門之間。二人決

意為中華料理而戰，共同前往澳門新豪影匯

對國際大廚戰安保羅，以證明本土菜也能做

到最上乘的美味。

《決戰食神》男主角鄭容和及其團隊，

壹同前往澳門新豪影匯進行電影宣傳及開粉

絲見面會，現場他還品嘗了以上介紹的食

物，相信他的味蕾已被美食征服了。

由葉偉民執導，文雋監制與編劇的這

部《鋒味江湖之決戰食神》日前正式定檔

2017 年 2月 10日公映，影片集結葛優、謝

霆鋒、唐嫣、鄭容和、白冰、杜海濤等全

星陣容。

由新銳導演梁棟執導，姜武、蔣

勤勤、李乃文等共同主演的奇幻喜劇

電影《完美有多美》近日發布了壹組

角色海報。海報中，主人公程天樂

（姜武飾）、卓彥妮（蔣勤勤 飾）擁

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造型和神態，海

報借助色彩演繹著角色的雙面人生，

每位主演兩個世界之間的互動也令人

浮想聯翩。

壹面黑白壹面彩色
詮釋雙面人生
此次曝光的角色海報中，姜武、

蔣勤勤以“壹面黑白壹面彩色”亮

相，海報借助色彩差異展現了角色的

雙面人生。修車工程天樂為科技公司

總裁程天樂點燃雪茄，衣著光鮮亮麗

的卓彥妮為打扮普通的卓彥妮塗抹口

紅，人物之間的關系隨之形成了巨大

的戲劇沖突。

此前片方推出的壹系列物料都表

明了程天樂經歷了迥然不同的兩個世

界間的穿越之旅，壹面是邋遢修車

工，壹面是事業有成科技公司總裁。

邋遢修車工過著“酒足飯飽思女神”

的小日子，而霸氣的科技公司總裁遇

到女神也會變身有心暖男，時不時地

來點兒溫情小浪漫。

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曝光的角

色海報中，蔣勤勤也擁有了雙面人

生，雙面人生角色的差異不禁讓人思

考，莫非影片中蔣勤勤也跟著萌叔壹

起穿越了？

《完美有多美》任意穿越
探尋人生真理之旅
通過海報中同壹主角雙面人生之

間的互動及情緒反差，不難發現快樂

其實是不能用物質來衡量的。修車工

程天樂雖然在為科技公司總裁點燃雪

茄，嘴角卻有不可掩飾的笑意，大明

星卓彥妮雖然光鮮亮麗但是表情嚴

肅，絲毫感受不到開心之情，打扮普

通的卓彥妮反而眼角帶笑，流露出幸

福的表情。

影片中，科技公司總裁程天樂沈

溺於紙醉金迷的生活，從而忽略了

生活裏那些通過人與人之間交流而

獲得的最本真的快樂，他通過不斷

地穿越兩個世界來滿足自己對於生

活“完美”的需求，同時也在不斷

的滿足與失去之間開始思考自己的

人生…

《完美有多美》中，修車工姜武

搖身壹變成為科技公司總裁，並依靠

壹扇如多啦A夢“任意門”般的大門

在兩個世界中穿梭自如。如果妳變成

了妳曾想成為的那個自己，事業有

成，擁有自己的公司，出門助理司

機相隨，開豪車坐私人飛機；婚姻幸

福，曾經仰慕的女神成為了自己的妻

子，有了可愛的寶寶。妳還會想回到

原來的世界中嗎？即使那裏有妳年事

已高的父母，有陪妳度過平淡歲月的

妻子和壹起吃著火鍋唱著歌的兄弟。

事業與妻兒，父母與兄弟，萌叔妳到

底要選擇哪壹個？

《完美有多美》與以往的穿越題

材電影不同，該片通過壹扇門，兩段

不同生活體驗，引發觀眾對於人生的

思考。影片由姜武、蔣勤勤領銜主演，

李乃文、傅穎主演，王德順、顏丙

燕、李奕嫻、杜維瀚、安琥、胡明、

嶽小軍、沙寶亮、馬元、洪辰、大

兵、程媛媛、董立範友情出演，朱旭

特別出演。北京偉世兄弟影視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鎮江文化旅遊產業集團

制作完成，陽光燦爛文化傳媒營銷推

廣，將於2017年 2月 14日情人節檔期

登陸全國院線。

電影電影《《完美有多美完美有多美》》曝角色海報曝角色海報
姜武蔣勤勤挑戰雙面人生姜武蔣勤勤挑戰雙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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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聯盟》新劇照超人繼續玩消失
導演紮克：超人動態將成重大故事節點

2017年末超級英雄大片《正

義聯盟》再曝新劇照，DC四巨頭

——蝙蝠俠、神奇女俠、閃電俠

與鋼骨在壹幢似曾相識的建築裏

凝視前方神秘對手，超人照例失

蹤，而海王也並未出現。考慮到

影片公映尚早，目前發布的相關

劇照並沒有曝光多少猛料。導演

紮克· 施耐德向《帝國》雜誌透露

，“超人的確在這部電影裏地位

極其重要。他的出現，他的消失

，都是重大故事節點。”可見無

論出場時間長短，超人在《正義

聯盟》中的存在感依然很強。扮

演超人的亨利· 卡維爾先前也分享

過這壹部的造型變化，超人將在

片中換上全新黑色戰袍，這套造

型設計與漫畫《超人之死》情節

契合。《正義聯盟》的故事將承

接《蝙超》的結局，蝙蝠俠在對

人類殘存的信心以及超人無私奉

獻的影響下，接受了新盟友神奇

女俠的幫助，去對抗更加強大的

敵人。蝙蝠俠和神奇女俠壹同尋

找並招募了壹支超人類聯盟來抵

擋新覺醒的威脅。但盡管這支隊

伍集結了蝙蝠俠、神奇女俠、海

王、鋼骨和閃電俠等人的威力，

他們似乎無法阻止敵人對地球的

進攻……《正義聯盟》由紮克· 施

奈德執導，“蝙蝠俠”本· 阿弗萊

克、“超人”亨利· 卡維爾、“神

奇女俠”蓋爾· 加朵、 “海王”

傑森· 莫瑪、“閃電俠”埃茲拉·

米勒、“鋼骨”雷· 費舍主演，超

人女友“露易絲· 萊恩”艾米· 亞

當斯、超人母親“瑪莎”黛安· 蓮

恩、“萊克斯· 盧瑟”傑西· 艾森

伯格均將回歸，“海後湄拉”艾

梅柏· 希爾德、海王導師“瓦寇博

士”威廉· 達福、蝙蝠俠管家“阿

福”傑瑞米· 艾恩斯、“戈登警官

”J· K· 西蒙斯等明星全新參演。

影片將於2017年11月17日在

北美正式開畫。

“歡樂好聲音”特輯害羞小象飆高音
“美偶”選手化身小象 能量爆發掀翻屋頂

由小黃人團隊全新打造的動

畫喜劇《歡樂好聲音》將於2月

17日在國內上映，此前該片在北

美率先上映後海外電影票房不錯

，刷新國內觀眾對影片的期待。

近日，該片發布壹支“天籟

女孩米娜”特輯，展現片中害羞

怯場的小象米娜（托瑞· 凱利配

音）戰勝自我恐懼，勇敢歌唱的

過程。

特輯中，米娜是壹只膽小靦

腆又極其怯場的小象，雖然有著

驚人的好嗓音，卻總是因為膽怯

錯失展現自己的機會，“她知道

自己想唱歌，但是有點什麽在拖

她後腿”，凱利這樣形容角色。

米娜和其他選手壹樣鼓起勇氣參

加了由劇院老板月伯樂發起的歌

唱比賽，月伯樂看出她的天賦並

不斷鼓勵道：“不要讓恐懼阻礙

妳做自己熱愛的事情”。

托瑞· 凱利用極其自然的配

音，將小象米娜想壹展歌喉卻又

猶豫躊躇，反復否定自我的狀態

表現得真實貼切。視頻末尾，米

娜終於克服焦慮直面恐懼，在舞

臺上耀眼釋放，甚至飆出天籟高

音掀翻屋頂，令在場所有人都為

之驚嘆。

作為美國當紅歌手、詞曲創

作者，托瑞· 凱利在2010年因參

加選秀節目《美國偶像》嶄露頭

角，並於2015年獲得第58屆格

萊美“最佳新人”獎項提名。同

樣有著選秀歌唱比賽經歷的她，

在配音過程中更能感受角色狀態

，因此演繹起來自然而流暢。

此外，影片還吸引了包括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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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瑟斯彭等好萊塢

明星加盟，配音陣容星光閃耀。

《歡樂好聲音》由曾創作過

《神偷奶爸》、《小黃人大眼萌

》、《愛寵大機密》等賣座影片

的資深動畫團隊打造，導演加

斯· 詹寧斯擔任編劇並執導。極

具代表性的人物設定，真實而接

地氣的角色故事，是本片區別於

其他動畫電影的壹大亮點。在這

場“動物界好聲音”的歌唱比賽

中，參賽選手們——患有舞臺恐

懼癥的小象米娜（凱 利）、天

性樂觀渴望拯救衰敗劇院的考拉

月伯樂（麥康納）、極力擺脫傲

慢男友的豪豬艾希（約翰遜）、

被家庭瑣事纏身的豬媽媽露西塔

（威瑟斯彭）……多個鮮活生動

的角色脫胎於現實生活，觀眾甚

至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制

片人克裏斯托弗· 麥雷丹德瑞曾

表示：“《歡樂好聲音》能讓人

產生共鳴，有趣、感人，鼓舞人

心，但最重要的還是人性。我們

想制作壹部能從不同角度使觀眾

產生代入感的電影。”

《歡樂好聲音》將於2月17

日以 2D、3D、IMAX3D 和中國

巨幕格式在全國上映。

《樂高蝙蝠俠大電影》3月3日登陸中國
DC英雄也會輕松惡搞 蝙蝠俠唱Rap打滾賣萌

華納兄弟出品的最新動畫《樂高蝙蝠俠

大電影》正式定檔3月3日（星期五）在中

國上映。影片是《樂高大電影》動畫系列的

最新篇章，前作於2014年上映，曾獲奧斯卡

、金球獎、安妮獎多項提名。《樂高蝙蝠俠

大電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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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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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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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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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化危機生化危機：：終章終章》》洛杉磯首映洛杉磯首映
導演壹家三口齊上陣導演壹家三口齊上陣

米拉談被西格妮韋弗影響米拉談被西格妮韋弗影響

《生化危機》系列的第六

部作品《生化危機：終章》1月

24日在洛杉磯舉行首映禮，導

演保羅· 安德森攜女主妻子米拉

喬沃維奇，以及二人在片中客

串出演的愛女埃爾加博· 安德森

亮相紅毯。時光網帶您直擊首

映禮現場。

導演保羅· 安德森談到《生

化危機》拍攝首部時，還很少

有女性為主角的電影，而這個

系列以及米拉正好為其他女演

員打開了壹扇大門。米拉· 喬沃

維奇則談到《異形2》對自己的

影響，她很自豪愛麗絲能夠有

像當年的西格妮韋弗壹樣，影

響到年輕演員。

在這壹部影片中，人類面

臨生死存亡的最後時刻，米拉

飾演的愛麗絲與盟友壹起回到

起 點浣熊市，阻止“紅後”人

類的屠殺。影片由米拉的丈夫

保羅· 安德森執導，除女戰神米

拉· 喬沃維奇外，艾麗· 拉特、

伊恩· 格雷 、肖恩· 羅伯茨以及

李準基的明星參與，將於2017

年 1月27日在美國上映。

《《美女與野獸美女與野獸》》內地定檔內地定檔33月月1717日日

同步北美上映同步北美上映
忠實再現動畫電影經典場景忠實再現動畫電影經典場景

2017年春季檔終於敲定了首部好萊塢

大片。迪士尼真人版《美女與野獸》已確

定將於3月17日同步北美登陸中國院線，

影片將以2D/3D/IMAX3D中國巨幕3D格式

上映。定檔預告片與中國版海報也在今日

曝光，片中四位主演在視頻中為中國粉絲

獻上了新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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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此前曝光的預告片來看，真人電影忠實再

現了動畫電影的經典場景。經典的動畫原

聲也將在電影中出現。

真人電影版曾經執導過《福爾摩斯先

生》《芝加哥》《暮光之城》的比爾· 康

頓擔任本片導演。影片匯集了愛瑪· 沃森

（貝兒）、丹· 史蒂文斯（野獸）、盧克·

伊萬斯（加斯頓）等眾星出演，更有艾

瑪· 湯普森（茶煲太太）、伊恩· 麥克萊恩

（座鐘總管）、伊萬· 麥克格雷格（燭臺

）傾情獻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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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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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