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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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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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明藥房：
特色服務 惠顧老人

迦南地產值得信賴

（本報記者施雪妮）您已經超過 40 歲
了嗎？如果印刷品的字體比較小，您是不是
感到閱讀吃力？您發現自己閱讀的時候變得
越來越離不開眼鏡嗎？當視線從遠處移到近
處的時候，您感到看不清楚嗎？昏暗的光線
下，您閱讀比較吃力嗎？您配戴雙聚焦眼鏡
嗎？而且想改善視線從遠處移到近處的適應
過程困難嗎？您是否因為視力下降而感到疲
憊不堪？或者您不僅是漸近片的配戴者，而
且還想擁有目前最清晰的視覺？唯美視學潘
敏娜博士向您推薦最先進的漸近片 ------
萬裏路自由視。

萬裏路自由視是根據不同的老視進程進
行不同的鏡片設計；無論何種距離都擁有良

好的視覺質量，遠處的，中等距離的，近處
的，視覺區域之間平穩轉換，而無需像雙聚
焦眼鏡那樣對鏡片進行困難地調整，很自然
地從一個視野轉向另外一個視野，非常容易
適應。

隨著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越
來越註重生活質量，衣食住行也越發講究
了。在人們享受高質量生活的同時，也感到
了年齡帶來的困擾。年過四十，眼睛逐漸失
去精確調焦的能力，也造成視物和閱讀的困
難。如何讓受到閱讀困難現象困擾的老視者
不僅解決困難，更享受到高質量的 視覺感
受，漸進鏡片就是一種不但能解決老視者閱
讀困難，而且讓他們享受高質量視覺感受的

眼鏡片。當然，廉價的老花鏡或使用兩副眼
鏡，或配戴雙聚焦眼鏡能解決老花眼問題，
但恢復最精確、最自然視覺的最佳辦法是使
用漸近片。

唯美視學是休斯敦代理萬裏路自由視漸
近片為數不多的專業眼科診所，潘敏娜博士
是一位敬業，敬責和具有愛心的醫師，她不
僅有豐富的專業理論知識，而且有多年的臨
床經驗，對各種眼類疾病的診斷及治療都非
常有經驗，在業內也廣受好評。有關漸近片
情況及其它眼睛問題，請隨時咨詢潘敏娜博
士。唯美視學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電話：
713-271-6898

（ 本 報 記 者 施 雪 妮 ） 服 務 於 本 地 多 年 的 康 明 藥 房
(BRIGHTMED PHARMACY) 是一家專為老人和殘障人服務
的 ` 綜合服務公司。除了提供常用的醫療器材外，康明藥房接
收 1,000 余家保險公司的保險計劃，包括聯邦政府推行的所有
藥品計劃。醫療器材和藥房都有專業工作經驗的工程師和藥劑
師負責，提供相關咨詢。多年為華人社區服務經驗，使康明藥
房的服務品質逐年提高，送藥上門，為患者著想，替病人分憂
解難，免費咨詢等等成為康明藥房的特色服務，深受顧客的好
評和信任。

針對聯邦政府推行的藥品計劃（MEDICARE PARTY）, 
康明藥房提供三項特色服務。

第一：幫助有聯邦政府醫療保險（MEDICARE）的老人
選擇適合他們的藥品計劃。由於每一個保險公司有不同的藥品
計劃，而每一種藥品計劃所包含的處方藥又不盡相同，老人們
對選擇藥品計劃感到吃力。康明藥房有專業人員幫助老人們選

 ( 本報記者施雪
妮 ) 蕭翠薇女士（黃
太）主持的迦南地
產，以專業知識豐
富，服務熱情周到
為僑界所熟知。蕭
女士從事房地產生
意二十多年，對新、
舊房、住家、商業、
查封買賣、租貸服
務樣樣精通，對各
種商業、住家舊房
的維修改造也非常
有經驗，並有自己
的 專 業 維 修 工 程
隊，提供『一條龍』
全套服務。

蕭女士介紹說：
休斯敦占有能源城
市獨特優勢，就業

率和購房率近幾年持續增長。從投資的角度來說，股市行情難
以預測，而房地產相對地來說是一個穩步向前，穩中有賺的好
選擇，加上華人善於經營，類似的餐館、洗衣店、加油站、公
寓出租等行業成為投資關註的目標。

如何找到真正的好房和房地產投資項目，很大因素取決於
找到一個真正專業，講誠信的經紀人。迦南地產近幾年來，已
成功地為無數房地產投資者完成了計劃，特別是為餐飲、洗衣
店、加油站、理髮美容等專業主找到地點好，房租合理，經濟
效益高的舖面。由於房地產市場的競爭，迦南地產更加註重對
每一位客戶的服務質量。同時，充分利用『一條龍』服務優勢，
客戶有什麼改造、裝修方面問題，都不必再找他人，真正做到
為客人省時、省力、省錢。

如果任何有房地產投資的需求或想買賣住家房屋，請隨時
洽詢迦南地產的黃太。

電話：281-798-0868

擇合適的藥品計劃，保證各位老人可以拿到常服用的處方藥；
第二，對於既有聯邦政府醫療保險，又有低收入保險的老人，
康明藥房的工作人員會幫助老人們選擇合適的 LOW CO-PAY
藥品計劃，最大限度地為他們節省藥品的開銷。第三，提供送
藥上門服務。無論距離遠近，康明藥房提供送藥上門服務。這
項服務不僅方便了老人，老人的子女也會受益，子女不必專門
到藥房去幫父母取藥。老人坐在家裏就可得到專藥服務。

康 明 藥 房 的 地 址：9630 Clarewood Dr. A14 Houston TX 
77036( 康樂活動中心，周藝醫師診所同棟 )。有關老年人任何
醫療用品之事，請洽詢康明藥房。電話：713-772-7700，免
費電話：1-877-274-4489( 通中、粵、越、閩、英 )。

唯美視學：最先進的漸近視覺 - 萬裏路自由視

唯美視學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電話：713-271-6898

康明藥房位於 9630 Clarewood Dr. A14 Houston TX 77036( 康樂活
動中心，周藝醫師診所同棟 )。

康明藥房的服務人員精通中、粵、越、閩、英語，熱情周到地為
每一位顧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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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瘦臂
推拿瘦身懶人減肥新法

形形色色的減肥法袁
除了抽脂手術尧吃減肥藥尧
節食尧運動等不乏追隨者
的減肥方法外袁中醫減肥
法更是重振雄風袁越來越
受年輕人的靑睞遥

女人天生就有愛相互

比較的天性袁什么都要比
較一番袁比哪個美袁比哪個
瘦袁五官比完了比身材袁身
材還有很多比較的地方院
臉龐啦袁是不是瓜子臉;手
臂呢袁能否不被叫麒麟臂;
腰腹的話袁以成爲 野小腰
精冶目的;大小腿袁纖細有骨
感爲美噎噎形形色色的減
肥法也因此而生袁除了抽
脂手術尧吃減肥藥尧節食尧
運動等不乏追隨者的減肥

方法外袁中醫減肥法更是
重振雄風袁越來越受年輕
人的靑睞遥

中醫推拿幫懶人做運動

推拿其實是一種脂肪的運動方式袁不需要你花費力
氣袁你只需要躺在床上輕輕鬆松野做冶運動遥當你全身接
受推拿師專業的推拿時袁可以説是通過被動運動袁以達
到減肥目的遥適合人群爲懶做運動或局部肥胖人士遥

推拿減肥的原理在于抑制食慾遥中醫出身的推拿師
陳海雲指出袁從中醫角度來説袁一般食慾過于旺盛的人袁
都是身體機能不協調的人袁他們多有脾胃不運的毛病袁
而且多濕尧多痰及氣虛通常是他們的體質特點袁這些肥
胖者若通過推拿進行減肥容易見效遥

推拿減肥是在人體體表循着經

絡的走向袁進行點按尧推拿等手法袁並
針對某些穴位(如承滿穴尧不容穴等)
進行重點刺激袁以特定的組合推拿手
法袁走遍全身 12條經絡袁調理臟腑功
能尧抑制食慾尧消除異常飢餓感和疲
勞感袁改善微循環尧平衡陰陽袁使體內
多餘脂肪加速分解代謝轉化成能量袁
從而達到減肥瘦身的目的遥還可針對
不同的肥胖部位進行按摩袁有針對性
地讓某些部位瘦下去遥

每次推拿包括三個步驟袁共需時 40分鐘左右袁10
次爲一個療程遥而超過 20斤的輕度肥胖袁一般需要 3個
療程;超過 50斤的重度肥胖袁則一般需要 5個療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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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季英超第賽季英超第2222
輪壹場焦點戰輪壹場焦點戰
在斯坦福橋球在斯坦福橋球
場展開角逐場展開角逐，，
切爾西主場切爾西主場 22
比比 00 取勝赫爾取勝赫爾
城城，，科斯塔打科斯塔打
破僵局破僵局，，小法小法
助攻卡希爾擴助攻卡希爾擴
大比分大比分。。切爾切爾
西聯賽主場西聯賽主場 88
連勝後以連勝後以 88 分分
優勢領跑優勢領跑。。

切爾西切爾西22--00赫爾城赫爾城

澳網戈芬勝蒂姆進八強澳網戈芬勝蒂姆進八強

澳網男單澳網男單11//88決賽決賽，，蒂姆蒂姆77--55//66--77((44)/)/22--66//22--66遭到戈芬逆轉遭到戈芬逆轉，，連續連續
兩年在墨爾本被對手淘汰出局兩年在墨爾本被對手淘汰出局，，戈芬生涯首進澳網八強戈芬生涯首進澳網八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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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狼2》定檔7月28日
軍艦坦克開進非洲

吳京被“開除軍籍”身份成謎
戰狼要回來了。今日，電影《戰狼2》

發布了先導預告和海報，從《戰狼》畫面
在先導預告的閃回裏能看出，《戰狼2》
的故事依舊是前壹部的延續，但讓人沒想
到的是，預告開篇就給了所有人壹記重拳
——冷鋒被戰狼中隊除名，並永久開除軍
籍，這不禁讓所有人猜想，冷鋒怎麼了，
他將會以何種身份再赴戰場？

早在去年8月《戰狼2》第壹次對外探
班時，吳京就曾透露，《戰狼 2》的故
事，將會輾轉非洲，從之前片方公開的資
料裏，也能看得出《戰狼2》將會是壹個
國際救援的故事，在先導預告裏，坦克、
軍艦紛紛開進非洲，之前在《美國隊長
3》裏飾演大反派的弗蘭克也帶隊奔赴非
洲戰場。預告片最後，吳京孤身單挑弗蘭
克的坦克的段落，讓人印象深刻，血性不
羈的性格，壹下子又把所有人拉回到大家
熟悉的戰狼。電影將會在今年7月28日全
國公映，這也宣告《戰狼 2》正式進軍
2017年暑期檔。

是友，是敵？
壹枚子彈引發“開除軍籍”的猜想
無論是在先導預告還是先導海報裏，

吳京手裏的壹枚子彈都引發了所有人極大

的好奇。預告片開篇，冷酷的旁白就宣告
了冷鋒的命運——被告人，冷鋒，犯故意
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並根據中國
人民解放軍紀律條令之規定，給予戰狼中
隊冷鋒除名，並永久開除軍籍處分。這出
人意料的除名，讓很多人費解冷鋒到底做
了什麼，也讓很多人懷疑這是不是冷鋒為
了執行特殊任務而做的犧牲。先導預告
裏，前前後後三次出現了壹枚子彈，這枚
子彈，跟著冷鋒從手術臺，到監獄，再到
非洲，而看他對這枚子彈的情感，也極為
復雜，這也引誘觀眾猜想這枚子彈，就是
讓冷鋒深陷監獄的關鍵。

余男回歸，孩童現身
非洲戰場，誰與吳京並肩作戰？
從預告片裏，能夠看出，《戰狼2》

的場面，明顯比上壹集大了不少，不過除
了軍艦、坦克的驚鴻壹瞥，此次另外壹個
讓人驚喜的是龍小雲的回歸，但關於龍小
雲的劇情，並未透露太多，除了上壹部與
吳京的閃回外，只有壹個被綁的鏡頭，這
壹次進非洲，能否與吳京並肩作戰，也成
為了大家關心的另外壹個話題。此次《戰
狼2》定檔，引入了另外壹組關鍵人物，
就是非洲的孩童，無論是海報上吳京在非
洲的戰亂廢墟中牽手的孩童，還是預告片
裏與其壹起在戰火裏奔跑的孩童，都非常

搶眼。無論從之前殺青的劇照，還是吳京
去非洲時透露的故事點滴，都有跡象表
明，非洲孩童，也許將會成為《戰狼2》
中的重點。

國內首部戰爭系列電影
《戰狼2》來了，還會有《戰狼3》麼

？
2015年，《戰狼》公映時，不但取

得了驚人的票房成績，更是引發社會的
巨大反響，電影裏的臺詞“犯我中華者，
雖遠必誅”，更是自發的成為了很多人
在面對外來挑釁時的壹種民族態度。
《戰狼》之後，很多觀眾期待吳京再拍
續集，兩年之後，《戰狼2》血性回歸，
但從吳京之前的微博中可以看到，早在
2013年時，他就已經完成了《戰狼2》
的第壹稿劇本，只是在《戰狼》公映前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否還有機會再碰
戰狼。但吳京曾在接受采訪時說過，希
望可以把戰狼做成壹部戰爭系列電影，
雖然電影還未公映，但冷鋒這個人物早
已在他心裏經歷了壹個軍人的萬千磨難
，雖然距離《戰狼2》上映，還有好長壹
段日子，但這支先導預告，已然燃起了
大家對於戰狼的更多期待。

小嶽嶽搭檔袁姍姍

《瘋嶽撬佳人》爆笑情人節
追愛途中，嶽雲鵬癡心絕

對，“程咬金”孫堅重返情場，
兩人誰才是袁姍姍的真命天子？
將於2月14日上映的爆笑愛情
喜劇《瘋嶽撬佳人》曝光“正
經靠臉”版海報，“丘比特”
嶽雲鵬、“宇航員”袁姍姍、
“貓王”孫堅壹壹亮相，新奇
的造型配合卡通夢幻的畫風將
角色性格標簽逐漸揭開，同時
預示著壹場顏值懸殊、笑料百
出的追愛之戰即將開啟。

“情聖”嶽雲鵬玩癡情
正面PK孫堅撩袁姍姍

此次曝光的人物海報喜劇
氣氛濃厚，俏皮畫風直指2月
14日的情人節檔期。嶽雲鵬化
身“丘比特”率先出場，這壹
造型似乎暗示著這場追逐戰中
的他要親自將愛情之箭射中女
神，抱得美人歸；袁姍姍搖身
壹變成“宇航員”翱翔天際，
執著追尋藝術夢想；孫堅則
“貓王”附身，酷炫瀟灑的打
扮、緊緊圍繞的音符都暗指其
星光閃耀的明星身份。壹個是
被眾多粉絲追捧的男神，壹個
是單純癡情的護工，面對截然
不同的兩個人，袁姍姍將會做
出怎樣的抉擇？眾看客們興奮
圍觀，靜待2月14日揭曉答案。

壹同曝光的劇照則給予觀
眾更多信息，三人復雜糾葛的
關系浮出“冰山壹角”。嶽雲
鵬與年少時女神袁姍姍的再次
相遇使他重燃追愛的決心。就
在兩人浪漫進餐之時，前男友

孫堅卻突然出現，發
起猛攻試圖挽回袁姍
姍。而被嶽雲鵬的溫
柔、善良所打動的袁
姍姍，她的內心是否
會再起波瀾，成為觀
眾最關註的問題之
壹。面對擁有碾壓性
顏值的勁敵，部分網
友並不看好小嶽嶽，
不過另壹部分觀眾則
對他信心滿滿：“嶽
雲鵬不玩顏值，主要
看氣質。”

喜劇陣容笑果十
足故事新奇玩轉正能
量

電影《瘋嶽撬佳
人》除了擁有嶽雲鵬、袁姍姍、
孫堅等實力顏值主創坐鎮外，
另外還有郭德綱、艾倫、潘斌
龍、楊能等喜劇大神傾情加盟。
因此影片信息壹經曝光，就憑
借其金牌喜劇陣容圈粉無數。
在早先曝光的“正經開撩”版
預告片中，不僅嶽雲鵬賣萌耍
寶、笑料不斷，袁姍姍、孫堅
等男神女神也紛紛拋棄偶像包
袱，大呼“讓他們走”、“辣
眼睛”，有些片段瞬間被玩壞，
甚至被網友自發制作成表情包
傳播開來。

作為17年情人節檔唯壹
壹部爆笑愛情喜劇，電影《瘋
嶽撬佳人》立足於“小人物逆襲
”的主題，在此基礎上再添突
破性創新及暖心正能量，清新

不落俗套，從陣容到故事類型
都讓人心生期待。而嶽雲鵬的
角色在力求真實的基礎上又不
乏沖突性，可謂看點十足，網
友表示“這個逆襲很真實”、
“人設善良真實，有笑有淚”。

據悉，《瘋嶽撬佳人》由
北京喜達達影視文化發展有限
公司、浙江自在影業有限公司、
北京京奇非凡影視文化有限公
司、杭州幕客影視有限公司、
山東影視制作股份有限公司出
品，鐘少雄執導，嶽雲鵬、袁
姍姍、孫堅、馬元、石小滿主
演，郭德綱、艾倫、潘斌龍、
楊能特別出演。嶽雲鵬、孫堅
兩大男神正面交鋒，撩妹PK
賽正式開啟，最終花落誰家，
2月14日見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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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壹向以溫良恭儉形象
亮相的王千源首次在《解救吾先
生》中出演反派就為觀眾留下難以
磨滅的印記，壹時間觀眾對他的評
價都是“《解救吾先生》裏的綁匪頭
子演得太到位了”、“豐滿又充滿真
實人性惡的反派角色”，導演丁晟
也曾調侃他長得比較有壞人的特質。
然而讓觀眾意想不到的是，這樣壹個
憑借悍匪華子讓惡人形象深入人心的
王千源選擇不斷顛覆觀眾對他飾演角
色的認知，在由第五代導演夏鋼執
導、根據須壹瓜小說《淡綠色的月
亮》改編的電影《夜色撩人》中，他
從“悍匪”搖身壹變當上“警察”，
背負著無法言說的秘密遊走在女主角
身邊，帶著復雜的經歷與心情充當著
壹個不壹樣的“暖男”。

《夜色撩人》滿足王千源心願，
首度出演警察實現英雄夢

“這樣問下去，妳會後悔的……”
治安警察謝高（王千源飾演）與芥
子（余男飾演）之間有著高於友情
而又止於曖昧的復雜情感。因為芥
子家中遭遇的壹場突如其來的劫
案，深藏心事的他在無形中陷入兩
難境地：既要安撫情緒崩潰執意追
問真相的芥子；又要掩蓋內心埋藏

許久的秘密，矛盾間的抉擇變得異常艱難……
在過去二十余年的演藝生涯中，“東京影帝”

王千源成功用他的演技塑造了壹個又壹個令人印象
深刻的形象：不論是《繡春刀》中忠孝仁義中帶有
復雜糾結的內心情感的“大哥”盧劍星；還是《鋼
的琴》中在朋友的幫助下努力用鋼鐵為女兒打造壹
架鋼琴的鋼廠工人陳桂林；抑或是《解救吾先生》
中冷血兇殘的綁匪老大華子……面對性格特征如此
迥異的人物，王千源用他極富張力的表現力讓諸多
作品中的人物變得鮮活。此次在《夜色撩人》中，
王千源飾演警察謝高，與居住在自己轄區的芥子、
橋北（南宮瑉飾演）夫婦牽扯不斷。月夜中的壹場
劫案更是讓三人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感情糾纏陷入
混亂。明明謝高可以利用身份的便利為芥子解開困
擾她許久的謎團，他卻總是欲言又止不肯和盤托
出，仿佛在掩蓋著什麼，而他最終的選擇，卻又讓
人揪心……對於首次在大銀幕上出演警察角色的王
千源來說，“謝高”不但讓他圓了英雄夢，還讓他
實現了與自大學以來便是他“偶像”的夏鋼導演合

作的夢想。

與韓國歐巴
南宮瑉拼帥拼演
技，《夜色撩人》
展現“影帝”王千源別樣風采

第五代導演夏鋼時隔十多年重回影壇執導的新作
《夜色撩人》改編自須壹瓜的小說《淡綠色的月亮》，
原著中因采用極其細膩的筆觸對極易忽視的女性心理
問題進行刻畫而壹度受到廣大讀者的追捧。為極大程
度上塑造出性格飽滿的人物，在人物設定上須壹瓜選
擇用芥子、橋北、謝高三個主要角色分別從男、女當
事人、旁觀者角度維持壹種敘事角度上的平衡。王千
源飾演的旁觀者身份的謝高雖站在事件之外，以非親
歷者角度審視著事態的發展，但對故事情節的推動
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與芥子、橋北夫婦曾
有過類似的經歷，而那件被他深埋在心中的往事，因
為芥子的追問也漸漸浮出水面，社會固有思想帶來的
困惑，讓他們無壹例外成了“受害者”。

在《夜色撩人》中，王千源與余男兩位演技派
強強聯手大展演技令人期待，而“韓國歐巴”南宮
瑉的加盟，則讓觀眾可以壹次領略到兩款迥異的男
神風格：在片中，南宮瑉飾演的橋北酷愛健身，大
秀肌肉，毫不吝惜展示身材。王千源則多以制服裝
扮亮相，別樣帥氣。當然，對於王千源來說，此次
出演《夜色撩人》，拼外表不是最重要的，更要讓
觀眾看到東京影帝在角色轉換上的功力——畢竟，
大家對《解救吾先生》中陰險狡詐的悍匪華子印象
實在太深，要讓觀眾相信他已經“改邪歸正”，變
身成了維護正義的警察謝高，還真是難度不小。對
此王千源表示：“當時演綁匪很入戲，演別的角色
我當然會徹底跳出來，有難度，但很過癮！”

據悉，懸疑情感話題之作《夜色撩人》由北京
中凱光輝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三星影視交流中心、
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上海雲意網絡科技有限公
司及深圳市城市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出品，將於2017
年春全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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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冠歲末最後一個通告遠赴加拿大開唱，除了品嘗特色美食，他不忘

幫寶貝兒女採購新衣，笑說：「５年前曾跟老婆來加拿大度蜜月，當時回來

後老婆就懷孕，馬上當爸爸，加拿大其實是我的福地。」稱這次工作是來「還

願」，開玩笑說：「還好這次老婆沒有來，不然回去之後太開心可能就有第

３胎。」

解禁吃麻辣鍋

相隔５年重返加拿大開唱，他看似精神奕奕，其實飽受時差之苦，開

唱前一度不適、整個人昏昏沉沉，所幸使出渾身解數完成演出；慶功宴上，

他難得放鬆大啖麻辣火鍋：「耶，解禁了！飛來飛去一整年，終於結束年前

最後一個工作，收工後的心情好放鬆，喉嚨也解禁了，可以喝點小酒、吃點

辣的食物。」

遊多倫多大學

他特地抽空一遊多倫多市區，看到千顆形形色色的鎖頭形成的 LOVE

裝置藝術，有感而發說：「以前我是個很怕被束縛的人，但現在是甘願被鎖。」

結婚５周年的他，加碼放閃告白愛妻：「因為遇上妳之後，我願意被妳鎖得

緊緊的。」 他也前往林志玲的母校多倫多大學一探究竟，見到美麗、遼闊

的校區，他不由自主發出讚歎聲：「真的是超級大，讓我很想重回校園時光，

騎著腳踏車載女同學在校園兜風，好浪漫。」

馬國賢上班汙 2 千萬？ 回演藝圈變轉台王

賴銘偉發願唱遍全世界

重返蜜月地沒帶老婆怕懷
孕，品冠放閃「被妻上鎖」

Ciao 俏女孩手忙腳亂玩積木

劉真嘴饞拉辛龍合吃泡麵
人妻 3年拿手菜是寶寶副食品

中天《小明星大跟班》今晚 (1/26) 播出主題「前

輩演藝之路遺憾大告白」，邀請藝人曹西平、檢場、

楊繡惠、洪都拉斯與馬國賢等，上節目訴說在演藝圈

打滾多年的心路歷程。

入行 28 年的馬國賢表示，自己是誤打誤撞進演

藝圈，家人卻不支持，退伍後曾從事旅遊業，卻被股

東誤會貪汙，讓他心灰意冷而辭職，在失業之際，經

人牽線再度回到演藝圈，主持兩季就收攤，後來變成

通告藝人，還被票選為「轉台王」。

馬國賢慘遭主持人吳宗憲狠虧「有票房毒藥的

Fu」，連曹西平也幫腔：「你真的不好笑，人家都不想

看！」另一主持人 Sandy 趕緊跳出來緩頰：「在傷口上

灑鹽真的有點痛。」化解馬國賢窘況。

馬國賢曾是少男團體「紅孩兒」成員，解散後去

當兵，退伍後轉戰旅遊業，剛開始公司告知有 2000 萬

可以使用，不料做到第 4 個月，卻被會計告知錢不夠

用，讓他很錯愕：「2000 萬變成 200 萬！還被股東誤

會貪汙。」

憲哥聽完傻眼：「這什麼故事啊？好扯！」馬國賢

接著說下去：「當時沒有立馬辭職，我吞不下這口氣，

國標舞女王劉真日前在臉書上傳賢慧照，她到超市採

買，盡主婦之責，但定睛一看，購物車裡竟是泡麵。劉真解

釋說：「只有上面是泡麵啦！下面還有其他東西，都被蓋住了。」

眾多網友擔心她泡麵吃過量，她笑說：「我沒有每天吃，只

是嘴饞時跟老公兩個人合吃一碗。」

辛龍擅燒家常菜

劉真有時白天要教課，女兒霓霓的保母７點就下班讓她

接手照顧，常忙一整天到大半夜，「最近天氣冷，半夜就想

吃點熱的，我跟老公就會泡麻油雞麵來吃，我們兩個人一起

吃一碗，身體暖暖就很幸福。」 與辛龍結婚近３年，劉真廚

藝並沒有大躍進，她說：「我現在會做的，就只是寶寶的副

食品，我跟老公都叫外賣吃，老公也會煮給我吃，他是上海

人，很會做家常菜，我最喜歡他做的紅燒肉。」

為女準備比基尼

夫妻倆過年要到新加坡玩５天，會帶將滿１歲的女兒霓

霓去，這是他們第一次帶女兒出國。擔心女兒搭機不適，她

準備用女兒最愛的餅乾來轉移注意力，她也買了多套比基

尼，但不是自己的，「以前出國都在意自己怎麼打扮，現在

主角變成女兒，幫她準備小比基尼、小泳帽，還有可以下水

賴銘偉日前偕同經紀人牟鐘

恩參加「喜鵲娛樂」尾牙，遇到多

年不見好友蕭敬騰（老蕭），回憶

２人出道前在同一餐廳駐唱，老

蕭特地感謝賴銘偉那段時期對自

己的照顧；賴事後在臉書分享２人

2006 年拍的合照，感性說：「相隔

這麼多年終於見面了，也終於有一

張自己的作品能夠親手送給你（老

蕭）。」老蕭經紀人 Summer 則誇

賴非常有禮貌：「很會唱而且很孝

順，大家都很喜歡他。」

他新歌〈乾杯萬萬歲〉推出後

廣受好評，為趕在過年前最後一波

宣傳，他 25 日與４位腰束奶膨的

酒促小姐突擊熱炒店，現場自彈自

唱；聊起發片前辛酸，他說自己 18

歲起就到處打工，送羊奶、服務生、

駐唱等各種工作都做過，除了在三

溫暖上夜班，曾拿毛巾幫黑道大

哥擦背，駐唱時還曾從中午一路唱

到隔天早上６點才收工，都是他難

忘的經驗。

農曆過年將近，他的新年願

望是向師姊黃小琥看齊：「希望能

像姊一樣唱遍全世界。」結束一連

串宣傳活動後，他將帶爸媽回雲林

老家吃年夜飯，短暫休息後於大

年初五開工。

由 寬 宏 藝 術 及

POCKYLAND 共同主辦的

「小積木大冒險特展」，25

日邀女團「Ciao 俏女孩」參

觀，打破一般積木欣賞群

眾以男孩為主的想法，４位

團員展現可愛女孩也有帥

氣的一面，除了欣賞展出，

還挑戰積木拼 砌；都自稱

是巧手王的４人，正式比賽

時，超級認真的表情配上手忙腳亂動作，逗趣地令現場民眾笑聲連連。

該展覽融合全球首創中文積木繪本、真人比例積木城以及積木互動

遊戲體驗等，集結 30 多名積木藝術家共同創作，全力打造鬼斧神工的大

型積木特展，融合各種互動遊戲，以樂高積木拼砌出最精彩的冒險故事；

「小積木大冒險特展」在中正紀念堂的中正藝廊展出至４月４日，購票可洽

寬宏售票系統。

的尿布，我的東西就很精簡。」

不喜歡被誤會的感覺。」兩個月後他幫公司賺回250萬，

但心灰意冷下辭職而去；頓時人生徬徨，後來經人牽

線再度回到演藝圈。

那時主持一個旅遊節目，兩季就收攤，後來變成

通告咖的身份，讓他很不習慣，「跑通告很慘，我不跑

還好，越跑越死，上一個節目死一個節目。」憲哥突然

想起他的封號「轉台王第一名」，曹西平在旁附和：「你

真的不好笑，人家都不想看！」事後馬國賢也坦承：「曹

大哥說的是實話。」

另一位來賓洪都拉斯表示，人生最大遺憾是沒看

到奶媽最後一面，因雙親自小離異，在 45 歲以前沒見

過親媽媽，爸爸則是要去當兵丟下他與姊姊，甚至考

慮把他們送進孤兒院，好險遇見了他生命中很重要的

奶媽，將他們拉拔長大。

洪都拉斯回憶，曾半夜起床找不到奶媽，擔心自

己是不是做錯事，還難過地問她：「為什麼我不能叫

你媽媽？」他認為與奶媽感情已經像親人一樣，並感傷

表示奶媽臨終時，他正在工作錄影，無法趕去見她最

後一面，讓他留下最大遺憾，沉重感人故事，讓憲哥

與 Sandy 聽完都眼眶泛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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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樂之城》登頂美國制片人工會獎
《瘋狂動物城》奪最佳動畫獎
《怪奇物語》獲最佳劇集

第28屆美國制片人工會頒獎典禮在比弗利山莊落下帷幕。
《愛樂之城》奪得最佳電影制片人獎，《瘋狂動物城》拿下最
佳動畫制片獎，《怪奇物語》《亞特蘭大》《美國犯罪故事》
《制造殺人犯》瓜分電視劇類獎項。

作為奧斯卡最重要的壹個前哨戰，美國制片人工會主辦方
最早成立於1950年。該組織由美國電影和電視行當的制片人組
成，旨在保護制片人的各種權益。獎項結果對奧斯卡最佳影片
、最佳紀錄片和最佳動畫的歸屬也具有壹定的前瞻作用。

馬修·麥康納和安妮·海瑟薇繼《星際穿越》後，
再度共同出演壹部新片《寧靜》（Serenity，暫譯）
，角色未知。《寧靜》將由斯蒂文·奈特（《洛克》
、《間諜同盟》）編劇及導演，根據外媒報道，故事
關於壹名位於加勒比海的漁船船長，當下所處的生活
被已然消逝的過去沖擊，所有他認知的壹切都將被改
變。根據梗概可知《寧靜》大概是壹個奇幻故事。

馬修·麥康納新片《金礦》已於上月底北美上映
，不幸遭遇票房失敗。他的另壹部奇幻冒險片《黑暗
塔》將於今年7月上映。安妮·海瑟薇主演的《克羅
索巨獸》即將於4月7日北美上映，另壹部《八大羅
漢》正在拍攝中。本片或將於今年夏天推出，在此之
前斯蒂文·奈特應該會在歐洲先尋機會推廣。

《復聯3》再迎超級英雄“螳螂”
將於“銀護2”率先亮相 愛娃格林或飾死亡女神

《復仇者聯盟3》已
於1月 23日正式開拍，
演 員 龐·克 萊 門 捷 夫

（《美味》、《老男孩》）也在Ins透露，自己
已經抵達佐治亞州亞特蘭大，為這部漫威新片做
準備。

龐·克萊門捷夫將在漫威電影宇宙中飾演
“螳螂”（Mantis），該角色首次亮相於1973
年的漫畫《復仇者#112》，全名不詳，化名
Mandy Celestine，出身越南，被隱居在那裏的
外星帝國克裏的高僧撫養長大。螳螂被訓練成格
鬥高手並被選擇為“聖母”，與壹個高等進化的
植物種族結合誕生新生命體。她的超能力多樣化
，可以和植物交流、在太空中生存、轉移生命形
態、發射能量爆炸、形成能量場等等，曾加入過
銀河護衛隊和復仇者聯盟等超級英雄團隊。

而《復仇者聯盟3》也是龐·克萊門捷夫第
二次飾演這個角色，螳螂將於今年5月5日美國
上映的《銀河護衛隊2》中率先亮相，在預告中
已經有展示：她告訴星爵其心中充滿了愛，星爵
以為螳螂指代自己對他人的無私大愛，螳螂卻說
是對卡莫拉的情欲之愛。

因為目前“銀河護衛隊”五人組剛剛組建完
成，趨於穩定，螳螂很難固化為常見角色，在電
影中更多的是起配角對情節的推動作用。《復仇
者聯盟3》將加入超過60名主要角色，漫威電影
宇宙首次實現大集結，屆時除了美國隊長、雷神
、鋼鐵俠、浩克、奇異博士、蟻人、黑寡婦等許
多主線角色，還將有更多全新漫畫英雄登場，螳
螂只是冰山壹角。此外有消息報道，愛娃·格林
（《佩小姐的奇幻城堡》《低俗怪談》）可能也
會加盟《復仇者聯盟3》，飾演反派創世神明中
的死亡女神（Lady Death）壹角，這個角色並
非凱特·布蘭切特在《雷神3》中飾演的亡靈領
主“海拉”，並且和死侍、滅霸在漫畫中常有交
集。關於“無限戰爭”的故事已經被拆分為兩部
背靠背拍攝，《復仇者聯盟3》將於2018年5月
4日美國上映，而續集將於2019年5月3日上映
。除了亞特蘭大，影片還將在蘇格蘭等地取景。

《八大羅漢》首曝劇照 女賊幫集體亮相 霸氣承包整節車廂
蕾哈娜通過社交平臺曝光了新片《八大羅

漢》的首張劇照，八位女賊集體亮相，霸氣承
包壹整節紐約地鐵車廂。所有人的臉上都掛著
嚴肅的表情，隨時準備出招打劫。

影片由桑德拉·布洛克、安妮·海瑟薇、凱
特·布蘭切特、莎拉·保羅森、敏迪·卡靈、蕾
哈娜、海倫娜·伯翰·卡特與亞裔說唱女歌手
Awkwafina領銜主演。布洛克飾演的Debbie
Ocean為《十壹羅漢》中喬治·克魯尼角色的
妹妹，她夥同八位女賊組成的盜賊團夥將在每
年壹度的紐約Met Gala上偷取價值不菲的寶
貝。

戴米恩·劉易斯將飾演桑德拉·布洛克的前
男友，也是女賊團夥的偷竊對象。詹姆斯·柯
登扮演壹位盯上女賊幫的保險調查員。達寇
塔·範寧、理查德·阿米蒂奇也會在其中出演角
色。此前還有消息稱原版“羅漢”的主演馬
特·達蒙也會回歸客串。

《八大羅漢》由加裏·羅斯（《饑餓遊戲
》《奔騰年代》）執導，劇本是羅斯與Olivia
Milch合作撰寫。男版“羅漢”系列導演史蒂
文·索德伯格則以制片人身份參與本片。影片
已定檔於2018年6月8日北美上映。 本阿弗萊克不再導演《蝙蝠俠》

將繼續主演並制片
《猩球掘起3》導演或接班

據好萊塢媒體《綜藝》爆料：
本·阿弗萊克決定不再執導《蝙蝠
俠》獨立電影，他將繼續以主演和
制片人的身份參與該片。有知情人
士透露，阿弗萊克與華納就如何讓
影片拍出最佳效果進行了深度協商
，隨後壹致達成了這番決定。

本·阿弗萊克在發布的辭導聲
明中表示：“有些角色在數百萬的
觀眾心裏有著特殊的地位。演繹蝙
蝠俠這個角色需要全神貫註，滿載
激情，同時我還需要付出最佳表演
。顯然我無法兼顧導演和演員兩份
工作，並達到他們想要的水準。我
與華納壹起決定，將尋找壹位導演
，和我合作這個龐大的電影。我依
然會參與這部電影，我們會把它拍
出來，但是目前我們正在為它尋覓
壹個導演。我全身心投入在這個項
目裏，期待能將它呈上銀幕，帶給

全世界的觀眾。”
最近數月內，關於《蝙蝠俠》

獨立電影的各路傳聞甚囂塵上，劇
本壹改再改、拍攝延期、小本也曾
暗示自己同時兼顧導演與主演有難
度，如今確定辭導也是預料之中的
事。

有內部消息稱，華納與本·阿
弗萊克等《蝙蝠俠》制片團隊已經
擬好了壹份合適的導演名單，《猩
球掘起3》的導演馬特·裏夫斯位
列其中，有望接班小本執導該片。

《蝙蝠俠》的劇本目前由本·
阿弗萊克和戈夫·約翰斯合作。早
先阿弗萊克曾經透露，他將盡力在
影片中打造壹個不同於原著漫畫的
新故事。影片大反派鎖定喪鐘，將
由《真愛如血》《魔力麥克》男星
喬·曼根尼羅出演。上映與開機日
期尚未確定。

麥康納和海瑟薇合作新片麥康納和海瑟薇合作新片《《寧靜寧靜》》
故事或為奇幻題材故事或為奇幻題材 斯蒂文斯蒂文··奈特編劇兼導演奈特編劇兼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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