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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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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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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411 #66A #DRB

Tel:713-952-9898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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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22體育圖片

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天天學中文！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

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校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中英雙語幼兒園（1歲半～5歲）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騰龍課後班 After School
全新校車接送﹑分班制﹑教學中﹑英﹑數﹑GT等豐
富多彩﹐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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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臺北賽彭帥進決賽中華臺北賽彭帥進決賽

WTAWTA國際巡回賽中華臺北公開賽國際巡回賽中華臺北公開賽，，中國金花彭中國金花彭
帥帥66--44//66--22橫掃當天過生日的薩法洛娃橫掃當天過生日的薩法洛娃，，晉級決賽晉級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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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俊迎來雞年首勝
香港桌球名將

傅家俊 8日於英
國普雷斯頓舉行
的英國格蘭披治
大獎賽首圈賽
事，順利贏出，
迎來雞年首場勝
仗。傅家俊首輪
對手威爾斯球手
占美鐘斯，傅家

俊一上場就進入比賽狀態，領先2:0之下，最終
以贏4:2輕鬆過關。傅家俊躋身次圈後將對蘇格
蘭“90後”新星麥基爾，爭逐八強席位。同日
另一戰，奧蘇利雲就以4:2擊敗16歲中國小將
顏丙濤過關。 ■記者梁啟剛

抵制日本APA 中國亞冬代表團換酒店

大牌外援奧斯卡的上港首
秀吸引了廣大球迷的關

注，巴西人也不出意外地正選
出場。本場比賽，侯克、艾傑
臣、武磊和奧斯卡組成了強力
的攻擊線。

但賽前被認為是魚腩球隊
的素可泰表現可圈可點，在經
受了航班波折、氣溫不適等考
驗後，他們在比賽開始後卻打
得生龍活虎：不但沒有“擺大
巴”死守，甚至屢屢主動壓上
與上港展開對攻。

比賽戰至第34分鐘，兩位
上港新外援完成了連線，為上
港隊吹響了勝利的號角。阿赫
梅多夫中場拿球後快速推進，
隨後斜傳給快速插上的奧斯
卡，後者面對門將冷靜推射，
將球送入網窩。這個寶貴的入
球，不僅讓上港取得了領先，
更讓上港在困境中找回了比賽

的信心和節奏，將場上的主動
權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在賽後的新聞發佈會上，
波亞斯對奧斯卡以及阿赫梅多
夫的表現給予了肯定。他說：
“兩位球員的表現正如我之前
說的，隨着比賽的深入越來越
好。球員們在下半場的表現更
好，上半場表現雖然一般但是
我們收穫了入球。奧斯卡和阿
赫梅多夫到隊時間都比較晚，
首場比賽能有這樣的表現非常
不錯。相信通過球隊不斷的磨
合，球員們會有越來越好的狀
態。”

稱之後比賽有更好表現
奧斯卡在賽後接受採訪時

也對自己的表現基本滿意。
“今仗非常開心，我獲得了入
球，我們球隊也贏得了比賽，
這樣我們就順利晉級了，”奧

斯卡說，“對我和隊員們來
說，今仗踢了一場不錯的比
賽，但是我們其實可以踢得更
好。這是新賽季的第一場比
賽，我們還需要訓練和比賽來
進行磨合，讓我們在之後的比
賽裡有更好的表現。”

上港球迷小董向記者表
示，他認為奧斯卡的首秀可以
打85分。“雖然奧斯卡在本場
比賽的表現還算不上絕對的中
場核心和節拍器，但是他在球
隊遇到困難時攻入了第一個入
球，非常難得，這個入球也顯
示了奧斯卡良好的門前意識和
跑位能力，”小董說，“我相
信隨着球隊磨合完善，奧斯卡
的個人能力會逐步顯現，他應
該可以帶動侯克、艾傑臣和武
磊這三把尖刀展現強大的攻擊
力。”

■新華社

77日晚舉行的一場亞日晚舉行的一場亞

冠盃第冠盃第33圈外圍賽中圈外圍賽中，，坐坐

鎮主場的中超豪門上海上鎮主場的中超豪門上海上

港以港以 33::00 輕取泰國素可輕取泰國素可

泰泰，，順利晉級亞冠小組順利晉級亞冠小組

賽賽。。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上港上港

新加盟的外援奧斯卡在處新加盟的外援奧斯卡在處

子秀中就收穫了處子球子秀中就收穫了處子球。。

在賽後的新聞發佈會上在賽後的新聞發佈會上，，

上港主帥波亞斯對奧斯卡上港主帥波亞斯對奧斯卡

的表現給予了肯定的表現給予了肯定。。

中超山東魯能8日宣佈，經
協商一致，球員王永珀正式轉
會天津權健。新賽季，王永珀
將代表天津權健出戰。

魯能泰山表示，自2016年
下半年以來，俱樂部一直在為王
永珀續約和其個人職業規劃等進
行溝通、交流，並全力挽留，最
終出於對王永珀本人意願的尊

重，同意其轉會。經與天津權健
及球員本人協商一致，王永珀正
式轉會天津權健。

魯能青訓體系旗幟
30歲的王永珀於1999年進

入魯能足校，是魯能足校成立
以來首批青訓球員，也是魯能
青訓體系的旗幟性球員。2003

年，王永珀進入魯能一線隊。
據官方統計，王永珀在魯

能泰山効力的13年中，聯賽出
場215次，入51球；足協盃和
超級盃出場21次，入4球；亞
冠出場34次，入8球。期間獲
得聯賽、盃賽等多項冠軍榮
譽，並多次身披各級國字號戰
袍為中國効力。 ■新華社

魯能放王永珀投權健

繼早前臧一澤為中國代表團奪得在阿拉木
圖大冬會的第三枚金牌後，日前中國短道速滑
隊在男子5,000米接力項目中再添一金，同時
中國隊在女子3,000米接力和女子1,000米項目
中收穫兩枚銀牌。獎牌榜上，中國隊以4金4銀
2銅位居第六。

參加5,000米接力的中國男隊由宋昊諶、
徐富、于威和陳光組成。在順利闖入決賽之
後，中國隊與老對手韓國、東道主哈薩克和俄
羅斯爭奪最後的冠軍。當比賽進行到第11圈
時，中國隊利用交換棒的機會實現超越，上升
到第一位。賽程過半，中國隊與韓國隊交替領
先。最後關頭，急於求成的韓國隊出現犯規，
將哈薩克隊員碰出了賽道。最終中國隊以7分
04秒443的成績奪得冠軍。

在此前進行的女子3,000米接力中，由徐
愛麗、臧一澤、張喜揚和孫瑩瑩組成的中國女
隊以4分13秒808的成績奪得銀牌。此外，徐
愛麗在女子1,000米項目中以1分34秒013的成
績奪得一枚銀牌。 ■新華社

大冬會
中國添一金兩銀

札幌亞冬會組委會工作人員
日前向新華社記者證實，亞冬會
期間中國代表團將入住札幌王子
酒店。

札幌亞冬會組委會競技一課課
長山崎久睦當天接受新華社記者電
話採訪時表示，亞冬會組委會向中
國奧委會發出了通知，應中方提出
的入住APA酒店以外酒店的要求，
將安排中國代表團入住官方指定的
札幌王子酒店。他還表示，韓國代
表團也將入住該酒店。

第八屆札幌亞冬會將於2月
19日至26日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
和帶廣市舉行。為節約成本，札
幌亞冬會沒有專門建設運動員
村，而是選擇兩間當地酒店作為
官方指定住宿設施供運動員入
住。其中，札幌APA酒店是官方
指定酒店之一。而近日，APA酒
店因長期在所有客房中放置右翼
書籍，引起中韓等國家體育界和
民眾的強烈憤慨。

中國奧委會1月26日宣佈，已經

就此向日方提出交涉，要求其嚴格遵
守《奧林匹克憲章》和亞奧理事會相
關規定，盡快妥善解決此事，同時已
致函亞奧理事會，請其敦促日方立即
糾正錯誤。韓國方面也提出了類似要
求。

APA酒店長期在所有客房中
放置由該集團老闆元谷外志雄撰
寫的英日雙語書籍，對南京大屠
殺和日軍強徵“慰安婦”等史實
予以否認。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為應付本月
22日亞冠盃分組賽作客中超廣州恒大的比賽，
港超榜首球隊東方，9日晚在香港旺角主場迎
戰廣州R&F富力的聯賽，來演練壓迫戰術，寓
賽於操；今場賽事8時正鳴笛，門票一律收80
元（港元，下同）正，特惠票一律收30元正。

上仗在聯賽主場以2:0擊敗九巴元朗的東
方，球隊目前以12戰得30分在積分榜續居榜
首，雖然今仗面對弱旅富力，但東方主帥陳婉
婷賽前強調，今仗對富力由於對手攻擊有進
步，故球隊要及早入波和取得勝利三分，來確
保聯賽榜首地位。陳婉婷又指出：“壓迫踢法
和突擊是東方出戰恒大採取的戰術，故借今仗
備戰，壓迫踢法須多走動，能從此催谷隊員體
能。”

至於富力現時以11戰得6分在積分榜上居
於第九位，護級仍然存在壓力，今仗與東方硬
撼，雖然球隊之實力不及對手強橫，但仍以搶
分護級為目標。

東方迎戰富力
為對恒大演練

■■中國亞冬代表團將換酒店入住中國亞冬代表團將換酒店入住。。 新華社新華社

■■傅家俊首圈傅家俊首圈
過關過關。。法新社法新社

■■王永珀王永珀((左左))離開離開
魯能魯能。。 新華社新華社

■■球迷對奧斯卡球迷對奧斯卡((右右))表表
現感滿意現感滿意。。 新華社新華社

■■奧斯卡奧斯卡((右右))在比賽中在比賽中
帶球進攻帶球進攻。。 新華社新華社

■■奧斯卡慶祝入奧斯卡慶祝入
球球。。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男隊奪金後在頒獎台上向觀眾致意中國男隊奪金後在頒獎台上向觀眾致意。。

新華社新華社

■■奧斯卡奧斯卡((右右))在比賽中帶球進攻在比賽中帶球進攻。。 新華社新華社

處子秀迎來處子球

馬貝利被罰停賽一場
中國籃協日前在其網站上發佈了兩張處罰通

知，四川金強隊外援哈里斯、北京首鋼隊外援
馬貝利分別被停賽一場。本月5日的CBA第32
輪聯賽後，四川隊在與山西隊的比賽後在其官
方微博以及外援哈里斯借助社交網絡，評論和
暗示裁判員不公正，而馬貝利則在與廣東宏遠
隊的比賽後在更衣室接受媒體採訪時發表了暗
示裁判員不公正的言論，均給聯賽造成不良影
響。 ■新華社



CC44台灣影視

臺灣電影新銳人才 進軍柏林影展

趴地挺翹臀超惹火 鬼鬼嬌喊還想玩

竹北燈會邀藝人表演
朱俐靜現身點燈

賀歲片票房冷 侯孝賢：
好看自然有人看

坎城影展獲獎名片 高雄電影館即日上映

好大咖！大 S 家辦春晚 王力宏飆唱

第 67 屆柏林影展本月 9 日將揭開序幕，臺
灣電影新銳人才嶄露頭角，黃惠偵導演以《日
常 對 話》(Small Talk) 獲 選「世界電 影大觀 」
(Panorama) 觀摩單元，因本片與同志議題相關，
將可角逐「泰迪熊獎」；去年以紀錄片《不即不離》
(Absent Without Leave) 入圍釜山影展超廣角競
賽單元的導演廖克發，今年柏林影展再以本片
獲選今年柏林影展第 15 屆新銳營，將與來自世
界各地 250 至 300 名影視產業相關人才交流學
習。

另外，溫知儀導演《層層摺起的寂寞》(The 
Dress on Her) 正 式 入 圍「新生代 兒 童 短 片」
(Generation Kplus Competition) 競賽單元，將角
逐水晶熊獎。今 (3) 日下午假 SPOT 光點臺北電
影館舉行行前記者會，媒體出席踴躍，由文化部
陳主任秘書濟民主持，表示今年柏林影展電影
新銳人才獲得國際影壇的青睞，相信臺灣電影
界青壯人才之豐沛創作能量能於國際影壇大放
異彩，創下佳績。同時亦有 17 家片商將帶著許
多優質臺灣電影一同前往參加市場展，期待這
些影片能成功在海外發行，拓展臺灣電影的版
圖及國際能見度。

《日常對話》去年入圍兩項金馬獎，並勇奪
金馬影展觀眾票選最佳紀錄片，也是首部臺灣

藝人大 S（徐熙媛）與汪小菲結婚 6 年，育有一子一女，
一家四口甜蜜幸福，今（4）日凌晨汪小菲在微博 PO 出過年
聚會的影片，只見王力宏夫妻也是座上賓，王力宏更拿起吉
他自彈自唱《龍的傳人》，現場氣氛溫馨熱鬧。

汪小菲今日在微博分享一段春節聚會影片，並寫道：「我
們在家的春晚，一群有正念的，執著的，永永遠遠的龍的傳
人」，影片中赫見王力宏自彈自唱《龍的傳人》，一旁的老婆
李靚蕾拿起手機替老公錄影，大 S 和汪小菲則跟著節奏打
拍子，徐媽媽更在王力宏身後手舞足蹈，影片 PO 出後，吸
引大批網友留言「徐媽媽好可愛」、「你們家的春晚也全是
大牌」。

新竹縣「幸福竹跡」竹北燈會活動，將邀請多位藝人於週末到場演出，
歌手朱俐靜今晚到場與竹北市長何淦銘等人一起點燈，為活動揭開序幕。

竹北市長何淦銘表示，「幸福竹跡」竹北燈會活動今晚在文化公園（竹
筍公園）展開，會場裝置近 40 座各式藝術花燈，其中，呼應雞年打造的主
燈「( 奚鳥 ) 哩咕嚕迎新春」，連基座高約 4 公尺，象徵吉祥，也代表喚醒
新的一年，為新春開好運。

竹北市公所表示，今年主燈不僅可以 360 度旋轉，還搭配年節喜慶音
樂及炫麗燈光，每天下午 6 時起，每隔 30 分鐘都有精彩的主燈秀，預計
展到 2 月 12 日止。

除了主燈區外，會場設置了 7 座「情境燈區」、30 座「特色花燈」；在
四周道路則有繽紛的 LED「光環境」佈置、象徵紅運當頭的「紅燈籠」廊道；
在景觀迴廊上也裝置了喜氣的「春福燈飾」、年節應景裝飾及童玩體驗區。

市公所表示，除了賞花燈、猜燈謎外，周末假日也安排藝人、社團演出
與文創市集等活動，包括 2 月 4 日邀請羅國禮、黃子軒與山平快等人獻唱，
5 日則有荳荳、知己二重唱，以國、台語經典歌曲與大家同樂。

2 月 11 日元宵節邀請在地竹北高中管樂隊、極地合唱團等社團表演，
還有當紅的小男孩樂團及麋先生樂團精彩慶元宵；晚上的「元宵 Ya 晚」
晚會請來張秀卿開場、朱俐靜壓軸演出，台語歌手向蕙玲、陳思安、葉勝欽、
方寧等藝人也將到場一起過元宵。

年 3 部賀歲國片票房總額不敵好萊塢電影「惡靈古堡：最終章」。導
演侯孝賢今天說，好看自然有人來看，且不是上次賣座，複製同樣手法就
會好，「沒有這件事」。

第 67 屆柏林影展 9 日揭幕，台灣電影新銳人才嶄露頭角，導演黃惠偵
以紀錄片「日常對話」獲選世界電影大觀觀摩單元，因涉同志議題可角逐
泰迪熊獎。導演廖克發以紀錄片「不即不離」獲選第 15 屆新銳營。導演溫
知儀「層層摺起的寂寞」入圍新生代兒童短片競賽單元。

行前記者會下午在台北舉辦，侯孝賢擔任「日常對話」監製，黃惠偵笑
說，與侯孝賢是三鶯部落抗爭運動認識，侯導膽子很大，願意信任她擔任
監製；侯孝賢回「我看人很準」。

賀歲國片「大釣哥」、「健忘村」、「52 赫茲我愛你」票房不佳，其中賣
最好的「大釣哥」全台票房累積新台幣 4500 萬元。侯孝賢說，好看自然有
人看，自嘲他的片子不好看，但曾拍過賀歲片「就是溜溜的她」，票房還不
錯。

侯孝賢表示，票房有時好、有時不好，別以為上次好複製雷同就會好，
同樣的哏一直賣就沒了，觀眾看幾次就不想看。他看過金馬影后舒淇主演
「健忘村」，笑稱舒淇永遠那樣，拍每部片都自然，拍「健忘村」也是很漂亮、
自然。

近來傳出國片「帶我去月球」為獲輔導金，導演與執行導演掛名不實
爭議，侯孝賢說，基本上就是拍片缺錢，找錢不易，難免會有這種方式，「可
以了解心態，但不要這樣」，導演應認真拍好眼前片子，用這方式拿一次、
兩次，導演是沒得逃的，始終要面對片子。

高雄市電影館即日起推出「光影殿堂 - 坎城影展名片
精選」，集結坎城影展數部得獎作品，其中有兩部是高雄獨
家院線，為大尺度性愛挑戰道德底線「一刀未剪」限制級影
片《保持站立》；代表菲律賓角逐奧斯卡外語片、描述菲律
賓底層社會在腐敗警察體制下，辛苦求生存的《私法拘留》。 

放映的影片包括坎城影展最高榮耀金棕櫚獎《我是布
萊克》、最佳導演獎《畢業風暴》、最佳男主角獎《新居風暴》、
最佳女主角獎《私法拘留》、酷兒棕櫚獎《保持站立》、入選
坎城影展午夜放映《一級危險》。

《我是布萊克》導演是長期關懷人道議題的肯洛區，
新作透過勞工視角，帶領觀眾看盡社會制度，以及勞工資源
的不公不義，深刻描述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現實窘境；《畢

鬼鬼（吳映潔）外型甜美可愛，個性直爽不做作，她經
常在臉書分享日常、與粉絲互動，今（4）日鬼鬼在臉書貼出
身穿運動裝的照片，喊話要收心、開始減肥，一張趴地照片
露出蠻腰及翹臀，姣好曲線讓粉絲直呼：「看到都快要噴血
了。」

鬼鬼年假期間過得十分開心，大年初一還到好友周湯
豪家裡玩砸派機，隨著年假結束，她在臉書貼出身穿運動服
的照片，鼓勵自己要收心，也呼籲粉絲要一起運動減肥，不
過下面爆出心中 OS：「我不要啦！我還想玩啦！」

照片中，鬼鬼身穿黃、桃紅色相間的上衣，配上緊身褲
及紫紅色運動鞋，另一張則拍下她運動的畫面，只見鬼鬼跪
趴在地，身體微微前傾，寬鬆的上衣滑到胸下，露出纖細蠻
腰，下半身的緊身長褲則襯托她緊實渾圓的臀部曲線，模樣
十分火辣。粉絲看到忍不住驚呼：「這腰太細」、「喜馬拉雅
山一般的翹臀」，大讚她的身材超好。

紀錄片獲選「世界電影大觀」單元。本片為黃惠
偵導演首部長片，聚焦異性戀女兒與同志媽媽
的對話，溫柔呈現母女勇敢面對多年疏離及修
補關係的過程，引發觀眾對於家庭情感之深刻
共鳴。本片監製侯孝賢、導演黃惠偵、攝影林鼎
傑及剪輯林婉玉今日共同出席記者會，為挺進
柏林影展集氣加油。

侯孝賢導演表示，今日記者會盛況， 近年
難見， 希望是臺灣新世代電影及人才的起步。
當初會參與《日常對話》，是由於黃惠偵導演的
先生舊識，也因與黃惠偵導演皆長期關切三鶯
部落的運動，因緣際會促成這部片的合作。《日
常對話》的樸實與絕對真實，對其品質深具信心。
侯導希望藉此片帶動風氣，臺灣電影圈不大，鼓
勵電影製作不追逐特效炫技，以樸實品質，反而
能脫穎而出。導演黃惠偵對於能受到柏林影展
肯定，非常開心覺得很不真實，仍抱著學習的心
前進國際。也表示非常感謝國內片商的努力促
成，《日常對話》確定即將於 4 月 14 日正式院線
上映。

去年以紀錄片《不即不離》入圍釜山影展超
廣角競賽單元的導演廖克發，今年再以本片獲
得柏林影展青睞，獲選參加今年柏林第 15 屆新
銳營，將與來自世界各地 250 至 300 名影視產

業相關人才交流學習。新銳營是一個大規模的
電影新人培育交流活動，提供廣大創作平臺，供
各國電影新銳人才相互交流學習。往年也有臺
灣新銳影人黃胤毓、鄒隆娜及謝沛如等人獲選。
出席今日記者會的廖克發導演表示，《不即不離》
雖是馬來西亞歷史為題材，但是從臺灣出發，在
臺灣上映，是代表臺灣的電影，希望能將此片帶
往國際。今年能獲選加入今年的新銳營， 與各
國電影人才互相交流是難得的機會，會好好把
握，也能瞭解世界上有許多對電影充滿熱情的
人才同樣電影付出努力，對自己未來在電影創
作這條路上獲得鼓舞。

短 片《 層 層 摺 起 的 寂 寞 》入 圍 本 屆
Generation Kplus「新生代兒童短片」競賽單元，
今日由導演溫知儀、演員雙胞胎樂樂、媃媃及
曾珮瑜代表劇組出席記者會。本片曾獲得 103
年度短片輔導金，製作團隊實力堅強，導演溫知
儀曾以《片刻暖和》榮獲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
美術設計李天爵曾榮獲金馬獎，攝影宋文忠曾
以《郊遊》入圍金馬最佳攝影獎，預計獲獎希望
濃厚。本片描述小淨 ( 喬喬于卉喬 ) 跟子雅 ( 樂
樂邱苡晰 ) 兩個小女孩的友情，因為跟蹤美麗
的蕙老師 ( 曾珮瑜 ) 而變得親密，但也因為老師
不為人知的祕密被揭露而破滅，兩位兒童演員

喬喬及樂樂在片中以內斂自然演技讓導演及劇
組印象深刻大為讚嘆。

出席今日記者會的溫知儀導演表示，很開
心這部短片受到柏林影展的肯定，尤其拍攝兒
童題材影片困難度較高，很感謝工作團隊及演
員的付出。曾獲得臺北電影節最佳新人獎且與
溫知儀導演合作多次的曾珮瑜今天亮麗出席，
表示很榮幸能參與這部影片演出，能入圍柏林
影展非常開心，希望有機會能獲獎，為臺灣爭光。
可愛的人氣雙胞胎樂樂及媃媃都出席今天記者
會，說到和喬喬一起拍片的經驗非常愉快開心，
今天喬喬雖然無法出席記者會，但會和樂樂、
媃媃跟著導演一起到柏林影展參加影片首映，
期待抱獎歸國。

第 67 屆柏林影展將於 2 月 9 日至 19 日舉
行，電影市場展則於 2 月 9 日至 17 日舉行，文化
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委由國家電影中心執
行市場展參展事宜，持續在 Martin Gropius Bau
會館設置臺灣電影館，提供臺灣片商參展開會
空間，協助行銷國片。此次市場展共收錄 79 部
臺灣電影，包含 25 部劇情長片、18 部紀錄片、7
部短片、4 部動畫片、12 部經典修復片、13 部企
劃案，亦有 17 家臺灣參展商代表參展。

業風暴》則由名導克里斯汀穆基以升學主義對照作弊犯法，
鏡射出羅馬尼亞的社會現實，冷酷卻又令人大呼過癮，是刻
劃家庭關係的體悟之作。

榮獲「最佳男主角獎」與「最佳劇本獎」的《新居風暴》，
描述一對夫妻剛搬遷新居、妻子卻意外在家遭受襲擊，劇
情抽絲剝繭、引人入勝。至於《私法拘留》榮獲坎城「最佳
女主角獎」，全片大膽碰觸菲律賓掃毒的敏感神經，也呈現
地下警察不當執法、動用私刑甚至非法拘提的真實惡行。片
中主角的兒女想盡辦法營救困在警局的父母，飾演小兒子
克文的新生代男星喬馬力安格勒斯甚至約大叔網友賣淫籌
錢，血淋淋呈現中下階層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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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三世三生三世》》持續熱播持續熱播
楊冪趙又廷走心演技甜爆觀眾楊冪趙又廷走心演技甜爆觀眾

目前，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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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上海東方衛視

等六大網絡平臺火熱播出。隨著劇情

的紮實推進，該劇不但收視率迅速

破，全網播放量突破40億大關，線上

線下熱度更是愈發火爆，熱門搜索、

熱門話題、熱門微博等各類榜單連續

花式奪魁，“全民賞桃”熱潮壹浪掀

過壹浪！在近日的劇情中，白淺化身

的素素（楊冪飾）與夜華（趙又廷

飾）甜蜜熱戀高能發糖，劇中錯綜復

雜的人物關系又衍生出壹系列愛恨糾

葛，縝密細致而節奏暢快的劇情編排

令觀眾目不暇接，

倍感過癮。

極美仙戀首章
序幕掀啟 楊冪趙又
廷精湛演技打動人
心

作為 2017 開年

迎春大戲，電視劇

《三生三世十裏桃

花》自開播以來劇

情不斷升級，精致

的唯美畫風、細膩

的情感脈絡和主演

的走心演繹，令越

來越多的觀眾加入到追劇大軍當中。劇

中，素素與夜華感情宿命的纏綿與坎

坷，令人百感交集，心潮暗湧，而觀眾

更是被諸多劇情細節所吸引和打動——

無論是祭祖時，夜華趁素錦給首領們奉

茶之際偷偷折返俊疾山，給素素留下可

進行全天候無障礙對話的“傳話銅鏡”，

還是為了能與素素凡間相守，勸說分支

首領出兵合圍鮫人族，以圖混戰中營造

自己戰死假象的無奈計謀，觀眾都在替

這對普通而又不平凡的戀人揪心之余，

也深深體會到世間愛情的純真與美好。

尤為值得壹提的是，隨著故事發展，楊

冪和趙又廷與角色的契合感也越來

越高，不但將成熟紮實的表演功底運

用的恰到好處，甜虐相接的精彩劇情

也帶給這二位實力演員充足的發揮

空間，引來眾多觀眾特別是原著粉的

連連稱贊：“這就是我心中素素夜華該

有的樣子！”

素夜夫婦甜蜜發糖超帶感
主演戲裏戲外人氣攀升新高度
在電視劇《三生三世十裏桃花》

中，楊冪飾演的素素呆萌可愛，角色自

帶的光環可謂耀眼非凡，而趙又廷飾演

的夜華對素素的深情與熱愛更是令無數

觀眾動容，二人的濃情蜜意和極強的故

事屬性不但沖擊著熒屏觀感，戲外眾主

演與網友的頻繁互動也網絡掀起熱切聲

浪，數次登鼎微博熱門話題榜。主演楊

冪曾幽默發文自我調侃道“劉海終於擋

上了，阿蓮終於不用發光了，我們來

了”，逗趣的言辭和輕松的態度引發好

評壹片。而趙又廷也發文回應楊冪：

“耶，從金蓮升級為黑蛇，至少我能

爬了！”“四海八荒，碰瓷第壹@夜

華”並配上夜華“碰瓷”素素的圖

片，引發眾網友圍觀調侃“素素夜華

很快就要開啟高虐模式了，有糖該吃

趕緊吃，且甜且珍惜！”伴隨著各種

燒腦情節紛紛踏至，在電視劇《三生

三世十裏桃花》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

中，楊冪和趙又廷戲裏的甜蜜愉悅，

已然成為觀眾面對高能劇情得以片刻

放松的壹味暖心調和劑。

在接下來的劇情中，素素覺得夜

華不能常年陪伴自己不如生個孩子做

伴的心願能否達成？夜華在視察長海

水兵是發現軍中疑有叛軍情況異常又

將引起怎樣的緊張局面？每日19：30

鎖定上海東方衛視、浙江衛視，13：

30 鎖定安徽衛視，每晚 0:00 鎖定優

酷、騰訊、愛奇藝、樂視、搜狐、

PPTV 六大網絡平臺壹同觀看素素與

夜華的情絲走向，揭開絕美仙戀的神

秘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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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已過，各大衛視紛

紛開啟新壹輪的“百花齊放”

模式，古裝武俠、魔幻仙俠、

現代都市等多類型劇作繽紛

熒屏。在現代都市劇中，尤

以熱門話題劇《媽媽向前沖》

的升級版《媽媽向前沖沖沖》

令人期待。該劇無縫銜接第

壹部的故事內容，原班人馬

情感升級，在緊隨都市潮流

的同時更加關註現實熱點，

私生子、婚內出軌、撫養權、

婆媳開撕等壹系列生活爆點，

欲戳觀眾軟肋，堪稱“婚姻

教科書”。該劇將於今晚正

式登陸山東衛視、江西衛視

黃金檔，翻開勵誌辣媽尋愛

新篇章。

時尚質感打造都市大片
《媽媽向前沖沖沖》由

拉風傳媒出品，楊曼麗編劇，

羅燦然執導，秦海璐、郭曉

東、胡兵、江祖平、陸昱霖、

劉庭羽、賈宗超、王靖雲、

錢璇等實力派演員領銜主演，

主要講述了時尚辣媽汪晴（秦海璐飾）以不言放

棄的樂觀態度拯救愛情、事業的勵誌故事。該劇

聚焦於潮範兒十足的職業精英男女生活圈，無論

是人物造型還是拍攝場地、道具等都透露出滿滿

的時尚質感。

為了打造該劇的時尚性、賦予都市男女更具

前瞻性的潮流元素，劇中所有演員的造型均由特

邀造型團隊量身定制。劇中，秦海璐飾演的汪晴

妝容方面呈自然裸妝，染色大波浪發型透露出成

熟韻味；郭曉東所飾演的尹劍平以現代與古典元

素相融合的造型亮相；胡兵飾演的周凱文則更加

多元化，彰顯國際範，精致男神形象蜜汁吸睛。

選景方面，汪晴的香草餐廳主要由玻璃和綠

植組成，大自然的氣息撲面而來；尹劍平的辦公

室以白色調為主，配以半面玻璃墻體，簡潔中透

露出時尚。通過服化道團隊對演員和角色的深度研

究，以及對劇情和生活的深度把握，《媽媽向前沖

沖沖》所有的造型、布景在時尚靚麗的同時兼具

實用性，相信會讓觀眾眼前壹亮。

老司機開車高能頻現

生活在時尚圈中的都市男女，在同樣光鮮的

外表下卻有著不同的性格特點。勵誌辣媽汪晴失

婚後重拾自我，事業愛情兩不誤；霸道真總裁尹

劍平浪子回頭，發現家庭真諦苦心挽回婚姻；大

長腿病弱系花美男周凱文暖心守護初戀汪晴，甘

願犧牲壹切；心機女胡莎莎（江祖平飾）壹心求

上位，花式手段作死無下限。四位情感老司機開

車上路高能預警頻現，壹場婚姻拉力賽即將開始。

汪晴前夫尹劍平力釋“直到失去才懂得珍惜”，

痛改前非卻遇復仇女胡莎莎搞事離間，無奈喜當

爹；汪晴初戀周凱文決心正視病情直面壹生所愛，

卻頻受蠻橫老媽、癡情女胡莎莎的無理阻礙；胡

莎莎假扮雙胞胎姐姐胡莉在尹劍平那方唱罷，又

搖身變回自己鎖定周凱文，並美其名曰“勇尋真

愛”，無所不用其極；而處於焦點位置的汪晴在

情感上面對前夫與初戀，是選擇親情還是愛情？

在婚姻上，是選擇嫁給責任還是同情？

多維情感詮釋婚姻真諦
該劇通過呈現老司機四人組剪不斷理還亂的

愛情糾葛，透視出了當下婚姻生活中的普遍問題。

例如，“男人有錢就出軌，那女人到底該不該原

諒？”、“婆婆強勢阻礙兒子戀情，婚事還要不

要繼續？”、“婚姻中是選擇相信自己的眼睛，

還是相信對方的心？”、“為了孩子，痛苦的婚

姻還要不要維持？”種種問題個個犀利，事事戳

心。對於汪晴來說，婚姻中的夫妻情、長輩情、

親子情都需要用心去維系，而她又是怎樣去詮釋

婚姻真諦的呢？

除了婚姻生活外，該劇還集自主創業、職場

風雲、愛心公益、食品安全等熱門話題於壹身，

在緊隨時尚潮流時又接地氣十足。出品方表示：

“本劇聚焦社會、家庭痛點，以女性視角打造全

劇，塑造了汪晴這個有力度、有深度、鮮活又有

靈氣的都市媽媽代言人。而她對於家庭、事業所

做的努力拼搏不僅容易引起觀眾的共鳴，更對現

實中的都市女性來說具有壹定的勵誌意義。”

《脫皮爸爸》曝“期望版”海報

吳鎮宇傳神演繹
改編自同名話劇的溫情奇幻電影《脫皮爸

爸》由北京劇角映畫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大地時代文化傳播（北京）有限公司、幻.國影

業有限公司和邵氏兄弟國際影業有限公司出品，

原版話劇導演司徒慧綽親自執導，並且力邀吳鎮

宇、古天樂、蔡潔、春夏等演技派演員傾力加

盟。在2月7日公布的第3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提

名名單中，吳鎮宇憑借電影《脫皮爸爸》“六人

壹身”的絕佳演技提名“最佳男主角”，與梁家

輝、余文樂、任賢齊、林家棟共同角逐“金像影

帝”。同時，電影今日公布“期望”版海報和壹

支“港式情懷”特輯，向永不褪色的經典香港電

影致敬。

吳鎮宇強勢入圍“金像影帝”
傳神演繹六段人生
在2月7日公布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入圍名單

中，吳鎮宇“壹個演六個”，憑借在電影《脫皮

爸爸》中對六段人生的完美呈現，第四次入圍

“最佳男主角”。吳鎮宇已是金馬影帝，但在金

像獎中只獲得過“最佳男配角”，這次與梁家

輝、余文樂、任賢齊、林家棟共同競爭“金像

影帝”，相信又是壹番激烈角逐。

《脫皮爸爸》講述了79歲癡呆老爸田壹雄

（吳鎮宇飾）突然開始蛻皮而不斷變年輕，在七

天的時間裏重新回到了自己 60歲、52歲、37

歲、28歲、19歲的不同時期，正處在人生困境

中的兒子田力行（古天樂飾）也因此重新參與、

了解了父親的人生，從而找到了生活的方向……

值得壹提的是，此次金像獎將由首次擔任司儀的

古天樂擔當主持，而古天樂正是電影的男主角之

壹，加上吳鎮宇強勢提名金像影帝和上屆影後春

夏的加盟，讓影片更加看點連連。

傳承港式情懷 致敬經典香港電影
電影《脫皮爸爸》今日海報特輯雙發，發布

了“期望”版海報和壹支“港式情懷”特輯，海

報中吳鎮宇“六人壹身”，以老年裝扮為主導，

嵌入片中其他年齡段的形象，共同仰望天上的紙

飛機，就如同始終仰望著自己當年的夢想。海報

整體帶有奇幻色彩，也體現了影片的基調。

在曝光的“港式情懷”特輯中，將這些年金

像獎影片中的經典臺詞和場景進行混剪，從而向

這些永不褪色的經典香港電影致敬。而在電影

《脫皮爸爸》中，無論是立意還是敘事背景，都

充滿港式元素與港式情懷。影片在之前入圍了第

29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放映現場不

僅座無虛席，而且在映後觀眾普遍表示，影片有

笑有淚，對父子情的講述令人思考、引人共鳴。

香港電影本身就是壹個標簽、壹種情懷，在致敬

經典的同時，更需要有優秀的作品傳承下去。

電影《脫皮爸爸》由導演司徒慧綽首次跨界執

導，吳鎮宇、古天樂、蔡潔、春夏聯袂出演。吳鎮宇

更是憑借在其中的超強演技提名第36屆“金像影帝”

，電影計劃於2017年登陸全國院線，溫情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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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TVB無懼挑戰無懼挑戰
44月推月推““大台網大台網””

逾千員工團拜高層呼籲團結

踏入雞年，李寶安與鄭善強分別為醒
獅點睛，前者在致詞時透露無綫將

於今年4月推出全新的娛樂社交平台Big
Big Channel“大台網”，不過他坦言電視
行業應會一如往年迎接相當大的挑戰，並
相信會延續一段長時間，所以他寄語員工
要上下團結一致，秉承無綫精神提供最佳
娛樂給觀眾，爭取最好的成績。

陳雅思將出埠晒泳裝
決定留港發展的港姐亞軍劉穎鏇，

表示即將完成訓練班課程，她會盡最大
努力去吸收各種知識，亦會在網上繼續
完成學業。至於季軍陳雅思就稱下周會
出埠拍攝健康資訊節目，同行會有兩位

資深演員，她希望屆時可向前輩偷師學
習：“細節暫時未能透露，可能會穿泳
裝拍攝。不過新年吃多了，現在肥了，
要積極‘喼弗’。”友誼小姐張寶兒則
在觀眾席坐低時沒察覺下身失守，及後
經提醒才以布遮住。

另外，聲沙沙的冠軍馮盈盈表示近
日天氣反覆致着涼，她笑言平時被批評
聲調過高，現總算平衡一下。問到男友
有否照顧她？Crystal說：“自己照顧自
己就最好，家人都有弄鹹金桔水給我，
因我晚上要錄影《千奇百趣》，有很多
稿要講，希望可以幫到手。”而在過年
期間，Crystal表示大部分時間與Tiffany
都在工作中度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電

視廣播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李寶安，8日

率領一眾管理層包括鄭善強、杜之克、

樂易玲、余詠珊和曾勵珍等以及過千位

員工參與“無綫丁酉年新春團拜嘉年

華”，四位應屆港姐馮盈盈(Crystal)、

劉穎鏇(Tiffany)、陳雅思和張寶兒均穿

鮮紅色裙子作“利是封”打扮亮相。雖

然李寶安直言電視界挑戰愈來愈多，但

會跟各員工團結面對；而樂小姐則新年

行大運，玩Bingo遊戲時率先中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儀）婚後定居北京的羅嘉
良，7日晚返港出席活動時接
受傳媒訪問，他表示翌日又要
去上海拍廣告，之後到三亞陪
太太蘇岩及女兒。他又透露為
避開北京的霧霾，之前已搬到
三亞居住。

寧要獎金不計較獎項
“撈家”表示自己很喜歡

三亞，但不會到當地定居，現
時會在北京、三亞兩邊住，最主要是避開霧
霾。加上女兒現就讀幼稚園，要請假都影響
不大，而老婆剛巧近日在海口拍攝馮小剛新
片，三亞去海口也很近。問到可想帶女兒返
港定居及讀書？“撈家”直言未定，主要看
大環境，自己都很懷念香港，很幸運香港觀
眾愛戴他，也希望再返港發展。去年他接拍
無綫劇集《與諜同謀》，他透露劇集將於下
月播出，但到時能否回港宣傳就要視乎工作
時間而定。

說到很多舊人都已離巢，羅嘉良認為很

正常，每個年代都會有，而他也是因拍劇才
認識李佳芯。問到可想再得電視獎項？他坦
白說：“不會了，獎金好點，第二屆我和蔡
少芬一起得獎，獎座還是包金的，好像得我
們有。不過我都有留意得獎藝人在頒獎禮的
得獎感言，因自己不是太識說話。”至於何
時再拍劇？嘉良透露目前正接洽幾部劇集，
有可能在港拍攝。

《無間道》第二季更好
另外，他有份演出的網劇《無間道》剛於

無綫收費台播畢第一季，而第二季將於下月播
映，對於網民不滿劇集大部分是香港演員，卻
配成普通話播放，嘉良說：“一開始是國語
版，粵語版都會有，但要遲點。其實我們是很
有誠意去製作，是一齣非常正的作品。首季口
碑非常好，第二季更正，個個觀眾感覺都不
同，我覺得無所謂，語言的事很難去評論。”

同時，嘉良笑指太太叫他別只顧賺錢，
夠用就得，這方面他也認同。“錢是不會(賺)
夠的，現在各方面都很好，非常感謝上
天。”又指已減少工作多點陪愛女，至於會
否生多一個，他則表示會和太太傾傾。■羅嘉良目前主力在內地發展事業。

■■嘉良跟妻子蘇岩和女
嘉良跟妻子蘇岩和女

兒生活美滿兒生活美滿。。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北京三亞兩邊住
羅嘉良主攻內地仍念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 早前誕下女兒的女星林
心如，當了媽媽後一直遠離外界視野，直至
8日才再露真身。所指是她出現在好友徐若
瑄(Vivian)的facebook上。

8日Vivian在facebook放上她跟心如和
蘇有朋的合照，並留言“可以耐心聽我們媽
媽經的男人已經不多了，新好男人”，對蘇
有朋大讚特讚。而在相片中，心如是笑住做

V字手勢，而蘇有朋則展示手上的利是，本
來不知他是逗利是還是給BB女紅封，及後
心如稱“叔叔主要任務是來發紅包的啦”，
令Vivian也改口風謂：“導演叔叔好、叔叔
恭喜發財大吉大利！”代1歲囝囝拿利是。

網民也對三人的凍齡大呼神奇，有人甚
至自嘲“明明是從小看到大的3人，怎麼現
在看起來感覺都比我年輕”。

林心如產後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黎諾懿、蔣家旻、羅天宇、
楊卓娜、徐榮、林漪娸及林師傑
等，8日出席無綫全新飲食節目
《馬家開飯》記者會，會上又進
行“撈起”儀式，寓意收視節節
上升。眾又人互餵食湯丸預祝元
宵佳節。

快為人父的黎諾懿，透露太
太李潔瑩懷孕七個月，預產期是
4月16日，計劃自然分娩。他指
太太懷孕以來都沒有妊娠不適，
只試過一次吃錯食物而嘔，到近
日就出現胃頂及尿頻，但她每天
都會出去玩。他又笑指因太太比
較西化，所以他對懷孕的認識比
太太更多，為了BB健康及皮膚
好，太太已戒吃生冷食物。諾懿
又指因家族中人已有生育經驗，
所以即將當爸爸的他也沒有壓
力。問到是否已準備好生仔用的
“走佬袋”？他說：“未搞呀，
我信風水，所以 BB 床都未
整。”問到是否會陪太太坐月？
他說：“當然會啦，老婆幫我佗
個金菠籮，之前推了《天命》，
因3至4月要回內地拍攝。”問

到蔣家旻會否做諾懿兒子的契
媽？她即問諾懿是否可以，諾懿
笑說：“當然得，有一百萬留位
費就得。”家旻答道：“我有一
百萬買樓先啦。”

羅天宇續拒認戀情
羅天宇早前再被拍到與緋聞

女友湯洛雯拍拖，但他依然否認
拍拖，並指當日只是吃完飯行
街，同行還有其他朋友。問到為
何不公開戀情？他聲稱雙方仍在
了解中：“了解不等於發展，了
解還是很淺。”曾與林芊妤、苟
芸慧拍拖的他，對於情史再被舊
事重提，他尷尬說：“不知怎
樣，該新聞出了五六次還要
出？”

問到他喜歡湯洛雯什麼時，
他說：“幾 Nice，工作幾勤
力。”又指新年時雙方都沒到對
方家中拜年。

每次拍拖都是分手後才承認的
他，被問到與女友是否有共識不公
開戀情？他否認：“無共識，(可擔
心不認戀情會令女友不悅？)不明白
你說什麼，了解當中啦。”

太太兩個月後生得
黎諾懿隨時候命

■■《《馬家開飯馬家開飯》》一眾藝人一眾藝人88日出席日出席““撈起撈起””儀式儀式。。

■■或許心情太興奮或許心情太興奮，，張寶兒張寶兒((左一左一))下身意外失守下身意外失守。。■■李寶安李寶安((前排中前排中))率領一眾無綫高層與醒獅合照率領一眾無綫高層與醒獅合照。。 ■■樂易玲樂易玲((中中))贏得獎品贏得獎品，，新年行大運新年行大運。。

■■((左起左起))三位港姐劉穎鏇三位港姐劉穎鏇、、馮盈盈和陳雅馮盈盈和陳雅
思向各位讀者拜年思向各位讀者拜年。。

■(左起)林心如、蘇有朋和徐若瑄難得
聚首。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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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文哈特、“老白”挑戰法國賣座喜劇
美版《無法觸碰》首次曝光劇照

2011年的法國溫情喜劇電影《無法觸碰》曾感動了無數影迷，正在熱拍的美版《無法觸

碰》也曝光了首張劇照，這張照片由凱文· 哈特在其社交媒體發布，照片中他扮演的護工和

“老白”布萊恩· 科蘭斯頓扮演的富翁在餐廳合影，這兩個角色在法版中分別由弗朗索瓦· 克

魯塞和奧馬· 希扮演。

原版《無法觸碰》由法國導演奧利維· 那卡什和艾力克· 托蘭達執導，弗朗索瓦· 克魯塞和

奧馬· 希主演。故事改編自真人真事，在壹次跳傘事故後，富有的貴族Philippe下肢癱瘓，生

活無法自理，因此他找了黑人青年Driss來家裏當護工。這是壹位底層出身的年輕人，剛從監

獄出來。兩個世界碰撞、融合，壹段不可思議的奇妙友情誕生了。

《無法觸碰》曾在2011在全球砍下4.16億美元票房，並收獲法國凱撒獎9項提名，是近年

來全球最受歡迎的法語電影。

《好運之人》、《分歧者：異類覺醒》導演尼爾· 博格執導美版《無法觸碰》，除了凱

文· 哈特和布萊恩· 科蘭斯頓，妮可· 基德曼也加盟了該片。

闊別銀幕14年之久的《絕地戰

警》系列的最新作品《絕地戰警3》

近日又被曝延期了。國外媒體《Ex-

hibitor Relations》在Twitter上爆料：

影片原本檔期2018年 1月 12日延期

至同年11月9日，《絕地戰警4》拍

攝計劃待定。目前這壹消息未得到

索尼影業的證實。

此前威爾· 史密斯宣布加盟迪士

尼真人版《小飛象》時，外媒就報

道稱影片拍攝時間幾乎與《絕地戰

警3》完全重合，後者能否準時開拍

甚至能否開拍都存疑。目前影片修

改檔期，也可以看做是爭取史皇繼

續出演的讓步之舉。

《絕地戰警3》的拍攝遭遇數次

變故，影片原定今年2月17日上映，

後來延遲到今年暑期6月2日，再後

來才調整到2018年初。影片新定名

《Bad Boys for Life》，取材自《絕

地戰警》中的臺詞：“We ride to-

gether, we die together, bad boys for

life.”（我們同甘共苦，出生入死，

我們是壹輩子的兄弟。）影片目前

確定由《人狼大戰》導演喬· 卡納漢

執導，《勇士》《拿起槍筒的簡》

編劇安東尼· 唐巴基斯執筆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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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本周壹被曝面臨取消的

《僵屍世界大戰》最近有了新的轉機

，據知情人稱，導演大衛· 芬奇有意執

導這部動作續集。

幾天前，派拉蒙更改了多部電影

檔期，《僵屍世界大戰2》上映計劃

從2017年的日歷中取消，而新的日期

也未確定。內部人士稱影片計劃將檔

期定在2018或2019年，但問題是它現

在還不在派拉蒙的拍攝計劃裏。據

《好萊塢報道者》稱，有知情人透露

芬奇對執導《僵屍2》有很大的興趣

，但也有競爭方的制片人表示，如果

派拉蒙堅持讓布拉德· 皮特出演，那影

片拍攝的前途就面臨更大考驗。大衛·

芬奇和布拉德· 皮特曾合作過《七宗罪

》《搏擊俱樂部》《本傑明· 巴頓奇事

》等多部電影，兩者私交也不錯，如

果壹起合作應該也不是什麽難事。此

外影片劇本來自英國電視劇《烏托邦

》的制作人Dennis Kelly，而芬奇此前

也本來打算和《消失的愛人》原著作

者吉莉安· 弗琳合作翻拍美版《烏托邦

》，但最後因為預算問題而擱淺。

知情人還透露，《僵屍世界大戰

2》的預算不是問題，芬奇曾經就打算

打造壹個講述男主角和他的家人在僵

屍大災難中逃生的故事，而預算也低

於首部的1.9億美元。同時，這部續集

的制作方不僅是派拉蒙，天舞影業也

會參與到投資當中，和派拉蒙壹同分

擔制作風險。盡管如此，派拉蒙主席

布拉德· 格雷依舊不肯為續集開綠燈。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成了知情人口中的

“芬奇願意拍，但決定權在派拉蒙”

。《僵屍世界大戰2》屢換導演和屢

次延期不是這個系列第壹次遭遇困難

了，系列第壹部在內部試映時，觀眾

對第三幕感到非常不滿，導致片方耗

費巨資進行了大規模的補拍。

《長城》海外多國票房奪冠
2.17登陸北美俄羅斯等地
屆時足跡將覆蓋五大洲

已在眾多海外市場獲得不俗表現的電影《長城》繼續高歌猛進。
近期，《長城》又在墨西哥、保加利亞、拉脫維亞和荷蘭取得了首周
末票房第壹的成績。

截至目前，電影《長城》已經登陸歐洲、美洲、亞洲、非洲的33
個國家和地區並在繼續增加中。影片全球票房為2.19億美元，中國內
地為1.7億美元左右。

《長城》不僅在海外發行規模上做出了突破，在絕大部分上映地
區也都取得了令人驚喜的票房成績：不僅在香港、臺灣穩登首周末票
房榜，還在許多語言、文化、觀影習慣完全不同的國家諸如馬來西亞
、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土耳其、羅馬尼亞、匈牙利
、捷克、埃及、法國、比利時、荷蘭、烏克蘭等國取得首周末票房冠
軍。在印度、德國等地，《長城》也都成功躋身第二位。據統計，
《長城》在27個海外上映國家中都排進了首周末票房榜前三，占目
前開畫地區的80%。2月17日，《長城》將在北美、澳洲以及俄羅斯
等地開畫，屆時該片上映足跡將實現世界五大洲的全覆蓋。

尼科爾森出演美版《托尼厄德曼》
今年奧斯卡外語片最大熱門 講述怪異父女情

傑克· 尼科爾森終於出山了!據

《綜藝》雜誌爆料，傑克· 尼科爾森

將出演美版《托尼· 厄德曼》，女兒

角色可能由克裏斯汀· 韋格扮演。作

為去年的爆款電影《托尼· 厄德曼》

成功吸引了派拉蒙的註意，前者已經

都買了影片的改編權，老尼科爾森將

飾演父親的角色，不過派拉蒙目前還

未官宣此項目。

老尼科爾森今年將80歲了，非

常喜歡原版《托尼· 厄德曼》，並告

訴了派拉蒙影業CEO布拉德· 格雷有

意願出演這個角色，布拉德· 格雷立

即跟團隊買下了該片的改編權。

他曾經在亞歷山大· 佩恩執導的

《關於施密特》中扮演過失敗父親

的角色，與《托尼· 厄德曼》中的父

親角色有些類似，並且也是壹部喜劇

片。

傑克· 尼科爾森自從 2010 年的

《妳怎麽知道》之後，就處於退休的

狀態。這將是他復出後參演的第壹部

電影，他之前與《42 號傳奇》與

《法官老爹》這兩部電影走得很近，

但最後都不了了之。

據悉，原版《托尼· 厄德曼》的

導演瑪倫· 阿德會擔任執行制片人，

作為去年最受歡迎的德國電影，《托

尼· 厄德曼》講述壹個很難和女兒溝

通的父親，通過扮演壹個叫“托尼厄

德曼”的喜劇角色和女兒共處。影片

已入圍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奪魁

呼聲頗高，影片由索尼經典發行，目

前在美國小規模上映中。

《《絕地戰警絕地戰警33》》再度面臨延期再度面臨延期
檔期或調整至檔期或調整至20182018年年1111月月 第四部或被取消第四部或被取消



CC88休城讀圖

第 21 屆德州農曆新年園遊會
2 月 4 日在美南新聞前廣場隆重舉行（一）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右起 ）園遊會主辦人李蔚華董事長 與休士頓市市長 Sylvesterv Turner,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
李強民，國會議員 Al Green 及其助理譚秋晴女士在大會上合影。

出席現場的貴賓觀賞
舞獅表演（ 右起 ） 
園遊會主辦人「 美南
報系傳媒集團」 董事
長李蔚華先生、休市
市 長 Sylvester Turner 
及國會議員 Al Green 
在大會上觀賞舞獅。

國際上十個國家的選美皇后皆出席大會。  出席開幕式的貴賓們。

國會議員 Al Green （ 左 ） 在致詞時以
禮物相贈。（ 右 ）為 園遊會主辦人李
蔚華先生。

休士頓市長 Sylvester Turner ( 左 ） 讚美李蔚華董
事長（ 右 ） 多年來主辦園遊會對社區的貢獻。各攤位前擠滿了人潮。

貴賓們為舞獅送紅包。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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