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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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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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白色的硬木櫥櫃
☆不同類型的水龍頭
☆各種顏色和大小的花崗巖
☆各種廚房和浴室水槽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大理石品種最多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規模最大，，價格最低價格最低！！
批發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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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比賽之前，“李城”在
聯賽中已經遭遇五連敗，

但這場比賽在助教基治沙士比
亞及一隊教練史東維爾臨時指
揮下，去年贏得英超冠軍的
“李城”似乎又回來了，他們
在速度、反應、控球等各個環
節都佔據了壓倒性優勢。

第28分鐘，華迪接到馬克
艾拜頓的直傳球，門前冷靜射
門，為球隊首開記錄。39分
鐘，真禾特射出一記世界波，
他30米外的射門直入利物浦大
門。60分鐘，基斯甸富治斯傳
中，華迪躍起頭槌破門，個人
獨取兩球。利物浦最後由古天
奴攻入安慰性的一球。

今仗全取 3 分後，“李
城”以24分升上第15位，離開
降班區，亦證明“後雲尼亞里
時代”正式啟航。

“我在他們的眼中看到一
團火，雖然我們面對批評，但
這只會令我們更有鬥志。”臨
危受命的教練沙士比亞坦言球
隊今仗面目全非，並大讚華迪

的領軍能力。
至於利物浦過去7場聯賽

中，只取得一場勝利，在積分
榜上已經下降到第五位，落後
榜首的車路士14分。“當你這
樣輸球的時候，找到合適的詞
來回答採訪真的非常困難，我
幾乎已無話可說，今仗不是李
斯特城的表現太有侵略性，而
是我們自己踢得太差了。”在
賽後接受採訪時，高洛普幾乎
直接發飆。

球迷悲情送別雲尼亞里
另外，雲尼亞里上周在不

知情的情況下突然被炒，引發
全英倫的震驚，而“李城”球

迷此役更是用實際行動表達他
們的立場。

球迷頭戴雲尼亞里面具，
舉着支持雲尼亞里的標語，齊
聲歌唱這名意大利功勳主帥，
並將他稱為“李城”國王。在
比賽進行至第65分鐘時，全場
球迷還拿出手機搖晃，致敬65
歲的雲尼亞里。

而在比賽開始前，李斯特
城大街小巷到處可見“感謝
你，雲尼亞里”的標語，甚至
還有球迷租用了一輛靈車，車
上掛着“李城”的球衣，還寫
着“安息吧，足球”，用來抗
議“李城”老闆的無情。

■記者梁啟剛

2月28日舉行
的 NBA 常 規 賽
中，史堤芬居里手
感冰冷，3分球11
投盡墨，平 NBA
單場最多3分出手
全部落空紀錄，不
過最終勇士還是在
客場以 119:108 擊
敗費城 76人，奪
下4連勝。

史堤芬居里
今仗交出19分及6
次助攻成績，但
出手全隊最多的
23次卻只投入7球，包括3分球11次出手都
落空。

這是NBA史上第4次(含季後賽)出現有球
員單場11次3分出手都沒投入的情況。也是
史堤芬居里生涯第2次單場至少10次3分出手
都沒投入，並列史上第2多，而史堤芬居里的
這兩次都出現在這個球季。史堤芬居里賽後
開玩笑說：“我忘了要針對空氣的密度作出
調整了。”

儘管史堤芬居里失準，但勇士仍然在下
半場擺脫 76人糾纏，最終以 11分之差取
勝。杜蘭特貢獻27分及8個籃板，基利湯遜
攻下21分，格連有14分、6個籃板及11次
助攻表現。勇士13名球員都有出賽，且都有
得分，總教練卡爾賽後說：“在史堤芬居里
手感不佳的比賽，我們還是有很多其他球員
能得分。” ■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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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禾特(左)轟入世界波。 法新社

■■杜蘭特杜蘭特((左左))安慰史堤芬安慰史堤芬
居里居里。。 美聯社美聯社

中國籃協2月28日在北京召開例
行媒體通氣會，會上對本賽季CBA
常規賽MVP的評選進行了公開計
票，最終來自山東隊的丁彥雨航與上
海隊的弗雷戴特分別當選本土及外援
常規賽最有價值球員（MVP）。

據搜狐體育消息，本賽季的常
規賽MVP評選流程依舊是先由籃協
公佈候選人名單，然後經由評選小
組進行投票選出。成為候選人的標
準如下：1、個人參加常規賽比賽場
次必須達到30場（含）以上；2、個
人綜合技術指標綜合得分名列前
茅；3、所在球隊在常規賽中取得前
8名的成績。

在中國球員的評選中，丁彥雨
航收穫了總共60張票共計264分，
獲得本土球員第一，郭艾倫排名第
二為137分，而胡金秋，周琦與韓德
君均未過百。在外援方面，弗雷戴
特則獲得了278分，力壓哈達迪的
113分、哈德森的102分，最終獲得
了常規賽MVP。 ■記者 陳曉莉

闊別 18年的中國排球全明星
賽，2月26日晚在深圳落幕。當晚除
北方明星隊以59：47勝南方明星隊
外，還令中國女排名將張常寧的戀情
也浮出水面。

據鳳凰體育消息，在當晚的頒
獎環節，北方隊的江川走上台時，他
身邊的張常寧羞澀地慌忙躲開。不
料，此舉被眼利的、正觀看電視直播
的球迷們捕捉到，球迷們紛紛表示張
常寧這是“此地無銀三百両”。

江川是北京男排主力，身高2米
04。據悉，張常寧和江川相戀已久。

■記者 陳曉莉

丁彥雨航膺
CBA常規賽MVP

張常寧戀情曝光
男友身高2米04

姚明改革方案遭否？ 籃協闢謠
中國知名籃球媒體人楊毅日

前在其公眾號中爆料閉門進行的
中國籃球代表大會的大體內容。
《廣州日報》2月28日報道稱，
此前剛剛接任中國籃協主席的姚
明提出了聯賽改革方案，結果遭
到否決。

在代表會上，姚明第一條
“延長聯賽”的提案就被否決
了，他提出的方案是：聯賽實行
南北分區（類似NBA的東西分
區），同分區相互打4場球，不
同分區打2 場比賽，這樣CBA常
規賽就能多打18場比賽。

代表認為，CBA現階段各家
俱樂部還是虧損狀態，還要增加
比賽，這樣一來就得多打9個客
場，收入不增加的情況下，俱樂
部只能是越打越賠錢。

姚明還提出，縮短國家隊的
集訓時間，採取美國“夢之隊”
式的邀請制度；取消亞洲外援，
實行四節四人次方案；代表們認
為以上兩點方案都不符合國情，
最終予以否決。

對此，中國籃協闢謠稱，在
籃協換屆會和CBA股東會議中，

對於未來籃球改革措施進行了積
極討論，但不涉及任何決議。而
中國籃協、CBA聯賽的各項改革
措施正在積極醞釀，時機成熟時
會通過正當途徑對外公佈。

2月23日，中國籃球協會第
九屆代表大會舉行，姚明獲全票
通過，正式當選中國籃協新一屆
主席。新華社此前消息稱，姚明
當選主席是中國籃協成立後第一
次由社會人士擔任協會主席，是
中國籃球乃至中國體育事業改革

發展的又一個標誌性事件。
根據中國籃球協會秘書長白

喜林介紹，中國籃球協會成了名
副其實的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
法自治的社會組織。據央廣網此
前報道，不久的將來，籃協改革
將呈現出徹底而堅決的“去行政
化”的趨勢，除目前已經實現轉
讓的商務權、商務推廣權之外，
CBA聯賽的競賽權也將授予CBA
聯賽公司。

■中通社

■■中國傳中國傳
媒指姚明媒指姚明
提出一系提出一系
列聯賽改列聯賽改
革方案革方案。。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香港單車隊2月28日在巴林舉行的
亞洲公路單車錦標賽再傳捷報，女
車手楊倩玉奪個人公路賽金牌，同
時成為歷來首位在此項目封后的香
港女運動員。

楊倩玉去年在香港主辦的世界盃
場地單車賽奪銅牌後，2月28日在巴
林亞錦賽女子精英組聯同隊友刁小
娟、孟昭娟及梁寶儀出戰，在89.6公
里個人公路賽最後幾公里和其他三名
車手一起突圍，四人最後於1,000米
發力衝線，楊倩玉壓線成功，以2小
時32分50秒，險勝亞軍的韓國選手
NA Ahreum和季軍的日本車手YO-
SHIKAWA Miho奪金。隊友孟昭娟
獲得第10名，梁寶儀第18名過終點。

楊倩玉公路賽封后
香港第一人

李宗偉傷癒將戰全英賽
據馬來西亞媒體 2 月 28 日報

道，之前受傷的馬來西亞羽毛球名將
李宗偉已提前傷癒，將出戰3月7日
至12日在英國伯明翰舉行的羽毛球
全英賽。馬來西亞媒體援引李宗偉教
練葉誠萬的話報道說，李宗偉出戰全
英賽已經獲得了隊醫許可，他也接受
了核磁共振成像檢查，結果良好。李
宗偉2月初在訓練時滑倒，導致左膝
內側副韌帶拉傷，一度表示可能缺席
全英賽。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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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当下的社会，经济实力不错的家庭不少都选择让自己

的孩子到国外去留学，无论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孩子能够接

受更好的教育，还是出于希望孩子能够在国外“镀金”这

样的想法，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留学回国

人员总数达221.86万人，近5年年均增长21.75%，成为我国

创业创新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现如今留学的成本是在逐年的增加，家长送孩子留学

也并非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能够学成归来，这是一件好事

，报效自己的国家，能够为社会发展添砖加瓦，也是会感

到欣慰的。但是作为“海归”，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是

要打破身上的一些枷锁，才能够真正的融入到就业和创业

当中，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首先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态给摆正。对于一些优秀人才

来说，可能觉得过去自己在国外是怎样的一种身份，那么

回国后还是应该要得到相应的待遇，可是目前我国的就业

竞争哪里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呢？所以不能够用同一个标准

线来对自己的职业进行规划。

其次就是工作态度的转变。不同国家有不同国家的文

化特征，当然这也包含了职场文化，所以想要融入到其中

，那么就不要把自己当做“假老外”来看待，该接地气的

时候，那还是得接地气的，不然老是端着“架子”在那儿

，谁还愿意和你协作呢？

最后就是在个人成长要要秉持乐观的态度。可能和其

他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我们还有许多要学习的地方，但是

我们在逐渐的缩小这样的差距，需要的是时间的历练，更

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如优秀“海归”这样的人群来构造。

所以重要的就是自己要有信心，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依

靠这一群人的付出，是能够达到自己所期许的未来。

“海歸”如何打破
徒有虛名的枷鎖？

在哪里创业？这个选择是多种多样的。回家乡创业是一

些海归在对自身性格、能力和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量后所做

出的选择。这一选择无关对错，只是一种对未来审时度势的

规划。回家乡创业，不代表选择安逸，反而是一种务实，有

时也是一种眷恋。

回家乡创业需要先扎实基本功。创业困难不只是说说而

已。回家乡创业，不代表能够规避创业过程中存在的风险。

只是相比于其他城市，海归更了解自己的家乡，家乡的资源

能够更好地被他们所利用。然而要用好这些资源也不是件易

事，这需要运用自己求学时积累的经验去用心地探索、用心

地发现、用心地捕捉。所以，“扎稳马步”后，再来谈回家

乡创业。

故土总是盼望着游子的归来。海归既然选择了回家乡创

业，不妨切实地为家乡做点什么，哪怕只是“种种地”“浇

浇花”。

海歸回家鄉創業
需要先紮實基本功

创业不仅可以去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也

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每个人的标准不同，最

终的落脚点也就不同。当有人选择到外地打

拼时，也有一些海归选择回家乡创业。

缘何回乡创业

新疆姑娘赵闫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读

研究生。毕业后，她顺利地在当地找到了一

份工作。后来却辞掉了这份工作，回新疆创

业，做新疆特产的线上和线下销售。

“父母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没机会上学。

这一直是他们心中的遗憾，所以，他们就

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尽全力让我接受好

的教育。大学毕业后，父亲执意让我出国

见见世面，于是就送我去澳大利亚读书。

”赵闫说。

“既然父母执意让你出国见世面，那为

什么辞掉工作选择回家创业呢？”

“见的世面越多，就越觉得家乡好。总

有乡愁萦绕在心头，想要回国。大概是‘好

山好水好寂寞，好忙好难好快活’吧。”赵

闫俏皮地说。

乡愁让赵闫有了回国的念头，而真正让

她下定决心的，却是在澳大利亚工作时参与

的一次回国采访。

“2015年，因为工作关系，我和新西兰

的一些同行到国内西部采访。在新疆采访时

，我近距离地了解了我的家乡，感受到了它

近几年的巨变和未来的发展潜力，于是我很

自豪地向同事们介绍新疆，同时也下定决心

要回来创业。”赵闫回忆说。

孙波曾就读于德国勃兰登堡工业大学。

2005年他回到家乡青岛创业。当被问到为何

选择回家乡创业时，他说：“我从小在青岛

即墨长大，非常熟悉这里的环境，有许多志

同道合的朋友，有家人的支持。除此以外，

青岛和德国还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基于这些

原因，我选择回家乡创业。”

代超曾在韩国暻园大学留学。他坦言：

“之所以选择回家乡创业，有两个原因：我

当时选择去韩国留学，就是考虑到家乡有比

较多的韩国企业，为回家乡工作做准备；另

一方面，我觉得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我不

太适合去大城市。在我看来，大城市虽然机

会比较多，但是压力也很大。”

创业方向多元

除了不再把眼光局限于一线城市，海归

创业的方向也呈现多样化，不再局限于某些

高端、时兴产业。

当被问到怎样选择创业项目时，曾就读

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刘晓说：“回国后，

我深受国内雾霾困扰，心里感到很难受。想

到其他国家之前也出现过类似的环境问题，

但都在一步一步地规划治理中好转。我想为

环境绿化出一份力，于是选择回家乡种树。

”

赵闫则坦言：“我之所以选择做新疆特

产销售，主要是因为父母是果农，家里就出

产红枣、核桃、香梨和苹果。这几年水果滞

销，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他们分担压力。

”

“我选择做进口葡萄酒行业，是因为适

量饮用葡萄酒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国内葡萄

酒质量参差不齐。我对德国、法国的葡萄酒

比较熟悉，所以想用自己的努力让家乡人喝

到货真价实的进口葡萄酒；参股无纺布环保

手提袋生产是因为这家工厂以前主要以塑料

包装生产为主。在考察了欧洲的相关产业后

，我决定致力于环保产业，生产无纺布环保

手提袋，为减少污染、绿化环境而奋斗。”

孙波说。

“我之所以经营火锅餐厅，看中的是家

乡的市场，而且我有信心、有资源做好这个

项目。同时，我也吸取了以前好高骛远的经

验教训，学会了脚踏实地、好好经营。”代

超说。

回乡创业也难

在家乡创业并不意味着轻松。“新手上

路”难免会遇见各种各样的困难。对项目不

熟悉、同行的恶性竞争、家人的误解等，也

都是在家乡创业会遇到的问题。

“我刚开店时就碰到过来自同行的恶性

竞争。那时刚开店，被恶意举报过很多次。

曾经有两次直接导致我们在中午停业；最开

始，人手不够，也导致餐厅服务不到位。”

代超说。

“我刚开始创业时，种好的小树苗会被

附近的村民砍掉拿回家；收玉米时，他们的

玉米收割机会撞坏我的庄稼。”回想起创业

初期遇到的问题，刘晓无奈地说：“他们都

是村民，还都是老人家。我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尽量减少与他们的矛盾。在这方面，每

年我都会吃不少‘哑巴亏’。”

“我之前在网上订购了一大批包装袋，

收到后觉得还不错，就用来包装干果，结果

寄到顾客手里时袋子全都破了，干果散落一

地。如果我那时候能够让卖家先寄一个包装

袋的样品来试一试就好了。”说到这里，赵

闫很懊恼。

“这几个月虽然状况频出，但是失误在

一点点地减少，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吧。但我

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我的家人到现在都不支

持我。他们隔三差五地就催促我回澳大利亚

。我不在乎网上那些说我‘在国外混不下去

了才回来’的评价，但是我在乎父母的看法

呀。”赵闫补充道。

创业优势明显

在家乡总有千般好。对于回家乡创业，

海归也有自己的经验和看法。

谈到对海归回家乡创业的看法，孙波说

：“家乡缺乏的东西你一眼就能看到，并且

可以利用手中的资源找到合适的产品、合作

机构，就此开展自己的事业。同时，你熟悉

家乡的一切，天时地利人和，遇到挫折时也

有人陪你共渡难关。”

“出国后，许多人才发现自己很爱国。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他们都会回国发展，能

回家乡就更好了。哪里都没有自己的家乡好

，在国外的中国人对此有很深的体会。”代

超说。

刘晓表达了对在家乡创业的热切与无悔

：“大家都去北上广深、去大城市，光鲜亮

丽。虽然我在乡下创业，没有电、没有网络

，似乎很寂寞。但我没有那么多的应酬，不

需要和人攀比。每天都能很认真地思考一件

事，活得健康，种地也挺好。”

海歸創業
方向多元
他們選擇回家鄉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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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疑大片《神秘家族》定檔 4.21

林依晨陳曉身陷慘案

由林依晨、姜武、陳曉、惠英紅、
藍正龍等主演的懸疑驚悚電影《神秘家
族》今日宣布定檔於4月21日全國公
映，並同時曝光壹組定檔海報和劇照。
本片根據曾經轟動全國的“福建滅門”
真實案件改編，由兩岸三地壹線制作團
隊聯手打造。海報中，林依晨壹家四口
的合照被“兇手”拿在手中，照片中整
個家族都透露出詭異的氣息，神秘感十

足。而隱藏在照片後面的“兇手”笑容
詭異，面露殺氣，雙眼流露出罪惡的氣
息。劇照中，林依晨被按倒在蘆葦叢中
慘遭施暴虐待，跟海報上方描述的“壹
次蹊蹺的性侵”相呼應，令人看了脊背
發涼。而林依晨獨自站在蘆葦叢中面露
疑惑、心生恐懼，讓大家忍不住對
“壹場神秘的滅門”產生期待。

在此次曝光的“神秘版”定檔海報

中，林依晨、陳
曉、惠英紅、姜
武組成的“神秘
家族”在斑駁的
老照片中亮相，
藍 正 龍 主 演 的
“殺人兇手”隱
藏背後，很多網
友看到海報後驚
呼“劇透”。然

而，影片的劇情遠非如海報上所呈現
的那麼單純，而是在“壹次蹊蹺的性
侵，壹場神秘的滅門”背後，隱藏著更
為巨大的真相。此外，片中還有極大篇
幅的重口味犯罪戲碼，以及讓人意想不
到的反轉情節，所有這些元素，都使
《神秘家族》成為前五壹檔最值得關註
和期待的精品懸疑大片。

作為壹部極為註重品質的懸疑驚悚

大片，電影《神秘家族》匯集了兩岸三
地壹線制作班底。除了有 “鮮肉男
神”陳曉加盟，更有“視後”林依晨、
“影帝”姜武、“影後”惠英紅和“視
帝”藍正龍實力參演，組成了影片“雙
後雙帝”加“鮮肉男神”的強大陣容。
從此次發布的物料中可以看出，導演
和幕後團隊為了烘托出恐怖緊張的氛
圍花了許多心思，當然也離不開主演
們對角色精準的詮釋。據悉，為了參
演本片，於拍攝前剛剛和圈外男友完婚
的林依晨不惜將蜜月延期，對此她表
示：“因為劇本很好，實在不想錯過
（好作品）。”

《神秘家族》根據曾經震驚全國的
“福建滅門慘案”改編，講述了苗苗
（林依晨 飾）壹家本來有著平靜的生
活，誰知在平安夜，家族的溫馨聚餐卻
成為最後的晚餐。整個家族慘遭滅門，

只有少女苗苗壹人幸存。當她尋找慘案
真相時，卻發現家族中的每個人都在極
力隱藏壹個巨大的秘密，父親（姜武
飾）、母親（惠英紅 飾）、弟弟（陳
曉 飾）之間的關系愈發撲朔迷離，而
這壹切都要從幾個月前苗苗被神秘男子
性侵的那個雨夜說起……

此次，“零差評女神”林依晨徹底
顛覆以往正面陽光的形象，在片中飾演
壹名被性侵的少女。談到拍攝那場戲時
的經歷，林依晨說：“因為要在寒冷的
泥濘中打滾，然後還要被強暴，那幾天
覺得自己很不堪。因為指甲縫裏面的泥
濘會壹直提醒妳，這就像角色裏自己的
狀態。如果真的遭遇這些事情，身上的
疤痕、指甲縫中的痕跡不會馬上消去，
心理上的創傷更是。從指甲縫都能體會
到她的淒苦，那幾場戲我真的是想起來
就很難過。”

《瑪格麗特》發布會 艾倫胡杏兒遊戲海翻現場
閨蜜變男友？ 艾倫自嘲是“第

五朵金花”
電影《瑪格麗特的春天》中王自

健、艾倫因田亮與胡杏兒的豪門世紀
婚禮而齊聚澳門，隨之有關婚禮的壹
切都成了引人矚目的熱門話題。壹時
間，婚禮造型師、婚宴主廚、品酒
師、娛樂小報主編、過氣女明星、
八國混血貴族，各懷心思紛紛來到澳
門，幾段陰差陽錯又妙趣橫生的戀情
就此展開。在此期間，每個人都找到
了各自的女神，並在追愛路上引發出
壹段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愛情故事。

曾在喜劇電影《夏洛特煩惱》、
《情聖》等影片中有精彩表演而被大
眾所熟知的開心麻花成員艾倫，此次
在影片中飾演的張大成因暗戀自己的
青梅竹馬王桂蘭（趙文琪）而隱藏起
正常性取向，以閨蜜身份在女神身邊
默默守護。在發布會現場，艾倫也
“閨蜜”角色上身，成為繼胡杏兒、
趙文琪、石安妮、賈妮後的“第五朵
金花”，引來全場笑聲不斷。

艾倫：我不娘也不傻
作為導演口中最特別的第五朵金

花，艾倫壹上場便引起臺下歡笑聲壹
片，而壹向活潑鬼馬的他自嘲稱自己
是影片中的“大菊花”，並笑言這部
影片拍得很憋屈，原因竟是他在影片
的前半段的表現並不是真正的他，而
且化身為閨蜜守護在所愛之人身邊許
久。雖然如此，但艾倫發自肺腑的直
言影片中的他骨子裏絕對是個純爺們，
這下著實吊住了現場媒體和觀眾的胃
口。有意思的是，喜劇演員出身的艾
倫依舊不改搞怪幽默本色，上臺後與

主持人的壹番妙語連
珠的對話逗得臺上臺
下歡笑聲不斷。同時
，也讓大家對於他在
影片中扮演的“閨蜜
”甚是期待，已經等
不及要去影院壹探究
竟。

據艾倫透露，曾
經在話劇舞臺給大家
帶來諸多歡樂的他接
下來將以另外壹種方
式來回報話劇帶給
他的成就，那就是他馬上要拍攝壹部
以話劇改編的電影，還是熟悉的喜劇
老本行，也是合作多年的熟悉團隊，
這次是壹個全新的故事，艾倫也請大
家拭目以待。

艾倫變身老中醫望聞問切識女
伴 胡杏兒田亮因戲結緣成好友

胡杏兒壹襲民族風花紋長裙相活
動現場，全程優雅大方，舉手投足間
盡顯女神氣場。胡杏兒在影片中飾演
的賭神千金和田亮飾演的首富兒子是
這場世紀婚禮的主角，但婚禮前夕，
賭神開出難題欲考驗未來女婿，婚禮
也因種種緣由頻出事故。在整個影片
拍攝中，田亮和胡杏兒因飾演壹對準
新人而有大量的對手戲，胡杏兒透露
她在影片中壹開始並未瞧上田亮，而
且他們還在電梯發生了壹段比較過激
的舉動，當主持人問及是什麼過激的
舉動時，胡杏兒卻賣起關子稱等大家
去影院便能知曉，頓時激起了大家的
好奇心。同時，胡杏兒還透露因為這
部戲認識了田亮，並和田亮成為了生

活中的好友，還笑言原來田亮沒有他
想象的那麼認真嚴肅，私底下還是個
很活潑逗趣的人。

趙文琪身著壹襲白色婚紗上
場，吸睛的同時笑稱希望今年把自
己嫁出去。有意思的是，趙文琪還
透露她和艾倫私底下是十多年的好
友，並笑稱那時的艾倫是班裏的臺
柱子。此次，趙文琪此次在影片中
與艾倫飾演的“張大成”成為了壹
對歡喜冤家，在經歷了背叛後，才
發現身邊的閨蜜“張大成”才是真
正值得托付真心的愛人。作為片中
情侶，片方特別設置了辨識環節，
為考驗艾倫是否和趙文琪“真心相
愛”，主持人讓艾倫尋找背景板後
四位女演員中哪壹個是趙文琪。艾
倫化身國醫聖手，在壹番望聞問切
之後，憑借拍戲時與趙文琪培養的
默契，最終成功找到她。

據悉，此次電影《瑪格麗特的春
天》首映發布會還揭幕了電影終極版
海報，3月 10日邀請大家壹起開啟
2017年初春“賤笑”模式。

黃
軒
演
繹
《
非
凡
任
務
》

詮
釋
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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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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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麥兆輝、潘耀
明導 演 ， 莊 文 強 編
劇，黃軒、段奕宏、
郎月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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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方曝光了“黃軒獨白
”版海報，黃軒飾演
的林凱用文字說出壹
個臥底的內心掙紮與
信 仰 。 首 次 挑 戰
“硬漢”角色的黃軒
，親身上陣危險動作
戲，生動演繹壹個緝
毒 警 的 內 心 感 受 。
不論是傷痛、孤獨，
還是行走在黑白之間
的迷茫，都被黃軒敏
銳 地 捕 捉 到 ， 並 用
“自虐式”的演出完
美詮釋緝毒警真實的

內心情感。觀眾看到的，不僅是壹個
“身份歸零”決心守衛家國安全的緝
毒警，更是壹個“身份歸零”認真演
戲的真演員。

黃軒吐露緝毒警的心聲
詮釋臥底的孤獨與敏感
在電影《非凡任務》中，黃軒飾演

的緝毒警林凱接受組織上的任務，獨自
潛入販毒集團的老巢，以毒販的身份與
毒梟老鷹（段奕宏飾）鬥智鬥勇。身為
壹個臥底，林凱時刻都行走在正與邪的
邊緣，對於自我身份認同的掙紮讓他無
時無刻不提心吊膽。而首次出演此類角
色的黃軒，則通過眼神與動作生動刻畫
出壹個臥底極度孤獨與敏感的內心世界。

此次曝光的海報就展現了林凱的內心
掙紮，林凱胸纏繃帶躺在床上，雖然臉上
和身上都帶著傷痕，但他的眼神仍然在提
醒自己“就算醒在噩夢裏，也要記住自己
是誰”。只有記住自己臥底的身份，才能
堅持完成任務。然而做壹個臥底卻意味著
不再有正常人的生活，“或許直到死去，
也沒人知道我的名字”“從此身份歸
零，做壹個孤獨的毒販”，這壹句句
內心獨白，也正是壹個犧牲自己保衛家
國的緝毒警的真實心聲。

黃軒苦練半月變身硬漢
打著石膏演戲被贊“真正的演員！”

《非凡任務》是黃軒的銀
幕突破之作，壹直以“文藝小
生”形象示人的黃軒第壹次出
演動作硬漢，就讓人大吃壹
驚。在此前曝光的海報中，黃
軒半裸上身，壹身肌肉破屏而
出，荷爾蒙爆棚。今日曝光的
獨白版海報，黃軒身穿警服帥
氣亮相，壹身渾然正氣，同時
海報也首次曝光了黃軒訓練時
的造型，滿身泥汙肩扛百斤圓
木，堪稱“中國式硬漢”。

為了能夠更加真實地演繹
壹個“孤膽英雄”式的臥底，
黃軒提前半個月就開始進行專
業的體能、搏擊、持槍等訓練。
在拍攝過程中，飛摩托車、擒
拿格鬥、扒車槍戰等危險的動
作戲黃軒也親身上陣。甚至在
拍攝飛車戲時意外受傷後，黃
軒第壹時間想到的也是“耽誤
拍攝怎麼辦？”確認骨頭沒事
只是腳部韌帶撕裂之後，黃軒
打著石膏咬牙堅持拍攝了壹個
多月。黃軒受傷的消息曝光之
後，敬業精神讓粉絲大為感動，
有粉絲評論道：“妳用行動詮
釋了演員與明星的區別，妳是
個真正的演員！”

天蠍女的擇偶標準
陳意涵遭十年好友爆料陳意涵遭十年好友爆料

日前，陳意涵作為嘉賓參演某節目，卻意外遭遇好友大爆料，節
目中陳意涵的十年老友陳柏霖，面對采訪爆料出這個天蠍女的擇偶標
準，被問起覺得什麼樣的男生比較適合陳意涵，陳柏霖回答道：“她
的另壹半必須要很有安全感，因為她是壹個很瘋狂的人，妳不能把她
關在壹個籠子裏，妳要讓她飛出去，飛累了自己回來，如果是他老公
的話。”陳意涵作為神秘感與熱情兼具的天蠍女，她的大膽活潑可見
壹斑。

在陳柏霖眼中，陳意涵是壹個非常好動，靜不下來的女孩，在三
十歲那年因為失戀，和好閨蜜壹起完成了五件瘋狂的事情來紀念，不
因為背叛沈淪，反而帶著愛的自由與渴望上路，陳意涵樂觀灑脫的態
度，壹度被無數人標榜為“活出了女孩理想中的樣子。”大概只有擁
有成熟魅力，安全感十足的男生才能hold住這樣的天蠍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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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8 日晚
現場吸引逾

三百名市民圍
觀，大多都是
允兒粉絲，故
大會安排允兒
作壓軸現身，
粉絲一見偶像
即不停尖叫，
又大叫“我愛
你”，令全程
保持笑容的允
兒相當開心，
不時跟粉絲揮

手打招呼。不過她在大會安排訪問期間
不經意地跺腳，有礙觀瞻。其他到場嘉
賓還有周柏豪、王曼喜、林心兒、香港
棒球代表兼演員胡子彤等。
在訪問環節，允兒回答大會設定的

問題，問她對有份參演的新劇《戀愛中
的王》有否收視信心和拍攝趣事，她透
露：“目前正畀心機拍攝當中，希望得
到大家喜愛。現在韓國開始回暖，之前
天氣寒冷時，大家也要更集中及用心去
拍，相信也是同劇演員難忘的事。”至

於新片《秘密任務》會否拍續集？她表
示暫未有聽聞，又稱不會刻意去揀拍電
影或電視劇，最重要有好作品和適合的
劇本。

最緊要又靚又型
近期甚少露面的Kary，透露這是踏

入2017年來首次出席的活動，她並非刻
意收埋自己，但因太耐沒見人，便特意
悉心打扮出來。問這身打扮有否給老公
過目？她笑言老公不知道，亦沒此需
要，因彼此講求信任，“老公不會干預
我工作上的事，最緊要是靚。”

說到好姊妹楊愛瑾快將分娩，Kary
稱最近沒有探她，知道對方應該很快做
媽咪，“我會準備一份實用的禮物給
BB，(報名做BB契媽？)不會了，等她安
排，我講求‘型’，不一定做契媽。”
Kary亦已收拾心情，即將出席不同活動
和參與錄歌工作，並已揀好歌，但未定
何時出碟。

胡子彤早預辛苦
單拖前來的胡子彤，被問到會否偕

女友“美人魚”歐鎧淳一同現身這類活

動，他表示不介意，但
因不同公司，要視乎
公司安排。問他平
日有否買衫給女
友？他謂：“她會
自己買，但我們
會談穿衣之
道，平日也
會買飾物
給 女
友 。 ”
現時胡
子彤會
演員和
運 動
員兩邊
兼顧，稍
後會有多
場 比
賽，亦有
其他幕前工
作安排，他
自言當決定雙
線發展，便預
了會辛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全
港首個以著名文學家查良鏞博士(筆名金
庸) 為主題的常設展館“金庸館”，2月
28日假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開幕禮，並
邀得行政長官梁振英、民政事務局局長
劉江華、查良鏞兒子查傳倜、查博士女
婿吳維昌醫生、查博士女兒吳查傳納、
汪明荃(阿姐)及鄭少秋(秋官) 等擔任開幕
嘉賓。
當年曾拍攝金庸首部長篇武俠小說

《書劍恩仇錄》的阿姐與秋官，分享當
年拍攝金庸武俠劇的點滴和對金庸先生
的印象。阿姐表示1976年拍《書劍》時
她仍很青澀，不是太知如何去做，也問
過當年為金庸處理電視劇版權的黃霑，
為何找她演出霍青桐一角。原來霑叔指
因知道阿姐懂得跳舞，吊威吔時飄來飄
去會很美。秋官就指當年不懂武打及騎

馬，更一人演過陳家洛、乾隆及福康安
三個角色，感到很吃力。
之後二人再次合拍《倚天屠龍

記》，阿姐飾演趙敏，她指該角色愛恨
分明，有點像自己。而飾演張無忌的秋
官就笑指當時拍得很開心：“因角色優
柔寡斷，我認為張無忌本身很有問題，
英明神武卻不懂處理感情，好似我那般
隨和。”阿姐隨即笑謂：“像你優柔寡
斷和大愛。”其間阿姐更展出金庸的墨
寶，而秋官就表示金庸亦送了一副對聯
給他，是他的珍藏，可惜因太大而未能
帶來。

曾錯手令黃淑儀流血
活動結束後，阿姐與秋官一同受

訪，秋官表示當年拍《書劍》要披甲
上陣很辛苦，因要跟對台對撼，可幸

他們打勝仗，所以要多謝金庸找他演
出，助其知名度大增。阿姐就記得當
年拍武俠劇沒有替身，耍劍時更因不
懂留力，令黃淑儀眼眉流血。問他們
會否再合作拍劇？阿姐說：“一定不
會，拍古裝劇太辛苦，捱不到。”秋
官表示與阿姐剛完成雲頂演唱會，之
後各自籌備個唱，希望能請對方做嘉
賓。問他們與金庸可有見面？阿姐表
示已很久沒見，有時在政界開會就見
過。秋官笑謂自己沒機會開會，更加
沒法見。
另外，阿姐表示不會做特首提名

人，但會投票，她會待所有參選人正式
成為候選人後，再參考選民意見，投謹
慎的一票。秋官就叫阿姐最緊要揀一個
愛香港及祖國的人，又戲言若阿姐參選
會投她一票，阿姐帶笑表示會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韓團少女時代成員允兒和人

妻吳雨霏(Kary)，2月28日晚同

以透視裝出席時尚品牌活動。允

兒穿白色衫黑褸配上透視半截裙

騷腿上陣，Kary則以白色透視衫

現出白色Tube Top，兩者均令

人眼前一亮。

與Kary同以透視裝搶鏡

允兒稱若劇本好
影視通殺影視通殺

力挺金庸館開幕

阿姐秋官 齊憶古裝逸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陳茵媺(Aimee)2月28日
晚以低胸裝性感出席活動，被讚身材豐滿，她笑言多謝大
家讚賞，也高興生完第三胎後正式扮靚靚出來跟大家見
面。笑問是否獲高價邀請出席？Aimee笑說：“是緣分，
時間又適合，有另一半(老公陳豪)在家照顧小朋友，我可
安心出來！他一個湊三個都沒問題，他是Superman！”

談到何時復出？Aimee笑言現已算復出，未來都會
家庭事業兩兼顧，何時拍劇倒要看時間和劇本是否適
合。問到是否有人找他們一家五口拍廣告？她坦言有
的，但要看廣告性質，而老公的想法也和她一樣。

湊三仔女無難度
陳茵媺讚陳豪Superman

■■允兒出場允兒出場，，粉絲們立即起哄粉絲們立即起哄。。

■胡子彤稱會和女友歐
鎧淳談打扮心得。

■■吳雨霏吳雨霏((左左))也來也來““露兩露兩
手手”；”；右為周柏豪右為周柏豪。。

■雖然允兒只
是半露美腿，
但已足夠成為
全場焦點。

■■汪明荃汪明荃((左左))和鄭少秋和鄭少秋22月月2828日為日為““金庸金庸
館館””出席開幕禮出席開幕禮。。

■■阿姐和秋官也阿姐和秋官也
拍過數齣金庸改拍過數齣金庸改
編作品編作品。。

■■陳茵媺快陳茵媺快
將回復最佳將回復最佳
狀態狀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明
顯發福的袁詠儀(靚靚)2月28日出席時
裝店開張活動，她笑言現在的年紀不能
過分減肥，太瘦會顯得整個人又老又
乾，而且老公張智霖(Chilam)被稱為
“凍齡”，幸好老公從沒嫌棄靚靚肥。
Chilam一直恨養貓，但遭靚靚反

對，2月28日她表示堪輿學家李居明曾
向她老公贈言，稱夫婦想生女就要養

貓。她說：“我看到報道時，心裡正懷
疑老公是否想養貓，串通師傅來欺騙
我。但師傅又真的很認真，不像戲
言。”靚靚解釋不准養貓是因老公和兒
子都有鼻敏感，已破例讓兒子養狗。

“家中養的寵物最後都由我打
理，試想我都未睡醒，枕邊人就狂打十
幾廿個噴嚏，簡直想打他一巴！雖然我
都恨生女，但家中萬萬不能養貓，結果
我都買了招財貓回家。”
靚靚又稱師傅教他們在指定時間

“造人”，問她有否遵循指示？她笑
道：“我是想生女，但限時限刻就有難
度。老公都不在香港，就算在港，最好
的時間是在三更半夜，難道熟睡了要起
身‘造人’？”又指雖然自己很開明，
但因Chilam很傳統，未必能說服他採
用人工受孕。

靚靚寧要招財貓不養貓

■■袁詠儀袁詠儀



出道十載、發行 5 張錄音室專輯、站過千人

舞台、MV 首首破百萬點擊，八三夭的成團履歷

可圈可點，算是在華語樂壇站穩腳步，但這一切

都是由無數個「第一次」堆砌而成。10 年前的那

5 位「男孩」，沒人認識他們，他們也不認識這個

險惡的世界，就這樣怒刷第一把吉他、吼出第一

首不知所云的原創曲，逐步編纂屬於自己的《生

存指南》。

擔任鍵盤手的小橘，第一次接觸音樂是「被

逼的」，國小被媽媽送去學鋼琴，甚是排斥，國

中就不學了。上了國中，特別迷戀伍佰、張震嶽、

動力火車這種很搖滾又叛逆的歌手，班上剛好

有一位同學很會彈民謠吉他，小時候 key 很高

的小橘，就常常和這位同學搭檔，在音樂課上演

出，這是他有記憶以來，第一次表演。

國中畢業，小橘考上成功高中，爸爸為了獎

勵他，賞了一包紅包，小橘二話不說把紅包拿去

購買第一把吉他，入學後，加入音樂創作社，認

識了這群兄弟，一直玩到現在。

團員們在成功高中音樂創作社相識，當時
各自和其他朋友組團，純粹把玩團當課餘活動。
主唱阿璞從沒想過會就此走上音樂這條路，他
說：「高中加入音創社才算真正寫了第一首完整

的歌，想說寫歌應該蠻簡單
的吧？大家都會寫啊，和弦隨
便刷，哼得出來就是歌。」抱
持這樣的想法，寫出一堆充
滿髒話的歌曲，甚至在學校
校 慶時，站上司令台把不堪
入耳的歌詞一字不漏幹譙出
來，「邊唱邊吐口水，心中充
滿了憤怒，那時候就是個憤
怒的龐克宅。」

2003 年，高中的最後一
個暑假，除了小橘前往台中，
其他幾位好友們剛好都考上
台北的大學，決定組團玩下
去，bass 手霸天說：「我們幾

個剛好在台北，乾脆廢物再利用，小橘比較辛苦，
每個禮拜都跑台北，很有毅力。」小橘回憶：「我
都坐客運北上，當時還沒有高鐵，但有高鐵也坐
不起啦，學生沒什麼錢，特別要選 12 點過後的
客運，比較便宜。」

第一次 live 就爆棚！吉他手劉逼說，都要感
謝親朋好友給八三夭如此舒服的「第一次」，先
嘗嘗甜頭後，再由現實把他們打入地獄。第一次
在 live house 表演之所以高朋滿座，是因為在
座全是揪來的，甜蜜期一過，台下竟只剩一位
bartender……，後來，第一次進攻春吶，台下依
然冷清，只有小橘的家人和劉逼的姊姊。縱使場
面辛酸不已，當時的八三夭滿腔熱血，毫不在意，
劉逼說：「那時候就玩嘛，只要有表演就很開心，
其實也沒什麼挫折。」

真正的磨難過了幾年才緩緩襲來。樂團正
式出道、開始發片後，「玩團」不再是一場遊戲，
而是混口飯吃的實戰，除了音樂作品急需受到
認可，也背負名氣壓力。頂著台大光環的劉逼更
是讓家人擔憂，「真的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在製
作，簡直零收入，錄音又發生很多問題，每天都
在問自己到底適不適合？」為了省錢，甚至只買
一包滷味蔬菜果腹。

吐口水又譙三字經 八三夭自爆「第一次」很髒

張學友：台灣場唱最好

台灣春節訪問團大馬演出
章計平出席

黃子佼念Rap 怕變數來寶

張學友６場台北小巨蛋演唱會 19 日圓滿落幕，在演唱

會後的慶功宴上，他再度承諾會唱回台灣，主辦方正在洽談

場地，「我有聽說小巨蛋的期比較不好訂，比香港紅磡還要

麻煩一點。」他不只答應重返台北，也希望唱到高雄巨蛋，不

過今年巡演檔期已排到 12 月底，共計 123 場，最快要明年

才能再度來台開唱。

出道 29 年的黃子佼，雖然對音樂涉獵廣，但只出過 EP

和合輯，沒出過專輯，日前受邀為年代 MUCH《Fighting 吧！

天團》的新人團體「Whaaaaas UP！」跨刀合唱並拍 MV，他

坦言：「這是第１次和團體唱 Rap，其實我很緊張，怕自己成

為老鼠屎。」錄音前，他還謙虛地向團員請教如何唱饒舌。

黃子佼每年都會思考工作要做什麼調整，他說，今年最

大的目標就是「做音樂」，包括做自己的音樂、幫別人寫歌。

結果，才剛過完年，就接到這個任務，跨出了第１步。他練唱

時謙稱自己活在費玉清、張學友和周華健的時代，沒有饒舌

經驗，很怕腔調沒拿捏好，會唱成數來寶、成為老鼠屎。

黃子佼透露，進專業錄音室對他而言，最大的問題就是

不能穿鞋子，脫鞋的感覺像是回到家休息，唱歌完全使不上

力，這是他多年來的困擾。」他還自嘲謝謝製作單位安排，

因為他和女團站在一起，身高上完全沒有違和感、比較沒有

壓力。最後加碼爆料，穿涼鞋出門時，還把增高鞋墊塞到襪

子裡。

駐馬來西亞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章計平出席 2017 年春節文化訪問團

吉隆坡場次表演，與大馬華團代表、留台校友及華裔鄉親觀眾等約 800 人

共襄盛舉。

駐馬代表處發表聲明說，章計平於 19 日晚間在僑務組組長黃克忠及

秘書林素珠陪同下，出席這場富有意義的春節文化訪問團表演活動。出席

貴賓有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張富美、馬來西亞寶島婦女協會會長陳

麗鶯及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李芳信等。

章計平致詞時讚揚大馬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婦女組長期以來

服務華社、關懷弱勢，以及努力提升婦女地位，卓越貢獻令人欽佩。

他表示，今年亞洲地區的春節文化訪問團，到 6 個國家共 12 個城市

巡迴表演，演出的團體包括代表台灣搖滾樂團之一的董事長樂團、以一曲

化妝舞會成名的金牌歌后于台煙、金曲獎客家歌王黃連煜、榮獲 2014 年

台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河洛語首獎的張三李四樂團以及魔術王子簡銘宣

等。希望藉由優質文化藝術饗宴，加深海外鄉親與臺灣的文化情感連結，

落實「新南向政策」的文化交流與區域鏈結，讓世界看到台灣的生命力與

文化活力。

張富美致詞表示，台商及僑生可以說是政府在海外的 2 大支柱，期許

台商及留台校友有更多的交流與互動，促進台馬雙邊關係更加深化、密切

及友好。

開唱堅持３原則

55 歲的張學友在此次經典的四面台展現驚人體力，勤

健身的他自豪目前體態是顛峰，他受訪謙稱沒有六塊肌，但

對胸肌以上的精實程度很滿意。而他開唱３原則，分別是準

時，要讓歌迷改掉姍姍來遲的壞習慣；他也不用提詞機，「沒

辦法用提詞機，看了眼睛就無法離開，太習慣卡拉 OK了。」

最重要的是，他堅持不降 Key，原音重現。

他不斷檢視自己，對於台北場的第５場表現最滿意、自

評第６場也不錯，總結在台灣場唱得最好，他謙虛地說，「到

第 54 場發現自己真的可以駕馭這次的演唱會，整個過程就

是要不斷的修正自己。」

在台猛吃蓄體力

此外，他也透露至今仍覺得開場不好駕馭，為了有足夠

體力，他在台灣飯吃得特別多。而他日前在舞台下方轉換場

地時，因為沒踏穩而扭傷腳，他忍痛繼續演出，已無大礙。

張學友前晚在後台有如人形立牌，逐一和江蕙、蔡依林、

蕭敬騰等藝人合照，蕭敬騰對著他大喊：「哇！太興奮了。」

蔡依林也稱讚：「舞台還要自己設計太逼人了。」

霸天也坦言每每回家吃飯，媽媽總會逼問：
「阿你這個工作做到什麼時候？」媽媽永遠都
覺得他仍是個小孩子，希望他找一份穩定的工
作，為他擔心不已；阿橘則是靠教音樂攢點小錢
度日，成天待在家裡和爸爸大眼瞪小眼，無所適
從。

經過多年的表演洗禮，由地下樂團轉變為
主流樂團，八三夭有幸遇上貴人－五月天阿信，
正式加入相信音樂，推出《最後的 8/31》漸漸走
紅。主唱阿璞說：「開始被大眾市場看到，大概
是《東區東區》，當時這首歌其實已經唱了一年
多了，那張唱片也沒有什麼大力的宣傳，只在電
視上短短出現 3 天。」意外的，無論唱校園或上
節目，大家對八三夭的表演反應非常好，甚至在
KTV 榜單上盤踞 2 年之久。

當年 5 月才剛發片，9 月開始小橘、劉逼和
霸天陸續剃髮從軍，淺嚐走紅滋味的八三夭面
臨岔路，阿璞當時想：「Legacy 的生日趴到底是
不是八三么最好的結局呢？如果連一個演唱會
的場地都裝不滿，不如直接當兵去吧。」值得慶
幸地，居然裝滿了，甚至加了場！八三夭就這麼
一路唱進台大體育館，第一次在 5000 粉絲的簇

擁下嗨唱，「大家才覺得說，恩，好像可以把玩
團當一回事。」

2013 年底，因為前鼓手子瑜退團，小橘找
上就讀同一所大學的學長阿電。阿電來頭可不
小，曾經隨紅極一時的「刺客樂團」巡迴表演，

據說這樣令人稱羨的傳奇經歷，讓他頗有身價。
不料，小橘竟用超級失禮的方式邀請他入團！

「如果有人用 email 問你要不要加入樂團
你會答應嗎？」當時在澎湖當兵的阿電是從第三
人口中得知此事：「退伍之後有學弟問我，小橘
不是有找你嗎？你怎麼沒有去台北工作？」阿電
整個不在狀況內，回去收 email，才從 1000 多封
eamil中撈到小橘的「邀請函」，阿電現在想起來，
還是覺得好氣又好笑：「上面只寫著有沒有空上
台北聊聊？我當下心想，什麼聊聊？完全沒內容，
超沒誠意的。」

撇開隨興的行事作風，小橘還是打從心底
尊敬學長的，雖然渴望阿電加入，仍語重心長把
醜話說在前頭，向阿電解釋，雖然八三夭開過
大型演唱會，但未來還是很危險、很渺茫，對新
加入的樂手來說肯定也特別吃力。剛好，阿電
就是一個超級熱血又衝動的人，點頭答應和這 4
個人勇闖樂壇。

決定加入八三夭的那年，阿電已經 30 歲，
本來已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雖然擔心上台北後
會打亂本來的生活，但每個「樂團人」都希望終
有一日能站上大舞台表演，阿電一直都沒有那
個機會，「我想往更大的舞台前進，覺得人生可
以再拚一次。」

「在這個世界上，最危險的東西阿，不是痛
苦絕望，是懷抱希望。」無論是最初的班底，或
是後來加入的新血，八三夭選擇了音樂便無退
路，所以再怎麼絕望也只能懷抱希望，一路累
積經驗值至今，才能以過來人的身分，分享這
張《生存指南》。阿電解釋：「八三夭的聽眾從
15、20 歲到 30 歲，學生時代到出社會，我們剛
經歷完這個時期，所以為大家量身訂做，專輯中
每一首歌都和怎麼在社會上生存有關。」

「譬如你聽《飢餓遊戲》，雖然你是學生，
不太會有這種危機意識，但你可以藉由這首歌
知道這個社會長怎樣；或是透過聽《老媽最常
說的十句話》去知道我們玩樂團的人怎麼和家
人有些抗衡，這些都是生存，歌迷可以從不同的
歌曲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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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工廠動畫《寶貝老板》“惡搞”奧斯卡

“馬達加斯加”導演新作
天使臉龐的“霸道總裁”
隨著壹年壹度奧斯卡頒獎典禮的到

來，熱門候選大片成為眾多影迷的關註
話題。有高能粉絲結合美國夢工廠今年
的 動 畫 新 作 《The Boss Baby》
（《寶貝老板》暫譯名），“惡搞”調
戲起奧斯卡提名佳片的系列熱門電影。

只見Boss Baby與哥哥Tim壹起
調皮地“穿越片場”，進入到《瘋狂動
物城》、《血戰鋼鋸嶺》、《愛樂之城
》和《月光男孩》四部熱門電影的奇幻
世界，兄弟倆毫無違和感又略帶神秘感
的姿態，不禁讓人聯想到他們或將壹起
攜手展開壹場特別的冒險。

作為夢工廠動畫的全新力作，
《The Boss Baby》的動畫腳本改編
自凱迪克獎（美國兒童繪本大獎）得主
瑪拉·弗雷齊最具創意的同名兒童書繪
本。故事的主角是壹位腦洞大開的7歲
男孩Tim，當弟弟Boss Baby到來後，
三口之家的平衡被打破。然而，在為父

母愛爭奪戰的過程中，Tim卻震驚地發
現，這個弟弟可不像他表面看起來那樣
無辜單純，他的神秘任務也浮出水面。

《The Boss Baby》由《馬達加
斯加》三部曲導演湯姆·麥克格雷斯執
導，電影的幕後和配音陣容也十分豪華
。主角之壹的“Boss Baby”則由《欲
望號街車》的男主亞歷克·鮑德溫獻聲
，哥哥蒂姆的聲優來自“史瑞克”邁爾
斯·克裏斯托弗·巴克什，旁白由老版
“蜘蛛俠”托比·馬奎爾擔任。此外該
片還邀請到《吉米脫口秀》的吉米·坎
摩爾和《老友記》的“菲比”莉莎·庫
卓獻聲。音樂更是由操刀過《盜夢空間
》、《加勒比海盜》、《功夫熊貓3》
等巨作的配樂大師漢斯·季默量身打造
。《The Boss Baby》由美國夢工廠
動畫出品，將於3月31日在北美開畫
。

《神奇動物在哪裏》7分鐘刪減片段流出

科林法瑞爾電梯撩妹
“麻雞”雅各布女友首登場

《神奇動物在哪裏》今日流出
壹支時長7分多鐘的刪減片段合集，
這些片段原本是收錄在影片即將推
出的藍光碟當中的。

這支視頻由7個片段剪輯合成。
其中包括科林·法瑞爾飾演的格裏夫
斯在魔法部電梯當著紐特面撩妹的
片段，可以腦補壹下約翰尼·德普飾
演的格林德沃，或許更帶感！還有"
麻雞"雅各布和女友的故事線也首次
曝光，而克雷登斯最終大戰前變身
默然者席卷紐約城的大量鏡頭也在

這支片段中出現。《神奇動物在哪
裏》的故事發生在比《哈利·波特》
早了70年的美國紐約，講述了神奇
動物學家紐特·斯卡曼德離開霍格沃
茲魔法學校後為尋找和保護神奇動
物所發生的壹段奇異冒險。該片去
年在內地收獲5.92億票房，全球票
房達到8.1億美元，作為系列首座可
謂平穩開局。此外，該片還入圍了
第89屆奧斯卡獎的最佳藝術指導和
最佳服裝設計提名，能夠有所斬獲
，明天見分曉。

《招魂》女主維拉法梅加出演《哥斯拉2》
由傳奇影業出品的新片《哥斯拉2》

，日前確認了美國演員維拉·法梅加將加
盟出演該片，她曾出演過《在雲端》、
《無間行者》、《招魂》等眾多影片。
此前因美劇《怪奇物語》爆紅的小演員
米莉·博比·布朗確定加盟《哥斯拉2》出
演重要角色，這也是“小十壹”首次出
演電影。據悉，維拉·法梅加將在片中飾
演“小十壹”的母親，而曾出演《金剛
》的男星凱爾·錢德勒，則將飾演“小十
壹”的父親，《哥斯拉2》電影中已經湊
齊壹家三口。《哥斯拉2》由曾執導過
《別惹小孩》《克朗普思》的邁克爾·道

赫蒂將擔任《哥斯拉》續集導演壹職。
據了解，2014年上映的《哥斯拉》主演
“紅女巫”伊麗莎白·奧爾森，及“老白
”布萊恩·科蘭斯頓都不會再演《哥斯拉
2》。目前影片故事梗概也暫未公布，但
凱爾·錢德勒在片中的角色將是位英雄的
科學家。

《哥斯拉2》此前曾定名《哥斯拉：
怪獸之王》（暫譯），將於2019年3月
22日在美國上映，而哥斯拉和金剛的世
界交匯將在2020年5月29日上映的《哥
斯拉大戰金剛》中體現。而《金剛：骷
髏島》將於今年3月10日在北美開畫。

今日，科幻動作電影《守護者
：世紀戰元》曝光中文版先導海報
，“戰鬥民族”版神奇四俠初露真
容，正義聯盟集結即將開戰。此前
，影片的數支外文版預告片在網絡
上廣為傳播，引起網友們的熱烈討
論。

海報在灰色基調襯托下，末日
般的戰爭感呼之欲出，敵機發動戰
隊恐怖襲擊，坦克集群炮火猛烈，
令整座城市硝煙彌漫滿目蒼夷。而
站在海報中心四位主角分外搶眼：
神色堅毅的巖控鬥士、手執彎刀半
遮面的殺手、驚艷回眸的美女戰士
、彪悍力量感爆表的巨熊，造型獨
特鮮明，在神秘藍光的點綴下顯得
科幻感十足。

影片中四位變異英雄造型也格
外吸睛。不同於其他科幻片追求未
來感的奇裝異服，《守護者：世紀
戰元》中的四位超能戰士在造型上
更加趨於復古科幻，彎刀、盔甲等
服裝元素四位超級英雄平添了不少
俠氣。

多年來，漫威、DC的美式超能
英雄風靡全球，而此次戰鬥民族版
神奇四俠震撼來襲，則為全球影迷
們帶來了壹股全新超自然沖擊波。
“這部電影將為觀眾創造出壹個全
新的超級英雄戰隊，影片中也將會
展現獨具特色的科幻和戰鬥元素。
”影片導演薩裏·奧德賽耶曾如是說
。先導海報壹經曝光，便迅速吸引
了影迷的目光。

《守護者：世紀戰元》的故事
同樣吸引力十足。冷戰時期，野心
勃勃的克拉托夫教授利用生物兵器
在俄羅斯境內各大城市制造了壹系
列大規模爆炸恐怖事件。為了消滅
邪惡勢力，拯救面臨生物兵器毀滅
的國家，四位超能力戰士與邪惡教
授展開殊死較量。

萌寵治愈系電影《壹條狗的使命》
，由兩度提名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萊
塞·霍爾斯道姆執導，講述了狗狗貝利與
主人的溫情羈絆故事。今日，片方發布
了“攜手版”海報和配音特輯，海報上
汪星人與主人親密擊掌，軟嫩的小爪子
萌化人心。據悉，影片將於3月3日正式
登陸內地大銀幕。

在今日發布的“攜手版”海報中，
狗狗貝利與主人親密擊掌，毛茸茸的小
爪子瞬間征服了觀眾的心。“人類的十
年，是狗狗的壹生”。然而這張海報上
時間仿佛凝固了，默契擊掌下顯露的是
狗狗與主人牽絆了四生四世的緣分。

在壹同發布的配音特輯，展現了中
文配音工作的臺前幕後故事。作為片中

的靈魂人物，狗狗貝利天性樂觀，對
主人不離不棄的陪伴令人動容。

在英文版電影中，為貝利配音的
是《冰雪奇緣》裏的“雪寶”喬什·蓋
德，為了讓這個角色讓中國觀眾壹聽
就無比親切，影片特地邀請“暴走漫
畫”的幕後聲音：暴走《腦殘師兄》
主持人皮諾pino曹前來獻聲，對此皮
諾pino曹說：“貝利和主人的感情非
常感人，有壹種心靈上的震撼。這是
我第壹次為電影配音，能夠為這樣壹
部溫暖的電影貢獻自己的壹點微薄之
力，我非常榮幸！”

《壹條狗的使命》從真實生活中
人與狗狗的相處出發，詮釋的主題不
僅是人和寵物之間的情感與陪伴，也有

關於愛情、親情的描述，
都充滿了暖暖的人性關懷
。狗狗貝利與主人伊森四
生四世不離不棄的友情，
伊森與初戀女友漢娜之間
刻骨銘心的愛情，以及壹
家人溫暖隱忍的親情。

電影《壹條狗的使命
》於2月25日全國小範圍
點映，在北京、上海、南
京、武漢、長沙等全國各
大城市掀起了壹股觀影熱

潮，暖心不虐心的劇情、汪星人四生四
世“玩穿越”的獨特設定、都為期待已
久的粉絲和影迷交出了壹份滿意的答卷
。更有觀眾表示：“這不就是萌寵版的
‘三生三世’嗎？人狗情未了，讓人更
加溫暖和感動！”

據悉，《壹條狗的使命》由著名導
演萊塞·霍爾斯道姆執導，數條狗狗演員
演技驚人，而除為狗狗貝利配音的“雪
寶”喬什·蓋德外，佩吉·利普頓、丹尼
斯·奎德、布麗特·羅伯森等壹眾好萊塢
巨星為狗狗們傾情助威，定於3月3日在
全國各大院線上映。

““暴走漫畫暴走漫畫””助陣配音助陣配音《《壹條狗的使命壹條狗的使命》》
制作特輯揭秘幕後制作特輯揭秘幕後““攜手版攜手版””海報暖化人心海報暖化人心

““戰鬥民族戰鬥民族””版神奇四俠席卷而來版神奇四俠席卷而來
《《守護者守護者：：世紀戰元世紀戰元》》
曝中文版先導海報曝中文版先導海報



CC88休城工商

買淩志， 找“老馬”

（ 本 報 記 者 施 雪 妮 ） 歐 洲 瑞 士 盧 森
(Kronoswiss) 地板是馳名世界的著名品牌。盧
森地板系列，產自美麗的盧森湖畔，是散發著
森林、湖泊和藍天清馨氣息的純天然地板，也
是一種讓您與自然親密接觸，回歸休閑與古
樸，時尚與品味的高檔裝飾材料。休士頓華人
地板知名企業雅坤地板獨家代理盧森地板，為
本地建材和家裝市場帶來新的沖擊，為眾多崇
尚自然、追求高雅的顧客帶來極大方便。

瑞士盧森地板的生產工廠——瑞士盧森
(Kronoswiss) 隸 屬 於 瑞 士 KRONOSPAN 集
團，該集團是全球最大的木業制造集團之一，
擁有 100 多年的木業制造經驗。主要產品 有
高密度板、中密度板、刨花板、強化木地板
及各種類型、顏色和規格的家具板及相關配
件。其中僅強化木復合地板 (KRONOSWISS 
FLOORING) 的年產量就超過 4000 萬平方米，
銷往全世界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瑞士盧森地
板是全球第一家通過 FSC( 世界森林管理委員
會 ) 認證的強化復合木地板工廠，這一認證確
保了瑞士盧森有序地利用世界森林資源；不僅
提供了 環保的產品，同時在整個生產過程中，
不會對周邊的環境造成汙染和破壞；這意味著
瑞士盧森是一家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負責任
的企業。經過瑞士盧森的精密加工和嚴格檢
測，瑞士盧森地板的品質及設計都是世界頂級
的， 瑞士質量認證標誌 (SWISS QUALITY)，
是由 SWISS LABLE 頒發的，僅授予瑞士本國
企業，這保證了瑞士盧森地板的優秀品質，也
確保了消費者可以享受世界一流的瑞士品質。
再加上瑞士最權威的 EMPA 的 CH6.5 認證，
這一甲醛釋放量的嚴格執行標準，表明了瑞士
盧森地板對健康是沒有危害的，它的甲醛釋放
量僅為 0.3 ～ 0.5mg/L( 國標為 1.5mg/L)，遠遠
低於歐洲的 E1 標準。瑞士盧森非常註重產品
的研發，品種、花色變化快，每年定期發布流
行趨勢，在全球同步上市，同時註重開發適合
中國人喜歡的花色品種。瑞士盧森的另一特色
是完美鎖扣系統。可以說這是瑞士品質與創新
的結合。它是一種時尚 又現代的鎖扣系統，
不需要任何的膠合劑或釘子，只需手指用力便

能使地板穩固結合，因此它為喜歡的顧客以及
專業安裝人員提供了完美的鋪設方案。這種鎖 
扣避免了地板容易開縫的情況，會使地板的使
用更有保障。無論在家或是在工作場所，瑞士
完美鎖扣系統使每個人都有機會去體驗頂級的
完美產品，而這正是我們在 日常生活中所追
尋的。

如同“瑞士品質”成為精工科技、頂級生
活的代名詞一樣。來自瑞士盧森 (Kronoswiss)
原廠品牌的瑞士盧森地板，遠離都市的喧囂，
阿爾卑斯山的皚皚白雪、碧綠透明的高山湖
水、田園詩般的牧場，沒有汙染、沒有摩肩接
踵的人流、沒有壓力；看不盡林海的蒼茫，飄 
著泥土的馨香，要有美酒、要有音樂、要有親
人……其實就是這麼簡單，這就是瑞士盧森為
你營造的家，在城市的一隅享受心怡然、天地
寬的貴族生活。50 年至 120 年的松木原料，用
手輕輕撫過，感受得到地板透過指尖傳來的松
木清香。

雅坤地板幾年前是一家前店後庫的地板商
店，經過不斷地經營、擴展、融資、重整，現
在成為集零售、批發、設計、安裝一站式服務
的大型材料建築設計公司，在城中區和西南區
分別擁有三萬和兩萬尺兩座大型倉庫。獨家代
理瑞士盧森地板的原廠品牌，目前在休士頓地
區僅此一家。能成為瑞士盧森地板的獨家代
理，也顯示出雅坤自身的運作和銷售實力。同
時獨家代理國際知名品牌地板，也提升了雅坤
地板在市場競爭中的實力。

有進一步了解瑞士盧森地板情況者，請登
錄 www.kronoswiss.com 瑞士工廠網站，可查
詢到瑞士工廠的地址、電話、傳真、E-mail 等

( 本報記者施雪妮 ) 用成語“老馬識途”來形容淩誌車（Lexus）資
深華人銷售馬田澤（Martin Ma）是再貼切不過了。

馬先生從事淩誌車銷售工作近三十年，對每款淩誌車的構造、性能、
適用人群等了如指掌。多年來，他始終堅持以客戶的需求和利益為出發
點，向客戶提供符合需求的產品。他善於根據不同人的職業、年齡、愛
好及具體要求，挑選出客戶滿意的最佳車型。馬先生曾服務於休士頓幾
家大型豪華車車行，所到之處，皆以敬業精神強，服務專業，銷售業績
大而為公司所器重，同時馬先生辦事認真負責，待人和藹可親，服務熱
心周到 , 深受華人客戶的好評。

淩誌車為原裝進口車，是目前普遍受歡迎的中高檔車，自 1999 年
起，在美國歷年的銷售量超過奔馳、寶馬，成為全美豪華車銷量最大的
品牌，尤其是 RX, LX 等型號的車型，更受到華人車主的青睞。淩誌車

近年來專註完美、追求完美， 並在油電混合動力、智慧化駕駛安全監
測系統、自適應雷達巡航控制系統、Remote touch 信息操作系統等達到
了高科技領先水平。

馬先生服務於 STERLING MCCALL 淩誌車行，該行現貨供應或預
定淩誌全線車系：RX,LX,ES,GSL,SC 等，購買淩誌新車可享受 2 年免費
換機油及有油隔服務。此外，STERLING MCCALL 淩誌車行另有大量
二手車供選擇。如想查詢或購買淩誌車者請與馬先生聯系，馬先生精通
國、粵、英、泰語，請電 713-995-2667（直線） 713-501-6888( 手機 )

Email:mma@smlexus.com . STERLING MCCALL 淩 誌 車 行 地 址：
10025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59 號南。8 號公路前）。

買凌志， 找“老馬”，準沒錯！

天然、環保、零汙染 - 雅坤獨家代理瑞士盧森知名地板

雅坤地板總店：13230 Murphy Road #600 Stafford. 
TX 77477，電話：281-499-4488。

相關信息，同時可查詢地板花色和加工工藝情
況等。

雅坤地板總店：13230 Murphy Road #600 
Stafford. TX 77477，電話：281-499-4488. 

盧森地板展現出的古樸、舒適、典雅的混搭風格。

STERLING MCCALL 淩誌車行資深華人銷售
馬田澤（Martin Ma）。

大咖駕到！著名導演馮小剛
將出席第 50 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2017 年 4 月第 50 屆

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將因為大咖馮小剛的到來而

大放異彩！只要是中國人，恐怕沒人不知道馮

小剛的，從這一點上來說，他比電影明星更像

一個明星，雖然他長得並不好看。馮導從 1997

年執導電影《甲方乙方》開始，形成了他馮氏

喜劇黑色幽默的特色，開創了中國商業電影的

先河，並被稱為“賀歲片之父”。馮小剛三個

字就是票房的保證，投資人都追著給他的電影

投資。1998 年馮導執導的喜劇愛情片《不見不

散》再創佳績，成為中國內地電影年度票房冠

軍 。2001 年執導喜劇片《大腕》、 2003 年執

導的喜劇片《手機》在中國內地獲得年度票房

冠軍 。

2004 年馮小剛擔任了劇情片《天下無賊》

的導演、編劇，並憑借該片獲得第 42 屆臺灣

電影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 。2008 年執導的

愛情喜劇片《非誠勿擾》打破了華語電影在中

國內地的票房紀錄 。2009 年憑借戰爭片《集

結號》先後獲得第 13 屆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

馮小剛導演

導演獎、第 27 屆中

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導

演 獎。2014 年 擔 任

中 央 電 視 臺 春 節 聯

歡晚會總導演。2015

年被法國文化部授予

“藝術與文學騎士勛

章”  ；同年憑借劇

情片《老炮兒》獲得

第 52 屆臺灣電影金

馬獎最佳男主角獎。

2016 年 執 導 的 劇 情

片《我不是潘金蓮》

獲得第 64 屆聖塞巴

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最

佳影片金貝殼獎，而

其個人則憑借該片獲得第 53 屆臺灣電影金馬

獎最佳導演獎  。

看上去馮導的簡歷簡直堪稱完美，但其實

他是野路子出身，做美術進入影視圈的，他和

那些“第五代”學院派不同，他更接地氣，更

世俗一些。第五代們也拍小人物，但那些小

人物就算是掙紮在底層，也是為了生存，而馮

小剛拍的小人物，是為了生活。這也是為什

麼馮小剛早期的賀歲片三部曲《甲方乙方》

《不見不散》《沒完沒了》獲得巨大成功的原

因。他拍的是老百姓的日子：結婚、買房、工

作、要債。馮小剛拍的小人物，總是為錢苦

惱，而第五代們拍的小人物們，誰為錢發過

愁？馮小剛的東西，更現實，更接地氣，容易

產生觀眾的共鳴，所以大家愛看。但馮導是不

甘心的，他有對作品的精神追求，他是絕對不

滿足於當一個生活喜劇片導演的。所以他終於

在《非誠勿擾》兩部大獲成功之後，拍了大片

《一九四二》。我相信這是馮導最想拍的故事，

就像《賽德克•巴萊》之於魏德聖，就像《十

月圍城》之於陳德森，每個導演心中總有一個

最想拍的故事，在等待著最好的時機。馮導是

1958 年生人，他們這個年紀的人對國家、對社

會，是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的，他們

憂國憂民，對年輕一代感到困惑和擔心。“通

過《一九四二》這段歷史，讓我重新去想我們

的民族性是什麼樣的，我們是從哪兒來的。”

馮小剛覺得這才是他最想拍的電影。

　　今年 4 月底將舉辦的第 50 屆休斯頓國際

電影節，馮小剛導演將攜他的新片《我不是潘

金蓮》來參加全景中國單元，本屆休斯頓電影

節將因為馮導的參與而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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