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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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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411 #66A #DRB

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

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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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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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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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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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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NBA常規賽繼續進行常規賽繼續進行，，騎士騎士9292--120120熱火熱火；；詹姆斯歐文缺陣詹姆斯歐文缺陣，，弗萊弗萊2121分分，，德德
隆隆1010分分77助攻助攻，，哈森哈森--懷特塞德懷特塞德2020分分1313籃板籃板，，戈蘭戈蘭--德拉季奇德拉季奇2323分分。。

英超第英超第2727輪輪，，曼聯曼聯11--11平伯恩茅斯平伯恩茅斯。。第第2323分鐘分鐘，，羅霍破羅霍破
門為曼聯取得領先門為曼聯取得領先；；第第3939分鐘分鐘，，菲爾瓊斯送點菲爾瓊斯送點，，喬舒亞喬舒亞--金金
罰入點球將比分扳平罰入點球將比分扳平。。第第7070分鐘分鐘，，曼聯獲得點球曼聯獲得點球，，伊布主罰伊布主罰
被門將撲出被門將撲出；；最終最終，，曼聯曼聯11--11與伯恩茅斯握手言和與伯恩茅斯握手言和。。

[[英超英超]]曼聯曼聯11--11伯恩茅斯伯恩茅斯

英國舉辦背媳婦跑步大賽英國舉辦背媳婦跑步大賽 老公變身大力士狂奔老公變身大力士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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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責任編輯：郭愉薇 2017年3月7日（星期二）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菲律賓拳手Geraldo出任曹星如的陪練。 潘志南 攝

周繼紅介紹，中國跳水隊自從里約奧運會後進入冬訓，至今已
經有四個多月。“這次參加世界系列賽的四個雙人是全新組

合，都是一老帶一新，他們跳出了自己的水準，當然在技術上還需
要磨合。”

對於在女子雙人10米台奪冠和3米板獲得亞軍的
新人昌雅妮，周繼紅指出：“昌雅妮只有15歲，
很年輕，在跳板上的路還長。她的跳板這套動
作剛學出來三個月，以後的發展還難講。
她還需要加強基本功。”

對於在男子跳台和跳板表現出色的
楊昊和謝思埸，周繼紅認為：“他們
都很能拚，希望能夠繼續提高自己，
積累比賽經驗。”

英選手打破中國壟斷
在男子3米板，英國選手傑

克·拉夫爾力克中國的奧運冠
軍曹緣和新人謝思埸，他會成
為世界男板的最強對手嗎？會
對中國選手造成威脅嗎？周繼
紅指出：“拉夫爾的實力一直
很強，里約奧運會周期他就表
現得非常搶眼，里約奧運雙人冠
軍、單人亞軍，還在去年世界系
列賽分站賽拿到了冠軍。他的動作
難度高、起跳高度好。但是跳板的
不確定性非常大，需要強大的控制
力。我們中國選手也還需要鍛煉。”
在女子10米台決賽中，朝鮮選手金

美麗領先了三個動作後出現重大失誤，最終
中國選手司雅傑和里約奧運冠軍任茜分獲冠亞

軍，對此，周繼紅說：“女子跳台非常容易出黑
馬，尤其是朝鮮選手。比如2015年喀山世錦賽時，第

一次參加比賽的朝鮮選手金國香就拿了冠軍。今天的金美麗
也表現得很好，只是207C（向後翻騰三周半）稍微差了一些。”
“我們的對手一直都很強，只是大家都只看到了比賽結果，

以為我們贏得很輕鬆，其實對手很強大、過程很緊張，我們每一
場比賽都在拚。”周繼紅說。 ■新華社

為期三天的國際泳聯跳

水系列賽北京站5晚在“水立

方”落幕，中國跳水隊在10個

比賽中橫掃9金，唯一的“缺

口”在男子3米板，英國

選手傑克·拉夫爾突

破中國的“金牌壟

斷”。對此中

國跳水隊領

隊周繼紅表

示，在新

的奧運周

期 裡 ，

新 老 結

合 的 隊

伍 首 次

比 賽 得

到了很好

的鍛煉。

■■曹緣在男曹緣在男
子子33米板比米板比
賽 無 緣 金賽 無 緣 金
牌牌。。中新社中新社

■■1515歲小將昌雅妮
歲小將昌雅妮

在女子在女子33米板獲亞
米板獲亞

軍軍。。
新華社新華社

■■楊昊獲男子
楊昊獲男子

1010米台亞軍
米台亞軍。。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6日是寧澤濤24
歲生日，粉絲不僅在
美國紐約時代廣場為
其慶生，亦有粉絲在
河南鄭州報紙上刊登
慶生廣告，更有女粉
絲送上999朵玫瑰。
而寧澤濤本人也在微

博上“祝本年命（命年）的自己生日快樂、
夢想成真！”

據某位河南媒體人6日在微博上爆料：
一大早有個小姑娘跑到河南省游泳運動管理
中心給寧澤濤送了999朵玫瑰花，另外在美
國紐約時代廣場電子屏打出“Happy Birth-
day， World Champion Ning Zetao！”為
寧澤濤慶生。

寧澤濤家鄉的《鄭州晚報》6日AA08
版還刊登整版祝賀廣告（上圖）：寧澤濤，
生日快樂！心向陽光，做最好的自己；我
們，一直都在，署名“寧澤濤粉絲”。

寧澤濤6日午也先後發佈兩條微博為自
己慶生，其中一條寫道：“每個人都有自己
的夢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小目標，希
望在自己的第二個本命年依然堅守做人的原
則：努力做一個心口如一，內心強大的人！
做一個有尊嚴、堂堂正正的人！感謝有包子
粉們一路的支持、陪伴和鼓勵！有你們做後
盾，讓我堅信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利益和權
謀，還有一種精神叫做壯志雄心！祝本年命
（命年）的自己生日快樂、夢想成真！”

短
訊

京穗大戰13黃2紅 兩人或遭追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在5日晚的中超首輪收官戰
中，廣州恒大在主場以2：1戰勝來訪
的北京國安，迎來聯賽開門紅。不
過，本場裁判掏出13張黃牌及2張紅
牌，京穗大戰火藥味十足。賽後，當
值裁判的執法飽受爭議，被認為沒有
很好掌控比賽紀律。

本場比賽，兩支球隊迅速進入狀
態。上半場第19分鐘，黃博文主罰前

場任意球，保連奴在小禁區附近接球
後墊射破門，恒大以1：0領先。隨
後，國安加強進攻，第38分鐘，連拿
度奧古士圖突入對方禁區被絆倒，主
裁判判罰12碼，耶馬斯操刀主罰命
中，幫助客隊扳平比分。

然而從上半場下半段一直到比賽
結束，雙方犯規動作頻頻，場上黃牌不
斷。第66分鐘，國安球員趙和靖在防
守時，一個大動作滑鏟，將對方前鋒郜

林掀翻。由於趙和靖動作大，且亮出了
鞋底，裁判黑曉虎果斷出示紅牌。

第80分鐘，恒大隊長鄭智在中線
附近從背後絆倒了方球員耶馬斯，主裁
判出示個人第2黃，2黃變1紅被罰
下。不過，鄭智最爭議的一個行為出現
在個人第一張黃牌後，當裁判出示黃牌
之後，鄭智不斷對裁判說着什麼，甚至
用疑似數錢的動作指責對方。而在被紅
牌罰下後，鄭智遲遲不肯離場，甚至離

場後也違規坐在替補席。
鄭智這一系列違規行為，或將招

致足協的進一步追罰。而另一個紅牌
得主趙和靖，由於動作過於暴力，被
追加處罰的可能性也極大。

裁判黑曉虎的執裁過程也飽受爭
議，他出示了13張黃牌及2張紅牌，
這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據媒體報
道，中國足協裁判辦主任劉虎因此事
而在賽後被“打爆”電話。

德國羽賽 中國僅奪一冠
德國羽毛球公開賽當地時間5日進行了

最後一天各項目決賽，中國隊組合張楠∕李
茵暉以22：20、21：11戰勝隊友魯愷∕黃
雅瓊，奪得混雙冠軍，女雙組合黃東萍∕李
茵暉先贏後輸收穫亞軍，男單、男雙冠軍分
別由中國台北隊選手和一對丹麥隊組合奪
得，日本隊選手山口茜因對手退賽獲得女單
冠軍。 ■新華社

張繼科傷退國乒直通賽
中國乒乓球隊6日宣佈，賽前即狀況不

佳的“大滿貫”冠軍張繼科因左腳傷勢加
重，退出正在深圳進行的直通德國世乒賽選
拔賽第一階段的比賽。但對於是否參加本月
9至10日的繼續在深圳進行的第二階段分組
競爭＋“血戰到底”，目前則尚未可知。國
乒現已緊急召集北京方面的專家，預計於7
日抵達深圳，對張繼科進行治療。■新華社

中新社洛杉
磯 6日電 中國
排球界風雲人物
郎平正在美國洛
杉磯進行術後康
復。當地時間5
日晚，她同郎平
美國探訪團歡
聚，多位女排隊
員、好友及球迷
也通過視頻送來

祝福：“我們都很想您，希望您在美國吃嘛
嘛香！早日康復，早點回來！”

當晚，郎平出現在大家面前，看上去略
瘦了些，但身形挺拔、神采奕奕。最重要的
是，郎平現在走路已經可以不用柺杖。醫生
給她沒有手術的髖關節打了針，用郎平的話
來說，就是可以做到行動自如、腳下生風
了。

看到祝福視頻中一張張熟悉的面孔、一
段段溫暖的話語，郎平的臉上滿是笑容。她
說，非常感謝大家的關注和祝福，她一定好
好進行術後訓練，爭取早日康復回國。

郎平術後康復
女排隊員送祝福

寧澤濤生日
粉絲登報送花慶賀

■■郎平郎平（（右右））與楊方旭與楊方旭
展示廚藝展示廚藝。。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
志南）菲律賓特訓及參與對抗
賽多達300回合，香港拳擊
“神奇小子”曹星如（Rex）
備戰嚴謹前所未見。本周六，
他將假香港灣仔會展主場迎戰
日本拳王向井寬史。Rex希望
在8,000名拳迷的見證下奪取
職業生涯21連勝，而特首候
選人曾俊華6日親赴訓練場地
為曹星如打氣。

目前已20場不敗的Rex，
年 初 升 至 世 界 拳 擊 組 織
（WBO）超蠅量級世界排名
第一位，成為香港拳擊史上首
名世界“一哥”。做足備戰工

夫的Rex現只欠體重，希望努
力減磅於周五的過磅日順利過
關。他又表示：菲律賓宿霧特
訓及回港的加操，再加上適體
能教練和背後物理治療師、營
養師的協助，訓練成效更勝過
往，令他俱足夠體能應付當日
的12回合比賽。

總教練劉志遠稱：“事實
上Rex第一次面對比自己身高
手長兼同是主攻型的拳手，所
以保持距離避免中拳十分重
要。”

為曹星如陪練的菲律賓
拳 手 麥 克 （Mark Anthony
Geraldo）曾於2013年擊敗過

向井寬史，麥克指Rex可在
第八回合擊敗向井，以目前
Rex體力，足可應付當晚的
12個回合比賽。由於訓練中
麥克刻意模仿向井寬史的左
手、移動速度快及四圍竄走
的打法，令曹星如胸有成
竹。他提醒Rex防守時要舉
高雙手，進攻時則集中攻擊
對手腰部和身體。

當晚會展賽場座位增至八
千席，劉志遠指尚有500張門
票，料日內售罄。另外，劉志
遠還送出500張門票予青年及
弱勢人士，讓他們感受八千人
現場觀看拳賽的震撼。

菲籍拳手陪訓 曹星如備戰勝以往

世界跳水系列賽北京站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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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李居明大師透露促成這次20年音樂之
旅，源於當年拍電影《大迷信》時，

故友黃霑叫他唱片尾曲從而推出了第一張唱
片，至今共出了20張。故本月中在日本開鏡的
《大迷信3》，他準備加插霑叔唱過的第一、
二集主題曲在內。李居明又指去年張敬軒聽到
他所唱的佛歌，取笑只有業餘水準，其實可以
唱得“靚”點，故軒仔亦答應唱三首佛歌。

開騷沒票房壓力
李居明本身唱了236首佛歌，他亦會在演

唱會上唱出15首佛歌，蓋鳴暉會演繹大師的粵
劇名曲《蝶海情僧》，蔣文端則演繹《錢塘金
粉》，至於薛家燕因信仰關係會另唱其他歌曲
及表演，令觀眾有個開心的晚上。大師表明今
次開騷不是為賺錢，所以沒有票房壓力，問到
嘉賓演出有否酬勞？李居明笑說：“利是一定
有，但每個都好客氣！”蓋鳴暉在旁笑說：
“跟大師的交情，怎開價呀！”

赴日訪三浦友和
李居明續謂今年雞年旺自己，故會有特別

多大計，除了大戲、舞台劇外還有拍電影，本

月中在日本開鏡的《大迷信3》他便找到著名
男星三浦友和出鏡受訪。

家燕姐於本月30日便踏入67歲壽辰，她
笑言大師跟她算過今年運勢好，可以盡量發揮
才能，所以都會大搞生日派對，與粉絲和學生
共度。家燕姐透露她的生日願望是想今年拍齣
新劇，因她已有兩年沒有作品，另教育方面她
亦想多做一點工作，現獲多個大集團合作去辦
家燕媽媽藝術中心。家燕姐笑說：“趁住有個
運，就做點事衝一衝！”笑言聽大師教路催財
運十分靈，工作接不停。

蓋鳴暉有意收徒
蓋鳴暉蓋鳴暉66日亦有出席支持日亦有出席支持，，她會唱大師寫她會唱大師寫

給她演出的名劇給她演出的名劇《《蝶海情僧蝶海情僧》》主題曲主題曲，，她謂大她謂大
師一直支持粵劇界師一直支持粵劇界，，經營新光令她們有表演平經營新光令她們有表演平
台台，，同時對她個人很支持同時對她個人很支持，，所以必定來撐他所以必定來撐他，，
更是不計酬勞更是不計酬勞。。蓋鳴暉即將開鑼演神功戲蓋鳴暉即將開鑼演神功戲，，她她
承認久未拍電視劇承認久未拍電視劇，，若若TVBTVB找她找她，，時間允許的時間允許的
話便會接拍話便會接拍。。她又透露在粵劇界廿多年了她又透露在粵劇界廿多年了，，有有
意開班授徒意開班授徒，，或者收徒弟或者收徒弟，，主要是希望將自己主要是希望將自己
所學的東西能傳承下去所學的東西能傳承下去。。當然當然，，演戲是學無止演戲是學無止
境的境的，，蓋鳴暉自己也要繼續向前輩學習蓋鳴暉自己也要繼續向前輩學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黎燕
珊近日為奇妙電視的節目《朝拜傲
媽》遠赴日本，拜訪城中“傲媽”陳
美齡(Agnes)，揭開她一門四傑的“教
仔經”。

珊姐早前與外景隊親到日本，拜
訪居日歌手陳美齡，到其家中與三位
兒子協平、和平、昇平成長兼接受教
育的西町國際學校進行訪問，探討一
下一門四傑可躋身史丹福大學的秘
訣。還為香港家長了解日本教育的門
檻及概念，是否值得香港學習。珊姐
透露和陳美齡之前已相識，不過首次
親到對方位於東京的住所拜訪，感覺
更為深入與親切，亦獲益良多。尤其
Agnes跟珊姐說：“不要讓仔女死讀
書，玩耍也是學習，所以必須給孩子

盡情笑，他們才會喜歡學習。”

要三子緊記“媽媽味道”
珊姐在節目中將會訪問城中多位

令人引以為傲的媽媽，談到“傲媽”，
她認為陳美齡是當中的表表者。儘管
Agnes公事繁忙，但三個兒子上學時，
她堅持每天煮便當給兒子享用，更會下
廚煮飯，要兒子記得“媽媽的味道”，
無論以後去到多遠都懂得回家。

今次日本之行，令珊姐體會到日
本教育和香港教育的分別—日本教育
概念較注重他們的身教及德育，要他們
保持童真，而香港則較重視分數，她認
為日式教育有部分元素很值得香港學
習。至於Agnes亦正撰寫有關香港的教
育政策改革書本，希望未來可受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黃
智賢(Ben)、黃智雯及黃心穎等5日晚出
席無綫劇集《雜警奇兵》煞科宴，阿
Ben表示飯局是跟其他演員夾錢請劇組
食飯。

近日劇接劇的阿Ben，表示拍劇的
三個月無時間打網球，令他波癮發
作，稍後打算趁休息相約“波腳”鄭
嘉穎及郭晉安打波。他笑言人到中年
要注意身形，又要為稍後到內地及加
拿大登台作好準備。提到主演劇集
《親親我好媽》口碑與收視俱佳，可
有帶挈更多工作機會？阿Ben坦言有廣
告工作正在洽談中。問到可擔心《雜
警奇兵》未能承接《親》劇的口碑？

阿Ben指兩套劇是不同類型，《雜》劇
的角色人物各有特色，屬搞笑劇種；
但他有個心願，就是希望去年拍攝的
《波士早晨》能早日播映。

黃心穎指“馬明”不進取
同場的黃心穎近日忙於拍攝《深

宮計》，問到是否心急想見愛郎？她
反問是指哪一位，又謂只見到劉心
悠。談到跟馬國明有何進展時，她就
笑說：“沒甚進展，(他不進取？)大家
都不進取，(怕醜？) 大概吧？順其自然
啦。”又透露與“馬明”稍後在戲中
會有對手戲，會有單戀、相戀及尷尬
的情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李居

明6日召開記者會，宣佈“李居明音樂之旅20

年佛歌 粵曲作品大巡唱”將於5月3日佛誕那天舉行，獲演出嘉賓薛家燕、

蓋鳴暉及司儀江美儀撐場。李居明表示自己在這20年來，寫過的佛歌有二百多

首，粵曲也不少，希望趁佛誕舉行一場“勵志演唱會”作紀念；除了家燕姐和

蓋鳴暉外，他亦感謝多位唱得之人如蔣文端和吳非凡等支持。至於本月30日生

日的家燕姐，則獲大會送上蛋糕提早慶生。

薛家燕蓋鳴暉
佛誕開騷唱佛歌令觀眾開心

齊 李居明撐

黎燕珊親赴日本 拜會陳美齡談教仔經
香港文匯報訊

EMI重量級新人姚亦
晴(Shiny)，為了勇闖
歌壇不怕吃苦，歷經
兩年魔鬼體能訓練
後，舞蹈和歌唱實力
全面進化，蛻變成華
語歌壇的閃耀舞力新
星。最近Shiny推出
首張個人專輯《Get-
ting Stronger 漸
強》，主打歌《Get-
ting Stronger》先在
Spotify的“台灣前50
名熱門精選榜”奪
冠，又在KKBOX華
語新歌榜成功打入十
大，連同頭三首派台
歌的MV點擊次數加
起來超過200萬次大
關，令僅得20歲的Shiny受盡矚目。

日前Shiny於台北舉行了出道以來的首場簽唱會，
為一圓歌手夢而暫停學業的她顯得非常雀躍，她興奮表
示：“我準備好了，就是要全世界聽到我的聲音！”一
上台Shiny即唱出闡述新世代女孩勇敢求愛的舞曲《If
You Want Me》，展現青春活力。為讓全球樂迷都能聽
到她的聲音，唱片公司特地送她一個超級大聲公，希望
Shiny大聲唱出內心勇敢的聲音，讓全球聽到其美麗歌
聲。

Shiny表示心情極緊張，幾天都睡得不好，擔心表
演時忘記歌詞之類。然而她及後說：“這張專輯籌備了
兩年多，讓歌迷久等了，所以我一定要‘漸強’，用更
好的表演來回報大家。”並指可幸是雙親沒有出席，否
則她便會更緊張了。

姚亦晴獲贈大聲公
唱出女孩青春活力

《親親》收視口碑俱佳 黃智賢獲斟廣告 忙到無暇打波 ■■姚亦晴姚亦晴((中中))66日舉行她的首次日舉行她的首次
簽唱會簽唱會。。

■■適逢月底是家燕姐生日適逢月底是家燕姐生日，，大會為她送上蛋糕提早慶大會為她送上蛋糕提早慶
生生。。

■■李居明李居明((前排中前排中))會在今年佛誕開騷會在今年佛誕開騷。。

■黎燕珊(藍衫)獲陳美齡(白衫)帶領，探討日本的教育情況。

■■黃智賢黃智賢((中中))早前忙到不可早前忙到不可
開交開交。。

■■黃心穎表示仍未黃心穎表示仍未
和馬國明開始戀和馬國明開始戀
情情。。

■■薛家燕薛家燕((左左))和和
蓋鳴暉蓋鳴暉((右右))，，將將
全力支持李居全力支持李居
明的演唱會明的演唱會。。

■■李居明李居明((左左))表表
示今年大計多示今年大計多
多多，，包括開演唱包括開演唱
會和拍戲等會和拍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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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禁愛令自律
32 歲生日哽咽許願

主播自認沒偏財運 澳門意外賺回機票錢

吳建豪緊張猛練團 致敬麥可傑克森

「模王大道」諧星從軍去 心驚驚最怕被 XX 取代

藝人甄莉經營副業有成，她之前投資麻
辣火鍋店有聲有色，前年還砸下 300 萬元改
賣石頭火鍋，成績也不錯，素有「火鍋女王」
封號，近日卻驚傳她將收攤，頂讓給他人經
營。

甄莉先前投資的「辣中間」麻辣鍋在業
界赫赫有名，一賣就是 13 年，後來退股另起
爐灶，改經營石頭火鍋「甄品鍋」同樣成績
亮眼。據《壹週刊》報導，日前傳出她將店面
頂讓給他人經營，原因是人手不足、舊員工
又罷工，讓她累到免疫力失調又失眠，不得已
決定退出。

甄莉透露，她貼出徵人啟事、請舊員工
推薦朋友全都沒下文，最後決定頂讓：「你們
不來我不能開店，那就不要開了。」據悉她因
此損失約新台幣 80 萬元，投注心力經營了15
年的餐飲業，如今將走入歷史，但她也得以
好好休息，調養身體。

黃豪平 2012 年自中視「超級模王大道」出道，在三立「綜藝
玩很大」當關主打開知名度，演藝事業正要起飛，他卻在此時接
到兵單，預計 3 月 6 日就要入伍報到，他坦言心情確實忐忑：「因
為要當一年兵，當然會擔心觀眾忘記我，不過該來的還是會來，
總是要去面對。」他考上替代役公益大使團，還打算利用閒暇報
名補習班加強外語能力，就怕一退伍會跟演藝圈脫節。

男星最怕接到兵單，無非就是擔心演藝工作因此中斷，而 28
歲的黃豪平念政大研究所，今年初畢業，收到兵單，他態度很坦
然：「一年的時間沒辦法工作，當然一定會擔心被忘記，之前想說
可以一邊升學一邊賺錢，但現在也沒辦法再往上念，不如就趁現
在還沒到很捨不得的時候，趕快把該盡的義務處理完，我才能放
心規劃長遠的演藝事業。」

先前原本有劇本找上他，但因為要服役只能忍痛推掉，「收
到兵單對我來講反而是好事啦，因為時間確定了，等到明年我退
伍之後，我就是自由之身，可以做比較長遠的安排。」身邊好友也
鼓勵他，有才華就不怕被觀眾遺忘，「公益大使其實有點類似藝
工隊，除了表演以外有自己的時間，我就想經營自己的網路影片，
或去學外語，以後退伍，大家就可以看到全新的我」他笑說，營
區旁就有外語補習班，可以趁機進修，果然很拚命。

歌手「小球」莊鵑
瑛今 天 32 歲 生日，哽
咽許願希望家人健康，
坦言沒工作時爸媽就
會催婚，但她是談戀愛
就不用心工作的人，與
團隊朋友下禁愛令自
律。

小 球 原 是 獨 立 樂
團「棉花糖」主唱，樂
團解散後，近來演出導
演魏德聖執導電影「52
赫茲 我 愛你」，3 月 17
日將推出個人首張專輯
「星之所向」。

今年生日歌迷會以「星空冒險日記演唱會－序．星之所向」為名，下午
在台北三創數位生活園區彩排，小球唱新歌「星之所向」及「52 赫茲我愛你」
主題曲「今天是情人節」，唱片公司送上大蛋糕慶生。

小球先哽咽許願希望家人健康，再笑喊第 2 個願望是還有 100 個願
望可以許。她坦言忙衝刺事業，30 歲後猛然回首發現爸媽長出白髮，深深
感到健康最重要，坦言爸爸生病、媽媽常不小心跌倒，希望爸媽都能健康，
看著她走向更大舞台。

至於爸媽會不會催婚？小球表示，沒工作時會催婚，有工作就不會，知
道她沒時間可戀愛，爸媽曾說「如果我走了，誰來照顧妳」這類較重的話；
但她笑認是談戀愛就不用心工作的人，與團隊朋友下禁愛令自律。

談起自我期許，小球自認仍有幼稚一面，很幸運她的天馬行空想法能
放在音樂表演，之前演出突然從台上跳下去讓歌迷撐住玩「人體衝浪」，
大家像一體、很自在。

小球表示，未來走一步算一步，希望歌唱可走到台北小巨蛋，登上台
灣最大舞台，繼續前進更大舞台，並傳遞能量鼓勵每人都可做喜歡的事，
都有機會發光發熱。

歌手吳建豪今晚擔任歌手黃大煒新歌音樂會嘉賓，首次以 Live Band
方式演出，坦言緊張，一直不斷練，並獻唱「Billie Jean」混音版向已故西洋
流行樂天王麥可傑克森致敬。

黃大煒睽違 10 年再推新作，晚間在台北 Legacy 舉辦新歌發表音樂會，
以「想飛的心」開場，再由從美國西雅圖返台的好夥伴POLO WL接棒演出，
POLO WL 還帶來台語歌「笑也」。

接著黃大煒介紹吳建豪（Van Ness）出場，吳建豪笑喊「大家好，嗨，
我也很驚訝我在這」，直呼很開心、非常榮幸，首次以 Live Band 方式演出，
連唱「#MWHYB」、「Love & Hate」、「Better」。

吳建豪唱到直呼好緊張，還脫掉外套，特地唱「Billie Jean」混音版向
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致敬，唱完現場響起安可聲，吳建豪搞笑加
碼清唱一句「你把我灌醉」。

演唱前吳建豪受訪表示，喜歡玩樂團，答
應黃大煒邀約後一直不斷練；黃大煒說，吳建
豪練得超認真，吳建豪回「和你一起，一定要
啊」，並笑認在 KTV 會唱黃大煒的「你把我
灌醉」。

黃大煒表示，從吳建豪「F4」時期就認識，
常在機場和朋友聚會相遇，日前在歌手王力宏
聚會上碰面深聊，才促成這次合作。

辛龍中樂透頭彩羨煞全台，雖他事後翻盤矢口否認，不過還是有不少人相
信他就是頭彩得主，而台視主播鄔凱雯自認沒有偏財運，她說每年開春興奮買
刮刮樂試手氣，最後總是槓龜收場，但她日前到澳門旅遊，到了國外磁場果然不
同，她小試身手，竟以小搏大，贏了一千多元港幣，她見好就收，直呼把機票錢
賺回來就好，一點都不貪心。

鄔凱雯自嘲從小到大都沒偏財運，最大的獎就是統一發票中兩百塊，這回
她和好友同遊澳門，結果沒讓人失望，她贏了一千多元港幣，她開心說：「雖然
沒有豪贏，但見好就收，我不求多，也算是把機票錢賺回來了！」

她不忘拜訪水舞間的表演以及注名景點大三巴，其中對大賽車博物館更是
流連忘返，她說：「館內有二十多輛車壇名將的戰車，包括方程式賽車、摩托車
和車手們用過的物品，覺得滿酷的！」，至於女生最愛的血拚，她開玩笑說：「這
趟是來賺錢的、不是來花錢的喔！」，她對澳門行相當滿意，大推「這裡好吃、好
看、又好玩更沒想到能贏錢」，對於下一次旅遊計畫，她打算去日本中部，「想遠
離大都市往比較郊區的地方，好好放鬆一下！」。

甄莉開店 15 年突收攤 「火鍋女王」封號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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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徐靜蕾執導，白百何、

黃立行、明道主演的動作警

匪電影《綁架者》即將於4月

1日全國上映，距離影片公映

還有壹個月的時間內，徐靜

蕾進入了“偶爾工作狂”的

狀態，走入聚光燈下，面對

密集的宣傳行程，瘋狂的工

作模式，導演徐靜蕾甩開“玩

心”已經出發。

圈內圈外：玩心最大的
徐靜蕾

“我真的有點發布會恐

懼癥，又要化妝又要穿禮

服，真的好煩。”近年來

深居幕後的徐靜蕾向媒體吐

露自己的心聲。做包串珠，

旅居海外，跨界二次元、網

劇、著迷於萊昂納德· 科恩，

這才是最自在的徐靜蕾。作

為娛樂圈的“邊緣人”，近兩年來較少在

鎂光燈下曝光的徐靜蕾，連新片《綁架

者》的首次發布會都選擇在線上舉辦，並對

媒體表示，“我要是喬裝打扮的站臺上，話

都不會說了。”畢竟徐靜蕾上壹次大量出

現在觀眾視野中還是上壹部電影的宣傳階

段。在線上發布會她也說過“玩心就是我

的生命”，如今臨近4月 1日《綁架者》上

映日期，徐靜蕾也收起這份玩心，進入了瘋

狂工作模式。

戲裏戲外：瘋狂忙碌的徐靜蕾
“終於熬到了最難熬的電影宣傳期。”

導演徐靜蕾在去上海錄制通告的高鐵上寫下

了這句話。隨著電影宣傳期的開始，各種

節目通告、媒體采訪、雜誌棚拍、落地發布

會、校園行、全國城市路演等活動隨之即來，作

為導演與監制，徐靜蕾還需親自監督電影後

期制作，主題曲錄制等電影主體內容，以及影

片宣傳節奏的把控。“這類影片對邏輯性、條

理性、耐性的挑戰，已經超越了我的極限，每

每讓自己陷入了想撞墻的絕境。”徐靜蕾曾透

露過執導動作類型片對自己的挑戰。但與電影

拍攝時期的痛苦相比，顯然電影宣傳期要比拍

攝期“難熬”。而徐靜蕾似乎也很接受這份工

作設定，就像她自我評價的那樣“壹個比較

極端的人……忙就忙死，閑就閑死……”

鏡頭內外：帶頭“嘗鮮”的徐靜蕾
疲憊的不只有導演壹人。《綁架者》劇組在

開拍之前，就特聘專業動作指導團隊對演員進行

為期兩個月的殘酷特訓。在訓練期間，白百何越

打越勇，黃立行加碼訓練，明道心神專註，由此

激發出他們表演的極致狀態。曾經被觀眾熟悉的

小鈕、型男、霸道總裁形象，在《綁架者》中改

頭換面。除了配合參與體能、動作訓練，演員們

還積極與導演談論劇本。徐靜蕾也很感激演員的

付出“謝謝他們的配合，謝謝他們和我壹樣有突

破自己、嘗試新東西的心。”

電影《綁架者》由北京鮮花盛開影業出

品，將於4 月4日全國公映。

《非凡任務》海報令人戰栗
黃軒段奕宏明爭暗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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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影

片曝光了壹組“暗戰”版海報，首

次披露黃軒段奕宏之間殺機四伏的

對抗。二個角色在戲中明爭暗鬥，

表面的推心置腹下潛流湧動，雖然

共赴“最後的盛宴”，但“下壹次

頂著槍口”的，卻不知是誰的腦袋。

兩位演員在戲外也上演了壹出雙雄

爭霸，實力小生碰上老戲骨，硬狠

對決壹觸即發。

黃軒槍口下“搏命”忍辱負
重 段奕宏咄咄逼人

槍口下搏命，刀尖上跳舞。臥

底遊走在黑白之間，堪稱世界上最

危險的職業。海報中黃軒孤身陷入

重圍，不僅被捆綁蒙眼，還被段奕

宏按在地上以槍指頭，生命危在旦

夕。但面對不怕死的臥底，“下壹

次頂著槍口的，會是誰的腦袋？”。

除了面對生死考驗，臥底更要受到

心理折磨，雖然痛恨毒販卻要與之

談笑風生，共赴“最後的盛宴”，

滿腔怒火不能有壹絲流露。

在險惡之地稱霸壹方，心狠手

辣是毒梟的“基本配置”。為探明

黃軒的真面目，段奕宏使出渾身解

數，軟硬兼施無所不用其極。初次

見面就各種酷刑的輪番上陣，兇相

畢露。“硬”的之後來“軟”的，

酷刑考驗後段奕宏又換上壹副面孔，

片中他不僅帶黃軒見識自己的制毒

工廠，還主動設宴款待，但杯盤交

錯間暗藏刀光劍影，壹雙“鷹眼”

時刻緊盯黃軒壹舉壹動，“咄咄逼

人的目光裏，誰的心在顫抖”。

黃軒段奕宏“瘋狂”飆戲
戲裏戲外雙重高手對決

黃軒此次突破性出演緝毒硬

漢，和角色壹樣經歷了身體上的

“虐待”，不僅戲中遭遇捆綁

、水刑、拷打的摧殘，戲外也

在潮濕悶熱的泰國受盡折磨。

除了外在的磨礪，黃軒也演出

了臥底內心的掙紮：“他是最

孤獨的”。徘徊在黑白之間，

時刻經歷身份錯位的矛盾，

“就算醒在噩夢裏，也要記住

自己是誰”。和黃軒的突破相似，

段奕宏曾以軍人和警察形象被觀眾

熟知，此次同樣顛覆自我出演毒梟，

展現了極寬的戲路。段

片中兩個角色明爭暗鬥，段奕

宏使盡手段虐待黃軒身體，更用逼

迫黃軒吸毒、背叛戰友等方式折磨

他的內心，黃軒不僅抗下了段奕宏

的重重考驗，更在最後的決戰中獨

創龍潭，圓滿完成任務。片外，兩

位實力派面更是互飆演技不亦樂乎。面

對同樣的形象轉變，二人暗自“較

勁”，比拼誰的戲路更寬，誰的角

色打磨更細。壹直以演技著稱的段奕

宏也由衷感嘆“碰上了對手”。功夫是

纖毫之爭，黃軒段奕宏在銀幕上展

現了演技的“真功夫”。 電影《非

凡任務》將於2017年4月1日上映。

《捉妖記2》2018上映
梁朝偉曝與胡巴演戲“很痛苦”

時隔兩年，胡巴歸來！捉妖家族大

集結，開啟全新奇幻冒險。3月1日，電

影《捉妖記2》在京隆重舉辦“幸胡大

典”活動，導演許誠毅攜胡巴壹眾親朋

好友，捉妖家族歡聚壹堂，共同開啟

“幸胡年”。活動現場，白百何、胡巴

“父子”重聚，井柏然隔空送祝福，其

樂融融壹家親；重磅加盟的梁朝偉吐槽

與胡巴拍戲“很痛苦”，自己“欠了李

宇春很多錢”，李宇春則現場獻出表情

包，兩位大咖更指教胡巴新技能助它成

長。90後新勢力歌手吳莫愁唱而優則

演，以演員身份與胡巴齊賣萌。還有胡

巴新朋友楊右寧隔空發來問候，X玖少

年團與觀眾現場互動采訪，更帶來熱舞

點燃全場氣氛。活動現場首度公開《捉

妖記2》先導海報，宣布影片將於2018

年上映，胡巴戴著“2”字形狀的“新

發型”，開啟全新冒險之旅。

白百何“吃醋”兒子探班為見胡巴
井柏然驚喜“現身”壹家團聚
“幸胡大典”活動別出心裁地選在

商場中庭舉行，活動開始前，影迷和粉

絲就已經將現場圍得水泄不通。白百何

和胡巴壹同現身，時隔近兩年，小妖王

與“粑粑”再次合體，白百何分享和胡

巴重聚的喜悅，“就像見到好久沒見的

孩子壹樣”。她還略帶“醋意”的講述

了兒子元寶對自己和胡巴的“區別對待”：

“拍《捉妖記2》的時候，元寶每周都

來壹次片場，不過都是去看胡巴的。”

正在“閉關修煉”捉妖技能的“麻

麻”井柏然通過VCR驚喜“現身”，表

示給自己定了壹個小目標——“成為更

好的捉妖天師”，胡巴壹家隔空團聚。

“粑粑”白百何和“麻麻”井柏然壹起

為心愛的兒子胡巴送上了壹條紅色圍巾

作為禮物，希望胡巴在新的壹年健健康

康、紅紅火火。至於選擇送紅圍巾的原

因，白百何幽默表示：“小孩子也不方

便拿壓歲錢，我們拿著就好了。”活動

當天恰逢白百何生日，孝順懂事的胡巴

特地準備了蛋糕在現場為“粑粑”白百

何慶生，並與全場觀眾壹起為“粑粑”

獻唱生日歌。“父子倆”還現場獻上

“親子三連拍”，壹脈相承的暖萌神態

融化全場。

梁朝偉與胡巴演戲“很痛苦”？

演賭徒負債累累賭性不改

自從宣布梁朝偉加盟《捉妖記2》

以來，影迷就對這位大咖與胡巴的搭檔

倍感期待。梁朝偉驚喜出場，掀起現場

小高潮。梁朝偉時隔十四年再演古裝喜

劇，自己也表示“很久沒見過自己穿古

裝的樣子了”，更大贊“服裝很漂亮”。

據悉，《捉妖記2》中大量的無實物表

演是對演員的壹大考驗。梁朝偉現場也

忍不住吐槽：“和胡巴拍戲很痛苦，大

多數時候都要對著空氣演戲。”梁朝偉

還特別透露自己的角色“是壹個欠了很

多錢的賭徒，欠了春春很多錢，還欠了

妖和小孩的錢。”不過對於這樣壹個負

債累累的角色，梁朝偉表示：“我從來

沒有演過這樣的角色，雖然看起來是很

自私的人，但是內心很善良的。”

活動中，梁朝偉與胡巴更上演“世

紀對決”，雙方分別以五張牌為道具比

拼牌面大小。三局兩勝雖然胡巴惜敗，卻

收獲了梁朝偉特別準備的見面禮——大

元寶，當做胡巴行走江湖的“盤纏”。此

外，梁朝偉現場傳授胡巴葉問的必殺招

式——詠春拳，助力胡巴成長。梁朝偉

還幽默傳授“江湖經驗”：“如果遇到很

厲害的人，就跑；如果碰到漂亮的姑娘，

就撩壹下。”面對現場熱情的粉絲，梁朝

偉也大方送出“幸胡大獎”，被抽中的粉

絲激動不已，直呼“太幸胡了！”

出演土豪“最開始是排斥的”
李宇春：導演幫我發現新的自己
李宇春作為胡巴大咖新朋友前來助

陣，手搖折扇翩翩出場，壹個“壕”字

霸氣十足，引起現場尖叫無數。作為全

能藝人，李宇春經營自己音樂事業的同

時，在時尚、電影等領域均表現搶眼。

李宇春表示自己加盟捉妖家族就是因為

“壕”，還透露這次飾演了壹個“有錢

任性”的錢莊老板：“是壹個完全顛覆

李宇春的角色。不論是扮相還是人物個

性，裏面的壹些種種的表情、表現，都

是完全不像我自己。”

不過，李宇春自曝開始的時候是拒

絕的：“我拿到劇本的時候，我覺得怎

麽可能是我呢？”李宇春還表示多虧了

拍攝過程中與導演的溝通：“他幫助我

非常多，也幫助我開啟了我自己，可能

內心真正有壹部分我自己都沒有發現的

我。”導演許誠毅上臺接受采訪時則大

贊李宇春表現令人驚喜：“她說頭壹句

對白的時候，我覺得很開心了，妳們會

看到壹個很不壹樣的李宇春。”現場，

李宇春首次特別獻上表情包大放送，曝

光了更多角色特質：有錢、霸氣、專情。

三個關鍵詞壹出，讓人對《捉妖記2》

中“不壹樣的李宇春”更為好奇。

吳莫愁羨慕黃磊給胡巴做飯
楊右寧首次加盟“火花十足”
首次出演本片、曾經演唱第壹部彩

蛋神曲《舞底線》的“胡巴姑姑”吳莫

愁也激動地表示：“今天很榮幸可以作

為壹個演員的身份參與到《捉妖記2》，

真的很開心。”據悉，吳莫愁將在片中

與黃磊搭檔，與他壹起開店。談到黃磊

聞名天下的廚藝，吳莫愁現場遺憾表示

自己沒有嘗到過，因為“黃磊老師主要

給胡巴做，我沒有份。”還調侃胡巴“它

今年比我去年還胖，壹定是吃了黃老師

很多美味的菜，不過依然非常可愛。”兩

姑侄現場不僅壹起比萌，還把胡巴“萌

神”功力充分發揮，拉上現場觀眾集體

賣萌。

同樣首次加盟《捉妖記2》的楊右寧

特意發來VCR問候，表示：“我第壹次

嘗試真人+CG的拍攝方式，跟我之前的拍

戲經驗都不壹樣，特別有意思。”他還表

示雖然是初次合作，但與導演許誠毅和捉

妖家族“常常碰撞出不壹樣的火花”。

X玖少年團熱力獻舞慶祝“幸胡”
大集結 百位素人真實采訪感動全場
活動現場，人氣組合X玖少年團

“舞力全開”，胡巴不甘寂寞也“亂入”

舞臺賣力開跳，“萌神“+“鮮肉”組

合海爆全場。X玖少年團還客串現場記

者，采訪現場粉絲，熱情的觀眾們對於

胡巴的小知識如數家珍。此外，片方特

別準備了壹支街采視頻，展現了近百位

普通人與胡巴的故事。視頻中，壹位老

師分享自己的學生因為《捉妖記》而緩

解了抑郁情緒，還有壹位媽媽講到2015

年她帶著自己患有自閉癥的兒子去看

《捉妖記》，見到兒子久違的開心笑容

時不禁潸然淚下，真情故事令全場動容。

胡巴帶來的不止是歡笑，還有歷久彌新

的感動。此外，不少來自海外的影迷也

對《捉妖記2》表達超高期待。

《捉妖記2》2018重裝上映
胡巴“2”代攜捉妖家族開啟全新

冒險
“胡巴之父”、《捉妖記2》導演

許誠毅也來到慶典現場，調侃自己：

“電影上周才剛剛殺青，我們好像剛從

妖界回到人間，很不習慣。”許導對於

執導續作分外感慨，除了感謝所有觀眾

對前作的支持，他還特別感謝胡巴的新

老朋友們在拍攝中對自己的幫助：“演

員們都幫我，我拍第二部比第壹部輕松。”

據悉，《捉妖記2》中奇幻世界的龐大

設定將會進壹步升級，人、妖、天師的

身份也會有更細化的分工。第壹部上映

時被觀眾們津津樂道的全明星陣容，在

第二部中也會再次全面升級。除了到場

的各位演員，還有楊右寧、黃磊、大鵬、

柳巖等加盟，人氣與實力並重。

活動最後，捉妖家族共同揭幕巨型

奇書，首度公開《捉妖記2》先導海報。

海報別出心裁地給胡巴設計了壹個“2”

字形的新發型，本來就“萌力無限”的

胡巴更加討喜。隨著海報公開，現場胡

巴也迅速頂著“2”字新造型與眾主創

留下珍貴的全家福合影。捉妖家族“幸

胡”集結，《捉妖記2》宣布將於2018

年重裝上映，全新升級的明星陣容將與

胡巴壹起踏上奇幻冒險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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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殼機動隊》曝血色迷城漫畫海報
角色高度還原動畫人設 導演坦言夢想成真

整張海報以紅色為基調,主要

角色均以漫畫形式展現,帶有濃郁

復古漫畫質感。斯嘉麗· 約翰遜飾

演的少佐身穿戰甲,冷漠神情透露

出淩厲氣場,皮魯· 埃斯貝克飾演的

巴特舉槍瞄準,北野武飾演的公安

九課課長荒卷大輔表情兇狠,冷目

斜視。簡筆勾勒出以香港為創作

藍本的未來都市隱約浮現,藝妓機

器人在眾人身後打開面具,露出猙

獰的機械構造。海報中幾個主要

角色高度還原了原作中的人設造

型,原著漫畫神秘暗黑的氣質進壹

步顯露。

真人版《攻殼機動隊》此番

發布的漫畫海報,不由讓人聯想到

士郎正宗創作的原著漫畫以及日

本導演押井守制作的同名動畫電

影。據悉,真人版《攻殼機動隊》

的導演魯伯特· 山德斯也是原著的

“超級粉絲”,他坦言能拍攝真人

版《攻殼機動隊》讓自己的夢想

變成了現實。

魯伯特· 山德斯認為,直接翻拍

並不是這部電影要采取的方式,他

更想做壹些更有啟發性,具有挑戰

性的東西。在這樣想法的驅動下,

魯伯特· 山德斯找遍了整個《攻殼

機動隊》宇宙,從中選取了最閃光

的部分,“我從續集《攻殼機動隊

2:無罪》和動畫《攻殼機動隊

STAND ALONE COMPLEX》裏取

得了壹些靈感,基於它們做了100

頁的圖形小說”,魯伯特· 山德斯透

露,真人版《攻殼機動隊》的主要

故事會忠於原作,但副主題是關於

對人性的追求。真人版《攻殼機

動隊》由美國派拉蒙影片公司出

品,定於2017年3月31日在北美上

映,中國內地有望引進。

內地觀眾又有眼福了！日前，《攻殼機動隊》、《速度與激情8》、

《藍精靈：尋找神秘村》三部好萊塢大片均確定了內地檔期，將分別於

4月7日、4月14日和4月21日內地上映。至此，四月的4個周末中，3個

都已被好萊塢大片預定。

電影《攻殼機動隊》由斯嘉麗· 約翰遜主演，改編自在享有盛譽

的日本同名漫畫及動漫。該片北美3月31日上映，國內雖然沒能做到中

美同步，但內地4月7日的檔期只比北美晚了壹周，且與日本同步，國

內觀眾並不用等很久。

作為今年內地最重磅的好萊塢大片之壹，《速度與激情8》4月14

日的檔期則做到了中美同步。在該片中，除了範· 迪賽爾、傑森· 斯坦森

、道恩· 強森等“速度與激情”系列的老朋友強勢回歸外，查理茲· 塞隆

飾演的大反派成為《速度與激情8》的壹大看點。“飛車家族”宣告分

裂的設置也讓該片的劇情更顯“撲朔迷離”。當然，最具懸念的還是該

片是否能續寫《速度與激情7》的票房奇跡。

動畫電影《藍精靈：尋找神秘村》內地定檔4月21日，比北美4

月7日的檔期晚兩周時間。電影中，藍妹妹壹行人開啟了尋找失落的村

莊的旅程，遭到大反派格格巫沿路阻擊。茱莉亞· 羅伯茨將為片中的新

角色配音。

2017年第9周，備受期待的"狼

叔"休· 傑克曼的謝幕之作《金剛狼3

：殊死壹戰》上映，以2.38億美元

奪得本周末全球票房冠軍。

《金剛狼3》上周在全球81個

地區上映，海外開畫成績1.52億美

元表現亮眼，排名福斯出品的電影

開畫成績第三位，僅次於《X戰警

：逆轉未來》1.72億美元和《阿凡

達》1.64億美元。在《金剛狼3》的

海外市場中，中國地區的票房毫無

懸念占據榜首，周末報收4630萬美

元，其次為英國1140萬美元，韓國

820萬美元，巴西820萬美元和俄羅

斯710萬美元，本片在上述五個市

場都是第壹名。

同時國際方面《金剛狼3》還

在687塊IMAX銀幕上賺取了1060萬

美元，這壹成績打破了IMAX銀幕R

級電影與最大2D電影開畫紀錄。這

部電影在亞太區域27個市場中的23

個市場上映，中國內地、中國臺灣

、中國香港、澳大利亞、印度、印

尼、馬來西亞、新西蘭、菲律賓、

新加坡、韓國、泰國、越南等市場

均票房奪冠。這部以2D/IMAX格式

上映的電影，取得這樣的票房成績

實屬超出眾人的預期。

《樂高蝙蝠俠大電影》全球累計票
房2.57億美元

環球發行的低成本恐怖片《逃

出絕命鎮》，周末全球票房2611.1

萬美元位居第二位，上映次周末無

懼同為R級題材的《金剛狼3》，票

房走勢穩定，全球累計票房7595.4

萬美元。該片目前尚未在其他國家

上映，票房主要為北美地區收入。

《樂高蝙蝠俠大電影》周末全

球票房收獲2205萬美元，暫列第三

，全球累計票房突破2.57億美元。

該片上周末在中國內地上映，報收

360萬美元，這個成績並不算太亮眼

，因為本周中國市場強片不少。截

止目前，《樂高蝙蝠俠大電影》海

外累計票房第壹名是英國，累計

3008萬美元，其次是墨西哥760萬

美元，以及德國610萬美元。

《壹條狗的使命》
講述萌寵狗狗的電影《壹條狗

的使命》，本周末全球票房收獲

1910萬美元排名第四位，全球累計

票房1.01億美元，該片已在全球40

個國家上映，海外票房接近4130萬

美元。該片的導演萊塞· 霍爾斯道姆

曾執導《忠犬八公的故事》，在中

國擁有不錯的觀眾緣，新片《壹條

狗的使命》上映首周末在中國內地

收獲1540萬美元票房，這個成績非

常令人驚喜。

《生化危機：終章》受益於中

國觀眾的持續追捧，全球票房已累

計高達2.94億美元，而中國市場貢

獻了1.38億美元票房，幾乎占據了

接近壹半的份額，該片本周末全球

票房報收1800萬美元，已在全球43

個國家上映。

環球出品的虐戀之作《五十度

黑》，雖然口碑撲街，但仍擋不住

全球票房壹路走高，目前已達3.56

億美元，全球票房上周末收獲1418

萬美元，在59個地區上映。德國市

場下滑嚴重，四周累計收獲2860萬

美元，法國2210萬美元，該片在日

本市場將於6月23日上映，這可能

是它最後的票房突破的機會了。

《愛樂之城》借奧斯卡獲獎的

契機熱度增加，票房再有小突破，

上周末全球票房收獲1407萬美元，

全球累計票房3.96億。《歡樂好聲

音》上周末全球票房收獲1178萬美

元，全球累計票房5.65億美元，該

片俄羅斯開畫640萬美元票房，這

個成績好於《海洋奇緣》與《冰雪

奇緣》的開畫成績，在中國市場該

片票房2730萬美元，日本市場將於

3月17日上映。

真人電影《美女與野獸》設

計了迪士尼首個同性戀角色的新

聞曝光後，影片在全球範圍引起

廣泛爭議。

上周五，影片的導演比爾· 康

頓首度對這輪批判聲作出回應。

康頓在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說：

“哦，天哪。我能跟妳說實話嗎

？這事被誇大其實了。這只是我

們享受拍攝的壹部分樂趣所在。

我愛看觀眾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

感受到純粹的驚喜。我不希望觀

眾太過在意這件事。為什麽要把

這個設定小題大做呢？”由於當

地宣傳法規的原因，這部魔幻大

片恐在俄羅斯遭禁。在美國，壹

家阿拉巴馬的汽車影院拒絕放映

《美女與野獸》，並聲明“如果

我們看這部電影的時候，上帝或

者耶穌不能始終陪伴我們，那我

們也沒有放映它的必要。”

除了比爾· 康頓之外，影片裏扮演燭臺

盧米亞的伊萬· 麥克格雷格也通過社交平臺

發聲，毫不留情得諷刺道：“醒醒吧，阿拉

巴馬影院先生。現在已經是2017年了，妳

個呆瓜。”

真人版《美女與野獸》中，由喬什· 蓋

德飾演的樂福將成為迪士尼電影史上出現的

首位同誌角色，他是獵人加斯頓的跟班，影

片中對加斯頓有著復雜的愛慕之情。盡管蓋

德是異性戀者，加斯頓的扮演者盧克· 伊萬

斯卻是圈內著名的同性戀者。據了解，設置

這個同誌角色，是為了紀念迪士尼功勛音樂

人、《美女與野獸》原動畫歌曲的詞作者霍

華德· 阿什曼。霍華德是壹位同性戀者，不

幸的是在1991年原版動畫上映前，霍華德

就因艾滋病去世，他把片中野獸的遭遇看作

“艾滋的象征”。

《《美女與野獸美女與野獸》》回應回應““同誌角色同誌角色””爭議爭議

紮克紮克··施奈德曬蝙蝠俠新款座駕施奈德曬蝙蝠俠新款座駕

《《正義聯盟正義聯盟》》片場照曝光片場照曝光
蝙蝠車火力升級蝙蝠車火力升級

紮克·施奈德今日在網上曬出了壹張《正義聯盟》的片場照，布魯斯·韋恩的新款蝙
蝠車首露真容，從圖片看上去，新款座駕和《蝙蝠俠大戰超人：正義黎明》中的那款相
似，但從施耐德“炫耀”的口吻來看，這款車壹定不簡單。

施奈德在這張照片下面留言道：“升級……妳還擔心韋恩什麽”，照片中的新款蝙
蝠車的車身上被加裝了更多武器裝備，火力大幅升級，其實在去年開放的壹次媒體探班
中，設計師Patrick Tatupoulos就曾經透露過，蝙蝠車將被裝上機關槍，機關炮，甚至
導彈發射器。看來我們真的不用擔心了！

《正義聯盟》將延續《蝙超》的結局，蝙蝠俠將與神奇女俠壹下組建壹支超級英雄
聯盟來抵禦新壹輪的威脅，這支隊伍集結了蝙蝠俠、神奇女俠、海王、鋼骨和閃電俠等
人，DC宇宙的壹等壹戰鬥力。影片將於今年11月17日在北美上映，

《《金剛狼金剛狼33》》全球票房全球票房22..3838億美元首周奪冠億美元首周奪冠
““逃出絕命鎮逃出絕命鎮””居亞居亞 ““樂高蝙蝠俠樂高蝙蝠俠””緊隨其後緊隨其後



CC88休城工商

陳綺玲律師榮獲僑聯海外優秀青年獎章
僑聯總會美南分會正式成為中華公所社團之一

( 本報記者黃麗珊 ) 陳綺玲律師經由僑聯總會美南分會主任賴
李迎霞推薦得到僑聯海外優秀青年獎章，僑聯總會美南分會在二
月十九日中華公所 2017 年第一次月會正式宣布僑聯總會美南分
會成為中華公所旗下社團之一，為僑社服務，以支持中華民國為
宗旨 , 僑聯美南分會主任賴李迎霞在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來訪休
斯頓親自報告僑聯總會美南分會加入中華公所，一起為僑社團結
力量來支持中華民國。

陳綺玲小姐（美國休士 頓）：浙江省人，45 歲，德 州奧斯
汀大學法學院畢業，現 為律師。積極參與社區服務， 為維護華
人平等權利及就業機 會，舉辦免費法律諮詢，解決 疑難雜症，
深獲好評，對促進 和諧友誼，貢獻良多。

 
  
 

  

  免費有機蔬果種植講座 –3 
       ~ 水果接枝種植篇~ 

   

Organic Gardening – 3                            
Fruits planting                                   

      

3-11-2017  Saturday        日期: 3月 11日星期六                           
9:00AM-10:30AM            時間:早上 9:00-10:30 

 
seats are limited  座位名額有限 

class is available at no cost  (免費講座) 
 

免費報名專線: 713-486-5902 (翁珮珊 Ivy) 

***只接受電話報名參加***  
UT Physicians Community Health & Wellness Center-Southwest  

 

 地點: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家庭診所 

( 位於10623百利大道, 金山飯店同一商場內, Suite C280 ) 

 

 

Houston, Texas 77072  | 713-486-5900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FED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台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1 2 1 號 7 樓 之 1 6  

7F-16, NO.121,SEC. 1, CHONGQING SOUTH ROAD,TAIWAN 10045. R.O.C.  
TEL:（886-2）2375-9675  FAX：（886-2）23752464  E-mail：focat@ms51.hinet net 

        

迎霞主任惠鑒: 

貴地區陳綺玲女士，榮獲本年度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現經聘為

本會理事，聘書已逕寄本人。謹檢奉刊登本活動訊息之僑訊(1392期)

及通訊處，敬請  查參並加強聯繫，共赴事功。 

耑此順頌 

時綏 

 

美國 陳綺玲 小姐 
MISS. DEBORAH YEI-LING CHEN  
11918 AMBLEWOOD DR. 
MEADOW PLECE, TX.77477 
713-446-8430 
debbiechen13@gmail.com 

 

 

  

                                    

 

 

 

               中華民國 106年 03月 01日 

 

                           
 

陳綺玲律師( 右 ) 經由僑聯總會美南分會主任賴李迎霞推薦
得到僑聯海外優秀青年獎章。

僑聯美南分會主任賴李迎霞在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來訪休斯頓親自報告僑聯總
會美南分會加入中華公所，一起為僑社團結力量來支持中華民國。(記者黃麗珊攝)

僑聯總會美南分會主任李迎霞於2月2日拜訪僑聯總會,受到熱烈歡迎。

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星期二 2017年3月7日 Tuesday, March 7,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