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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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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甲第德甲第2525輪先賽輪先賽11場場，，多特蒙德主場多特蒙德主場11比比00小勝因戈爾施塔特小勝因戈爾施塔特，，將將
本隊聯賽主場不敗紀錄改寫為本隊聯賽主場不敗紀錄改寫為3333場場（（2727勝勝66平平）。）。奧巴梅揚奧巴梅揚20152015年年88
月以來首次連續月以來首次連續55場正式比賽破門場正式比賽破門（（99球球），），以以2323球領跑射手榜球領跑射手榜。。

[[德甲德甲]]多特多特11--00因戈爾施塔特因戈爾施塔特

[[巴黎大師賽巴黎大師賽]]費德勒費德勒22--00索克索克

巴黎大師賽半決賽巴黎大師賽半決賽，，費德勒費德勒22--00戰勝索克戰勝索克，，與瓦林卡會師決賽與瓦林卡會師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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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鎚仔幫”想帶走朗尼

多倫多速龍22日NBA常
規賽加時以122：120險勝作
客的公牛。

兩隊打到第三節尾段
時，速龍的伊巴卡和公牛的
魯賓盧比斯在搶籃板時發生
衝突，雙方拳來拳往，兩軍
球員和球證上前制止依然未
能將兩人拉開，盧比斯揮拳

被伊巴卡閃開，後者還打中
對方面部，場面混亂。在翻
看錄影片段後，兩球員齊遭
判兩個技術犯規被罰出場。

勇士屠小牛5連勝
同日常規賽，金州勇士作

客以 112：87 大勝達拉斯小
牛。次節基利湯遜外線發力命

中3記三分，勇士單節打出
34：20後以12分優勢領先進入
中場休息。

易邊後勇士繼續多點開
花，在第四節開始前已領先達
20分之多。基利湯遜貢獻全場
最高的23分，帶領勇士豪取5
連勝續居西岸榜首。

■新華社、綜合外電

速龍險勝公牛 打球變比武

阿仙奴在英超足球聯賽積分榜
近5輪輸了4場退守第6位，距前四
歐聯資格漸行漸遠，只餘11場比賽
給“兵工廠”作最後努力。雪上加霜
的是上周比賽小腿受傷的首席門神施
治，經檢查後證實要休養4星期，將
由奧斯賓拿頂替把關。

傳今夏清洗兩大核心
阿仙奴領隊雲加今夏去留備受

關注，最新消息指他有意多留一個
球季盼將球隊帶出低谷。有指雲加
將在今夏清洗陣容，包括賣走狀態
低迷的德國中場奧斯爾以及意興闌
珊的阿歷斯山齊士兩大核心。
2003/04英超阿仙奴不敗冠軍門將
列文近日批評這兩名兵工廠主將，
“球迷總說山齊士偉大，但若你看
起來總是滿腹牢騷便不可能偉大。
你要成為強悍的球員，而非只懂盤
扭。”他又狠批奧斯爾總在阿仙奴
艱難時“隱形”。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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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加傳或賣走奧斯爾雲加傳或賣走奧斯爾。。法新社法新社

■■朗尼或被逼要朗尼或被逼要
卸下曼聯隊長生卸下曼聯隊長生
涯了涯了。。 法新社法新社

■■菲爾鍾斯菲爾鍾斯((中中))遭基斯遭基斯
史摩寧踢傷史摩寧踢傷。。 法新社法新社

■公牛與速龍一戰，魯賓盧比斯（左三）同伊巴卡（左二）
大打出手。 路透社

■施治缺陣，阿仙奴衝前四又少一
大將。美聯社

美職籃球隊芝加哥公牛確
認，打造公牛王朝的傳奇總經
理卡羅斯（Jeremy Krause）於
當地時間21日離世，享年77
歲。

卡羅斯在1985至 2003年
擔任公牛總經理，於米高佐敦
時代幫球隊在8年內六奪NBA
總冠軍。卡羅斯為公牛引進了
之後多位傳奇球員輔佐佐敦，

包括柏賓、格蘭特、洛文都出
自卡羅斯之手，功勳名帥積遜
也是他招入公牛麾下。現已是
紐約人總裁的積遜說：“他
（卡羅斯）為家鄉芝加哥傾盡
全力，打造了那樣一支冠軍隊
伍，作為他遠見卓識成果中的
一員，我們銘記他。”據悉卡
羅斯一直與骨髓炎搏鬥，同時
還有心臟問題。 ■新華社

■前公牛總經理卡羅斯病逝。
美聯社

公牛六冠總經理卡羅斯辭世

■■摩倫摩倫

短
訊

李宗偉確認打亞錦賽
2017 年

亞洲羽毛球錦
標賽將於下月
25 日至 30 日
在武漢體育中
心舉行，該項
賽事男單衛冕冠軍李宗偉已經確認參賽。去
年在武漢舉辦的羽毛球亞錦賽上，李宗偉在
準決賽及決賽先後戰勝林丹、諶龍，時隔
10年再次捧得亞錦賽男單冠軍。本屆羽毛
球亞錦賽，衛冕冠軍李宗偉依舊是奪冠最大
熱門。 ■中新社

李慧詩出戰世錦賽三項
2017年場地單車世界錦標賽將於下月12

日至16日在香港將軍澳單車館舉行，中國香港
隊22日宣佈將派5男8女參賽，名將李慧詩將
出戰個人計時賽、爭先賽和凱林賽。李慧詩曾
表示，今年的主要目標就是在家門口舉行的世
錦賽，將會全力備戰，爭取再次站上冠軍領獎
台。 ■新華社

利物浦元老摩倫病逝
利物浦元老朗尼摩

倫 （Ronnie Moran）
22日因病辭世，終年
83歲。生於利物浦的摩
倫司職左閘，為“利
記”上陣過343場，隨
隊兩奪英格蘭頂級聯賽
冠軍。退役後在利記傳
奇教頭辛奇利、卜皮士
利和杜格利殊等名帥身
邊當過助教，曾兩度出任看守領隊，最後在
1998年退休。

■綜合外電

國際滑聯官網22日發佈最新的
2017年赫爾辛基花滑世錦賽的運動員
名單，女單的位置上赫然在列的是李
香凝和趙子荃兩名中國選手，而“一
姐”李子君的名字卻從參賽選手變成
了替補。

對於為何突然間換了名單，中國
花滑隊領隊唐燕紅表示，“名單還沒

最後確定，她(李子君)之前一直發燒，
沒有系統訓練。”早在3月19日，李
子君曾在個人社交平台上稱“比起現
實的殘酷，陰謀才是最可怕的……”
是次世錦賽更新版名單變動，難免讓
人聯想起她的話，“陰謀”難道指的
是她從主力變成了替補？唐燕紅說，
她不知道李子君說了什麼，但她否定

了“陰謀論”一說。
“不會有什麼陰謀論，我們參加

世錦賽肯定都派最好的運動員，這關
係着國家榮譽，那是她自己的想法，
從我們來說這個名單很正常，走之前
我們會給一個官方的消息，我們還要
進一步和領導商量。”

■記者梁啟剛

李子君世錦賽成替補 花滑領隊否認“陰謀論”

■■李宗偉出戰亞李宗偉出戰亞
錦賽錦賽。。 法新社法新社

■■李子君從參賽選手變成了替補李子君從參賽選手變成了替補。。

朗尼在2004年以2,700萬英鎊的身價
加盟曼聯。他一直透露，如果留在

英格蘭，他只會為曼聯或母會愛華頓効
力。31歲的朗尼與“紅魔”的合約2018
年到期，他本賽季只獲9次正選機會，其
經理人上月與中超球隊談判的消息佔據

了英媒的頭條，最後在無法立刻加盟中
超的情況下，朗尼宣佈在夏天前不會離
開曼聯。

國冠盃撼曼城同西甲雙雄
另外，曼聯會方22日宣佈今夏“美

國行”的對手，包括西甲雙雄皇家馬
德里、巴塞羅那及英超同市死敵曼
城。
7月15日友賽洛杉磯銀河，兩天後

再對另一支美職聯球隊皇家鹽湖城。
及後國際冠軍球會盃，7月20日對曼

城、23及26日接戰皇馬和巴塞。
正值英超爭前四關頭，英格蘭後衛

菲爾鍾斯日前備戰國際賽時跟曼聯隊
友基斯史摩寧在一次碰撞後又告重返
傷兵名單，未知又缺陣多久。

■新華社

英超球隊韋斯咸一名高層人士向天空體育透露，一旦曼聯透露出給朗尼放行的意思，他們就會加入競購行列中。當被問到朗尼

加盟“鎚仔幫”的可能性有多大時，他只說：“永不要說永不。”



CC44台灣影視

公視新創電影《最後的詩句》在「後青春希望無窮」影展中，叫好又
叫座，將於本週五 (3/17) 中午 12 點起於 LINE TV 播出，週六 (3/18) 晚上
11 點於公視頻道播出。

許多劇迷觀影後，被男女主角傅孟柏及温貞菱的演出所感動，特別是
那場傅孟柏拋棄温貞菱、遠赴大陸找生存機會的離別戲，更讓人忍不住
落淚，傅孟柏說：「這場真的很經典。」自己拍到忍不住躲起來痛哭，温貞
菱則幽幽地說：「我們借用的概念就是遭拋棄的動物！」

温 貞 菱 被 當 棄
犬？ 離別戲和傅孟
柏爆哭該劇導演曾
英庭表示，《最後的
詩句》描述一對在千
禧年相戀 16 年的男
女，努力實踐自己的
夢想，困難與挑戰卻
隨著時代的洪流不
斷 地 來 襲，戀 情 也
歷 經 5 個階段的 殘
酷洗禮，在某方面，
這對男女朋友展現了貧賤夫妻的苦痛與無奈，像傅孟柏獨自赴大陸打拚，
就是許多台商的縮影。

劇中，李曉萍 ( 温貞菱飾 ) 送男友施人傑 ( 傅孟柏飾 ) 去機場，面對
未知的未來，兩人話不多，坐著等候人傑出境。入關後，人傑頭也不回、孤
獨地離去。而曉萍強忍著情緒，就像條落難的流浪狗，孤獨地坐著電梯前
往未知的未來。温貞菱的情緒激動到崩潰，完全一鏡到底，讓人更加痛心。

温貞菱說，當初導演跟她和傅孟柏討論這場滿腹椎心之痛的離別戲
時，借用的就是「拋棄動物」的概念。傅孟柏轉述著導演說戲：「你想像一下，
你要把那隻小狗丟了」忍不住又想起來那個痛：「我在進關的轉彎處哭了
好久，太難過了，她真的太可憐了。」「拍這部片，我常常在在導演喊卡後，
還要宣洩一下才能撫平情緒。」

自去年暑假戲殺青後至今，男女主角傅孟柏、温貞菱為劇宣傳再相會，
時隔了這麼久，他們最想跟句中角色說的一句話是什麼？傅孟柏最想對
温貞菱說：「妳辛苦了。」温貞菱想對傅孟柏說：「謝謝你燦爛我的生命！」
兩人充滿不捨。

温貞菱也希望大家看完該片後：「不要悲觀，希望每個人都要試著成
為更好的人，讓世界上每個靈魂都充滿愛。」

當紅女子天團 S.H.E 不只工作上有默契，連私下感情都相當好，
姊妹三人破除團體不合說，友情超過 10 年也依舊要好，甚至還互稱
「老婆」可見感情深厚。日前 Ella（陳嘉樺）在臉書放上素顏美照，
卻有歌迷驚呼好像 Hebe（田馥甄）！

Ella 現在為了專心待產而暫停演藝工作，在懷孕期間時常與粉
絲分享生活，而她昨（13）日在臉書放上素顏美照，讓粉絲驚呼皮膚
光滑、吹彈可破之外，還說像極了好姊妹 Hebe，讓網友笑稱勁寶生
出來可能會長得跟 Hebe 很像。

硬漢陳惠婷玻璃心 悟得狗屎理論甩舊情

温貞菱被當棄犬？ 
離別戲和傅孟柏爆哭

Ella 曬絕美素顏 意外撞臉好姊妹 Hebe

陳建州抱緊處理展父愛 飛翔急掙脫

金鐘影帝吳慷仁為宣傳新電影《白蟻－慾望迷網》，到
POP Radio 拜訪《依同開 Mic 辣》主持人李明依、蔣同慶，
吳慷仁認為台灣在特別類型戲劇上的嘗試並不多，但近兩
年懸疑、驚悚越來越受觀眾歡迎，《白蟻－慾望迷網》反而
偏向寫實，主要想傳達社會上正義魔人的氾濫，去探討事
情本質上的對錯。想到白蟻，李明依自爆小時候曾在家中
的書櫃後方看到成千上萬的白蟻，畫面太噁心以致於成為
心中的陰影，簡直令人頭皮發麻！吳慷仁開玩笑地說：「還
要繼續說下去嗎？這樣觀眾會不會不敢去看？」吳慷仁解釋，
白蟻躲在潮濕、陰暗處，就像人性一樣，不斷把自己困住、
往裡鑽，啃食自己的內心，李明依說：「沒有阿，牠們都在
啃食家具！」

吳慷仁在《白蟻－慾望迷網》中飾演有戀物癖跟憂鬱
症的患者，對於如何揣摩這個角色？吳慷仁坦言，當初導演
朱賢哲並沒有定義主角的樣貌，吳慷仁直呼：「真的好難想
像角色的模樣，最後我選擇瘦、乾癟的形象，從 72 公斤快
速瘦到 55 公斤，就是盡量不吃食物。」李明依直呼：「你好
自虐！」。吳慷仁提到，因為過度飢餓，導致整個人當時的
狀態與眼神，是讓人不敢靠近的，但他認為對劇中角色的

陳建州（黑人）與歌手范瑋琪（范范）愛情長跑多年，
婚後生下一對可愛雙胞胎飛飛、翔翔而備受關注，平常就有
「炫娃狂魔」之稱的他，出差回來後更是對兒子「抱緊處理」
表露思念之情，但似乎抱太久了讓兒子想掙脫，讓網友笑稱
「這不只是想掙脫，而是使勁掙扎吧」！

影片中陳建州一進門便誇張展開雙手，飛飛、翔翔更
是立馬跑去抱住黑人，只見黑人將他們又親又摟地很是甜
蜜，但沒過幾秒飛飛、翔翔便想掙脫，但無奈黑人力氣太大
將兩人緊緊困在懷中，兩人甚至還咳出聲，而網友則表示爸
爸抱太緊了！

黑人將影片上傳便笑稱，「兩兄弟的熱情迎接，疲憊感
全消失了！但是怎麼後來有點掙扎的感覺」？讓網友也笑
說，雖然你困住了他們的身，卻留不住他們的心；也有網友
稱讚飛飛、翔翔超可愛，而三人抱在一起的模樣，更是有愛
到不行！

自虐吳慷仁進食只為基本生存
殺青秒嗑鹹酥雞卻難以下嚥

揣摩非常有幫助，更自曝在殺青當天馬上買了 300 多元的
鹹酥雞，但吃了四口就完全吃不下去，吳慷仁說，他發現到
拍戲後期已經不太需要吃東西，只是為了基本生存而吃，
感覺食物溜進食道「咚」的一聲掉到胃裡，就表示有進食，
但沒有任何飢餓感，吳慷仁當時心想，還好已經快殺青！

吳慷仁出道至今演過多部戲劇，談到演電視劇與電影
的差別，吳慷仁說：「不能說演電視劇比較簡單，但電視劇
現場會有梳化、漂亮衣服，演員需要揣摩的是如何讓這場
戲精彩；但在電影《白蟻－慾望迷網》中，演員是一直在嘗
試，如何在角色的狀態中合理。」主持人李明依問及金鐘影
帝的偶像有誰？吳慷仁說，20 歲出頭的時候很喜歡港片，
偶像是梁朝偉、梁家輝，國外演員就是丹尼爾戴路易斯，也
會喜歡看一些聲效、場景很酷炫的電影；但過了30 歲，演
戲開始慢慢有自己的味道，就比較不會有偶像崇拜的情節，
現在的吳慷仁反而更喜歡素人、新人的表演，他說：「因為
永遠想不到他們下一步要做什麼，素人演戲沒有套路，演
戲的節奏就是一種生活感，他們是一張白紙，很容易渲染
到我的情緒。」

有「搖滾祖媽」封號的創作歌手陳惠婷，日前為全新單
曲拍攝封面及宣傳照，一向以冷冽風格著稱的她，為配合單
曲〈我的勇氣〉改走溫暖路線，除了將一頭俐落金髮改為深
色捲髮，拍攝宣傳照時還不停地被工作人員要求「笑一個」。

硬漢陳惠婷玻璃心  悟得狗屎理論甩舊情出道多年拍
照總是習慣皺眉耍狠的陳惠婷，頂著攝氏 13 度低溫，以及
四面八方吹來完全無法躲的海風，冷到鼻水直流，還要努力
嘗試各種溫暖笑法，讓她超級痛苦，還一度開玩笑地詢問
設計師，能不能直接換頭好了，表示自己真的很不懂怎麼微
笑。

最後花了整整 4 個小時，終於一邊想著日劇《阿信》主
角堅毅卻又溫柔的形象，拍出一張滿意的封面照片。

對於「勇氣」這個主題，陳惠婷表示，自己雖然一直用「硬
漢」的形象在台上演出，大學時候也曾因為獨來獨往的形象，
被學長誤認為是僑生。但其實內心是一個很軟弱的人，甚至
連幼稚園都換了3 家，直到媽媽發狠把她送到無法走路到
家的幼稚園，才沒有一受到挫折就哭著跑回家。

而第一次離家念大學的時候，也因為離開家的衝擊太
大，只念了 3 天就休學了。但也正因為了解如何面對軟弱，
陳惠婷的歌曲總能帶給聽眾滿滿的正能量。

〈我的勇氣〉這首單曲創作靈感，來自一段被劈腿的戀
情，陳惠婷搞笑形容陷入一段錯誤的戀愛中，卻不停想要說
服自己的狀態，就像是「踩到狗屎卻還認真跟狗屎理論一番」
一樣，沒有意義，唯有勇敢地承認自己失敗，勇敢地放下過
去，才有可能重新獲得一個遇到真愛的機會。該曲於 3/17
在 Apple Music 獨家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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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果》青春洋溢
陳飛宇歐陽娜娜合作默契十足

由饒雪漫原著/編劇，由連奕琦執

導，陳飛宇、歐陽娜娜領銜主演的電

影《秘果》將於7月7日暑期檔上映。

3月 16日片方在京舉行了主題為“揭

秘”的發布會，陳飛宇和歐陽娜娜兩

位00後演員首度同臺亮相。據悉電影

《秘果》是陳飛宇的銀幕主演首秀，

此次發布會也是他首度公開亮相。發

布會現場挑選了媒體和網友最感興趣

的17個問題，對陳飛宇和歐陽娜娜展

開犀利提問，17歲的少男少女見招拆

招，勇敢揭秘，現場洋溢著青春的活

力和朝氣。

陳飛宇謊報身高現場抓包
互填檔案合作演奏默契十足
發布會開場，陳飛宇和歐陽娜

娜登場，盡顯青春氣息。陳飛宇作

為陳凱歌導演的兒子首度擔任男壹

號，以影視“新生”首次亮相。兩

人壹開場的環節就非常有校園的形

式感，現場來了壹場“入學”信息

錄 入 ， 歐 陽 娜 娜現場量出是身高

167cm，而陳飛宇謊報身高竟被現場

抓包！歐陽娜娜笑稱：

“他跟我說他 188， 今

天 現 場 壹 量 發 現 竟 然

有 190 公分以上！”二

人還互相為彼此填寫個

人檔案，可見兩位通過

電影《秘果》的合作互

相已經非常熟悉。在檔

案 裏 兩 人 還 為 彼 此 留

下 了 青 春 贈 言 ， 陳 飛

宇 給 歐 陽 娜 娜 寫 的 是

“我不想再變胖了”，

而 歐 陽 娜 娜 猜 測 陳 飛

宇 內 心 的 os 則 是 “ 我

不想再長高了”，兩人互動頻頻，全

程輕松逗趣。陳飛宇爆料：“娜娜總

說我已經到了發胖的年紀，但朋友圈

還是天天曬美食。”歐陽娜娜坦言

自己最擔心發胖：“我很能吃的，

所以現在最怕長胖，但是又不能忍

住對美食的渴望，哈哈！”隨後，陳

飛宇彈鋼琴，歐陽娜娜在壹旁拉大提

琴，這對金童玉女現場演奏了《放心

去飛》，二人演奏完畢還默契合唱。

音樂動人，演唱甜美，這場表演可謂

既動聽又養眼，觀眾掌聲不斷。

陳飛宇歐陽娜娜首曝朋友圈
17歲元氣滿滿坦然揭秘
在發布會現場，發布會的舞臺熒

幕上鋪滿了關於陳飛宇和歐陽娜娜的

100個秘密問題。在這密密麻麻布滿了

整個屏幕的問題中，通過包括媒體在

內的現場觀眾們，通過關註和點贊選

擇了他們最關心的17個秘密問題。陳

飛宇和歐陽娜娜不僅在現場自拍，還

曬出了各自的證件照，還有陳飛宇超

萌童年照曝光，而從歐陽娜娜的童年

照更是能看出她的音樂才華是從小培

養的，大提琴和鋼琴樣樣精通。在被

問到最近的壹條朋友圈是什麽的時

候，兩位主演甚至還首次曝光了自己

最新的壹條朋友圈，吸引了所有人的

眼球。陳飛宇和歐陽娜娜還被問到給

異性搭配服裝會如何選擇，於是兩

位還在現場為對方挑選了壹套穿衣

搭配，分享和展示了自己的穿衣和

搭配風格。面對網友關於首次出演電

影感受的問題，陳飛宇和歐陽娜娜也

很是坦然，表示首次主演電影會壹直

保持開放的心態和感恩的態度，期待

大家對電影《秘果》的反饋。

饒雪漫“壹眼認定陳飛宇”
電影《秘果》00後CP正青春
本片的原著和編劇饒雪漫和光線傳

媒總裁王長田作為校長和校董來到發布

會現場，大贊兩位年輕演員在電影中的

表現。饒雪漫直言選角時，想要找到符

合段柏文氣質的男孩難度很大：“但是

我第壹眼看到陳飛宇，我就知道我找到

段柏文了”。在電影《秘果》中，陳飛

宇飾演17歲的憂郁男生段柏文，而歐陽

娜娜飾演的則是元氣少女於池子。電影

展示了17歲少年少女的青春心事，同時

也展現了他們面對成長和生活的勇氣。

現場兩位主演還深情並茂地朗誦了經典

課文，來自朱自清的散文《春》。最後

陳飛宇和歐陽娜娜兩位主角在用高中教

輔書籍擺成的“0707”定檔日期的書架

前合影，更加凸顯了影片的校園氣息，

壹下子把大家帶回到了的心事長、課業

多的高中時代。

今年暑期7月7日電影《秘果》將

跟觀眾們見面，陳飛宇和歐陽娜娜兩位

00後新生代演員在電影中的表現究竟會

如何？17歲的他們是否會給我們帶來新

的驚喜？讓我們壹起拭目以待。

《嫌疑人x的獻身》曝制作特輯
蘇有朋壹絲不茍追求極致蘇有朋壹絲不茍追求極致

由蘇有朋導演，王凱、張魯壹領

銜主演，林心如特別主演的電影《嫌

疑人 x 的獻身》今日曝光了制作特

輯，首次多角度展現幕後團隊的拍攝

歷程。蘇有朋導演在片場化身細節控

極盡挑剔較真，對每壹個制作環節都

壹絲不茍，不計成本地打造《嫌疑人

x的獻身》。

頂級理科專家駐組指導
極致還原天才人生
電影《嫌疑人x的獻身》自開啟

宣傳以來發布多款預告片及海報，今

日片方發布了壹支制作特輯，展現創

作團隊上山下河、冒雨拍戲，為完成

作品的幕後故事。

作為第壹個將東野圭吾作品搬到

中國大熒幕的導演，蘇有朋坦言拍攝

《嫌疑人x的獻身》是壹個相當大的

難題，劇組為此全面提升戰鬥力，在

長達98天的拍攝期內火力全開，每壹

個細節力求最大程度還原原著小說的

高智商質感。

為了保持《嫌疑人x的獻身》邏

輯的嚴密性，團隊從創作伊始就邀請

清華、北大的多位數學、物理專家進

行專業指導。甚至在開拍之後請來兩

位國內的數學教授駐組壹個月，僅僅

只是為了在石泓臥室內的黑板上更新

頂級數學公式，於細微之處顯現人物

的數學造詣。

創作團隊臥虎藏龍
王凱張魯壹林心如為戲“逼瘋”

自己
除了在細節之處費盡心思，蘇

有朋導演對領銜主演王凱、張魯

壹，特別主演林心如的表演要求也

相當嚴苛。王凱直言出演《嫌疑人x

的獻身》對他是壹次完全的打破和

重建，張魯壹則對角色精雕細琢，

持續挑戰自己的演演技。林心如不

斷練習眼神，把所有暗潮洶湧的情

感都埋藏在眼睛裏。

在三位主演的吸睛組合背後，

《嫌疑人 x的獻身》的幕後制作團

隊也可謂高配置強陣容。影片力邀

臺灣資深制片人黃誌明擔任監制，

聲音指導杜篤之、攝影指導汪大勇

和造型指導陸文華等主創。蘇有朋

形容劇組的每壹個人“都是壹輛火

車”，每天開足馬力全速奔跑，用

專業、努力的態度，呈現《嫌疑人

x的獻身》。

電影《心理罪》李易峰哭戲曝光
較勁詮釋緝兇天才

由小說《心理罪》改編，謝東燊執

導，並由廖凡、李易峰領銜主演的電影

《心理罪》，今日再度曝光李易峰“方

而不木”特輯。

戲中，李易峰天賦奇才、有著驚

人的犯罪心理分析能力，造就了他個

性鮮明有棱有角”；而在協助廖凡破

獲壹系列撲朔迷離的奇案中，遭受致

命打擊的李易峰在給他人畫像的同

時，努力掙脫情感缺失給內心帶來的

巨大傷痛與枷鎖。

李易峰演繹熱血方木
畫像天才全力輯兇
電影《心理罪》根據十年來最經典

的犯罪小說《心理罪》第壹部《畫像》

的開篇故事“血之魅”改編，主創團隊

在忠於原著的基礎上對故事、案件、人

物做了全新升級。影片中的方木此時是

走出校園剛進入警隊的實習生，年輕氣

盛躊躇滿誌，而李易峰身上的青春感以

及他堅毅的神情與片中的方木高度匹

配。剛進警隊實習的他自大驕傲、對破

案充滿熱情，不僅能敏銳的洞察罪犯最

隱秘的內心，還總是第壹時間現身案發

現場奮力追捕疑犯。這個由李易峰詮釋

的熱血陽光版方木讓人眼前壹亮。正因

為方木天賦異稟，有著驚人的犯罪心理

分析能力，判斷敏銳能準確畫出罪犯人

像，使得他成為壹個“很有個性、很有

棱角的人”。還是警隊實習生的方木，

即使在和資深刑警隊長邰偉的對峙中也

毫不掩飾自己的恃才傲物：“我就有察

覺犯罪的天賦。”然而，在李易峰看

來，方木的目的性相當明確“就是想通

過自己的能力去幫助邰偉”，兩人共同

組成的“新警探神搭檔”將全力追捕幕

後真兇。

李易峰片場跟自己較勁
掏心表演突破自我
電影《心理罪》中，李易峰飾演的

方木與他以往作品中的青蔥形象截然不

同，不僅更加堅毅英朗，還將挑戰大量

犯罪心理分析和心理畫像的戲份，為觀

眾呈現壹個不壹樣的李易峰。在特輯裏

的哭戲中，遭受巨大內心創傷的李易峰

從隱忍的抽泣到最終淚水的噴湧而出，

將內心的痛苦、悔恨、絕望展現的淋漓

盡致。即使在導演喊卡之後，李易峰依

然沈浸在暗自感傷的痛哭中，壹時難以

出戲。正如導演謝東燊所說：“這部戲

是他掏心去演的，做的非常非常不壹

樣。”而方木在經歷致命打擊以及在背

負巨大情感傷痛下，強忍悲痛層層剖析

自己錯綜復雜的內心世界，從而畫出幕

後真兇，對探案有著關鍵性的推動作

用。搭檔廖凡也用“很認真”評價李易

峰的表演。在戲中，李易峰壹直努力地

去想完成戲當中所帶給他的任務，不僅

在海浪的拍打下堅持拍攝滑板戲，還拼

盡全力完成各種高難度的動作戲。與此

同時，李易峰還跟自己十分較勁，很多

場戲導演已經過了，自己卻依然不滿意

要求多拍幾條，李易峰笑談“自己是演

技擔當，廖老師是動作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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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倫除身體力行外，更出錢行善，會將
其4月中推出的新唱片《欣賞》的實

際收入中，跟環球唱片各自捐出百分之五
予香港紅十字會作慈善用途。阿倫覺得這
做法很有意義，配合“香港人道年獎”宣
揚欣賞大家做好事，也像其唱片的主題一
樣，可以來個順水推舟。

讚華仔好叻康復快
新唱片中亦收錄了阿倫與劉德華合唱

的新歌《簡單是福》，阿倫說：“華仔正
在家中養傷，我沒有再去探他，但給他聽
過首歌都很喜歡，他應該日日都在聽。”

不過阿倫指目前製作好這首歌，有些位想
補錄，無奈華仔出事受傷現時沒可能再補
錄，也只好於和音位及歌詞上作出少許調
動，阿倫說：“華仔的詞寫得很好，現在
首歌出來也很好聽！”問及華仔現時能否
做一些簡單的文書工作？阿倫則表示也不
清楚，只知道他本來應要休養一段頗長的
時間，目前只個多月便出院回家，快了一
倍多的時間，他已經好叻！他又指曾經有
到過華仔家中作客，但暫時不想打擾他，
都是通電話聯絡。

另在22日活動上，阿倫被大會提議他
去做探訪，可以去貧困地區執石仔，阿倫

笑言也沒所
謂，可以從中
學習，且過去
他曾跟林嘉欣
到過甘肅協助
建水窖，試過
步行一些危險
的山路又一起
擔水，他表示
每當看到貧民的慘況也變得眼淺起來，他
帶笑說：“我們‘福祿壽’三個都很眼
淺，尤其志偉是在大庭廣眾面前眼淺，我
倒會躲在一角才眼淺！”

中央社電 台灣樂團五月天21
日晚唱“人生無限公司”高雄站
最終場，驚喜宣佈29日成軍20周
年紀念日，將在台北大安森林公
園免費開唱，邀粉絲重回20年前
五月天的第1天。

五月天成軍 20周年，LIFE
“人生無限公司”世界巡迴演唱會
18日起從高雄世運主場館開跑，耗
資新台幣3.6億元打造。

唱《如果我們不曾相遇》前，
主唱阿信向粉絲感性說：“接下來
的20年，五月天還想跟你們繼續
走下去”，引起全場歡呼。

瑪莎冠佑互虧
五月天在台上不時講笑話逗

粉絲，阿信表示，五月天說的笑
話是“照妖鏡”，怎樣的人就會
聽到怎樣的話，並搞笑模仿小叮
噹聲音喊“照妖鏡”，要大家猜
下首歌？粉絲大叫“時光機”，
團員們跟着亂猜，最後揭曉是
“任意門”。

安哥唱《相信》，瑪莎和冠
佑被起哄深情對望唱歌，冠佑要
瑪莎轉過去，“你背影我OK”，
立刻被瑪莎嗆：“你連腿，我都

不OK”，阿信說：“你們兩個，
多元成家”，逗笑全場。

五月天站上延伸第二舞台，
在串場電影裡出現的真實版“人
生號宇宙戰艦”前，High唱《傷
心的人別聽慢歌》及《OK啦》；
安哥加碼唱《天天想你》、《溫柔
（還你自由版）》及《憨人》。

1997年3月29日是五月天正
式成軍日，也是在“7號公園”大
安森林公園音樂台第1次登台演出
的日子。演唱會最後更驚喜宣
佈，數天後五月天將重返20年前
“只有星空、音樂，還有你們”
的那一天，29日晚間7時在大安
森林公園舉辦不售票演唱會，就
想和大家說說唱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莎莉）出道5年的二人組
合Fabel，由主音盧祝君（LoLo）與馮慶聰（Jim-
my）組成，兩人至今仍然從未放棄過追求音樂
夢。下個月會有兩首新歌派台，一首是情歌《安多
酚》，另一首則是關於社會時事，而年底就會推出
唱片。他們透露已為《安多酚》拍了兩個版本的
MV，其中一個意識大膽，LoLo會露背及被繩縛
着，後來擔心通不過無綫審查，故亦拍多另一個較
為正規的版本。

22日Fabel見傳媒，大談未來的新動向。對於

他們兩人彼此已相識10年，出道已有5年了，可是
在樂壇努力多年成績還未見突出。LoLo直言曾經
心灰過，但心灰之餘卻捨不得放棄，皆因放了好多
心血落去。既然唱歌不能養活她，LoLo平時便去
做兼職養活自己。而Jimmy就幸運得多，由於他會
作曲、編曲來賺錢，可是他說︰“其實也不容易，
大製作電影，他們會找有知名度的人，而且我們的
酬金亦較偏低。”，因此Jimmy好期待他日能有一
首他們組合的歌曲爆紅，那前面的路就易走很多
了。

Fabel兼職賺錢續尋音樂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湯寶
如（湯記）22日到新城接受薛家燕訪
問，兼宣傳她的新歌《獨愛》，久未有
推出新歌的湯記，表示現在自資錄歌，
喜歡自由度較大，暫定會推出三部曲分
別描寫愛情、友情及事業。

家燕姐大讚湯記合作的音樂節目
《流行經典50強》叫好又叫座，收視成
績理想，現在已決定添食再拍《流行經
典50年》。提到好姊妹、前寶麗金同門
歌手關淑怡（Shirley）涉刑事恐嚇被
捕，湯記說：“唔知做乜鬼，撞鬼。我
比較關心她，但我們很少聯絡，沒有找
她，看新聞見到她很不開心。”湯記表

示有致電前寶麗金同事，怪責對方為何
不好好照顧Shirley，對方回覆稱出事當
晚已出手幫助。問到湯記知否Shirley財
政上出現問題，她說：“不知，她沒有
問過我借錢。”湯記稱看新聞以為Shir-
ley真的持刀傷人，家燕姐也擔心地表示
要不要保釋對方。湯記稱早在Shirley出
事前，已打算邀請她上節目《流行經典
50強》，可惜節目錄完也找不到她，因
她經常轉換電話號碼，她說：“真的很
擔心她有精神病，既然校長（譚詠麟）
都這樣說，希望她找治療師幫她，了解
一下發生什麼事，長期有太多負面新聞
會令她不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香港人道年獎2017”22

日舉行啟動禮，邀請到譚詠麟（阿倫）為主辦單位香港紅十

字會的大使。大會提議阿倫到貧困地區做探訪執石仔，阿倫

也樂於接受，但當他看到貧民的慘況會變得眼淺起來，並大

爆“福祿壽”（指他自己、曾志偉及陳百祥）都很眼淺，尤

以志偉更會在大庭廣眾面前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電影
《春嬌救志明》22日於北京舉行記招，
男女主角余文樂、楊千嬅和導演等出席。
主持人考驗他們對電影第1、2集的金句和
經典場面的記憶力，千嬅和樂仔即場在迷
你K房恩愛高唱《難忘春嬌》，千嬅還自
爆：“男女感情通常在KTV開始，我跟
老公也是在KTV認識。”

主持問他們平時唱K唱誰的歌？導
演搶答：“我小時候唸書的時候，到
KTV都點唱千嬅的歌。”百厭的樂仔加
把口：“我也是，你唱什麼歌？《少女
的祈禱》？”千嬅反擊說：“你們有預
知能力嗎？小時候唱我的歌。”兩個大
男孩笑到失控。之後主持邀請千嬅和樂

仔在台上的迷你K房重演戲中溫馨情
節，樂仔卻只顧和導演說笑，千嬅只好
拉着他入房，邊走邊說：“我唱，你跳
舞！”樂仔乖乖為千嬅唱《難忘春嬌》
伴舞，之後他們還在K房外恩愛合照。

記者會上，不少突發事令觀眾驚
喜，首先導演突然問樂仔何時結婚？台
下歡呼，樂仔硬着頭皮回答：“隨
緣！”之後笑着責怪導演擺他上枱。之
後樂仔又突然“Mark哥”上身，拿出香
蕉扮槍指着導演的頭，哄堂大笑，千嬅
驚訝問他：“為什麼你常常香蕉隨身？
在片場也是、記者會也是！”他邊吃蕉
邊說：“剛才沒時間吃東西！”台下捧
腹大笑。

願到貧困地區探訪體驗

阿倫爆“福祿壽”
淺淺眼眼皆皆 淺眼皆 淺眼

重返“7號公園”話當年

五月天3月29日免費開唱湯寶如憂關淑怡患精神病

千嬅自揭與老公唱K結緣

■Fabel出道已有5年。

■■阿倫身體力行外阿倫身體力行外，，還出錢行善還出錢行善。。

■■瑪莎瑪莎((左左))與怪獸與怪獸jamjam歌歌。。

■阿倫坦言每
當看到貧民的
慘況會變得眼
淺起來。

■■““福祿壽福祿壽””
譚詠麟譚詠麟、、陳百陳百
祥與曾志偉原祥與曾志偉原
來都好容易來都好容易
喊喊。。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華仔只個多月便出院回
家。 資料圖片

■湯寶如(右)和薛家燕都非常關心關淑怡。

余文樂
楊千嬅

■成軍20年的五月天仍然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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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盜5》海量劇照曝光 傑克船長返老還童 幽靈巨鯊恐怖現身
迪士尼暑期檔魔幻大片《加勒比海

盜5：死無對證》近日發布了海量新劇照

。在特效技術加持之下，傑克船長“返

老還童”重回青蔥歲月。

而傑克的死敵巴博薩船長也重現江

湖，與新反派幽靈船長薩拉查勾結在壹

起。

《加勒比海盜5》的視覺風格保留了

該系列陰郁神秘的氣質，劇照中出現的

“新物種”幽靈鯊魚群也格外驚悚。影

片中，鐵匠威爾與伊麗莎白的兒子亨利

將成為傑克的新隊友。

故事講述了薩拉查船長掉入傑克陷

阱之後命運扭轉，於是燃起復仇怒火壹

心追殺傑克。

約翰尼· 德普與傑弗裏· 拉什回歸

扮演傑克船長與巴博薩船長這對宿

敵。

大反派薩拉紮船長由哈維爾· 巴登出

演，亨利壹角由澳大利亞新星布蘭頓· 思

懷茲出演，英國女星卡雅· 斯考達裏奧也

加盟扮演重要角色，奧蘭多· 布魯姆扮演

的鐵匠威爾也會客串登場。

《加勒比海盜5》已定檔2017年5月

26日全球公映，中國有望引進。

美國當地時間本周二，戈德曼將

《瘋狂動物城》告上法庭，稱迪士尼的

這部電影從片名、背景設定、主題、角

色、對白、氣氛等方面抄襲了他的電影

創意。

在《瘋狂動物城》立項之前，戈德

曼聲稱自己兩次向迪士尼高管提交過該

片的創意。迪士尼方面目前也對戈德曼

的指控做出了回應，稱“他想不道德的

占據壹部沒有參與過的賣座電影”。

代表加裏· 戈德曼的Esplanade制片公

司提交了長達37頁的指控文件，陳述戈

德曼於2000年與2009年兩次向迪士尼提

出了他的《瘋狂動物城》系列片創意，

其中包括壹部名為《Looney》的真人電

影與壹部名為《瘋狂動物城》的動畫電

影。戈德曼的故事講述了壹位人類動畫

師創作出的壹個動物擬人化生活的世界

，這個動物世界名叫“Zootopia”（瘋狂

動物城）。

當時戈德曼向迪士尼提供了壹段完

整的故事摘要、壹段簡介、角色描述、

角色概念圖和其他素材，以及片名“瘋

狂動物城”，但迪士尼兩次拒絕了戈德

曼的提案。

這份控訴文件聲稱：在2000年時，

戈德曼在迪士尼的辦公室裏直接向時任

迪士尼影業主席大衛· 霍博曼（David

Hoberman）呈交了《瘋狂動物城》的創

意。

戈德曼希望迪士尼能夠投資拍攝他

的作品，同時也對大制片廠在編劇創意

和作品素材方面的保密能力抱有信心。

戈德曼曾於2007年受雇於迪士尼影

業，負責為斯坦· 李漫畫改編的電影

《Blaze》創作劇本。於是2009年初，他

又壹次將《瘋狂動物城》的企劃呈交到

了迪士尼，制作開發部的執行副總裁布

萊漢姆· 泰勒代表迪士尼接收了他的素材

。不久之後，迪士尼自己的《瘋狂動物

城》動畫項目開始啟動。

Esplanade制片公司在控訴文件中寫

道：“《瘋狂動物城》抄襲了戈德曼的

作品。他們抄襲了戈德曼的立意主題、

背景設定、情節、角色，以及對白——

有些甚至是逐字逐句抄襲。”他們指出

“迪士尼的《瘋狂動物城》與戈德曼的

《瘋狂動物城》壹樣，在壹個種族多元

化的社會裏以氣候和種族劃分不同的生

活區域，宣揚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自己夢

想的樣子，還需要克服種族偏見與恐懼

。”同時，他們提供了戈德曼版本《瘋

狂動物城》與迪士尼版的角色設計對比

圖：

戈德曼將迪士尼告上法庭之後，壹

位迪士尼的發言人也做出了公開回應：

“戈德曼先生的控訴充斥著版權上的虛

假指責。這是想要占據壹部他沒有參與

過的成功電影的不道德企圖，我們將在

法庭上針對此事強力辯護。”

漫威《黑豹》韓國釜山熱拍首曝片場照
黑豹廣安裏海邊扒車頂 29日釜山戲份殺青

漫威電影《黑豹》日前正在韓國釜

山取景熱拍，今日首曝壹組片場照，全

副武裝的黑豹伏在壹部疾馳中的藍色跑

車車頂，場面驚險。

從本月17號開始，漫威電影《黑豹

》在韓國釜山市劄嘎其市場、廣安裏海

邊等多地取景拍攝，整個日程將持續13

天，29日結束。今日曝光的片場照中的

飆車戲，是以釜山地標廣安裏大橋為背

景，在廣安裏海邊公路上拍攝的。

《黑豹》的故事發生在《美國隊長

3》之後，講述了黑豹回到了瓦坎達當國

王，當過去的勁敵再次出現後，他被卷

入了壹場正邪大戰，這也讓瓦坎達和整

個世界都受到威脅。

該片由瑞恩· 庫格勒執導，查德維

克· 博斯曼、露皮塔· 尼永奧、邁克爾·

B· 喬丹、福裏斯特· 惠特克、安吉拉· 貝

塞特、馬丁· 弗瑞曼等領銜主演，定檔

2018年2月16日正式上映。

《《瘋狂動物城瘋狂動物城》》被控抄襲惹上官司被控抄襲惹上官司
《《全面回憶全面回憶》》編劇稱編劇稱““從片名到角色都是抄的從片名到角色都是抄的””

2016年最成功的商業動
畫電影《瘋狂動物城》最近
惹上了抄襲官司。指控方的
來頭也不小，是曾經創作了
《全面回憶》、《預見未來
》等佳作的編劇加裏·戈德
曼，他還擔任過《少數派報
告》的制片人。

《《攻殼機動隊攻殼機動隊》》最大反派揭神秘面紗最大反派揭神秘面紗
雜糅久世雜糅久世&&傀儡師傀儡師&&笑臉男等多個經典角色笑臉男等多個經典角色

由殿堂級漫畫作品《攻殼機動隊》改編拍

攝的同名真人電影即將於4月7日在國內上映。

今日，該片發布了“終極反派”海報及壹支導

演制作特輯。海報首次曝光了片中的終極反派

——邁克爾· 皮特飾演的久世，他身體的部分器

官已被義體化，殘缺暗黑系的機體組織展現出

影片的獨特美學。在同時發布的制作特輯中，

導演魯伯特· 山德斯、主演斯嘉麗· 約翰遜均有

現身，壹同揭秘影片幕後制作過程。

此次發布的全新海報中，由邁克爾· 皮特飾

演的久世以暗黑系義體造型亮相，其身後布滿

密密麻麻的信息網絡電線，經義體改造後的身

體組織，肌肉與血管暴露在外，眼神中透出陰

森可怖的光，神秘詭異的面部還殘缺了壹塊外

殼，給人不寒而栗之感。據悉，久世是影片中

的最大反派，他將在片中與斯嘉麗· 約翰遜飾演

的少佐展開壹場屬於未來的網絡信息科技大戰

。制作特輯中還原了影片的部分拍攝場景，魯

伯特· 山德斯表示《攻殼機動隊》的原作激發了

他的想象和靈感，斯嘉麗認為山德斯是壹位有

遠見的導演，整部電影在致敬原著的同時滲透

著他的個人風格。

真人版《攻殼機動隊》自開拍以來，邁克

爾· 皮特飾演的反派角色壹直保持神秘，媒體與

粉絲對這個角色也產生諸多猜測。導演此前在

接受采訪時表示，久世這個反派角色借用了原

著系列作品中多個人物設定，雜糅了包括久世

、傀儡師、笑臉男等多個經典角色。魯伯特· 山

德斯還透露，影片中的久世會通過身體連接網絡進行犯罪行動，這將是壹個前所未有的全新角色。

此前邁克爾· 皮特最知名的角色，是在美劇《大西洋帝國》中扮演壹位黑幫成員，此外他還參演過電影《犯罪活動》，憑

借黑色憂郁氣質收獲大批粉絲。據導演魯伯特· 山德斯透露，邁克爾· 皮特完全沈浸於《攻殼機動隊》的世界，為了更全面地

演繹角色的特質，尋找詮釋角色的靈感，他甚至搬到了集裝箱中居住。

電影《攻殼機動隊》由美國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將於4月7日登陸國內各大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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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佛教會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八日 ( 星期六 ) 及十九日 ( 星期日 )，假玉佛寺啓建「觀世音菩薩聖誕法會」。法
會包含星期六的禮拜《慈悲三昧水懺》和星期日的「祈福發願法會」。與會嘉賓包含會友大眾約五百多人參加，場面
虔誠肅穆，嚴淨莊嚴。

十八日星期六早上九點半「禮拜三昧水懺」正式在觀音殿展開，由玉佛寺香燈融通法師主懺，帶領大眾虔誠禮佛，
懺悔三障。懺法是佛教修行的一種方便法門，良以眾生垢重，或因三業而生罪，或從六根而起過，或以內心自邪思惟，
或藉外境起諸染著，拜懺時以真誠的心懺悔往昔所造，今後不自做不叫他作，發願改往修來，參加禮懺的信眾和義工
約百餘人，與會大眾於下午四時禮懺功德圓滿。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攝影（部份）

德州佛教會觀音菩薩聖誕法會連二日圓滿完成

美洲菩提中心「 明心
堂 」監院圓福法師在
周日法會上開示「 大
慈大悲 」。

Katy 讀書會郭凱
欣同學作學佛經驗
分享。

玉佛寺宏意法師在
周日法會上開示，
並為大眾祈福。

 出席玉佛寺周日法會的高僧（ 前排 ）。 眾法師率領全場信眾作「佛前大供 」 儀式。

法師們在大殿作「遍灑甘露」儀式，（ 中 ） 為德州
佛教會會長淨海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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