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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1717賽季歐聯杯半決賽首回合壹場比賽在巴萊多斯球場展開爭賽季歐聯杯半決賽首回合壹場比賽在巴萊多斯球場展開爭
奪奪，，曼聯客場曼聯客場11比比00小勝塞爾塔小勝塞爾塔，，拉什福德任意球破門拉什福德任意球破門。。雙方壹周後移雙方壹周後移
師老特拉福德再戰師老特拉福德再戰。。

[[歐聯杯歐聯杯]]塞爾塔塞爾塔00--11曼聯曼聯

富國銀行錦標賽第二輪富國銀行錦標賽第二輪

富國銀行錦標賽次輪因天黑未能完賽富國銀行錦標賽次輪因天黑未能完賽，，達斯汀達斯汀--約翰遜約翰遜、、亞當亞當--斯科斯科
特暫列並列特暫列並列4646位位，，米克爾森並列米克爾森並列3434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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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進行的 NBA 季後賽
中，火箭和巫師分別戰勝馬刺
和塞爾特人，將各自西岸準決
賽和東岸準決賽的總場數扳成2:
2。
夏頓射下28分，主場作戰

的火箭以125:104擊敗馬刺，終
結了此前的兩連敗。整場比
賽，火箭一路領先。第三節比
賽，他們以一陣“三分雨”將
比分拉開，奠定了勝局。在西
岸準決賽首場大勝馬刺的比賽
中，火箭投中了22個三分球。
可是，在隨後的兩場失利中，
他們的遠投命中率都很低。本
場比賽，火箭的射手們再次發
威，三分球43投19中。夏頓賽
後說：“我覺得我們一直保持
着足夠的能量。他們會打出小
高潮、縮小比分差距……不管
怎樣，我們始終保持領先。”
在當天的另一場東岸準決

賽中，憑藉第三節的一波26:0
的得分狂潮，巫師在主場以121:
102擊敗塞爾特人。對於這波
26:0，巫師主帥布魯克斯賽後表
示：“我們打出了鼓舞士氣的
籃球。”而塞爾特人主教練史
蒂文斯賽後表示，他對比賽開
始階段球隊在攻防兩端的表現
感到滿意，但一切在第三節全
變了。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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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德里網賽將上演一場話題十足的女單次
圈賽事，上月禁藥停賽刑滿復出的俄羅斯球手舒
拉寶娃，將與指她為騙子的加拿大球手布沙爾正
面交鋒。
舒拉寶娃在馬德里網賽展開復出第2擊，8

日在首圈登場，面對35歲的克羅地亞對手巴羅
妮，最終以盤數2:1反敗為勝，驚險晉身次圈。
賽後，“舒娃”針對7月初的溫布頓網賽能否持
外卡參賽回應：“我的意思是，我會很喜歡那項
賽事與眾家好手競爭，這對我很有意義，但現在
談到這件事還言之過早。”

溫布頓主辦單位最遲會在6月20日決定是
否給“舒娃”外卡；至於“舒娃”將在16日得
知她能否打22日開始的法網會外賽。

但談到外卡，就不得不提布沙爾，因為布
沙爾前陣子針對“舒娃”復出且獲得幾項賽事外
卡相當不以為然，甚至還批評“舒娃”是“騙
子”、“應該終身禁賽”。無巧不成書，“舒

娃”第2輪就要對上布沙爾。對此，“舒娃”說
她不會受到影響，“我不會受影響，我的網球成
績會說明一切，那也是我專注的地方。”

■記者梁啟剛

曾被布沙爾駡騙子
“舒娃”談交鋒：用成績說話

阿聯酋乙級球隊富查伊拉於8
日宣佈，前阿根廷隊主帥馬拉當拿
成為球隊的新主帥。這也標誌56
歲的“老馬”在時隔5年之後重執
教鞭。2011年5月，馬拉當拿曾經
執教過另一支阿聯酋的球隊，但是
只做了1年多就離開了。 網上圖片

老 馬 再 教 波

■■舒拉寶娃在比賽中舒拉寶娃在比賽中。。 美聯社美聯社

男籃世盃抽籤 中國力爭東奧門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2019年男籃世界盃預選賽抽籤儀式7
日晚在廣州舉行。香港隊在亞洲區預
選賽被抽入A組，同組對手有中國國
家隊、新西蘭及韓國隊。
由於國際籃協預計香港隊可在6

月舉行的東亞錦標賽名列前5名，故
香港隊獲得外圍賽資格。香港籃球總
會總幹事朱春生稱：港隊在6月初假
日本長野舉行的東亞賽中與國家隊、

中華台北隊被編在B組。澳門跟韓
國、日本被編成A組，估計港澳兩隊
會以小組第三名姿態爭奪第五名位
置，而第五名則獲世界盃外圍賽參賽
資格。

東方球員李琪和南華悍將惠龍兒
認為，參加世界盃是港隊之福；兩人
都期待代表香港參戰。李琪坦言有機
會和高幾班、甚至打NBA的球員對
抗，可了解自己與世界級球員的差距

及吸取高水準比賽經驗，是香港之
福。
“阿Ga”方誠義稱：香港球員

能見識高水準的籃球賽難能可貴；就
算在本地贏盡所有賽事，都只是井底
之蛙。
前港隊名將、現任東方副領隊的

蔡芳裕稱：世界盃採主客制，對香港
籃球有正面推動作用，世界盃對香港
球員來講不再遙不可及。

港籃戰世盃 眾口同聲香江之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7日晚，2019年籃球世界
盃預選賽抽籤儀式在廣州舉行。作
為東道主，中國男籃被分在亞太區
預選賽A組，同組有實力不俗的新
西蘭隊和老對手韓國隊，中國香港
隊也分在同一組。B 組是死亡之
組，4 支球隊分別是澳洲、菲律
賓、日本和中華台北隊。中國籃協
主席姚明在抽籤儀式上表示，作為
東道主，中國隊除了全力打好比賽
衝擊2020年東京奧運會參賽資格，
還要通過一系列比賽鍛造隊伍，讓
整體實力上升一個層面。

國際籃聯世界盃預選賽將於今年
11月開始，在近兩年的時間內，80支

來自世界五大洲的男籃國家隊將為31
個參賽名額展開角逐。最終5支來自
非洲、7支來自美洲、7支來自亞洲、
12支來自歐洲的球隊以及東道主中國
隊將參加屆時在中國舉行的正賽。這
次比賽將有7支隊伍可以直接晉級次
年舉行的東京奧運會，7支隊伍分別
是本次世界盃上排名最高的非洲、亞
洲、大洋洲球隊以及排名前兩位的美
洲和歐洲球隊。另外，除上述7支球
隊之外成績最好的16支隊伍將有資格
參加奧運落選賽，爭奪最後4個奧運
資格。
2019年籃球世界盃將於8月31日

至9月15日在中國8個城市舉行，包
括北京、上海、廣州、佛山、武漢、

深圳、東莞、南京。32支隊伍將在16
天時間裡進行92場比賽。

國際籃聯傳訊總監帕特里克．科
勒在抽籤儀式之前的新聞發佈會上表
示，之所以將世界盃從2018年調整至

2019年，是為了避開足球世界盃，讓
籃球世界盃成為當年最具影響力的體
育賽事。此次從24隊擴軍至32隊，是
在保障質量的前提下進行的，目前不
適合繼續擴充。

■■惠龍兒惠龍兒（（右右））盼代表香盼代表香
港參加世界盃港參加世界盃。。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易建聯易建聯（（左一左一））擔任抽擔任抽
籤嘉賓籤嘉賓。。 敖敏輝敖敏輝 攝攝

利物浦在主場以0:0被修咸頓逼
和，曼聯則在酋長球場以0:2

不敵阿仙奴。利物浦現在積70分超
越曼城位居第三，“藍月亮”以69
分位列第四，曼聯以65分暫居第
五，阿仙奴以63分列第六。前六名
各隊，車路士和阿仙奴都各剩4場
比賽，熱刺、曼城和曼聯都剩3
場，利物浦只剩兩輪。現在車路士
和熱刺已經鎖定了下季歐聯資格，
剩餘的兩個名額將在曼城、曼聯、
利物浦和阿仙奴之間產生。
曼聯這場比賽之前，已經在聯

賽中連續25場不敗，上半場雙方都
各有幾次必入的機會，其中正選出
場的朗尼發揮出色，有一個頭槌攻
門差點得分，艾朗藍斯的一腳勁射
也差點射破迪基亞把守的曼聯大
門。下半場阿仙奴佔據優勢，第54
分鐘，格列沙加30米外遠射，球打
在靴里拉身上後“笠入”曼聯大
門。兩分鐘後，曼聯舊將韋碧克頭
槌破門，將比分變成2:0。

利物浦被修咸頓悶和
“紅魔”主帥摩連奴賽後說，

打入英超前四非常困難，不過曼聯
可以通過贏得歐霸盃冠軍獲得歐聯
資格；他說：“我們已經將寶押在
歐霸盃上。全隊這場發揮很好，我
們也想贏得勝利，但阿仙奴踢得更
好。”
利物浦本來可以全取三分，第

66分鐘，修咸頓的積克史堤芬斯禁

區內手球犯規，送給利物浦一個12
碼，占士米拿射出的球被對方門將
費沙科士打撲出。整場 比賽利
物浦射門多達17次，修
咸頓只有4次，主場不勝
令“紅軍”主帥高洛普非
常不滿。 ■新華社

摩連奴摩連奴：：曼聯全力爭歐霸盃曼聯全力爭歐霸盃
英格蘭

記 者 協 會
(FWA)8 日
評 選 出 了
2016-17 賽
季的英格蘭
足球先生，
車路士中場
簡迪當選，
位居第二的
是他的隊友
夏薩特，熱
刺大將迪利
阿里排名第
三位；這樣一來，簡迪就榮膺雙料足球先
生。
前不久，簡迪當選了英格蘭職業球員

工會(PFA)評選的英格蘭球員先生，如今他
又拿到了FWA的英格蘭足球先生，單

賽季包攬兩大獎項，
也讓簡迪成為了歷
史上第18人，比肩
亨利和C朗。

簡迪能夠獲獎，這也是得益於他在今
季的傑出表現，法國防中在加盟車路士的
第一季就成為球隊主力，在英超出場了33
次，攻入1球及助攻1次，在他出場的比賽
裡，車路士的勝率是76%。根據統計，簡
迪今季的傳球成功率是88.7%，場均搶斷
次數是3.5次，發揮非常全面。

■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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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沙加格列沙加((左左))與隊友慶祝入波與隊友慶祝入波。。 路透社路透社■■韋碧克韋碧克((右二右二))頭槌破門頭槌破門。。 法新社法新社

被阿仙奴終結不敗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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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文傑奪世盃中國聯賽冠軍
2017浪琴表國際馬聯（FEI）場地障礙世界盃中

國聯賽第二站比賽7日在北京落幕，在本站最高級別
150CM世界盃決賽爭奪中，香港名將鄭文傑將冠軍
收入囊中，國內騎手沃帕．夏克加與梁銳基分獲
亞、季軍。在本站比賽，鄭文傑包攬了120-130CM
爭勝賽冠軍、145CM世界盃資格賽冠軍和150CM世
界盃決賽冠軍。 ■中新社

香港跑手為不能跑的人而跑
公益路跑賽事Wings for Life World Run 8日於

世界標準時間上午11點（北京時間下午7 點）在全
球33個城市一同起步。此項公益跑參賽人數高達
155,288 人，合共完成 1,431,183 公里的距離，為
Wings for Life 脊髓損傷研究基金會籌得680萬歐
元。瑞典的輪椅選手Aron Anderson以92.14公里贏
得世界男子冠軍，波蘭跑手Dominika Stelmach以
68.21公里贏得女子組世界冠軍。香港好手黃浩輝及
前香港三項鐵人代表孫鎮傑出戰台南站賽，為不能
跑的人而跑。 ■記者 陳曉莉

英超聯賽接近尾聲，歐

聯資格的爭奪也更加激烈，

利物浦和曼聯 8 日一和一

負，能否最終進入前四還是

個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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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唱氣氛High
五月天攬三大獎

“全球流行音樂年度盛典”閃耀北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全球華語樂壇年度盛事“Music Radio音樂之聲全球流行音樂年度盛典”7日

在北京舉行。五月天、丁噹、鼓鼓等橫掃七項大獎！五月天榮獲最佳樂團、最佳專輯、年度20大金曲三項重量

級大獎，以《派對動物》、《頑固》、《倔強》等經典歌曲讓現場觀眾瞬間體驗宛如“十萬人演唱會”的現場

魅力。丁噹憑借備受媒體好評的《當我的好朋友》和單曲《想戀一個愛》獲得全金榜傳媒推薦專輯，新加坡UFM100.3

點播冠軍，全金榜年度二十大金曲。而“全能創作新人”鼓鼓繼華語榜中榜年度新人獎後，再獲得大型音樂頒

獎禮的肯定，勇奪全金榜最佳新人獎。

■■五月天榮獲三獎五月天榮獲三獎。。

■■丁噹演出丁噹演出《《想戀一個愛想戀一個愛》。》。

■■鼓鼓拿下“金榜最佳新人”。

五月天 10 日在港舉行演唱
會，“行程爆滿”的五月天

仍排除萬難抽出時間力挺全球華
語樂壇年度盛事。去年7月發行
第九張錄音室專輯《自傳》，充
滿對生命、生活、世界的體悟，
首首打動人心，再再引起共鳴，
發行至今仍霸氣強佔各大排行
榜。五月天當晚分別拿下全球流
行音樂金榜“最佳樂團”、“最
佳專輯”，也以《派對動物》拿
下年度20大金曲三項含金量十足
的大獎。除了獲獎，在全場觀眾
聲聲呼喊期盼之下，五月天不忘
為典禮帶來精彩表演。當《派對
動物》前奏一下，現場觀眾歡聲
鼓舞跟着強勁的節奏嗨唱，瞬間
宛如正在參加“十萬人演唱會”
的演出。五月天曲風一轉，《頑
固》、《倔強》伴隨着全場揮舞
的熒光棒，營造演唱會氛圍，帶
領觀眾進入“演唱會之王”的世
界，全場跟着大合唱。接着《傷
心的人別聽慢歌》又瞬間再次引
爆熱烈氣氛，展現“演唱會之
王”氣勢，現場氣氛熱血沸騰，
安可聲不斷。

丁噹台上有感而發
2017年是丁噹出道第10年，
出道十年一直用情歌為喜歡
自己音樂的朋友伴隨大
家經歷愛情的酸甜苦

辣，也讓丁噹在台上有感而發：
“出道的這十年中，我收到許多歌
迷的喜帖，有人因為看我的演唱會
認識，進而相戀到結婚，也希望未
來10年能讓更多單身的找到相愛
的另一半，繼續幸福下去。”頒獎
禮現場丁噹也飆唱一首動感十足充
滿戀愛氣息的《想戀一個愛》，收
放自如的飆唱引爆了全球流行音樂
年度盛典又一新高潮！
“全創作魔電新人王”鼓鼓

在音樂創作上擁有極強爆發力，
一手包辦作詞、作曲、編曲的首
張個人全創作專輯，不但各界媒
體回響熱烈，也繼華語榜中榜年
度新人獎後，再獲大型音樂頒獎
禮的肯定。鼓鼓的音樂才華也吸
引藝人們“讚”聲不斷，近期正
忙於海外宣傳的鼓鼓更在錄製綜
藝節目時候，收到同為歌手的劉
維、王青熱情邀歌！正在各個城
市舉辦自己《可以唷》零距離見
面會的鼓鼓，一星期前才在北京
見面會和歌迷一起慶祝生日，不
過離開一個多星期，北京歌迷卻
已經對鼓鼓思念不已。鼓鼓再一
次回到北京參加全球流行音樂年
度盛典，歌迷們紛紛自行組團連
夜在機場大舉燈牌熱情歡迎鼓
鼓。而鼓鼓則在頒獎禮現場以電
音嗨歌《嗯哼》及《可以唷》炒
熱現場氣氛，來回報大家的支
持。

香港文匯報訊 “宇宙最強”甄
子丹日前到馬來西亞古晉出席“2017
東盟國際電影節”記者會，並與粉絲
見面互動。活動會場萬人空巷，近萬
粉絲聞訊趕來，熱情呼喊甄子丹的名
字，氣氛熱烈非常。稍晚，在東盟國
際電影節頒獎晚會上，甄子丹與太太
汪詩詩盛裝出席紅毯並獲得“東盟感
召力獎”。
甄子丹主演的葉問系列在馬來

西亞備受喜愛，票房更是打破馬來華
語片票房紀錄，粉絲十分關心《葉問
4》的情況，對影片何時開拍的提問
聲此起彼伏，現場除了葉問的“大”
粉絲，還有一位守候多時“小”粉

絲，為了見到甄子丹，這位四歲的小
朋友在媽媽的陪同下等了一上午，終
於見到偶像時，更是努力穿過人群送
上公仔。
當晚的東盟國際電影節頒獎典

禮，甄子丹也繼成龍、楊紫瓊後獲
獎，獲得組委會頒發的2017東盟國
際電影節“東盟感召力獎”，甄子丹
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說：“沒有哪個職
業能像拍電影一樣強大有力，因為這
一切都是關於愛，能夠具有如此的感
召力，拍電影是如此的奇妙而有力，
希望在座的電影人，我的同行們能夠
繼續下去，讓拍攝電影一如既往充滿
魔力。”

甄子丹馬國獲“東盟感召力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方
力申8日應邀為香港桌球選手傅家俊在
節目《約咗傅家俊》擔任嘉賓，兩人更
在桌球台上較量，雖然傅家俊讓小方60
度，最後小方都輸8度，不過小方能跟
桌球偶像傅家俊比賽已感萬分榮幸。小

方坦言是傅家俊粉絲，能夠與世界排名
第六的選手一起比賽總算夢想成真，不
會計較輸贏，小方指兩人相識於1998
年，當年大家一齊參加亞運，自已退役
十多年，而對方依然活躍於體壇上，雙
方有繼續保持聯絡，也知他已婚並育有
兩名女兒，很替他高興，有否羨慕對
方？小方說：“我羨慕他，他亦可能羨
慕我，自已能夠跟他比賽已很開心，正
如有人同我一齊游水都會開心，我依然
是200米背泳和400米個人四式的香港
紀錄保持者。”
小方和傅家俊在訪談內容上，小方

分享到由職業泳手轉到娛樂圈發展的點
滴，也有提及緋聞的事，小方呼冤道：
“沒這麼多女朋友，我是冤狂，跟鄧麗
欣分手後，仍未找到女朋友，我很羨慕
傅家俊，他愛情事業兩得意，是人生勝
利組，自已仍努力找尋中，我覺得很多
女生對我抱有害怕心態，因上段感情太
長，會以為我再拍拖就要結婚，其實不
一定，一切隨緣。”

方力申傅家俊較量球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宣萱8日到電台宣傳新
劇《不懂撒嬌的女人》，
她透露將會繼續做宣
傳，並說入行20多年
來也沒試過這樣多宣
傳，現時觀眾都以劇
中稱號“mall 姐”叫
自己，好耐無試過有
這樣的反應，作為藝人
都是等一部代表作，如今
總算是達成願望，感覺很
滿足。宣萱不停為該劇宣傳，
沒有休息時間，但就樂在其中：“最開
心是好多朋友說已沒追劇很久，但這部

劇令他們再有追劇興趣，現時公
司作出大改變，希望得到大
家支持，自已拍劇時都好
累，因要不停鬧人，鬧
盡下半生要鬧的，哈
哈。”

今次她重返無綫
拍劇打響頭炮，問到
會否再幫無綫拍劇，
她謂：“有適合都
會，(會否跟其他電視台
合作？)未必會，但Never

say never，很多東西要衡量，
也要看對手，有機會也想跟新監製合
作。”

宣萱視《撒嬌》為代表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近日盛傳可能會出
任香港教育局局長的陳美
齡，8日早接受電台節目
《在晴朗的一天出發》訪
問，節目中她首次表明不會
擔任教育局局長，又希望不
論誰接任做教育局局長，都
不要延續現有局長的想法去
做事。

陳美齡承認曾與候任特首林鄭月
娥多次會面，有談及教育議題。問到
是否林鄭主動找她？陳美齡表示是大
家的朋友想她們見面。她又笑言若做
公僕會似隻牛，捱得打又捱得鬧，是
唔會放棄的。問到她沒有行政經驗，
如何管治咁多公務員？她說：“我唔
係做教育局局長，我亦都唔會做教育
局局長，我希望邊個做都好，唔好用
由家一路落嚟教育局局長的想法做
嘢，我做教育局局長係為咗所有小朋
友同香港未來，唔係管一樣嘢，係管
未來。”
居住日本的陳美齡，被問到會否

願意放棄工作及在香港居住一段相當
長時間，去為香港作出貢獻時，她
說：“如果件事大過自己都應該搏
命，去做貢獻，我唔知自己做到幾
多，如果做得到當然希望搏命。”至
於會否以顧問角色服務香港，她就未
有正面回應，只強調自己是白紙一
張。她又認為做局長的任務不是要去
管人，而是啟發人，激發他們心裡的
力量出來去追求理想。

陳
美
齡
不
任
教
育
局
長

■■宣萱宣萱

■■方力申方力申

■■陳美齡陳美齡■■甄子丹發佈會現場玩自拍甄子丹發佈會現場玩自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
王梓軒、徐肇平、薛家燕兒子石耀
庭（Jackson）與未婚妻Zoe 8日晚
到尖沙咀出席素食漢堡活動，並即
場試食。日前薛家燕透露兒子石耀
庭將於明年結婚，快將榮升奶奶。
王梓軒笑稱現已開始送大禮給一對
新人，他每星期都陪Jackson進行三

次地獄式健身，操弗身型。操弗身
型做新郎的Jackson，直言主要想修
腰，想有返條腰，若果有埋胸肌就
更好。Zoe亦讚未婚夫勤力操弗下的
確瘦了。笑問練好腰力是否準備造
人？Jackson笑說: “知道媽咪恨抱
孫，但唔可以跳過步驟，不過練好
體力將來都可以幫手湊仔。”

王梓軒備大禮送石耀庭

■■傅家俊傅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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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臺灣媒體《東森新聞》5月7日報道，Selina與任爸6日擔任

某品牌代言人，父女倆的互動逗得現場笑聲不斷，任爸還與粉絲

比賽騎腳踏車。提到Ella上月生下小勁寶，近日仍在月子中心坐

月子，Selina笑說：“我每天在聊天室都咒罵她，我說“妳怎麽這

樣坐月子”！”透露Ella雖然都乖乖待在月子中心， 但仍會做些

“荒唐事”，但這些事要留給Ella親自向大家坦承。

Ella近日在坐月子，Selina坦言有時會鼓吹Ella從月子中心偷

溜去她家，不過後來認為女生還是好好坐月子，所以改以去月子

中心陪她，壹旁任爸則語重心常地說：“千萬不要，以前那年代

，月子做得好，就是八十歲可以穿針線，女生真的要好好坐月子

。” Selina則笑說：“我每天在聊天室都咒罵她，說怎麽這樣坐

月子！”還說Ella會做壹些荒唐事，“但這讓她自己跟妳們講，

陳嘉樺！快出來面對，跟大家說妳做了什麽。”

任爸則說勁寶鼻子高又挺，和Ella老公賴斯翔長得像，還加

碼說：“那個又很大！”笑翻所有人。Selina也說勁寶真的很可愛

，“他就是有福氣來報恩的小孩，Ella懷他時都沒有水腫，也沒有

不舒服，去月子中心看他，就是很乖也不會哭鬧。”母親節即將

到來，Selina也會跟Ella及姐妹提前過母親節，“現在要三個壹起

的時間比較難，但都有去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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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樂壇新女團“蜜蜂少女隊”（La-

dy Bees）繼上回來臺宣傳新專輯後，給臺

灣粉絲極佳印象，昨天（5月6日）特別舉

辦巡回演唱會臺北場。還請到“臺灣幫”

老戰友曾詠熙（Teresa）和高郁捷擔任嘉

賓，粉絲們將場地擠爆，水泄不通，甚至

有來自星、馬、港日和內地的粉絲，讓蜜

蜂少女隊在演唱會上感動落淚，互相擁抱

，場面非常感人！

蜜蜂少女隊昨以壹襲露腰皮褲勁裝打

開演唱會序幕，使出渾身解數演唱開幕曲

《GPS密封令》，7位少女壹字排開都是漂

亮的小蠻腰，看得粉絲目瞪口呆，完全為

她們的勁歌熱舞所折服！曲畢，當臺灣團

員許和琪和大家打招呼時，引起最大的聲

浪！張希雅也表示從3月來過臺灣宣傳後

，就對寶島念念不忘，小可愛羅殊涵顏救

援大成功，今亮麗登場信心十足，活潑對

全場說：“我是蜜蜂少女隊裏的正能量，

帶給大家歡樂的開心果！”還故意搔首弄

姿，果然讓全場笑呵呵！劉雨昕發言時，

則引發聲浪暴動，粉絲還大喊標語，讓帥

氣的雨昕也羞赧地笑了！孔雪兒除了露小

蠻腰，皮褲也簍空，巧露雪白的壹截大腿

，讓男粉絲尖叫不已！關凱元和張悠然則

感謝臺灣粉絲的熱情，希望演唱會讓大家

盡情搖擺和歡樂！

蜜蜂少女隊還載歌載舞F.I.R.的《妳的

微笑》、孫燕姿的《咕嘰咕嘰》和 TF-

BOYS《青春修煉手冊》，全場頓時陷入

瘋狂境界，而當演出恩師吳奇隆所屬小虎

隊名曲《青蘋果樂園》時，順勢帶出另位

老戰友高郁捷，高郁捷在蜂巢擁有高人氣

，此番為蜜蜂少女隊助陣登臺，也算是衣

錦還鄉，她登高壹呼，全場都瘋狂不已！

高唱《沒感覺》獲得滿堂彩！最後在演唱

《壹起跳舞吧》和《Where To Find You》

後劃下完美的句點！

其實，這次行前有個意外小插曲，小

可愛羅殊涵抵臺後猛冒痘痘，臉上長滿了

青春痘，不但自己很怕登不了臺，也讓公

司大感傷腦，對自己嚴格的殊涵壹度痛哭

，堅決不想退出首場演唱會舞臺。於是公

司高層特別透過管道找到厲害的醫師，來

個限時的抗痘大作戰，不但中、西醫並用

，也安排了做臉和Spa，務必使她在演唱

會前恢復美麗的原貌。不過，羅殊涵二度

抵臺，抵抗不了鹹酥雞的誘惑，壹下機就

大啖鹹酥雞，讓醫生發出警告，叮嚀不能

吃炸物，團員也要羅殊涵“管好妳的嘴！

”，但她差點堅持不住，差點又吃第2次

，這回團長張希雅只好板起臉：“再吃就

掌嘴！”，讓殊涵警惕馬上丟開萬惡的鹹

酥雞！

炎亞綸談嗆聲周湯豪背後意義：

這行業要互相尊重

據臺灣媒體報道，炎亞綸日前在臉

書開炮杠上周湯豪，事發後他6日首度露

面，受訪提到此事，他說：“跟我無關

吧， 都是妳們希望我跟他吵起來，如果

大家覺得我講的不嚴重，當成玩笑、不

認真探討，我也不會去多講。”表示初

衷是希望這產業更好，希望大家壹起深

入探討，“大家要互相尊重，想要這行

業更好就是互相尊重。”

炎亞綸6日看展《今日君再來：虛擬

人鄧麗君音樂奇幻SHOW》，被問起日

期開炮周湯豪壹事，他表示對事不對人

，“我說實話，是想要這個產業更好，

如果大家不重視，我講再多也沒用。”

拍戲時尊重路人、尊重外界方便及規定

，他認為是“最基本的尊重”，“校園

裏面有學生、小朋友，妳喜歡檳榔、抽

煙，但不要影響旁邊的人；每個基層勞

工、人員很辛苦，要尊重他們，更體會

他們在辛苦什麽。”

炎亞綸表示完全沒在意周湯豪壹事

，“大家專註在環境，好的、壞的，要

多多去改善。”無奈許多話苦口婆心，

卻是忠言逆耳，“這些問題大家都知道

，但要不要去面對，如果大家不重視，

那我講再多沒用。”也說從不覺得自己

是“正義使者”，端看大家是否願意正

視、解決問題。

Selina攜任爸出席代言活動 曝Ella月子期間荒唐
女子

團體 S.H.
E 近 來 合
體出席活
動不多，
成 員 Ella
也在上月
喜迎兒子
“勁寶”
，但其他
兩名團員
Hebe、
Selina 也
不得閑，
頻頻接下

代言活動，Selina繼代言女性生理用品後
，又攜手任爸代言奶粉，而且任爸還是
主角，鋒頭強押大明星女兒。

昨日(5 月 6 日)他們現身廠商在超市

舉辦的活動，現場吸引不少民眾圍觀，
任爸現場與相差40歲的粉絲齊飆協力車
，展現寶刀未老的氣勢，父女倆互動也
相當逗趣，現場笑聲不斷。

媒體問起Selina在坐月子的Ella近況
，她向媒體爆料Ella雖然都乖乖待在月子
中心，但坐月子期間做了很多荒唐事，
她說：“我每天都在聊天室咒罵她，妳
怎麽坐月子的？”還對著鏡頭向Ella放話
：“陳嘉樺，妳現在有在看嗎？妳自己
在臉書好好跟大家坦承妳做了什麽事？
”媒體馬上追問到底發生甚麽事，Selina
又欲言又止，賣足關子。任爸則透露勁
寶五官像極Ella老公，甚至爆料“那個”
又很大！笑翻現場所有人，Selina則贊他
是來報恩的小孩，除了沒讓媽媽懷孕期
間不舒服，每每去月子中心看他也都不
哭鬧。而下周就是母親節，Selina表示應
該會提前和Ella壹起度過。

SelinaSelina問問EllaElla咋這麽坐月子咋這麽坐月子？？
沒想到她還做這事沒想到她還做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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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柏芝回歸熒屏
打造時尚暖情大劇《如果，愛》
十年不拍電視劇的女神

張柏芝回歸了！近日於蘇州

開機的都市時尚暖情大劇

《如果，愛》，正是張柏芝

回歸熒屏的轉型巨獻，她不

僅在劇中擔任女壹號大展演

技，更在戲外和劉陽組成

“影視雙咖總制片”，並牽

手制片人吳昊、編劇朱柒

柒、導演張哲書，以及偶像

劇王《克拉戀人》的原創班

底，共同打造不同階段的

“情感修煉集中營”。該劇

通過講述三朵姐妹花分別情

陷三角戀、花式吊打前夫、

俘獲富二代忠犬男的不同情

感故事，以超時尚的熒屏質

感，傳遞出獨立自主的人生

態度，為深處情感旋渦的女

性群體找到走出迷宮的新方

向。

如果選——就選最真實
的作品

張柏芝的人生信條，壹

向是“挑戰妳盡管來，低頭

算我輸”。她猶如涅槃重生

的鳳凰，由內向外散發著積

極向上的正能量。因為自立

自強的個性，她是大家心中

外柔內剛的好媽媽，在各大

綜藝節目中的亮眼表現，更

令其壹躍成為“運動女

神”。而這次亮相熒屏，

則是張柏芝為廣大觀眾獻上

的誠意之作。很多粉絲微博

留言，“期待柏芝能在電視

劇中完美回歸”、“才女不

應沈寂，紅是妳的天命，女

神加油”等呼聲不斷。經紀

人透露，張柏芝非常感動於

觀眾們的熱情，《如果，

愛》這部劇的角色和張柏芝

有很高的契合度，讓她很有

感觸，經過深思熟慮最終選

定了這部作品。蘊藏著即將

爆發的小宇宙，全民女神張

柏芝將如何把熒屏前的能量

擴散到鏡頭之外，又將通過

怎樣的故事引發感動浪潮，

令人倍感期待！

如果做——就做最時尚
的畫面

依照主創團隊壹貫的高

標準，《如果，愛》在時尚

觀上的把控也達到了登峰造

極的境界。除了“潮媽”張

柏芝，劇方更是邀請影視歌

三棲的“全能藝人”吳建豪

傾力加盟，加之泰國小生徐

誌賢、“長腿女神”倪

景陽，無壹不是時尚秀場

中的“常駐明星”，從個人

到團隊的把控，對造型都有

不可退步的審美原則。該劇

主創也按照角色的不同設

定，以壹線都市的審美標

準，引進眾多國際時尚品

牌，在細節中建立起珠寶設

計師、集團高管、豪門貴婦

等或是飛鸞翔鳳，或是聘婷

秀雅的時尚風範。

如果講——就講最激揚
的愛情

在豪華精致的外包裝

下，該劇的情感內核也被

凸顯得更加生動感人。誰說

喪子的家庭主婦被掃地出門

後，就得變成人生黑暗的

“過街老鼠”，萬嘉玲（張

柏芝飾）手動填滿入過的

坑，告訴女人們只要自立

自強，就算吞過苦果也能擁

有獨壹無二的人生信仰，但

在前夫病危的時候，她又毅

然承擔起愛情的責任，將女

人的包容和魄力集於壹身。

而宋喬植（吳建豪飾）在親

情與愛情的選擇中迷失，面

對人生的難題又何去何從，

與萬嘉玲的婚姻情感糾葛讓

人深省又感人至深。電視

劇《如果，愛》通過最具

代表性的情感經歷，塑造

出女人的人生模板、男人

的敬仰對象，並以現實主

義手法傳達出積極陽光的

正能量。該劇主創講道，

文明世界的情感是隨著

時代發生變化的，現代

愛情的美好源於每個人

自尊自強的人生需要，

而這部劇也可以提醒那些

在情感中迷失自我的人，

經營好自己是經營好情感

和生活的最佳前提。《
深
夜
食
堂
》
群
星
海
報

黃
磊
集
結
數
十
位
食
客
療
愈
人
心

由著名導演蔡嶽勛執導，黃磊飾演靈魂人物“老板”的都市

情感大戲《深夜食堂》今日曝光“星空版”群像海報和“食客

版”劇照。黃磊領銜數十位優質演員集結亮相，壹場電影級盛宴

將開席。這其中不僅有用演技說話的實力派、極具熱度的人氣王、

青春亮眼的青年演員，更有獲獎眾多的老戲骨以及活躍熒屏的跨界

王。如此匯聚“演藝圈的半壁江山”，可謂創下國產電視劇最龐大

的演員紀錄。海報中每壹位食客置身於星空和霓虹之下，壹句“這

城市裏千千萬萬的人，誰才是和妳有故事的那壹個”，喚起無數人

心底的獨家記憶。據悉，該劇將於6月11日登陸北京衛視、浙江衛

視黃金檔。憑借風靡亞洲的超強IP、兩岸三地的群星陣容、極具中

國特色的家常食物、壹集故事壹部電影的制作規格，《深夜食堂》

儼然已成為2017年最值得期待的暖心話題大劇之壹。

黃磊目光如炬療愈人心 趙又廷痞帥亮相眾食客故事成迷
在曝光的海報及劇照中，“食堂老板”黃磊目光如炬，擁有

療愈人心的深度魅力。黃磊曾因《似水年華》《人間四月天》等

經典作品被奉為“壹代文藝男星”，近些年更是憑借《向往的生

活》等熱播綜藝溫暖治愈了無數人，而其精湛的廚藝更與角色完

美契合。與原著形象相比，黃磊飾演的老板多了份人情味。他不

神秘，但很穩重；不冰冷，但保持著恰到好處的距離。用黃磊自

己的話說，就是讓這個老板“有更大的感情，但又不輕易表露，

不刻意放大，只是靜靜地在所有人身邊。”而其他每壹位來到食

堂的客人都飽含著或喜或悲的情緒，透露出酸甜苦辣的多彩人生：

趙又廷自定妝照後再曝痞帥造型，深邃的目光透露出硬漢也有柔

情；海清則是秋水明眸、朱唇皓齒，似乎欲言又止；張鈞寧氣質

非凡，目光堅定；何炅眉頭緊鎖，眼眶微紅；戚薇怒目而視，神

情犀利；陳意涵鬼馬精靈，俏皮十足；劉昊然青春帥氣，桀驁不

馴……兩岸三地的全明星陣容匯聚在這壹方食堂，為每壹個故事

增添更多可看性與話題性。

壹個故事壹部電影壹段人生 多樣角色詮釋最平凡的感動
在快節奏的都市生活裏，人們步履匆匆、奮力拼搏，面對周

遭與遠方，總有“情緒”是焦慮與不安，渴望安靜的治愈與走心

的溫暖。《深夜食堂》將以暖胃的食物串起暖心的故事，力求帶

給觀眾最平凡的感動。這裏的人們形色各異：有被遺忘的城市邊緣人，也有備受矚目卻

滿懷心事的明星；有兼具財富和地位卻仍抱遺憾的金領，也有快遞員、專車司機、銷售

員等平凡如妳我的上班族。他們都將與“老板”壹起，帶著對親情、友情和愛情的

理解，以及對美食的感受，為廣大觀眾烹制壹個個充滿人情味的故事。對於“吃”，每

個人都有發言權，蘊涵在其中的人情和故事也會因人而異。

根據今何在同名小說改編，由

郭子健執導，黃建新監制，彭於

晏、倪妮、歐豪、余文樂、鄭爽、

喬杉、楊迪聯袂主演，俞飛鴻特別

出演的電影《悟空傳》將於2017年

7 月 13 日上映。今日，片方發布

“棒棒大”版預告，在這支全新的

預告片中，彭於晏飾演的孫悟空

手持巨型金箍棒，渾身殺氣十

足，向天神發起淩厲壹擊。預告

片中曝光的獨白更是原著小說中

原汁原味的金句，讓整個預告片吊

足粉絲胃口。

彭於晏不服天命挑戰神威
“天要壓我 我劈開這天！”
“我知道天會憤怒，妳知不知

道，天也會顫抖啊！”開場的經典

獨白，讓影迷們瞬間就感受到了

《悟空傳》原著中不服天命的精

神。預告曝光彭於晏飾演的悟空戲

份中，神魔兩立的局面初顯，壹個

不服天命、挑戰權威的孫悟空呼之

欲出。

在預告片中，彭於晏飾演的

悟空從耳中灌出金箍棒的設定頗

具戲謔色彩，也讓這只不服天命

的猴子在原著基礎上更加叛逆鮮

活。而隨後說出的臺詞：“天要

壓我，我劈開這天；地要擋我，

我 踏 碎 這 地 ！ ”不但向漫天諸

神發起挑戰，更能讓看過原著的

書迷再度燃起初讀原著時的激動

心情。預告片最後，金箍棒伴隨

灼人烈焰，在彭於晏的口令下不

斷變大，巨型金箍棒直插雲霄，

迎面劈向巨神的場面頗為震撼，

高燃氣質讓人熱血沸騰，影片不

服天命的主題昭然若揭。而令

書迷激動的是，本次預告片曝

光出這些經典語句，寓意著電影

將有更多承襲原著精髓的內容，

相信更能讓原著書迷們對電影心

懷期待。

十七年熱血神作影像化
今何在蓋章認可悟空·彭
《悟空傳》原著有“網絡第壹

書”之稱，是壹代人心目中的神作，

有別於傳統風格的西遊作品，《悟

空傳》將這些人物打造成了壹群不

服規則、不負天命、熱愛自由的代

表。小說壹經問世，其行文風格與

熱血氣息立即吸引了壹代深感共鳴

的年輕人，尤其是孫悟空在裏面最

具感染力的臺詞，如“天要壓我

我劈開這天！“等，讓書迷們讀完

愈加熱血沸騰，更讓原著不讓壹代

又壹代年輕讀者追捧。

電影《悟空傳》是這部十七年

網絡經典文學首次被改編成影視作

品，曾執導《西遊· 降魔篇》並獲

得第2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

的郭子健擔任本片導演，更有原著

作者今何在親自操刀劇本。早在開

機之前，今何在曾表示彭於晏是飾

演悟空的不二人選，從此次曝光的

預告中也可看出彭於晏的悟空形象

更像是壹個叛逆英雄。此外，電影

選角更是集結了壹眾優質青春偶

像。激勵了壹代人的文學形象如今

在大銀幕上演繹出來，又在暑期檔

上映，必將有無數年輕觀眾走進影

院壹睹這部情懷之作，掀起壹輪觀

影熱潮。

由新麗電影、磨鐵娛樂、三次

元影業和新麗國際出品，郭子健執

導，黃建新監制，彭於晏、倪妮、

歐豪、余文樂、鄭爽、喬杉、楊迪

領銜主演，俞飛鴻特別出演的電影

《悟空傳》將於2017年7月13日上

映。

《悟空傳》新預告放大招
彭於晏殺氣十足劈天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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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曾參演過 A Swingin' Summer、

The Ghost in the Invisible Bikini 等片的好萊

塢女星Quinn O'Hara因病去世，享年76歲。

作為壹位外形靚麗，時常走性感路線的

女演員，Quinn O'Hara曾活躍於上世紀60、70

年代的美國電影電視界。除了上面提到的兩

部電影，還曾出演過包括《東墻飄香夢》、

《成龍快婿》、《女妖復仇》等在內的多部

作品。

Quinn O'Hara出演的電視系列劇《秘密特

工》（1964）在2014年被蓋· 裏奇翻拍為同名

電影，由亨利· 卡維爾、艾米· 漢莫、艾麗西

亞· 維坎特等主演，收獲了不錯的口碑。

在上世紀90年代，Quinn O'Hara還曾出

演熱門劇集《海灘救護隊》，該劇集的電影

版也將於今年上映，由道恩· 強森、紮克· 埃

夫隆、亞歷珊德拉· 達達裏奧等主演。

“異形：契約”獨家影評出爐
角色不夠飽滿劇情還可更深
美工設計依然滿分

活下來的船員還有Branson的妻子，

土地形成方面的專家Daniels（凱瑟琳· 沃

特森飾）；Oram的妻子Karine（卡門· 艾

喬戈飾），衛生員Faris（艾米· 塞梅茲飾

），以及她的飛行員丈夫Tennessee（丹

尼· 麥克布耐德飾）；安保隊長Lope（德

米安· 比齊爾飾），和他的丈夫Hallett

（Nathaniel Dean飾）。“契約”號飛船

上還有2000名乘客在繼續休眠，醒著的

這壹小分隊船員試圖讓飛船穩定下來，

回到深睡狀態，不過壹則奇怪的無線電

把他們引到了壹個居住條件與地球相似

的星球上去。

Oram需要抉擇他到底要不要調查此

事，他最終決定放棄在原有星球上的殖

民計劃，選擇新的這個星球。這個選擇

可不怎麽樣，因為“契約”號上幾位負

責勘探的船員漸漸生了病，還被襲擊了

。這組人被Walter的初級版本David（也

是法鯊演的）救了下來，當然他就是

《普羅米修斯》中Weyland公司的那同

壹位生化人。

他的出現引發了更多問題，不過很

明顯的是，這位人工智能的David具有創

造性的沖動，可能會使他黑化。

在開頭鮮有吸引力的45分鐘之後，

《異形：契約》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節奏

，可格調還是很不規律地在掙紮，又想

走懸疑風，又想正面體現外星生物的恐

怖。《異形：契約》片長將近兩個小時

，本片體現了很多這種長久又成功的系

列電影中的挑戰與問題，無論好壞。比

如說，如何跨越致敬與創新之間的界線

，在讓觀眾們基於過去幾部的觀影基礎

上，給到他們所期待的內容以滿足他們

的同時，還能保持新鮮，富有創造性。

片中宏大又沈重的哲學問題，和需要提

供讓人熟悉的動作場景和血腥場面的

“責任”，產生了方向不同的張力。

本片的編劇是約翰· 洛根與丹特· 哈

珀，故事則是由傑克· 帕格倫和邁克爾·

格林創作的。不過影片中沒有任何東西

是沒經過雷導允許就被放進去的，正是

他壹手執掌了開創性的原版影片，還為

《普羅米修斯》充滿野心的復活負了主

要責任。這就是為什麽《契約》未能成

功地深入挖掘壹些本質上更顯著的對比

和很大的沖突，會更讓人失望。

Oram被描繪成壹個充滿宗教信仰的

人，和他手下的船員形成了鮮明對比。

可是在表面的角色刻畫之後，本片並沒

有真正探討在《異形》的世界中，作為

壹個相信命運和神靈的人，到底意味著

什麽——或者說，作為壹個生命被這種

信仰毀掉的人是什麽感受。在主題方面

的角度來說，《契約》探索了人類的不

可靠，與之相對的是人工智能更危險的

缺陷，之後又回到了我們以前都見過的

異形進攻場景中去。

相似的是，Lope和Hallett間的同性

關系讓人尊敬（畢竟是這個系列中首次

出現同性伴侶），他們卻和影片中的異

性戀們沒什麽區別。讓人迷惑的是，不

僅他們的關系著墨很少，在“契約”號

飛船上擁有壹對兒壹對兒的情侶船員這

個情節設定本身也沒怎麽提到。除了讓

某些角色有理由在痛失愛人時表現地比

別人更悲痛些，飛船上情侶的存在只對

整個故事有壹個重要之處——就是當

Tennessee的妻子掉在星球表面上時，他

要為自己把船開到低得很危險的高度找

出充足的理由。

這些遺漏和錯失的機會，以及壹堆

沒太開發到位的角色，暗示了也許會有

加長版的《異形：契約》，不見得多出

來的東西有多麽根本上的大區別，但至

少能讓影片更加有血有肉、豐滿壹些。

《契約》的優勢在於它的美工設計

、怪物設計和特效，整體效果讓人毛骨

悚然、感到不祥，還恐怖，這當然也不

讓人驚訝。

如果妳是晚上看的電影，離開影院

之後所聽所見的風吹草動和陰影中的沙

沙作響都會讓妳浮想聯翩。達瑞茲· 沃斯

基的攝影有效地將黃褐色和翠綠色與更

深的顏色相混合，而修改版的“新異形

”（Neomorph，這個名字有不同方面的

含義）讓人的情感充滿顛覆。

至於表演方面，法鯊作為Walter和

David,壹人分飾兩角，表現強大，又微妙

地稍作調整。凱瑟琳的表現讓人信服，

但不可避免會被人拿來和“異形之母”

西格妮· 韋弗相比較，這對凱瑟琳來說並

不是什麽好事。其他演員則由於角色本

身不夠豐富，效果不佳。

《異形：契約》開始得比較緩慢，

片中角色對和異形的首次接觸看上去也

有些誇張過度。自相矛盾的是，在船員

們真正與充滿威脅的外星生物相遇之前

，在他們身上花的時間越久，才會讓之

後的遭遇更加真實，而偏偏影片這壹點

上沒做到更好。

雖然雷導的這部新片並不完美，

《契約》確實講述了創造異形的故事，

它們才是這個系列恐怖的中心角色。在

這方面來說的話，影片中的故事還是有

趣而重要的，也為下壹篇章做好了鋪墊

，將雷導的“前傳三部曲”（《普羅米

修斯》和《異形：契約》）與原版影片

做好了連接。

“蜘蛛俠：英雄歸來”全新海報劇照搶先看
鋼鐵俠助力聯手鬥禿鷲 小蜘蛛便裝亮相強撩妹

隨著在《美國隊長3》中的驚

艷亮相，小蜘蛛正式加入“婦聯

”大家庭，並且將在今年暑期檔

率先出巢，近日影片也發布了多

張新海報、新劇照以及概念圖，

為漫威版蜘蛛俠個人首秀造勢。

新發布的海報中，鋼鐵俠和

蜘蛛俠共同亮相，預示兩人將繼

續在電影中有較多交集，而另外

的幾張新海報則走起了水彩手繪

風，繪出蜘蛛俠標誌性的爬墻、

跳躍、射絲等標誌性動作，邁克

爾· 基頓飾演的大反派禿鷲也出現

在概念圖中。

在新發布的劇照中，小蜘蛛

還以便裝造型亮相，疑似正在

“撩妹中”。

和以往的《蜘蛛俠》系列電

影不同，《英雄歸來》不再強調

蜘蛛俠的起源，而是加入更多校

園青春元素，聚焦壹個普通青春

期男孩在高中校園生活和超級英

雄身份間的平衡，湯姆· 赫蘭德也

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蜘蛛俠演員

。本集電影時間線將接續《美國

隊長3》，講述小蜘蛛在鋼鐵俠的

幫助下與終極大反派禿鷲進行鬥

爭的故事。

影片將於7月7日全美上映，

內地有望引進。

“明日邊緣”續集片名“生死輪回再輪回”
湯姆·克魯斯與艾米莉·布朗特均確認回歸
當《明日邊緣》2014年在影院上映時，

其實掙得沒有華納所希望的那樣多。這部科

幻大片在美國本土獲得了1億美元的票房，海

外則攬收了2.7億美元，這樣的成績對於壹部

預算1.78億美元的影片來說還算不錯，但並不

是賺到翻的那種。但去年，續集的拍攝依然

被提上了日程，上壹部的導演道格· 裏曼將回

歸續集，而編劇則換為《黑色閃電》的兩位

編劇喬· 施雷普內爾和安娜· 沃特豪斯。

在與記者的訪談中，導演道格確認了湯

姆· 克魯斯與艾米莉· 布朗特回歸續集，並且

公布了第二部的正式名稱，“我們的故事棒

極了！不可思議！比第壹部還要精彩，我是

肯定很愛第壹部的嘛。續集片名叫做《生死

輪回再輪回》（Live Die Repeat and Repeat，

暫譯）。湯姆· 克魯斯和艾米莉· 布朗特都非

常興奮，大問題只是什麽時候開拍了。要拍

是板上釘釘的事兒，只是時間問題。”

華納在發行《明日邊緣》的DVD時，給

它起的名字就是《生死輪回》（Live Die Re-

peat），這也是影片上映前許多海報上的宣傳

語。華納拒絕承認給《明日邊緣》正式改了

標題，但在DVD和藍光碟的封面上，“生死

輪回”這幾個字簡直是大出天際，而“明日

邊緣”則擠在下方，字體小到幾乎看不見。

所以華納給續集起了壹個跟《生死輪回

》壹脈相承的《生死輪回再輪回》這個名字

，也不讓人驚訝。雖然這個名字有點兒沈重

，但和第壹部影片中湯姆· 克魯斯的角色壹遍

壹遍地循環體驗同壹段情節倒也契合。

新的標題是否意味著同樣的套路要有新

的用法？此前道格稱它“既是續集也是前傳

”。《明日邊緣》的結尾停在了這個故事最

初開始的地方，按照導演的這壹說法，這似

乎意味著我們將看到這個故事在同壹天以不

同方式上演，又或者我們將回到故事開端的

更早之前……當然這壹切都只是猜測。道格

還說，它會“徹底改革人們拍攝續集的方式

”，不過沒有解釋這句話什麽意思。

前作的兩位主角都能回歸再好不過了，

艾米莉此前壹直未能完全確認，但最終得到

導演的落實，這讓喜愛第壹部的粉絲們安了

心。唯壹遺憾的是去年比爾· 帕克斯頓已然逝

世，他在《明日邊緣》中光芒四射的角色無

法回歸了。

當代電影中最著名也致命的怪物，出自於血脈相傳已久的《異
形》系列，在“雷導”雷德利·斯科特《普羅米修斯》的續集《異形
：契約》壹片中，異形得到了更加色彩豐富的描繪，也給了觀眾們
《異形》這壹系列讓人驚恐的背景故事。落足於熟悉的風格，《契
約》讓人覺得既有趣又沮喪，既回答了壹些引人入勝的問題，也嚴
格遵循了值得信賴（卻俗不可耐）的電影公式。

《異形：契約》中的事件設置在2012年《普羅米修斯》和1979
年的原版《異形》時間線之間，影片開始時是2104年12月，壹艘殖
民飛船正向銀河深處的遙遠星球飛去。合成生化人Walter（“法鯊
”邁克爾·法斯賓德飾）是唯壹壹位飛船上醒著掌舵的人，突然有個
能量彈把他們撞出了軌，在緊急情況之下，船員們紛紛從深度休眠
中被喚醒。船長Jacob Branson（詹姆斯·弗蘭科飾）瞬間被殺死，留
下Christopher Oram（比利·克魯德普飾）來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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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
需要細心孕育

Equal Housing Lender Member FDIC

當夫妻檔尼爾與艾美第一次看見洛杉磯市中心的聖薇比安娜

教堂 (St. Vibiana)，就深深受到吸引。雖然教堂當時遭受地震
嚴重地破壞，他們仍決定將它改建成夢想中的餐廳，萬事俱備，

只需要資金，他們選擇與我們合作。

聖薇比安娜教堂曾是許多社區居民生活的重心，陪伴他們
度過人生的里程碑。透過我們的支持，尼爾與艾美將這項
傳統發揚光大，提供 Redbird 餐廳的創意美食，為來自各地
的客人慶祝生命中的重要時刻。

聯繫商機，向前邁進。

欲知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succeed
或致電 1.877.828.8963 

(本報記者黃麗珊)世界著名華裔
女性服裝設計師譚燕玉（Vivienne
Tam）於 5 月 4 日下午 3 時在 4444
Westheimer Street ( River oak District)
的休士頓橡樹河特區舉辦時尚走秀及
服裝展示會，並展出很多加入休士頓
元素的服飾。她大方表示， 「休士頓
帶給她非常多靈感」。

關於譚燕玉（英語：Vivienne
Tam，1957 年 11 月 28 日－）是一名
國際知名美籍華裔的女性服裝設計師
，旗下品牌也以其英文名字命名。譚
燕玉在廣州出生，3歲時隨父母移居
香港。中學就讀於聖傑靈女子中學，
其後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當時稱為
香港理工學院）設計系，曾學於倫敦
。 1981年遠赴美國紐約，於1990年
創立以自己名字為名的品牌。

她被西方媒體冠以 「新一代中國
代表」。她的作品巧思妙想，以中國
文化中擷取靈感，銳意創新。她的作
品融入了中國畫的留白、寫意山水、
工筆花鳥、書法骨架，化作時尚符號
，並納入好萊塢大片電影阿凡達的靈
感和想像空間。譚燕玉在歐美時裝界

知名度很高，在T型舞台上為東方時
尚贏得了大批觀眾，以服飾 的語言
向世界詮釋中華文化的多彩繽紛和博
大精深。去年在中國上海 Fashion
Week fashion show 後上了中國”In
Style” 雜誌! 她也列入美國時代雜誌
( TIME Magazine) 中100 名的世界名
人網.
在紐約時裝週上，設計師譚燕玉推出
一個春季系列，她說，由她的進賬愛
的啟發。

一套春裝己在休士頓的 NASA,
Rice University, Rodeo Houston,
Houston Ballet 的標誌(Logo) 為主的
設計, 全球風迷休士頓, 所賣收入超
出１Billion dollars.

世界著名服裝設計師譚燕玉致詞
[在服飾中大膽加入許多休士頓特有
元素，就是希望人們能看見休士頓之
美]，譚燕玉強調，她非常喜愛休士
頓這座多元、充滿活力的城市，休士
頓帶給她相當多靈感，譚燕玉服裝設
計師把這些靈感注入所設計的服飾中
。一系列的作品如上頭有休士頓牛仔
節（Houston Livestock Show and Ro-

deo）與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
Logo 的外套，尚有洋裝花紋是由美
國航空航天局NASA、牛仔節和萊斯
大學圖騰所組成，頗具巧思與創意，
把充滿時尚流行的服飾與休士頓融合
在一起,令人印象深刻。

這樣設計的魅力使休士頓市長特
納都喜歡，宛如自己就是譚燕玉的粉
絲，5月4日下午派代表送來褒揚狀
。 .休士頓觀光局 Mike Waterman 總
經理代表休士頓市長頒發五月四日為
譚燕玉之日,世界著名服裝設計師譚
燕玉表示很榮幸。名模們都身穿服裝
設計師譚燕玉設計服裝觀禮亮相。

而由譚燕玉所設計的一系列服飾
在橡樹河精品特區中的 Baanou 精品
服飾店出售，活動當天有時裝走秀外
，還於橡樹河特區廣場舉辦戶外展示
會，主辦單位在現場準備了美食佳餚
與高級飲料使參加時尚盛會的民眾能
歡樂享用。

世界著名服裝設計師譚燕玉親切
與粉絲們熱情互動並合影，她感謝模
特兒與工作人員的辛勞，使活動圓滿
成功進行，與會人士度過歡樂時光。

世界著名服裝設計師譚燕玉來到休士頓!
休士頓市長頒發五月四日為譚燕玉之日休士頓市長頒發五月四日為譚燕玉之日

世界著名服裝設計師譚燕玉世界著名服裝設計師譚燕玉((左二左二))設計的魅力使休士設計的魅力使休士
頓市長特納都喜歡頓市長特納都喜歡，，55月月44日下午派代表休士頓觀光日下午派代表休士頓觀光
局局 Mike WatermanMike Waterman 總經理送來褒揚狀總經理送來褒揚狀,,海青海青((左一左一))等等
粉絲們分享她的喜悅與榮耀粉絲們分享她的喜悅與榮耀((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世界著名服裝設計師譚燕玉世界著名服裝設計師譚燕玉((左二左二))設計的一系列服飾設計的一系列服飾
在橡樹河精品特區中的在橡樹河精品特區中的BaanouBaanou精品服飾店出售精品服飾店出售。。姜姜
唅唅,,吳俊健粉絲出席盛會吳俊健粉絲出席盛會。。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世界著名服裝設計師譚燕玉親切與傅曉薇世界著名服裝設計師譚燕玉親切與傅曉薇、、藝術家傅德瑞等粉絲們熱情互動藝術家傅德瑞等粉絲們熱情互動
並合影並合影。。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觀光局休士頓觀光局Mike WatermanMike Waterman總經理代表休士頓市長頒發五月四日為譚燕玉總經理代表休士頓市長頒發五月四日為譚燕玉
之日之日,,世界著名服裝設計師譚燕玉表示很榮幸世界著名服裝設計師譚燕玉表示很榮幸。。名模們都身穿服裝設計師譚燕名模們都身穿服裝設計師譚燕
玉設計服裝觀禮亮相玉設計服裝觀禮亮相。。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世界著名華裔女性服裝設計師譚燕玉世界著名華裔女性服裝設計師譚燕玉（（Vivienne TamVivienne Tam）（）（右六右六））於於55月月44日下日下
午午33時在休士頓橡樹河特區時在休士頓橡樹河特區（（River Oak DistrictRiver Oak District））舉辦時尚走秀及服裝展示舉辦時尚走秀及服裝展示
會會，，同時展出很多加入休士頓元素的服飾同時展出很多加入休士頓元素的服飾。。休士頓觀光局休士頓觀光局Mike WatermanMike Waterman總總
經理經理((右五右五),),海青海青((左五左五))等中外粉絲們及名模們共襄盛舉等中外粉絲們及名模們共襄盛舉。。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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