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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男子15人欖球代表
隊上周六在香港足球會舉行
的“亞洲欖球錦標賽”，以
39：3大勝韓國而奪得第二
名。 港隊總成績是兩勝兩
負，日本依然橫掃亞洲。

港隊今仗在最後12分鐘
一口氣達陣3次，一下子將
半場 13：3 的優勢大幅增
加。主帥利鍾斯很高興球隊
將老對手脫角，將自2015年
以來對賽全勝的往績增至5
場。他表示：“我很高興我
軍下半場並沒有放虎歸山。
後備兵今季首見立竿見影之
效，他們也是下半場3次達
陣的功臣。”當日比賽，酷

熱潮濕天氣大大影響兩軍的
發揮，失誤和罰球梅花間竹
出現 (全場合共26次)。
香港在對韓國隊的兩場

比賽中取得10積分和2分額
外積分，日本4戰全勝得19
分成為總冠軍，而一場不勝
的韓國有1分排第三。
利鍾斯樂見港隊自2015

年實行全職化的成效。香港
隊會暫時休假，讓球員休養
生息，可是7人隊成員要隨
即準備“亞洲七人欖球系列
賽”，而15人隊將在7月重
新集合，預備8月肯雅的集
訓。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曉莉

女單決賽於當地時間4日晚展開，
由奧運冠軍丁寧對陣首次殺入世

乒賽決賽的朱雨玲。據中新社消息，
心態輕鬆的丁寧很快進入狀態，以
11：4先下一城。不過朱雨玲很快適應
了場上的節奏，憑良好的防守能力，
以11：9、11：4連贏兩局反超。落後
的丁寧並未慌亂，頻頻使用賴以成名
的下蹲式發球破壞朱雨玲的接發球，
在以12：10拿下第四局後，丁寧再沒
給對手機會，利用多變的落點牢牢控
制住比賽節奏，以11：6、11：7再贏

兩局贏得全場比賽。

角色轉變 承受更大壓力
這是丁寧的第三個世乒賽冠軍，她

也成為繼鄧亞萍、王楠之後，第三位拿
到過三個世乒賽冠軍的中國選手。賽
後，她坦言，本屆世乒賽上面臨不小的
困難和考驗，自己沒想到最終能夠再次
拿冠軍。

“從一個衝擊別人的位置到了所
有人衝擊我的位置，而且以後都會是
別人衝擊我。”丁寧說，里約奧運會

實現大滿貫目標後，她面臨角色的
轉變，承受的壓力也更大，“世乒賽
上的每一場比賽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輸一場就出局了，所以每場比賽沒有
所謂‘更困難’的說法，因為它們的
結果都一樣。”

馬龍贏男單內戰奪冠
拿下個人第三座世乒賽女單冠軍獎

盃，丁寧幾乎已經拿遍了所有能拿到的
冠軍。她說，自己暫時還沒有下一個目
標，“我會好好思考再去做好這件事

情。”
至於當晚進行的男雙決賽，中國

選手樊振東／許昕以4：1力克日本
組合大島祐哉／森園政崇奪冠。而當
地時間5日進行的最後兩項比賽──
男子單打及女子雙打賽事，許昕在8
強以4：1淘汰日乒華裔13歲小將張
本智和，惟4強時以0：4不敵隊友馬
龍；另外，樊振東以4：0挫韓國的
李相秀，與馬龍在決賽會師，最終馬
龍以4：3贏這場“內戰”奪冠。女
子雙打決賽同樣被中國組合包攬
丁寧劉詩雯奪女雙冠軍。這樣，國乒
奪得5個單項比賽中的4枚金牌。至
於唯一打破中國壟繼的是日本組合石
川佳純／吉村真晴，他們以4：3挫
中華台北的陳建安/鄭怡靜，奪得混
雙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少林寺”沒落！足總5日召開董事
會，宣佈接納南華放棄來季角逐港超聯
的申請，這支有百年歷史的老牌球會
下季將轉戰甲組，是球隊歷史上首次落
入低組別聯賽，南華體育會發表聲明表
示放棄超聯席位是希望集中資源在青訓
上。

成立超過一百年的南華足球隊歷史
上從未試過降班，這次“自降”成為球
會史上“第一次”，南華近三季四大皆
空陷入低潮，上季足主張廣勇離開後一

直未有人接手，終於南華決定入信足總
表示希望放棄港超聯席位。而足總5日
召開董事會後宣佈接納南華申請，來季
南華將落入甲組作賽。

足總副主席貝鈞奇表示不會有追加
懲罰：“南華這次是自行決定降至甲
組，之前亦有先例可循，所以應該不會
有處分。”而南華體育會則發表聲明解
釋降班決定，表示是希望集中資源在青
訓上：“南華足球隊自創立至今，一直
致力培育年輕足球員。

而現今足球圈，長期欠缺足夠的年

輕優秀球員去推動足運，因此該會自去
年開始，已展開十年青訓計劃，重建該
會足球青訓系統，這個決定（降班）亦
是全需配合該計劃而行。”
會方強調球隊打好基礎後，會以新

面貌重返港超，這次決定是希望將原有
投放在超聯球隊的資源，轉為青訓發展
方面。南華足球隊成立於1908年，是香
港首支華人足球隊，為香港足壇傳統班
霸，亦是香港足球史上最成功的足球
會，曾41次奪得香港甲組足球聯賽的冠
軍。

南華南華棄棄港超港超 自降甲組整旗鼓自降甲組整旗鼓

2017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世乒賽）當地時間5日在德國

杜塞爾多夫落幕。實力雄厚的中國隊繼續獨霸天下，奪得5個

單項中的4枚金牌。其中，馬龍在一場“內戰”中以4：3戰勝

隊友樊振東男單稱王。而在之前一晚進行的女單決賽，丁寧以

4：2擊敗隊友朱雨玲，成為繼鄧亞萍、王楠之後，第三位獨

奪三屆世乒賽冠軍的中國選手。

杜塞爾多夫世乒賽男單8強賽，本屆賽
事最大黑馬、日乒華裔13歲小將張本智和以
1：4不敵國乒名將許昕，無緣準決賽。賽後
他表示這次世乒賽給了自己信心，希望在東
京奧運奪取金牌。

“今天（5日）自己的防守不好，對方
的旋轉很強，失誤也少，而我的失誤太多
了。”賽後在接受騰訊體育訪問時，張本智
和有點沮喪。“從沒想過能闖入世錦賽前
8，但自己很想再贏一場拿到獎牌，有一點難
受。”儘管止步4強，但13歲闖入世乒賽單
打8強，已創造日本乒壇歷史，日本隊上一
次最年輕闖入世乒賽單打8強的是2003年巴
黎世乒賽的福原愛，那一年她14歲。

“其實我沒有壓力，這次比賽就是拚，
贏了水谷，還贏許昕一局，讓自己的信心有
很大的提高。”張本智和表示：“我現在的
實力還不夠，但東京（奧運）時，我的目標
就是贏金牌，想贏高水平選手。”

張本智和的父母來自四川， 90年代初，
父母前往日本打球，張本智和和妹妹美和都
在日本出生、長大。張本智和透露，每年他
都會跟隨父親回老家四川兩次，邊探親邊和
那邊的省隊訓練。■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張本智和：
東京奧運奪冠

中國女排總教練郎平4日啟程前赴美國芝
加哥，接受左側髖關節置換手術。這是她第
12次因運動創傷接受手術。

臨行前，她在微博寫道：“今天出發準
備接受左側髖關節置換手術。出發前做足困難
準備：里約奧運比賽錄像拷到硬盤，術後臥床
學習業務；一些不長胖的小零食，還有羚銳通
絡祛痛膏……上次術後臥床和康復時，頸椎經
常感覺不適，朋友給我這個膏藥特別管用，這
次特意買了帶上！祝我一切順利！這次我爭取
跑回來哈！[加油][加油][加油] ！”

這是郎平第12次因運動創傷接受手術。
之前膝關節7次、頸椎1次、兩次髖關節清理

手術及一次髖關節
置換手術置換手術。。今年今年11
月月，，她完成右側髖她完成右側髖
關節置換手術後關節置換手術後，，
一直積極地進行康一直積極地進行康
復鍛煉復鍛煉，，恢復效果恢復效果
不俗不俗，，且不時且不時“炫

耀”自己腿好了，可以做更多示範動作。
在個人微博上，郎平還貼出行李箱照

片，裡面塞滿小零食、幫助放鬆肌肉的按摩
棒、緩解術後頸椎不適的膏藥、北京芝麻醬。
令人感動的是，她還準備了一份特殊的“精神
食糧”，就是大量的女排比賽錄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郎平郎平赴美做手術赴美做手術
仍心繫女排仍心繫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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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超最後一戰，南華以1：6慘敗東
方腳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郎平收拾行裝再次郎平收拾行裝再次
赴美赴美。。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郎媽媽（右）為郎平按摩頸部。 微博圖片

■■張本智和成張本智和成
為今屆世乒賽為今屆世乒賽
最 矚 目 的 新最 矚 目 的 新
星星。。 法新社法新社

■■許昕許昕（（左左））／樊振東／樊振東
奪男雙冠軍奪男雙冠軍。。 美聯社美聯社

■■朱雨玲朱雨玲
不敵丁寧不敵丁寧
獲 得 亞獲 得 亞
軍軍。。
法新社法新社

■■丁寧在頒獎後自丁寧在頒獎後自
拍留念拍留念。。 法新社法新社

■■南華悍將朱兆基黯然離場南華悍將朱兆基黯然離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港隊港隊（（藍衫藍衫））以以
3939：：33大勝韓國隊大勝韓國隊。。

世乒賽落幕 中國四金獨霸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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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足球青訓系統，這個決定（降班）亦
是全需配合該計劃而行。”

會方強調球隊打好基礎後，會以新
面貌重返港超，這次決定是希望將原有
投放在超聯球隊的資源，轉為青訓發展
方面。南華足球隊成立於1908年，是香
港首支華人足球隊，為香港足壇傳統班
霸，亦是香港足球史上最成功的足球
會，曾41次奪得香港甲組足球聯賽的冠
軍。

南華南華棄棄港超港超 自降甲組整旗鼓自降甲組整旗鼓

2017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世乒賽）當地時間5日在德國

杜塞爾多夫落幕。實力雄厚的中國隊繼續獨霸天下，奪得5個

單項中的4枚金牌。其中，馬龍在一場“內戰”中以4：3戰勝

隊友樊振東男單稱王。而在之前一晚進行的女單決賽，丁寧以

4：2擊敗隊友朱雨玲，成為繼鄧亞萍、王楠之後，第三位獨

奪三屆世乒賽冠軍的中國選手。

杜塞爾多夫世乒賽男單8強賽，本屆賽
事最大黑馬、日乒華裔13歲小將張本智和以
1：4不敵國乒名將許昕，無緣準決賽。賽後
他表示這次世乒賽給了自己信心，希望在東
京奧運奪取金牌。

“今天（5日）自己的防守不好，對方
的旋轉很強，失誤也少，而我的失誤太多
了。”賽後在接受騰訊體育訪問時，張本智
和有點沮喪。“從沒想過能闖入世錦賽前
8，但自己很想再贏一場拿到獎牌，有一點難
受。”儘管止步4強，但13歲闖入世乒賽單
打8強，已創造日本乒壇歷史，日本隊上一
次最年輕闖入世乒賽單打8強的是2003年巴
黎世乒賽的福原愛，那一年她14歲。

“其實我沒有壓力，這次比賽就是拚，
贏了水谷，還贏許昕一局，讓自己的信心有
很大的提高。”張本智和表示：“我現在的
實力還不夠，但東京（奧運）時，我的目標
就是贏金牌，想贏高水平選手。”

張本智和的父母來自四川， 90年代初，
父母前往日本打球，張本智和和妹妹美和都
在日本出生、長大。張本智和透露，每年他
都會跟隨父親回老家四川兩次，邊探親邊和
那邊的省隊訓練。■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張本智和：
東京奧運奪冠

中國女排總教練郎平4日啟程前赴美國芝
加哥，接受左側髖關節置換手術。這是她第
12次因運動創傷接受手術。

臨行前，她在微博寫道：“今天出發準
備接受左側髖關節置換手術。出發前做足困難
準備：里約奧運比賽錄像拷到硬盤，術後臥床
學習業務；一些不長胖的小零食，還有羚銳通
絡祛痛膏……上次術後臥床和康復時，頸椎經
常感覺不適，朋友給我這個膏藥特別管用，這
次特意買了帶上！祝我一切順利！這次我爭取
跑回來哈！[加油][加油][加油] ！”

這是郎平第12次因運動創傷接受手術。
之前膝關節7次、頸椎1次、兩次髖關節清理

手術及一次髖關節
置換手術置換手術。。今年今年11
月月，，她完成右側髖她完成右側髖
關節置換手術後關節置換手術後，，
一直積極地進行康一直積極地進行康
復鍛煉復鍛煉，，恢復效果恢復效果
不俗不俗，，且不時且不時“炫

耀”自己腿好了，可以做更多示範動作。
在個人微博上，郎平還貼出行李箱照

片，裡面塞滿小零食、幫助放鬆肌肉的按摩
棒、緩解術後頸椎不適的膏藥、北京芝麻醬。
令人感動的是，她還準備了一份特殊的“精神
食糧”，就是大量的女排比賽錄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郎平郎平赴美做手術赴美做手術
仍心繫女排仍心繫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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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超最後一戰，南華以1：6慘敗東
方腳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郎平收拾行裝再次郎平收拾行裝再次
赴美赴美。。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郎媽媽（右）為郎平按摩頸部。 微博圖片

■■張本智和成張本智和成
為今屆世乒賽為今屆世乒賽
最 矚 目 的 新最 矚 目 的 新
星星。。 法新社法新社

■■許昕許昕（（左左））／樊振東／樊振東
奪男雙冠軍奪男雙冠軍。。 美聯社美聯社

■■朱雨玲朱雨玲
不敵丁寧不敵丁寧
獲 得 亞獲 得 亞
軍軍。。
法新社法新社

■■丁寧在頒獎後自丁寧在頒獎後自
拍留念拍留念。。 法新社法新社

■■南華悍將朱兆基黯然離場南華悍將朱兆基黯然離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港隊港隊（（藍衫藍衫））以以
3939：：33大勝韓國隊大勝韓國隊。。

世乒賽落幕 中國四金獨霸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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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陳柏
宇（Jason）5日到香港紅磡出席“第一
屆香港國際飛鏢節”，將於下月2日結
婚的他，日前發放與未婚妻符曉薇在英
國所拍的甜蜜結婚相。問到會否“放
閃”到結婚當日？Jason笑說：“一次過
放啦。”

距離婚禮不足一個月，Jason透露
婚禮已進入收尾階段，會在九展筵開
40圍，已派了百多張帖，其他的就電
郵通知，但都已令他很頭痛。對於何時
停工專心辦婚禮，Jason笑說：“7月1
日會放假，6月30日還要談工作，7月
2日至14日會放假兼度蜜月。原本計劃

去夏威夷，但商務客位要三萬元（港
元，下同）一位，經濟位就五千幾，能
節省就節省。”笑問是否等一元機票？
他就笑而不語。他指婚禮已用了六位
數：“六位中，不是六位尾，你以為我
發達嗎！結婚一筆，以後生小孩又要搬
房子，租屋又貴，找人照顧小孩又一
筆。 ”

Jason又自爆籌備婚禮時與未婚妻
有些爭吵，“她對一些傳統習俗最有意
見。斟茶接新娘，她想做的那些才
做。”至於可有叫姊妹團於婚禮時留
手？他說：“沒有呀，都是叫兄弟幫
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
慶全）余曉彤（Hidy）5日為
健身中心拍攝硬照，她坦言
向來愛做運動，今次最大的
酬勞是可以免費做Gym，獲
得一世健康，所以也當這𥚃
的健身室是另一個家。

Hidy表示電影《辣警霸
王花2》將於8月開拍，今次
會比上集有更多打戲，故已
開始練功夫和射擊，希望能
練出八塊腹肌。至於即使有
性感演出，她也只限會露
腰。鄭欣宜曾與Hidy 合演
《辣》片，會否帶對方來做
Gym？Hidy笑指也可以，因
為之前有一起玩過潛水，而
健身中心也有器材做到和潛
水相似的效果，屆時可帶欣
宜來玩。

Hidy又表示正學習去考
健身教練牌照，5日她特別介
紹其健碩靚仔教練Sam。當
教練除衫展示肌肉拍照時，
她即笑住摸他的“巨胸”
說：“我都是第一次見他脫
衣服！”笑問老公會否吃
醋？Hidy笑說：“真的差好
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衛蘭5
日到電台宣傳新歌《一格格》，而全新EP
唱片將於下月推出。

衛蘭近期都要到內地登台演出，並要
為國語碟錄音，所以唱到嗓子也相當疲
累，不過於內地工作時可以遇到很多值得
欣賞的歌手和音樂。像之前出席青島音樂
節，她見到不少樂隊也很有型，並特別欣
賞女歌手袁婭維，希望可以跟他們合作，
將出眾的音樂帶來香港。

另外，當談到妹妹衛詩大爆有人展開
追求時，衛蘭反爆料道：“她都有人追，
而且也不錯。那男的是個圈外人，認識了
半年，不過仍在觀察中，（二人）間中會
單獨出街，又會互相短訊問候。”

至於衛蘭自己的追求者，她坦言對方
年紀較輕，加上她本身又太保護自己，故
也擔心因自己太小心而將對方嚇怕，未能
進一步溝通。所以衛蘭會盡量讓自己慢慢
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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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請40圍派帖感頭痛

陳柏宇辦婚禮成本重

內地登台認識出眾歌手 衛蘭激讚袁婭維

■■余曉彤示範做運動余曉彤示範做運動，，突出身突出身
材一覽無遺材一覽無遺。。

■■HidyHidy不怕另一半吃醋不怕另一半吃醋。。

■■衛蘭衛蘭■■陳柏宇陳柏宇((左二左二))指未婚妻對某些習俗有點意見指未婚妻對某些習俗有點意見。。

於5晚 7時05分現身尖沙咀的謝霆
鋒，在眾多圍觀者面前坐低後便

說：“不好意思，我病了。其實我事前
並不知道什麼是‘音樂大童’，直至今
日（5日）接受他們挑戰才明白。當我
在時代廣場玩了一會，就明白到底是什
麼一回事，真的很有意思。他們邀請再
來多次，中午快了點只得一首歌，有些
人亦來不到，所以再來。Anyway，成件
事都挺有意義。”鍾舒漫表示今次“音
樂大童”，是一個想尋找好歌聲的平

台，目的是邀請對音樂有熱誠的朋友，
灌錄一個屬於自己的版本，最好的就可
以帶去錄音室。接着霆鋒表示音樂是無
國界、無國籍，喜歡的人都可來發揮靈
感，他自己都很支持這個活動，事關香
港人很久也沒試過聚集在一起玩音樂。

打斷說話向羅力威致歉
當一眾歌手在自我介紹時，被霆鋒

打斷的羅力威就說：“霆鋒哥哥，我可
不可以介紹自己？”霆鋒就對他說不好

意思。

下午拉Eric Kwok一起演出
在大家試音時，鍾舒漫就對負責打

鼓的霆鋒說：“霆鋒哥哥，可不可以打
慢少少。”打得興起的霆鋒更打到甩了
隻拖鞋！眾人唱完歌後即閃，逗留現場
前後不足十分鐘，記者想上前訪問霆鋒
也不得要領。至於下午在銅鑼灣的表
演，五名師弟師妹先演繹了霆鋒的《壞
習慣》，隨後便是活動主題曲《音樂大

童》，正當幾位歌手準備獻唱時，遠處
有把聲音送上驚喜︰“你們在做什
麼？”原來是師兄霆鋒，在場五名歌手
即被這份驚喜嚇到失神。

而眼利的霆鋒更從人群中發現歌曲
監製Eric Kwok，並謂：“首歌是你寫
的，那你不能走啦！”便將Eric Kwok
納入表演陣容中。於是這次Busking本
來只是五位歌手參與，中途殺出大師兄
霆鋒及Eric Kwok，令現場氣氛推至高
峰。

齊撐尋找好歌聲平台“音樂大童”

霆鋒 喜
五師弟妹興奮

驚 現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謝霆鋒5日聯同同

屬英皇的歌手泳兒、鍾舒

漫、洪卓立、羅力威及許

靖韻，連走兩場進行街頭

音樂表演。他們在下午先

到銅鑼灣時代廣場“快

閃”演出，到晚上再轉去

尖沙咀海港城表演，並即

場唱出《音樂大童》，吸

引逾三百人圍觀。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鄭雲
風）明年2月25日是韓國平昌冬奧會閉
幕式舉行的日子，那時下一個舉辦城市
北京將在交接儀式呈獻8分鐘的表演。

負責創作這場表演的著名導演張藝謀表
示，團隊已開始策劃表演，希望藉此吸
引更多人關心 2022年冬奧會，實現
“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的目標。

平昌冬奧閉幕式正值
中國新年，張藝謀對此表
示：“不僅是過年，我們
要用獨特的文化信息，在
短短幾分鐘裡讓更多海外
觀眾產生‘我想去中國’
的濃厚興趣。”不過，張
藝謀承認中國對探索文化
符號仍處學習階段，還沒

得到世界公認，需要通過大眾認同的符
號來建立共識，繼而傳遞新理念。“最
直觀、最典型的中國歷史文化符號，能
讓從未到過中國的外國人瞬間想到Chi-
na。”

要成為今次的表演者困難重重，在
冬奧雙人花滑冠軍申雪和趙宏博的指導
下，八名“零基礎”營員接受數月的花
滑訓練，經選拔後來決定勝利者。趙宏
博說：“這些從沒上過冰的營員，在短
時間內成為‘冰上高手’，通過真實記
錄，向觀眾展示花樣滑冰的艱辛，吸引
更多人關注、參與冰上運動。”

創作冬奧閉幕表演
張藝謀：讓外國人“想去中國”

■(右起)泳兒和洪卓立唱得相當投入。

■■張藝謀張藝謀((右一右一))為參加為參加《《跨界冰雪王跨界冰雪王》》的演員講的演員講
解拍攝動作解拍攝動作。。 新華社新華社

■■霆鋒霆鋒((左三左三))為五名師弟師妹現身打氣為五名師弟師妹現身打氣。。

■謝霆鋒甫一現身，即令在時代廣
場圍觀的人們起哄。

■謝霆鋒5日突
然現身銅鑼灣和
尖沙咀(圖)，和
五名師弟師妹大
玩街頭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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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陳柏
宇（Jason）5日到香港紅磡出席“第一
屆香港國際飛鏢節”，將於下月2日結
婚的他，日前發放與未婚妻符曉薇在英
國所拍的甜蜜結婚相。問到會否“放
閃”到結婚當日？Jason笑說：“一次過
放啦。”

距離婚禮不足一個月，Jason透露
婚禮已進入收尾階段，會在九展筵開
40圍，已派了百多張帖，其他的就電
郵通知，但都已令他很頭痛。對於何時
停工專心辦婚禮，Jason笑說：“7月1
日會放假，6月30日還要談工作，7月
2日至14日會放假兼度蜜月。原本計劃

去夏威夷，但商務客位要三萬元（港
元，下同）一位，經濟位就五千幾，能
節省就節省。”笑問是否等一元機票？
他就笑而不語。他指婚禮已用了六位
數：“六位中，不是六位尾，你以為我
發達嗎！結婚一筆，以後生小孩又要搬
房子，租屋又貴，找人照顧小孩又一
筆。 ”

Jason又自爆籌備婚禮時與未婚妻
有些爭吵，“她對一些傳統習俗最有意
見。斟茶接新娘，她想做的那些才
做。”至於可有叫姊妹團於婚禮時留
手？他說：“沒有呀，都是叫兄弟幫
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
慶全）余曉彤（Hidy）5日為
健身中心拍攝硬照，她坦言
向來愛做運動，今次最大的
酬勞是可以免費做Gym，獲
得一世健康，所以也當這𥚃
的健身室是另一個家。

Hidy表示電影《辣警霸
王花2》將於8月開拍，今次
會比上集有更多打戲，故已
開始練功夫和射擊，希望能
練出八塊腹肌。至於即使有
性感演出，她也只限會露
腰。鄭欣宜曾與Hidy 合演
《辣》片，會否帶對方來做
Gym？Hidy笑指也可以，因
為之前有一起玩過潛水，而
健身中心也有器材做到和潛
水相似的效果，屆時可帶欣
宜來玩。

Hidy又表示正學習去考
健身教練牌照，5日她特別介
紹其健碩靚仔教練Sam。當
教練除衫展示肌肉拍照時，
她即笑住摸他的“巨胸”
說：“我都是第一次見他脫
衣服！”笑問老公會否吃
醋？Hidy笑說：“真的差好
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衛蘭5
日到電台宣傳新歌《一格格》，而全新EP
唱片將於下月推出。

衛蘭近期都要到內地登台演出，並要
為國語碟錄音，所以唱到嗓子也相當疲
累，不過於內地工作時可以遇到很多值得
欣賞的歌手和音樂。像之前出席青島音樂
節，她見到不少樂隊也很有型，並特別欣
賞女歌手袁婭維，希望可以跟他們合作，
將出眾的音樂帶來香港。

另外，當談到妹妹衛詩大爆有人展開
追求時，衛蘭反爆料道：“她都有人追，
而且也不錯。那男的是個圈外人，認識了
半年，不過仍在觀察中，（二人）間中會
單獨出街，又會互相短訊問候。”

至於衛蘭自己的追求者，她坦言對方
年紀較輕，加上她本身又太保護自己，故
也擔心因自己太小心而將對方嚇怕，未能
進一步溝通。所以衛蘭會盡量讓自己慢慢
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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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請40圍派帖感頭痛

陳柏宇辦婚禮成本重

內地登台認識出眾歌手 衛蘭激讚袁婭維

■■余曉彤示範做運動余曉彤示範做運動，，突出身突出身
材一覽無遺材一覽無遺。。

■■HidyHidy不怕另一半吃醋不怕另一半吃醋。。

■■衛蘭衛蘭■■陳柏宇陳柏宇((左二左二))指未婚妻對某些習俗有點意見指未婚妻對某些習俗有點意見。。

於5晚 7時05分現身尖沙咀的謝霆
鋒，在眾多圍觀者面前坐低後便

說：“不好意思，我病了。其實我事前
並不知道什麼是‘音樂大童’，直至今
日（5日）接受他們挑戰才明白。當我
在時代廣場玩了一會，就明白到底是什
麼一回事，真的很有意思。他們邀請再
來多次，中午快了點只得一首歌，有些
人亦來不到，所以再來。Anyway，成件
事都挺有意義。”鍾舒漫表示今次“音
樂大童”，是一個想尋找好歌聲的平

台，目的是邀請對音樂有熱誠的朋友，
灌錄一個屬於自己的版本，最好的就可
以帶去錄音室。接着霆鋒表示音樂是無
國界、無國籍，喜歡的人都可來發揮靈
感，他自己都很支持這個活動，事關香
港人很久也沒試過聚集在一起玩音樂。

打斷說話向羅力威致歉
當一眾歌手在自我介紹時，被霆鋒

打斷的羅力威就說：“霆鋒哥哥，我可
不可以介紹自己？”霆鋒就對他說不好

意思。

下午拉Eric Kwok一起演出
在大家試音時，鍾舒漫就對負責打

鼓的霆鋒說：“霆鋒哥哥，可不可以打
慢少少。”打得興起的霆鋒更打到甩了
隻拖鞋！眾人唱完歌後即閃，逗留現場
前後不足十分鐘，記者想上前訪問霆鋒
也不得要領。至於下午在銅鑼灣的表
演，五名師弟師妹先演繹了霆鋒的《壞
習慣》，隨後便是活動主題曲《音樂大

童》，正當幾位歌手準備獻唱時，遠處
有把聲音送上驚喜︰“你們在做什
麼？”原來是師兄霆鋒，在場五名歌手
即被這份驚喜嚇到失神。

而眼利的霆鋒更從人群中發現歌曲
監製Eric Kwok，並謂：“首歌是你寫
的，那你不能走啦！”便將Eric Kwok
納入表演陣容中。於是這次Busking本
來只是五位歌手參與，中途殺出大師兄
霆鋒及Eric Kwok，令現場氣氛推至高
峰。

齊撐尋找好歌聲平台“音樂大童”

霆鋒 喜
五師弟妹興奮

驚 現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謝霆鋒5日聯同同

屬英皇的歌手泳兒、鍾舒

漫、洪卓立、羅力威及許

靖韻，連走兩場進行街頭

音樂表演。他們在下午先

到銅鑼灣時代廣場“快

閃”演出，到晚上再轉去

尖沙咀海港城表演，並即

場唱出《音樂大童》，吸

引逾三百人圍觀。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鄭雲
風）明年2月25日是韓國平昌冬奧會閉
幕式舉行的日子，那時下一個舉辦城市
北京將在交接儀式呈獻8分鐘的表演。

負責創作這場表演的著名導演張藝謀表
示，團隊已開始策劃表演，希望藉此吸
引更多人關心 2022年冬奧會，實現
“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的目標。

平昌冬奧閉幕式正值
中國新年，張藝謀對此表
示：“不僅是過年，我們
要用獨特的文化信息，在
短短幾分鐘裡讓更多海外
觀眾產生‘我想去中國’
的濃厚興趣。”不過，張
藝謀承認中國對探索文化
符號仍處學習階段，還沒

得到世界公認，需要通過大眾認同的符
號來建立共識，繼而傳遞新理念。“最
直觀、最典型的中國歷史文化符號，能
讓從未到過中國的外國人瞬間想到Chi-
na。”

要成為今次的表演者困難重重，在
冬奧雙人花滑冠軍申雪和趙宏博的指導
下，八名“零基礎”營員接受數月的花
滑訓練，經選拔後來決定勝利者。趙宏
博說：“這些從沒上過冰的營員，在短
時間內成為‘冰上高手’，通過真實記
錄，向觀眾展示花樣滑冰的艱辛，吸引
更多人關注、參與冰上運動。”

創作冬奧閉幕表演
張藝謀：讓外國人“想去中國”

■(右起)泳兒和洪卓立唱得相當投入。

■■張藝謀張藝謀((右一右一))為參加為參加《《跨界冰雪王跨界冰雪王》》的演員講的演員講
解拍攝動作解拍攝動作。。 新華社新華社

■■霆鋒霆鋒((左三左三))為五名師弟師妹現身打氣為五名師弟師妹現身打氣。。

■謝霆鋒甫一現身，即令在時代廣
場圍觀的人們起哄。

■謝霆鋒5日突
然現身銅鑼灣和
尖沙咀(圖)，和
五名師弟師妹大
玩街頭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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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心淩分手後重回認愛現場
面露微笑似心情大好

據臺灣媒體報道，王心淩2日登上臺北小巨蛋舞臺，為4日

的《2017hito流行音樂獎》提前彩排，並大跳舞曲《少女的祈禱

》，還揮舞著彩虹旗，大聊自己對愛的看法。這次也是王心淩

和姚元浩分手後首次公開露面，看起來心情大好的她，坦言已

將心情和身體都調整到最好的狀態迎接演出。

王心淩五月底才重啟巡回演出，演唱會剛結束不久，王心

淩持續投入健身，腹肌和翹臀全都健身有成，讓她自豪的說：

“有有有，有練，都有跟教練將，要練屁股跟腹肌，現在自己

看了很開心，洗澡的時候會多看兩下。”

王心淩上次登上臺北小巨蛋是巡演，巡演時曾經在臺上大

方認愛，“因為壹場戀愛失去了所有，包括正在籌備的小巨蛋

演唱會，有人說我勇敢，也有人說我太傻”如果再來壹次的話

，還會那麽勇敢去愛嗎？王心淩用臺語可愛表示：“那時候真

的很累，別再來壹次了。”

這次再回小巨蛋演出，王心淩心情放松，露出微笑說：

“心情上有點趕，因為剛好有下暴雨，害怕大家等太久，沒有

想太多，就是認真準備演出，迎接忙碌的工作。”王心淩分手

後，事業運大開，不僅巡演安排到明年，更希望有機會可以再

次回到臺北小巨蛋舉辦安可場。

《《夢幻佳期夢幻佳期》》66..99上映曝主海報上映曝主海報
昆淩錢楓蒲巴甲領銜主演昆淩錢楓蒲巴甲領銜主演
閨蜜三人勇敢追愛閨蜜三人勇敢追愛

日前，《夢幻佳期》發布了電影人物主海報，主演昆淩、

錢楓、蒲巴甲、楊菲洋集體亮相。海報風格唯美極富浪漫主義

色彩，他們將演繹怎樣的愛情故事？他們的背後又暗藏了怎樣

的玄機？通過對海報的解讀，讓觀眾對影片充滿了期待。

此次《夢幻佳期》發布的主海報設計風格唯美浪漫，設計

師巧妙運用了不同的色彩暗喻四人片中角色的感情色彩和性格

差異。整張海報在畫面的構圖上被分成了四份，依次排列了片

中四位主要演員昆淩、錢楓、蒲巴甲和楊菲洋，這種構圖在視

覺上形成了色塊平衡感，仿佛在訴說著壹個感人的愛情故事。

排在海報第壹位的是女演員昆淩，藍色的背景色沈靜而憂

郁，此次天王嫂飾演的美女醫生艾米，她沈靜睿智眼神裏滿是

悲憫。片中的她對於感情有著壹份獨有的自信與從容，也正是

因為她的努力，才挽救了壹份幾乎被淹沒的愛情，讓壹對有情

人得以重新牽手。

男主角錢楓壹身西裝的造型，充分體現出他的學識和修養

，而他背景顏色混淆不單壹，似乎也暗示了他在愛情裏的搖擺

不定，當他將自己的女友留在國內，獨自去美國打拼的時候，

他們的愛情不論在時間還是空間面前都變得非常脆弱。

蒲巴甲的綠色背景充滿青春朝氣蓬勃的活力，由他飾演的

青年畫家黃俊傑就是壹個樂觀向上心懷美好的文藝青年。對於

愛情他有著自己的渴望和追求，但是來自家族的壓力和阻力，

讓這位年輕的畫家停滯不前。面容姣好的楊菲洋，她的褐色背

景溫暖而曖昧，由她飾演的模特蘇珊美麗知性，半露的香肩充

滿誘惑，看似恬淡實則暗藏心機。褐色又暗含曖昧與錢楓的背

景顏色十分貼近，他們二人之間又有什麽樣的交集呢？

《夢幻佳期》以三位女主角各自的愛情故事為線索，講述了閨蜜三人對愛情滿懷期待，卻又在尋愛的路上歷經重重

磨難，每個人在愛情中都有自己的坎坷和際遇，所幸的是，她們最終分別找到了自己的愛情歸宿，正如海報上那句深情

的告白：“只怪我，沒有早點遇到妳”，三位積極向上的女孩共同面對坎坷共同攜手踏進了婚姻殿堂。

電影《夢幻佳期》是由王凱陽、章俊夫執導，昆淩、錢楓、蒲巴甲等多位明星傾情出演的浪漫愛情電影，將於6月9

日全國上映。

小亨堡終於同框小亨堡終於同框HebeHebe
女神太美看傻…女神太美看傻… 「「這幾天會失眠這幾天會失眠」」

小亨堡欣賞田馥甄（Hebe）
多年，4 日為了親眼在 Hito 流行
音樂獎典禮上，壹睹女神風采，
跟隨範瑋琪壹起出發到小巨蛋，
甚至單獨留到最後壹刻，好不容
易終於等到女神，5 日淩晨曬出
與偶像難得的同框照，不只連說
了3次 「好美」 ，還回味無窮地
說： 「這幾天會失眠吧。」

小亨堡在Instagram感謝範瑋
琪帶著她去看偶像田馥甄，也謝
謝陳建州單獨在家照料飛飛翔翔
，好讓她能安心出門，得知範範
先行回家帶小孩，只為了讓她能
待到偶像出場，有點不好意思地
說： 「全後臺的人都知道黑範保
母很迷…田馥甄了。」

終於等到田馥甄結束表演、
回到後臺，小亨堡把握與女神合

照的機會，留下珍貴的同框照，
只見她站在身穿紫色薄紗洋裝的
偶像旁，比出 YA 的勝利手勢，
笑容有點靦腆，與身高 161 公分
、蹬著高跟鞋的女神，呈現出超
萌身高差，興奮誇讚對方真的好
漂亮， 「看到女神我也是醉了，
這幾天會失眠吧」 ，羨慕死大票
網友。

小亨堡IG全文：
謝謝範姐帶我去追星

謝謝黑哥輕鬆壹打二的讓我去追
星..

謝謝今天每壹個熱情的人...
全後臺的人都知道黑範保母很迷

..田馥甄了
田馥甄真的好美～好美～好美

看到女神我也是醉了
這幾天會失眠吧

「2017 hito流行音樂獎頒獎典禮」4日在台北小巨蛋登場，

五月天拿下「hito長壽專輯」、「hito樂團」、「Hit Fm全球傳

媒大獎」、「年度十大華語歌曲」4大獎，成為當晚最大贏家。

後台被稱讚「成為最持久團體」心得，五月天笑說：「謝謝，

喜歡這個封號。」但被問誰最持久？5人相視而笑，逗樂全場。

五月天現場演唱新歌《人生有限公司》、《兄弟》、《最好的一天》，

擔任壓軸全場嗨翻，特別找來10位舞者在前方上演舞台

劇，全場嗨翻。今年金曲，五月天共入圍8項成為大贏家

，也打破了過往紀錄，他們屆時也將全員出席金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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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世高手》曝相愛相殺海報

郭采潔範偉顛覆形象
陳沖帶女兒進組

由盧正雨自導自演，郭采潔、範偉、陳沖等主演的喜劇電影《絕世高手》即將於7
月7日上映。

今日片方曝光了兩款“相愛相殺”版海報。“女張飛”郭采潔身穿肌肉裝，霸氣
外露，盧正雨則蹲在壹旁，表情像是在求饒。範偉和陳沖則是首次飾演情侶，海報
中，兩人看似對立，背後的化身卻很誠實，緊緊擁抱在壹起。

電影《絕世高手》中，和範偉飾演情侶的是金馬影後陳沖。盧正雨透露：“當初
把劇本給到陳沖老師的時候，很擔心她覺得太顛覆了，結果她回復我說可以再顛覆壹
些，她就是想演不壹樣的。”最後，陳沖不僅自己出演，還把女兒許文姍也帶來了，
足見她對電影的喜愛。據悉，這是許文姍第壹次出演電影，飾演的正是陳沖年輕時的
角色，在拍攝當天，劇組的人見了她之後都驚呼“太像了，很陳沖老師年輕時簡直壹
模壹樣”。

《明月幾時有》
是“殺氣騰騰”的許鞍華
周迅彭於晏霍建華率
“愛國者聯盟”首亮相
妳見過“殺氣騰騰”的許鞍華嗎？

她的新片《明月幾時有》就被博納董事

長於冬定義為壹部熱血槍戰大片。周

迅、彭於晏、霍建華率“愛國者聯盟”

首度現身，推介這部香港回歸二十周年

獻禮片。

影片講述了以香港傳奇女性“方姑”

為代表的仁人誌士，在1940年代風雲變幻

的香港展開生死救援的故事。片中，歷史

上著名的“東江縱隊生死大營救”事件是

重要的敘事線索——彼時，廣東人民抗日

遊擊隊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克服重重困

難，將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

奮等數百文化名人及愛國民主人士成功

營救出戰火紛飛的香港。

許鞍華表示，《明月幾時有》與以

往抗戰題材相比有很大不同，“這是壹

段並不廣為人知，但不應該被遺忘的歷

史。令我感動的是，那些看

似平凡的小人物，在面對家

仇國恨時都能不計個人得失，

挺身而出，他們都是我心目

中的大英雄。所以這次我找

了我最喜歡的演員來演這些

人，而他們的表現也讓我非

常有信心”。

周迅出演女主角方蘭，

她認為從小學老師蛻變成遊

擊隊長完全是壹個自然而然

的過程：“她本來是壹個普通的小學教

師，在那樣壹個動蕩的大時代下，可以

說是被瞬間激發出了以前自己都不知道

的巨大能量，學會了發傳單、送情報這

些很‘專業’的工作，她選擇了另外壹

種人生，為的是保衛自己的家人，能給

更多的中國人帶回寧靜的生活。”

彭於晏出演歷史上名揚港九的神槍

手劉黑仔，他坦言要演好這個人物，

“演技”是很重要的事，“不是說我本

人的演技，因為歷史上的劉黑仔演技就

很好，經常演話劇宣傳抗日思想，在執

行各種危險的任務時，他更發揮了‘演

技好’的特點，可以隨時根據環境改變

身份。”而對於能飾演這個角色，彭於

晏除了表達對導演的感謝之外，更坦言

這其中也隱藏著自己壹直以來的願望：

“當年在加拿大讀書 的時候常常被欺

負，後來做演員之後就特別希望能出演

壹個對抗外敵的英雄人物，如今終於等

到了劉黑仔，

我希望能通過

這個角色告訴

大家，中國人

不能被欺負！”

霍建華在

發布會現場則

表現出了跟戲

裏的“特工”李錦榮相似的氣場——

沈穩而內斂，但在向現場媒體介紹這

個角色的時候，他掩飾不住語氣中的欣

賞，表示這其實是壹個非常有趣的角

色：“很多人覺得特工的身份比較沈

重，但其實李錦榮非常樂觀、幽默，

懂生活情趣，會下廚做飯，對我們中

國自己的古典詩詞很有研究，還會講

日語、英文，到了關鍵時刻，這些才

藝就會成為他的武器，幫助他與敵營

外的戰友們裏應外合，共同完成大營

救的任務。”

許鞍華的電影壹直是品質保證，但

市場表現卻不盡如人意。於冬談及合作

淵源時表示，因為《桃姐》合作非常

好，所以兩人相約再拍壹部。當初於冬

沒看《桃姐》的劇本就投資了，同事還

在問他要不要認真看壹下再做決定，他

笑言“看了我就不投了”，因為清楚

《桃姐》在香港輾轉四年都沒有找到投

資，所以也算是為情懷買壹次單，但沒

想到《桃姐》為他帶來很多榮譽。於冬

還談到《黃金時代》，他為電影被市場

埋沒感到可惜，“如果我做制片人，

壹定不會讓它上映三小時的版本，壹定

剪成兩個小時”。在於冬看來，許鞍華

是壹個不會在壹個鏡頭上亂花錢，也不

會為壹個鏡頭省錢的導演，她拍的壹定

都是最想拍的，所以演她的戲，因為預

算有限，很多明星都是友情價。有趣的

是，這番話也引來許鞍華“抗議”，她

笑著說：“為什麽明星演我的戲都要減

價，老板投資我的戲都要低價呢？我不

服氣！”

郭濤和春夏也出席了發布會，郭濤

飾演“被營救”的茅盾先生，而和霍建

華演“同事”的春夏本是位名媛，後家

遭變故，家仇國恨交織之下，她飾演的

張詠賢成了壹名年輕而勇敢的“偽裝

者”。《明月幾時有》也是博納繼《智

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後的第三

部“紅色正能量大片”，於冬寄予厚

望，他說：“許鞍華拍槍戰片，這可是

破天荒頭壹次，我們希望通過這部影片

可以讓年輕觀眾認識這些我們中國自己

的超級英雄，他們沒有超能力，但他們

也同樣拯救過這個世界，用犧牲自己的

方式，帶給更多人平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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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動作片《心理罪之城市之光》

發布同名角色版概念預告，並同步曝

光先導海報。電影《心理罪之城市之

光》鮮有的為片中主要角色量身定制

概念版預告，為角色背景之豐富、人

物性格之復雜埋下伏筆。預告中，黑

暗與暴力交織，鄧超、阮經天、劉詩

詩、林嘉欣、郭京飛五位主創的內心

獨白更是將“城市之光”抽絲剝繭。

“當殺戮成為實現公平的唯壹

手段，當暴力成為這座城市的信仰，

在我的余生裏，只有壹件事情可以做，

以警察的名義，熄滅那縷光”……預

告中，五位主創充滿儀式感的內心獨

白凸顯角色性格，每個人都在追尋心

中的“光”。預告片為影片定下了壹

絲神秘的基調。

鄧超飾演的犯罪心理專家方木身

陷連環殺人案，兇手堅稱自己是“城

市之光”，並以挑戰人性的方式對

“罪惡”進行宣判，受害人以匪夷所

思的方式接連遇害。方木撥開重重迷

霧，不惜賭上自己的性命，只為重新

撥正法律的天平。阮經天飾演的兇手

江亞在影片中與鄧超不僅有精彩的心

理戰，還有拳拳到肉的互搏。預告中

阮經天壹絲若有似無的笑意禽在嘴角，壹個拖動屍體

在走廊緩慢前行的鏡頭，隔著屏幕都讓人感受到涼意。

劉詩詩顛覆形象以壹頭短發亮相，飾演痕跡學專家米

楠，預告中的打戲鏡頭幹脆利落，變身幹練警花。

林嘉欣飾演的神秘人魏巍雖然大部分時間都在

“沈睡”，卻是掌握兇手秘密最多的壹個關鍵角色。

郭京飛飾演的律師任川本該是維持正義的化身，卻被

兇手操縱，成為全民審判的對象。

隨預告發布的，還有壹張先導海報。海報中，滂

沱大雨給整座城市增添幾分蕭索，疑似罪案現場的場

景之內，屍體彰顯著罪惡，壹身黑衣靜默佇立的男子、

手持槍械的辦案人員、坐著輪椅和垂首而立的神秘人

各懷心事。

《心理罪之城市之光》是雷米小說《心理罪》的

最新壹部，被讀者稱贊是“整個系列裏立意最好的”，

心理犯罪的燒腦程度再次升級，改編為電影同樣使人

期待。

《復合大師》
曝“愛情老虎機”版預告
鄧超投資的首部電視劇

閆妮陳赫客串
分手和復合的關系像什麽？是壹枚硬幣的正反面？

還是壹張唱片的AB面？這是壹個有趣的問題。鄧超投資

的首部電視劇《復合大師》近日發布了壹款名為“愛情

老虎機”的預告片，用“老虎機”表達了這種關系：分

手和復合其實是緣分的壹種變體，能否收獲愛情，有時

候需要運氣。

在這部預告片裏，主演賈乃亮、王曉晨、代樂樂，

友情出演的閆妮、陳赫、謝楠、李茂，承擔分手復合重

任的梁超、張超、吳亞衡、屈菁菁等人，壹個個變成老

虎機裏的小圖標，在命運大手搖動下，大家掉入人生海

海，與不同的TA偶遇：有的角色被命運女神眷顧，或有

情人終成眷屬、或破鏡重圓喜極而泣、或渡盡劫波情誼

在；而有的則好聚開始最終好散結束，從此江湖不見天

涯路人。正如這部預告片所說，愛情，有時候是壹種運

氣。在愛情裏，當妳遇到對的人，仿佛中了大獎，獲得

人生至寶；而壹旦遇人不淑、遇人不適，與其痛苦將

就、不如痛快分手；與其掙紮勉強，不如止損出局。而

分手與復合，本身都是愛情中的常態。

為了講好分分合合的都市故事，《復合大師》以單

元劇的形式，呈現七種形態各異的愛情狀態：除賈乃

亮、王曉晨、代樂樂三位主演的“紅玫瑰與白玫瑰”戲

份外，李茂和謝楠的明星情侶為愛隱忍；閆妮和“尓

豪”高鑫夫妻反目，最終與英倫小鮮肉跨國相愛；陳赫

飾演的時尚設計師與王帥帥飾演的拜金女分而又合；王

姬和畢彥君以“準分手”的方式度過中年危機……這其

中既有柳暗花明的驚喜，也有峰回路轉的跌宕，既有苦

盡甘來的欣喜，也有人去樓空的落寞。

同日，《復合大師》還曝光了壹款“紮心”版

海報。海報匯集該劇的“全明星”陣容：賈乃亮、王曉

晨、代樂樂、閆妮、陳赫、高鑫、李茂、謝楠等人形象

組成壹個色彩繽紛的“心”型，只為換得觀眾壹句“紮

心了，老鐵”的回應。據悉， 該劇將於7月登陸浙江衛

視，並將同步在愛奇藝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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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奇物語》第二季正式殺青

《《第九區第九區》》續集有望續集有望？？
導演尼爾導演尼爾··布洛姆坎普透露布洛姆坎普透露““有這個打算有這個打算””

幾天前，《第九區》導演尼爾· 布洛姆坎普操刀的

科幻短片預告片在媒體上曝光，作為自己新成立的制作

公司Oats Studios的開張之作。熟悉的人類大戰外星人的

套路讓粉絲產生了些許期待：這是否是《第九區》的續

集？或者與《第九區》共享壹個世界觀？導演的回答是

否定的，但！壹部植根於《第九區》世界的新片正在籌

劃中。

最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尼爾· 布洛姆坎普表示，

成立Oats Studios制作公司並不意味著自己就會立即重返

《第九區》《極樂空間》或者《超能查派》的世界，因

為這些影片涉及很多版權問題，他更希望能夠做自己想

做的東西。不過，他也給粉絲們透露了積極信號：“對

於《第九區》，我打算以同壹世界觀來拍攝壹部新片。

”很難有導演像布洛姆坎普這樣，長片處女作（《第九

區》）就能獲得如此大的成功和影響力，壹部R級片在

全球攬下2.1億美元票房，甚至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影片

的提名。雖然影片的結尾是開放式的，留下了很多懸念

待解答，但嘗到甜頭的布洛姆坎普並沒有立馬投入續集的制作，而是先後執導了《極樂空間》

《超能查派》等電影，此後雖然壹直在籌備《異形5》，但目前該項目已經正式宣告流產。

曾出演過《暮光之城》系列電影的

大明星羅伯特· 帕丁森給我們講述了他喬

裝到監獄中體驗生活，卻被壹位犯人認

出的故事。

在戛納電影節上，帕丁森接受了時

光網的專訪，在壹部犯罪題材的劇情片

《好時光》裏，他扮演了壹個搶銀行的

劫匪，這個角色為他贏來了不少好評，

許多人都說這是他職業生涯中最棒的表

演。

《好時光》的導演是壹對來自紐約

的兄弟，約書亞· 薩弗迪和本· 薩弗迪。

在電影中，本還扮演了壹個角色Nick，

他是帕丁森飾演的Connie的弟弟，精神

方面有些問題。

Connie 搶完銀行就跑了，但弟弟

Nick卻被抓住了，於是Connie不得不開

始壹段愈發艱難的營救之旅，想方設法

把弟弟從監獄裏救出來。帕丁森接受時

光網專訪時還說，他跟著導演們壹起喬

裝去了位於布魯克林的大都會拘留中心

，結果快要離開的時候，他被人認出來

了。

帕丁森還說，他答應了約書亞· 薩弗

迪，如果這部電影入選了戛納電影節的

主競賽單元，那麽他就給約書亞買壹個

奇怪的禮物——壹個昂貴的日本馬桶，

跟他洛杉磯家裏的那個壹樣。

今年31歲的帕丁森出生於倫敦，曾

在改編自斯蒂芬妮· 梅耶的小說的大獲成

功的《暮光之城》系列電影裏飾演吸血

鬼愛德華。在2008到2012年間，他還跟

壹同出演該系列電影的女主角克裏斯汀·

斯圖爾特交往。現在，據說他的女友換

成了英國歌手FKA Twigs。

記者：壹部類型片能進入競賽單元
真是太棒了。

羅伯特· 帕丁森：最開始的時候這部

電影並沒有進入競賽單元，每個人都說

，“我們是在保護妳· · · ”但我覺得“什

麽？我根本不想被保護啊。”（大笑）

不過這部電影真的很酷。它不是簡單的

類型片，比較復雜。我覺得這部電影是

用類型片的套路拍的，也有類型片的元

素在裏面，但同時片中還有很多反映社

會現實的內容等等。它很獨特，自成壹

派。我個人會覺得這是壹部薩弗迪兄弟

的電影——像是薩弗迪和《銀翼殺手》

的結合版。

記者：妳答應約書亞·薩弗迪如果這
部電影進入了戛納的競賽單元，妳就給
他買壹個新的馬桶，是真的嗎？

羅伯特· 帕丁森：是的。他到我在洛

杉磯的家裏來做客，特別喜歡我那個馬

桶，我就說如果我們的電影進入了戛納

的競賽單元，我就給他買壹個這樣的馬

桶。不過這個故事還有另外壹面。他租

了壹個公寓住，我說，“我不想把這麽

貴的馬桶裝在妳租來的房子裏。”所以

我覺得我可以送他壹個“試用裝”，比

如壹個馬桶墊（大笑）。

我真的給他寄了壹個，他說，“這

跟當初說好的不壹樣啊！”所以我又讓

他寄回來了。前幾個星期我大量接采訪

，想著能不能免費得到壹個馬桶，（大

笑）但大家都說，“哦，不行，我們不

會免費送妳壹個的。”所以我還是得給

他買壹個。 不過我真的在很努力地想要

獲得壹個免費馬桶，我還跟公關說過呢

，我說，“妳看，現在在戛納，多少人

在談論這個馬桶啊，是吧？”雖然這個

馬桶本身就很不錯。

記者：導演說過他們給妳的角色
Connie寫了壹份傳記，寫到了他在電影
裏出場之前的經歷，妳看了傳記，關於
這個角色，最讓妳吃驚的部分是什麽？

羅伯特· 帕丁森：他們寫的內容本身

並沒有讓我感到很吃驚，但其細致程度

確實震撼到我了。這才是妳想要的。傳

記有五頁，約書亞說，“好好看看。”

真的很有用。傳記裏寫了Connie為何會

在12歲就進了少管所，他的父母都死了

，他從他叔叔在長島開的車行裏偷了好

幾輛車。這些故事很具體，比如他為何

進監獄，以及他因為表現良好被提前多

久釋放出來。之前我完全不了解這些內

容，所以這份傳記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記者：妳還做了其他的研究嗎？
羅伯特· 帕丁森：我們去了紐約的大

都會拘留中心，去的時候，我們沒有直

接說是來為電影體驗生活的，而是假裝

自己是城市工作人員。約書亞跟拘留中

心的長官是朋友，本來妳是不能為了拍

電影而深入壹所監獄的，但我們基本上

走遍了那個拘留中心。平時這種地方是

不會讓妳進去的。

記者：沒人認出妳嗎？
羅伯特· 帕丁森：最後有人認出了。

我去的時候還是做了些喬裝的。監獄長

帶著我們轉，我帶著帽子，穿著兜帽衫

，看起來像個15歲的少年，有壹個人問

我，“嘿，他們為啥把妳抓進來了？要

拍《少年監獄之旅》嗎？”（大笑）我

當時心想，“誒，不是吧，我以為我打

扮得像個匪徒呢。”最後的時候，我們

搭乘電梯要離開了。那天我發現了監獄

裏的很多細節而，比如在電梯裏，如果

有囚犯，他們會要求囚犯面朝電梯壁。

那壹整天的經歷都讓我覺得太瘋狂了。

我們的電梯裏也有壹個囚犯面壁站著，

他在角落裏，但是註意到了我，盯著我

。別忘了，我們可是騙了所有人才進來

的，我們說是為了城市建設來做調查的

。忽然這個囚犯對我說，“呦！妳是那

個什麽暮光男吧？” 他說這話的時候我

們剛好出了電梯，走在壹條走廊裏，所

有人都開始盯著我看。監獄長問，“他

說什麽呢？”我回答，“我也不知道啊

！”那壹刻真的特別嚇人，因為我們的

身份證和其他物品都被收走了，而且還

是在監獄裏面啊。

記者：拍完《暮光之城》系列之後
妳就壹直在演獨立電影，以後妳還會再
接拍商業片嗎？

羅伯特· 帕丁森：大家都說中等預算

的電影已經沒希望了，但我發現有些公

司已經開始帶頭復興這個市場了，這種

電影又開始流行了。而且現在我都不知

道除了超級英雄電影以外還有什麽其他

的商業片，如果妳要出演壹個超級英雄

，那妳就要簽八部電影的片約，那就是

十年啊。我並不會完全不考慮商業片，

妳當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獲得成功，但

是同時，我真的不太在意自己演的是不

是壹流商業片，這個對我來說意義不大

。我只是希望自己以後還能有這樣的機

會吧。

記者：拍《暮光之城》賺的錢是否
給妳帶來了足夠的財務自由，足以讓妳
余生都能做自己喜歡的選擇？

羅伯特· 帕丁森：余生恐怕不夠吧

（大笑）。但我確實賺了不少錢。我沒

有孩子，也不用支付贍養費——好多人

都陷在這個陷阱裏了（大笑）。我覺得

自己很幸運。

記者：妳接到過漫畫改編的超級英
雄角色的邀約嗎？

羅伯特· 帕丁森：我從來沒收到過這

種邀約，也沒參加過這種角色的試鏡。

出道早期的時候，我還挺喜歡某些知名

角色的 ，但後來我就產生了強烈的排斥

感。不過以後也不是沒有可能· · ·

記者：本既是本片的聯合導演，又
在片中飾演了妳的弟弟，跟他合作是什
麽感覺？

羅伯特· 帕丁森：本的角色Nick很難

演，我們讓很多人來試過鏡。Nick在精

神方面有些問題，幾乎所有來試鏡的人

都在模仿《不壹樣的天空》裏萊昂納多·

迪卡普裏奧的表演，所有人！而當本試

鏡的時候，我猜他很明白導演要的是什

麽（大笑）。在開拍之前，我們以劇中

角色的身份在紐約的楊克斯待了壹陣，

只有我跟本兩個人，像兄弟壹樣。我們

去了快餐店，本迅速就進入了角色狀態

。他跟唐恩都樂裏的服務員聊天，他點

了壹杯法布奇諾，問人家是怎麽做的。

看著那壹幕，我感覺太奇妙了。我們還

到洗車店找工作，有人在街對面拍我們

。我倆真的在洗車，本就是Nick，他開

始折斷那些車的雨刷器，太瘋狂了。說

真的，我們可能會被抓起來的。那次的

體驗很有趣。

記者：聽起來妳為這個角色準備了
很久是嗎？

羅伯特· 帕丁森：是的，我在紐約待

了兩個月。我們把在洗車行的工作當成

試拍，所有人都開始尖叫，後來他們就

把我倆轟走了。

記者：妳說妳不在意票房，那妳會
在意評論家對妳的評價嗎？妳希望大家
把妳看做壹位很嚴肅的演員嗎？

羅伯特· 帕丁森：妳肯定想讓自己的

電影能被大眾接受。但我也拍過壹些電

影，它們並沒有我想象中那麽受歡迎。

不過這並沒有真正影響到我對電影的看

法。用《大都會》來說吧，我很喜歡那

部電影，最近我還在電視上看了壹遍，

那部電影是我真正想要做的東西，而且

我知道這世上會有壹個人，他在淩晨三

點看了這部電影，然後心想，“我是不

是沒睡醒啊？”（大笑）。這才是我拍

這部電影的原因 。有些人能懂，有些人

不懂。但我對於戛納對《好時光》的接

受度還是很在意的，我還有點緊張呢。

發現大家這麽喜歡這部電影讓我覺得挺

吃驚的。

記者：為什麽？
羅伯特· 帕丁森：其實我覺得這部電

影很有爭議性。這讓我很擔心。我們現

在的社會這麽敏感，而這部電影又講的

是非常低劣的情節，它對片中人物也沒

什麽批判，妳會看到人們在做很壞的事

情。

我的角色Connie是個壞蛋，卻並沒

有得到應有的報應；事實就是這樣。我

總覺得有些情節會冒犯到觀眾，雖然那

些情節是情有可原的，但我並不想傳遞

錯誤的理念。

帕丁森專訪：為演好“好時光”進監獄

由美國派拉蒙影片公司

出品，邁克爾· 貝執導，馬

克· 沃爾伯格、安東尼· 霍普

金斯、勞拉· 哈德克、伊莎貝

拉· 莫奈、喬什· 杜哈明等主

演的科幻動作大片《變形金

剛5：最後的騎士》（以下簡

稱：《變形金剛5》）曝出最

新角色海報，大黃蜂、熱破

、Cogman現身，馬克· 沃爾伯

格、伊莎貝拉· 莫奈、喬什·

杜哈明、安東尼· 霍普金斯、勞拉·

哈德克等人類角色也紛紛亮相。

此前在MTV影視大獎頒獎典禮

上曝光的片段中，我們得知“熱破

”（Hot Rod）將以壹臺拉轟的蘭博

基尼形象出現，“熱破”的登場,這

也預示著博派的全新領導—補天士

要出現了。新角色Cogman是壹位機

器人仆人，它壹直陪伴在埃德蒙· 伯

頓爵士（安東尼· 霍普金斯飾演）的

身邊。

另外，在海報上，每個角色都

對應著壹個詞，大黃蜂對應著掘起

，熱破對應著防禦，Cogman對應著

侍奉，馬克· 沃爾伯格對應著保護，

伊莎貝拉· 莫奈對應著反抗，喬什·

杜哈明對應著面對，安東尼· 霍普金

斯對應著犧牲，勞拉· 哈德克對應著

相信，傑洛· 卡邁克爾對應著創造。

這些詞語表明了這些角色在電影中

擔負的使命。

《變形金剛5》將於2017年6月

23日登陸全國院線。

Netflix 的原創熱門居集

《怪奇物語》第二季於今日正

式殺青，去年《怪奇物語》第

壹季壹經播出立刻成為了大熱

美居。《怪奇物語》集合了奇

幻、科幻、和驚悚等多種元素

，首季開播35天收視人次就逼

近了1500萬，躋身Netflix今年

收視率三甲。《怪奇物語》捧

紅了“小11”米莉· 博比· 布朗

、“邁克”菲恩· 伍法德、“威

爾”諾亞· 施納普等壹眾小鮮肉

。這幾位小演員們紛紛在個人

的INS上曬圖慶祝殺青。

《怪奇物語》以上個世紀

八十年代為背景，講述了四個

小夥伴中顏值最高的小男孩離

奇失蹤。為了找回小男孩，他

的母親、他的小夥伴和他的哥

哥分別組成三隊開始尋找，而

他們又各自與本地警長、從政

府秘密實驗中逃出的超能力女

孩以及小夥伴的姐姐組隊，發

現異時空和秘密試驗的故事。

《怪奇物語》第二季將於

10月 31日在Netflix播出，9集

壹次性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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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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FASCA參與僑教中心樂遊臺灣多媒體競賽 讓世界看見台灣
（本報訊）休士頓僑教中心於6月4日在中心開

設海外華裔青年文化志工大使(FASCA)文化課程，邀
請FASCA諮詢導師許健彬擔任講師，藉由介紹臺灣
文化，學員並分組發揮團體創作，進行 「樂遊臺灣-
旅遊設計」多媒體競賽。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
淑出席擔任評審，並表示僑委會青年文化志工(FAS-
CA)培訓幫海外台灣子弟規劃一整年的培訓活動，陪
著孩子成長，主要目的在培養孩子獨立自主的能力
，更希望能深化渠等與台灣的聯結，為讓這些青年
文化志工吸收專業簡報的技巧，同時也讓他們更認
識台灣，並結合青年文化志工在地化流暢英文特性
向主流行銷台灣， 所以特別舉辦這項多媒體競賽，

會中FASCA學員們以 「樂遊臺灣--旅遊設計」為主
題，分組進行觀摩競賽，學員們發揮巧思與創意，
以台灣地圖以及台灣風景照片，搭配流暢英文，演
練著向主流民眾介紹台灣旅遊景點技巧，亦相互觀
摩彼此簡報模式，莊雅淑主任、許健彬諮詢導師分
別對各組參賽情形進行講評與建議，休士頓僑教中
心並準備台灣澎湖郵摺作為獎品，頒發給當日參與
多媒體競賽的同學，作為獎勵，許健彬諮詢導師亦
準備台灣小吃鹹酥雞及珍珠奶茶，與會同學們均表
受益良多，未來將參與主流社區活動行銷台灣，讓
世界看見台灣。

（本報訊）在當今忙碌的社會中，人人
皆難免感到或經歷到各種不同的壓力。你知
道壓力會造成什麼症狀嗎？你知道如何適當
地處理或預防壓力，促進生活的品質，過著
身心健康及平衡的生活嗎？

我們很榮幸地邀請到兩位資深台大校友
，擁有豐富專業知識及經驗,又熱心的陳康
元醫師及王琳博士，主講 "壓力管理全方位
"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Stress
Management)。此講座會將於6月11日星期
天下午2點到4點，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陳醫師夫婦將論述何謂壓力, 以及各種

不同類型的壓力。有益的壓力 (beneficial
stress) 有助於提高工作效率，使我們樂觀而
進取，以至於有最佳的表現。但是負面壓力
或長期壓力 (chronic or harmful stress) 可導致
各種疾病和病症,例如：失眠，情緒低潮，
中風和高血壓，胃炎，脫髮，肥胖和飲食失
調，疲勞,… 等等。陳醫師夫婦也將進一步
談論如何處理壓力, 以及減少或舒緩因為壓
力而引起的種種症狀。

陳康元醫師是邁阿密大學醫學博士，曾
任安德生腫瘤醫學中心放射科住院醫師，
Victoria Kathryn O’Connor 癌症中心的放
療科主任。且曾任休士頓華裔醫師學會理事

,美南國建協進會理事多年，並獲頒贈傑出
服務獎。王 琳博士是德州女子大學護理學
博士。並且擁有多項放療、化療、和重症病
房的專業訓練。

此講座由休士頓台大校友會主辦，休士
頓建中校友會，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美南
中山女高校友會及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共
同協辦。 免費入場， 備有簡單的點心飲料
， 歡迎朋友踴躍參加。座位有限，First
come first serve。有任何需要諮詢者，請聯
絡 黃龍雄 lhwang2237@aol.com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敬邀

壓力管理全方位壓力管理全方位""健康講座健康講座--66月月1111日星期天下午日星期天下午22點到點到44點點,, 僑教中心展覽室僑教中心展覽室

學員分組進行學員分組進行 「「樂遊臺灣樂遊臺灣--旅遊設計旅遊設計」」多媒體競賽情多媒體競賽情
形形。。

..中心莊主任雅淑中心莊主任雅淑((左左55))、、諮詢導師許健彬諮詢導師許健彬((右右66))與得獎學員合影與得獎學員合影。。

休士頓中心莊雅淑主任休士頓中心莊雅淑主任((排排22左左33))、、民俗藝術文化教師王凱平講民俗藝術文化教師王凱平講
座座((排排22中中))與全體學員合影與全體學員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捏麵藝術捏麵藝術」」民俗文化課程學員上課情形民俗文化課程學員上課情形。。

（本報訊）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於6月3日下午在中心舉
辦大休士頓地區民俗文化種子教師及FASCA 「在地文化培訓」課
程， 此次課程邀請民俗藝術文化教師王凱平講座主講 「捏麵藝術
」民俗文化課程，共計有來自休士頓、糖城等地40多位僑校及主
流學校華文老師以及青年文化志工(FASCA)參加。莊主任表示僑教
中心為結合文化老師以及FASCA(青年文化志工)力量，讓世界看見
台灣優質文化，特別舉辦這項在地文化培訓活動，希望藉由培訓整
合文化種子老師及FASCA志工兩股力量，善用在地資源就地取材
，共同在海外推廣臺灣傳統民俗文化。王凱平講座是今年休士頓台

灣同鄉會台灣YES園遊會活動 「台灣捏麵藝術」攤位主持人，當天
台灣捏麵吸引許多主流社區民眾駐足觀賞，王凱平講座先以精彩簡
報由向參與文化老師以及FASCA同學介紹台灣捏麵藝術由來以及
發展，並帶領參與學員現場實作，有些學員以繽紛的麵糰捏出民俗
十二生肖，傳統人偶等形狀，栩栩如生，令人讚嘆，FASCA同學
們更發揮創意以捏出皮卡丘憤怒鳥等卡通造型，同樣精彩。莊主任
感謝王凱平講座的教學，同時期勉所有學員能將所學技藝參與主流
社區活動或返回課堂展示，讓更多人認識台灣優質文化，所有參與
學員均表受益匪淺，迴響熱烈，活動圓滿成功!

休士頓民俗文化種子教師及休士頓民俗文化種子教師及FASCAFASCA在地文化研習在地文化研習
活動王凱平教學捏麵藝術熱烈迴響活動王凱平教學捏麵藝術熱烈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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