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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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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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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誠徵﹕企檯﹑出納﹐有意者面洽）

星期六 2017年6月10日 Saturday, June 10, 2017



CC44體育消息

特
約
經
銷

從 業  2 2 載
鑄 就 好 品 牌

貝 佳 天 然 藥 業 地址：3203 Pomona Blvd., Pomona, CA 91768
免費
洽詢

909.839.2880 週末 909.967.6779
全美營養學會會員企業，擁有強大的 FDA 法規、營養學、醫學專家陣營，生產 100 多種保健品，暢銷全球，請上網或親臨各地特約經銷商選購

休士頓 燕窩城 713-776-2888、713-534-3233 金荷 713-772-2999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東方中藥 713-774-5558 燕補堂 713-772-7888 達拉斯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達
福出國人員 469-586-8195 陽光禮品中心 972-758-9588 百草堂 972-519-8488，469-233-7751  燕窩城 972-235-3888，972-527-9888（Plano）奧斯丁 恒豐 512-719-3864

貝佳藥業 

父親節
大酬賓

購任何產品

一療程送極品靈芝 1 瓶
兩療程送極品靈芝 2 瓶 

好產品 效果卓著

伊美寶
營養卵巢·改善更年期症狀

消除月經不調 / 潮紅 / 燥熱 / 盜汗

買 5 送 2
一療程

買 10 送 5
兩療程

買 5 送 2
買 10 送 5

明 眼 素
改善眼疲勞 / 怕光 / 流淚

預防視網膜黃斑病變

◆ 下 降 血 糖 峰 值
10% 清除神經末稍
觸電感，保護腎臟
和眼睛，預防糖尿
病併發症
◆補充糖友全面營
養 改善糖友細胞能
量供應，提高免疫力
◆ 安 全 無 副 作 用 
全植物精緻配方，
無西藥副作用

◆葉黃素含量最高 
還含有大量 Bilberry
等，抗氧化，增進眼
球調節能力，減少視
力退化與眼疲勞
◆受眾廣泛效果好 
有效改善學生 / 電腦
族視力減退、怕光、
乾澀，預防老年視網
膜病變与青光眼

【成功見證】●聖地牙哥曾先生患
糖尿病，早晚服用西藥二甲雙胍，
後改為服用加強型糖尿淨，僅晨服
一粒二甲雙胍，晚餐不吃主食，飯
後走路，空腹血糖恢復為 108 正常
值。曾先生說此產品預防併發症，
提供全面營養，是他長期服用的動
力。●浙江于旭東醫生感謝加強型
糖尿淨，服用一療程就減少神經
末稍觸電感，視力清了，腎不脹痛
了，繼續服用。

【成功見證】●上海
閔行張先生眼睛乾澀
畏光，有飛蚊症，服
用明眼素半年，明顯
好轉。●邁阿密楊先
生發現明眼素葉黃素
含量高，配比科學，
服 用 後 眼 疲 勞、 乾
澀、視力減退大為改
善， 又 能 看 電 視 劇
了。

【成功見證】●洛杉磯天普
市丁女士 49 歲，已五個月
沒來月經，盜汗不止，服用
伊美寶後不盜汗不潮紅，月
經又神奇地恢復了。●北
加州王女士更年期症狀嚴
重，失眠、盜汗、煩躁，試
過其它產品都無效，試用伊
美寶一月多，睡得好情緒也
好了。●洛杉磯鄭女士五十
歲，荷爾蒙水準和經期正
常，來電說這兩年堅持吃
伊美寶，狀況比同齡人好很
多，續訂一療程。

◆天然療法 伊美寶為美國主流最暢銷、
植物雌激素配方，內含愛荷華州非轉基因
大豆異黃酮，及“歐洲女人之根” 黑升
麻、當歸、紅果等二十余種珍貴成分，無
副作用
◆雙向調節 伊美寶雙向調節子宮平滑
肌，呵護卵巢，有效改善月經不适，及更
年期症狀潮紅、燥熱、盜汗、心悸、失眠、
骨質疏鬆
◆受眾廣泛 35 歲後服用伊美寶美容養
顏，調節經期不適；45-50 歲左右服用恢
復月經，預防乳腺、 卵巢、子宮癌；絕
經後服用延年益壽

美國特效產品 美國特效產品 美國特效產品

糖尿淨
下降高血糖峰值 10%
消除神經末稍觸電感

加
強
型新美髮美甲錠 

美國專利產品，養發，護膚，潤甲
骨精華
消除關節疼痛 / 骨刺 / 骨質疏鬆
心血通
打通血管，改善胸悶 / 心絞痛
益腦靈 
益腦補腦，預防中風 / 老年癡呆
貝佳腎寶 
補腎珍品，護腎、排毒、利尿
納豆溶栓
防血栓效果棒，降血壓、血脂
天然蝦青素 
護眼明目，抗氧化，抗衰老
肝好膠囊 
排毒養肝，消除口幹口臭口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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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責任編輯：魯 冰 2017年6月10日（星期六）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據騰訊體育消息，河南省體育局游
泳中心9日確認游泳名將寧澤濤（見
圖）將代表河南參加在贛州舉行的2017
年全國夏季游泳錦標賽暨全運會預選
賽。據悉寧澤濤已於4月底5月初完成
全部轉業手續，正式從海軍體工隊落戶
河南。

里約奧運會歸來後，寧澤濤向海軍
隊提出轉業。有報道稱，寧澤濤為此錯
過了河南隊春節前後的外訓。對此，河
南省體育局游泳中心負責人表示，寧澤
濤已於今年4月底5月初完成全部轉業
手續。

另外，中國反興奮劑中心近日在其
官網公佈了對運動員邱鈺涵興奮劑檢查
陽性作出的處理決定。該決定稱，游泳
國家集訓隊隊員邱鈺涵在去年5月14日
的賽外檢測中被查出氫氯塞秦，被處運
動員禁賽9個月；教練員賀東輝禁賽9
個月。邱鈺涵，1998年7月17日出生於
遼寧本溪， 2014獲得南京青奧會女子
4×100米混合泳冠軍。倫敦奧運會上女
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賽中她與隊友
唐奕、王海冰和王施佳合作，以3分36
秒75獲得第四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出征2017年瑞士女排精英賽
的中國女排當地時間8日在瑞士蒙
特勒結束小組賽第三場，中國隊痛
失好局，經過5局鏖戰被阿根廷女
排爆冷逆轉。

不過，目前中國女排在A組中
以兩勝一負積6分仍暫列第一，不
管兩戰全勝的阿根廷隊9日對陣瑞
士隊結果如何，中國女排也已力壓
一勝兩負積5分的荷蘭隊，確保準
決賽資格。比賽伊始，年輕的中國
女排進入節奏較慢，也未能控制自
身失誤。反觀阿根廷女排在強攻和

發球破壞中國隊一傳方面表現可圈
可點，中國隊意外以20：25先丟
一局。第二局中國隊頂住壓力，
25：18輕鬆將比分扳平。

第三局，中國隊的小將們用攔
網建立微弱優勢，但阿根廷女排頑
強地將比分追至16平，此後中國
隊憑藉劉曉彤和龔翔宇的重扣拉開
比分，但再次被阿根廷隊追至23
平。不過在關鍵分上阿根廷隊出現
串聯失誤和進攻出界，中國隊以
25：23將總比分反超。

第四局比賽依舊膠着。中國隊

失誤增多以6：8落後進入第一次
技術暫停。此後中國隊在發球和攔
網上建功，打出一波10：2的小高
潮。阿根廷隊此後瘋狂追分至19
平和21平。關鍵時刻中國隊未能
頂住壓力，阿根廷隊以25：23的
比分將比賽拖入決勝局。

決勝局比賽，中國隊在與對手
戰至5平後失誤過多，阿根廷一路
領先至12：9。危難關頭中國隊將
比分追至12平，但此後中國隊進
攻被攔死，阿根廷隊依靠強攻以
15：13完成逆轉。 ■新華社

中國女排痛失好局 遭阿根廷逆轉

8日，中國女足在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與
勁旅朝鮮隊進行了一場熱身賽，面對攻防更加積極的對
手，中國隊最終以0：1告負。

整場比賽，朝鮮隊在攻防兩端表現更加積極，頻繁
對中國隊球門發起攻擊。開場的第10分鐘，朝鮮隊就
獲得單刀機會，但因射門力道太弱，球被門將直接沒
收。6分鐘過後，朝鮮隊又在左路形成單挑，不過在射
門時打歪。全場比賽的唯一的進球出現在第36分鐘，
朝鮮隊替補球員承香心接隊友傳球在禁區內左腳抽射，
球被中國隊守門員阻擋後仍滾入球門，朝鮮隊取得1：0
領先。

整個上半場，朝鮮隊牢牢控制着場上局面。不過易
邊再戰後，中國隊明顯加強了進攻，多次威脅對方球
門。第65分鐘，任桂辛在中圈附近一腳吊射，可惜球
被對方門將托出化解。此後，雙方進入對攻狀態，但均
未能更進一步。最終，朝鮮隊以1：0贏得比賽勝利。

■新華社

中國女足
一球小負朝鮮

帶着熱身賽8：1大勝菲律賓隊的喜悅心
情，國足一行8日登上飛往馬來西亞的

包機。不過，小將尹鴻博和老將鄭智均未能隨
隊出征，其中前者因累積黃牌停賽，後者則因
眼眶受傷。

據《北京日報》消息，鄭智是在對菲律
賓熱身賽的前一天的訓練中意外被隊友撞傷眼
部的，經醫院檢查被確診為左眼篩骨紙板骨
折。儘管他希望帶傷作戰，但國足仍決定讓他
留在廣州治療。醫生要求鄭智必須靜養3至5
天，防止因劇烈運動引致左眼失明。作為國足
的中場核心和攻防樞紐，鄭智的缺席無疑增加
了球隊取勝的難度。

熱身賽演練新陣形效果佳
為了備戰對敘利亞一役，國足從上周日起

集訓，並在7日晚與菲律賓隊踢了一場熱身
賽，最終收穫一場大捷，大大提升了球隊士
氣。

主帥納比在該場熱身賽中嘗試了全新的
中前場組合，並演練了433、442等不同陣
形，收到不錯的效果。他賽後表示，通過調整
陣形和陣容，國足在下半場踢得更有侵略性，

場上的表現也更加優秀。鄧涵文等年輕球員狀
態出色，這給納比在排兵佈陣方面帶來更多選
擇。

雖然國足在熱身賽射入8球，但武磊、
郜林和張玉寧3名正印前鋒卻顆粒無收，並
且每人都不止一次浪費了必進球的機會。在
于大寶因傷缺席本期集訓的情況下，誰為國
足攻城拔寨成為納比重點研究的課題。當國
足面對整體實力更強、擅長防守反擊的敘利
亞隊時，國足鋒線球員的狀態將直接決定球
隊能否拿到勝利。

于大寶缺陣 三前鋒狀態差
對此，納比坦言：“敘利亞隊的能力應

該在中國隊能戰勝的範圍之內，如果我們在主
客場被敘利亞隊‘雙殺’，那我們確實應該出
局。如果我們還不想放棄的話，就必須、也應
該拿下敘利亞隊。”

國足飛抵新山後，即展開首堂訓練課。
由於剛剛抵埗，國腳們以恢復性訓練為主，強
度並不大。不過，納比自始至終神情凝重，眾
將也少有輕鬆神情，大戰氣氛籠罩着全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鄭 智 眼 眶 重 傷鄭 智 眼 眶 重 傷 未 能 隨 隊 出 征未 能 隨 隊 出 征

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國足）日前從廣州出發，乘包機飛抵馬來西亞新

山，備戰下周二在當地進行的2018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12強賽客場對敘利

亞隊的比賽。不過，隊長鄭智因在日前的一次訓練中撞傷眼眶，未能隨隊出

征。而對於下周二的比賽，主帥納比定下全取3分的目標，因為只有擊敗對

手，國足才能保留一絲出線希望。

北京首鋼男籃新任主帥希臘籍教練
克里斯托普洛斯·雅尼斯9日正式亮相。
至此，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CBA）
20家俱樂部中近一半作出換帥決定。

近期，廣州、同曦、北控、浙江、
福建、廣東、吉林、北京等CBA聯賽俱
樂部相繼宣佈更換主帥，並引進了幾位
知名洋帥。其中廣東隊請回“老熟人”
立陶宛教練尤納斯，吉林隊聘請韓國教
練金容植，北京隊攜手曾任中國男籃助
理教練的希臘籍教練雅尼斯。

與部分隊伍有所不同的是，北京首
鋼男籃前任主教練閔鹿蕾並非因球隊成
績下滑被迫“下課”，而是即將擔任俱
樂部總教練兼男籃一隊領隊，全面統籌
男女籃體系化建設工作，並負責男籃一
隊的管理事務。

閔鹿蕾執教北京首鋼隊20年，創造
過四年三冠的輝煌歷史。他告訴記者：
“着眼於球隊發展，我向俱樂部提出了
重建的建議，希望俱樂部能夠聘請更加
年富力強，擁有先進執教理念和經驗的
國際知名教練來帶領球隊重登巔峰。為
此，我推薦了雅尼斯先生。”

雅尼斯於1996年開始教練生涯，
2013年至2016年，擔任中國男籃助理教
練，負責打造球隊的技戰術體系。

■中新社

CBA掀換帥潮
雅尼斯任首鋼教頭

寧澤濤代表河南
戰全運預賽

■■龔翔宇龔翔宇（（上上））在比在比
賽中扣球賽中扣球。。 新華社新華社

■■閔鹿蕾閔鹿蕾（（左左））轉任首鋼總教練兼領轉任首鋼總教練兼領
隊隊。。 新華社新華社

■■國足主帥納比督操國足主帥納比督操，，神情凝重神情凝重。。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鄭智鄭智（（右右））因傷留在因傷留在
廣州治療廣州治療。。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國足抵大馬後立即投國足抵大馬後立即投
入訓練入訓練。。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中國門將畢曉琳中國門將畢曉琳（（藍藍
衫衫））救險救險。。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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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騰訊體育消息，河南省體育局游
泳中心9日確認游泳名將寧澤濤（見
圖）將代表河南參加在贛州舉行的2017
年全國夏季游泳錦標賽暨全運會預選
賽。據悉寧澤濤已於4月底5月初完成
全部轉業手續，正式從海軍體工隊落戶
河南。
里約奧運會歸來後，寧澤濤向海軍

隊提出轉業。有報道稱，寧澤濤為此錯
過了河南隊春節前後的外訓。對此，河
南省體育局游泳中心負責人表示，寧澤
濤已於今年4月底5月初完成全部轉業
手續。
另外，中國反興奮劑中心近日在其

官網公佈了對運動員邱鈺涵興奮劑檢查
陽性作出的處理決定。該決定稱，游泳
國家集訓隊隊員邱鈺涵在去年5月14日
的賽外檢測中被查出氫氯塞秦，被處運
動員禁賽9個月；教練員賀東輝禁賽9
個月。邱鈺涵，1998年7月17日出生於
遼寧本溪， 2014獲得南京青奧會女子
4×100米混合泳冠軍。倫敦奧運會上女
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賽中她與隊友
唐奕、王海冰和王施佳合作，以3分36
秒75獲得第四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出征2017年瑞士女排精英賽
的中國女排當地時間8日在瑞士蒙
特勒結束小組賽第三場，中國隊痛
失好局，經過5局鏖戰被阿根廷女
排爆冷逆轉。
不過，目前中國女排在A組中

以兩勝一負積6分仍暫列第一，不
管兩戰全勝的阿根廷隊9日對陣瑞
士隊結果如何，中國女排也已力壓
一勝兩負積5分的荷蘭隊，確保準
決賽資格。比賽伊始，年輕的中國
女排進入節奏較慢，也未能控制自
身失誤。反觀阿根廷女排在強攻和

發球破壞中國隊一傳方面表現可圈
可點，中國隊意外以20：25先丟
一局。第二局中國隊頂住壓力，
25：18輕鬆將比分扳平。

第三局，中國隊的小將們用攔
網建立微弱優勢，但阿根廷女排頑
強地將比分追至16平，此後中國
隊憑藉劉曉彤和龔翔宇的重扣拉開
比分，但再次被阿根廷隊追至23
平。不過在關鍵分上阿根廷隊出現
串聯失誤和進攻出界，中國隊以
25：23將總比分反超。

第四局比賽依舊膠着。中國隊

失誤增多以6：8落後進入第一次
技術暫停。此後中國隊在發球和攔
網上建功，打出一波10：2的小高
潮。阿根廷隊此後瘋狂追分至19
平和21平。關鍵時刻中國隊未能
頂住壓力，阿根廷隊以25：23的
比分將比賽拖入決勝局。

決勝局比賽，中國隊在與對手
戰至5平後失誤過多，阿根廷一路
領先至12：9。危難關頭中國隊將
比分追至12平，但此後中國隊進
攻被攔死，阿根廷隊依靠強攻以
15：13完成逆轉。 ■新華社

中國女排痛失好局 遭阿根廷逆轉

8日，中國女足在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與
勁旅朝鮮隊進行了一場熱身賽，面對攻防更加積極的對
手，中國隊最終以0：1告負。

整場比賽，朝鮮隊在攻防兩端表現更加積極，頻繁
對中國隊球門發起攻擊。開場的第10分鐘，朝鮮隊就
獲得單刀機會，但因射門力道太弱，球被門將直接沒
收。6分鐘過後，朝鮮隊又在左路形成單挑，不過在射
門時打歪。全場比賽的唯一的進球出現在第36分鐘，
朝鮮隊替補球員承香心接隊友傳球在禁區內左腳抽射，
球被中國隊守門員阻擋後仍滾入球門，朝鮮隊取得1：0
領先。
整個上半場，朝鮮隊牢牢控制着場上局面。不過易

邊再戰後，中國隊明顯加強了進攻，多次威脅對方球
門。第65分鐘，任桂辛在中圈附近一腳吊射，可惜球
被對方門將托出化解。此後，雙方進入對攻狀態，但均
未能更進一步。最終，朝鮮隊以1：0贏得比賽勝利。

■新華社

中國女足
一球小負朝鮮

帶着熱身賽8：1大勝菲律賓隊的喜悅心
情，國足一行8日登上飛往馬來西亞的

包機。不過，小將尹鴻博和老將鄭智均未能隨
隊出征，其中前者因累積黃牌停賽，後者則因
眼眶受傷。
據《北京日報》消息，鄭智是在對菲律

賓熱身賽的前一天的訓練中意外被隊友撞傷眼
部的，經醫院檢查被確診為左眼篩骨紙板骨
折。儘管他希望帶傷作戰，但國足仍決定讓他
留在廣州治療。醫生要求鄭智必須靜養3至5
天，防止因劇烈運動引致左眼失明。作為國足
的中場核心和攻防樞紐，鄭智的缺席無疑增加
了球隊取勝的難度。

熱身賽演練新陣形效果佳
為了備戰對敘利亞一役，國足從上周日起

集訓，並在7日晚與菲律賓隊踢了一場熱身
賽，最終收穫一場大捷，大大提升了球隊士
氣。
主帥納比在該場熱身賽中嘗試了全新的

中前場組合，並演練了433、442等不同陣
形，收到不錯的效果。他賽後表示，通過調整
陣形和陣容，國足在下半場踢得更有侵略性，

場上的表現也更加優秀。鄧涵文等年輕球員狀
態出色，這給納比在排兵佈陣方面帶來更多選
擇。
雖然國足在熱身賽射入8球，但武磊、

郜林和張玉寧3名正印前鋒卻顆粒無收，並
且每人都不止一次浪費了必進球的機會。在
于大寶因傷缺席本期集訓的情況下，誰為國
足攻城拔寨成為納比重點研究的課題。當國
足面對整體實力更強、擅長防守反擊的敘利
亞隊時，國足鋒線球員的狀態將直接決定球
隊能否拿到勝利。

于大寶缺陣 三前鋒狀態差
對此，納比坦言：“敘利亞隊的能力應

該在中國隊能戰勝的範圍之內，如果我們在主
客場被敘利亞隊‘雙殺’，那我們確實應該出
局。如果我們還不想放棄的話，就必須、也應
該拿下敘利亞隊。”
國足飛抵新山後，即展開首堂訓練課。

由於剛剛抵埗，國腳們以恢復性訓練為主，強
度並不大。不過，納比自始至終神情凝重，眾
將也少有輕鬆神情，大戰氣氛籠罩着全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鄭 智 眼 眶 重 傷鄭 智 眼 眶 重 傷 未 能 隨 隊 出 征未 能 隨 隊 出 征

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國足）日前從廣州出發，乘包機飛抵馬來西亞新

山，備戰下周二在當地進行的2018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12強賽客場對敘利

亞隊的比賽。不過，隊長鄭智因在日前的一次訓練中撞傷眼眶，未能隨隊出

征。而對於下周二的比賽，主帥納比定下全取3分的目標，因為只有擊敗對

手，國足才能保留一絲出線希望。

北京首鋼男籃新任主帥希臘籍教練
克里斯托普洛斯·雅尼斯9日正式亮相。
至此，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CBA）
20家俱樂部中近一半作出換帥決定。

近期，廣州、同曦、北控、浙江、
福建、廣東、吉林、北京等CBA聯賽俱
樂部相繼宣佈更換主帥，並引進了幾位
知名洋帥。其中廣東隊請回“老熟人”
立陶宛教練尤納斯，吉林隊聘請韓國教
練金容植，北京隊攜手曾任中國男籃助
理教練的希臘籍教練雅尼斯。
與部分隊伍有所不同的是，北京首

鋼男籃前任主教練閔鹿蕾並非因球隊成
績下滑被迫“下課”，而是即將擔任俱
樂部總教練兼男籃一隊領隊，全面統籌
男女籃體系化建設工作，並負責男籃一
隊的管理事務。

閔鹿蕾執教北京首鋼隊20年，創造
過四年三冠的輝煌歷史。他告訴記者：
“着眼於球隊發展，我向俱樂部提出了
重建的建議，希望俱樂部能夠聘請更加
年富力強，擁有先進執教理念和經驗的
國際知名教練來帶領球隊重登巔峰。為
此，我推薦了雅尼斯先生。”

雅尼斯於1996年開始教練生涯，
2013年至2016年，擔任中國男籃助理教
練，負責打造球隊的技戰術體系。

■中新社

CBA掀換帥潮
雅尼斯任首鋼教頭

寧澤濤代表河南
戰全運預賽

■■龔翔宇龔翔宇（（上上））在比在比
賽中扣球賽中扣球。。 新華社新華社

■■閔鹿蕾閔鹿蕾（（左左））轉任首鋼總教練兼領轉任首鋼總教練兼領
隊隊。。 新華社新華社

■■國足主帥納比督操國足主帥納比督操，，神情凝重神情凝重。。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鄭智鄭智（（右右））因傷留在因傷留在
廣州治療廣州治療。。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國足抵大馬後立即投國足抵大馬後立即投
入訓練入訓練。。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中國門將畢曉琳中國門將畢曉琳（（藍藍
衫衫））救險救險。。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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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舉辦障礙賽跑活動德國舉辦障礙賽跑活動

德國黑森州韋希特爾斯巴赫，民眾參加“強悍的維京人賽跑”（Strong

Viking Run）障礙賽活動。該項賽跑活動是為業余運動員設計的，有7

公裏、13公裏和19公裏，穿越的障礙包括爬墻、過水、過泥漿地等。

法網女單法網女單11//44抉賽沃茲爆冷負抉賽沃茲爆冷負

20172017年法國網球公開賽展開女單年法國網球公開賽展開女單11//44決賽較量決賽較量，，瑞士姑娘巴辛斯基以兩個瑞士姑娘巴辛斯基以兩個66比比44擊敗了主場作戰的本土壹姐梅拉擊敗了主場作戰的本土壹姐梅拉
德諾維奇德諾維奇，，繼繼20152015年後再度闖進法網女單四強年後再度闖進法網女單四強，，她將和她將和1919歲的拉脫維亞小將奧斯塔彭科爭奪決賽權歲的拉脫維亞小將奧斯塔彭科爭奪決賽權，，後者以後者以44--66//
66--22//66--22逆轉擊敗了前世界第壹沃茲尼亞奇逆轉擊敗了前世界第壹沃茲尼亞奇，，今年三殺對手的同時也生涯首度殺進大滿貫女單四強今年三殺對手的同時也生涯首度殺進大滿貫女單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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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新聞日報訊】伍煒豪在十幾歲的時候就意識到自己對教育
和教學充滿熱情。而現在已成為現代教育中心行政總裁的他，對投身
教育亦從未後悔。

與許多業內人士一樣，伍煒豪是在偶然之間接觸到特許經營，亦
因為對教育有所抱負，同時喜歡幫助別人，便加入了這個行列。1988
年，他遇到政治迫害而逃離了受戰爭蹂躪的越南，在菲律賓以難民的
身份度過了一整年，然後有幸移居加拿大，並在那裡培養對教育和補
習輔導的熱情。

起初他為同學補習微積分，發現自己能夠幫助別人理解複雜的概
念，其後在晚上為同學們補習，希望他們取得好成績。即使同學們只
能站著聽講，他的補習時段仍然吸引力十足。當時他已經深知自己的
能力和態度，在教育事業上必定能夠有所作為。

伍煒豪最先在1995開設BrainChild補習中心，其後改名為 「現代
教育中心」，並在全國銷售特許經營權。

「大約六年前，我發現自己從事教育工作已經有十五年的歷史，
覺得應該開始考慮如何利用多年來累積的經驗來幫助擁有同樣視野和
抱負的人。我知道我有辦法激勵其他企業家和教育工作者去追尋自己
的夢想，為社區出一分力，所以我決定發展現代教育中心的特許經營
權。」

他坦承當年創業的時候完全稱不上是一名專家。但隨著這些年來
的學習、成長和進步，這個始於西雅圖的品牌已獲得業界的肯定。目

前，現在教育中心特許經營品牌在美國共有
48所分校分佈於9個州份，最近更獲得企業
家特許經營 500 強 「2017 年度最佳特許經
營」及Inc.5000 「全美增長最快公司」等榮
譽。

如何才能成為成功的領導者？根據伍煒
豪的說法，個人成長和持續進修必定是首要
追求的目標。

「除了參加領袖研討會和業界聚會之
外，我會不斷閱讀了解社會的變化和趨勢，
更要求自己每天至少閱讀30分鐘。」

但是公司成功不會只靠一個人的工作和
智慧。伍煒豪深知他的團隊是他最好的資產
之一，公司持續發展亦要靠團隊通力合作。

「我必須建立一個堅實的團隊。因為他
們跟我一起努力工作，我需要他們擁有與我共同的理念，並像我一樣
的充滿熱誠、有責任心和積極進取。」

特許經營需要持續的策略和熱情，才能讓整個系統茁壯成長，雖
然這是一個很高的標準，但也為全球擴張提供了無限的機會。

大多數領袖在開創自己的事業或接手一間公司的時候，都希望能
夠對社會有持久的影響，但這說起來往往比實際容易得多。而伍煒豪

想對這些有意創一番事業的領袖們提供一些建議。
「如果你想為社會帶來持久的影響，就應該建立一套優越的公司

文化。不僅只是創建公司的使命、願景和核心價值，更重要的是必須
確保將你的哲學和目標傳達給整個團隊，讓他們了解公司的方向，亦
必須給予同事們有效的策略去每天堅守公司的信念。」

成功的領袖能夠指導和教育團隊如何達標，伍煒豪在他整個職業
生涯當中，就一直以教導別人，鼓動人心為目標。

【華府新聞日報訊】本次沙龍十分榮幸
的邀請到了兩位成功的土木行業華人企業家
David Wang先生和黃國興先生於六月十七日
為大家舉辦講座。David Wang先生和黃國興
先生分別擔任Sabra, Wang&Associates, Inc. 和
Endesco Inc.兩家公司的董事長。王先生和黃
先生將會和大家分享在工程咨詢，設計施工
領域打拼多年，創業之路上的辛酸苦辣，點
點滴滴。

講座內容：
1. 職業發展與創業的關聯性
2. 土木領域的創業難點
3. 大DC區域土木方向創業前景展望
參與者還將獲得1個小時的PDH （Pro-

fessional Development Hour）學分用於續新專
業工程師執照。

講座時間：6月17日下午2點至5點半
地點：
Former Washington Bible College
6511 Princess Garden Pkwy, Lanham, MD

20706
門票售價：$5（提供飲料）
具體安排：
2:00 PM - 2:30 PM Check-in & Pre So-

cial Time
3:00 PM - 4:30 PM Panel Discussion

4:30 PM - 5:30 PM Post-Event Net-
working

注冊活動鏈接: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

1FAIpQLSdsKdGaErOn1Dzd3I5cygeJM-
ny3GXw4VtmvHkLx3GFyKuV8xw/viewform

土木沙龍是由在大華府地區土木行業華
人工程師在2015年五月成立的非盈利組織，
旨在鼓勵和幫助本地區的華人土木工程師提
升專業競爭力和適應職場變化，建立信任並
互幫互助，促進團結合作為華裔爭取更多的
福利。詳見官方網站：http://www.tumues.
com/

作為大華府唯一通過政府認證的，可以
提供更新專業工程師（Professional Engineer）
所 需 要 的 學 分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our）的華人組織，土木沙龍現有本地成員
近500人，土木沙龍為本地華人提供免費的
專業相關幫助，包括推薦設計師和建築商、
協助接待訪問交流、合同咨詢，投資開發合
作等。

特別感謝 Lantian Development，迪恩資
產，北美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和Plus Contract-
ing的贊助支持。歡迎有興趣贊助的朋友聯系
我們！

【華府新聞日報訊】正昇財務
顧問公司總裁張文進博士，將於
6 月 10 曰及 17 曰舉辦 「資產轉移
規 劃 」 及 「商 業 房 地 產 投 資 策
略」財 務 講 座 ， 從 上 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止。地址是 15245
Shady Grove Rd. (North lobby),
Rockville, MD 20850。 報 名 請 洽
240-479-2688 分 機 110 或 ad-
min@uprightplanning.com。

6 月 10 曰張博士將講解 「資
產轉移規劃」。資產轉移規劃不
僅是設立遺囑或信託而已，它是
一個持續的過程，一旦有任何可
衡量的資產時，就應考慮到資產
轉移的策略。資產轉移規劃的目
的是確保財富能有效的轉移給受
益人，並且能符合節稅的方針。
良好的退休金領取策略，可以將
財富以高效節稅的方式轉移給後
代。

張博士將討論:1)如何以高效
節稅的方式轉移你的資產;2)為什

麼羅斯 IRA 和人壽保險是有效的
資產轉移方式;3)使用延伸性 IRA
增大退休金的益處，以幫助下兩
代的子孫;及 4)那些退休 金領取
策略值得您的考慮。

張博士也將分享退休金領取
策略，延伸型 IRA 的使用，人壽
保險及羅斯退休帳戶，這些策略
能經濟且有效地將退休金遺留給
後代。這些策略只是將大多數人
常用的策略稍加修改而已，但結
果是您領取的退休金將增多，留
給後代的遺產也增高，唯一降低
的是繳給政府的稅金。

6 月 17 曰張博士將講解 「商
業房地產投資策略」。當今的理
財 要 項 之 一 是 要 跟 得 上 通 貨 膨
脹，資產才不致於縮水。銀行及
政府債券的利率超低，跟本無法
對抗通膨。股票雖是好的抗通膨
投資，卻不一定能保本。

房地產的價值及房租，皆會
因利率上揚而上昇，應是您保本

保值及穩定收入的好投資。超過
半數的美國富人是靠房地產致富
的 ， 房 地 產 的 成 長 潛 力 不 容 忽
視。但是，並非每個人都善於管
理房地產或租戶。商業房地產投
資信託允許個人用少量的資本，
就 可 參 與 大 型 的 商 業 房 地 產 投
資。

張博士將講解：1)擁有商業
房地產的原因;2)什麼是商業房地
產投資信託;3)商業房地產投資信
託的好處及風險;及 4)如何參與商
業房地產投資信託的投資。

張博士也將解說 「1031 同性
質房產交換」，若投資的房地產
已經賺了錢，但您又厭倦管理房
客，也不想繳稅，最好的處理方
式應是 1031 同性質房產交換，如
此一來您賣房賺的錢可延稅，同
時仍有房租收入，受益人也不用
繳資本利得稅，是一項非常有效
的遺產規劃方式。

現代教育中心伍煒豪現代教育中心伍煒豪：：成功的領袖必須成功的領袖必須
抱持求知若渴的態度抱持求知若渴的態度

土木沙龍六月十七日講土木沙龍六月十七日講
座座-- 企業家的創業之路企業家的創業之路

張文進博士資產轉移規劃及張文進博士資產轉移規劃及
商業房地產投資策略講座商業房地產投資策略講座

0601B05

【華府新聞日報訊】日前，中國國家新聞
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發布了《國家新聞出版廣
電總局電影局關於開展‘迎接黨的十九大 共
圓小康中國夢’主題放映活動的通知》，在通
知中，電影局向各有關單位列出了主題放映活
動的推薦片目。由南京明博文化傳播有限公
司、鹽城冉冉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新華網
股份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江蘇大豐港經濟開

發區管理委員會聯合拍攝的反腐題材電影《打
開天窗說亮話》入選推介名單。

電影《打開天窗說亮話》，是在習近平總
書記倡導在全黨、全軍、全國開展反腐倡廉
後，拍攝的第一部反腐題材影片。影片講述了
一位鐵面無私、秉公執法的縣紀委書記，時刻
銘記黨員職責，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堅守黨
性，與貪腐勢力作堅決殊死的鬥爭，黨內腐敗

分子及其同伙最終難逃恢恢法網的故事。影片
情節錯綜復雜、層層懸疑，高度還原了紀委、
監察、公安人員的辦案細節，展現了他們與腐
敗分子鬥智鬥勇的機敏和堅持依紀依法、公正
嚴明執法的風貌。該影片在2016年5月舉辦的
首屆“江蘇電影節”中榮獲二等獎，中央電視
台電影頻道在今年的兩會期間進行了展播。

影片有著名導演李寶生、黃樓聯合執
導，著名演員白凡飾演紀委書記顧克敏，台灣
影星王思懿飾演安琪酒莊老板黎安琪，著名影
視演員曲國強飾演公安局副局長嚴寬，著名演
員馬書良飾省人大副主任陳明順，著名演員馬
曉楓飾演開發區副主任姚大鵬，旅美著名演員
解國防擔任制片主任並在該劇飾演工商局長錢
剛。

廉政影片廉政影片《《打開天窗說亮話打開天窗說亮話》》入入
選選 ““迎接黨的十九大迎接黨的十九大 共圓小康共圓小康
中國夢中國夢””主題放映活動推介片目主題放映活動推介片目

（（左起左起））導演李寶生導演李寶生、、王思懿王思懿、、制片主任解國防制片主任解國防

解國防飾工商局長錢剛解國防飾工商局長錢剛馬書良飾省人大副主任陳明順馬書良飾省人大副主任陳明順（（左左））

曲國強飾公安局副局長嚴寬曲國強飾公安局副局長嚴寬

白凡飾紀委書記顧克敏白凡飾紀委書記顧克敏

王思懿飾安琪酒莊老板黎安琪王思懿飾安琪酒莊老板黎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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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KittyHello Kitty正式光臨芝加哥正式光臨芝加哥！！

長榮航空芝加哥－台北航線由每週四班增至每週七班長榮航空芝加哥－台北航線由每週四班增至每週七班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郭笑榮郭笑榮//採訪報導採訪報導))
長榮航空長榮航空Hello KittyHello Kitty星空彩繪首班星空彩繪首班

機機，，於於55月月3131日晚間自臺北抵達芝加日晚間自臺北抵達芝加
哥歐黑爾機場哥歐黑爾機場，，當日中午長榮航空公當日中午長榮航空公
司為了慶祝芝加哥至台北航線增班司為了慶祝芝加哥至台北航線增班，，
於芝加哥歐黑爾威斯汀大酒店於芝加哥歐黑爾威斯汀大酒店(The(The
Westin OWestin O’’Hare Hotel)Hare Hotel) 舉辦舉辦「「芝加哥－芝加哥－
臺北臺北 Hello KittyHello Kitty 彩繪機暨增班彩繪機暨增班」」發表發表
會會，，參與這場盛的貴賓包括參與這場盛的貴賓包括：：芝加哥航芝加哥航
空管理局空管理局Ms. Ginger EvansMs. Ginger Evans、、駐芝加哥駐芝加哥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寰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寰、、芝芝
加哥官方行銷組織加哥官方行銷組織Choose ChicagoChoose Chicago 副副
總總Mr. Brian SaldMr. Brian Sald、、芝加哥旅遊業者芝加哥旅遊業者、、企企
業會員業會員、、貨運業者貨運業者、、新聞媒體新聞媒體，，約約 110110
位貴賓位貴賓，，場面盛大場面盛大。。

長榮航空美洲總分公司客運部經理長榮航空美洲總分公司客運部經理
黃士銘於發表會上向所有貴賓表達了黃士銘於發表會上向所有貴賓表達了
深切的問候及謝忱深切的問候及謝忱，，感謝美中地區的感謝美中地區的
業者及客友們對長榮航空的支持業者及客友們對長榮航空的支持，，使使
長榮航空在去年長榮航空在去年((20162016))1111 月月 33 日開航日開航
以來以來，，一直深受大眾的歡迎一直深受大眾的歡迎，，他表示未他表示未
來長榮航空將繼續保持好的服務品質來長榮航空將繼續保持好的服務品質
，，為廣大的美中地區朋友服務為廣大的美中地區朋友服務。。
長榮航空公司芝加哥至台北航線自長榮航空公司芝加哥至台北航線自55
月月 3030 日開始由每週四班增為每天一日開始由每週四班增為每天一
班班，，並採用最新客機並採用最新客機 777777－－300300ERER 客客
機飛行機飛行，，增班之後增班之後，，從芝加哥至臺北從芝加哥至臺北，，
每星期一每星期一、、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六星期六，，將由將由HelHel--
lo Kittylo Kitty星空彩繪機來執行飛行星空彩繪機來執行飛行，，每天每天
班機起飛的時間是夜裡班機起飛的時間是夜裡1212::3030，，抵達到抵達到
臺北的時間是早上臺北的時間是早上44::3030，，因為是直飛因為是直飛
航班航班，，為廣大的美國中西部旅客們為廣大的美國中西部旅客們，，提提
供了方便又快捷的服務供了方便又快捷的服務，，更縮短了芝更縮短了芝
加哥至臺北加哥至臺北，，和到東南的的航程距離和到東南的的航程距離，，
自開班以來深受旅客的歡迎自開班以來深受旅客的歡迎。。

長榮航空飛抵芝加哥機場的長榮航空飛抵芝加哥機場的777777－－
300300ER Hello KittyER Hello Kitty 彩繪機名為星空彩繪機名為星空
機機，，由長榮航空與日本三麗鷗公司攜由長榮航空與日本三麗鷗公司攜
手合作設計手合作設計，，機身幻化成璀璨星空機身幻化成璀璨星空，，無無

論是機內點餐論是機內點餐、、餐巾紙餐巾紙、、頭頭
墊紙墊紙、、抱枕抱枕、、洗手乳洗手乳、、乳液乳液、、
衛生紙等等衛生紙等等，，100100多項服務多項服務
用品用品，，處處可見三麗鷗明星處處可見三麗鷗明星
們的蹤跡們的蹤跡，，讓旅客在漫漫的讓旅客在漫漫的
飛行途中飛行途中，，充滿不同的樂趣充滿不同的樂趣
。。

長 榮 航 空 波 音長 榮 航 空 波 音 777777 －－
300300ERER機型機型，，提共提共333333個座個座
位位，，其中包含其中包含3939個商務艙個商務艙，，
5656 個豪華經濟艙和個豪華經濟艙和 238238 個個
經濟艙經濟艙，，機上娛樂系統採用機上娛樂系統採用
Panasonic eXPanasonic eX33 及及 GCSGCS 全球全球
通訊服務系統通訊服務系統，，全艙等配置全艙等配置
高解析度及大尺寸螢幕高解析度及大尺寸螢幕，，讓讓
旅客在飛機上享受旅客在飛機上享受 HDHD 高高
品質影音娛樂的視覺享受品質影音娛樂的視覺享受，，
此外此外；；透過透過 GCSGCS 全球通訊全球通訊
服務系統服務系統，，旅客可以於機上旅客可以於機上
付費使用付費使用 Wi-FiWi-Fi 無線上網無線上網
服務及服務及 S M SS M S 手機簡訊漫手機簡訊漫
遊服務遊服務。。

長榮航空美洲總分公司長榮航空美洲總分公司
芝加哥分公司客運課副課芝加哥分公司客運課副課
長吳硯琛長吳硯琛、、客運課業務代表客運課業務代表
劉柏鑫也在會上分別向大劉柏鑫也在會上分別向大
家介紹家介紹 Hello KittyHello Kitty 彩繪機彩繪機
的機艙配置及服務項目的機艙配置及服務項目，，他他
們表示長榮航空與日本三們表示長榮航空與日本三
麗鷗公司以不同主題打造麗鷗公司以不同主題打造
六甲六甲 Hello KittyHello Kitty 彩繪機飛彩繪機飛
航芝加哥之外航芝加哥之外，，也飛至新加也飛至新加
坡坡、、巴黎巴黎、、東京東京、、福岡福岡、、上海上海、、首爾等地首爾等地，，
所到之處皆相當受到旅客喜愛所到之處皆相當受到旅客喜愛，，六月六月
份將再推出一架友誼機份將再推出一架友誼機，，飛航大阪與飛航大阪與
沖繩沖繩，，每架飛機機身會有可愛每架飛機機身會有可愛 HelloHello
KittyKitty搭配蝴蝶結背景搭配蝴蝶結背景，，機內服務備品機內服務備品
中的頭墊紙與枕頭套則延續浪漫活潑中的頭墊紙與枕頭套則延續浪漫活潑
的主題的主題，，推陳出新推陳出新，，讓搭機成為旅客最讓搭機成為旅客最

期待的旅程期待的旅程。。
長榮航空自長榮航空自 20162016 年年 1111 月月 33 日開航日開航

芝加哥芝加哥--台北航線台北航線，，提供芝加哥及中提供芝加哥及中
西部地區往返亞洲兩地旅客更快捷便西部地區往返亞洲兩地旅客更快捷便
捷之轉機服務捷之轉機服務，，長榮航空提供由芝加長榮航空提供由芝加
哥哥、、紐約紐約、、休士頓休士頓、、洛杉磯洛杉磯、、舊金山舊金山、、西西
雅圖雅圖、、多倫多多倫多、、溫哥華等八大城市飛往溫哥華等八大城市飛往
臺北的飛航服務臺北的飛航服務，，至今年年底美中飛至今年年底美中飛

航班次將達八十八班航班次將達八十八班，，搭配由臺北飛搭配由臺北飛
往東南亞美洲往東南亞美洲 131131 班班，，以及港澳大陸以及港澳大陸
航線航線 113113 班的航班服務班的航班服務，，方便北美旅方便北美旅
客經臺北往新加坡客經臺北往新加坡、、曼谷曼谷、、香港香港、、澳門澳門、、
金邊金邊、、西貢西貢、、馬尼拉馬尼拉、、宿霧宿霧、、吉隆玻吉隆玻、、峇峇
裡島裡島、、河內河內、、雅加達雅加達、、北京北京、、上海上海、、廣州廣州
等地等地，，有關有關EVAEVA航班相關資訊可參考航班相關資訊可參考
長榮航空網頁長榮航空網頁

http: //www.evaair.comhttp: //www.evaair.com
發表會上長榮航空並送出各種發表會上長榮航空並送出各種

Hello KittyHello Kitty彩繪機上面的配置使用物彩繪機上面的配置使用物
品給參加發表會的貴賓品給參加發表會的貴賓，，同時也抽出同時也抽出
一位最幸運兒獨得兩張芝加哥往返臺一位最幸運兒獨得兩張芝加哥往返臺
北的來回機票北的來回機票，，整個發表會在一片祝整個發表會在一片祝
福聲中圓滿結束福聲中圓滿結束。。

由左至右由左至右：：長榮航空芝加哥分公司客運課長榮航空芝加哥分公司客運課
業務代表陳政宏業務代表陳政宏、、發表會上主持人陳曉艷發表會上主持人陳曉艷
、、副課長吳硯琛副課長吳硯琛、、業務代表劉柏鑫業務代表劉柏鑫、、業務代業務代

表陳翰強等合影表陳翰強等合影

幸運兒獨得長榮航空兩張芝加哥幸運兒獨得長榮航空兩張芝加哥
至台北往返機票至台北往返機票,,由芝加哥分公司由芝加哥分公司

總主任鄭慶淇頒獎總主任鄭慶淇頒獎
Hello KittyHello Kitty彩繪機艙內彩繪機艙內100100多項多項

印有印有Hello KittyHello Kitty圖案用品圖案用品

Hello KittyHello Kitty彩繪機上的兒童套餐彩繪機上的兒童套餐 長榮航空飛往芝加哥長榮航空飛往芝加哥--台北的客機模型台北的客機模型
Hello KittyHello Kitty彩繪機艙內彩繪機艙內100100多項多項

印有印有Hello KittyHello Kitty圖案用品圖案用品

「「芝加哥－臺北芝加哥－臺北Hello KittyHello Kitty彩繪彩繪
機暨增班機暨增班」」發表會現場一景發表會現場一景

「「芝加哥－臺北芝加哥－臺北Hello KittyHello Kitty彩繪彩繪
機暨增班機暨增班」」發表會現場一景發表會現場一景

「「芝加哥－臺北芝加哥－臺北Hello KittyHello Kitty彩繪彩繪
機暨增班機暨增班」」發表會現場一景發表會現場一景

長榮航空公司慶祝長榮航空公司慶祝「「芝加哥－臺北芝加哥－臺北Hello KittyHello Kitty彩繪機暨增班彩繪機暨增班」」發表會參與發表會參與
貴賓合影貴賓合影,,右起右起::芝加哥分公司總主任鄭慶淇芝加哥分公司總主任鄭慶淇,,美洲總分公司客運部經理黃美洲總分公司客運部經理黃
士銘士銘,,台北經文處副處長陳琼玉台北經文處副處長陳琼玉,,處長何震寰處長何震寰,Commissioner of the Chi,Commissioner of the Chi--
cago department of Aviation Ms. Ginger Evanscago department of Aviation Ms. Ginger Evans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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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臺灣媒體6月7

日報道，王心淩日前

剛恢復單身，最近就

被曝出秘戀航運小夥

Derek 彭，她今早在

臉書發表670字的長文解釋與Derek長達10年

的友情，是已故好友許瑋倫牽線，還有其他

各界的朋友組成的“義氣幫”。針對周刊拍

到的照片，原本看得很淡然的她，由於牽扯

到好朋友，不得不發文解釋，“不希望真誠

的友情，因為誤解而造成對方的困擾。”

王心淩表示，“義氣幫”是許瑋倫送給

他們最好的禮物，“我們都覺得瑋倫壹直在

某個地方遠遠的照顧著我們，見不到面並不

代表她不在我們身邊。”這讓她知道除

了親情之外，世界上還有壹種恒久不變

的真心叫做友情。而“義氣幫”不是只

有女生的姐妹淘，而是兄弟姐妹。針對

男女之間是否有純友誼？王心淩說自己

從來沒有質疑過。

知道她最近剛分手，大家都急著幫

她物色對象，因為此事並非事實，所以

她趕緊出面澄清，“我是公眾人物，早

已習慣被誤會或被報道，但我的朋友不

是，我不希望真誠的朋友誼，因為誤解

而造成對方的困擾。”

據了解，王心淩昨晚徹夜未眠，很

心疼好朋友被打擾，所以第壹時間發文

解釋，希望大家不要誤解。她的經紀公

司也表示，“希望不真實的報道能就此

打住，不要再以訛傳訛。”

王心淩發文全文：

我有壹群好朋友
分屬各個不同領域

我們取了個簡單易懂的名字
叫做義氣幫

牽起義氣幫這條線的
是因為我們有壹位共同的好友

好久不見的許瑋倫
說好久不見是因為

我們都覺得瑋倫壹直在某處
遠遠的照顧著我們

見不到面不代表她不在我們身邊
我很幸運有這群朋友

這也是瑋倫送給我人生裏最珍貴的禮物
義氣幫的這群朋友

壹起開心壹起難過壹起分享壹起玩耍
有人結婚有人開店有人失戀有人大病初

愈有人生了小孩
我們都壹直在彼此身邊陪伴著

除了親情之外，世界上還有壹種恒久不變的
真心
叫友情

義氣幫不是只有女生的姐妹淘

我們是兄弟姐妹
很多人會問：男生和女生之間有真的友誼嗎？

我從來沒有質疑過
我發片時每場簽唱會每個活動他們都到現場

我演的每壹部戲的角色他們如數家珍
我在小巨蛋開演唱會時，他們在臺下叫啞了

嗓子
我有對象時我們壹起聚餐出遊
我失戀的時候，他們陪我度過

他們陪著我度過人生大大小小的風波與階段
我很珍惜這些無比珍貴的友情

因此當我聽到媒體拍到義氣幫的其中壹位朋
友

進出我的家的時候
我只淡淡的“喔~”了壹聲

這不是再普通不過的朋友往來嗎？
但是，看圖亂編不是事實的故事

傷害的不只是我個人
也是我最不願意牽連的無辜朋友

在我身邊的男性朋友，這陣子都辛苦了
媒體急著幫我物色對象難免亂槍打鳥

我是公眾人物，被誤會被報道早已習慣了
但我的朋友不是

我不希望真誠的友情，因為誤解而造成對方
的困擾

也因此，我會花這麽長的篇幅
說明我和義氣幫朋友的相處狀況

謝謝媒體的關心
Derek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也可以說是我的心

靈導師
但，他真的不是我的感情對象

他也不是公眾人物，請不要打擾他的生活
人，愈長大愈明白

愛情也許終究會是曇花壹現的美麗
但擁有真心的好朋友
卻是壹輩子的幸福

我很珍惜
#報道很烏龍
#生活很無奈
#友誼萬萬歲

林宥嘉丁文琪喜帖曝光林宥嘉丁文琪喜帖曝光
森林風喜帖格外浪漫森林風喜帖格外浪漫

歌手林宥嘉年初與丁文琪登記

結婚，5月特地到日本輕井澤舉辦婚

禮派對，6月底將會在臺北舉行正式

婚禮，8日小倆口的喜帖曝光，獨有

的“森林式浪漫風”設計風格，粉

絲見狀直呼“好想收藏喔”！知名

設計師聶永真在臉書PO出3張照片

，透露“幫知名的紅歌星詮釋壹種

森林ROMANCE喜帖的 STYLE”，

只見桌上擺了壹疊喜帖，壹旁擺了

壹些裝飾用的幹燥樹葉，在他的巧

手下喜帖經由燈光照射後，會呈現

樹葉紋路，和小倆口森林風的形

象相當吻合，也展現這對新人獨有

的清新的品味。丁文琪看到後分享

po文，寫著“知名的紅歌星a.k.a.歌

王a.k.a.我先生的喜帖好美啊”，不

只她醉心於厲害的設計，粉絲也是

壹會兒驚呼“真的好美”，也有粉

絲表示希望能有壹份收藏，並祝福

林宥嘉在24日順利奪下金曲歌王，

26日辦婚宴時就是雙喜臨門了！

老公秦昊突然現身
伊能靜哭成了這樣

據臺灣媒體《中時電子報》6月8日報道，

伊能靜近日帶著女兒小米粒上《媽媽是超人2》

，展現出“好太太”、“好媽媽”的壹面，最

新壹期節目中，公公婆婆到臺灣作客，伊能靜

特地為公公準備驚喜，就是要幫他拍攝全家福

，沒想到在北京拍戲的老公秦昊，也給了她壹

個大驚喜，就是趁2天休假時間，特地趕來團聚

，讓伊能靜瞬間淚崩。

伊能靜很喜歡把家人照片集結成冊，但她

發現照片中都沒有公公，原來公公都是負責拍

照，沒有入鏡，所以她特地安排拍攝全家福。

本來秦昊因為在拍戲，全家福裏會少了他

，但沒想到公公婆婆早就和兒子秦昊串通好來

騙伊能靜，就是他趁2天休假飛來臺灣，壹家人

團聚。

到達攝影棚，眼見秦昊已等在那裏，伊能

靜又驚又喜，感動到淚崩，直喊“妳怎麽在這

兒啊”，秦昊趕緊安慰她。她也表示真的很開

心，因為老公就是自己的主心骨，有老公在壹

家人才是最完美的。



CC99香港娛樂
星期六 2017年6月10日 Saturday, June 10, 2017

美南版■責任編輯：趙雪馨 2017年6月10日（星期六）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林敏驄紅館騷

遲遲11粒鐘開場粒鐘開場 蔡一智傷臀缺席蔡一智傷臀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陳嘉
上導演的新片《蕩寇風雲》，邀得趙文
卓擔任男主角，但片中一大焦點是洪金
寶（三毛）與洪天明父子檔上陣演出。
不過天明受訪時表示接戲那時知道有爸
爸份好開心，卻對戲中二人沒有對手戲
感無奈，他笑說：“好可惜、失望，無
法打他！”至於三毛大哥拍動作戲可謂
駕輕就熟，首度跟趙文卓合作已惺惺相
惜，打得很有默契。三毛大哥笑說：
“我是萬能插蘇，任何國家演員也可拍

檔，如何動手、夾時間我也知怎去和怎
遷就到！”其中大哥要揹上幾十磅重的
盔甲跟趙文卓在監獄內對打，他笑言也
佩服古代人功夫好，體力更好。
提到天明的功夫如何時，三毛大哥

表示自己向來嚴格，不會出聲提點，且
小時候教過的就已教了，只是有經驗就
會分享給兒子知道。天明笑說：“動作
上我遺傳阿爸，是有點天份，從小到大
也在片場磨練，跟武師踢腿。不過如果
阿爸做導演，我控制我的角色就會很大
壓力，其實我們三兄弟也在這一行，都
想跟阿爸一起合作一次，現正度劇
本。”

要兒子學服從
會否也讓孫仔參與演出？大哥一副

威嚴口吻：“不會，只想暑假送孫仔去
少林寺，讓他學會服從性。”孫仔又有
否打功夫的天份？大哥表示未知，天明

則說：“小朋友每個都好動，但現在應
先讀書，之前試過他不專心要見家長，
老婆現在假期也不去旅行，幫兒子報讀
EQ班，希望提高他的自律和專注力。”
大哥即說：“送他到少林寺就對了，不
是要他學打功夫，是訓練他的服從性和
紀律，沒專注性就要練多一點！”天明
不敢逆意，只好說：“遲一點吧，他都
聽話，只是玩得心散。慢慢管教，現他
都已經很多課外活動。”
談到若跟三個兒子合作拍戲，會否

捨得打他們？三毛大哥哈哈笑說：“未
知呀！我估不會三個都同我對打！”天
明亦笑說：“看劇本啦，但自己一定要
不夠他打，怎樣也要中一、兩下！”天
明表示現他跟爸爸都有工作室，如自己
開戲的話，希望請爸爸的片酬不會太
貴。問大哥有否父子價？他笑說：“我
收不到平的，會收貴一些，寧願收了將
一筆錢給他，收300萬（港元，下同）就

給他200萬啦。”天明漸轉幕後發展，但
他指跟無綫尚有合約，只是希望能給予
好角色才再拍劇，不想再演二、三線角
色。

大哥恨湊孫女
父親節將至，天明表示他有工作要

去北京，未能到學校看兒子表演，不過
之前也試過推掉工作於父親節看兒子演
出。
問大哥會否想繼續抱孫？大哥笑笑

口說：“想，我每日湊一個也不夠，我
有三個仔，三個生夠三個就有九個，加
阿女三個就有十二個。”天明笑說：
“爸爸想生女，但給少許時間，不是錢
養大的問題，是有否能力、時間照顧，
現在兩個剛好。但阿爸、老婆都想生
女，過多兩年吧，希望弟弟幫幫手，不
要我迫着要‘交貨’般。”

場地：香港沙田凱悅酒店

父子無對手戲天明感可惜
洪金寶趙文卓 首合作已默契十足

香港文匯報訊 演過多齣
人氣劇集的韓國女星朴信
惠，9日風塵僕僕赴港準備
10日晚舉行的“2017朴信
惠Flower Of Angel亞洲巡
迴粉絲見面會”，她抵港
時獲不少港迷接機歡迎，
而9日晚朴信惠亦前往觀塘
apm出席記者會。
朴信惠表示她很喜歡香

港，更慶幸這次天氣很
好，和之前常跟雨天為伍
不同；亦表示此行想品嚐
蛋撻和坐山頂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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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租務部副總經理(推廣)李少
芬小姐(左)向朴信惠(右)獻
花。

■洪金寶(左)和洪天明兩父子，雖合演同
一套戲卻沒有對手戲。

■■在正式開騷前在正式開騷前，，阿驄在紅阿驄在紅
館館““踩台踩台””視察視察，，怎知仍發怎知仍發
生塌台意外生塌台意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這次阿驄(右)廣邀嘉賓撐場，包括早前涉
官非的關淑怡(左)。 網上圖片

■■傷者由醫護人員用擔架送院傷者由醫護人員用擔架送院
治理治理。。

■■林姍姍林姍姍((左左))指蔡一智指蔡一智((右右))
沒大礙沒大礙，，事發後已回家休事發後已回家休
息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雖然發生了意外雖然發生了意外，，但林敏驄但林敏驄((前排右前排右
四四))的音樂會的音樂會99日晚如常舉行日晚如常舉行。。

■根據現場相片所見，舞台台板是掉了下
去的。

一連兩場“今天星閃閃35年時日
如飛林敏驄腦交戰作品展演唱

會”9日晚在紅館開鑼，但在下午5時
許卻發生塌台意外，據知共有九人受
傷，包括跌傷的歌星蔡一智，另有兩
位女舞蹈員受了輕傷。有指意外是因
為舞台中間的圓形台板出現傾斜，而
並非升降台有事，該舞台台板約有一
個人的高度、兩輛汽車的闊度。
事發時，正值草蜢於台中央排

練，蔡一智因台板突然傾斜被央及跌
倒受傷，大會即時將他送院檢查，之
後由經理人林姍姍陪同返家休息，並
決定不會為晚上演唱會演出，只由另
外兩位成員蔡一傑及蘇志威繼續其演
出環節。

觀眾笑以粗口回應
原定9日晚8時15分開騷，主辦

單位為舞台搶修，但至晚上8時觀眾
仍未獲安排入場，於黃閘前有工作人
員拿起大聲公向在現場等候入場的觀
眾呼籲站得散開一點，以留出空曠位
置，因半小時後再公佈情況，當時觀
眾仍沒為此鼓噪。約8時15分，主辦
單位已確定可於20至30分鐘後安排入

場，Rundown上亦有所改動，舞台是
可正常使用。到8時55分，觀眾正式
獲安排魚貫入場。
演唱會於9時20分開始，大熒螢幕

先播出譚詠麟、鍾鎮濤、草蜢、鄭中
基、鄭伊健及張衛健的片段，穿上宣傳
海報中白色西裝的林敏驄拿着結他出
場，他先繞場一周彈結他，之後太極樂
隊出場與他Jam歌，其間阿驄也只踏過
舞台中央一次。阿驄問觀眾是否等了很
久，有少許不滿，觀眾笑住答他：
“是！”阿驄指這些事很易解決，還叫
觀眾以一個字形容，怎料觀眾報以粗
口，阿驄即笑大家太粗俗。他再說：
“今日下午發生少許非工業意外，（全
場發笑）我衷心希望同事沒事、沒大
礙！（全場拍掌）上天給的平地一聲
雷，真的嘭的一聲，事前我叫大會準備
一粒隕石下來，怎知真的開了一個洞，
影響舞台升降，一些機械也看不到。不
過大家來看人和聽歌，所以無所謂。”
觀眾也拍掌鼓勵。

“蹬”到屁股留家休息
林姍姍9日6時許送完阿智檢查

後，便向傳媒報平安說：“之前情況

是有點混亂，阿智說跌倒後屁股有點
痛，只是‘蹬’親個屁股，沒事的，
也剛送了他回家在家中休息，所以今
晚應該不會回紅館表演了。剛才亦報
了平安給傑仔及蘇老闆聽，他們都知
道，也多謝記者們關心，無事、無
事；其他狀況則由主辦方去交代好
了。因為傑仔和蘇老闆也在紅館，要
看主辦方怎樣安排藝人的Rundown，
有新消息會再告訴大家。”約一小時
後，姍姍再回覆傳媒更新阿智的情
況，“阿智剛覆了我短訊，說他正在
休息當中，沒事。不過他因為個屁
股，暫時這幾天的工作不能如常，所
以今（9日）晚他不回紅館了。而因為
今（9日）晚傑仔在演唱會有一首獨唱
歌曲，所以傑仔會留在紅館唱阿智的
那首獨唱歌，明晚亦都一樣。至於阿
智他要休息一段時間，要等過幾日他
休息完，再給大家Update！”
另外，有份演出這次音樂會的劉

浩龍表示，意外發生時他已綵排完畢
離開紅館，也多謝大家關心！他說：
“我無事，自己都在了解當中，希望
別要有人受傷。”之後他都有到後台
外拜神，求演出平安。蘇志威亦在

facebook留言報平安。
製作單位之一的大名娛樂，其工

作人員回應時指這次純屬技術故障：
“有兩名女舞蹈員輕微弄傷下巴及腳
部，已送院治理。”當問到意外是否
涉及塌台時，工作人員想了一會後表
示再找專人回覆。提到草蜢亦有受草蜢亦有受
傷傷，，工作人員指他們沒事工作人員指他們沒事，，蔡一智應蔡一智應
是是““蹬蹬””到屁股到屁股，，情況並不嚴重情況並不嚴重，，兩兩
場音樂會可如常舉行場音樂會可如常舉行。。至於阿智從多至於阿智從多
高跌下高跌下，，工作人員指不會目測去估工作人員指不會目測去估
計計。。

在在99日傍晚日傍晚66時時1515分分，，林敏驄從林敏驄從
後台出來拜神後台出來拜神，，他架上黑超穿啡色西他架上黑超穿啡色西
裝裝，，記者叫他做訪問時記者叫他做訪問時，，他只舉高他只舉高
手手、、笑笑口沒走近傳媒笑笑口沒走近傳媒。。同場的阿驄同場的阿驄
胞姊林敏怡胞姊林敏怡、、主辦人林建名主辦人林建名、、糖妹糖妹、、
黎瑞恩黎瑞恩、、邵音音邵音音、、林利林利、、胡渭康胡渭康、、關關
淑怡及太極樂隊每位也誠心上香淑怡及太極樂隊每位也誠心上香，，而而
阿驄則一直保持笑容阿驄則一直保持笑容。。切完燒豬後切完燒豬後，，
阿驄依習俗吃了一片阿驄依習俗吃了一片，，之後到何超儀之後到何超儀
出來拜神出來拜神，，叫她接受訪問時她只從老叫她接受訪問時她只從老
遠對傳媒說遠對傳媒說：“：“今今（9日）晚個騷會好晚個騷會好
看的看的！”！”約接近約接近77時時，，蔡一傑亦從後蔡一傑亦從後
台步出拜神上香台步出拜神上香，，但他並沒接受訪問但他並沒接受訪問
談及哥哥蔡一智的傷勢談及哥哥蔡一智的傷勢。。

演出前塌演出前塌台台99人受傷人受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吳文釗）以香港著名填詞人

林敏驄為主角的群星拱照音樂會，原定9日晚假香港紅館開鑼，

但在開騷前的綵排中突然發生意外，包括組合草蜢成員蔡一智等

九人因舞台塌下而受傷，部分傷者更要送院治理。據知是舞台中

央的台板傾斜倒塌引致意外，不過事件發生後音樂會照舊進行。

■林敏驄音樂會9日晚9時許終順利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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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騰訊體育消息，河南省體育局游
泳中心9日確認游泳名將寧澤濤（見
圖）將代表河南參加在贛州舉行的2017
年全國夏季游泳錦標賽暨全運會預選
賽。據悉寧澤濤已於4月底5月初完成
全部轉業手續，正式從海軍體工隊落戶
河南。
里約奧運會歸來後，寧澤濤向海軍

隊提出轉業。有報道稱，寧澤濤為此錯
過了河南隊春節前後的外訓。對此，河
南省體育局游泳中心負責人表示，寧澤
濤已於今年4月底5月初完成全部轉業
手續。
另外，中國反興奮劑中心近日在其

官網公佈了對運動員邱鈺涵興奮劑檢查
陽性作出的處理決定。該決定稱，游泳
國家集訓隊隊員邱鈺涵在去年5月14日
的賽外檢測中被查出氫氯塞秦，被處運
動員禁賽9個月；教練員賀東輝禁賽9
個月。邱鈺涵，1998年7月17日出生於
遼寧本溪， 2014獲得南京青奧會女子
4×100米混合泳冠軍。倫敦奧運會上女
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賽中她與隊友
唐奕、王海冰和王施佳合作，以3分36
秒75獲得第四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出征2017年瑞士女排精英賽
的中國女排當地時間8日在瑞士蒙
特勒結束小組賽第三場，中國隊痛
失好局，經過5局鏖戰被阿根廷女
排爆冷逆轉。
不過，目前中國女排在A組中

以兩勝一負積6分仍暫列第一，不
管兩戰全勝的阿根廷隊9日對陣瑞
士隊結果如何，中國女排也已力壓
一勝兩負積5分的荷蘭隊，確保準
決賽資格。比賽伊始，年輕的中國
女排進入節奏較慢，也未能控制自
身失誤。反觀阿根廷女排在強攻和

發球破壞中國隊一傳方面表現可圈
可點，中國隊意外以20：25先丟
一局。第二局中國隊頂住壓力，
25：18輕鬆將比分扳平。

第三局，中國隊的小將們用攔
網建立微弱優勢，但阿根廷女排頑
強地將比分追至16平，此後中國
隊憑藉劉曉彤和龔翔宇的重扣拉開
比分，但再次被阿根廷隊追至23
平。不過在關鍵分上阿根廷隊出現
串聯失誤和進攻出界，中國隊以
25：23將總比分反超。

第四局比賽依舊膠着。中國隊

失誤增多以6：8落後進入第一次
技術暫停。此後中國隊在發球和攔
網上建功，打出一波10：2的小高
潮。阿根廷隊此後瘋狂追分至19
平和21平。關鍵時刻中國隊未能
頂住壓力，阿根廷隊以25：23的
比分將比賽拖入決勝局。

決勝局比賽，中國隊在與對手
戰至5平後失誤過多，阿根廷一路
領先至12：9。危難關頭中國隊將
比分追至12平，但此後中國隊進
攻被攔死，阿根廷隊依靠強攻以
15：13完成逆轉。 ■新華社

中國女排痛失好局 遭阿根廷逆轉

8日，中國女足在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與
勁旅朝鮮隊進行了一場熱身賽，面對攻防更加積極的對
手，中國隊最終以0：1告負。

整場比賽，朝鮮隊在攻防兩端表現更加積極，頻繁
對中國隊球門發起攻擊。開場的第10分鐘，朝鮮隊就
獲得單刀機會，但因射門力道太弱，球被門將直接沒
收。6分鐘過後，朝鮮隊又在左路形成單挑，不過在射
門時打歪。全場比賽的唯一的進球出現在第36分鐘，
朝鮮隊替補球員承香心接隊友傳球在禁區內左腳抽射，
球被中國隊守門員阻擋後仍滾入球門，朝鮮隊取得1：0
領先。
整個上半場，朝鮮隊牢牢控制着場上局面。不過易

邊再戰後，中國隊明顯加強了進攻，多次威脅對方球
門。第65分鐘，任桂辛在中圈附近一腳吊射，可惜球
被對方門將托出化解。此後，雙方進入對攻狀態，但均
未能更進一步。最終，朝鮮隊以1：0贏得比賽勝利。

■新華社

中國女足
一球小負朝鮮

帶着熱身賽8：1大勝菲律賓隊的喜悅心
情，國足一行8日登上飛往馬來西亞的

包機。不過，小將尹鴻博和老將鄭智均未能隨
隊出征，其中前者因累積黃牌停賽，後者則因
眼眶受傷。
據《北京日報》消息，鄭智是在對菲律

賓熱身賽的前一天的訓練中意外被隊友撞傷眼
部的，經醫院檢查被確診為左眼篩骨紙板骨
折。儘管他希望帶傷作戰，但國足仍決定讓他
留在廣州治療。醫生要求鄭智必須靜養3至5
天，防止因劇烈運動引致左眼失明。作為國足
的中場核心和攻防樞紐，鄭智的缺席無疑增加
了球隊取勝的難度。

熱身賽演練新陣形效果佳
為了備戰對敘利亞一役，國足從上周日起

集訓，並在7日晚與菲律賓隊踢了一場熱身
賽，最終收穫一場大捷，大大提升了球隊士
氣。
主帥納比在該場熱身賽中嘗試了全新的

中前場組合，並演練了433、442等不同陣
形，收到不錯的效果。他賽後表示，通過調整
陣形和陣容，國足在下半場踢得更有侵略性，

場上的表現也更加優秀。鄧涵文等年輕球員狀
態出色，這給納比在排兵佈陣方面帶來更多選
擇。
雖然國足在熱身賽射入8球，但武磊、

郜林和張玉寧3名正印前鋒卻顆粒無收，並
且每人都不止一次浪費了必進球的機會。在
于大寶因傷缺席本期集訓的情況下，誰為國
足攻城拔寨成為納比重點研究的課題。當國
足面對整體實力更強、擅長防守反擊的敘利
亞隊時，國足鋒線球員的狀態將直接決定球
隊能否拿到勝利。

于大寶缺陣 三前鋒狀態差
對此，納比坦言：“敘利亞隊的能力應

該在中國隊能戰勝的範圍之內，如果我們在主
客場被敘利亞隊‘雙殺’，那我們確實應該出
局。如果我們還不想放棄的話，就必須、也應
該拿下敘利亞隊。”
國足飛抵新山後，即展開首堂訓練課。

由於剛剛抵埗，國腳們以恢復性訓練為主，強
度並不大。不過，納比自始至終神情凝重，眾
將也少有輕鬆神情，大戰氣氛籠罩着全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鄭 智 眼 眶 重 傷鄭 智 眼 眶 重 傷 未 能 隨 隊 出 征未 能 隨 隊 出 征

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國足）日前從廣州出發，乘包機飛抵馬來西亞新

山，備戰下周二在當地進行的2018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12強賽客場對敘利

亞隊的比賽。不過，隊長鄭智因在日前的一次訓練中撞傷眼眶，未能隨隊出

征。而對於下周二的比賽，主帥納比定下全取3分的目標，因為只有擊敗對

手，國足才能保留一絲出線希望。

北京首鋼男籃新任主帥希臘籍教練
克里斯托普洛斯·雅尼斯9日正式亮相。
至此，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CBA）
20家俱樂部中近一半作出換帥決定。

近期，廣州、同曦、北控、浙江、
福建、廣東、吉林、北京等CBA聯賽俱
樂部相繼宣佈更換主帥，並引進了幾位
知名洋帥。其中廣東隊請回“老熟人”
立陶宛教練尤納斯，吉林隊聘請韓國教
練金容植，北京隊攜手曾任中國男籃助
理教練的希臘籍教練雅尼斯。
與部分隊伍有所不同的是，北京首

鋼男籃前任主教練閔鹿蕾並非因球隊成
績下滑被迫“下課”，而是即將擔任俱
樂部總教練兼男籃一隊領隊，全面統籌
男女籃體系化建設工作，並負責男籃一
隊的管理事務。

閔鹿蕾執教北京首鋼隊20年，創造
過四年三冠的輝煌歷史。他告訴記者：
“着眼於球隊發展，我向俱樂部提出了
重建的建議，希望俱樂部能夠聘請更加
年富力強，擁有先進執教理念和經驗的
國際知名教練來帶領球隊重登巔峰。為
此，我推薦了雅尼斯先生。”

雅尼斯於1996年開始教練生涯，
2013年至2016年，擔任中國男籃助理教
練，負責打造球隊的技戰術體系。

■中新社

CBA掀換帥潮
雅尼斯任首鋼教頭

寧澤濤代表河南
戰全運預賽

■■龔翔宇龔翔宇（（上上））在比在比
賽中扣球賽中扣球。。 新華社新華社

■■閔鹿蕾閔鹿蕾（（左左））轉任首鋼總教練兼領轉任首鋼總教練兼領
隊隊。。 新華社新華社

■■國足主帥納比督操國足主帥納比督操，，神情凝重神情凝重。。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鄭智鄭智（（右右））因傷留在因傷留在
廣州治療廣州治療。。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國足抵大馬後立即投國足抵大馬後立即投
入訓練入訓練。。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中國門將畢曉琳中國門將畢曉琳（（藍藍
衫衫））救險救險。。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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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空傳悟空傳》》將上映將上映IMAXIMAX33DD版本版本
77月月1313日上映日上映

IMAXIMAX暑期檔片單中首部華語片暑期檔片單中首部華語片
IMAX公司與新麗傳媒今日聯合宣布：由郭子健執

導的3D魔幻巨制《悟空傳》將經由IMAX專利的DMR (

數字原底翻版) 技術制作為IMAX3D版本，並於7月13

日登陸全國IMAX影院。《悟空傳》也成為目前已公布

的IMAX暑期檔片單中首部華語片。

《悟空傳》由郭子健導演，改編自今何在的同名暢

銷小說。該片也是郭子健導演第二部登上IMAX大銀幕

的電影，此前由他與周星馳聯合執導的《西遊降魔篇》

曾登頂2013年IMAX華語片票房總冠軍。《悟空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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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許多中國影迷來說， IMAX代表了欣賞視效大

片最佳的觀影體驗，”郭子健談到，“能再次與IMAX

合作我感到非常高興，並相信IMAX所具有的卓越視效

和震撼音質，壹定會再現今何在原著中描繪的世界。”

IMAX娛樂公司首席執行官，IMAX公司高級執行副

總裁格雷格· 福斯特表示：“我們非常高興能與才華橫

溢的郭子健導演以及新麗傳媒就《悟空傳》展開合作，

這部影片將護航IMAX中國在七月的票房表現。”《悟

空傳》不是西遊記的任何章節，而是悟空的故事。那時

的孫悟空還不是震撼天地的齊天大聖，他只是只桀傲不

馴的猴子。天庭毀掉他的花果山以掌控眾生命運，他便

決心跟天庭對抗，毀掉壹切戒律。在天庭，孫悟空遇到不能愛的阿紫，壹生的宿敵楊戩，和思念昔日愛人阿月的

天蓬，他們的身份註定永生相殺，但其實不甘命運擺布的又何止孫悟空壹人。沒想到，反抗卻帶來更大的浩劫。

《
我
不
做
大
哥
好
多
年
》
曝

﹁逃
亡
﹂
版
海
報

戲
外
故
事
令
人
希
噓

郭
采
潔
楊
右
寧
﹁前
任
同
框
﹂

由導演邱瓈寬執導，朱延平監制，郭

采潔、楊右寧、豬哥亮、曾誌偉、苗可麗

、連靜雯主演的喜劇電影《我不做大哥好

多年》即將登陸全國院線，日前影片曝光

了“逃亡”版海報，朱小芹（郭采潔飾）

追趕小賀（楊右寧飾），曾誌偉、康康瘋

狂逃竄，囧態百出的他們帶來的是壹部笑

點密集的臺灣喜劇電影。

此次在片中飾演小賀的楊右寧可謂極

品好男人，外表帥氣偏招來爛桃花；郭采

潔也顛覆壹貫的青春女神形象，熱情奔放

但愛情親情都受到考驗。在曝光的“逃亡

”版海報上，郭采潔、楊右寧、曾誌偉、

康康四人洋相百出囧態盡顯。小賀手持掃

把淒慘落荒而逃，表情犀利的朱小芹雙手

拿著棍棒準備追趕，遭遇重大婚姻危機後

的兩人關系撲朔迷離。

曾誌偉、康康這兩位戲裏戲外的大哥

慘遭追趕沖破墻壁逃亡中，齜牙咧嘴大驚

失色的兩人在電影中，落魄大哥陰錯陽差

之下慘遭“小弟”欺負。魔性十足的“逃

亡”版海報，雖然搞笑但暗藏線索，不僅

契合影片爆笑喜劇的特色，影片中的人物

關系也昭然若揭，而海報上右側的壹角相

框內的豬哥亮則是電影《我不做大哥好多

年》最為關鍵的人物。

值得壹提的是，這部電影還是郭采潔

、楊右寧兩人難得的“前任同框”電影。

邱瓈寬導演曾拿郭采潔打趣，“拍攝這部

電影時她和楊右寧還是壹對，現在確定分

了。” 邱瓈寬心直口快的做法讓郭采潔

連連求饒，但邱瓈寬還是補刀說，“有壹

次我看郭采潔拍戲，我就想她演那個痛哭

流涕的狀態怎麽那麽好，導演調教的手法

太厲害了吧，後來才知道那段時間他們剛

剛分手。”

據了解，《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作為

去年臺灣年度票房冠軍，早已讓內地影迷

充滿期待，票房口碑雙豐收的該片許多包

袱設置得巧妙又不失喜劇色彩，讓觀眾眼

前壹亮，平均每幾分鐘就有壹個搞笑無厘

頭的橋段上演，由曾誌偉、豬哥亮組成的

大哥組更是強力開撩，惡搞不斷。作為影

片中大哥的“接班人”，郭采潔表示：

“電影裏最讓人感動的還是感情，無論是

親情還是愛情。”楊右寧也稱：“從另壹

方面來理解，大哥的終極追求也是對美好

生活的熱愛。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講述了黑社會

大哥大尾挽回了父女間的感情之後，退隱

江湖到鄉下經營民宿，不料江湖卻沒有離

開他，由曾誌偉飾演的天天哥為了尋找真

愛找上門來，發生了壹連串啼笑皆非的故

事。而小芹和小賀結婚之後卻因各種繁瑣

的事情產生了很多誤會，沖突不斷。小芹

更是鬧到要離家出走，被吵的雞犬不寧的

大尾終於忍無可忍了，決定重出江湖。

《中國推銷員》終極預告曝光
戰火硝煙中小人物如何絕地逢生？

今日，由檀冰執導，李東學主
演，國際巨星邁克·泰森、史蒂文·
西格爾加盟的跨國商戰動作片《中
國推銷員》發布終極預告和海報，
驚心動魄的戰爭場面和鬥智鬥勇的
商戰鏡頭相互穿插，燃情氣質呼之
欲出，引觀眾浮想聯翩。而海報展
現出的獨特戰鬥感，緊張氣氛躍然
紙上。

海報上，兩大軍團劍拔弩張的
對峙較量，緊張氣氛躍然紙上，而
背景處硝煙彌漫好似戰爭壹觸即發
。此外，坦克、飛機、重機槍等大
型作戰武器悉數登場，畫面上掀起
的“漫天黃沙”更是隱喻整個事件
的錯綜復雜。

終極預告則壹改往日“硬漢氣
質”，剛柔並濟的畫面節奏將緊緊

相逼的動作氣質和商業戰爭，突破
性地以烈火燎原之勢炸裂開來，令
整個事件的局面壹觸即發，影片基
調也在熱血燃情之余更具國際格局
。《中國推銷員》的制作拍攝歷時
三年，表現小人物在商戰中的成長
，也讓“苦逼範”十足的推銷員首
次登陸大銀幕。影片將於 6 月 16 日
正式上映。

《繡春刀·修羅戰場》黑貓竟成網紅
“錦衣喵”與張震飈戲 搞怪手繪海報暖化人

由路陽導演、寧浩監制的電影《繡春刀·

修羅戰場》即將於8月11日全國上映，影片匯

集了張震、楊冪、張譯、雷佳音、辛芝蕾、

金士傑等群星主演。

該系列憑借淩冽熱血質感被影迷稱為

“明朝版《諜影重重》”，而近日網上的壹

組“錦衣喵”搞怪手繪海報，卻大玩“反差

萌”，片中與張震有多場“飆戲”的黑貓賤

萌演繹錦衣衛，成為新晉網紅。

據悉，這只黑貓現實中是導演路陽養的

壹只名叫“小二黑”的貓，此次在影片《繡

春刀· 修羅戰場》中也會“本色演出”。有網

友留言：“貓也能當東廠錦衣衛？這下不僅

有黑貓警長，還有黑貓‘廠長’了。”令人

腦洞大開。而“外剛內柔的男神與萌寵”的

搭配設定，更贏得了許多女性觀眾的好感。

此次“錦衣喵”搞怪萌圖9連發，“笑到

劈叉”、“來打我啊”等賤兮兮的畫風萌倒

壹眾網友，並呼籲可以考慮給“小二黑”開

直播好打賞小魚幹，連張震和張譯都紛紛在

微博上互動，讓“小二黑”成功躋身網紅之

列。

同樣，此次片中飾演“陸文昭”的張譯

作為知名“貓奴小太爺”，曾於知乎自證

“貓奴重度患者”，令人感嘆拍出這樣淩冽

熱血電影的劇組，竟然如此暖萌有愛。此前

《繡春刀· 修羅戰場》展現了殘酷與浪漫、熱

血與古風柔美對立共生的“繡春刀美學體系

”，加上這次的“反差萌”，令影迷驚喜影

片的多元，更對電影成片的呈現充滿期待。

電影《繡春刀· 修羅戰場》為壞猴子影業

“72變電影計劃”首部作品，由陳舒、路陽

、禹揚擔任編劇，將於2017年8月11日全面

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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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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