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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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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古特阿古特33--11戰勝高約沃茲克戰勝高約沃茲克

無人駕駛小巴法國試運行無人駕駛小巴法國試運行 造型逗趣乘坐舒適造型逗趣乘坐舒適

法國拉德芳斯法國拉德芳斯，，壹輛由法國初創公司壹輛由法國初創公司NavyaNavya與公共交通提供商與公共交通提供商KeolisKeolis合作合作
生產的電動無人駕駛公交車生產的電動無人駕駛公交車““ArmaArma””在拉德芳斯街道在拉德芳斯街道““亮相亮相”，”，在壹條專用在壹條專用
線路上開展為期線路上開展為期66個月發測試個月發測試。。圖為圖為20172017年年11月月1212日日，，美國拉斯維加斯美國拉斯維加斯，，電電
動無人駕駛公交車動無人駕駛公交車““ArmaArma””在街頭進行測試行駛在街頭進行測試行駛。。

韓國高顏值拉花藝術家韓國高顏值拉花藝術家
咖啡杯中創作咖啡杯中創作““世界名畫世界名畫””

韓國首爾，咖啡師李康彬展示他的咖啡“藝術拉花”，他的拉花不只畫風細緻、連名
畫的模仿也做得唯妙唯肖。能夠在這麽小的咖啡表面上作畫、把咖啡當作藝術創作
的畫布，完全展現出李康彬超凡的繪畫功力。每幅咖啡創作的顏色都如此漸層分明又飽滿
鮮艷，通常情況下會使用食用的人工色素來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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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首秀

該場比賽，身穿9號球衣的周琦首發出場。首節打到
將近一半時，周琦在籃下製造犯規並通過罰球取得

在火箭的第1分。在次節比賽還剩8分多鐘時，周琦接到
隊友傳球後上演了一個精彩的雙手暴力入樽。除此之
外，周琦在比賽中還展現了良好的外線投射能力，在下
半場命中兩記三分球。

整場比賽，周琦13投7中，三分球6投2中，砍下
17分並有6個籃板和1次助攻，他的隊友威廉士拿下全
場最高的29分。

對於周琦的表現，擔任夏季聯賽火箭主帥的羅伊羅
傑斯感到非常欣喜：“周琦的表現相當驚艷，我覺得他
已經超出了我的預期。”他補充說：“我希望和他更多
的進行交流，指出他的優點，以及不足之處。不過我並
不希望他過於興奮，畢竟比賽還長。”

而火箭隊友威廉士也對周琦讚賞有加：“對他來
講，這是美妙的一天，他表現非常出色，在進攻端他的
技巧十足，防守端也能送出封蓋。”

初段緊張 次節漸入佳境
至於周琦本人，在賽後接受ESPN訪問時指出，

NBA的強度確實很大，自己感到有些疲憊。回去後會好
好調整，備戰下一場比賽。“比賽的後半段，我在投籃
和其他方面已經完全適應了，不像剛登場時，身體和心
理都有些緊張。”他說：“打得還可以，只是中間有些
起伏。”

正如周琦所說，比賽初段，周琦一度來回折返跑，
甚少接觸到皮球。但進入次節後，他漸入佳境，連續接
隊友助攻完成入樽，並在籃下補籃得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2017年中澳國際男籃對
抗賽第二場比賽7日晚在吉
林省吉林市進行。主教練杜
鋒率領的中國男籃藍隊以
89：75大勝澳洲聯隊。

今年4月，新一屆中國
籃協提出的“雙國家隊”啟
動，李楠執教紅隊，杜鋒執
教藍隊。根據計劃，兩支國
家集訓隊將於2019年合併，
備戰2019年男籃世界盃及
2020年東京奧運會。

日前，中國男籃藍隊在
北京以兩分的微弱優勢取得
了中澳國際男籃對抗賽第一
場比賽的勝利。7日晚的第
二場比賽，中國隊通過罰球

先取兩分，澳洲聯隊隨即投
籃命中。此後雙方比分一直
沒有拉開差距，至第一節結
束時，中國隊以18：17領
先。

第二節和第三節比賽，
中國隊員失誤增多，澳洲聯
隊則連續命中三分球，將比
分反超，並一度領先7分。
帶着兩分差距進入最後

一節的中國隊，在比賽最後
時刻狀態回勇，乘對手外線
投籃失準，將比分反超。並
最終以14分優勢取勝。

剛剛從美國訓練歸隊的
郭艾倫此役取得全隊最高的
18分。對於自己的表現，郭

艾倫表示還沒有完全進入狀
態，“感覺很累吧，一直在
訓練。” ■中新社

正在印度布巴內什瓦爾進行的
2017年亞洲田徑錦標賽，於當地時間7
日結束第二個比賽日的爭奪。香港女
子跳高名將楊文蔚在受大雷雨影響賽
事一度被迫暫停下，與兩位國家隊選
手王雪毅及劉肼毅齊齊跳過1米80的
高度，最終三人並列亞軍；冠軍被烏
茲別克老將杜薩諾娃獲得，成績是1米
84。另外，國家隊在男子三級跳和女
子鏈球兩個項目中再添兩枚金牌。

男子三級跳比賽中，中國“一

哥”董斌參加鑽石聯賽洛桑站缺席。
本賽季有着上佳表現的遼寧選手朱亞
明憑藉第二跳16米82的成績獲得冠
軍。菲律賓選手迪昂斯以16米45的成
績獲得銀牌，另一名中國選手徐曉龍
成績同樣是16米45，但因為第二好成
績不如迪昂斯而排在第三位。

女子鏈球比賽國家隊同樣優勢明
顯。在名將張文秀、王錚缺陣的情況
下，劉婷婷和羅娜成為冠軍最有力的
競爭者。最終羅娜以69米92的成績摘

得金牌，劉婷婷以69米45的成績收穫
銀牌。獲得第三名的日本選手勝山眸
美的成績為60米22。

女子1,500米比賽中，山東選手耿
敏以4分19秒15的成績收穫銀牌，郭
奇在男子十項全能比賽中以7,495分獲
得銅牌。而香港的陳銘泰在男子跳遠
比賽以7米55的成績晉級決賽，呂麗
瑤在女子100米欄預賽同樣取得13秒
79的佳績躋身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琦開得勝開得勝

66日與侯斯頓火箭簽約日與侯斯頓火箭簽約、、正式登陸籃球正式登陸籃球

殿堂殿堂NBANBA的中國球員周琦的中國球員周琦，，當地時間當地時間77日日

在拉斯維加斯完成了自己在新東家的首在拉斯維加斯完成了自己在新東家的首

秀秀，，在在NBANBA夏季聯賽火箭對丹佛金塊的比夏季聯賽火箭對丹佛金塊的比

賽中賽中，，周琦上陣周琦上陣2525分鐘分鐘，，拿下全隊第二高拿下全隊第二高

的的1717分分，，幫助火箭以幫助火箭以102102：：9999戰勝對手戰勝對手。。

國籃藍隊挫澳洲聯 兩連勝

楊文蔚亞錦賽摘銀 中國國家隊添兩金

戰NBA夏季聯賽 17分全隊第二 ■■周琦周琦（（左左））已融已融
入球隊入球隊。。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球員韓德君中國球員韓德君
（（上上））搶得籃板搶得籃板。。

新華社新華社

■■周琦周琦（（右右））在比賽在比賽
中帶球進攻中帶球進攻。。新華社新華社

■■周琦周琦（（左左））和隊友和隊友
肖恩朗交流肖恩朗交流。。新華社新華社

■■楊文蔚以楊文蔚以11米米8080的成績獲得亞軍的成績獲得亞軍。。法新社法新社
■楊文蔚在大雨中領取獎牌。

田總提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劍擊總會
8日舉行祝捷會，亦為兩周後出征在德國舉行的世
界錦標賽的香港劍隊壯行色。

「少年劍神」張家朗期望男子花劍隊加入「秘密
武器」青奧銀牌左手將蔡俊彥後，能令男花在世錦賽
有作為，希望打入前八甚至更好名次。張家朗說：
「這位港青師弟入伍可令男花團隊擦出新火花，排陣
亦可多變化，令對手難以估計。」贏得男花個人銀牌
及男花團體銅牌的張家朗8日喜獲雙份獎金約4千港
元，他準備把獎金花在和家人飯局慶祝上。

港劍擊隊在亞錦賽憑藉主場之利打出拚勁，合
共取得2銀6銅歷來最佳，總會及贊助商給予合共4
萬多港元獎金。

主教練鄭兆康稱：亞錦賽超額完成目標，冀一
眾愛徒能在德國舉行的世錦賽取得突破成績。

港劍隊祝捷港劍隊祝捷 盼世錦賽更上一層樓盼世錦賽更上一層樓
銀牌： 張家朗（男子花劍個人賽）
銀牌： 江旻憓（女子重劍個人賽）
銅牌： 張家朗、張小倫、崔浩然、楊子加

（男子花劍團體賽）
銅牌： 方凱申、何施浩、黎家俊、吳浩天

（男子重劍團賽賽）
銅牌： 陳智軒、何思朗、林衍聰、羅浩天

（男子佩劍團體賽）
銅牌： 張楚瑩、劉卓瑜、連寶香、廖恩尉

（女子花劍團體賽）
銅牌： 朱嘉望、何迪琳、江旻憓、連翊希

（女子重劍團體賽）
銅牌： 歐倩瑩、張藝馨、何笑妍、林衍蕙

（女子佩劍團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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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女排大獎賽8日在江蘇昆
山繼續進行。東道主中國隊在朱婷

（圖）多次力挽狂瀾下以3：2險勝俄羅斯，取
得二連捷。9日晚7時30分，中國隊迎戰了同樣
二連勝的美國隊。 FIVB圖片

險 勝

■劍擊總會8日為在亞錦賽取得佳績的港隊祝
捷。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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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與挑戰—中美經貿合作新紀元機遇與挑戰—中美經貿合作新紀元””論壇隆重舉行論壇隆重舉行
嘉賓雲集嘉賓雲集 探討商機探討商機 期許開創中美兩國互利雙贏新局面期許開創中美兩國互利雙贏新局面

（本報記者/劉潔媚/採訪報導）6
月29日，美國中國總商會芝加哥商
會(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
merce—USA)、中國商務部投資促進
事務局與芝加哥市招商局（World
Business Chicago）聯合主辦的“機遇
與挑戰—中美經貿合作新紀元”論
壇暨美國中國總商會芝加哥商會
2017年會假市中心的喜來登酒店盛
大舉行。美國伊利諾伊州州長Bruce
Rauner、威斯康辛州副州長克利菲
什、芝加哥市長伊曼紐爾、芝加哥副
市長科奇、前密蘇裡州長霍頓、中國
駐美 商務公使朱洪、中國駐芝加哥
總領事館總領事洪磊、劉軍副總領
事、商務參讚鄒小明、中國商務部投
資招商局副局長李勇、青島市副市
長劉建民、美國中國總商會芝加哥
分會會長暨萬向美國公司總裁倪頻
等嘉賓出席了年會並發表致辭。中
美政商界代表近800人參加了年會，
場面盛大。

本屆年會包括美國中西部—中
國貿易和投資合作論壇、區域貿易
和投資推介會、美國中西部各州企
業經濟投資機會展覽、州政府和
CEO貿易投資合作圓桌會議及頒獎
典禮等五個板塊。中國駐美國使館
商務公使朱洪在會上宣讀了來自中
國商務部鐘山部長和中國駐美崔天
凱大使的賀信。崔天凱大使在賀信
中表示，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

要的雙邊關係
之一，經貿合作
作為兩國關係
的“壓艙石“和”
推進器”，始終
競合相交、穩步
發展，促進了雙
方利益的深度
交融，為世界經
濟發展提供了
動力。今年 4 月
初，習近平主席
和特朗普總統
在海湖莊園成
功會晤，為新時
期兩國關係發
展指明了方向，
確立了基調，規
劃了藍圖會上，在雙方共同努力下，

“百日計劃”順利實施並達成早期收
穫，首輪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也即將
舉行，這些都為中美經貿合作注入
新動力，開創新局面。

當天下午，美國中西部有關州
州長和副州長、美國中西部各州商
務關員與眾多中美知名企業家就

“中美貿易投資合作”進行了圓桌會
議座談。美國中國總商會芝加哥分
會主席暨萬向美國公司總裁倪頻致
辭表示，近年來美國中西部地區鄭
逐漸成為中資企業在美投資的重要
地帶，貿易總額接近1000億美元，創

造了25萬的出口工作機會。中資企
業應該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促進
中美兩國互利共贏的經貿合作發展
。各州州長及商務人士在圓桌會議
上都表示期望中美兩國在經貿投資
方面上加強合作，增加互訪，尋求投
資合作夥伴，期許更多的中國投資
者選擇美國中西部，共創互利共贏
的新局面。

洪磊總領事致辭表示，當前中
美經貿合影呈現新的發展態勢，互
利共贏特色越來越鮮明。在美國中
西部九州，過去16年中國企業投資
達到 200 億美元，創造了 4.5 萬個就

業崗位，中資企業
對美投資相比2015
年增長了兩倍。第
二，美國對中國出
口增長速度持續加
快，2006 年至 2015
年美國貨物對華出
口增長 114%，對全
球其他國家出口增
長 51%，美國服務
對 華 出 口 增 長
301%，對全球其他
國家出口增長 91%
，預計到 2030 年美
國對華出口將達到
5200億美元。第三，
美國企業在華投資
勢頭獲利良好，截

止2016年底，超過1300家美國公司
對中國投資接近 2300 億美元，僱用
中國員工超過160萬人。洪總領事強
調，中美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
體，雙方的經貿合作不僅關係到兩
國的根本利益，還關係到世界經濟
的繁榮與穩定。希望中美兩國繼續
加強聯繫合作，增進瞭解，發展商機
，促進更多的經貿合作。

芝加哥市市長伊曼紐爾、白宮
布蘭斯高級商務顧問布蘭斯塔德、
中國駐美使館商務公使朱洪、萬向
美國總裁倪頻等嘉賓相繼在晚宴上
致辭，期許中國各地與美國中西部

的雙向投資貿易合作商創作更廣闊
的空間，實現雙贏局面。

年會晚宴上還舉行了頒獎儀式
，共有四家中美企業表現突出榮獲
獎項，包括上汽集團美國公司榮獲
2016 年最佳創新獎，萬向美國公司
榮獲 2016 年度最佳社會貢獻獎，波
音公司榮獲2016年度最佳出口公司
獎。同時，主辦方還為美國前財政部
長Henry Paulson頒發了中美關係傑
出貢獻獎，以表彰他在促進中美感
冒合作方面上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當晚，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洪磊
總領事正式宣佈成立“出口諮詢委
員會”並向成員頒發委員會證書，分
別是波音公司、康明斯公司、史密斯
菲爾德食品公司、阿徹丹尼爾斯米
德蘭公司、美讚臣公司及微軟公司。

據悉，本屆年會得到了美國中
國總商會芝加哥商會會員企業及各
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包括致同會計
師事務所、中國銀行芝加哥分行、上
汽集團美國公司、萬向美國公司、美
國凱騰律師事務所、萬達芝加哥地
產公司、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瑞
華會計師事務所、海普瑞美國公司、
中航通飛西銳飛機公司、美國中國
總商會、南山美國先進鋁科技公司、
中國檢驗認證集團芝加哥優先公司
、金風科技股份優先公司、耐世特汽
車美國公司及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
（泰達）駐美辦事處等。

芝加哥市市長伊曼紐爾致辭芝加哥市市長伊曼紐爾致辭 洪磊總領事致辭洪磊總領事致辭
白宮布蘭斯高級商務顧問白宮布蘭斯高級商務顧問

布蘭斯塔德致辭布蘭斯塔德致辭
中國駐美使館商務公使中國駐美使館商務公使

朱洪致辭朱洪致辭
美中總商會芝加哥分會主席美中總商會芝加哥分會主席
暨萬向美國公司總裁倪頻致辭暨萬向美國公司總裁倪頻致辭

商務公使朱洪商務公使朱洪（（右右））向美國前財長向美國前財長
Henry PaulsonHenry Paulson（（左左））頒中美關係頒中美關係

傑出貢獻獎傑出貢獻獎

芝加哥市招商局主芝加哥市招商局主Jeff MalehornJeff Malehorn（（左左））
向上汽集團美國公司代表向上汽集團美國公司代表（（右右））
頒發了頒發了20162016年最佳創新獎年最佳創新獎 當天下午當天下午，，舉行舉行““州政府和州政府和CEOCEO貿易投資合作圓桌會議貿易投資合作圓桌會議””

““州政府和州政府和CEOCEO貿易投資合作圓桌會議貿易投資合作圓桌會議””現場一角現場一角圓桌會議現場一角圓桌會議現場一角頒獎晚宴現場一角頒獎晚宴現場一角

接受資助進行訪華交流的接受資助進行訪華交流的
芝加哥高中生代表發言芝加哥高中生代表發言

洪磊總領事為新成立的出口諮詢委員會成員頒發聘用證書洪磊總領事為新成立的出口諮詢委員會成員頒發聘用證書

NapervilleNaperville雅房出售雅房出售
單身家庭公寓位於單身家庭公寓位於NapervilleNaperville具具

有聲望的有聲望的AshburyAshbury區區，，壯觀的壯觀的
AshburyAshbury會所和水上運動中心配有游會所和水上運動中心配有游
泳池泳池，，另還有兒童泳池另還有兒童泳池，，沙灘和水滑沙灘和水滑
梯梯！！步行可到小學步行可到小學。。房子更新裝修過房子更新裝修過
，，可隨時入住可隨時入住。。優秀的學區優秀的學區204204，，有有
Neuqua ValleyNeuqua Valley高中高中。。
37363736 Lawrence Dr,Naperville, ILLawrence Dr,Naperville, IL
6056460564.. 44睡房兩個半衛浴睡房兩個半衛浴，，
600600平方英呎平方英呎，，$$409409,,000000..

電話電話：：773773--383383--5039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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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廷鏗以超級榮譽太陽使者身份鼓勵學生去
學做唱片騎師，他也曾做過客席DJ，覺得

竅門要口齒伶俐外亦要夠膽與素未謀面的人去開
啟話題，這對時下低頭族的年輕人也是很好的訓
練。許廷鏗指自己因工作上的需要，間中也會將
近況放上網，但跟吳業坤、欣宜等一班朋友約
會，如大家玩手機玩得太投入，其他人會互打眼
色，大家就會自動自覺停下來，而當中最沉迷的
是自稱最被動的坤哥，其網上足跡無處不在。

自周柏豪離開華納唱片，許廷鏗名正言順
坐正一哥地位，許廷鏗聞言：“吓，不是這樣
講，但公司好肯跟大家拿出來傾！”他指9月會
推出有8首歌的大碟，他首次兼任監製一職，感

覺責任非常之大，但看到製成品即將成形，倒是
超級窩心。

Gin Lee憑堅持圓夢
Gin Lee 8日見到一班熱血學生，也回想自

己當年在馬來西亞讀中學時也很有衝勁，是位
州代表的田徑選手，於短跑項目得獎無數。她
突然眼眶泛紅感觸地說：“我們訓練一、兩
年，出賽只10多秒，也像當歌手一樣準備很久
出場只幾分鐘！”她坦言初當歌手很有衝勁，
但在簽環球之前的真空期沒公司也曾好迷失沒
信心，更想過放棄，不過最終都憑着一份堅持
達成今日的夢想。

香港文匯報訊李蕙敏早前接受
電台訪問。談及她1998年轉投寶麗
金（後被環球唱片收購），加盟新唱
片公司時，她雖然被冠以一姐之名，

但唱片銷量一直未如從前，問她會否
覺得自己當年簽錯了唱片公司？她坦
言：“其實大家都有在專業上計算
過，而我只想着‘在這個環境下工作
都不錯，如果能有機會與一些前輩歌
手例如陳慧嫻、張學友、張國榮、校
長等合唱就更好了！’我的想法很簡
單，不過，沒有預料到會有人事變
動，所以都是人算不如天算。”曾經
有指李蕙敏曾與環球音樂高層陳少寶
不和而一度阻礙她推出新唱片，她回
應說：“不算是不和，亦都證實不了
這件事。當時我的確有點氣結，但都
咁大個人，我已經無嬲喇。”

李蕙敏又指加盟後曾感到很難適
應：“舊公司規模較細，很多計劃話
做，就可以即做；相比新公司制度式

的工作，很多事都需要時間來傳達，
所有計劃的進度都慢下來，timing is
everything，例如我的歌想出remix版
或者劇場版，都不可以立即做。”與
環球解約後，李惠敏2003年一度以
為簽約梅艷芳的Mui Music是個新開
始，她說：“我很期待與梅姐的合
作，可惜新歌還未錄音，梅姐便過世
了，相比未能合作，我更傷心梅姐的
離開。”
除了音樂事業，李蕙敏那階段的

人生也遇上接踵而來的噩運，“03年
我因為壓力、心理因素和長時間工作
又沒有足夠休息，令我的聲帶出現問
題；加上那時我身邊有很多人離世，
包括梅姐、哥哥和我爸爸，真是覺得
好sad；另外，感情又剛剛分手，種

種的事情困擾咗我幾年。”她坦言曾
擔心自己患上情緒病，“即使最後我
做了聲帶手術，但仍然覺得所有事都
很不順利，因為有很多問題都不是我
一個人可以解決得到，令我非常不開
心，於是我開始不想見人，選擇逃避
甚至想過尋死。”幸好她及早察覺到
自己的情緒問題，以及在好友的支持
下，慢慢脫離情緒困擾。

期望誕下一代
2013 年，李蕙敏下嫁外籍丈

夫，更坦言計劃與丈夫回英國生活，
以方便照顧對方父母。至於生育下一
代，她說：“想，我們都很想！我覺
得上天會自有安排，或者可能要危險
些才得呢。”

中央社電 曾負責Beyond經理人
約的日本Amuse事務所音樂部代表廣
澤誠，也是樂團五月天赴日發展重要
推手，他早前接受台灣傳媒訪問，坦
言五月天表演方式讓日本音樂界受到
衝擊。

廣澤誠於上世紀90年代初曾負
責香港搖滾樂隊 Beyond 的經理人
約。廣澤誠說，當時對於華語圈的流
行音樂很有興趣，也開始聽很多當紅

歌手的作品，包含周杰倫、S.H.E、
蔡依林、王力宏等。
談到五月天進軍日本的經營模

式，廣澤誠說，“就是當成日本藝人
的方式來做”，起初先錄製日語版本
歌曲，另外搭配戲劇做宣傳，宣告進
軍日本歌壇，並在日本舉辦 live表
演，第一場辦在容納約500人左右的
東京澀谷live house，之後舉辦另一
場live house時，觀眾則增加到3,000

人。
由於宣傳時間非常有限，藉由慢

慢推廣經營之下，五月天成功登上象
徵日本“最高殿堂”的武道館，舉辦
兩天的演唱會。廣澤誠說，可以明確
感受到日本的粉絲在增加，包括
Amuse旗下藝人也都有看。
廣澤誠認為，五月天的演唱會內

容對於日本歌手和樂團來說，“很不
一樣”，甚至令日本音樂界受到衝
擊，“換作日本的歌手，不會採取這
樣的模式”，廣澤誠說，藉由五月天
的表演，也促成台日樂團之間更進一
步交流。廣澤誠坦言，五月天在日本
的表演，不論是心態上還是演唱會內
容等，對他而言，是一場非常感動、
優秀的演唱會。對於Amuse經營藝人
經理人的特色，廣澤誠坦言，藝人成
功模式複製到另一個人身上，不一定
成功，但公司會不斷地為藝人舉辦
live演唱會，讓藝人直接站上舞台面

對觀眾，一方面可以從中接觸到音樂
圈各方面的訊息，另一方面能感受到
市場的變化及觀眾的需求。

重藝人本質
廣澤誠舉旗下當紅藝人福山雅治

為例，現今只要開一場演唱會就破20
萬名觀眾，已被稱作頂級的藝人。然
而廣澤誠說，在福山雅治剛出道那幾
年，其實完全不賣座，並透露當時福
山雅治每個月開一場live，起初觀眾人
數僅10人，廣澤誠笑說，“有時候工
作人員還會比觀眾人數還要多”。
廣澤誠強調，藝人的“本質”才

是重點所在，他指出Amuse的強項與
特色就是辦演唱會，“把歌手最真
實、最直接那一面傳達給觀眾知
道”，而歌手除了面對觀眾數目成長
與否，還能比較同期競爭對手的情
況，一方面是學習，另一方面就變成
加強自己的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 由張繼聰、白只、王敏奕、顏
卓靈、萬梓良、吳家麗等主演的喪屍電影《今晚打
喪屍》上映至今，各演員分別四出謝票，目前謝票
場次已超過100場。觀眾的熱情令萬梓良今個周末
專程由廣州再次返港接力，聯同吳家麗、鄒文正、
導演盧煒麟一起謝票。
觀眾一見萬梓良現身，即歡呼聲四起，家麗姐

見狀更笑言：“萬子哥，要唔要合唱一首《鳳閣恩
仇未了情》送畀粉絲？”可惜時間未夠，未能聽到
萬梓良與家麗姐高歌一曲，但幾位主角在謝票後，
繼續留在戲院門外，逐一還“相債”，一一滿足所
有粉絲簽名、握手、合照的要求！

萬梓良笑言謝票讓他大開眼界，原來可以跟觀
眾近距離接觸的感覺是很愉快的，又可以給他機會
跟多年沒見的粉絲重遇，十足影友會聚會。

面對人生噩運 李蕙敏想過輕生

五月天進軍日本 曾衝擊當地音樂界

萬梓良謝票大開眼界

被指坐正華納一哥之位

許廷鏗首兼監製
責任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許廷

鏗、李幸倪（Gin Lee)、顏卓靈及符致

逸8日齊出席港台“太陽計劃2017—

太陽學堂開學禮”。許廷鏗過檔華納

唱片，適逢周柏豪上月正式離巢，許

廷鏗不認就此坐正“一哥”之位，但

他就透露9月會出碟，並首次兼任監

製一職，感覺責任好大。

■■李蕙敏李蕙敏((右右))遺憾未能與梅姐合作遺憾未能與梅姐合作。。

■■萬梓良聯同吳家麗萬梓良聯同吳家麗、、
鄒文正等人謝票鄒文正等人謝票。。

■萬梓良為粉絲簽名。
■■廣澤誠大談五月天進軍日本的模廣澤誠大談五月天進軍日本的模
式式。。 中央社中央社

■■許廷鏗許廷鏗、、李幸倪等主持李幸倪等主持““太陽學堂開學禮太陽學堂開學禮””儀式儀式。。

■■五月天成功登上日本武道館開五月天成功登上日本武道館開
騷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顏卓靈的青春氣息相當適合“太
陽計劃”。

■許廷鏗曾做
過客席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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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依晨時隔四年再拍劇
跟劉燁成“冤家”

據臺灣媒體報道，“零負評女神

”林依晨出道15年形象壹直正面，電

視劇作品成績也不俗，偶像劇女王的

寶座當之無愧，只是自 2013 年拍完

《蘭陵王》後，就都透過電影作品和

綜藝節目和觀眾見面，終於4年後再以

電視劇《老男孩》回歸熒屏，令劇迷

相當期待。

林依晨在新劇《老男孩》中，飾

演壹名“海歸派”麻辣老師，個性火

爆不屈服傳統，同時對孩子善良又溫

柔，在小朋友心中比起老師更像是鄰

家姐姐，某天她發現班上壹位學生家

遭巨變、變成了無家可歸的孤兒，她

誓言要幫孩子找到親生父親，沒想到

找到的孩子爸，竟然是不久前才和她

大吵壹架過的冤家機長。

劉燁過去多以電影作品和觀眾見

面，2015年帶著兒子諾壹參加《爸爸

去哪兒》，讓觀眾看見他逗趣搞怪的

壹面，人氣也再度攀升。

在《老男孩》中，他飾演壹名

機長，工作時他嚴肅、不近人情，

但私底下的她不受他人眼光束縛、

討厭框架，即使年紀漸長也依舊像

是個男孩。

徐若瑄為兒累到幾乎崩潰
憔悴照引日本網友心疼
據臺灣媒體報道，藝人徐若

瑄（Vivian）育有1歲的兒子小V

寶（Dalton），需兼顧孩子、家庭

、課業和工作，生活變得更加忙

碌，常常蠟燭兩頭燒。

經常分享媽媽經的她，3日分

享壹張自己下班後，累到幾乎崩

潰的照片，不僅令粉絲心疼不已

，該畫面還登上日本媒體，意外

引發討論。

徐若瑄3日在社交網站上發文

，分享自己下班後累到不行的模

樣，並感性寫道，“孩子成長只

有壹次，與其會在十年後感嘆錯

過太多，那麼何不做出壹些犧牲

來珍惜現在！也許孩子長大後不

會記得，但親密感是累積的~有沒

有看過媽媽累到快崩潰的樣子？

”最後，她也不忘開玩笑向幫忙

拍照的表妹喊話，“妳是不可以

把姊拍美壹點嗎？”

徐若瑄疲累又憔悴的模樣曝

光後，不僅令粉絲直呼心疼，由

於過去曾在日本發展演藝事業，

該張照片被登上日媒引發熱議，

也吸引不少網友為她加油喊話，

“認真的母親最美麗”、“女神

加油”、“我覺得妳好美，謝謝

妳分享身為人母甜蜜的負擔”。

事實上，徐若瑄照顧孩子十

分用心，先前因為被蚊子吵醒，

卻擔心影響到孩子的睡眠不敢開

燈，只好在黑暗中和蚊子博鬥整

夜，只要壹聽到“嗡~嗡~”的聲

音，雙手就立刻在孩子的身邊壹

直揮，因為想不到更好的辦法，

只能這樣做，直呼快被逼瘋，到

了快天亮都還是無法入睡，“沒

叮到妳（小V寶）就好！”

7月7日，霍建華被目擊和老婆林心如[

微博]現身臺北松山區約會、看電影，雖然

頻打哈欠、略顯疲憊，仍帶著老婆前往戲

院看自己參與演出的電影《明月幾時有》，小兩口完全沒戴口

罩，大方走在路上放閃，甜蜜互動羨煞旁人。

霍建華新片《明月幾時有》7日上映，他當天帶著林心如

前往電影院觀看該片，在電影開演前，小兩口壹起前往附近的

咖啡廳等待，雖然神情略顯疲憊，還頻頻打哈欠，但仍堅持要

和老婆約會，邊滑著手機邊聊天，沈浸在2人的甜蜜時光中。

霍建華戴黑色鴨舌帽、T恤搭配牛仔褲亮相；林心如也以

類似打扮出門，同樣穿著輕便牛仔褲，唯獨帽子、衣服顏色是

白色，他們皆沒戴口罩，夫妻同心壹起前往支持男方參與的電

影《明月幾時有》。

在該片上映前，林心如早在前壹晚發文，分享自己和電影

海報的合照，開玩笑寫道，“遇見熟人了耶”，而文中所指的

“熟人”，想必就是指心愛的老公霍建華，當時就引來大票粉

絲開玩笑，“遇到枕邊人了耶”、“熟得不得了”、“遇見孩

子的爸”，引發不少討論。

7月7日，小S微博曬出自拍，圖中小S面前壹碗海南雞飯鮮香誘人，她本人

還配字““Laksa，海南雞飯，抱歉，晚上新加坡的朋友，我應該會是腫的！”

微博發布後，網友都誇小S：“還是那麽好看。”“腫了也好看。”

近日，小清新女神宋蕓樺在某公眾

平臺曬出壹張自拍並配文稱：“偷

偷寫了紙條給妳‘可以唱小幸運給

我聽嗎？’”照片中，宋蕓樺帶著

甜美的微笑看著鏡頭，手中拿著收

到的那張小紙條。壹瞬間的恍惚好

像回到了2年前的夏天，正直勇敢

又可愛率真的“林真心”又出現在

我們的眼前。那個寄托了每壹個平

凡少女的學生時代的傻氣和憧景、

冒失和試探以及對未來的英勇堅定

的“林真心”也是引起了不少網友

的回憶：“昨天晚上坐在學校的操

場上，和閨蜜想起這首歌，這部電

影已經烙在我的心裏面了，非常經

典。值得珍藏！”

還有吃瓜群眾評論稱：“幸虧留言

不能發音頻，要不然真心妳要聽好

幾個小時的歌了”、“唱歌可以，

紙條我要交給老師了~原來妳是我

最想留住的幸運，原來我們和愛情

曾經靠的那麽近（忘情歌唱中…

）”、還有粉絲搞怪道：“紮心了

老鐵！推送的時候我還以為收到了

妳的私信，在單獨cue我哈哈哈哈

哈~”

平
凡
少
女
林
真
心
歸
來

平
凡
少
女
林
真
心
歸
來

宋
蕓
樺
掀
起
壹
波
回
憶
殺

宋
蕓
樺
掀
起
壹
波
回
憶
殺

林心如霍建華約會看電影林心如霍建華約會看電影
小兩口大方秀恩愛小兩口大方秀恩愛

小小SS曬吃飯自拍曬吃飯自拍
稱自己沈迷美食晚上應該是腫的稱自己沈迷美食晚上應該是腫的

賈靜雯修傑楷小女兒翻身成功賈靜雯修傑楷小女兒翻身成功
可愛四連拍表情豐富可愛四連拍表情豐富

賈靜雯曬出女兒蛋鈕可愛四連拍，圖中萌娃眼
睛圓圓表情豐富，賈靜雯還以女兒的口吻稱“我會
翻身了”，欣慰的表示“每天看到她的笑媽咪就溶
化了”！不壹會兒修傑楷也轉發了這條微博，配文
稱“得意翻身”。網友們看到可愛的寶寶紛紛在評
論誇了起來“蛋鈕好可愛”“ 好想親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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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金寶贊古天樂動作戲勝過“床上戲”
《殺破狼·貪狼》古仔變打星
粉絲調侃“殺破狼宇宙開啟”

古天樂主演的首部硬動作片《殺破狼· 貪狼》

今日在京舉辦發布會，動作導演洪金寶面對這位

“新晉打星”，壹上臺就調侃：“說不出來的好

，無法形容。因為他原來不打，只演床上戲的。

現在打，妳說我有多擔心？但是越拍越好，沒有

想到他可以這麽好。”

《殺破狼· 貪狼》由鄭保瑞、黃柏高監制，葉

偉信執導，主演吳越、克裏斯· 柯林斯、林家棟也

亮相發布會。談及再次啟動這壹系列動作IP，黃

柏高表示，從第壹部“殺破狼”開拍至今，自己

跟葉偉信、洪金寶的合作已十分默契，這部《殺

破狼· 貪狼》更像是水到渠成。葉偉信則透露：

“《殺破狼》除了動作好之外，我們都希望劇情

能讓人感動，所以這次特別改了壹下片名，叫

《殺破狼· 貪狼》，也就是說除了延續拳拳到肉的

風格，還會融入更多感情戲。”面對《殺破狼》

好似在下壹盤大棋的舉動，有網友犀利點評：

“‘殺破狼’宇宙已開啟。”

作為古天樂入行以來出演的首部硬動作片，

“新秀”上陣就遇《殺破狼· 貪狼》，他直言“痛

到心”。“這次第壹次演壹個青春期女生的爸爸

，這個角色內心很糾結，女兒在泰國失蹤，他只

能憑自己的力量跨國去追，擔心憤恨暴躁的情緒

都會有，心理上就備受折磨。”介紹完角色後古

仔還連連感嘆“我不知道為什麽導演們現在都喜

歡找我演爸爸，最近每部戲都是爸爸”。

片中的格鬥場面讓古天樂記憶猶新。他回憶

：“有壹場打戲，我的小腿肌肉被鐵鉤狠狠拖住

，整個人被機車飛快的拽著走，那壹場拍起來也

是真實的痛在心。”古仔透露，最初看劇本時，

導演說動作戲大部分都被林家棟、吳越、克裏斯·

柯林斯包攬了，突然有壹天，他被洪金寶拉去，

說有壹場動作戲大概十多分鐘……“我看完之後

眼球是蹦出來的”。

古天樂直言很羨慕吳越跟克裏斯· 柯林斯對打

的動作，“我有時候在想，我學壹生也做不到他

們那麽完美。後來有壹天，大哥跟我說，妳已經

進步非常多了，明天是最後壹天……啊？最後壹

天？妳說我進步有什麽用？”發布會上，洪金寶

還親自驗收古天樂這枚“新晉打星”的學習成果

，現場讓古天樂與詠春拳師克裏斯· 柯林斯切磋展

示。

《《鮫珠傳鮫珠傳》》發布會宣布改檔發布會宣布改檔88..1111
張靚穎狂飆高音獻唱主題曲張靚穎狂飆高音獻唱主題曲

7月5日，電影《鮫珠傳》在北京舉辦主題曲發

布會，影片制片人樊斐斐、導演楊磊、視覺導演陸

貝珂、主演盛冠森、劉俊孝以及為影片獻唱主題曲

的張靚穎悉數亮相。在活動現場，主題曲《請讓愛

情相信妳》MV首次曝光，張靚穎也在現場首唱歌曲

，堪比CD音質的超強唱功令全場觀眾折服。隨後導

演楊磊宣布《鮫珠傳》將改檔8月11日上映，他解

釋改檔是因為“國產電影應當有更合理的檔期分配

，希望每壹部優秀的作品都有更多的市場空間，讓

觀眾有壹個寬松的選擇。”

在發布會上，在制片人樊斐斐介紹說：《鮫珠

傳》不僅請來打造了《畫皮》的陳嘉上、黃嶽泰兩

位幕後大師，電影主題曲《請讓愛情相信妳》更是

促成了經典電影配樂《畫心》詞作者陳少琪、曲作

者藤原育郎、演唱者張靚穎的再度合作。活動現場

主題曲MV正式發布，張靚穎自曝此前壹度非常忐忑

新歌能否超越《畫心》再創經典，但此刻卻覺得都

不重要了，當看到這首歌和MV完美地呈現在大家面

前，覺得這已經是最好的結果。

隨後，張靚穎更是首次開嗓獻唱歌曲，婉轉的

旋律配上張靚穎堪比CD音質的唱腔，將壹段唯美的

愛情故事娓娓道來。張靚穎在演唱後幽默表示：

“我最喜歡每壹次在現場首唱新歌，非常享受這種

既忐忑又期待的心情，之前壹直擔心會忘詞，今天

還唱錯了壹個字，首唱雖不完美但卻非常美好。”

在發布會上，張靚穎演唱完電影主題曲《請讓

愛情相信妳》，兩位主演盛冠森、劉俊孝也忍不住

上臺挑戰新歌，兩人用時下最流行的freestyle演繹了

這首歌曲。劉俊孝實力展示了驚艷全場的B-BOX功

力，而盛冠森則配合節奏rap了壹段《請讓愛情相信

妳》的歌詞。連張靚穎都連連稱贊說：“原以為是

個遊戲，沒想到是挑戰”，並感嘆《鮫珠傳》是個

臥虎藏龍的劇組。

此外，張靚穎還自曝這首新歌遭到同事吐槽

“又是壹首‘老娘就是不讓妳唱’系列”，她為了

自證這首歌確實是首適合全民演唱的歌曲，積極發

動全場嘉賓及媒體壹起演唱。發布會場館內歌聲回

響，瞬間變成演唱會現場。

《鮫珠傳》講述了泥空空、黑羽、赫力（盛冠

森飾）三人因鮫珠結緣，共同對抗羽族後裔血烈、

風嘯（劉俊孝飾）等人的故事。此次發布會上亦曝

光了壹張影片中的萌寵鷗哢歡樂版海報，片方同時

宣布電影將改檔8月11日在全國上映。 導演楊磊宣

布《鮫珠傳》將啟動全國路演，以口碑打響第壹戰

。值得壹提的是，除王大陸、張天愛主演的《鮫珠

傳》外，由劉德華、舒泣主演的《俠盜聯盟》，張

震、楊冪主演的《繡春刀：修羅戰場》，由李易峰

、廖凡主演的《心理罪》都共同定檔8月11日上映

，這個檔期的國產片競爭依然十分激烈。

在發布會後的群訪中，對於記者提到改檔是否

受《三生三世十裏桃花》調檔的影響，導演楊磊則

表示在市場變幻的當下，國產電影應當有更合理的

檔期分配，為每壹部優秀的作品取得更多的市場空

間，讓觀眾有壹個寬松的選擇。此次《鮫珠傳》8月

11日上映，不僅是為了合理分配市場份額，也為了

加長電影口碑的發酵期，在上映前更多的接受觀眾

檢驗。電影《鮫珠傳》將於2017年8月11日正式上

映。

《建軍大業》新海報繼續“數星星”
戰爭巨制《建軍大業》將於7

月28日內地公映，該片由劉偉強

執導，韓三平任總策劃兼藝術總

監，黃建新任監制。今日片方曝

光雄師締造者主題海報，劉燁、

朱亞文、黃誌忠、王景春、馬天

宇、小愛、楊大鵬、葉筱瑋、釋

小龍、李現等十位演員以英氣軍

裝造型出鏡，表情嚴肅、目光堅

定，壹展建軍偉大事業中十大革

命先驅的風采。

作為中影“建國三部曲”的

第三部作品，電影《建軍大業》

將帶領觀眾壹同回望革命領袖開

始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崢嶸歲月

。影片將著力呈現革命先輩們的

赤膽忠心和英勇無畏的革命精神

，向在革命事業中歷經千難萬險

仍奮勇前進的英雄先輩們致敬。

今日，片方發布雄師締造者

主題海報，集中展現革命領袖毛

澤東、周恩來等十位在我軍建軍

偉大事業中做出卓著貢獻的革命

先驅的獨特風采。其中，分別飾

演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劉燁、朱亞

文位於畫面中央，黃誌忠（飾朱

德）、王景春（飾賀龍）、馬天

宇（飾林彪）、小愛（飾葉劍英

）及楊大鵬（飾劉伯承）、葉筱

瑋（飾陳毅）、釋小龍（飾聶榮

臻）、李現（飾羅榮桓）分列兩

側。眾人均身穿軍裝身姿挺拔，

表情嚴肅認真，眼神堅定。

抱著對建軍事業中革命英雄

先輩們的尊崇之心，眾多演員不

計戲份、不問片酬，滿懷敬意地

加入了電影《建軍

大業》的拍攝，希

望以自己的表演為

觀眾講述歷史，展

現革命先輩的英姿

。為了忠實再現當

年這段可歌可泣的

崢嶸歲月，眾演員

燃起激情與熱血，

全身心地投入到表

演中。

其中，劉燁被毛澤東的非凡

智慧和勇氣打動，希望能將領袖

“更成熟、更激情、更熱血”的

壹面表現出來；飾演周恩來的朱

亞文則從人物內心出發，著力塑

造出壹個真實可信、英氣儒雅的

青年領袖形象；黃誌忠努力“體

會朱德的內心”，在形似之外更

追求神似；王景春閱讀了大量的

歷史資料，通過細膩的表演將賀

龍對理想和信仰的執著傳達給觀

眾。

馬天宇為角色拼盡全力，在

硝煙彌漫的片場中挑戰高難度爆

破戲；小愛突破以往喜劇形象，

演出了葉劍英只身潛伏敵營臨危

不亂的勇敢與機智；在詮釋劉伯

承時，楊大鵬融入了自己對部隊

的熱愛；此次飾演陳毅圓了自己

的軍旅夢，葉筱瑋稱“表演的動

力就來自於對軍人的崇敬”；釋

小龍則被角色的個人魅力吸引，

希望在表演中“呈現出聶榮臻深

厚的文化底蘊”；李現為了更好

地展現羅榮桓獨特的精氣神，反

復研讀劇本和文獻“將自己代入

了歷史中”。

據悉，電影《建軍大業》將

於2017年7月28日內地公映。

《少女的奇幻日記》曝預告海報 演員秦嵐首當出品人俘獲少女心
奇幻愛情電影《少女的奇幻日

記之追星計劃》今天曝光了特工海
報及預告，並將於7月7日上線。影
片是演員秦嵐跨界擔任總出品人的
首部作品，也是華誼兄弟娛樂成立
後第壹部少女向的網絡大電影，邀
得香港導演王子鳴加盟監制，力求
俘獲萬千少女心。《少女的奇幻日

記之追星計劃》以當下受關註的明
星和粉絲之間的“潛規則”為主題
展開故事，同時增添了超能力、時
空穿梭等奇幻元素。新馬男神王冠
逸攜手湯斯婷上演了壹場超能力迷
妹和男偶像之間步步為營、相互攻
略的浪漫喜劇。秦嵐在影片拍攝時
期全程把關，更結合自身經驗為男

女主演傳授心得。香港導演王子鳴
作為監制加盟，他之前制作的《仙
班校園》堪稱網大裏程碑。值得壹
提的是，馬來西亞演員王冠逸加盟
成為影片“顏值擔當”的不二人選
。王冠逸作為新馬壹線明星，在電
影、電視劇、唱歌方面都有不俗的
成績，演藝重心轉向中國後，又憑

借酷似混血的形象和演技獲得賴水
清的青睞，在經典IP大劇《萬水千
山總是情》中擔任男二號，最近又
在於正新戲《延喜攻略》中因飾演
海蘭察受到追捧。女主湯斯婷也憑
甜美外形在多部網絡劇、網絡電影
中挑大梁，也成為愛笑工作室新劇
《簡職男人》的女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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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M E  A N D  G E T  I T

We know table players don’t take their games lightly, and neither do we. At L’Auberge, we’re bringing 

the greatness back to tables, with 20X odds, $20,000 limits and the most generous comps in town.

WE’RE READY.
A R E YOU ?

Must be 21 to enter casino. ©2017 Pinnacle Entertain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LAubergeLC @LAubergeLC/LAubergeLC

G A M B L I N G  P R O B L E M ?  C A L L  8 0 0 . 5 2 2 . 47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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