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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不斷接到好友的詢問：“立秋了，要怎
樣調理養生？”立秋雖然是秋天的開始，然而此
時餘暑未消，既有秋老虎發威，又有頻繁降雨，
導致濕氣過重，正是中醫裡“長夏”的時節。長
夏時值夏秋之交，陽氣尚盛，雨水日多，濕熱交
蒸，潮濕充斥，為一年中濕氣最盛的季節。

明代大醫學家張景岳說：“春應肝而養生，
夏應心而養長，長夏應脾而變化，秋應肺而養
收，冬應腎而養藏。”我們要順應四季：春生、
夏長、長夏化、秋收、冬藏的規律，才能頤養長
生，內安外健。

長夏在五行屬土，對應脾，脾臟喜燥而惡
濕，一旦受到濕氣的影響，則會導致脾氣不能正
常運化，而使氣機不暢。

濕為陰邪，好傷人的陽氣，當脾陽受損。會
表現為消化吸收功能低下，脘腹脹滿、食慾不
振、口淡無味、胸悶想吐、大便稀溏甚至水腫。

長夏的養生重點應該是健脾祛濕。脾胃為
“後天之本”，是人體氣血生化的關鍵，如果一
個人的脾胃不好，身體的氣血就會出現生成不
足，身體各個部分得不到滋養，自然就會出現
“枯萎”，就會百病叢生。

脾胃出了問題，很可能連累五臟。中醫裡有
一句話，“養脾胃就是養元氣，養元氣就是養生
命”，脾胃健康是決定人壽命長短的重要因素。
補脾，是一切疾病治療的關鍵。

脾以通為補，脾以健為運。現代城市人普遍
吃得多，運動少，工作壓力大，心情抑鬱多見，
容易導致痰濕內滯，直接的結果是體重易超標。
因此說，對於痰濁偏重的人，用補法不如用通
法，通降陽明，洩去濁毒，最利於健康。

飲食充足同時機體氣化功能正常，便能很好
地將食物轉化為精氣，化生為血而濡養於神，於
是人的神氣充沛，生氣勃勃。

中醫有“脾胃虛，百病生，諸病從脾胃論
治”之說。上至高齡老人，脾胃虛弱，腹脹便
秘；下至嬰幼孩童積食，食慾不振，大便不通；
更有三高患者（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肥
甘厚味，中焦食滯，惡心嘔吐，脘腹脹滿、口臭
便乾，睡眠不安和手腳心發熱等症狀。都可以用
消食通腑、健脾益氣之法。

明代著名外科醫生陳實功撰寫醫學書籍《外
科正宗》，書中記載有食療名方“八珍糕”，是
陳氏家傳秘之方，由人參、蓮子、芡實、扁豆、
薏米、山楂、麥芽、山藥組成，研為細末，和以
米粉，製成條糕，每日清晨服食數條，百日後可
漸覺體健。

“八珍糕”功效，消食之餘兼可強健脾胃。
方中以山楂山藥為君藥，佐以陳皮、麥芽、茯苓
等以行氣健脾滲濕，共奏健脾益氣，消食化積、
疏肝行氣之效。

《本草綱目》記載：“凡脾弱，食物不化，
胸腹脹悶者，飯後食山楂二三枚，絕佳。”藥食
同源的山楂，性味酸甘，微溫，歸屬胃和肝經，
適量食用，可以促進消化、活血化瘀，降低血壓
和膽固醇、軟化血管。除此之外，山楂還有平喘
化痰、抑菌、治療腹痛腹瀉的神奇功效。

“八珍糕”用山楂配上炒麥芽，加入了健脾
的山藥、茯苓、陳皮，在消食的同時，強健脾
胃。山楂、陳皮、麥芽兼有行氣疏肝健脾之效。

香港樂隊享樂團
3Think 主 唱鄺旨呈
（Andy），在保養身
體上，平時他會去做
Gym，亦會跑步，間
中也會去打籃球，因
為籃球會消耗很多卡
路里。除了鍛煉氣之

外，肌肉的強度也需要注重，所以都會做啞鈴運
動。他建議跟隨每星期3至4日運動，大約半小
時至45分鐘，基本上半小時跑步，半小時肌肉運
動，每次都會做腹肌的運動，每個運動分4組，
每組10至13下，每次增加重量。
在飲食方面，當然是均衡飲食，每天都依

飲食金字塔進食，早餐必定吃得最豐富，因為
早餐是人最需要能量的時候，亦是一天最吸收
營養的時候，如吞拿魚麥包、喝果汁，有時亦
喜歡吃沙律，裡面有少少肉，如雞胸肉。

星之保養星之保養

香港註冊中醫師
楊沃林

養生
攻略

鄺旨呈依從均衡飲食
喝水勝於任何護膚品

文︰雨文協力︰Benny Wong

長夏健脾

三伏天的冬病夏治
冬病夏治是在中醫理論指導下的一種

治未病療法，冬病指的是好發於冬季，或
在冬季容易加重的疾病。主要見於呼吸系
統慢性咳痰喘疾病，如支氣管哮喘、慢性
支氣管炎、肺氣腫、肺心病等。這些慢性
咳痰喘疾病中醫的主要病機是陽氣不足，
寒痰內伏，在夏天，上述疾病處於緩解期
和穩定期。

中醫理論認為，在夏天陽氣最盛的三
伏天，此時人體陽氣發洩，氣血趨於體
表，皮膚鬆弛、毛孔張開。順應夏季天時
陽旺陽升，人體陽氣在夏季有隨之欲升欲
旺的趨勢，體內凝寒之氣易解的狀態，應
用辛溫發散的外用藥物，借助溫熱刺激的
藥力，以鼓動激發陽氣，天人合擊，祛除
寒邪，最易把冬病之邪消滅在蟄伏狀態，
可以起到減輕這些病證冬天時發作症狀，
減少疾病發作次數，甚至治癒的效果。但
對於陽熱亢盛和陰虛內熱的病人，如支氣
管擴張和肺結核等，則是禁忌症。

長夏時節長夏時節暑濕當令暑濕當令
防陰陽暑的飲食之道防陰陽暑的飲食之道

每年的農曆六月，古稱之為長夏，長夏時節正是暑伏。目前是閏六月也屬長夏。暑，熱也，

“伏”表示陰氣受陽氣所迫藏伏於地下。所謂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統稱，大致在陽曆7月

中旬到8月中旬。農曆將夏至後第三個庚日開始為頭伏（初伏），第四個庚日為中伏（二伏），立

秋後第一個庚日為末伏（三伏），每伏十天共三十天。有的年份“中伏”為二十天，則共有四十

天。俗語有“熱在三伏”，三伏天時段，氣溫高、降雨多、濕度大、氣壓最低，中醫稱之為暑濕當

令。 ■文︰香港中醫學會 陳飛松中醫師 圖：資料圖片

中醫認為，長夏暑濕當令。暑氣過則為暑邪，具有炎熱、升散、開泄特性，易
耗氣傷陰、擾亂心神。長夏暑必夾濕，濕邪具有重濁、粘滯、彌漫的特點，

而在三伏長夏時令，天暑下迫，地濕上蒸，暑濕相合，合稱之為暑濕邪氣。這時期
的外感病症，即中醫的暑病，多具有暑濕相合的病症特點。

由於室溫較高或通風不良的環境，或
在陽光直接照射下，外界的溫度比體溫
高，人體內產生的熱量無法向外散發，最
容易發生中暑，中醫稱之為陽暑。陽暑是
以熱為主，下面介紹預防陽暑飲食。

1、清涼綠豆湯：綠豆30g、蘆根9g、生甘草3g。將蘆根、甘草2味藥用紗布包好，加水適
量與綠豆同煮5至10分鐘。去藥包。冷熱飲均可。

2、清熱解暑二豆薏米粥：赤小豆、綠豆、薏米、大米適量。煮粥，冷、熱食用均可。
3、清熱解暑涼拌菜：鮮馬齒莧、鮮魚腥草、鮮穿心蓮、鮮紫背天葵、鮮蘇葉、鮮薄荷等任

選一種，洗淨，開水焯後，涼拌食用。

二、兒童防暑飲
【處方】藿香2g、荷葉2g 、

白茅根5g、 生
山楂2g。

【功用】芳香化濕、清熱生津
【適用人群】14 歲以下兒

童。
【服用方法】將上4味藥放入

杯 中 ， 加
500ml 開 水 ，
加蓋悶泡30分
鐘。代茶飲，
供 3 至 5 人服
用。

一、成人防暑清熱飲
【處方】藿香3g、菊花3g、白茅根3g、薄荷2g、烏梅1枚。
【功用】芳香化濕、清熱生津
【適用人群】高溫、高熱環境中工作或生活人群。
【服用方法】將上5味藥放入杯中，加350至450ml開水，加蓋悶泡30

分鐘。代茶飲，每日1劑可供3至5人服用。

空調普及，加上冷飲等成為暑季
餐桌上的常客，這些易導致中醫所講
的“因暑而受寒者”的“陰暑病”。
陰暑病實際上是暑季不良生活方式導
致的疾病。即“凡人之畏暑貪涼，不
避寒氣，則或於深堂大廈，或於風地

樹陰，或以乍熱乍寒之時，不謹衣
被。以致寒邪襲於肌表，而病為發熱
頭痛，無汗惡寒，身形拘急，肢體酸
痛等症。此以暑月受寒，故名陰暑，
即傷寒也。”；“又有不慎口腹，過
食生冷，以致寒涼傷臟，而為嘔吐、

瀉痢、腹痛等症，此亦因暑受寒，但
以寒邪在內，治宜溫中為主，是亦陰
暑之屬也。”主要表現為空調病和胃
腸型感冒。

空調病多見於內蘊濕熱，外感風
寒，治療應當採用中醫祛暑解表，清
熱化濕中藥。胃腸型感冒，主要是內
傷飲食，外感風寒，主要採用藿香正
氣水，藿香正氣膠囊等。

防暑藥膳推薦

陰暑病特點和防治

■■陳飛松陳飛松

■■綠豆湯綠豆湯

■■烏梅烏梅■■菊花與薄荷茶菊花與薄荷茶

■■山楂山楂

■■荷葉具有減荷葉具有減
肥肥、、調脂及脂質調脂及脂質
過氧化作用過氧化作用。。

■■白茅根白茅根

■■鮮薄荷鮮薄荷

■■““冬病夏治冬病夏治””療法療法，，通過針灸通過針灸、、貼貼
敷敷、、拔罐等方式防病治病拔罐等方式防病治病。。 新華社新華社

■■藿香藿香

■■藿香菊花茶藿香菊花茶

■■蘇葉蘇葉■■薏米粥薏米粥 ■■魚腥草魚腥草

■■身體健康時身體健康時，，全身毛孔全身毛孔
均可出汗均可出汗，，汗出時會口汗出時會口
喝喝，，喝水後能解渴喝水後能解渴。。

■■適量運動適量運動，，適量出汗適量出汗，，該出汗時要出該出汗時要出
汗汗，，有助於散熱有助於散熱，，■■鮮馬齒莧鮮馬齒莧

■■空調普及空調普及，，容易導致容易導致““因暑而受寒因暑而受寒
者者””的的““陰暑病陰暑病”。”。

■■香港天氣炎熱香港天氣炎熱，，現正是長夏時節現正是長夏時節，，氣溫高氣溫高、、降雨多降雨多。。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鄺旨呈建議保持每星鄺旨呈建議保持每星
期三至四日運動量期三至四日運動量。。

陽暑病特點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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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難得一見的天
文奇觀八月廿一日橫
跨美國全境，這是卅
八年以來首次出現在
美國國境之內的日全
蝕景觀，同時這也是
自1918年以來地球上
第一次只有在美國東
西兩岸皆可觀測的日
全蝕景觀，由於這是
99年難得一見的奇景
，所以昨天在全美國
掀起了一場"全民看日
全蝕"的狂潮，當然我
也"逐日"的癡狂份子
之一。

日蝕景觀之所以
會出現，是由於月亮
正好落在了它橢圓的
衛星軌道的特定角度

，當太陽光照向它時，月亮的陰影就落在了地球上
，這是自然的律定。這一次的日蝕在地球表面形成
了一個70英里寬的日全蝕帶，斜跨美國14個州，
從西北到東南，從俄勒岡州延展到南卡羅來納州，
除此之外，在全食帶兩側數千公里的區域內都能
觀測到蝕量不等的日偏食，在北安普頓，日食是從
當地下午1:25分開始，並於2:44分達到巔峰，彼時
，66% 的太陽被覆蓋，最終於 3:58 分完全結束
...........

以上這些精確的數字，不是川普總統說的，
而是科學家根據天文學的理論早先就精算出來的
，而且在821那天100% 符合他們推算出來的數字
！

科學家實事求是,使用系統化的知識來發現和
創新研究天文,他們是揭開宇宙奧秘與大自然真
相的知識人，他們真的了不起，他們與文學家和哲
學家有很大的不同，他們不懂得玩文字遊戲，他們
不搞邏輯推理，數字是他們的生命，數據是他們的
根本，他們更不像政治人物,只懂得謀略、權術和
霸道,他們只是在知識領域裡面追求真善美的專

家，如果要選擇去相信一個人，你會選擇誰呢？我
會選擇去相信科學家，而不會去選擇相信政治人
物！

當然對於全美的人來說，這次的日食除了讓
大家看到了驚人的天文景象之外，還讓人們暫時
的忘記了川普的Twitter和白宮裡面的宮廷內鬥、
金正恩的核彈威脅、巴塞隆納的恐怖襲擊以及讓
人擔憂的種種紛擾瑣事。

其實每次當我聽到科學家們在預測未來何時
何地會有另類的天文景象時，我都會很好奇的扳
扳手指算一算，是否那個時候自己還在人世，是否
還有另一個緣份再看到天文的奇景妙境，當然有
時候我也會懷有一種思古之幽情，想想古人筆下
姑蘇城外的寒山寺，缺乏科技文明的古代，他們的
憂愁是不是也相對的減少了一些呢？

二零一七年的八月廿一日, 在浩瀚無垠的宇
宙之中, 能夠站立在地球上看到日全蝕的大自然
奇景，誰說這不是生命中最美麗的緣？！

這一陣子的美國出現了一些令人相當憂
心的社會亂象，那就是從東到西、從北到南，許
多地方都在拆除開國英雄的雕像和邦聯紀念
碑，由於川普總統的處置失當，頻頻發表不當
的言論，導致社會的分崩離析，白人至上主義
者和KKK黨等原本看起來已經銷聲匿跡的極
右勢力異類似乎將會死灰復燃，給這個移民國
家帶來了多災多難！

雕像和紀念碑是相當莊嚴神聖的歷史典
故、文物和遺產。既然能夠矗立和展示在公共
場所，成為眾人矚目的聚焦，所以在塑造建立
的那個時候，不管是在什麼年代，也不管是什
麼樣的時空背景，想當然爾，在當時一定是經
過各州郡市政府和議會的審核批准，才可以建
置陳設而能於公眾的視野之中公開亮相的，既
然如此，後人貿然的把他們拆除了，那就是對
前人的不恭和不敬,那不僅僅是對歷史文化的
一種污篾行為，當然更是一種數典忘祖，不可
原諒的行徑！

川普總統這一次所引發的眾怒起因於他
在股子裡面所懷有的種族歧視心態，特別是當
他向那些在維吉尼亞州夏洛特維爾市希望推
倒羅伯特·李（Robert E. Lee）將軍雕像的人們
發問: "下一步是不是就要推倒喬治·華盛頓或
是湯瑪斯·傑弗遜的雕像了？"這根本就是"莫須
問"的問題，他顯然是在挑釁問題，並挑起眾人
的怒火,實際上他可以援引自己在去年總統大
選期間所發表過的一段評論來引申，當時他曾
經面對著大批的示威群眾要求將著名的希歐
多爾·羅斯福的雕像從紐約的自然歷史博物館
前頭拆除，他的態度令人百思莫解。

其實拆除雕像的問題並不在於雕像本身，
純粹從雕像本身當然是討論不出什麼對或錯
的，可是一旦我們通過了川普那固執的所謂維
持白人正統的國家統一觀點，是否推翻雕像又
變成了一個必須要討論的問題。

對於美國歷史上公眾人物的圖片、雕像和
形象的解讀，現在已經逐漸變成了修正主義歷
史的焦點所在，一些自由主義者認為，人們應
當拆下那些和蓄奴制有關聯的雕像和紀念碑，

像希歐多爾·羅斯福的騎
馬雕像之所以會引來批
評之聲，就是由於在這位
美國第26屆總統雕像的
兩側，一邊是非裔美國人
，另一邊則是美國原住民
，所以被認為這是表達出
白人至上主義，許多左翼
的人還譴責羅斯福是個
霸權的帝國主義者，但是
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如果
不是在羅斯福總統強勢
的領導之下，美國是絕對
不可能成為一個世界頂
尖大國，當然更不可能在
後來從納粹手中拯救了
全世界！他的這些豐功偉
績難道後人就這麼快就
忘記了嗎？當然他當時的
一些事跡如果放在21世
紀的現在，那就會被認為
是存在極大的"政治不正
確"的。

而同樣，這次也有很
多人要求拆除里士滿的
同盟國紀念碑，那當然也
是一個情緒化的建議。紀
念碑正如同雕像一樣常
常代表的是榮譽，所以如
果要求移除里士滿紀念碑，至少要給出一個合
理的原因，怎麼可以貿然的去拆除掉它呢！

美國的許多許多開國功勳和英雄豪傑都
曾經擁有過奴隸，但是他們與那些偽善的想要
破壞國家的人之間還是有明顯的區別。當我們
以華盛頓或傑弗遜為傲時，我們讚頌的是他們
對自由的捍衛，而不是戰爭本身,或是他們曾經
蓄養過黑奴，而且在前一代的美國人中，從來
沒有誰覺得華盛頓和傑弗遜有什麼令人爭議
的地方，但是現在川普總統卻帶頭質疑他們了
，我看將來就連總統山（Mount Rushmore）也不

會安全了，這種忽然興起的將美國偉大的英雄
人物推倒的歪風真的令人擔憂，像羅伯特·李
將軍雕塑這樣已經彙聚了眾怒，並導致了群體
性暴力事件以及不公平的社會現象，將會蔓延
出來，昨天美國體育電視頻道ESPN竟然宣布
將取消一個名叫 Robert Lee 的華裔體育播報
員的工作，原因是，他的名字與羅伯特·李將軍
相同,他們怕現場觀眾會因此而暴動，這個原因
真是荒唐至極，由此可證，拆除銅像和紀念碑
只是一個亂象而已，美國真正的社會危機與亂
象現正在醞釀之中，並且將會逐漸的發酵！

台灣在最近幾年也曾經發生過把國父孫

中山先生和先總統蔣中正先生的銅像移除棄
置的大逆不道行為，這兩位政治人物的功過成
敗，史家會以如椽之筆來評斷，如今他們的銅
像卻遭到台獨政客和暴民魯莽粗暴的拆除，這
一種行為，既對不起先人，更對不起自己的良
心，如果片面的把他們比做當代暴君薩達姆·
海珊，那就是不倫不類，現在美國不理性的群
眾準備蓄勢而發,除開國英雄的雕像和邦聯紀
念碑，川普政府和各州郡市政府應該如何處置
呢？你們難道不能夠阻止和撲滅新納粹主義的
火焰在美國燃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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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場”莫須有”的官司起
因於史薇芙特（Taylor Swift）於2014
年在美國丹佛市舉辦的一場演唱會
後的見面會，當時擔任該市一家廣
播 電 台 DJ 的 大 衛 • 穆 勒 (David

Muelle)帶著女友來後臺找史薇芙
特合影。在合影過程中，穆勒竟然無
恥的在史薇芙特背後伸出了鹹豬手
，掀開了她的裙子，並在她的臀部用
力的掐了一把，史薇芙特當時顧於

情面，隱忍不發
，沒有當場揭露
他的醜行。事後
，史薇芙特的母
親 向 廣 播 電 台
的 主 管 提 出 了
抗議，導致穆勒
被 炒 魷 魚 而 丟
掉 了 電 臺 的 工
作。

沒有想到的
是，穆勒卻不因
為 做 了 非 禮 之
事而感到懺悔，
他竟反咬一口，
起 訴 了 史 薇 芙
特誣陷他，使他
丟了工作，並向
史 薇 芙 特 索 賠
300 萬美元，所
以 史 薇 芙 特 迫
於無奈，只好挺
身而出，選擇了
反擊，正式反訴
穆勒。史薇芙特
的 反 訴 只 象 徵
性 的 向 穆 勒 索
取 一 塊 錢 的 賠
償，她之所以願

意不顧形象受損去打這場官司只是
為了要證明穆勒當時對自己做過性
騷擾的行為，她只要求穆勒承認自
己錯誤的行為，並且向她道歉。

從這件官司讓我們清楚的看到

了三件事。
其一是 : 史薇芙特是如此的勇

敢，身為公眾人物，她敢於與對她進
行性騷擾的人當庭對質。

其二是 : 歌壇天后與電台 DJ
的品行與素質落差是如此之巨大。

其三是 : 邪不勝正，陪審團往
往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遲來的
正義，雖然令人敞然若失，但是正義
終究還是正義。

在整個官司訴訟的期間，許多
旁觀者以一種戲謔的心態來對待史
薇芙特，他們對史薇芙特開著低級
的玩笑，成為夜間脫口秀嘲諷的對
象，那種娛樂和幸災樂禍的態度真
的令人不敢恭維，甚至造還有人把
那種氣氛帶到了陪審團和法庭之中
。

不過，在庭審中，史薇芙特卻展
現出她在歌唱之外的特殊才能，她
表情冷靜、對答從容。面對穆勒的律
師所提出的種種質問都能夠機智應
對，對答如流，例如當她被問到："為
什麼沒有直接證人看到穆勒摸了妳
的臀部？"時，史薇芙特回答道："那
就只有站在我裙底下的人才能看到
，我並沒有安排人在那裡"。
當對方的律師又問："為什麼妳沒有
嚴厲指責妳的保鏢未盡責任，阻止
這件事發生？"時，史薇芙特回答道：
"因為我嚴厲對待的應該是你的客
戶，是他把手伸進我的裙下並抓住
我的臀部。"

陪審團的陪審員在聽取了雙方

兩造的質疑和答辯之後，史薇芙特
最終獲得了審判的勝利，法官駁回
了穆勒的上訴，理由是"原告無法提
供足夠證據證明史薇芙特提出性騷
擾指控時做錯了任何事"。

在宣判後，史薇芙特擁抱了正
在哭泣的母親，她有感而發的說道：
"很感謝法官和陪審團作出的思考
與判決，感謝我的律師為我和那些
被性騷擾卻又不敢發聲的人辯護，
我希望可以幫助更多的人發聲，我
將向多個公益組織捐款以保護那些
住受到性騷擾和性侵犯的人！"。

其實這一件官司格外令人注目
的是，史薇芙特只向性侵犯者索賠
一塊錢，這一塊錢那裡算是錢呢？！
那是代表了性騷擾的那一個傢夥的
人格只值一塊錢罷了，史薇芙特形
象清純與清新, 像是一位隔壁鄰家
的好女孩,她所創作的詞曲以及所
演唱的歌都中規中矩, 既有真情的
流露, 又有至愛的闡釋,完全沒有時
下一般歌手激情與粗俗的”性”描
述或暗示, 處處展現出天后的風範，
她曾經奪得七座美國樂壇最高榮譽
的”葛萊美獎”（Grammy Awards），
是美國有史以來CD專輯銷售量最
多的歌星，身價上億美元，她這一次
勇敢的站出來，不就是在向全社會
的女性呼籲，當面對性騷擾和性侵
犯的人時，妳們不要害羞、妳們不要
害怕，妳們要大聲的說"不"！

雕像和紀念碑是相當莊嚴神聖的歷史典故、文物和遺產。既然能夠矗立和展示在公共場所，成為眾人矚目的聚焦，
所以在塑造建立的那個時候，不管是在什麼年代，也不管是什麼樣的時空背景，想當然爾，在當時一定是經過各州郡
市政府和議會的審核批准，才可以建置陳設而能於公眾的視野之中公開亮相的，既然如此，後人貿然的把他們拆除了
，那就是對前人的不恭和不敬,那不僅僅是對歷史文化的一種污篾行為，當然更是一種數典忘祖，不可原諒的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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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4日，吳

建豪在微博曬出壹

張與彭於晏的合影

，配文：“下次機

場再見，大家快去

看悟空哦！”照片

中的兩人都帶著黑

色鴨舌帽，身穿白

T恤，又是皺眉又

是擠眼地對著鏡頭

做鬼臉。網友見此

紛紛評論：“怎麽

這麽可愛！”“豪

哥！小眼神！、

“喜歡彭於晏，喜

歡吳建豪！”“表

情同步！”“兩枚

大帥哥！”

周傑倫曝17年首作
許魏洲唱《極致追擊》主題曲

由英國著名導演查爾斯· 馬丁執

導，好萊塢頂級制作團隊實力打造的

動作電影《極致追擊》即將於9月30

日全球同步上映。作為該片的領銜主

演，國際壹線巨星奧蘭多· 布魯姆的

全新搏命力作令無數影迷翹首以待，

而由華語樂壇天王周傑倫親自操刀創

作的主題曲同樣引爆期待，日前，壹

段主題曲demo片段提前流出後，不

但在網絡上迅速引爆全民關註狂猜歌

詞，演唱者的最終人選也在第壹時間

引發了外界的諸多猜測。今日，完整

版主題曲《時光之墟》在音樂平臺正

式上線，這首歌也是周傑倫本年度迄

今為止唯壹曝光的作品，搭配青年作

家余慧迪的走心作詞，而演唱者人選

也終於正式浮出水面——亞洲超人氣

偶像許魏洲。此番“雙zhou”首度合

作，聯手送上主題曲驚喜大禮，令無

數歌迷興奮不已，大嘆“片方這是要

連放大招的節奏啊！”

作為周董在2017年的最新力作，

今日，電影《極致追擊》主題曲《時

光之墟》終於完整曝光，剛剛發行了

第二張個人專輯的超人氣偶像許魏洲

實力開嗓，歌曲大氣深沈，充滿了未

來感和城市感的曲風令歌迷大呼“好

聽哭！”對於此番“雙zhou”的首度

強強聯手，許魏洲坦言，“當時壹聽

到《時光之墟》的demo就覺得這首

歌的風格特別大氣，有些激昂和壯烈

，特別贊！而且周董是我多年以來的

偶像，這次能夠合作，真的有點兒夢

想成真的感覺，很幸運。”

據悉，電影《極致追擊》講述了

聲名顯赫的安保專家丹尼· 斯特拉頓

（奧蘭多· 布魯姆飾）因壹次任務的

失敗遭遇事業愛情“雙殺”，人生陷

入最大危機，沈寂許久之後，這位前

SAS特工重出江湖，然而這次等待他

的卻是壹場更加驚人的局中局，面對

反派的追殺、警方的介入、愛人的失

蹤，他將如何舍命壹搏，上演生死追

逃，亡命追擊？與影片全程勁爆的好

萊塢式氣質相呼應，《時光之墟》既

延續了周傑倫經典的“周式風格”，

同時更融入了壹些別具深意的特別元

素，包括子彈上膛音，兇險鋒利、步

步驚心的緊張感和壓迫感由耳入心，

而壹段錦上添花的rap則使曲風變得

棱角分明、極富變化，炫酷時尚的節

奏感與好萊塢式緊湊、激燃、張力十

足的劇情完美契合，事實上，許魏洲

表示這段rap恰恰也是自己最喜歡的

部分。

除了幀幀燃爆、拳拳到肉的大量

動作戲份，奧蘭多· 布魯姆在《極致

追擊》更經歷了壹場壹波三折的愛情

，動作與感情這兩條主線相互交織，

看點俱足。據悉，片中多次出現了丹

尼與前女友莫淩（熊黛林飾）之間的

定情信物——腕表，隱喻了流逝的時

光和不朽的愛情，可以說《時光之墟

》也是丹尼的心曲和戰歌，當時光百

轉千回、前路危險重重，他將如何東

山再起，尋回心中摯愛？“霓虹燈劃

破城市的黑夜，風暴之中醞釀壹場浩

劫……妳的背影在煙火中搖曳，壹秒

之間，我的心意已決……”在許魏洲

磁性聲線的極致演繹之下，丹尼與莫

淩之間的這段大甜大虐的愛情仿佛正

被娓娓道來，字字戳心。

據悉，電影《極致追擊》主題曲

《時光之墟》mv將於近期正式上線

。實際上，除了周董和許魏洲保駕護

航，以及身背84億美元全球總票房

的奧蘭多· 布魯姆的重磅坐鎮，《極

致追擊》的幕後制作團隊同樣是大咖

雲集，從兩獲英國學院獎的著名導演

查爾斯· 馬丁，到手握三尊奧斯卡小

金人的混錄師邁克爾· 明克勒，再到

曾操刀《黑客帝國》《荒野獵人》的

聲音設計馬克· 拉裏，好萊塢頂級配

置的制作陣容堪稱逆天。

另外尤值壹提的是，領銜主演奧

蘭多· 布魯姆還將於本月底來華出席

盛大的電影發布會，並將首次在中國

五大城市舉行見面會，與影迷近距離

交流，相關活動詳情敬請關註電影

《極致追擊》官微。

賈靜雯大女兒變長腿少女賈靜雯大女兒變長腿少女
1212歲已和媽媽壹樣高歲已和媽媽壹樣高

據臺灣媒體報道，梧桐妹（Angel）是賈靜

雯的大女兒，隨著2個妹妹咘咘、Bo鈕的誕生

，也常在Instagram分享可愛的姐妹互動。她24

日先到上海與媽媽、修傑楷會合，再壹起去迪

士尼遊玩，並在社交賬號上更新壹張張合照，

顯見全家人的緊密感情，格外引人註意的是，

雖然才12歲，身高已跟媽媽壹樣高了。

梧桐妹與賈靜雯、修傑楷、咘咘等家人壹

起去上海迪士尼玩，“謝謝迪士尼給我們美好

的壹天”，可見玩得十分盡興，照片裏充滿全

家人的寶貴回憶。只見梧桐妹穿著迷彩圖案的

背心，搭配小短褲露出長腿，即便腳踩平底球

鞋，卻完全沒有影響整體比例，與各個卡通人

物合照時，

站在賈靜雯

身旁卻意外

泄露了身高

，雖然才剛

小學畢業，

卻已跟媽媽

壹樣高。

賈靜雯

雖然工作忙碌，卻從未缺席小孩的成長過程，

除了不時會和孩子出去玩，小朋友的畢業典禮

更是絕對會現身，毫不避諱外界的註目眼光，

梧桐妹6月小學畢業時，賈靜雯工作完壹下飛

機，就和修傑楷直奔典禮會場，看到女兒即將

踏上人生另壹階段，心中百感交集，“我親愛

的Angel寶貝（梧桐妹），妳人如其名，就是我

們的天使！媽咪永遠是妳最大的後盾！”

許瑋寧單身3年工作是全部
談感情對另壹半不公平

據臺灣媒體報道，許瑋寧這3年作

品不斷，大小熒幕通吃，24日宣傳新作

努力沖事業，但感情依舊空白，她說

“現在工作就是我全部，談感情對另壹

半不公平，現在沒辦法分心。”她對戀

情抱持著“不急”態度，想先成就自己

後再來談感情。

此前許瑋寧曾與阮經天相戀8年但

以分手收場，而後許瑋寧被曝新戀情，

稱戀上小5歲王柏傑，男方還被拍到進

出她香閨，但她表示只是朋友。近來許

瑋寧專心在工作上，作品壹部壹部推出

，被問起感情？她說“現在工作就是我

全部，談感情對另壹半不公平，現在我

沒辦法分心，想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成

就自己之後再來談感情，不急，會碰到

就碰到。”

潘瑋柏宣傳期拼命到發高燒打點滴 花12小時拍MV
據臺灣媒體報道，潘瑋柏近期

推出新專輯《illi異類》，新歌《啞

巴》訴說壹段即將走到盡頭的愛情

，MV現場邀請“手語”老師教學

，為了拍攝這幕，潘瑋柏更足足拍

了近百次，而近來工作滿檔的他，

其實拍攝前壹天才剛完成專輯造勢

活動，還發高燒緊急打點滴，拍攝

時又壹口氣超過12個小時，為了作

品超拼命。

潘瑋柏用《啞巴》隱喻戀人沒

能來得及說對彼此的話，他說：

“通常我寫的歌會希望帶給大家正

能量，很少寫這麽悲傷的歌曲，希

望也能勾起每個人曾經為情所困的

經驗，也能帶給大家共鳴，希望大

家會喜歡！”在MV中，潘瑋柏與

女主角飾演壹對瀕臨分手的情侶，

而擅長戲劇的他，事後笑說心情幾

度受劇情起伏影響，拍完心情有點

悶悶的，讓旁人贊嘆他十分入戲。

潘瑋柏將“手語”融入在這次的

MV，拍攝現場也邀請了手語老師

教學，要求完美的他，足足拍了至

少近百次，最後更學出了興趣，讓

手語老師大贊“超好學”。

近來工作滿檔的潘瑋柏，其實

拍攝前壹天才因為剛完成專輯造勢

，及壹連串的宣傳工作，徹夜未眠

之余，還發燒直奔醫院打點滴，最

後他還是花了12小時拍攝，相當敬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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