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turday, October 7, 2017    |     www.today-america.com     |     Southern News Group
Inside  C5

gun laws in texas

Local  News

Brazos River carving 
ever-changing path of 
destruction in Fort Bend 

Office Space For Rent

NRA backs bump stocks regulations 

  When Hurricane Harvey barreled across 
the Houston region, most residents worried 
about the immediate threats posed by 
flooding. 
But some had another concern, one that 
becomes apparent only when the flood-
waters recede: erosion along the Brazos 
River.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dynamic riv-
er’s path had shifted by a matter of miles, 
taking down roadways, backyards and 
houses. Harvey only made things worse. 
A house that had teetered on the river’s 
edge fell partially over the bank. Swaths of 
yards disappeared. Bridges, roadways and 
rail lines took yet another beating.
The damage raised anew an ongoing ques-
tion for residents and engineers alike: how 
can the river be controlled? 

 Locate in China town area, our ready-to-
work Executive Office Suites give you the 
privacy to focus, get work done, and meet 
with your clients in a professional space. 
You get much more than just a private 
workspace - all office includes conference 
room time, high speed internet, phone 
line, and reception! Whether you select 
a furnished office or bring your own 
furniture, we have the perfect office space 
for you.
Price from 500.00 to 2400.00 per 
month, please call our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office at: 832-448-0190

  Share Your News with
 Southern Daily 

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ews or 
information with our readers, please 
send the unique stories, business news 

organization events, and school 
news to us includinig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in case more informa-
tion is needed.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

ation, please send to
 scdailypage@hotmail.com
or contact 
John Robbins 832-280-5815
Jun Gai        281-498-4310

Gun enthusiasts look over Smith & Wesson guns at 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s annual meetings and exhibits show 
in Louisville

Reuters - The U.S. gun lobby, which has seldom 
embraced new firearms-control measures, 
expressed a willingness to support a restriction 
on the rifle accessory that enabled a Las Vegas 

gunman to strafe a 
crowd with bursts of 
sustained gunfire as 
if from an automatic 
weapon.

The gunman Stephen 
Paddock, police said, 
fitted 12 of his weap-
ons with so-called 
bump-stock devices 
that allow semi-auto-
matic rifles to operate 

as if they were fully automatic machine guns, 
which are otherwise outlaw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uthorities said his ability to fire hundreds of 
rounds per minute for 10 minutes from a 32nd-
floor hotel suite was a major factor in the high 
casualty count of 58 people killed and hundreds 
wounded. Paddock, 64, killed himself before 
police stormed his suite.

The carnage on Sunday nigh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Mandalay Bay hotel ranks as the 
bloodiest mass shooting in modern U.S. history, 

surpassing the 49 people shot to death last 
year at a gay nightclub in Orlando, Florida.

The influential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 which staunchly opposed moves to 
tighten gun control laws after the Orlando 
massacre and others, said on Thursday 
bump stocks, which remain legal, “should 
be subject to additional regulations.”

“Gun control is a failed policy. We’ve tried 
it and it is safe to say that it doesn’t keep 
people safe,” Chris Cox, executive director 
at the NRA’s Institute for Legislative Ac-
tion, said on Fox News on Thursday.

"There needs to be an honest conversa-
tion about solutions that work and one of 
those solutions is to make sure the Second 
Amendment is supported and protected." 
(Graphics on 'Las Vegas attack' - here)

Democrats were urging new legislation, 
as the shooting reignited the long-standing 
U.S. debate over regulation of gun owner-
ship, protected under the Second Amend-
ment of the U.S. Constitution. Thousands 
of mourners turned out on Thursday for 
a candlelight vigil honoring a Las Vegas 
police officer and member of the Nevada 
National Guard who was among those slain 
at Sunday’s concert while he was there off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 outspoken 
proponent of gun 
rights during his 
campaign for the 
White House, 
suggested he was 
open to curbs on 
bump stocks

Thousands of mourners turned out on 
Thursday for a candlelight vigil honoring 
a Las Vegas police officer and member 
of the Nevada National Guard who was 
among those slain at Sunday’s concert 
while he was there off duty.

Under a full moon in a grassy memorial 
park, a police honor guard including bag-
pipes paid tribute to Charleston Hartfield, 
34, who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and two 
children.

The Las Vegas Review-Journal also 
reported on Thursday that organizers of a 
gun show scheduled for this weekend at 
the Eastside Cannery Casino had can-
celed the event, saying it did not seem 
“prudent” in light of Sunday’s tragedy.

Investigators remained puzzled at what 
drove Paddock, a well-off retiree and 
avid gambler, to assemble an arsenal of 
nearly 50 firearms, thousands of rounds 
of ammunition and a supply of explosives 
before opening fire on a country music 
festival attended by 20,000 people. The 
NRA called for the U.S. Bureau of Alco-
hol, Tobacco, Firearms and Explosives to 
address bump stocks by regulation, rather 
than opening up the issue to the legisla-
tiv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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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Harvey Disaster Relief: $886 Million In

Assistance Handed Out Across Impacted Areas
FEMA teams are going door to 
door in Houston connecting with 
people who need help, signing 
them up for disaster recovery as-
sistance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nounced 
Wednesday it has handed out $886 million 
in assistance to 309,000 Texans trying to 
rebuild their lives in the wake of Hurri-
cane Harvey.
And that number likely will rise as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officials 
continue to conduct inspections across the 
areas impacted by one of the worst storms 
in U.S. history.
STORM COVERAGE: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hurricane
“We’re leaning forward to get all the in-
spections done so people can get assis-
tance,” said Elaine Duke, acting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Returning people 
to their homes is currently our major fo-
cus.”
Speaking during a brief conference call 
Wednesday, Duke updated members of 
the media on disaster relief post-Harvey.
Along with the $886 million in assistance, 
Duke noted the numbers below:

A map of the Houston area shows 
the damages caused throughout 
the city after Hurricane Harvey.
$785 million in low-interest disaster loans 
have been given to nearly 9,300 home-
owners, renters and businesses.
$1.2 billion has been paid out to nearly 
89,000 policyholders through the National 
Flood Insurance Program.
Just over 1,000 people remain shelters
Duke said federal officials are working 
with the governor’s office and the Texas 
General Land Office on “long-term hous-
ing restoration.”
“Recovering from Harvey is going to be a 
long process and we are there with you all 
the way,” Duke said Wednesday. Despite 
the other tragedies in the news lately, she 
added, “We are also not forgetting about 
the state of Texas and its recovery from 

Hurricane Harvey.” (Courtesy chron.com) 

Related

First Round of Grants From 
Hurricane Harvey Relief Fund 

Issued To 28 Nonprofits
After collecting about $79 million from 
more than 100,000 donors, Mayor Syl-
vester Turner and Harris County Judge 
Ed Emmett have started disbursing grant 

money from the Hurricane Harvey Relief 
Fund to nonprofits across the region as 
thousands are still recovering.
Twenty-eight organizations ranging from 
the Fifth Ward Community Redevelop-
ment Corporation to West Houston Assis-
tance Ministries Inc. were awarded a total 
of $7.5 million in this first round of grants, 
totaling just 10 percent of the total fund 
balance. All the nonprofits have detailed 
specific plans for how they will use the 
money in 90 days, and they were selected 
based on their past experience with disas-
ter relief as well as their ability to use the 
money in that three-month timeframe and 
to reach flood victims directly. (A full list 
of the organizations, the amount they were 
awarded and how they will use it is at the 
bottom of this story.)
Emmett and Turner said “not one dime is 
going through governmental entities,” as 
Turner put it.
“It was clear that the one thing we had to 
do was make sure the money went to the 
people who needed it,” Emmett said. “We 
live in a world that’s a little bit cynical — 
imagine that — and people say, oh, where 
is this money gonna go? We wanted to be 

sure it was not going to government oper-
ations. It wasn’t going to go to just ordi-
nary expenses. And that, in fact, the poli-
ticians really were not gonna be in charge 
of where it went.”
Officials and leaders of the Harvey Relief 
Fund — chaired by Tony Chase, CEO of 
Chase Sources, and Bill Jackson, the Har-
ris County budget director — said that 
providing housing help was one of the 
fund’s top goals. The majority of the orga-
nizations have pledged to use the money 
for rapid re-housing, home restoration, 
temporary housing, emergency needs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This money wasn’t 
simply given to the 28 organizations with 
a ‘do your best,’” Chase said. “They laid 
out specific plans of how they would 
create positive impacts and benefits in 
specific communities.”The big question: 
How can individual flood victims apply 
to actually benefit from these grants and 
assistance?
Since there’s no central helpline specif-
ically tied to the Harvey Relief Fund, 
Chase and Turner said flood victims 
should contact the individual nonprofits 
that received grant money located in their 

areas, or to contact the Greater Houston 
Community Foundation, which oversees 
the Harvey fund with a 12-member board. 
Emmett said officials agreed not to have 
a centralized way to take applications — 
the way the Red Cross gives out its $400 
financial assistance — because it would 
have been a bureaucratic mess.
“The last thing we wanted to do was set 
up a whole new bureaucracy to judge 
people’s needs,” he said. “We have orga-
nizations out there that already do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a nightmare situation if 
the mayor and I said to individuals, ‘Call 
us and apply for direct aid.’ We couldn’t 
set up a bureaucracy big enough to judge 
that.”

Turner stressed that flood victims receiv-
ing FEMA help or who have flood insur-
ance are not automatically ineligible for 
aid from the nonprofits, and that the help 
isn’t necessarily reserved for those who 
were already low-income when Harvey 
hit. There’s no specific profile of a Har-
vey flood victim that the nonprofits will be 
vetting for.
“There are people in need trying to start 
all over again,” Turner said. “Even if you 
get assistance from FEMA, it may not 
be much. Let me tell you: You may have 
been doing okay, you may have consid-
ered yourself to be middle income — but 
when Harvey came along, it put all of 
your stuff on the street. So now you need 
help. You can be low-income and a senior, 
or a low-income family on the margins 
and this storm just pushed you further 
down…I don’t think this is the time when 
we exclude, because need is need — I 
don’t care where you are.”
Chase said that, once the 90 days are up, 
the nonprofits will have to report back 
about how they used the money and ac-
complished the benchmarks they sought 
to meet. He said the 12-member board will 
look to release another round of grants 
around that time. (Courtesy http://www.
houstonpress.com/)

 

 

Mayor Sylvester Turner(center) and 
County Judge Ed Emmett (center 
right)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various organizations that received 
grant money.

 

 



A man in “Red Army” garb hits the pavement during a simulated attack during a re-staging of part of the Long March. The scene brings alive an extraordi-
nary chapter in China’s history that established the supremacy of Chairman Mao Zedo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Deep in the mountains of Jinggang-
shan in the southeastern province of Jiangxi, a classroom of bank tellers participates in an ideological boot camp that plays into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drive to further consolidate his grip on power. REUTERS/Thomas Peter SEARCH “LONGMARCH PETER” FOR THIS STORY. 

Tennis - China Open - Men’s Singles - Round 16 - 
Beijing, China - October 5, 2017 - Alexander Zverev 
of Germany in action against Fabio Fognini of Italy. 
REUTERS/Jason Lee 

A photograph hangs from one of the 58 white crosses set up for the victims of 
the Route 91 music festival mass shooting in Las Vegas, Nevada,

Workers board up a broken window at the Mandalay Bay hotel in Las 
Ve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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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napshot Of The World

A girl rides a scooter in the walled-off loyal-
ist Protestant enclave called The Fountain 
situated within the city of Londonderry, 
Northern Ireland, September

Indonesia’s army forces shout slogans during celebrations for the 72nd anniver-
sary of the Indonesia military, in Cilegon

People dressed up in cosplay attend New York Com-
ic Con in New York City

Ukrainian lawmakers scuffle during a parliament session of debate and vot-
ing on a law draft to ensure the state sovereignty of Ukraine throughout the 
rebel-held areas of Donetsk and Luhansk regions, in Kiev,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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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Harvey Relief Fundraiser Concert Set For October 14th                                                                      

Aims To Assist Storm Victims And Award Harvey Heroes

A Harvey Relief Fundraiser Con-
cert is scheduled for Saturday, Oc-
tober, 14th 2017,   from  5:00pm-
8:00pm at the Lien Hoa Buddhist 
Temple 6709 Sugarland Howell 
Rd. in southwest Houston.
The event is being sponsor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GreatLand 
Leasing and Management and the 
Southwest management District.

Following Is The Announced 
Program For The Event, 

Subject To Change:
(5:00pm-5:30pm) 
Grand Opening Ceremony /guest 
sign in
Emcees: MoMo Jimmy Ma, Jun 
Lu, Celestine Liu
5:30pm National Anthem

5:35pm Grand Opening remarks 
by Mr. Wea Lee, Chairman & 
CEO, Southern News Group
5:40pm VIP Speeches Congress-
man Al Green
6:00pm Award Performance
Performances
1) 7:00pm Opening 

Dance:(4min)Rising- by J&H 
Dance School

2) 7:05pm Vocal Solo: (5min)               
I Love My Country by 
Celestine Liu

3) 7:10pm Folk music-The 
Medley by North America 
Youth Orchestra (10min)

4) 7:20pm Vocal Duet: (5min)                  
Liangston JamesQu

5) 7:25pm South Asia Dance: by 
Diversity Empowerment Org 
(5min)

6) 7:30pm Piano Solo:(10min)
Liszt Gnomenreigen by 
Xiangchen Liu b) Hungarian 
Rhapsody No. 6 by Xiangzhi 
Liu

7) 7:40pm Vietnam Dance 
(5min)

8) 7:45pm Vocal Solo: (5min)           
Love Beyond Boundary                                    
Lyrics Chaoyang Qu                  
Composer: Xiaoping Wu                    
Performer: Jiang Zhang

9) 7:50pm Vocal Duet: (5min)       
Prayer

Lyrics: Zuxing Chen, Chaoyang 
Qu, Xiaoping Wu
Composer: Xiaoping Wu
Piano Arranger: Jiale Li
Piano Accompaniment: Jun Guo
Performers: Jiang Zhang, Jahme-
lia Alvarez
10) 7:55pm Chorus:(5min)
        “You Raise Me Up”
   Performers From Huaxia Chines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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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How Texas compares to the other 49 states in gun laws

New America Media   

Volunteers help Ernesto Delgado (R), a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DACA) recipient, fill out his re-
newal application during the immigration ministry at Lincoln Methodist Church in Chicago, Illinois, U.S. Septem-
ber 10, 2017. DACA recipients gathered to fill out applications to renew their permit before the October 5 deadline 
for current beneficiaries. Picture taken September 10, 2017. REUTERS/Joshua Lott

   By Fernando Ramirez
   

The debate for sensible gun laws erupted 
this week after Sunday night’s mass shoot-
ing in Las Vegas.
While it may be impossible to tell how 
many of the 59 individuals who died from 
automatic gunfire would have been spared 
by stricter regulations, when tracking gun 
violence on a mass scale, the data is clear: 
more guns means more deaths.

A study published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examining firearm-related 
deaths between 1981 - 2010 found that the 

Houston sends 
mission of mercy to 
Puerto Rico

By Lindsay Ellis

Pallet after pallet of donated goods glided from 
the massive underbelly of a Boeing 777 to the tar-
mac late Thursday as Puerto Ricans exited a flight 
that landed from Bush Intercontinental Airport.

The flight included 51,000-pound delivery of 
medical supplies, toiletries and nonperishable 
food items from the Houston region and was part 
of a quick trip for Houston City Council mem-
bers.

Mayor Sylvester Turner said on Wednesday that 
the City of Houston would on Thursday send “a 
plane large enough to make a difference” to ship 
supplies to Puerto Rico. Several patients were 
scheduled to return to Houston for treatment at 
the Texas Medical Center.

The island is still reeling from the devastating 

effects of Category 4 Hurricane Maria in which 34 
people are now listed as having died. Business and 
commerce remain disrupted and many residents 
are still living without power or running water.

For Puerto Ricans flying from Houston to check 
on their homes and relatives, landing in San Juan 
meant the latest step to finding peace of mind 
after Hurricane Maria tore through the island in 
late September.

A sign advertising a gun range is seen near the Las Vegas Strip, two days after the Route 91 music festival mass shooting 
near the Mandalay Bay Resort and Casino, in Las Vegas

rate of gun ownership in a state signifi-
cantly predicts its rate of firearm homi-
cides. For every percentage point increase 
in gun ownership, researchers discovered 
that homicide rates would increase by 0.9 
percent within a state.

Reducing gun ownership rates doesn’t 
mean prying them from the hands of 
law-abiding citizens. A New York Times 
poll found the majority of Americans 
support measures like barring guns sales 
to convicted stalkers, suspected terrorists, 
violent criminals, or the mentally ill.
States that employ these, and other gun 
control measures, have lower rates of 

gun-related deaths. One way to see the correla-
tion is a state by state ranking of the looseness 
or strictness of gun laws scored by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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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黃智賢、黃智雯、黃心穎、
C君及袁文傑等 5日出席劇集
《雜警奇兵》之“雜警出更”花
車巡遊，花車途經香港尖沙咀、
佐敦及旺角，其間眾演員向途人
大派劇集海報及波板糖，大受歡
迎。
談及剛過了的中秋節，黃智

雯表示每年中秋都很開心，因其
家裡是大家族，每年都會廿多人
一起吃飯慶祝，然後再到天台拜
月光。身旁的黃智賢聞言就笑

說：“哇！這樣好像古裝劇裡面
的邪教，你老家在哪？”黃智雯
解釋拜月光即是賞月，只是慣了
說拜月光。她透露男友當晚亦有
跟她一起慶祝，之前她就與對方
家人吃了飯，中秋節是開心的日
子，禮貌上是要拜會一下，但就
無被家人催婚。

黃智賢滿意新劇反應
至於黃智賢則表示難得中秋

節拍完外景就收工，故與老婆享
受二人世界，又笑稱每日都會與

太太團圓，更趁機叫智雯要珍惜
這些時光。劇集已播到第三個星
期，對於收視，他表示知道劇集
的反應和口碑都不俗，在網上也
見到很多正面評價，自己都滿
意。
心穎表示中秋節全日做寶

媽，因家姐帶了兒子女兒由澳門
赴港，她便帶姨甥兒女到主題公
園玩。笑問心穎是否預演做媽
媽？她帶笑否認，又稱緋聞男友
馬國明並無同行。至於中秋節馬
國明可有到她家拜訪？心穎說沒

有：“我自己都無時間同爸爸吃
飯慶祝，媽媽又在溫哥華，（馬
明有無送月餅給你？）無呀，家
裡已經有好多，爸爸又不喜歡吃
月餅，（你有無送月餅給伯
母？）之前陳敏之送了盒月餅給
我同馬明，我就送了給馬明家裡
人。”
問到何時安排雙方見家長？

心穎笑說：“家裡人只有家姐因
工作見過馬明，見家長這樣的大
陣仗，遲點先啦，新年會好的，
可以討紅包。”

中秋做湊仔婆未約馬明 心穎新年才見家長

挺着巨肚拍廣告
杏兒早備“走佬袋”
香港文匯報訊準媽媽胡杏

兒日前抽空拍攝廣告，與腹中
寶寶Baby Lee雙雙獻出寶貴第
一次。
一直向外間透露十月尾預

產期的杏兒，懷孕期進入最後
倒數階段，她坦言心情開始緊
張，亦有少許擔心Baby Lee會
提早到來，所以已經準備“走
佬袋”及嬰兒房的佈置。對於
懷胎十月的過程，杏兒覺得：
“時間過得很快，整個懷孕過
程得到身邊家人朋友悉心照
顧，是很受寵及幸福的過
程。”作為準媽媽，杏兒也有
向身邊的朋友們討教如何照顧
寶寶經，知道順產復原較快，
不過腦海裡經常出現分娩那一
刻，幻想那種痛楚會是如何。
杏兒笑言會好好記着這種生孩
子的痛，留待日後拍劇要演生

仔的戲份時，就能演繹這種
痛。
從知道懷孕開始，杏兒十

分注意自己的飲食，會選擇健
康、天然、有機的食物外，更
會細心挑選飲用孕婦營養品、
孕婦奶粉。杏兒更透露產後會
嘗試餵哺母乳。
拍攝當日，杏兒的老公

Philip更低調探班，親身到現場
支持老婆和寶寶，相當體貼。
對於可以跟Baby Lee一齊拍廣
告，不時撫摸着肚子的杏兒十
分感動，她表示：“整個拍攝
過程好開心，作為將來可以同
Baby Lee 一齊分享的美好回
憶，是好值得懷念的一個過
程。”杏兒完成拍攝部分後，
更專誠抽空為廣告錄主題曲，
是她事隔兩年再走入錄音室灌
錄的歌曲。

堪稱韓國近年唱功實力最強女團
MAMAMOO，4位成員頌樂、玟星、輝人
及華莎皆有主唱級功力。她們日前終於首度
赴港開秀，展現超高演出水準。默契十足的4
女接受訪問，便大談相處之道。

眾所皆知，港迷向來熱情，MAMA-
MOO都深有同感，她們坦言最難忘港迷製
作的應援片，起初還認為語言是障礙，但
原來真可克服。說起語言障礙，隊長頌樂
同樣順利打破，早前她與CNBLUE隊長鄭
容和合唱中文歌《小酒窩》，他倆的表現
無懈可擊，頌樂指她特別請來中文老師糾
正發音，又去了解清楚歌曲意思，對她而
言是個好經驗，她又大讚歌曲好，不時會
聽返。
表演時心情緊張在所難免，MAMA-

MOO到底如何紓緩？華莎不禁自爆道：“大

小舞台都很重要，我都會緊張，更常忘詞！扮
無辜是好方法！”不過，她認為緊張心情也是
自己在舞台上有好表現的推動力。做自己喜歡
的事都是減壓好方法，4女的興趣各有不同，
華莎喜歡儲DVD，更喜歡張國榮；輝人則走
文青路線，愛畫畫、寫詩集；頌樂喜歡看戲；
好動的玟星則喜歡打保齡、駕駛、打機。
正所謂三個女人一台戲，輝人笑言4位

成員分開會好靜，但一聚埋就好吵，因大
家都已視對方為家人，總有很多事想講。
而成員們性格各異，但不會隱藏自我，有
時的確有爭執，但會以對話方式解決，而
且清楚了解隊友的性格就不會再怪責。

直爽魅力廣吸女粉絲
MAMAMOO被視為“Girl Crush”的

代表之一，輝人認為她們爽快直接的舞台魅

力、加上女性們對其歌詞亦有共鳴，這些皆是
俘虜女粉絲歡心的“武器”。4位成員又會一起
參與創作，包括作曲、作詞及編舞，她們的才
華更獲韓國天后級歌手李孝利點名力讚，對
此，華莎說：“李孝利是大前輩，別說讚美，
只是提都好驚訝，之前與她見過面，她還向我
們提出好提議，令我們覺得好光榮！”談及未
來目標，她們希望短期內出碟，長遠則望尋找
到發展之路，並有更多機會作海外演出。

至於拍劇及綜藝節目方面，玟星直言有興
趣拍劇，最想挑戰與自己真實性格相反的角
色；頌樂就雀躍指希望錄影《無限挑戰》，因
有喜歡的前輩、節目亦好治癒。

語言障礙的確可打破
MAMAMOO對話能解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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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蜢在活動上獻唱了3首歌，勁
歌熱舞炒熱氣氛，其間蔡一傑

指蘇志威（蘇老闆）已練出六嚿腹
肌，隨手便揭開蘇老闆上衣，傑仔
更發覺蘇老闆無拉褲鏈，蘇老闆即
尷尬下衣衫，迅速轉身背向觀眾
急急拉回褲鏈，繼而笑說：“整天
留意別人那裡。”全場哈哈大笑。

之後進行遊戲環節，三子分別
與歌迷一組，然後跳舞互鬥，阿智
合拍的女粉絲不惜戴上爆肌人肉倒
模上身，傑仔和女粉絲表演的舞蹈
最火辣，他主動捉住女粉絲的手在

自己上身游走，最後更托起女粉絲
的腿，雖然傑仔已用手遮擋女粉絲
的重要部位，但對方都露出白色打
底褲。

梁漢文生日照挺草蜢
最後梁漢文（Edmond）以神秘

嘉賓身份現身，三子識做地準備了
Edmond的演唱會最新CD，即場索
取簽名以示支持。Edmond更答應11
月5生日正日，會去紅館捧場看草
蜢，至於會否上台演出，草蜢表
示：“是他生日，當然是我們服務

他，到時會叫全場一萬二千人，一
起為Edmond唱生日歌。”
三子和Edmond一起受訪，被扯

起上衣的蘇老闆笑說：“大家不知
我練成什麼樣，所以傑仔便揭開給
大家看。”傑仔笑說：“突然發現
他沒拉褲鏈，我不是有意的，哈
哈。”阿智就指台上的爆肌倒模便
是依其身形倒模，傑仔笑說：“是
矽膠。”問到三人到時是否鬥大
隻，阿智謂：“Edmond最大隻，我
們以他做指標。”傑仔更即時要Ed-
mond教路：“有什麼秘訣教我們三

隻師兄？”Edmond笑謂：“熟一半
不熟一半，最好是半生熟先夠刺激
感。”阿智笑言：“就像溫泉蛋一
樣。”
說到傑仔和女粉絲的辣身舞，

傑仔謂：“我只是摸她的手，她的
手掃落我腹肌便不知道，我有用手
遮住怕她走光，有保護粉絲。”草
蜢早前揚言今次演唱會無握手位，
阿智笑說：“無握手位，但沒講過
無握腳位。”至於是否有吊威亞和
飛天動作，便要研究技術上問題再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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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蜢宣傳下月秀獲好友們力挺

當眾被揭未拉褲鏈

■■《《雜警奇兵雜警奇兵》》演員坐花車巡遊鬧市演員坐花車巡遊鬧市。。

■蘇志威隨即轉身背向觀眾拉回褲鏈。

■蔡一傑原只是想揭開蘇志威上衣，卻意
外發現對方沒拉褲鏈。

■■草蜢草蜢55日獲多位圈中好友力撐日獲多位圈中好友力撐。。

玟星玟星 頌樂頌樂 輝人輝人 華莎華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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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操世錦賽當地時間4日在蒙特
利爾結束全部比賽項目的預賽爭奪，
中國隊領隊葉振南在接受新浪體育訪
問時坦言這次比賽裁判對E分（完成
分）的要求比較高，而范憶琳、羅歡

和劉婷婷有望在高低槓和平衡木項目
中衝擊獎牌。

他以女隊為例說：這次比賽裁判
對完成分有很高的要求，“還是要發
揮出應有的實力。你看之前的5.3分
的難度，要以前進決賽一點競爭力都
沒有，但這次如果她E分好了，都很
難說，關鍵是看現場表現。難度領先
0.3分是很難的，但出現大晃，難度的
優勢就沒有了。所以裁判打分的方向
在一定程度上會決定我們動作的編排
和難度的使用。”

在了解這次裁判對完成分的高要
求後，葉振南透露中國隊會在之後的
決賽中作出相應調整：“盡量用這幾
天的時間調整運動員的競技狀態，運
動員怎樣把控狀態是很重要的。現在
來看，完美的發揮是名次很重要的因
素，而不是過去，如果難度高，完成
得稍微有一點瑕疵也沒有希望有好的
名次的。”■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領隊葉振南領隊葉振南：：完美發揮勝難度完美發揮勝難度按照規程，本屆世錦賽設男女子個
人全能及各單項共12個比賽項

目，沒有團體賽，賽期為10月2日至8
日。中國體操隊領隊葉振南日前在接受
中國傳媒訪問時表示，由於全運會剛剛
結束，隊員們馬上轉戰世錦賽，對體能
和狀態是一大考驗；另外，世錦賽使用
的器械品牌也與全運會不同，隊員們既
要調整體力，又要適應新器械。
由於新人在天津全運會帶來許多

驚喜，本次世錦賽中國隊派出一支以
老帶新的陣容。女隊由世錦賽冠軍范
憶琳領銜，聯手羅歡、劉婷婷以及王
妍出戰，希望在高低槓和跳馬項目上
衝擊獎牌。男隊方面，則是“三老帶
三新”，奧運老將張成龍、林超攀、
劉洋帶領蕭若騰、鄒敬園、翁浩三個
年輕選手參賽。

“今年是新規則實行的第一年，這
次比賽最重要的是調整狀態、發揮水
平，提升動作成功率，同時也要觀察日
本男隊等主要對手的情況。”葉振南表
示，中國隊在去年里約奧運會上沒有金
牌進賬，本屆世錦賽必須力爭佳績，打

響新奧運周期的“第一炮”。而經
過首兩日的預賽，王妍獲得女子跳
馬預賽第五，范憶琳和羅歡分列
女子高低槓預賽第三和第八位，
劉婷婷排名平衡木預賽第七，
四人晉級三項決賽。

蕭若騰全能預賽居第二
男隊方面男隊方面，，在在239239位位

選手參賽中選手參賽中，，中國的蕭若中國的蕭若
騰和林超攀在全能項目分騰和林超攀在全能項目分
列第二和第六位列第二和第六位，，此外此外，，
蕭若騰和翁浩晉級鞍馬蕭若騰和翁浩晉級鞍馬
決賽決賽，，鄒敬園和林超攀進鄒敬園和林超攀進
雙槓決賽雙槓決賽，，劉洋躋身吊環劉洋躋身吊環
決賽決賽。。

由於日本名將內存航平由於日本名將內存航平
在在22日的預賽受傷慘遭淘汰日的預賽受傷慘遭淘汰，，
令蕭若騰一躍成為中國隊奪冠令蕭若騰一躍成為中國隊奪冠
的希望的希望。。對此對此，，他坦言他坦言：“：“其其
實就算他不受傷實就算他不受傷，，我還是希望我還是希望
能夠拿冠軍能夠拿冠軍，，但不會說出來但不會說出來，，
我不想給自己太大的壓力我不想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 陳曉莉陳曉莉

第 47 屆世界體操

錦標賽當地時間4日在

加拿大蒙特利爾結束男女

子各項預賽的爭奪，中國

五虎取得四項決賽資格，

其中蕭若騰在男子全能比

賽排名第二；而中國女隊也

有四人晉級三個單項

的決賽。

香港武術隊穿金掛銀凱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剛在
俄羅斯哈山舉行的“第14屆世界武術錦
標賽”，拿下5金3銀3銅共11面獎牌的
香港隊5日凱旋。奪得5面金牌的女隊員
獨領風騷：何健欣奪女子南棍、南刀雙
金，劉徐徐的女子刀、鄭天慧的雙劍及

陳穗津的太極劍各奪1金。

吳敏霞大婚 陳若琳任伴娘

中國“跳水女皇”吳敏霞5日與男
友張效誠結束愛情長跑，攜手步入婚姻
殿堂。5日，一對新人在男方家鄉陝西舉
辦了一場熱鬧的中式婚禮（見圖），隊

友陳若琳擔任伴娘。現年31歲的吳敏霞
出身上海，今年5月與相戀8年的男友張
效誠領證結婚，隨即在微博上晒恩愛公
佈婚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棍網球總會首推超級聯賽
香港棍網球總會本年度推出全新聯

賽“超級聯賽”，透過選秀制度，將全
港最高水平的精英球員平均分配到4支
參賽球隊，讓此項賽事更添競爭性。經
過第一周的賽事BLACK ORCAS以8 :
2 擊敗 YELLOW GOATFISH，另外
BLUE MARLIN 則以 9 : 5 挫退 OR-
ANGE FLOUNDERS。下周賽事將於8
日下午3時在將軍澳寶翠公園足球場舉
行，兩場賽事供免費入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短訊

WTA皇冠級中國網球公開賽5日
繼續在北京奧林匹克公園網球中心進
行。中國金花彭帥因傷中途退賽，令
拉脫維亞名將奧斯達賓高順利挺進女
單8強。

彭帥本賽季擺脫傷病後狀態提升
明顯，曾打入溫網第三輪。5日，在
中網第三輪面對新科法網冠軍奧斯達
賓高，首盤比賽，開局便遭遇破發，
奧斯達賓高搶得1：0的領先優勢。第
二局，奧斯達賓高保發以2：0領先，
第三局彭帥40：30領先後錯失局點，
此後雖連救兩個破發點但仍丟掉這
局，令奧斯達賓高領先3：0。

由於始終無法跟上對手的節奏，
彭帥最終在首盤第四局選擇退賽，奧
斯達賓高成功挺進中網女單8強。

賽後，彭帥表示身體狀態因最近

連續比賽有些起伏，她希望能夠堅持
完這個賽季後去德國進行一段較長時
間的休息和治療。她還透露她的膝蓋
新長出一個7到8毫米的軟骨組織。
對於自己接下來的計劃，彭帥說她沒
有報名參加俄羅斯站的比賽，但是天
津賽就會參加，這將是她這個賽季報
名的最後一站比賽。至於6日的雙打
比賽，彭帥表示會繼續上陣不會退
出。
除彭帥外，前世界一姐比莉絲高

娃也完敗在羅馬尼亞球手塞斯蒂婭拍
下，被擋在8強門外。
另外，男子單打方面，世界網壇

“一哥”拿度再次披甲，於次輪比賽
以6：3、6：3輕取俄羅斯新秀哈恰諾
夫，鎖定一個8強席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彭帥傷退
送奧斯達賓高進中網八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全球華人慶香港回歸20周年足球
大賽”6日早8時在香港跑馬地球場
開幕，12支來自世界四大洲的150名
華人足球員會師香江，角逐“慶回
歸盃”冠軍榮譽。5日晚假香港仔珍
寶海鮮坊舉行歡迎晚宴，先禮後
兵。賽事8日下午2時在青衣運動場
舉行決賽。
東道主馬天尼隊以一眾前港腳

譚兆偉、招重文，李健和、楊熙
智、黎樹輝、黃福榮，譚亞福、梁
承傑及門將劉棟平組隊出戰，組軍
大旗手招重文強調人腳是精心挑
選，志在必得：“為備戰已先後跟
甲組球隊灣仔、油尖旺隊友賽，都
能告捷。力爭晉級今次回歸賽事決
賽。”
挑戰回歸盃錦標的尚有來自紐

約華人足球協會，擁有前“中國足
球先生”吳群立、瀋陽球星王廣寧
及前愉園重炮手黃華實的紐約隊。
另外，移民英國的鐵閘陳世九、溫
耀球、中場鐵人侯耀德也抵港爭
標。而加拿大多倫多隊則由胡耀
國、彭錦全兩名前港腳領軍。哈爾
濱元老隊則有金京哲、曹永宏等。

四大洲150華人足賽慶回歸

■■參賽球隊領隊參賽球隊領隊55日先禮後兵大合日先禮後兵大合
照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香港武術隊香港武術隊55日載譽返港日載譽返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彭帥因傷遺憾告別中網彭帥因傷遺憾告別中網。。 新華社新華社

■港將吳恩
言在平衡木
比賽無緣決
賽。法新社

■■中國體操隊領隊葉振南中國體操隊領隊葉振南（（中中））
接受傳媒採訪接受傳媒採訪。。 新華社新華社

■■范憶琳范憶琳
在平衡木在平衡木
比賽中比賽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世界“一哥”拿度，在每一次比賽
都拚盡全力。日前，在中網男單首輪賽
事，面對法國小將普利化解了兩個賽點
後以2：1險勝。比賽中，拿度因為了
救球竟然跑掉一隻鞋子。 美聯社

鞋呢鞋呢？？

戰蒙特利爾世錦賽 迎新奧運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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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黃智賢、黃智雯、黃心穎、
C君及袁文傑等 5日出席劇集
《雜警奇兵》之“雜警出更”花
車巡遊，花車途經香港尖沙咀、
佐敦及旺角，其間眾演員向途人
大派劇集海報及波板糖，大受歡
迎。
談及剛過了的中秋節，黃智

雯表示每年中秋都很開心，因其
家裡是大家族，每年都會廿多人
一起吃飯慶祝，然後再到天台拜
月光。身旁的黃智賢聞言就笑

說：“哇！這樣好像古裝劇裡面
的邪教，你老家在哪？”黃智雯
解釋拜月光即是賞月，只是慣了
說拜月光。她透露男友當晚亦有
跟她一起慶祝，之前她就與對方
家人吃了飯，中秋節是開心的日
子，禮貌上是要拜會一下，但就
無被家人催婚。

黃智賢滿意新劇反應
至於黃智賢則表示難得中秋

節拍完外景就收工，故與老婆享
受二人世界，又笑稱每日都會與

太太團圓，更趁機叫智雯要珍惜
這些時光。劇集已播到第三個星
期，對於收視，他表示知道劇集
的反應和口碑都不俗，在網上也
見到很多正面評價，自己都滿
意。
心穎表示中秋節全日做寶

媽，因家姐帶了兒子女兒由澳門
赴港，她便帶姨甥兒女到主題公
園玩。笑問心穎是否預演做媽
媽？她帶笑否認，又稱緋聞男友
馬國明並無同行。至於中秋節馬
國明可有到她家拜訪？心穎說沒

有：“我自己都無時間同爸爸吃
飯慶祝，媽媽又在溫哥華，（馬
明有無送月餅給你？）無呀，家
裡已經有好多，爸爸又不喜歡吃
月餅，（你有無送月餅給伯
母？）之前陳敏之送了盒月餅給
我同馬明，我就送了給馬明家裡
人。”
問到何時安排雙方見家長？

心穎笑說：“家裡人只有家姐因
工作見過馬明，見家長這樣的大
陣仗，遲點先啦，新年會好的，
可以討紅包。”

中秋做湊仔婆未約馬明 心穎新年才見家長

挺着巨肚拍廣告
杏兒早備“走佬袋”
香港文匯報訊準媽媽胡杏

兒日前抽空拍攝廣告，與腹中
寶寶Baby Lee雙雙獻出寶貴第
一次。
一直向外間透露十月尾預

產期的杏兒，懷孕期進入最後
倒數階段，她坦言心情開始緊
張，亦有少許擔心Baby Lee會
提早到來，所以已經準備“走
佬袋”及嬰兒房的佈置。對於
懷胎十月的過程，杏兒覺得：
“時間過得很快，整個懷孕過
程得到身邊家人朋友悉心照
顧，是很受寵及幸福的過
程。”作為準媽媽，杏兒也有
向身邊的朋友們討教如何照顧
寶寶經，知道順產復原較快，
不過腦海裡經常出現分娩那一
刻，幻想那種痛楚會是如何。
杏兒笑言會好好記着這種生孩
子的痛，留待日後拍劇要演生

仔的戲份時，就能演繹這種
痛。
從知道懷孕開始，杏兒十

分注意自己的飲食，會選擇健
康、天然、有機的食物外，更
會細心挑選飲用孕婦營養品、
孕婦奶粉。杏兒更透露產後會
嘗試餵哺母乳。
拍攝當日，杏兒的老公

Philip更低調探班，親身到現場
支持老婆和寶寶，相當體貼。
對於可以跟Baby Lee一齊拍廣
告，不時撫摸着肚子的杏兒十
分感動，她表示：“整個拍攝
過程好開心，作為將來可以同
Baby Lee 一齊分享的美好回
憶，是好值得懷念的一個過
程。”杏兒完成拍攝部分後，
更專誠抽空為廣告錄主題曲，
是她事隔兩年再走入錄音室灌
錄的歌曲。

堪稱韓國近年唱功實力最強女團
MAMAMOO，4位成員頌樂、玟星、輝人
及華莎皆有主唱級功力。她們日前終於首度
赴港開秀，展現超高演出水準。默契十足的4
女接受訪問，便大談相處之道。

眾所皆知，港迷向來熱情，MAMA-
MOO都深有同感，她們坦言最難忘港迷製
作的應援片，起初還認為語言是障礙，但
原來真可克服。說起語言障礙，隊長頌樂
同樣順利打破，早前她與CNBLUE隊長鄭
容和合唱中文歌《小酒窩》，他倆的表現
無懈可擊，頌樂指她特別請來中文老師糾
正發音，又去了解清楚歌曲意思，對她而
言是個好經驗，她又大讚歌曲好，不時會
聽返。
表演時心情緊張在所難免，MAMA-

MOO到底如何紓緩？華莎不禁自爆道：“大

小舞台都很重要，我都會緊張，更常忘詞！扮
無辜是好方法！”不過，她認為緊張心情也是
自己在舞台上有好表現的推動力。做自己喜歡
的事都是減壓好方法，4女的興趣各有不同，
華莎喜歡儲DVD，更喜歡張國榮；輝人則走
文青路線，愛畫畫、寫詩集；頌樂喜歡看戲；
好動的玟星則喜歡打保齡、駕駛、打機。
正所謂三個女人一台戲，輝人笑言4位

成員分開會好靜，但一聚埋就好吵，因大
家都已視對方為家人，總有很多事想講。
而成員們性格各異，但不會隱藏自我，有
時的確有爭執，但會以對話方式解決，而
且清楚了解隊友的性格就不會再怪責。

直爽魅力廣吸女粉絲
MAMAMOO被視為“Girl Crush”的

代表之一，輝人認為她們爽快直接的舞台魅

力、加上女性們對其歌詞亦有共鳴，這些皆是
俘虜女粉絲歡心的“武器”。4位成員又會一起
參與創作，包括作曲、作詞及編舞，她們的才
華更獲韓國天后級歌手李孝利點名力讚，對
此，華莎說：“李孝利是大前輩，別說讚美，
只是提都好驚訝，之前與她見過面，她還向我
們提出好提議，令我們覺得好光榮！”談及未
來目標，她們希望短期內出碟，長遠則望尋找
到發展之路，並有更多機會作海外演出。

至於拍劇及綜藝節目方面，玟星直言有興
趣拍劇，最想挑戰與自己真實性格相反的角
色；頌樂就雀躍指希望錄影《無限挑戰》，因
有喜歡的前輩、節目亦好治癒。

語言障礙的確可打破
MAMAMOO對話能解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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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蜢在活動上獻唱了3首歌，勁
歌熱舞炒熱氣氛，其間蔡一傑

指蘇志威（蘇老闆）已練出六嚿腹
肌，隨手便揭開蘇老闆上衣，傑仔
更發覺蘇老闆無拉褲鏈，蘇老闆即
尷尬下衣衫，迅速轉身背向觀眾
急急拉回褲鏈，繼而笑說：“整天
留意別人那裡。”全場哈哈大笑。

之後進行遊戲環節，三子分別
與歌迷一組，然後跳舞互鬥，阿智
合拍的女粉絲不惜戴上爆肌人肉倒
模上身，傑仔和女粉絲表演的舞蹈
最火辣，他主動捉住女粉絲的手在

自己上身游走，最後更托起女粉絲
的腿，雖然傑仔已用手遮擋女粉絲
的重要部位，但對方都露出白色打
底褲。

梁漢文生日照挺草蜢
最後梁漢文（Edmond）以神秘

嘉賓身份現身，三子識做地準備了
Edmond的演唱會最新CD，即場索
取簽名以示支持。Edmond更答應11
月5生日正日，會去紅館捧場看草
蜢，至於會否上台演出，草蜢表
示：“是他生日，當然是我們服務

他，到時會叫全場一萬二千人，一
起為Edmond唱生日歌。”
三子和Edmond一起受訪，被扯

起上衣的蘇老闆笑說：“大家不知
我練成什麼樣，所以傑仔便揭開給
大家看。”傑仔笑說：“突然發現
他沒拉褲鏈，我不是有意的，哈
哈。”阿智就指台上的爆肌倒模便
是依其身形倒模，傑仔笑說：“是
矽膠。”問到三人到時是否鬥大
隻，阿智謂：“Edmond最大隻，我
們以他做指標。”傑仔更即時要Ed-
mond教路：“有什麼秘訣教我們三

隻師兄？”Edmond笑謂：“熟一半
不熟一半，最好是半生熟先夠刺激
感。”阿智笑言：“就像溫泉蛋一
樣。”
說到傑仔和女粉絲的辣身舞，

傑仔謂：“我只是摸她的手，她的
手掃落我腹肌便不知道，我有用手
遮住怕她走光，有保護粉絲。”草
蜢早前揚言今次演唱會無握手位，
阿智笑說：“無握手位，但沒講過
無握腳位。”至於是否有吊威亞和
飛天動作，便要研究技術上問題再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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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蜢宣傳下月秀獲好友們力挺

當眾被揭未拉褲鏈

■■《《雜警奇兵雜警奇兵》》演員坐花車巡遊鬧市演員坐花車巡遊鬧市。。

■蘇志威隨即轉身背向觀眾拉回褲鏈。

■蔡一傑原只是想揭開蘇志威上衣，卻意
外發現對方沒拉褲鏈。

■■草蜢草蜢55日獲多位圈中好友力撐日獲多位圈中好友力撐。。

玟星玟星 頌樂頌樂 輝人輝人 華莎華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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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黃智賢、黃智雯、黃心穎、
C君及袁文傑等 5日出席劇集
《雜警奇兵》之“雜警出更”花
車巡遊，花車途經香港尖沙咀、
佐敦及旺角，其間眾演員向途人
大派劇集海報及波板糖，大受歡
迎。
談及剛過了的中秋節，黃智

雯表示每年中秋都很開心，因其
家裡是大家族，每年都會廿多人
一起吃飯慶祝，然後再到天台拜
月光。身旁的黃智賢聞言就笑

說：“哇！這樣好像古裝劇裡面
的邪教，你老家在哪？”黃智雯
解釋拜月光即是賞月，只是慣了
說拜月光。她透露男友當晚亦有
跟她一起慶祝，之前她就與對方
家人吃了飯，中秋節是開心的日
子，禮貌上是要拜會一下，但就
無被家人催婚。

黃智賢滿意新劇反應
至於黃智賢則表示難得中秋

節拍完外景就收工，故與老婆享
受二人世界，又笑稱每日都會與

太太團圓，更趁機叫智雯要珍惜
這些時光。劇集已播到第三個星
期，對於收視，他表示知道劇集
的反應和口碑都不俗，在網上也
見到很多正面評價，自己都滿
意。
心穎表示中秋節全日做寶

媽，因家姐帶了兒子女兒由澳門
赴港，她便帶姨甥兒女到主題公
園玩。笑問心穎是否預演做媽
媽？她帶笑否認，又稱緋聞男友
馬國明並無同行。至於中秋節馬
國明可有到她家拜訪？心穎說沒

有：“我自己都無時間同爸爸吃
飯慶祝，媽媽又在溫哥華，（馬
明有無送月餅給你？）無呀，家
裡已經有好多，爸爸又不喜歡吃
月餅，（你有無送月餅給伯
母？）之前陳敏之送了盒月餅給
我同馬明，我就送了給馬明家裡
人。”
問到何時安排雙方見家長？

心穎笑說：“家裡人只有家姐因
工作見過馬明，見家長這樣的大
陣仗，遲點先啦，新年會好的，
可以討紅包。”

中秋做湊仔婆未約馬明 心穎新年才見家長

挺着巨肚拍廣告
杏兒早備“走佬袋”
香港文匯報訊準媽媽胡杏

兒日前抽空拍攝廣告，與腹中
寶寶Baby Lee雙雙獻出寶貴第
一次。
一直向外間透露十月尾預

產期的杏兒，懷孕期進入最後
倒數階段，她坦言心情開始緊
張，亦有少許擔心Baby Lee會
提早到來，所以已經準備“走
佬袋”及嬰兒房的佈置。對於
懷胎十月的過程，杏兒覺得：
“時間過得很快，整個懷孕過
程得到身邊家人朋友悉心照
顧，是很受寵及幸福的過
程。”作為準媽媽，杏兒也有
向身邊的朋友們討教如何照顧
寶寶經，知道順產復原較快，
不過腦海裡經常出現分娩那一
刻，幻想那種痛楚會是如何。
杏兒笑言會好好記着這種生孩
子的痛，留待日後拍劇要演生

仔的戲份時，就能演繹這種
痛。
從知道懷孕開始，杏兒十

分注意自己的飲食，會選擇健
康、天然、有機的食物外，更
會細心挑選飲用孕婦營養品、
孕婦奶粉。杏兒更透露產後會
嘗試餵哺母乳。
拍攝當日，杏兒的老公

Philip更低調探班，親身到現場
支持老婆和寶寶，相當體貼。
對於可以跟Baby Lee一齊拍廣
告，不時撫摸着肚子的杏兒十
分感動，她表示：“整個拍攝
過程好開心，作為將來可以同
Baby Lee 一齊分享的美好回
憶，是好值得懷念的一個過
程。”杏兒完成拍攝部分後，
更專誠抽空為廣告錄主題曲，
是她事隔兩年再走入錄音室灌
錄的歌曲。

堪稱韓國近年唱功實力最強女團
MAMAMOO，4位成員頌樂、玟星、輝人
及華莎皆有主唱級功力。她們日前終於首度
赴港開秀，展現超高演出水準。默契十足的4
女接受訪問，便大談相處之道。

眾所皆知，港迷向來熱情，MAMA-
MOO都深有同感，她們坦言最難忘港迷製
作的應援片，起初還認為語言是障礙，但
原來真可克服。說起語言障礙，隊長頌樂
同樣順利打破，早前她與CNBLUE隊長鄭
容和合唱中文歌《小酒窩》，他倆的表現
無懈可擊，頌樂指她特別請來中文老師糾
正發音，又去了解清楚歌曲意思，對她而
言是個好經驗，她又大讚歌曲好，不時會
聽返。
表演時心情緊張在所難免，MAMA-

MOO到底如何紓緩？華莎不禁自爆道：“大

小舞台都很重要，我都會緊張，更常忘詞！扮
無辜是好方法！”不過，她認為緊張心情也是
自己在舞台上有好表現的推動力。做自己喜歡
的事都是減壓好方法，4女的興趣各有不同，
華莎喜歡儲DVD，更喜歡張國榮；輝人則走
文青路線，愛畫畫、寫詩集；頌樂喜歡看戲；
好動的玟星則喜歡打保齡、駕駛、打機。
正所謂三個女人一台戲，輝人笑言4位

成員分開會好靜，但一聚埋就好吵，因大
家都已視對方為家人，總有很多事想講。
而成員們性格各異，但不會隱藏自我，有
時的確有爭執，但會以對話方式解決，而
且清楚了解隊友的性格就不會再怪責。

直爽魅力廣吸女粉絲
MAMAMOO被視為“Girl Crush”的

代表之一，輝人認為她們爽快直接的舞台魅

力、加上女性們對其歌詞亦有共鳴，這些皆是
俘虜女粉絲歡心的“武器”。4位成員又會一起
參與創作，包括作曲、作詞及編舞，她們的才
華更獲韓國天后級歌手李孝利點名力讚，對
此，華莎說：“李孝利是大前輩，別說讚美，
只是提都好驚訝，之前與她見過面，她還向我
們提出好提議，令我們覺得好光榮！”談及未
來目標，她們希望短期內出碟，長遠則望尋找
到發展之路，並有更多機會作海外演出。

至於拍劇及綜藝節目方面，玟星直言有興
趣拍劇，最想挑戰與自己真實性格相反的角
色；頌樂就雀躍指希望錄影《無限挑戰》，因
有喜歡的前輩、節目亦好治癒。

語言障礙的確可打破
MAMAMOO對話能解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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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蜢在活動上獻唱了3首歌，勁
歌熱舞炒熱氣氛，其間蔡一傑

指蘇志威（蘇老闆）已練出六嚿腹
肌，隨手便揭開蘇老闆上衣，傑仔
更發覺蘇老闆無拉褲鏈，蘇老闆即
尷尬下衣衫，迅速轉身背向觀眾
急急拉回褲鏈，繼而笑說：“整天
留意別人那裡。”全場哈哈大笑。

之後進行遊戲環節，三子分別
與歌迷一組，然後跳舞互鬥，阿智
合拍的女粉絲不惜戴上爆肌人肉倒
模上身，傑仔和女粉絲表演的舞蹈
最火辣，他主動捉住女粉絲的手在

自己上身游走，最後更托起女粉絲
的腿，雖然傑仔已用手遮擋女粉絲
的重要部位，但對方都露出白色打
底褲。

梁漢文生日照挺草蜢
最後梁漢文（Edmond）以神秘

嘉賓身份現身，三子識做地準備了
Edmond的演唱會最新CD，即場索
取簽名以示支持。Edmond更答應11
月5生日正日，會去紅館捧場看草
蜢，至於會否上台演出，草蜢表
示：“是他生日，當然是我們服務

他，到時會叫全場一萬二千人，一
起為Edmond唱生日歌。”
三子和Edmond一起受訪，被扯

起上衣的蘇老闆笑說：“大家不知
我練成什麼樣，所以傑仔便揭開給
大家看。”傑仔笑說：“突然發現
他沒拉褲鏈，我不是有意的，哈
哈。”阿智就指台上的爆肌倒模便
是依其身形倒模，傑仔笑說：“是
矽膠。”問到三人到時是否鬥大
隻，阿智謂：“Edmond最大隻，我
們以他做指標。”傑仔更即時要Ed-
mond教路：“有什麼秘訣教我們三

隻師兄？”Edmond笑謂：“熟一半
不熟一半，最好是半生熟先夠刺激
感。”阿智笑言：“就像溫泉蛋一
樣。”
說到傑仔和女粉絲的辣身舞，

傑仔謂：“我只是摸她的手，她的
手掃落我腹肌便不知道，我有用手
遮住怕她走光，有保護粉絲。”草
蜢早前揚言今次演唱會無握手位，
阿智笑說：“無握手位，但沒講過
無握腳位。”至於是否有吊威亞和
飛天動作，便要研究技術上問題再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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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蜢宣傳下月秀獲好友們力挺

當眾被揭未拉褲鏈

■■《《雜警奇兵雜警奇兵》》演員坐花車巡遊鬧市演員坐花車巡遊鬧市。。

■蘇志威隨即轉身背向觀眾拉回褲鏈。

■蔡一傑原只是想揭開蘇志威上衣，卻意
外發現對方沒拉褲鏈。

■■草蜢草蜢55日獲多位圈中好友力撐日獲多位圈中好友力撐。。

玟星玟星 頌樂頌樂 輝人輝人 華莎華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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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將翻拍九把刀《那些

年，我們壹起追的女孩》，由

齋藤飛鳥和山田裕貴主演，預

計明年秋季上映。另外，日本

也將翻拍韓國溫情喜劇《陽光

姐妹淘》，集結筱原涼子、廣

瀨鈴等豪華女優陣容。

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正

式決定翻拍九把刀作品《那些

年，我們壹起追的女孩》，乃

木阪46成員齋藤飛鳥飾演沈佳

宜的角色，山田裕貴（《壹吻

定情》）飾演柯景騰壹角。

據悉，日版的故事背景將

搬到21世紀00年代的日本，

講述日本高中生水島浩介（山

田裕貴飾），和優等生同學早

瀨真愛（齋藤飛鳥飾）之間的

故事。《青鳥》（阿部寬主演

）編劇長谷川康夫執導。

山田裕貴表示，原作給他

的觸動很大，因此主演日版

《那些年》的使命給他很大壓

力；但是他強烈地希望能夠把

這種感覺，完好無損地再次傳

達出來。另外，這是19歲的齋

藤飛鳥第壹次演電影，她表示

，她將盡她最大的努力。

除此之外，松本穂香

（《下北澤之虎膽龍威》）、

佐久本寶（《怒》）、國島直

希（《人狼遊戲2》）、中田

圭佑（《我想吃掉妳的胰臟

》）、搞笑藝人遊佐亮介等參

演。

根據九把刀小說改編、

並由他自編自導的青春片

《那些年》於 2011 年上映

，由陳研希、柯震東主演

，柴智屏監制，獲得31屆

金像獎最佳兩岸華語片獎

，並在內地獲得 7580 萬人

民幣的票房，當時創下臺

灣電影在內地票房紀錄。

該片當年在臺灣獲得1億七

千萬新臺幣票房，摘得本

土電影票房冠軍。由歌手

胡夏演唱的主題曲更是紅

遍兩岸。

豪華女優陣容，依次是

：筱原涼子，廣瀨鈴，真木陽

子，友阪理惠，渡邊直美。

另外，日本宣布將翻拍韓

國電影《陽光姐妹淘》，並且

集結筱原涼子、廣瀨鈴等豪華

女優陣容，將由大根仁（《大

川端偵探社》）編劇並執導，

項目由《妳的名字》制片人川

村元氣策劃並監制。（大根仁

和川村元氣剛合作過《煙花》

。）

韓版《陽光姐妹淘》圍繞

七名高中女生組成的“Sunny

”團體，分兩條線——高中時

代和25年後的重聚——講述

她們的友情故事。

日本翻拍版將故事背景移

至上世紀90年的日本，將重現

J-POP等日本流行文化的繁榮

光景。

筱原涼子將飾演長大後

再度尋找“Sunny”姐妹成員

的家庭主婦阿部奈美（原作

中的娜美），真木陽子飾演

身患絕癥的芹香（原作中的

春花）。廣瀨鈴飾演高中時

代的奈美。另外，小池榮子

、友阪理惠和搞笑藝人渡邊

直美也將參演。

本作計劃於11月下旬開機

，2018年上映。

日本將翻拍九把刀作品《那些年》
韓國《陽光姐妹淘》也將翻拍日版

台湾演员柯有伦首当导演

，处女作将聚焦运动题材电影

，故事背景设定在台东的太平

洋海岸。亚洲青年导演训练营

争气机计划落地台湾，叶伟民

导演等业界人士助阵。

由开画影业发起的亚洲青

年导演训练营争气机计划（以

下简称争气机计划）正式落地

台湾，争气机计划发起人、开

画影业CEO许一顶，争气机计

划导师、香港导演叶伟民等人

赶赴台湾，为争气机计划首个

落地台湾拍摄的电影项目进行

采景考察。歌手、演员柯有伦

宣布加盟争气机计划，并将筹

备成立导演工作室，导演处女

作将锁定运动题材电影。

作为“亚洲第一飞人”柯

受良之子，柯有伦一直被打上

了“车神二代”的标签，为追

求心中的电影梦想，柯有伦曾

当过武行、跑过龙套，在演艺

圈沉淀多年，跨界导演的想法

也愈加成熟；加入争气机计划

后，柯有伦将导演处女作锁定

为运动题材电影，并重新召集

当年由父亲柯受良创建的黑家

班核心成员，共同助力自己的

导演作品和争气机计划。

据悉，故事背景设定在台

东的太平洋海岸。此番考察，

从台北市区到台东乡野，一路

途径小野柳海域、鹿野高台、

金樽沙滩等地，从海滨奇石，

到茶园滑伞，再到激情冲浪，

沿途采景期间，除了为柯有伦

的导演处女作构想场景、丰富

情节之外，叶伟民导演不断迸

发创作灵感，几部儿童和动画

题材电影也呼之欲出，而这些

影视项目配套所需的影视基地

也在进一步筹划之中。

采景之余，许一顶提议成

立柯有伦工作室，希望争气机

计划能与柯有伦建立起纵横两

个维度的合作，一方面是以导

演身份的电影项目合作，一方

面是以制作人身份的公司经营

合作。对此，柯有伦表示非常

愿意与开画一道实现争气机计

划及个人的品牌规划。公司层

面，可以合开画影业争气机计

划和柯有伦两方之力，实现台

湾艺人等其他资源的经纪运营

，紧密、长线联结并整合。

以此模式为蓝本，争气机

计划未来可以在台湾复制艺人

工作室、制片人工作室、制作

分公司等等，将电影工业的不

同环节紧密、长线地联结在一

起，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同

时，叶伟民导演畅想道，今年

争气机计划落地台湾，明年、

后年，便可以将这个模式复制

到泰国、马来西亚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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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聖將啟動“臺灣三部曲”

，召開制片會議之後，預計在臺南

建棚拍攝，此次的制作經費10億多

臺幣（2億多人民幣），是魏德聖

導演執導以來經費最高的電影，他

表示資金還未完全落定。

臺灣導演魏德聖多年來壹直在

籌備壹套“臺灣三部曲”史詩電影

，但由於制作投資龐大，遲遲未有

進展，今日，據臺灣媒體報道，魏

德聖在參加某活動時透露，該系列

電影將會正式啟動制片會議，影片

的主場景將會在臺南建棚拍攝，包

括打造好幾艘船只與重建壹座熱蘭

遮城。

該系列三部曲影片此前的暫

定名是《西拉雅》、《臺灣》、

《福爾摩莎》，魏德聖透露，劇本

早在10多年前就寫好了，雖然分成

三部曲，但並非是上、中、下三集

，而是用臺灣原住民、鄭成功這邊

漢人以及荷蘭人三個不同的視角觀

點來詮釋400年前荷據時期的臺灣

故事，每部開頭都是荷蘭人來了，

結尾都是鄭成功來了，可以分開欣

賞。預計制作經費10億多臺幣（2

億多人民幣），超過《賽德克· 巴

萊》，是魏德聖導演執導以來經費

最高的電影，他表示，目前資金還

未完全落定。

魏德聖此前曾憑《海角七號

》《賽德克· 巴萊》創造了臺灣電

影票房奇跡，即便如此，在不景氣

的臺灣電影市場，想拍攝壹部大制

作籌措資金依舊相當困難，此後魏

德聖壹直沒有大動作，零星監制壹

些電影，今年執導了壹部小成本的

音樂電影《52赫茲，我愛妳》，他

心心念念還是要拍攝自己的“臺灣

三部曲”，他表示自己始終不變的

是對歷史的興趣，“我從哪裏來？

人不能連這個都不知道。”

魏德聖導演早前接受采訪時，

也說起想把《臺灣三部曲》這系列

影片跟藝文產業做結合，透過電影

拍攝，真實還原歷史地景，把地景

留下來創造大型藝文區，讓全世界

看到臺灣400年前曾經存在的地景

風貌。看來，又是個有生之年系列

的大工程。

魏德聖啟動史詩
系列臺灣三部曲
臺南建棚拍攝預計投資2億多
系執導以來經費最高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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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我能打，但我想
做個真正的演員

問：這次拍《英倫對決》劇

本有什麽地方最吸引妳？

成龍：最吸引我的是我演了

壹個非常普通的人，壹個老頭子，

好像以前的《大兵小將》，我就想

演小人物。在《英倫對決》裏我演

壹個有神秘的背景的華裔老人，他

躲在唐人街開個餐館，然後遭遇了

壹系列的變故。如果妳說這部小說

拍成連續劇或者電視劇更好玩，可

以拉得很長，但是這個不行，壹個

多小時就要拍完，所以這個角色吸

引了我，讓我有可以展示演技的機

會，如今每個人都知道我能打，但

我現在想做壹個真正的演員，這是

我的最終目的。

問：您之前也演過很多小人物

，但是這次這個小人物跟以前好像

不太壹樣，特別蒼老？

成龍：對，我這幾年拍下來的

戲，妳可以看得見從《十二生肖》

、《功夫夢》、《天將雄獅》到

《鐵道飛虎》，我是給妳們看見我

不同的演法，這次拍完《英倫對決

》之後，我下壹部作品可能又是喜

劇，再下來可能是壹個戰爭片，我

現在挑選劇本就是希望有挑戰性，

對於我來說，拍電影最重要的是好

玩，當我退休的那壹天，我想要什

麽角色都演過。

現在我最想演壹個反派的角色

，我要看看誰的劇本好，以前史泰

龍壹直要我演個“好反派”，我都

拒絕了，所以我現在等壹個機會，

演壹個真正的反派，比如在片中最

後壹定要坐牢或者死掉的那種。

問：這次您飾演的這個角色，

挑戰最大的地方是什麽？

成龍：這次我要化妝化得很

老，走路也要駝背，在片中我演了

壹個從越南逃難過去的中國華僑。

說到演這種老人，我前面演過《功

夫夢》可以的，也演過《功夫之王

》的老年妝，其實現在差不多了，

拍了這麽多年的戲，我很快可以進

入角色。

這次對於我來說最難的是講英

文，而且是要講英國英文，後來我

要求說就講成龍式的英文吧，導演

說這個角色在英國這麽多年，某些

發音還是要英國壹點的，我說好，

布魯斯南就在現場，我讓他教我講

壹些英式的英文。另外這次的文戲

也比較難，我在片中好幾次都是真

的流淚，情緒到了眼淚自然地流下

來，沒有用眼藥水。

影片全程英國實拍 成龍生
怕打壞百年老房子

問：這次您和布魯斯南也是第

壹次合作，妳們在合作時有沒有趣

事可以分享壹下？

成龍：真的沒有什麽趣事，我

們在現場非常嚴肅、壓抑，因為導

演真的太認真了。我跟皮爾斯在很

多年前就見過了，很多年前在非洲

做世界小姐選美，我跟他兩個人是

裁判，之後他跟楊紫瓊拍戲的時候

，也通過楊紫瓊問候我，雖然不常

見面，但好像很熟了。

我和他拍戲的第壹天，兩個人

都沒有太多的客套，馬上導演就叫

我排練了。我最討厭的就是排練，

兩個人在導演的房間要演戲，又沒

有機器，導演就低著頭說，妳們再

講壹遍，再講壹遍，妳走進來，不

行，不行，他說要駝背走進來，慢

壹點，妳不是成龍，這樣就排演了

很多遍，但是後來效果真的很好。

問：這次您和馬丁· 坎貝爾導

演合作的時候，如果妳們在創作中

發生分歧的話，最後應該聽誰的？

成龍：聽他的，在現場壹定聽

他的，我們在中國討論兩次，在美

國討論壹次，他去看外景的時候，

我的成家班也跟他討論了動作設計

，那個時候我可以提意見。但是壹

到現場就不能爭了，他就是導演，

全部要聽他的，就算在現場有時候

有意見，但是我都不能出聲。為什

麽早不提，在現場不能改的，改下

來全部要變的，而且分分鐘都是錢

，他們的壓力很大的。

問：大家都很好奇，您這次對

決“前任007”有什麽特別之處？

成龍：我跟他只是對白上的對

決，動作方面我真正要打的是他手

下的人，而且這壹次的打法都是很

實在的風格，不是用那種花俏、加

很多CG特效的打法，因為我是壹

個職業軍人，對打的也是職業軍人

，我用太多花俏的動作的時候，導

演說no！太成龍了，要實戰壹點

。

問：妳們在打的時候也不能用

替身吧？

成龍：不用，因為導演很嚴肅

認真的，我自己也不喜歡用替身，

這次的動作戲也不是跳樓、跳大廈

、跳車的那種鏡頭，而且我演的這

個六七十歲的老頭，突然要跳起來

轉360度，妳也不相信，他的動作

戲要跟年齡配合，而且這部戲是以

文戲為主。

成龍：我對新片的票房沒有
任何壓力

問：《英倫對決》將在國慶上

映，這是壹個競爭非常激烈的檔期

，您對電影的票房有沒有預期？

成龍：沒有，很久以來我對票

房已經沒有任何壓力了，我拍了這

麽多年的電影，還有壓力的話，我

不要活了。如果有壓力，我不如繼

續拍《功夫瑜伽2》，如果拍《功

夫瑜伽2》起碼保底都有10億、8

億的票房，現在不是這樣的，現在

我是要拍壹部我喜歡拍的電影，拍

壹部好的電影，拍壹個口碑好的電

影，這是我最終的目的。

妳看《尖峰時刻4》我都可以

推掉，我知道壹定會賣座，妳什麽

時候拍都行，我先要拍壹些我喜歡

拍的東西，《尖峰時刻》可能明年

才來，現在剛剛劇本才寫完，我才

滿意，可能大部分在中國拍。《上

海正午》還沒有出來，我又推掉了

，劇本不好，我也不是為錢，我也

不是沒戲拍。而且這部戲我的錢也

拿得不多，沒有關系，我有了這麽

壹個角色，說不定能再拿個奧斯卡

。

問：您剛剛提到票房，其實

《功夫瑜伽》之前是春節檔的票房

冠軍，但很快被吳京的《戰狼2》

超過了，您怎麽看吳京？

成龍：我跟妳講，很快又有第

二部戲超過《戰狼2》了，現在中

國的市場太大了，以前壹部電影在

中國賣1個億就不得了，現在講什

麽，這部戲票房只有5億，5億叫

死掉了，妳看變化有多大！

其實看見吳京有這樣的成績

我很開心，不出幾年，我們中國將

會是全球最大的票倉。但是我也在

呼籲所有的電影人，讓吳京去拍

《戰狼》系列片，但不要跟風，比

如下來有《屠狼》、《殺狼》之類

的，千萬不要，不要像我們以前的

香港電影，壹個僵屍片壹出來，壹

百部僵屍片拍死為止。所以我覺得

，讓我拍我成龍式的電影，讓馮小

剛拍馮小剛式的電影，我們百花齊

放，那個是最好的。所以看到現在

這樣，我很恭喜吳京，太開心了。

問：妳覺得吳京算是動作電影

新壹代的接班人嗎？

成龍：早就是了，壹早我就講

過他跟趙文卓都是，其他的也有，

吳京也熬了很多年了，他很多年壹

直做配角，他是熬到今天不是沒有

理由的。

成龍要自掏腰包拍壹部“純
文藝片”

問：您還有什麽新片可以給我

們透露壹下嗎？

成龍：《機器之血》，接下來

《中國遊記》，剛剛配音完成三個

動畫片，還有我自己當制作人的

《成龍歷險記》，接下來還有壹部

戲要到阿布達比看外景，還有兩個

劇本在搞，可能今年年底、明年年

初自己完完全全導演的壹部文藝片

，如果不是這麽重要的劇本，我不

會自己親自出馬。

問：您要拍壹部文藝片？

成龍：對，純文藝片，20年

前我把劇本說過給章子怡聽，講到

她哭，我也給張靜初講過，也給景

甜講過，我現在拿回來改了七、八

版了，不舍得給別人了，現在有人

想拿過來拍，我說不行，我自己拍

，期待吧。

問：新片的女主演定了嗎？

成龍：他們講現在文藝片不

當道，我說沒有關系，我要拍的

話自己投資。我早就就不在乎票

房了，如果在乎票房，我不如拍

《鐵道飛虎2》、《功夫瑜伽2》

、和《警察故事8》了，這樣不好

玩，妳看現在這樣多好玩，自己

導演壹部純文藝片，如果沒有信

心，我不會親自出馬，而且推掉

其它的片子。

在這部文藝片裏有歌唱，有

跳舞，女主角有人選，暫時不能

跟妳說，怕她演不好，我可能去

壹些電影學院去選壹下，到音樂

學院去選壹下，以前的男主角是

我自己，但是現在改出來，可能

還是要找人。這就是我未來的計

劃，謝謝。

成龍：我真的還想再打20年
在競爭激烈的國慶檔期，由成龍和"前任007"皮爾斯· 布魯斯南主演的《英倫對決》，將領銜扛起動作

片的大旗。這是成龍時隔七年重返好萊塢的電影，和我們通常理解的“成龍式喜劇”不同，這部電影講述

了壹個錯綜復雜的復仇故事，成龍將出演壹位頗顯悲情的老人，他還將化特效老年妝挑戰自我。

由李晨執導並主演，範冰冰、王千源

、李佳航、趙達、李晨浩、郭名宇、葉瀏

、陸思宇等主演，吳秀波特別出演、王學

圻友情出演的電影《空天獵》正火熱上映

，今日，該片發布新海報，生動形象展現

了戰火交織的畫面，配合陣陣轟鳴的背景

音效，完美呈現了戰場上的緊張急迫感，

與主創臉上肅穆的神情交織，讓觀眾沈浸

在驚心動魄的場景中，壹場震撼力十足的

空中大戰正式上演。

海報中李晨、範冰冰護目鏡中硝煙彌

漫，穿梭在雲層中的戰鬥機仿若破屏而出

。耳邊仿佛轟炸聲呼嘯而來，壹場空中大

戰已然打響，面對炮火連天的殘酷戰場李

晨、範冰冰毫不畏懼，依然神情嚴肅目視

前方。他們面對危險毫不退縮的英勇姿態

，彰顯了空軍軍人無所畏懼堅忍不拔的精

神。

電影《空天獵》作為中國首部現代空

戰巨制，影片壹改傳統空戰電影的拍攝手

法，采用真機實飛實拍的拍攝方式為全國

觀眾帶來壹場前所未有的空戰體驗。影片

由李晨執導並主演，範冰冰、王千源、李

佳航、趙達、李晨浩、郭名宇、葉瀏、陸

思宇等主演，吳秀波特別出演、王學圻友

情出演。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工作部

電視藝術中心、春秋時代（霍爾果斯）影

業有限公司出品。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

公司全國發行，伊犁卓然影業有限公司聯

合發行。影片正在火熱上映。

《空天獵》李晨範冰冰角色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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