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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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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休士頓香港海味城總公司: 休士頓百利大道9968號100-120舖
9968 Bellaire Blvd. #100-120 Houston, TX 77036
Tel:713-772-2889 Fax:713-772-2890

香港美心月餅香港美心月餅
榮華月餅榮華月餅
生計月餅生計月餅

美心冰皮月餅美心冰皮月餅
七星七星伴伴月月
仲夏水果仲夏水果
幻彩粒粒幻彩粒粒
冰皮脆脆冰皮脆脆
榴蓮飄香榴蓮飄香
芒果熱情芒果熱情

中秋節大促銷

專營專營專營﹕﹕﹕鮑參翅肚鮑參翅肚鮑參翅肚﹑﹑﹑野山花旗參野山花旗參野山花旗參﹑﹑﹑精選燕窩盞精選燕窩盞精選燕窩盞﹑﹑﹑紅酒紅酒紅酒
茗茶茗茶茗茶﹑﹑﹑南北乾貨南北乾貨南北乾貨﹑﹑﹑純正藥材純正藥材純正藥材﹑﹑﹑健康食品健康食品健康食品﹒﹒﹒

江瑤柱 $59.99/磅
小元貝 $100.00/3磅
響螺片 $15.99/包
花膠粒 $39.99/磅
靚蝦乾 $29.99/磅

泰國蝦米 $19.99/磅
光面厚菇 $24.99 買一送一
原色雪耳 $8.99 買一送一
寧夏杞子 $13.99 買一送一
紅螺肉 $79.99 買一送一

(酒﹐米﹐批發﹑特價貨品除外)
買一送二買一送二

御盞皇白燕盞御盞皇白燕盞
11OZOZ $$249249..9999
66OZOZ $$13881388..0000
88OZOZ $$21882188..0000

現已上市現已上市

$$$292929...999999
買一送二買一送二

純正白蓮蓉純正白蓮蓉
純紅豆果仁純紅豆果仁
純冬翅月餅純冬翅月餅

松年避免被詐騙,犯罪須知
汪警官分享
9月12日(SAT)上午10時
休士頓第一台灣基督教會

休士頓恩惠基督台灣長老教會
與光鹽社舉行[健康日]
9月12日(SAT)上午10時至下午2時
休士頓恩惠基督台灣長老教會
6250 Westline Dr.Houston,TX 77036

金城銀行慶祝30周年慶
舉辦高爾夫球公開賽
9月12日(SAT)下午1時開球
密蘇里市Quail Valley
舉行酒會暨頒獎典禮
9月12日(SAT)下午6時30分
珍寶樓
11215 Bellaire Blvd.D-1,Houston,TX.77072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舉辦
國慶健康講座
9月12日(SAT)下午2時至下午4時
僑教中心203教室

休士頓成大校友會舉辦
Facebook Seminar臉書123入門座談會
9月12日(SAT)下午2時
僑教中心展覽室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舉行
食品衛生安全和全僑健康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9月13日(SUN)下午3時
光鹽社

2015中國國慶綜藝晚會
[文化中國齊風魯韻]
9月15日(星期二)下午7時30分

Stafford Center
10505 Cash Rd,Stafford, TX.77477

9月12日（SAT）上午10:00-12:00
附中校友會與恆豐銀行辦講座 「健保改革最新進
度」 （常中政主講）
恆豐銀行12樓

2015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時裝賽）
9月12日（SAT）下午4:00
8330 Triola Lane,Houston TX 77036

衍易女史占卜進階班第二期
9月13日&9月20日（SUN）下午2:00-6:00
文化中心

僑委會主辦 「僑務工作座談」
9月13日（SUN）上午10:00
僑教中心2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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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校友會 中秋節聚會以及退休規劃研討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將於9月12日舉辦國慶健康講座
（本報訊）為慶祝雙十國慶, 休士

頓北一女校友會將於9月12日星期六下
午 2 至 4 點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203教室舉辦國慶健康講座. The address
is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

北一女校友會邀請到復健科專家,北
一女校友會前會長,2015世界華人工商婦
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林琬真女士主

講“肩膀與脊椎病痛的復健”.
大約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一生中會

有一次背痛或肩膀痛的經驗，有些疼痛
變成慢性而且深深地影響到身體功能及
生活的品質。

了解基本解剖學和脊椎及肩膀的功
能是復健成功及恢復健康的很重要的一
步。

歡迎各位參加這講座，一同來學習

脊椎及肩膀基本知識，初步解剖分析，
病理治療及復健。請看附上傳單.

座位有限,First Come First In. 請提
早10分鐘到場. 有問題請接洽

鄧曉林 Cathy Teng 832-814-8194
email teng_cathy@hotmail.com

張 瑜 娟 Jane Chang 720-934-7784
email ivtaco@gmail.com

(本報訊) 各位中大學長及校友同學大家好！
每逢佳節倍思親，適逢中秋來相聚。
讓我們在此良宵吉曰歡聚一堂，把酒問青天：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園邊。
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頭水館前。
西北望鄉何處是，東南見月幾回圓。
昨風一吹無人會，今夜清光似往年。
活動日期：星期天，9月27日（此日即是中秋節）

時間：中午12時 - 午餐及社會（自助）
下午1:30 - 研討會：退休規劃退休規劃
（研討會，詳細活動日期前發送）
下午2:30 - 下午茶及中秋月餅
下午3點 - 學科知識/經驗分享校友
（在退休規劃這方面有知識和經驗的校友，請自由發揮

和大家分享）
下午4點 - 休會

地點：東元的文化中心在休斯敦僑教中心
10303 WestOffice博士，休斯敦，得克薩斯州77042，房

間＃203
餐費：每人$ 20（歡迎您攜家帶眷參加！）
RSVP：Alice.Wen88@gmail.com或Fa.Dwan@shell.com
（請告訴我們，您有多少人要來，謝謝！）
中秋節是濃縮了幾千年儒家文化的活化石，它以獨特的

血親團圓為基礎，將民族團結和國家一統融合於“團圓文化
”之中，造就了東方式的、強大的“思親”、“思鄉”文化
流。讓我們繼續保持這淵源長久的文化,也藉此佳節寄託對故
鄉的思念之情！ - 春蘭

中大校友會
黃 春 蘭 （ 愛 麗 絲 文 ） 會 長 ， 281-829-0178 或

832-755-5317
段樹法（發Dwan）副會長，281-630-7456

Date: September 12, 2015 

大約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一生中會有一次背痛或肩膀痛的經驗，有些疼

痛變成慢性而且深深地影響到身體功能及生活的品質。了解基本解剖學

和脊椎及肩膀的功能是復健成功及恢復健康的很重要的一步。 

歡迎各位參加這講座，一同來學習脊椎及肩膀基本知識，初步解

剖分析，病理治療及復健。 

座位有限  First Come, First In  

請提早 10 分鐘到場  
 

有問題請接洽: 
鄧曉林 Cathy 832-814-8194 / Email: teng_cathy@hotmail.com 

張瑜娟 Jane 720-934-7784 / Email: ivtaco@gmail.com 

Rehabilitation of Shoulder and Spinal Disorders 

Time: 2-4 pm 

雙 十 國 慶 慶 祝 活 動  

國慶健康講座 Health Seminar 

 休 士 頓 北 一 女 校 友 會 舉 辦    

Speaker: Jean Lin 林琬真 

復健科專家, 杏林復健診所 

2015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 

北一女校友會前會長 / 台大校友 

Place: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 203 教室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  

大型油畫大型油畫 「「歸來歸來」」 昨起美南新聞展出並簽名昨起美南新聞展出並簽名
將在十一月七日二戰勝利將在十一月七日二戰勝利7070週年活動展出原作週年活動展出原作

抗戰是誰打下來的?
兩岸爭抗戰史詮釋權

（本報訊）本集播出時間
首播:9 月 10 日(週四) 晚間 7:30~

8:30(德州時間)
重播:9月11日(週五) 下午12:30~

1:30
美南國際電視台 55.5 頻道
網路直播: www.itvhouston.com
現場直播電話: 281-498-0109
主持人常中政
來賓李堅強 (休士頓大學國際關

係 及 東 亞 政
治副教授)

張連佑(
休 士 頓 榮 光
會前會長)

『常 談
天下事』話題鎖定最新發生的新聞時
事及大家關心的社區事務。主持人常
中政為常安保險負責人，他熱心社區
事務，曾榮獲聯邦國會議員社區服務
獎及糖城義工獎等多項表揚。觀眾們
如希望發表意見，可利用電郵bene-
fitmax@aol.com 或 傳 真
832-550-2881 分享您的看法。網友
們也可以在網上同步收看，網址是
www.itvhouston.com

附中校友會與恆豐銀行附中校友會與恆豐銀行
99月月1212日辦健保講座日辦健保講座

（休士頓/秦鴻鈞）師大附中校
友會與休士頓恆豐銀行聯合舉辦社
區服務專題講座，將於 9 月 12 日
（星期六）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
恆豐銀行總行12樓社區活動中心舉
行，邀請 「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
政先生主講 「2016 Medicare A, B,
C, D 及 Obamacare 最新變動」，內
容包括：1. 2016 年 Medicare 計劃總

覽及變動 2.如何正確做好退休後醫
療保險規劃 3. 2016 年 Obamacare 最
新變動。如果您及家人 1.現持有聯
邦 Medicare 的受保者 2 即將屆臨退
休年齡者 3.想幫助家中長輩了解
Medicare 的家人或子女，千萬不要
錯過這場連續11年最權威的健保講
座，免費入場，並現場解答疑問。

主講人常中政，現為 「常安保

險」負責人，美南國際電視台 「常
談天下事」主持人，美國亞裔保險
理財協會休士頓分會會長。歡迎各
界人士免費入場聽講，演講結束並
備茶點招待。

連絡電話：（281）890-8719
周成元，（281）565-2368 馬振銘
。

（休士頓/秦鴻鈞）來自中國大
陸蒙古族畫家巴特爾甲林先生所繪的
以飛虎隊為題材的大幅油畫複製本，
昨（九月九日）由鄒長坪教授携來美
南新聞，供大家前來觀賞，並在畫旁
簽名，該畫的正本巨幅畫作將於今年
十一月七日，由美南新聞主辦二戰勝

利七十週年紀念活動上，作者甲林先
生將携原作亮相。

2015年9月1日，在北京霄雲路8
號的華府會會所，來自美國的陳納德
航空軍事博物館主任嘉蘭惠女士、美
南新聞集團李蔚華董事長等多名美國
華僑與中國大陸企業家及各界人士20

餘人歡聚一堂，舉行了小型的座談
會。大家回顧了70年前中美聯合抗
日的英雄事蹟，並對陳納德基金會
在中國的合作及11月將在休斯敦舉
行的二戰勝利70週年紀念活動表示
熱烈支持。

來自中國大陸著名的蒙古族畫
家巴特爾林甲先生在現場將自己
用1年時間以飛虎隊為題材創作
的大型布面油畫《歸來》進行了
首次公開展示，獲得了與會眾人
的好評。嘉蘭惠女士仔細觀看了
畫作，誇獎畫面塑造的陳納德將
軍、身著血幅的美軍飛行員及懷
抱洋娃娃的孩童等諸多人物形象
逼真，場景生動。並帶頭和與會
嘉賓一起在《歸來》紀念樣稿上
簽名留念。

《歸來》是目前國內以飛虎
隊為題材創作的尺幅最大、人物
最多的油畫作品。為表示對二戰
勝利 70 週年紀念活動的支持，
作者林甲先生將攜原作與其他中
國知名藝術家一起參加紀念活動
，屆時這幅跨世紀的歷史巨制將
有望在休斯敦與大家見面。

由聯合國發起 「慶祝二戰勝
利 70 週年大會」，定於十一月五
日至十日，在休士頓舉行系列活
動，該活動的重頭戲—— 「為了
世界和平，多元族裔共譜和平序

曲」紀念二戰勝利70週年大型音樂會
，將於十一月七日（星期六）晚間五
時起在休士頓城中區美汁源球場（
Minute Maid Park）舉行。預計將有四
萬二千人參加。近二百個政府，民間
及非裔、亞裔、歐裔，拉丁裔合辦，

該大會由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主辦
。

該晚會的入場券分 16 元及 27 元
兩種，現已開始公開發售，並將印製
厚達三百餘頁的紀念專刊該書將永遠
保留在美國國會。

圖為中國大陸畫家甲林先生所繪的以飛虎隊為題材的大幅油畫圖為中國大陸畫家甲林先生所繪的以飛虎隊為題材的大幅油畫

「「歸來歸來」」 ，，昨起在美南新聞展出昨起在美南新聞展出，，圖為本報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圖為本報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右右））與携該畫複製本前來的鄒長坪教授與携該畫複製本前來的鄒長坪教授（（左左）（）（記者秦源鈞記者秦源鈞

攝攝））

圖為本報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圖為本報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在飛虎隊油畫在飛虎隊油畫 「「歸來歸來」」 上簽名上簽名。。

（（記者秦源鈞攝記者秦源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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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919((六六) Stafford Center) Stafford Center

辣媽大賽頒獎晚會倒計時辣媽大賽頒獎晚會倒計時
由專業老師為辣媽量身打造一台精采絕倫的表演秀由專業老師為辣媽量身打造一台精采絕倫的表演秀

請支持辣媽的朋請支持辣媽的朋友們友們﹐﹐購票從速購票從速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陳鐵梅陳鐵梅 電話電話﹕﹕832832--803803--90189018

購票地址美南新聞購票地址美南新聞﹕﹕1112211122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 ﹐﹐HoustonHouston﹐﹐TXTX 7707277072
黃華黃華﹕﹕((832832)) 474474--06130613 笑琳笑琳﹕﹕((832832)) 420420--71007100

王福生王福生﹕﹕((832832)) 724724--62886288
網路購票網路購票﹕﹕http://www.famehall.com/http://www.famehall.com/

【本報記者瑞娜華府報導】8月30日晚，漢宮大酒樓又一次迎來了華盛頓地區僑學界的盛會
——“歡迎唐立總領事華府履職、歡送阮平總領事”活動。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李克新公使、
參贊兼總領事阮平、新任參贊兼總領事唐立先生、參贊兼副總領事楊東女士、李明先生，楊
傑先生以及其他使館領導出席了盛會；二百多位華府僑界僑領及各界代表歡聚一堂，共同迎
接新任的唐立總領事及歡送阮平總領事。

晚會由同鄉會聯合會馮甯平會長主持，希望中文學校總理事長胡國榮、華專聯會長張莉
莉等僑團代表先後發言，表達了對阮平總領事離任的依依不捨以及對新任總領事唐立先生到
來的熱情和期待。晚會上播放了華府僑界特別製作的“阮平總領事在華府”的DVD,以及向
阮總贈送了紀念品。

阮平總領事深情表示，如果有來生，還是喜歡做領事工作。“因為只要真心為大家服
務，就會交到一大幫好朋友。因為全世界的僑胞都非常容易滿足，你只要真情對他，就會得
到像今天這樣無比熱情場面，大家會熱情的回饋於我。”阮平表示，當今互聯網如此發達，
他會時時刻刻關注華盛頓僑胞的活動，為華盛頓僑胞“點贊”，並祝福在美所有僑胞身體健
康、發展順利。???

在介紹新任總領事唐立先生時，阮平用“周到”一詞來形容他。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李
克新公使在發言中向大家介紹了這位昨晚才到達華府的新任總領事：唐立的外交工作履歷豐
富，曾在中國駐義大利總領事館工作，後在紐約總領事館擔任僑務領事，也曾在英國工作了
一段時間，是資深的外交官。多年的僑務領事工作，讓唐立和僑胞結下了深厚的感情。任職
20多年來，唐總領事經常幫助僑胞參與愛國活動；他也很關注僑社的和諧，並幫助僑胞在
各行業、各領域的活動和交流。唐立總領事在發言中表達了對參加本次僑學界活動的感激，

表示要增進對華
府僑胞的瞭解和熟悉。他相信華府
地區，乃至世界各地華人華僑對祖
國人民的感情不會變，愛國熱情不
會變；表示中國駐美大使館為僑胞
服務的一貫宗旨不會變”。

晚會在熱烈的進行中，在主
持人馮甯平會長的提議下，晚會組
委會馬上將現場的十來名黃河藝術
團的演員們召集起來，臨場發揮，
上臺獻上一曲“永遠是朋友”，充
分表達了現場兩百多名僑胞送別老
朋友、迎接新朋友的感情，將晚會
氣氛推向了高潮。

永遠是朋友
記華府僑界“歡迎唐立總領事華府履職、歡送阮平總領事”活動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李克新公使即將離任的參贊兼總領事阮平 新任參贊兼總領事唐立先生 晚會由同鄉會聯合會馮甯平會長主持 希望中文學校總理事長胡國榮發言

僑界代表向阮總贈送紀念品

黃河藝術團的演員們臨場受命上臺獻上一曲“永遠是朋友” 大家爭相和阮總合影留念

李克新公使和僑團領袖們

李克新公使（前排左四）、阮平總領事（前排左二）、唐立總領事
（前排右三）和華盛頓和統會的代表們

【本報華府訊】有一種境界，叫做“位卑未敢忘憂國”。路邊夾縫
中的小草，利用那麼一頂點兒水分養分，長出脆弱的葉片，同化
二氧化碳，釋放氧氣，人踩車壓亦無怨言，為改善地球環境做著
貢獻，也許就是這種境界的最好體現。

華盛頓秦腔社水準雖低，卻願為傳承和弘揚中華戲曲文化
做點貢獻。這就是我們舉辦華盛頓秦腔之友音樂會的初衷和原
動力。

時間：11月22日星期天7:00 – 9:00 pm。
地點：波多馬克社區中心社交大廳，即 Social Hall, Po-

tomac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 11315 Falls Rd, Potomac,
MD 20854.

為什麼叫“秦腔之友”音樂會？因為本次音樂會由華盛頓秦
腔社主辦，節目以秦腔為主，另外還有古箏、京劇、民歌，如果機
緣巧合，也許還會有一個舞蹈節目；所有非秦腔節目，均由華盛
頓秦腔社成員或我社的親密朋友演出，例如古箏節目就將由華

盛頓秦腔社藝術指導顧磊老師她所領導的華盛頓敦煌箏樂坊
奉獻，故曰“秦腔之友”。

波多馬克社區中心社交大廳有舞臺，可容納一百五十名左
右的觀眾。雖然其舞臺條件無法跟正規劇院相比，而我們華盛
頓秦腔社的演出水準也只是鄉鎮級，但我們仍將按照正規音樂
會的要求來舉辦這次演藝活動，希望所有演員都認真準備，拿
出盡可能完美的節目。

本次音樂會的重頭戲是秦腔折子戲《櫃中緣》2015年華府
版，長約30分鐘。該戲曾在今年6月7日的感謝王芳秦腔之夜上
公演，那次演出其實是一次預演，目的是在王芳離開華府回國
前將這齣戲演下來。11月音樂會將是《櫃中緣》的正式演出。

其它節目可能有(未特殊注明的節目均為秦腔)：《三對面》
包公唱段“猛想起當年考文會”/ 李延春；《火焰駒.表花》/顧 英
姿飾小姐黃桂英，潘亞麗飾丫環雲香；《花亭相會》選段“前面走
的高文舉”/ 馮甯平飾高文舉，車欣飾張梅英；京劇《沙家?》選段

“軍民魚水情”/車欣，李延春；民歌短劇《父親的草原母親的
河》/秦腔社陳斌等；顧磊老師古箏獨奏伴太極；敦煌箏樂坊古
箏四重奏；等。

華盛頓秦腔之友音樂會華盛頓秦腔之友音樂會1111月月2222日舉辦日舉辦

華盛頓秦腔社2015年6月7日秦腔之夜《櫃中緣》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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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修
地基

專修
地基

致諾電腦

諾致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IT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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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萬呎展示中心萬呎展示中心

週一﹑二﹑四﹑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六天營業

真能省真能省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傢俱公司傢俱公司

二件式 全套單人床
七件式 客廳組＊
五件式 木面鐵腳餐桌組
五件式 實木餐桌組
三件式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三件式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29
$289
$259
$19
$159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床墊廉售高達71%off

＊含沙發﹑雙人座﹑咖啡桌﹑茶几（2）﹑檯燈（2）

地址﹕12677 Hiram Clarke, Houston距休士頓中國教會約 1 哩

貨真價省貨真價省﹐﹐華人自營華人自營
((華華﹑﹑台台﹑﹑英語英語))美國第一名牌ASHLEY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電話﹕713-723-9116

︵
精
通
華
、
台
、
英
語
︶

廉售:

精修:
特別介紹

大中小型
打印，復印，掃描

三合一(雷射)

經銷: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掃描機等
新舊影印機從小型到大型任選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等
提供長期保養合同及售后服務

各種影印機,碳粉(Toner)印表機
耗材等,歡迎比價。

雅斤辦公機器公司

華人經營,原廠培訓技師,服務品質保證

專精Copiers, Printers, Scanner

電話:713-826-6889
9720 Town Park Dr., Suite #2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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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少芬愛女為其做髮型
頂滿頭髮夾自拍

《福布斯》雜誌近日公佈了 2014 至 2015 年度美國最賺錢電視男演員排行榜，《生活大爆炸》男主角吉姆· 帕森

斯(“謝耳朵”飾演者)以 2900 萬美元(約 1.85 億人民幣)的收入排名第一，他在劇中的搭檔約翰尼· 蓋爾基以 2700萬美

元的收入緊隨其後。

今日下午，蔡少芬通過微博曬出了

一組自己戴著滿頭髮卡的照片，並留

言解釋稱“湯圓(蔡少芬女兒)說要為做

髮型”。

照片中，蔡少芬頭髮上戴滿了充滿童

趣的發卡，十分可愛。網友看到照片後紛

紛留言，“娘娘好可愛”、“萌萌噠”、

“娘娘又美出新高度了啊！湯圓好手藝”、

“被玩壞的娘娘”。

今日上午，朱茵通過微博曬

出兩張美照，並配文稱，“祝大家

活得快樂”。照片中，朱茵將外衣

帽子戴在頭上，側身甜笑自拍。

網友看到照片後紛紛留言，

“仙子，美的沒誰了”、“永遠

心中的紫霞仙子，無人能超越”、

“好漂亮哦”。

9月8日是戚薇、李承鉉結婚一週年紀

念日，今日中午，兩人分別在網上曬照秀

恩愛。

李承鉉坦言：“一年了！這一年帶來

了很多的驚喜，很多的禮物，太多的幸福。

感謝你的陪伴，也期待未來更多的‘Lucky’

的日子，愛你。”戚薇則感慨道：“一年

了，我們還嫩著呢，要學的還多著呢。李

承鉉，一起加油吧。”

2014年9月8日，戚薇與李承鉉在美國

結婚。2015 年 1 月 17 日，戚薇的女兒出

生，愛稱為“Lucky”。

戚薇和李承鉉
慶結婚一週年

男方表示愛你

朱茵曬甜笑美照
戴帽子側身自拍

美劇男星“謝耳朵”最富有

收入達2900萬美元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5年9月10日（星期四）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胡定欣9日度過
34歲生日，但她選擇開
工，下午任名錶代言人去
行騷，晚上則開廠拍新劇
《城寨英雄》。9日下午
活動上，定欣獲大會送上
生日蛋糕、花束和名錶，
之後有幾小時空當，她則
跟單立文夫婦等吃飯，之
後便開廠（廠景），定欣
笑說：“生日開工最開
心，可以有很多人祝福
我，又切蛋糕聽生日
歌！”為何不二人世界？
她甜笑說：“也好呀，跟
疼我的人一齊慶祝！”

定欣指“胡說八道
會”一班好友及音樂人男
友陳明道已提早為她慶祝
生日，不過男友於踏正她
生日，再拿了兩個cupcake
來為她慶祝，感覺很有心
思。問男友又送上什麼禮
物？她甜絲絲說：“送了
他自己給我！其實他疼我
就夠。”

問到生日願望？定欣
表示都是最老套的想身體
健康，這也才有力量用心
工作。會否想早日結婚？
她又甜笑說：“傳媒朋友
對我結婚狀況好關心，有

小小舉動就以為結婚，但
其實未計劃，不過一齊的
確好開心。”豹哥單立文
也祝她生日快樂，卻不捨
得她長大，定欣笑說：
“豹哥說自己老了，那我
不生日就生仔啦，給我少
少時間等他有孫抱！其實
有這麼多人祝福我事業和
感情，真的覺得好幸

福！”再問近一點願望是
否拿視后，連楊怡都表示
看好她？定欣聞言即說：
“多謝阿怡，她之前都已
短訊支持我，成她貴言
啦，到時希望能有提名觀
眾又繼續記得我這角色，
總之收到同事們的鼓勵都
照單全收，這都是我其中
一個生日願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辛鵬烏魯木齊
報道）李亞鵬9日攜“嫣然天使基金”在新
疆烏魯木齊市正式開啟“2015．天使之旅
．把愛傳出去．新疆行”活動。這是嫣然
天使基金“天使之旅”醫療團隊第4次來到
新疆，將對217名報名“天使之旅”的各族
唇顎裂兒童進行救助治療。

李亞鵬在啟動儀式上表示，他在本月
12日至17日將率領基金醫療團隊15名專家
分赴北疆伊寧市和南疆喀什市開展唇顎裂
救助行動。新疆籍錫伯族女星佟麗婭屆時
也將作為“嫣然之星”加入“天使之旅”
志願者團隊，探望唇顎裂患兒並陪伴他們
進行手術後藝術互動和心理輔導。

對於今年報名“天使之旅”唇顎裂兒
童人數遠超往年，李亞鵬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專訪時說，他既感到欣慰又很憂
慮。欣慰的是經過持續4次在新疆的救助行
動，工作積累成果開始顯現，群眾基礎得
以建立。憂慮的是，作為內地人口較少的
省份，新疆依然有如此數量的唇顎裂兒童
需要救助。

李亞鵬透露今年開始他將在新疆至少
持續三年開展“愛的分享會”，以呼籲更
多的新疆老鄉參與到救助行動中來。嫣然
天使基金並自即日起發起“新疆人愛新
疆”募捐活動，為新疆各族貧困家庭的唇
顎裂兒童募集手術救治款。“根據人口比
例，三年時間預計可以將新疆所有的唇顎
裂兒童至少完成一次手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陳茵媺
（Aimee）與周汶錡等9日到中環出席護膚
品活動，兩位靚媽更獲小朋友送上香吻，
場面溫馨。Aimee受訪時透露近日正在大馬
與新加坡拍攝電影《開飯喇！》，亦為電
影刻意瘦身，希望體魄更強壯。她續言完
成活動後便要飛回當地繼續拍攝，僅在港
逗留數小時，故無時間看兩個兒子，她
說：“一定會掛着，第一次離開他們那麼
久，數星期。（可有叫老公陳豪探班？）
不會了，小朋友在港照顧會容易些，亦都
怕自己不能集中，會攬着他們不捨得
走。”Aimee又謂已有兩年沒拍攝，是次更
是她入行以來首部電影。問到戲中可有咀
戲？她表示與男主角飾演情侶，要看劇本
如何，但不能有框框規限自己，因有底線
的話會演得不自然。至於酬勞方面可是較
高？Aimee稱：“好開心有得拍，很喜歡這
劇本和角色，所以不是酬勞問題。”此
外，她透露為兩個兒子請了保姆，但因太
掛念會越洋監視。

另外，有指徐正曦以送名車給前女友
周麗淇的名義向公司借了120萬港元，後被
發現該款項是徐正曦自用，周麗淇亦澄清
從沒收過車輛，胞姐周汶錡就叫大家問回
當事人。

沒安排跟舒淇拍親熱戲沒安排跟舒淇拍親熱戲

小齊小齊：：

不好意思自肥不好意思自肥

沒安排跟舒淇拍親熱戲

陳茵媺
旋風返港賺錢無暇探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 陳奕迅（Eason）最新廣東
大碟《準備中Getting Ready》獲
連續八星期香港銷售榜冠軍，9
日舉行試聽party，並宣佈加推三
個系列的高質唱片，現場有一百
位粉絲參與。

Eason在聽自己的歌一樣很
投入，他表示自己的家沒這麼多
貴重音響，但其豪宅價值二億元
不是應很“揼本”？Eason 笑
說：“我家好揼本嗎？其實我家
沒這麼多空間，只是樓梯位用得
最多，今日我才也真正認識
到！”不過他喜歡音樂，故家中
每個角落從睡房到廚房及廁所也
放置有喇叭，甚至天台都有合共
10對，他笑說：“放音樂給植物
聽，會生長得靚一點，即使去洗
手間也暢通點。”Eason又笑指
以前曾給唱片公司同事改他花名
叫“喇叭哥”，因他會將人家的

說話傳開去，所以不好講秘密給
他聽。 Eason透露近期專注在園
藝方面，經常面對蛇蟲鼠蟻和看
到月亮，問是否好值得買多間豪
宅？他笑言努力中，不過香港地
什麼都貴。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任
芳頡北京報道）2015年中央電視
台中秋晚會將於27日晚8點在四
川省江油市太白碑林南廣場舉
辦。屆時，張碧晨、tfboys、李雲
迪等內地及港、澳、台地區眾多
實力唱將“眾星捧月”。

據本屆晚會的總導演李申和
景欣二位介紹，中視中秋晚會的
總體基調是“在不變中求新，在

時尚裡回歸”。所謂不變與求
新，就是歌會形式不變，包裝手
段求新。實景舞台不變，展現空
間求新。浪漫氣質不變，互動環
節求新。民族情感不變，表現方
式求新。而強調“時尚裡的回
歸”，則是回歸中秋團聚的本
質，回歸山水田園的本真，回歸
詩酒浪漫的情懷，回歸傳統文化
的內涵。

胡定欣
笑言不生日就生孩子

陳奕迅自爆守不住秘密

央視2015中秋晚會
港澳台實力唱將“眾星捧月”

小齊透露可以跟女神舒淇拍戲好
開心，特別舒淇剛從倫敦拍完

戲趕回港出席首映還有時差，舒淇
則笑謂在倫敦仍是下午，故很精
神。小齊既是導演又是男主角，但
戲中沒安排與舒淇的親熱戲？小齊
笑說：“在我心里面已經好親
密。”舒淇亦笑說：“他不想給人
講他自肥。”小齊答謂：“對呀，
不好意思自肥，且這部戲比較誠
懇，不應該太過激烈，電影是來自
《外婆的澎湖灣》這首清純的歌，
太激烈不適合這部戲的精神。”

被問到今次是否友情價演出？
舒淇笑說：“當然不是，一切有公
司合約的，不過今次各方面都照顧
得好好，百分百體貼，只欠沒spa
做，不過曬足一個月，錦榮（蔡依
林男友）來到時比我還要白。”問
小齊如何報答女神？舒淇搶先指已

獲小齊安排很多小吃，包括太陽餅
和油飯，小齊則知道舒淇初一十五
都吃素，便安排一些齋油飯給她，
然而她吃得很少，控制得好好。小
齊又表示可能香港觀眾不太熟悉
《外婆的澎湖灣》這首歌，但也希
望能為大家帶來驚喜。

兒子沒尾音千嬅稱報應
楊千嬅特來捧小齊的場，但她

會留到正場才看電影，即使自己的
電影也一樣。千嬅表示下午外出
時，兒子Torres 也不想給她出門
口，她只好說是有大事情要辦才能
脫身，不過明(今)早七時又要做回媽
咪角色。

千嬅指兒子已經長大了，會喜
歡上學，說話亦很伶俐，但由於自
己比起其他家長會經常不在港，故
兒子會有點情緒。千嬅坦言兒子現

有時說話會沒尾音，便問老公丁子
高為何會這樣，他竟說叫問自己，
都應該是自己的報應。千嬅苦笑
說：“我跟阿仔講說話已經好公主
聲，老公也得不到我這優惠，所以
老公有時會以為我鬼上身。”她又
否認跟老公說話粗魯，這只是她直
率，像老公拍真人秀節目，第一分
鐘盡量控制自己講說話的聲調，但
之後就露餡，變得好赤裸。

反過來千嬅亦覺得老公講話
“一段段”，常讓人聽不清楚，但
丁子高答她平日出通告好專業，不
會叫傳媒等足一個鐘，所以老婆都
應該知他的。

千嬅表示兒子有時不知從何學
講一些不應講出口的說話，她也會
加以提點，可是到兒子學她的語氣
或口頭禪，便感覺自己的東西落在
兒子身上。

李亞鵬
四啟“嫣然天使”新疆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電影《落跑吧

愛情》日前舉行首映禮，老闆林建岳、導演及男

主角任賢齊、女主角舒淇與狄龍一同出席，到來

捧場的嘉賓有楊千嬅、黃家強、琦琦及汪詩詩

等。今次自導自演的小齊透露，他在戲中沒安排

與舒淇的親熱戲，坦言不好意思自肥。

■任賢齊透露

在戲中沒安排

與舒淇的親熱

戲，坦言不好

意思自肥。

■楊千嬅表示下午外出時，兒子
Torres不想給她出門口。

■■陳茵媺與周汶錡到中環出席護膚品活動陳茵媺與周汶錡到中環出席護膚品活動。。

■李亞鵬宣佈將開啟三年行動以覆蓋全疆
唇顎裂患兒。 王辛鵬攝

■電影《落跑吧愛情》舉行首映禮，老闆林建岳、導演及男
主角任賢齊、女主角舒淇與狄龍一同出席，到來捧場的嘉賓
有楊千嬅、黃家強、琦琦及汪詩詩等。

■陳奕迅透露近期專注在園藝方
面。■■大會於活大會於活

動上送上蛋動上送上蛋
糕慶祝定欣糕慶祝定欣
生日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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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辦房屋貸款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300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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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橙天嘉禾、1314搖籃等聯合出品，即將於9月11日全面上映的4K愛

情奇幻電影《星語心願之再愛》，在9月1日開學日的前壹天曝光了“開學

版海報”，片中以“學霸”形象示人的“關谷君”王傳君和“學姐”董維

嘉，在寫滿了公式和畫滿各種星球的黑板前清新亮相，壹下子把人們帶回

到菁菁校園，青澀的浪漫感撲面而來。劇組並贈上“師姐的挨踢男課

程表”，希望學弟學妹們開學伊始，即收心向學。

《星語心願之再愛》是壹部披著酷炫科幻外衣的愛情片。導演鄧科

稱，該片最創新之處就是在其中加入了軟科幻元素，主打“人與程序的

戀愛”，“用了《黑客帝國》那裏面的壹點世界觀的設置。因為我覺得現

在的90後觀眾每天面對電腦手機，都非常熟悉移動互聯的時代了，他們不

會覺得這類故事陌生。”

因《愛情公寓》中的“關谷君”壹角為人所熟知的演員王傳君此次壹

人分飾二角——“程序猿”王鵬鵬與程序鵬鵬8.0。現實世界中的王鵬鵬是

個呆萌又癡情的學霸，在性格方面與美劇《天才大爆炸》中的謝爾頓有幾

分想像——堅持著外人看來有些神經質的原則，沈浸在別人無法輕易進入

的專業世界中自得其樂。當愛情來臨的時候，這位理工IT男竟然也可以變

呆板為呆萌，散發出特別的可愛魅力。

在此前的全國30城口碑場超前看片活動中，該片因題材創意超酷和情

感流暢感人，收獲了影院經理和媒體的驚喜好評。尤其是很多理工男看過

該片後頗有“終於被懂得”的感動，看完《星語心願之再愛》後表示，這

是壹部替IT男正名的電影，更正了“IT男不會愛”的大眾錯覺。而王傳君

則認為，其實程序員本身就是被誤解的壹群人：“現在都喜歡給人貼標

簽，然後片面地理解那些人。神化、妖魔化、”程序猿“化……其實人與

人的感情是大同的，區別只是在於妳通過妳的領域去表達愛，別人用別人

的。我覺得‘程序猿’的愛和正常人無異，有時候可能更加浪漫吧！”

明天，很多未來的程序員，剛剛踏入大學的理工男將正式開始全新的

學習生活，作為理工男們的“知音”，《星語心願之再愛》片方特別推出

了“開學版海報”，男主角王傳君貼心祝願新生全年不掛科，大學生活精

彩紛呈！

歐弟片場跳騎馬舞模仿吳孟達
獲封史上最搞笑

暖心治愈純愛電影《第三種愛情》將於9月 30日打

響國慶檔票房之戰。今日，影片最新公布了壹款搞怪大

咖歐漢聲（歐弟）特輯，影片中暗戀女神劉亦菲許久的

歐漢聲（歐弟）在片場笑料百出成為眾人的開心果，獲

封“史上最搞笑”，出色的演技也獲得諸位主創壹致好

評。而隨著影片進入公映壹個月倒計時，歐漢聲（歐弟）

的加入也讓影片增添了壹抹輕松歡樂的亮色，“第三種

愛情究竟是什麽”也再度刷新觀眾的期待值，未映先火

之勢不可阻擋。

電影《第三種愛情》由韓國著名導演李宰漢執導，

竇霞擔當制片人，劉亦菲、宋承憲、歐漢聲（歐弟）、孟

佳、江語晨、趙壹銘主演，改編自著名網絡作家自由行

走的同名小說，講述了高冷律師鄒雨（劉亦菲 飾）為了

保護妹妹而陰差陽錯地認識了致林集團二公子林啟正（宋

承憲 飾），兩人在幾番相處中互生情愫但又歷經坎坷的

愛情故事。

歐漢聲（歐弟）此次在片中飾演女神劉亦菲的好搭檔

高展旗，今日曝光的特輯中雖然故意當著宋承憲的面與劉

亦菲演情侶，但實際上卻是個令人心疼的“備胎”角色，

對此歐漢聲（歐弟）心塞不已：“付出這麽多年，居然沒

有得到回報，非常不爽。但如果他好好對妳，我會祝

福。”即使飾演“備胎”，歐漢聲（歐弟）也不忘展

現自己的搞笑功底，片場跳騎馬舞、模仿吳孟達花樣百

出，逗得女神劉亦菲開懷大笑。而此前在《蒙面歌王》

中嶄露頭角的歐漢聲（歐弟）也在拍攝間隙壹展歌喉，不

俗唱功獲得劉亦菲“99分”贊賞，網友也紛紛調

侃其“史上最搞笑”。

歐漢聲（歐弟）此次活躍出眾的表現贏得了“開

心果”的稱號，劉亦菲、孟佳等主創紛紛表示其可

以為現場帶來歡笑聲，讓人很快忘掉所有煩惱。導

演李宰漢更稱贊歐漢聲（歐弟）為“像羅賓· 威廉

姆斯壹樣的演員”，認為其可以駕馭喜劇和悲劇且

非常有天賦。回憶起拍攝過程，歐漢聲（歐弟）也

感慨萬千：“剛開始有壹點點不太習慣，但後來越演

越像，他的整個人物跟輪廓完全就是在我心裏面

了，所以也不需要揣摩了。”

電影《第三種愛情》將於 9 月 30 日上映，

今日正式進入公映壹個月倒計時。隨著此前

“愛無所畏”版預告、“我們相愛吧”特輯等

物料的曝光，影片中劉亦菲飾演的鄒雨和宋承

憲飾演的林啟正之間戀情的輪廓也逐漸清晰。

然而，被屢次提及的“第三種愛情”卻在各類

物料中展現出不同的含義，令這份特殊的感情

顯得神秘莫測，網友的好奇度也逐漸飆升，影

片未上映便已刷新了期待值。再加上今日新增

壹位歐漢聲（歐弟）這樣的“備胎狠角色”，

令觀眾更加好奇這份飽含諸多元素的“第三種

愛情”究竟有多精彩。

電影《第三種愛情》由華視影視投資（北

京）有限公司出品，並聯合東陽派格華創影視

傳媒有限公司、紅星塢娛樂傳媒投資有限公司、S.

M. CONTENT INVESTMENT（韓）、北京永月東

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華視盛典影業（北京）有

限公司、愛奇藝影業（北京）有限公司出品。

該片將於9月30日登陸全國院線。

《吾先生》曝“最帥刑警”

劉燁帥出新高度劉燁帥出新高度
從“國民奶爸”到“拼命三郎”的距離有

多遠？近日，由丁晟執導，劉德華、劉燁、吳

若甫、王千源主演的電影《解救吾先生》曝光

了“拼命三郎”版人物特輯，在《爸爸去哪兒》

第三季中有著惹眼表現的劉燁，壹改“爸爸”本

色，出演驍勇善戰的刑警隊長，用最“真實”的

表演，為觀眾首度揭秘了“明星綁架第壹案”背

後的偵破細節。

此次曝光的特輯中，壹開篇導演便坦言，“為

了壹個電影的視角，所以說把很多警察的工作，集

中在兩個警察身上“，其中壹個便是劉燁飾演的刑

警隊長“邢峰”。演戲不難，但“讓人相信“卻不

易，為了更好地塑造這個有著真實背景的人物

原型，劉燁在特輯中可見頗為用心，從抓捕動作

的把握，到人物眼神的還原，隨處可見其在片場與

導演溝通拍攝細節的畫面，劉燁稱，“這回我不

演”，就以“紀實”的手法，“演成壹部紀錄片

的樣子“。

劉燁年少成名，23歲獲得金馬獎最佳男主

角、26歲獲得金雞獎最佳男主角，“純天然“的

氣質壹直被外界譽為“天才型“演員。此次出演

《解救吾先生》堪稱是劉燁的“歸零之作”，拋棄

了以往豐富的演繹經驗，通過本能的反應釋放真實

的力量，以“無形駕馭有形”，在展現刑警本色的

同時，與觀眾壹起共同找尋22小時破案背後千絲

萬縷的關鍵。

壹向有著“拒絕替身，敢於舍命”精神的劉

燁，在任何危險的拍攝面前，始終堅持親自上

陣，受傷搏命的拍戲狀態力求真實完美。《硬漢

2：奉陪到底》中的跳樓鏡頭，《警察故事2013》

裏的地鐵戲碼，再到這壹次《解救吾先生》中的撞

車抓捕翻墻等壹系列真實案件情境的還原，都令觀

者大為緊張，捏汗不已。

作為劇中偵破案件的關鍵人物，劉燁再次化身

“拼命三郎”，為“邢峰”這壹角色註入了大量精

力。由於綁架案不同於其他的犯罪類型，對“所有

的刑警都有時間的壓力”，因此在電影開拍之前，

劉燁便曾與導演丁晟壹同前往刑偵隊“體驗生活”，

深入了解壹線刑警的工作狀態，揣摩警察審訊時的

“壓迫、或者是質問懷疑“，從審訊的眼神到辦案

的技巧，劉燁在拍攝現場與角色合二為壹，以飽滿

的狀態得到了導演充分贊賞：“我覺得劉燁掌握的

非常好。“而同為首次搭檔的劉德華，也對劉燁贊

賞有加：“他會花很長的時間，去了解警察。

“相信這樣壹個充滿真實血性的刑警隊長，定會

呈現出壹個以前從未見過的劉燁，但也是最”真

實“的劉燁。

據悉，電影《解救吾先生》由北京功做事影視

文化有限公司、上海新文化傳媒集團北京分公司、合

壹影業有限公司、摩天輪文化傳媒出品，北京市公安

局聯合攝制。丁晟導演，劉德華、劉燁、吳若甫、王

千源主演，將於2015年9月30日全國上映。

拼“真” 劉燁抽絲剝繭還原案件
拼“命” 劉燁敬業精神獲天王點贊

歐弟獲封“史上最搞笑”
演技被贊“像羅賓·威廉姆斯”

公映進入“壹個月倒計時”
“第三種愛情”刷新期待值

周董是周董是 「「小公主小公主」」 ？？
哈林哈林：：他內心雍容華貴他內心雍容華貴

搖滾星球演唱會搖滾星球演唱會
陳綺貞像當彼得潘陳綺貞像當彼得潘

連續兩天在台北花博公園舞蝶館
廣場舉辦的搖滾星球演唱會，5 日由
張震嶽、陳綺貞及伍佰輪番登場演唱
，3 人搖滾風格大不同，陳綺貞著白
洋裝登場，演唱 「時間的歌」、 「旅
行的意義」等，更分享著前陣子和高

中同學一起環島，在台東看星星及金
針花，覺得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像
「彼得潘」一樣，長不大的小孩，因

此安可曲選唱 「彼得潘」，獻給所有
不願長大的大人們。

張震嶽將於12月19日，帶領旗下熱狗、
頑童在小巨蛋舉辦本色兄弟演唱會，5日將新
、舊歌曲融為一場秀，除了新歌 「破吉他」
，還將過往經典歌 「愛的初體驗」、 「愛我
別走」及 「思念是一種病」等歌，把自己出
道20年的過程，化為短短一小時演出。

有別於陳綺貞的柔情分享，伍佰與Chi-
na Blue則走台客搖滾路線，穿著橘色襯衫登
場，化身如火星來的人演唱 「太空彈」，在
舞台上相當放得開的伍佰，唱到 「時尚狗」
時，當起模特兒走秀，走到舞台前的閃電伸
展台，方式相當俏皮。

周杰倫擔任 「中國好聲音4」導師，6
日他的 「哎喲不錯戰隊」迎來12進6與6
進 4 的考核賽，網路上曝光的歌單中，6
組對戰有 4 首歌都是周杰倫的歌，包括

「稻香」、 「水
手怕水」、 「比
較大的大提琴」
、 「紅塵客棧」
，被網友笑說也
太偷懶了。

雖然周董的歌曲占多數，但網友仍對
其有信心，認為即使6組學員全部都選周
董的歌，他也能變換出不同風格。周董在
「好聲音」中因為裝萌，被戲稱為 「小公

舉(小公主諧音)」，另一位導
師哈林庾澄慶則幫周董說話，
哈林笑說： 「我覺得他不是娘
，他內心是非常雍容華貴的，
我覺得我看到了他另外一面。
」認為周董是個十足的綜藝咖
，非常會製造節目效果。

周杰倫則在4日現身成都國
際車展搶賺奶粉錢，周董當場
為展示車簽名，化身車模，人
氣遠勝正排美女車模，粉絲為
爭睹偶像丰采，將現場擠得水
洩不通，向隅粉絲則無奈表示
，要像擠進現場的勇士們鼓掌
。

柯震東復出代言
不當王大陸的男配角

線上遊戲廣告詞 「誰的江湖沒有過錯
」，為柯震東復出舖路，對王大陸爆紅，
柯震東大推王大陸7年來對演戲認真看待
，有興趣又有自信，兩人15年交情不會受
工作影響，但如果王大陸想找他演男配角
， 「除非很有挑戰、戲分很搶的男配角。
」

柯震東以型男裝扮出席線上遊戲代言
記者會，他在廣告裡為演郭靖就算有懼高
症也吊鋼絲。而和廣告相比，他明顯瘦了
一大圈，皮膚黝黑，十分帥氣，他有耐心
的應付媒體任何和爆紅王大陸相關話題，
覺得自己不用給爆紅王大陸什麼建議。

「他一路上看著我跌跌撞撞，包括未
來幾年新人出來，恐怕都會拿我當鏡子，
就是紅了也不要太囂張，免得像我撞得鼻
青臉腫的。」柯震東承認想演戲： 「滿癢
的。」

柯震東最近經常出國，希望好好放空
後再積極投入工作，他也很有耐心的和粉
絲互動， 「網友名字我都記得，每次罵我
的那幾個。」還有網友告訴他說要去當大
陸妹，柯震東笑說先讓王大陸託管一下，

改天再回來也歡迎。
柯震東和王大陸是麻吉兄弟，兩

人猶如國片圈的先後小天王，媒體
好奇兩人是否有瑜亮情節，但柯震
東很肯定的表示兩人有15年交情，

不會因為媒體問了什麼就不高興的。
柯震東稱讚王大陸對演戲認真看待，

這7年都很有自信的做他有興趣的工作，
「他以前也沒有抱怨，只是希望28歲前能

主演一部戲。」柯震東表示兩人麻吉在一
起，不會有太多解釋， 「我之前只是運氣
好，也不用多說什麼。」

王大陸和劉奕兒被拍到約會，柯震東
表示不清楚， 「都同公司藝人，可見上次
傳和我在一起是假的。」被問到和李毓芬
關係，柯震東表示一樣，媒體以 「友達以
上、戀人未滿」形容，他否認說： 「「沒
有友達以上，就是很友達啦。」

很多人覺得王大陸此時竄起正好接收
柯震東的江山，柯震東是否做好準備急起
直追？ 「我沒有要追他啦，我們本來就不
同，以前在學校他帥，我就專精籃球，總
會有領域超過他。」

有人問起王大陸在網上被爆 「快槍俠
」，柯震東正色表示當天就有人轉給他看
，但他對爆料這種事不想理會，也不會問
， 「我們不會談這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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