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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 00 — 下午 5: 00 

      週五：上午 9: 00 — 下午 5: 30 

      週六：上午 9: 00 — 下午 1: 00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arwin Branch 
713-273-188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H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evada Area:

www.afnb.com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p Branch
775-751-1773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商業: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商業
貸款商業

定期存款帳戶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Alhambra Branch
626-893-1980

California Area: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626-667-3988

Call: 877- 473-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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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晚的樂視體育生態中心座無虛席，票房數據顯示本場球票全
部售出。不過，當晚到場的14498名觀眾並沒有看到太多期待

中的“一眉”安東尼戴維斯與“大鬍子”夏頓的強強對決，前者首節在內
線進攻時踩到防守的對方球員後表情痛苦地倒地，之後蹣跚着下場，上場
時間也止於6分52秒。

“我不清楚具體的術語怎麼說，但我知道是腳踝扭傷，因為還沒有來
得及跟訓練師交流，所以我不甚清楚傷得是否嚴重。”出現在賽後發佈會
上的根度爾表情嚴肅。在之後的球員發佈會上，戴維斯也未像在上海站時
一樣出現，而是由史提芬遜代勞。至於在經過檢查確認後，“一眉”被證
為右腳踝二級扭傷，預計將缺席10到15天，能否出戰新賽季首戰還是未
知數。

戴維斯在上季末期就因為傷病問題高掛免戰牌，鵜鶘也屢受傷病困
擾，未能打進季後賽。根度爾有些無奈地表示，這種情況似乎已經司空見
慣，“這個時候我會看看球隊名單裡誰還能打，做一些調整。不過這確實
讓人沮喪，很讓人沮喪。”他繼續說道，“好像我們擺脫不了這種狀況，
球隊似乎從來沒有真正地在一起打過球，因為總有人在傷病名單上。”

開局打得太差不敵火箭
本場鵜鶘首節就被火箭打了一個14:31，比賽在半場就失去懸念，最

終鵜鶘以104:116不敵火箭。鵜鶘熱身賽戰績目前僅有1勝3敗。對此，根
度爾表示：“開局打得太差了，之後也一直沒有真正地把這個坑填起來，
這一點有些讓人失望。我們在進攻端打得還比較有侵略性，但是防守方面
犯了太多錯誤。”

“我們即將啟程回到美國，到時候我們要從長途的旅行中恢復過來，
在常規賽開始之前，我們還有兩場季前賽的機會可以去做些準備。”他
說。 ■新華社

“一眉”安東尼戴維斯日前在候斯頓火箭與新奧爾良鵜鶘

的NBA中國賽北京站比賽中受傷提早下場，鵜鶘主帥根度爾

賽後稱，戴維斯扭傷了腳踝，而球隊預計他將缺席10到15

天，能否出戰新賽季首戰還是未知數。

13日，一場星光璀
璨的友誼賽在羅馬上
演，多位昔日的世界級
球星亮相，包括馬拉當
拿、朗拿甸奴、托迪等
巨星。這場慈善賽由教
皇方濟各發起，旨在為
教育和社會保障籌集資
金，並宣揚和平及團
結。但球場發生“不和
平”一幕，主角是馬拉
當拿和華朗兩位阿根廷
老鄉，比賽中還發生了
小口角。 ■法新社

星光璀璨

■安東尼戴維斯受傷倒地。美聯社

■鵜鶘主帥根度爾。 新華社

■安東尼戴維斯(右)受傷一刻。 美聯社

中國足協13日下午在北京召開執委
會，就中國男足（國足）主帥高洪波辭呈作
出討論，肯定了高洪波的工作，並接受他的
辭職申請。目前足協已啟動新帥的選拔工
作，至於究竟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足協則
沒有制定明確的要求。
足協專職副主席張劍13日在接受騰訊體

育訪問時透露：“在12強賽過程中高洪波作
為主教練作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協會表示高
度的肯定。比賽進行了4場，取後1平3負的

成績，特別是對烏茲別克一役之後，高洪波
辭職表示了對成績的自責和擔當。”執委會
對於他的工作熱情、業務能力表示了肯定，
同時對他遞交辭呈表示尊重。
“現在時間比較緊，所以必須緊急啟

動應急辦法，選擇新的主教練的工作已經開
始。吸取了之前的經驗，還是會選擇了解中
國足球、亞洲足球的人。”張劍說。至於是
國外還是中國的，並沒有特別要求，足協會
盡可能專業地選擇新任主教練。“只要還有

最後的希望我們還是會盡最大的努力，即便
沒有希望，還是會拚搏。”張劍說，在之前
對12強賽做規劃的時候，就提出“拚搏”
才是最重要的觀點。
而中國足協專職執委、國足領隊于洪

臣則透露，關於選帥的時間表，正常情況是
技術委員會形成專家組制定標準，程序不會
少，但是會加快，計劃20號左右能夠選
出，這個是一個理想時間。

■記者 陳曉莉

足協接受高洪波辭職 下周定新帥

2016－2017賽季中國女子
籃球聯賽（WCBA）將於周日
拉開帷幕，衛冕冠軍北京女籃
將在揭幕戰中主場迎戰遼寧女
籃。聯賽將增加主教練申請
“錄影回放”的規定，教練員
對隊員打架負連帶責任。

隨着里約奧運會的結束，
中國女籃備戰2020年東京奧運
會工作也將正式啟動，提高聯
賽競技水準被納入到新周期奧
運備戰工作體系中，女籃聯賽
成為備戰奧運的重要組成部
分，第16個賽季WCBA聯賽的
主題定為“蓄勢”。

增加錄影回放成為新賽
季聯賽的一大亮點。為不斷
提高裁判員判罰的準確性，
減少裁判員錯漏判的發生，減少判罰爭議，從常規賽開始，
臨場裁判員可以根據國際籃聯《籃球規則》中即時回放的有
關規定，使用比賽現場的錄影回放技術，對在比賽過程中賽
場上出現的情況作出正確的判定。
聯賽同時增加主教練申請“錄影回放”的規定，適用範圍限

於三種情況：是誰最後使球出界；隊員是在做3分投籃還是2分
投籃；當24秒計時鐘響時，球是否已離開投籃隊員的手。

另外，教練員對隊員打架負連帶責任。如在一起打架的過程
中，本方球隊有1名隊員參與了打架，則教練員自動停賽3場。
如在一起打架的過程中，本方球隊有2名或以上的隊員參與打
架，則教練員自動停賽5場。一個運動隊在一個賽季中如發生兩
起打架事件，則教練員將被取消本賽季執教資格。
另外，中國籃協還在官方網站上公佈2016-17賽季CBA將在

本月29日開賽，揭幕戰為衛冕冠軍四川隊將在主場迎戰北控男
籃。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港超職業足球隊標準灝天月
初以2：3負於業餘軍港會，球會即傳出兩名教練招重文及潘文俊
一齊被炒魷魚的壞消息，但日前已遭招重文否認。

日前招重文出席有份合作的飛躍晨曦足球學校為他舉行的46
歲生日會。會上，他表示自己及拍檔潘文俊沒有被炒反而升職。
自己升任領隊協調新教練、隊員及領導層三方面工作。亦會向教
練提部署意見。

目前標準灝天教練層分工更細，韓援尹東憲專心教練一職，卓
卓任助教兼球員，潘文俊依然任守門員教練，三人組成教練團。

招重文指出，早前輸給港會確令高層不滿，事後亦有開大會
檢討，並定性為個別場上球員輕敵，未有做好帶領華將的角色。
據悉，最令球隊內部嚴重不滿的並非輸給對手及球員遊魂，

而是散播領導層震怒炒兩名教練的謠言，謠言令灝天金融誤以為
招重文被炒，而萌生撤資、與招重文共進退的念頭。

招重文升任領隊 否認被炒

WCBA周日揭幕
增設錄影回放

■北京女籃（紅衫）16日將踏
上衛冕之旅。 資料圖片

■足協肯定高洪波（前）工作，
並尊重其辭呈決定。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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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售出。不過，當晚到場的14498名觀眾並沒有看到太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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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進攻時踩到防守的對方球員後表情痛苦地倒地，之後蹣跚着下場，上場
時間也止於6分52秒。

“我不清楚具體的術語怎麼說，但我知道是腳踝扭傷，因為還沒有來
得及跟訓練師交流，所以我不甚清楚傷得是否嚴重。”出現在賽後發佈會
上的根度爾表情嚴肅。在之後的球員發佈會上，戴維斯也未像在上海站時
一樣出現，而是由史提芬遜代勞。至於在經過檢查確認後，“一眉”被證
為右腳踝二級扭傷，預計將缺席10到15天，能否出戰新賽季首戰還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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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斯在上季末期就因為傷病問題高掛免戰牌，鵜鶘也屢受傷病困

擾，未能打進季後賽。根度爾有些無奈地表示，這種情況似乎已經司空見
慣，“這個時候我會看看球隊名單裡誰還能打，做一些調整。不過這確實
讓人沮喪，很讓人沮喪。”他繼續說道，“好像我們擺脫不了這種狀況，
球隊似乎從來沒有真正地在一起打過球，因為總有人在傷病名單上。”

開局打得太差不敵火箭
本場鵜鶘首節就被火箭打了一個14:31，比賽在半場就失去懸念，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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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規賽開始之前，我們還有兩場季前賽的機會可以去做些準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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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討論，肯定了高洪波的工作，並接受他的
辭職申請。目前足協已啟動新帥的選拔工
作，至於究竟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足協則
沒有制定明確的要求。
足協專職副主席張劍13日在接受騰訊體

育訪問時透露：“在12強賽過程中高洪波作
為主教練作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協會表示高
度的肯定。比賽進行了4場，取後1平3負的

成績，特別是對烏茲別克一役之後，高洪波
辭職表示了對成績的自責和擔當。”執委會
對於他的工作熱情、業務能力表示了肯定，
同時對他遞交辭呈表示尊重。
“現在時間比較緊，所以必須緊急啟

動應急辦法，選擇新的主教練的工作已經開
始。吸取了之前的經驗，還是會選擇了解中
國足球、亞洲足球的人。”張劍說。至於是
國外還是中國的，並沒有特別要求，足協會
盡可能專業地選擇新任主教練。“只要還有

最後的希望我們還是會盡最大的努力，即便
沒有希望，還是會拚搏。”張劍說，在之前
對12強賽做規劃的時候，就提出“拚搏”
才是最重要的觀點。
而中國足協專職執委、國足領隊于洪

臣則透露，關於選帥的時間表，正常情況是
技術委員會形成專家組制定標準，程序不會
少，但是會加快，計劃20號左右能夠選
出，這個是一個理想時間。

■記者 陳曉莉

足協接受高洪波辭職 下周定新帥

2016－2017賽季中國女子
籃球聯賽（WCBA）將於周日
拉開帷幕，衛冕冠軍北京女籃
將在揭幕戰中主場迎戰遼寧女
籃。聯賽將增加主教練申請
“錄影回放”的規定，教練員
對隊員打架負連帶責任。

隨着里約奧運會的結束，
中國女籃備戰2020年東京奧運
會工作也將正式啟動，提高聯
賽競技水準被納入到新周期奧
運備戰工作體系中，女籃聯賽
成為備戰奧運的重要組成部
分，第16個賽季WCBA聯賽的
主題定為“蓄勢”。
增加錄影回放成為新賽

季聯賽的一大亮點。為不斷
提高裁判員判罰的準確性，
減少裁判員錯漏判的發生，減少判罰爭議，從常規賽開始，
臨場裁判員可以根據國際籃聯《籃球規則》中即時回放的有
關規定，使用比賽現場的錄影回放技術，對在比賽過程中賽
場上出現的情況作出正確的判定。
聯賽同時增加主教練申請“錄影回放”的規定，適用範圍限

於三種情況：是誰最後使球出界；隊員是在做3分投籃還是2分
投籃；當24秒計時鐘響時，球是否已離開投籃隊員的手。

另外，教練員對隊員打架負連帶責任。如在一起打架的過程
中，本方球隊有1名隊員參與了打架，則教練員自動停賽3場。
如在一起打架的過程中，本方球隊有2名或以上的隊員參與打
架，則教練員自動停賽5場。一個運動隊在一個賽季中如發生兩
起打架事件，則教練員將被取消本賽季執教資格。
另外，中國籃協還在官方網站上公佈2016-17賽季CBA將在

本月29日開賽，揭幕戰為衛冕冠軍四川隊將在主場迎戰北控男
籃。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港超職業足球隊標準灝天月
初以2：3負於業餘軍港會，球會即傳出兩名教練招重文及潘文俊
一齊被炒魷魚的壞消息，但日前已遭招重文否認。

日前招重文出席有份合作的飛躍晨曦足球學校為他舉行的46
歲生日會。會上，他表示自己及拍檔潘文俊沒有被炒反而升職。
自己升任領隊協調新教練、隊員及領導層三方面工作。亦會向教
練提部署意見。

目前標準灝天教練層分工更細，韓援尹東憲專心教練一職，卓
卓任助教兼球員，潘文俊依然任守門員教練，三人組成教練團。
招重文指出，早前輸給港會確令高層不滿，事後亦有開大會

檢討，並定性為個別場上球員輕敵，未有做好帶領華將的角色。
據悉，最令球隊內部嚴重不滿的並非輸給對手及球員遊魂，

而是散播領導層震怒炒兩名教練的謠言，謠言令灝天金融誤以為
招重文被炒，而萌生撤資、與招重文共進退的念頭。

招重文升任領隊 否認被炒

WCBA周日揭幕
增設錄影回放

■北京女籃（紅衫）16日將踏
上衛冕之旅。 資料圖片

■足協肯定高洪波（前）工作，
並尊重其辭呈決定。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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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金日成體育場翻修工程竣工

位於平壤市牡丹峰

區的金日成體育場

翻修工程日前完工

，於 10月 9日舉行

了竣工儀式。翻修

後的體育場擁有超

過 40000 個座位，

足球場上鋪設了新

的人工草皮，體育

場設有運動員入場

大廳、國際足聯辦

公室、裁判員室、

教練室、采訪室、

興奮劑檢查室、醫

療室、科技普及室

等現代化體育、文

化和服務設施。

英威廉王子夫婦出席活動
王妃印花連衣裙優雅大方

當地時間 2016年 10月 10日，英國倫敦，威

廉王子夫婦和哈裏王子出席世界精神衛生日紀念

活動。

愛沙尼亞首位女總統卡柳萊德宣誓就職

當地時間10月10日，愛沙尼亞新當選女總統克爾斯季· 卡柳萊德(Kersti Kaljulaid)在首都塔林出席總統宣誓就

職儀式。卡柳萊德是愛沙尼亞首位女總統。

美國舉辦背老婆障礙賽
選手們穿過險阻不離不棄

近日，第 17屆北美背老婆障礙大賽在美國緬因州紐裏市舉行，Elliot Storey夫婦以 59.18秒

的時間內穿過了254米的障礙區獲得了冠軍。

朝鮮慶祝勞動黨成立71周年
當日，平壤市民紛紛來到萬壽臺廣場，向金

日成、金正日銅像獻花，對已故領導人表達敬意

，慶祝朝鮮勞動黨成立7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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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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預訂全年酒席﹑社團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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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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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國慶雙節相繼落幕，中

國電影觀眾滿意度調查顯示，國產

影片國慶檔期滿意度為 82.7分，超

過對今年已經結束的所有檔期的調

查結果，創下了截止到目前的年度

檔期最好成績，這壹分值也超過了

去年國慶檔期3.1分。其中，《湄公

河行動》以 84.5分獲觀眾滿意度第

壹，《從妳的全世界路過》以 83.1

分排名第二，他們也是今年單片滿

意度總排名的第三與第四名。

中國電影觀眾滿意度調查是由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聯合藝恩聯

合進行的觀眾抽樣調查，從 2015年

春節檔期開始，至今已完成了對 10

個檔期的調查。今年暑期檔後，滿

意度調查擴大了調查影片數量和樣

本數量。中秋、國慶兩個檔期的調

查對象包括中秋檔七部國產影片和

國慶檔四部國產影片，覆蓋壹、二

、三、四線共11個城市。

滿意度先抑後揚
國慶檔口碑與票房同步拉升
暑期檔後接棒的中秋檔表現不

溫不火，檔期滿意度降至 73.7分的

年內低點，環比下降7.1分。中秋檔

調查的七部重點國產影片均處於比

較滿意狀態，《大話西遊》還跌破

了7.0分。而隨後國慶檔發力，檔期

滿意度上升了9.0分。

從具體影片表現來看，中秋檔

影片票房與口碑分化相對明顯。中

秋檔七部影片中，僅《追兇者也》

、《七月與安生》、《反貪風暴》

三部影片的票房與滿意度表現相對

均衡，滿意度最高的《我的戰爭》

票房收入倒數第三，《大話西遊3》

滿意度排名墊底，卻是中秋檔票房

冠軍。而國慶檔則整體表現比較均

衡，其中，《湄公河行動》、《從

妳的全世界路過》票房與滿意度雙

高；《王牌逗王牌》票房不高，但

滿意度進入“滿意＂區間；《爵跡

》滿意度和票房均差強人意。

動作類型片突圍
國產青春片有驚喜

從中秋、國慶兩個檔期整體看

來，主旋律電影表現搶眼，兩部動

作類型片《我的戰爭》和《湄公河

行動》均為檔期滿意度第壹名。其

中改編自真實事件的《湄公河行動

》以性格飽滿的硬漢人物及激情熱

血的動作打鬥強勢圈粉，成為國慶

檔滿意度冠軍的同時，票房也壹路

飆升最終登頂。同為愛情題材的

《七月與安生》與《從妳的全世界

路過》均表現不俗。中秋檔滿意度

及票房均進入前三的《七月與安生

》，作為 2016年國產青春愛情片難

得的口碑之作，影片女性化的細膩

敘事給早已對同類型國產片產生審

美疲勞的觀眾們帶來不少驚喜。集

熱門 IP、鮮肉與實力演員、導演與

編劇大卡司為壹體的《從妳的全世

界路過》則取得國慶檔滿意度第二

、票房第二的佳績。

三大指數傳播度仍最高
國慶檔新鮮度觀眾認可較高
從檔期三大指數來看，國慶檔

觀賞性指數、思想性指數及傳播度

指數均為年內最高。中秋檔傳播度

75.2 分，國慶檔傳播度 84.2 分，依

舊為檔期內最高。

從中秋、國慶兩個檔期影片的

具體表現來看，《從妳的全世界路

過》憑借優質主創、暖心臺詞及唯

美畫面的綜合實力，位列觀賞性指

數第壹位；熱血力作《湄公河行動

》上映後以其過硬的品質實現了口

碑的持續發酵，思想性指數及傳播

度指數均位列第壹，影片最終實現

了票房和口碑雙逆襲。另外，雙檔

期滿意度最低的《大話西遊3》的三

大指標紛紛墊底，再度表明 IP改編

早已非靈丹妙藥，缺乏故事性、創

意性和思想深度的影片難以獲得大

眾認可。

從新鮮度來看，國慶檔的 82.8

分為年內最高分，表明國慶檔影片

整體創新性獲得觀眾較高的認可。

按照美國爛番茄網把得分 75分以上

的影片評為“新鮮＂來看，中秋檔

七部影片中四部影片進入新鮮區間

，國慶檔四部影片全數進入新鮮區

間且得分均超 80 分，其中打“環

保+動作+愛情＂組合拳的《王牌逗

王牌》得分居第壹位。滿意度第壹

的《湄公河行動》新鮮度排名第四

，表明影片在情節設計上仍需擺脫

俗套，不落窠臼。滿意度排名第四

的《爵跡》新鮮度排名第三，影片

在國內首次采用全CG（計算機動畫

）捕捉技術進行真人動作捕捉，帶

給觀眾較為新鮮的觀影體驗。

2016年國慶檔以 15.79億元票房

、5083萬人次的成績落幕。票房雖

然較 2015年“史上最強國慶檔＂的

18.6 億元票房有差距，但觀眾滿意

度卻不降反升，足以顯見，中國電

影界追求創作質量的努力正在逐步

顯現成果。

開心麻花喜劇電影《驢得水》獲贊
111分鐘爆笑不斷

近日，喜劇電影《驢得水》在北京中國傳

媒大學舉行提前點映，導演周申、劉露攜演員

任素汐、劉帥良、裴魁山、韓彥博、王堃現身

，與學子交流互動。影片引起熱烈反響，在

111分鐘的觀影過程中，觀眾席共爆發出178次

掌聲，被贊“太驚喜了＂。

《驢得水》是開心麻花第二部大銀幕作品

，作為高校巡演的首站，電影《驢得水》在中

國傳媒大學的反響超熱烈，1500人的觀影現場

座無虛席。觀影過程中，笑聲此起彼伏。放映

結束後，導演周申、劉露和主演任素汐、劉帥

良、裴魁山、韓彥博、王堃身穿金句“睡服＂

亮相，收獲如潮掌聲。

對於電影的靈感，導演周申坦言來源於

2009的壹個消息，“甘肅的壹個山區，他們說

地方很缺水，就有壹頭驢專門拉水＂。導演劉

露則透露，片中有很多自

己關於生活的感悟。而影

片的最大主旨則是如何守

住底線。

談起拍攝過程，主演任素汐稱性格中的某

方面和人物相似，“我沒有塑造，我也不太擅

長把自己變成另外壹個人，在我的表演觀念裏

，所有的角色都應該是自己身體裏的壹部分，

她的很多狀態都是我的常態＂。電影中，任素

汐演唱的歌曲《我要妳》給同學們留下了深刻

印象，面對同學們強烈的呼聲，任素汐壹展歌

喉，與歌曲創作者樊沖合作演唱。作為《驢得

水》的“新人＂，劉帥良表示非常感謝導演周

申和劉露，周申則稱看中“他非常像這個角色

＂，選角時更通過三輪試鏡才確定由他出演鐵

男。而由裴魁山扮演裴魁山，則是導演周申

“偷懶＂的結果，“想名字太費事了，我都是

用朋友的名字＂。據悉，電影《驢得水》將於

10月28日在全國公映。

十月影市進口片當家
國產片各具特色星光淡

國產片：
各具特色星光淡

縱觀整個十月的電影排片表，國產

電影雖然數量不少，整體的星光卻顯得

很暗淡。其中有相當大壹部分是驚悚題

材，海報和預告片粗制濫造，名不見經

傳的主創名單給人壹種“草臺班子＂的

感覺。根據過往的經驗，這樣的國產片

無非是想蹭個驚悚的噱頭，並沒有真心

想在市場上有所作為。不過，還有壹些

十月上映的國產片，雖然也沒有強大的

明星陣容，卻有各自的特色和針對的觀

眾群。還有些電影已經提前點映，並收

獲了不錯的口碑。

定於 10月 14日上映的犯罪類型青春

成長題材電影《黑處有什麽》由王壹淳

執導，蘇曉彤、陸琦蔚、郭笑、劉丹主

演。

《黑處有什麽》今年以來曾在柏林

、上海、紐約等影展上亮相，被認為是

壹部風格獨特的青春片，不久前又在全

國十個城市舉行了巡回點映，收獲了不

錯的口碑，也吸引了曹保平、楊樹鵬等

業內知名導演的關註。敘事上，《黑處

有什麽》采用了少女的青春成長和連環

兇案作為並行的線索，導演王壹淳還特

地摻入了很多90年代的個人成長回憶。

同樣在 10月 14日上映的《愛神箭》

，是壹部有全新面孔的“小鮮肉＂擔綱

主演的都市輕喜劇。

編劇馬誌全兼任導演，主演包括應

昊茗、趙圓援、郭柯彤、李亭哲、儲小

蕾、瞿澳暉等新生代年輕演員。馬誌全

表示，《愛神箭》是壹部有人情味的愛

情輕喜劇。“影片的創作定位就是要展

現人性美好的壹面，歌頌真善美，贊美

親情、友情、愛情。現在錢很多，可人

情味少了。我希望多壹點兒人情味。＂

開心麻花團隊繼《夏洛特煩惱》大

賣之後，定於 10月20日推出第二部喜劇

電影《驢得水》。《驢得水》原話劇影

響力頗大，曾獲何炅、賈玲、鸚鵡史航

等名人大V力挺，在各大網站的評分與

口碑均居高不下。此番改編成同名電影

，仍由原

話劇編劇

導演周申、劉露編導，演員班底也主要

由原話劇班底組成。鑒於《驢得水》話

劇的影響力，加上《夏洛特煩惱》電影

改編的成功案例在前，電影《驢得水》

未映先紅，備受期待。

進口片：
翻拍續集唱主角

相較於國產片的勢弱，十月電影市

場上的進口片更加醒目壹些。

雖然是翻拍和續集之作唱主角，但

要明星有明星、要類型有類型，商業性

十足。其中，既有斯皮爾伯格導演的新

作《圓夢巨人》，也有經典電影的翻拍

之作《賓虛》，知名動作電影的續集

《機械師 2》。明星方面，湯姆 · 克魯

斯、湯姆 · 漢克斯、傑森 · 斯坦森、摩

根 · 弗裏曼等壹系列名字稱得上“金光

閃閃＂。

已經於昨日上映的戰爭史詩巨制

《賓虛》，是派拉蒙和米高梅公司攜手

翻拍的經典老片——1957年版的《賓虛

》拿下 11項奧斯卡獎項。新版《賓虛》

由俄羅斯導演提莫· 貝克曼貝托夫執導，

傑克· 休斯頓和摩根· 弗裏曼挑大梁出演

，影片在海戰戲和戰馬戲上大做文章，

采用實景和CG技術相結合的方式拍攝。

除了致敬經典，新版《賓虛》也在

兄弟情上加重筆墨，主打視覺效果。

10月 14日上映的《圓夢巨人》是斯

皮爾伯格的電影新作，他此前拍攝的

《侏羅紀公園》、《戰馬》、《丁丁歷

險記》等都曾在中國上映。昨日的首映

式上，斯皮爾伯格親臨現場分享創作歷

程：“在買下《好心眼兒巨人》這部小

說的電影版權後，用了 10年時間等待電

影制作技術成熟，只為完美詮釋這個故

事。＂斯皮爾伯格的親臨吸引了眾多電

影圈粉絲的助陣，黃磊、範冰冰、馬思

純、李治廷均有到場。值得壹提的是，

黃磊父女參與了《圓夢巨人》的中文版

配音。黃磊現場自豪地表示：“斯皮爾

伯格的作品在我上學時就是我學習的典

範。＂

10月 21日，傑森· 斯坦森的《機械

師 2》和湯姆· 克魯斯主演的《俠探傑克

：永不回頭》將同日上映。這兩部均是

系列電影的續集，傑森· 斯坦森在《機械

師2》中繼續扮演頂級殺手亞瑟，展現亞

瑟 5年後的生活：他為了拯救傑西卡· 阿

爾芭扮演的女友吉娜而重出江湖；最新

壹集的《俠探傑克》講述湯姆· 克魯斯扮

演的傑克繼續陷入陰謀鬥爭，必須洗清

自己的罪名。該片導演愛德華· 茲威克之

前的作品包括《燃情歲月》、《莎翁情

史》、《毒品網絡》，相信會為這部續

集的質量加分。

10月 28日，大銀幕將迎來中美同步

上映的《但丁密碼》，這也是本月最值

得期待的進口大片。與2005年的《達· 芬

奇密碼》、2009年的《天使與魔鬼》壹

樣，《但丁密碼》同樣是根據美國暢銷

書小說家丹· 布朗的小說改編。湯姆· 漢

克斯時隔 7年再度出演哈佛大學符號學

專家羅伯特· 蘭登教授。這次邪惡的科學

家想用病毒將地球變成但丁《神曲》中

描繪的地獄，頭部受創失憶的蘭登教授

在女醫生西恩娜· 布魯克斯等人的幫助下

，壹邊尋回自己的記憶，壹邊從諸如但

丁、米開朗琪羅等大師的作品中破譯邪

惡科學家的陰謀。

國產電影“四大神獸”：《從妳的全世界路過》、《湄公河行動》、《爵跡》、《王牌逗
王牌》亂鬥“十壹”檔，依然沒能撐起壹個票房正增長的檔期，接下來的十月還能靠什麽延續
電影市場的熱度？答案是——進口片。從院線的排片表來看，十月影市上映的國產新片普遍比
較勢弱，只能靠特色取勝；進口片類型豐富、星光熠熠，有望成為十月票房的主力軍。

C3體育圖片
星期五 2016年10月14日 Friday, October 14, 2016

綜合報道 ATP'1000上海大師賽繼續男單首輪角逐，賽會 9號種子特松加直落兩盤完勝德國老將梅耶爾，攜手

新星茲維列夫晉級次輪，茲維列夫淘汰了美國一哥伊斯內爾，另外一位發球機器卡洛維奇亦被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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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北京時間10月10日淩晨2點45分，2018年世界杯預選賽歐洲區G組展開第3輪

角逐，意大利客場對陣馬其頓。貝羅蒂的射門幫助意大利取得領先，下半場比賽馬其頓連扳

兩球，隨後因莫比萊梅開二度，幫助意大利3-2絕殺馬其頓。

綜合報道 北京时间 10月 10日，跳水女神何姿外出度假，并晒出了自己早起晨练网球的

照片。从照片上来看，何姿身穿运动bra曼妙身材一览无余，笑容灿烂，青春活力。

綜合報道 10月11日，亞特蘭大老鷹隊在季前賽中找回贏球感覺。面對缺少了勒布朗、厄文和勒夫的克裏夫蘭

騎士隊，霍華德展現統治力得到26分和8個籃板，塞弗洛薩得到12分和5個籃板，老鷹隊憑借第四節攻勢重新確立

領先位置，他們在主場以99-93擊敗騎士隊。老鷹隊戰績變爲2勝1負，騎士隊結束季前2連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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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丞琳與男友李榮浩感情穩定，工作上也相
輔相成，她新專輯收錄2首男友創作，其中〈觀眾
〉邀來她戲劇生涯中，重要合作對象賀軍翔（小
美）、羅志祥（小豬）及潘瑋柏合拍MV，話題十
足；此外，她在MV裡8度披婚紗，過去總說結婚
不需伴娘的她，這次改稱要伴娘幫忙拉裙襬，認
真思考將來結婚規畫。

小美曾與她合作《惡魔在身邊》、《換換愛
》，這次在MV裡詮釋她少女時期的男友，2人上
演火爆分手戲碼，互相拉扯又拳腳相向，她發狠
咬他手臂，非常入戲。

小豬和她認識最久，2人曾傳不合，直到2009
年合作《海派甜心》結為好友，小豬自肥謀福利
，提議把 MV 裡親臉頰的戲碼改成親嘴，還說至
少要拍5次，最後親了她4次才收工，不怕李榮浩
生氣。

MV3 位男主角若真要選結婚對象，她坦言
「一定選潘瑋柏」，2人2008年合作《不良笑花》

結為至交，潘自認楊丞琳最愛的人是自己，語出
驚人嗆聲李榮浩： 「她會選我當她老公。」〈觀
眾〉MV 已在楊丞琳官方臉書及 YouTube 專屬頻
道播出。

楊丞琳唱男友歌3帥相陪 小豬送吻無懼李榮浩

第 2 屆海峽兩岸廣電影視
文化展13、14日在台北華山文
創園區舉行，參展人數與單位
比去年成長百分百，除有大陸
夯劇《琅琊榜》幕後推手侯鴻
亮出席外，霍建華、周迅正拍
攝中的古裝劇《如懿傳》海報
也在會場展出，該劇未拍先賣
，大陸版權費至少已收40億台
幣，而賣給台灣的版權費1集
約 4 萬美金（約 128 萬台幣）
，打破近10年來陸劇銷台天價
。

《如懿傳》在大陸由騰訊
獨家版權，90集的戲，1集版
權費達4500萬台幣，衛視由江
蘇、東方共出資，1 集約 3000
萬台幣，海外版權由福斯國際
搶下，並找緯來、愛奇藝共出
資分享台灣版權，福斯公司昨
表示，台灣高價買入，能否回
本要看運氣。胡歌主演的《琅
琊榜》去年在兩岸締造話題，
製片侯鴻亮昨帶著《琅 2》來
台，成為焦點。

43歲的侯鴻亮製作過《偽
裝者》、《歡樂頌》等膾炙人
口的電視劇，《琅琊榜》也叫
好叫座，外界關心《琅 2》進
度，他表示續集12月開拍，幕
後團隊一樣，但卡司全翻新，
從胡歌、王凱及李立群、黃維
德都不會出現，外傳唐嫣、劉昊然將參演，他未
證實，但坦言影視圈常說續集會不如第1集，讓他
壓力頗大。

大陸戲劇市場生機勃勃，其實內含隱憂，侯
鴻亮認為，從業人員不夠專業是最大問題，他堅

持創新和專業性。八大前副總賴聰筆現為時創影
業總經理，他昨亦對文化部喊話，未來的戲劇戰
場在新媒體，台灣團隊到大陸製作網劇，因有發
行許可證而無法在台播出，台灣應跟著時勢改變
。

霍建華《如懿傳》1集128萬天價銷台
打破近10年來陸劇價格

「蛇姬」林采緹，因為男友胡睿兒在家
呼麻被捕，連帶被帶回警局採尿送驗，結果
尿液成分呈陽性反應，讓原本堅稱沒吸毒的
她慘遭打臉，而神隱七天的她昨晚則在微博
發文 「沒有什麼事情是過不去的」，似乎已
走出吸毒風波。

林采緹在微博PO照發文，照片中她面露
甜美笑容，似乎已經走出吸毒陰霾，對於日
前臉書被網友嗆爆，她似乎也早不在意，在
微博寫道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生活一樣
要過，所有經歷都是過程跟經驗，都是我人

生的一部分，不埋怨不後悔，好與不好都能
從中獲得」，對於日前接連的醜聞都當成人
生挑戰的關卡，文末她更寫道 「沒有什麼事
情是過不去的，我還是我，keep real」，不斷
為自己打氣加油，以正面樂觀態度來面對這
一切。

不過對於她表態想改過自新，少數網友
似乎不太領情，紛紛留言 「吸毒的你還是?說
話」、 「有些東西一碰就?機會了」，但仍有
粉絲紛紛加油打氣，表示人生還很長，只要
趁早改過都有機會。

撇吸毒慘遭打臉
林采緹 「沒有事情是過不去的」

蕭敬騰（老蕭）愛犬貓成痴眾所皆知，他13
日攜手 「獅子合唱團」為動物星球頻道全新節目
《汪星人的故事》拍攝形象短片，呼籲關心流浪
動物。他感性說： 「我家裡的寵物都是領養來的
，他們現在都是我的家人，只要你對牠好，牠也
會拿出真心回應你。」

他家裡養了4隻狗3隻貓，原打算帶毛孩子一
起入鏡，卻因太寵毛孩子，沒辦法配合表演坐下
、握手等指令而作罷，他苦笑說： 「好想帶我們
家麻麻和 Coffee一起跑通告，但牠們有時候太失

控，只好請牠們在家裡讓我養就好。」
老蕭的經紀人Summer表示： 「老蕭完全沒教

過家裡毛孩子任何指令。」只因不想命令牠們。
他昨在現場與狗演員玩得不亦樂乎，見老蕭對狗
唯命是從， 「獅子」其他團員笑說： 「以後練團
都要帶狗來，或是我們自己扮成狗，我們彈什麼
他都會說好！」老蕭還與 「獅子」一起跟狗兒們
玩起即興創作，看到狗演員彈鋼琴的萌樣，大讚
比團員彈得還要好，讓團員非常吃味。

除了玩音樂，老蕭對流浪貓狗議題相當關注
，每回看到虐待動
物的新聞都令他心
疼： 「他們同樣都
是地球上珍貴的生
命，更是重要的家
人，應該尊重、愛
護牠們。」
《汪星人的故事

》探索狗和人類長
久關係的起源，看
牠們從凶猛的獵食
動物，變成最得人
心的毛寶貝，20日
起每周四晚間 8 點
首播。

老蕭唯狗命是從團員吃味
看毛小孩彈琴 大讚比 「獅子」 棒

女神安心亞趁著新專輯《人生要漂亮》
宣傳空檔，9 日前往參觀 「預見 Coming into
Fashion，VOGUE 跨世紀時尚攝影展」，她
為此獻出 「導覽員」處女秀，開直播為粉絲
介紹作品，分享照片背後的故事，還 「超級
名模」上身，當場挑戰起時尚的 「VOGUE」
姿勢，不計形象在照片前搔首弄姿，用活潑
搞笑的方式拉近距離，同時與現場觀眾、網
友互動，短短20分鐘的直播，吸引超過4萬
名粉絲觀看，讓粉絲大讚： 「親切又可愛。
」

她最欣賞舒淇的攝影作品，大讚： 「舒
淇表情是最難的，我自己都要抓很久，她的
眼底充滿故事，內心有多話想說，很有神祕
感，讓人想去探索、了解她。」更直呼：
「她把眼神與情緒詮釋得很到，舒淇是我的

女神啦！」粉絲嘴甜回應： 「妳看見妳的女
神，但妳是我們大家的女神。」

她仔細鑑賞每個作品，在最角落找到影
后張曼玉的照片，她形容： 「攝影師補捉到
最真實的她，畫面中她自然自在，構圖跟人
物都很美。」看到 「男神」黃渤，激動說：

「他好帥喔！
非常有魅力，
看完電影就會
愛 上 他 ， 光
《西遊降魔篇
》我就看了 20
次。」頻向工
作人員交代，
「黃渤來看展

一定要通知我
。」最後她在
紀念品區開心
血拼，更邀大
家趕緊去瞧瞧
。

安心亞VOGUE上身超模Look
看時尚攝影展拜倒舒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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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為慶祝著名Disco荷東 30周
年，於11月5日在香港亞博舉行
《百利達荷東紀念演唱會》，由一
眾上世紀80年代具代表性的外
國歌手演出，13日記者會上，邀
得陳百祥（叻哥）、陳欣健、Joey
Tang及搞手楊振龍出席，至於譚
詠麟、阮兆祥及張立基等則有拍片
段支持。

陳欣健和叻哥表示今次是跟酒
商合作的紅酒有份冠名贊助，而阿
叻是由當年荷東股東之一的陳欣健
帶到Disco，在內曾有不少紅星的
驚奇和驚喜趣事，因為每晚都有不
少人飲醉酒，洪金寶、成龍和楊紫
瓊都是常客，鄧麗君曾在那裡開過
生日會，還感動流淚，不過她要在
凌晨12時前離開，因為其男友會
來電找她。叻哥又指當年正值電影
黃金時代，成奎安和陳惠敏都因去
玩，見他倆樣子夠兇神惡煞被發掘
去拍喜劇。

至於楊振龍曾在在荷東負責打
碟，他記憶最深是梅艷芳跳舞最型
格，要數最好酒量的都是阿梅和劉

嘉玲，周星馳倒會靜靜坐着專心聽
歌。楊振龍透露今次演唱會邀得有
“真人芭比”之稱的烏克蘭歌手
Valeria Lukyanova赴港獻藝，還希
望唱過意大利歌手Gazebo改編歌
曲的譚詠麟來現場合照。他希望
80年代的藝人朋友都來參加今次
的派對，共同懷舊一下。

細數巨星昔日Disco趣事
叻哥揭鄧麗君凌晨前交人

■“真人芭比”Valeria Lukyano-
va與荷東DJ楊振龍合照。

■眾人舉杯預祝演唱會成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
釗）鄭嘉穎、曹敏莉與惠英紅
等人13日晚出席《屈臣氏健康
美麗大賞》活動，懷有6個月
身孕的曹敏莉大腹便便到場，
她透露生完此胎男孩後就正式
“收爐”，她更催同場的嘉穎
早點結婚生子。

曹敏莉透露預產期約年
底、明年初，至今已增重了10
多磅，現在身體狀況不錯也睡
得好，她說：“只是懷孕初期
嘔得嚴重，可能受荷爾蒙影響
到，但總算精神。頭兩胎都陀

得很好，大女更兩星期就戒夜
奶，希望兒子都一樣乖。”問
到生完第三胎是否宣佈“收
爐”封肚，她笑道：“都是，
雖然結婚時先生想過生4個，
但生完兩個才知照顧小朋友很
忙，現在他們入學才生第三
個，不想他們年齡相差太
遠。”

鄭嘉穎一到場就恭喜曹敏
莉再當媽媽，問到何時到他做
爸爸？他說：“要循序漸進一
步一步來，現在沒有計劃，雖
然媽咪好想有，但急不來，有

好消息一定通知大家。”工作
忙碌的嘉穎表示13日晚活動後
就要飛到長春出席電影節，因
他主演的電影《貧窮富爸爸》
有份參展，近日都要忙做宣
傳。至於舞台劇《風雲》的準
備情況，嘉穎稱已開始初步錄
音和各自綵排，因為舞台劇明
年4月才演出，總綵排相信到
演出前兩個月才開始。

提到女友陳凱琳與吳岱融
在《巨輪II》中的演出成為話
題，嘉穎說：“我都有看過，
相信是監製設計好的劇情，每

部劇有高低潮才有追看性。”
笑問他有否看不慣女友被人侵
犯，他說：“不會，反而媽咪
就反應大，可能覺得她入行不
久就要做這些，我當然知道只
是做戲。”

成家立室循序漸進

嘉穎認阿媽想抱孫

■鄭嘉穎甫到場就恭
喜曹敏莉再當媽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陳煒
（煒哥）、阮兆祥（祥仔）、衛志豪、
泰臣及張智恆等13日出席無綫全新飲食
節目《煒哥的味道》記者會，煒哥更即
席示範一味“蟹粉鳳尾蝦窩巴”供嘉賓
主持及監製品嚐，祥仔試食時不小心整
跌食物，之後要煒哥餵他。

煒哥早前去了台灣及雲南拍攝節
目，她大訴苦在戶外拍攝辛苦之餘更曬
到長斑。祥仔透露煒哥的台灣老公顏志
行專程從台北開幾個小時夜車到台南探
班，節目中更粉墨登場下廚。煒哥指老
公都同樣喜歡烹飪，所以去看她拍攝食
材，又帶了相機去拍照。首次有飲食節
目上映，煒哥坦言心情緊張，都希望收
視理想，可以開拍第二輯，與老公夫妻
檔到西班牙拍攝。祥仔表示與煒哥有共
同朋友，都會一起吃飯，知道她煮食很
叻，尤其是煮泰菜，味道比很多師傅更
地道，所以煒哥邀請他拍攝即時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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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徐
濠縈、周汶錡、吳千語、鍾浠文13日
出席由 Victoria Beckham聯同護膚品
牌推出限量彩妝系列的發佈會，當中
千語的露腰裙和鍾浠文的tube top低
胸裝最性感。

千語被問到有傳無綫高層樂易玲
力邀其男友林峯回巢，千語覺得是假
新聞，但知道阿峯和樂小姐有聯絡，
雖然阿峯離開無綫，他和樂小姐仍是
好朋友，而千語則沒有多問男友關於
工作的事，問她男友返無綫的話會否
支持？她說：“他做任何事都會支
持，但我經驗淺，很少給意見，（希
望一起拍劇？）沒有想過，（有傳阿
峯想開工作室？）看他想點，我知他
想突破自己多作嘗試，總之我會支持
他，（你會否加盟他工作室？）不

會，他也沒提過，我們工作上是分開
的。”

徐濠縈積極造人
阿徐指從沒見過碧咸嫂，但就大

讚對方能夠擁有個人事業和照顧到一
屋四個小朋友，這正是她的夢想。育
有一女的阿徐被笑尚要生三個才能貼
近碧咸嫂，她雀躍謂：“我都好想，
正努力中，要趕尾班車。”

陳奕迅（Eason）在這兩年都不
停舉行巡迴，下周在北京是壓軸一
站，是以阿徐約好一班朋友到北京支
持，之後有時間便可以嘗試造人。阿
徐也有向身邊朋友請教生子秘方，但
她不想有太大壓力，她又稱原本想要
馬騮（指猴年寶寶），正好女兒12歲
一個循環，可是老公太忙便告吹了。

千語沒想過同林峯拍劇

望出海
蒂達想見曼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Marvel超級英雄片《奇異博士》（Doc-

tor Strange)全球宣傳活動13日正式展開，首站來到香港舉行亞太區記者

會，英國男神班尼狄甘巴貝治(Benedict Cumberbatch）、金像女星蒂達史

雲頓（Tilda Swinton）、導演史葛迪歷克遜 (Scott Derrickson）以及Mar-

vel主席兼該片監製奇雲費治（Kevin Feige）齊齊現身宣傳，吸引過百本地

及海外傳媒出席。

記者會開始前，先播出《奇異博士》的精
彩片段，再由班尼狄粉絲兼大會主持Do

姐鄭裕玲介紹4人出場。《奇異博士》改編自
1963年推出的漫畫，奇雲表示：“這是我的職
責，多年來一直想將這個故事搬上銀幕。”史
葛指《奇》片講述的是一個全新的平行世界，
涉及超自然和魔法，令他很感興趣。

全劇組遷就班尼狄檔期
談到為何選班尼狄演奇異博士和蒂達演至

尊魔法師古一，奇雲直言：“準則就是找最好
的演員，而多年來班尼狄一直是我們的首選，
我們甚至為了遷就他的檔期而更改電影拍攝時
間表，是Marvel電影史上第一次。”史葛謂他
們很幸運，主演都是他們心目中的首選，“尤
其古一我是以蒂達為原型去寫，完全為她度身
訂造，如果她拒演，我要重寫劇本。”

之後，Do姐問班尼狄如何準備角色前，
先向男神打招呼兼自爆是其超級粉絲，班尼狄
聽後笑一笑，稱很榮幸。他謂準備工作與拍其
他電影沒有分別，只是今次又要吊威亞又要周
圍跑，以及有不少打戲，體力上要求很大，當
然也要熟讀劇本理解角色，他還趁機讚史葛劇
本寫得好。蒂達謂戲中都要跑和打，也認同班
尼狄的論點，準備功夫與其他作品差不多，但
她直言：“每次站在鏡頭前都會問自己一個問
題，我在拍什麼電影？這是Marvel電影，而且
由史葛執導，是獨一無二的。”

班尼仔成片場開心果
另外，談到拍攝期間最難及最有趣的地方

時，班尼狄謂最難的正是最有趣的，尤其要演
活角色由自大醫生慘遭車禍雙手被毀到變成超
越英雄的心路歷程。至於蒂達在戲中要光頭，

是否化妝最有趣？她笑言：“化妝？我沒化
妝。我現在戴了假髮。”

今次是二人首度合作，問到拍攝期間有何
趣事？二人聽後大笑，蒂達直言：“我們拍得
很開心。當時我迷上了一款手機遊戲，一有空
就玩，但班尼狄的BB很令人分心。”班尼狄
也直認兒子在片場影響力大，工作人員明明很
累無精神，一見到兒子馬上醒來。史葛就趁機
讚班尼狄非常敬業和勇敢，親自上陣拍打戲，
還因而受傷，直言：“他絕對是武打巨星。”
問到想擁有什麼超能力？班尼狄想飛，蒂達就
想可抵抗時差。

紅地毯玩自拍大顯親民
最後，談到在港想做什麼，奇雲表示兩小

時後會去吃點心；班尼狄指13歲赴港時曾出海
游泳，希望今次可以重溫一下；蒂達透露在香

港有朋友，叫Maggie Cheung（張曼玉），期
待同對方見面；史葛就想行下海旁。之後，大
會安排點睛儀式，他們各執一個迷你獅頭點
睛，期許新片大賣。

晚上，四位主創移師尖沙咀海旁舉行啟動
禮，吸引過千名市民圍觀。到8時44分，奇雲
打頭陣現身紅地毯，蒂達在藝術家男友陪同下
現身。其中班尼狄和蒂達不停跟粉絲玩自拍，
收到公仔的後者更狂做愛心手勢。班尼狄指他
會在未來兩集《復仇者聯盟》亮相，最想和鐵
甲奇俠交手，又謂拍過Marvel電影的男星都是
他的男神。問到蒂達有否邀請張曼玉出席紅地
毯活動時，她稱曾用電郵和曼玉聯絡，“但她
好像不在香港。”不過有機會必定介紹曼玉給
班尼狄識。另外，儘管不懂得廣東話，兩位巨
星也跟隨記者講出“我愛你哋（我愛你
們）”、“你好”等，親民程度爆燈。

《奇異博士》首站訪港造勢

■導演史葛迪歷克遜、班尼狄甘巴貝治、蒂達史
雲頓及監製奇雲費治接受鄭裕玲訪問。 莫雪芝攝 ■鄭裕玲成功集班尼狄郵。

班尼狄

■班尼狄與

蒂達各執一

個迷你獅頭

點睛。
莫雪芝攝

■4人齊做正輪印手勢啟動儀式。彭子文攝■班尼狄與粉絲自拍。 彭子文攝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6年10月14日（星期五）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為慶祝著名Disco荷東 30周
年，於11月5日在香港亞博舉行
《百利達荷東紀念演唱會》，由一
眾上世紀80年代具代表性的外
國歌手演出，13日記者會上，邀
得陳百祥（叻哥）、陳欣健、Joey
Tang及搞手楊振龍出席，至於譚
詠麟、阮兆祥及張立基等則有拍片
段支持。
陳欣健和叻哥表示今次是跟酒

商合作的紅酒有份冠名贊助，而阿
叻是由當年荷東股東之一的陳欣健
帶到Disco，在內曾有不少紅星的
驚奇和驚喜趣事，因為每晚都有不
少人飲醉酒，洪金寶、成龍和楊紫
瓊都是常客，鄧麗君曾在那裡開過
生日會，還感動流淚，不過她要在
凌晨12時前離開，因為其男友會
來電找她。叻哥又指當年正值電影
黃金時代，成奎安和陳惠敏都因去
玩，見他倆樣子夠兇神惡煞被發掘
去拍喜劇。
至於楊振龍曾在在荷東負責打

碟，他記憶最深是梅艷芳跳舞最型
格，要數最好酒量的都是阿梅和劉

嘉玲，周星馳倒會靜靜坐着專心聽
歌。楊振龍透露今次演唱會邀得有
“真人芭比”之稱的烏克蘭歌手
Valeria Lukyanova赴港獻藝，還希
望唱過意大利歌手Gazebo改編歌
曲的譚詠麟來現場合照。他希望
80年代的藝人朋友都來參加今次
的派對，共同懷舊一下。

細數巨星昔日Disco趣事
叻哥揭鄧麗君凌晨前交人

■“真人芭比”Valeria Lukyano-
va與荷東DJ楊振龍合照。

■眾人舉杯預祝演唱會成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
釗）鄭嘉穎、曹敏莉與惠英紅
等人13日晚出席《屈臣氏健康
美麗大賞》活動，懷有6個月
身孕的曹敏莉大腹便便到場，
她透露生完此胎男孩後就正式
“收爐”，她更催同場的嘉穎
早點結婚生子。
曹敏莉透露預產期約年

底、明年初，至今已增重了10
多磅，現在身體狀況不錯也睡
得好，她說：“只是懷孕初期
嘔得嚴重，可能受荷爾蒙影響
到，但總算精神。頭兩胎都陀

得很好，大女更兩星期就戒夜
奶，希望兒子都一樣乖。”問
到生完第三胎是否宣佈“收
爐”封肚，她笑道：“都是，
雖然結婚時先生想過生4個，
但生完兩個才知照顧小朋友很
忙，現在他們入學才生第三
個，不想他們年齡相差太
遠。”
鄭嘉穎一到場就恭喜曹敏

莉再當媽媽，問到何時到他做
爸爸？他說：“要循序漸進一
步一步來，現在沒有計劃，雖
然媽咪好想有，但急不來，有

好消息一定通知大家。”工作
忙碌的嘉穎表示13日晚活動後
就要飛到長春出席電影節，因
他主演的電影《貧窮富爸爸》
有份參展，近日都要忙做宣
傳。至於舞台劇《風雲》的準
備情況，嘉穎稱已開始初步錄
音和各自綵排，因為舞台劇明
年4月才演出，總綵排相信到
演出前兩個月才開始。
提到女友陳凱琳與吳岱融

在《巨輪II》中的演出成為話
題，嘉穎說：“我都有看過，
相信是監製設計好的劇情，每

部劇有高低潮才有追看性。”
笑問他有否看不慣女友被人侵
犯，他說：“不會，反而媽咪
就反應大，可能覺得她入行不
久就要做這些，我當然知道只
是做戲。”

成家立室循序漸進

嘉穎認阿媽想抱孫

■鄭嘉穎甫到場就恭
喜曹敏莉再當媽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陳煒
（煒哥）、阮兆祥（祥仔）、衛志豪、
泰臣及張智恆等13日出席無綫全新飲食
節目《煒哥的味道》記者會，煒哥更即
席示範一味“蟹粉鳳尾蝦窩巴”供嘉賓
主持及監製品嚐，祥仔試食時不小心整
跌食物，之後要煒哥餵他。
煒哥早前去了台灣及雲南拍攝節

目，她大訴苦在戶外拍攝辛苦之餘更曬
到長斑。祥仔透露煒哥的台灣老公顏志
行專程從台北開幾個小時夜車到台南探
班，節目中更粉墨登場下廚。煒哥指老
公都同樣喜歡烹飪，所以去看她拍攝食
材，又帶了相機去拍照。首次有飲食節
目上映，煒哥坦言心情緊張，都希望收
視理想，可以開拍第二輯，與老公夫妻
檔到西班牙拍攝。祥仔表示與煒哥有共
同朋友，都會一起吃飯，知道她煮食很
叻，尤其是煮泰菜，味道比很多師傅更
地道，所以煒哥邀請他拍攝即時答應。

陳
煒
想
夫
妻
檔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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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徐
濠縈、周汶錡、吳千語、鍾浠文13日
出席由 Victoria Beckham聯同護膚品
牌推出限量彩妝系列的發佈會，當中
千語的露腰裙和鍾浠文的tube top低
胸裝最性感。
千語被問到有傳無綫高層樂易玲

力邀其男友林峯回巢，千語覺得是假
新聞，但知道阿峯和樂小姐有聯絡，
雖然阿峯離開無綫，他和樂小姐仍是
好朋友，而千語則沒有多問男友關於
工作的事，問她男友返無綫的話會否
支持？她說：“他做任何事都會支
持，但我經驗淺，很少給意見，（希
望一起拍劇？）沒有想過，（有傳阿
峯想開工作室？）看他想點，我知他
想突破自己多作嘗試，總之我會支持
他，（你會否加盟他工作室？）不

會，他也沒提過，我們工作上是分開
的。”

徐濠縈積極造人
阿徐指從沒見過碧咸嫂，但就大

讚對方能夠擁有個人事業和照顧到一
屋四個小朋友，這正是她的夢想。育
有一女的阿徐被笑尚要生三個才能貼
近碧咸嫂，她雀躍謂：“我都好想，
正努力中，要趕尾班車。”

陳奕迅（Eason）在這兩年都不
停舉行巡迴，下周在北京是壓軸一
站，是以阿徐約好一班朋友到北京支
持，之後有時間便可以嘗試造人。阿
徐也有向身邊朋友請教生子秘方，但
她不想有太大壓力，她又稱原本想要
馬騮（指猴年寶寶），正好女兒12歲
一個循環，可是老公太忙便告吹了。

千語沒想過同林峯拍劇

望出海
蒂達想見曼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Marvel超級英雄片《奇異博士》（Doc-

tor Strange)全球宣傳活動13日正式展開，首站來到香港舉行亞太區記者

會，英國男神班尼狄甘巴貝治(Benedict Cumberbatch）、金像女星蒂達史

雲頓（Tilda Swinton）、導演史葛迪歷克遜 (Scott Derrickson）以及Mar-

vel主席兼該片監製奇雲費治（Kevin Feige）齊齊現身宣傳，吸引過百本地

及海外傳媒出席。

記者會開始前，先播出《奇異博士》的精
彩片段，再由班尼狄粉絲兼大會主持Do

姐鄭裕玲介紹4人出場。《奇異博士》改編自
1963年推出的漫畫，奇雲表示：“這是我的職
責，多年來一直想將這個故事搬上銀幕。”史
葛指《奇》片講述的是一個全新的平行世界，
涉及超自然和魔法，令他很感興趣。

全劇組遷就班尼狄檔期
談到為何選班尼狄演奇異博士和蒂達演至

尊魔法師古一，奇雲直言：“準則就是找最好
的演員，而多年來班尼狄一直是我們的首選，
我們甚至為了遷就他的檔期而更改電影拍攝時
間表，是Marvel電影史上第一次。”史葛謂他
們很幸運，主演都是他們心目中的首選，“尤
其古一我是以蒂達為原型去寫，完全為她度身
訂造，如果她拒演，我要重寫劇本。”

之後，Do姐問班尼狄如何準備角色前，
先向男神打招呼兼自爆是其超級粉絲，班尼狄
聽後笑一笑，稱很榮幸。他謂準備工作與拍其
他電影沒有分別，只是今次又要吊威亞又要周
圍跑，以及有不少打戲，體力上要求很大，當
然也要熟讀劇本理解角色，他還趁機讚史葛劇
本寫得好。蒂達謂戲中都要跑和打，也認同班
尼狄的論點，準備功夫與其他作品差不多，但
她直言：“每次站在鏡頭前都會問自己一個問
題，我在拍什麼電影？這是Marvel電影，而且
由史葛執導，是獨一無二的。”

班尼仔成片場開心果
另外，談到拍攝期間最難及最有趣的地方

時，班尼狄謂最難的正是最有趣的，尤其要演
活角色由自大醫生慘遭車禍雙手被毀到變成超
越英雄的心路歷程。至於蒂達在戲中要光頭，

是否化妝最有趣？她笑言：“化妝？我沒化
妝。我現在戴了假髮。”
今次是二人首度合作，問到拍攝期間有何

趣事？二人聽後大笑，蒂達直言：“我們拍得
很開心。當時我迷上了一款手機遊戲，一有空
就玩，但班尼狄的BB很令人分心。”班尼狄
也直認兒子在片場影響力大，工作人員明明很
累無精神，一見到兒子馬上醒來。史葛就趁機
讚班尼狄非常敬業和勇敢，親自上陣拍打戲，
還因而受傷，直言：“他絕對是武打巨星。”
問到想擁有什麼超能力？班尼狄想飛，蒂達就
想可抵抗時差。

紅地毯玩自拍大顯親民
最後，談到在港想做什麼，奇雲表示兩小

時後會去吃點心；班尼狄指13歲赴港時曾出海
游泳，希望今次可以重溫一下；蒂達透露在香

港有朋友，叫Maggie Cheung（張曼玉），期
待同對方見面；史葛就想行下海旁。之後，大
會安排點睛儀式，他們各執一個迷你獅頭點
睛，期許新片大賣。

晚上，四位主創移師尖沙咀海旁舉行啟動
禮，吸引過千名市民圍觀。到8時44分，奇雲
打頭陣現身紅地毯，蒂達在藝術家男友陪同下
現身。其中班尼狄和蒂達不停跟粉絲玩自拍，
收到公仔的後者更狂做愛心手勢。班尼狄指他
會在未來兩集《復仇者聯盟》亮相，最想和鐵
甲奇俠交手，又謂拍過Marvel電影的男星都是
他的男神。問到蒂達有否邀請張曼玉出席紅地
毯活動時，她稱曾用電郵和曼玉聯絡，“但她
好像不在香港。”不過有機會必定介紹曼玉給
班尼狄識。另外，儘管不懂得廣東話，兩位巨
星也跟隨記者講出“我愛你哋（我愛你
們）”、“你好”等，親民程度爆燈。

《奇異博士》首站訪港造勢

■導演史葛迪歷克遜、班尼狄甘巴貝治、蒂達史
雲頓及監製奇雲費治接受鄭裕玲訪問。 莫雪芝攝 ■鄭裕玲成功集班尼狄郵。

班尼狄

■班尼狄與

蒂達各執一

個迷你獅頭

點睛。
莫雪芝攝

■4人齊做正輪印手勢啟動儀式。彭子文攝■班尼狄與粉絲自拍。 彭子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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