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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天天學中文！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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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校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中英雙語幼兒園 （1歲半～5歲）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騰龍課後班 After School
全新校車接送﹑分班制﹑教學中﹑英﹑數﹑GT等豐
富多彩﹐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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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英國當地時間周一晚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晚宴在老特拉福德舉行，曼聯將帥基本都到場了，西裝筆挺，很是帥氣。今

年已經是第17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晚宴了，去年的晚會一共籌得了23萬英鎊的善款。此次晚宴，曼聯將帥都身穿白襯衫和黑西服、黑

領帶，以示對該活動的尊重。據悉，本次晚會籌到的資金用將來幫助泰國的貧困兒童，該國有25%的兒童無法上學。

綜合報道 2016年 10月 30日，廣東省珠海國際賽車場，2017年亞

洲勒芒系列賽珠海賽上衆多賽車女郎亮相賽場，身材妖娆火辣，面對

鏡頭微笑甜美可愛。

綜合報道 芝加哥公牛隊（3勝 0負）延續開季連勝。巴特勒得到 22分和 6個籃板，米羅蒂奇得到 16分、10個籃板和 3次蓋帽，他們帶

領球隊七人得分上雙，公牛隊前三節就建立起大比分優勢，他們在客場以118-88大勝布魯克林籃網隊（1勝3負）。公牛隊收獲3連勝，籃

網隊遭遇2連敗。公牛隊的巴特勒得到22分和6個籃板，米羅蒂奇得到16分、10個籃板和3次蓋帽，凱南得到15分和6次助攻，吉布森得到

14分和11個籃板，韋德得到12分、4次助攻、3次搶斷和5次失誤，麥克德莫特得到12分，朗多得到10分、4個籃板和4次助攻。籃網隊的

博格達諾維奇得到15分，林書豪得到14分、4次助攻和4次搶斷，洛佩茲和吉爾帕特裏克各得到13分，哈裏斯得到9分。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 10月 30日，英國倫敦，曼聯 1億小天王博格

巴與昔日阿森納槍王亨利一起現場觀看了NFL美式橄榄球賽。在場邊

，兩位法國人成爲了媒體的焦點，兩人竊竊私語不斷偷笑，不知爲何

事聊得如此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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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筆記》推出琉克版PPAP神曲

火遍全球魔性再現
聯手PIKO太郎為新片造勢

由日本男星東出昌大領銜主演，號稱《死亡筆記》系列正統

續集的《死亡筆記2016》（《死亡筆記：點亮新世界》）已於10

月 29日日本上映。自影片上映之後阻止了《妳的名字》稱霸之

勢，成為了上周周末日本票房冠軍。為了給電影宣傳造勢，官方

聯手火遍全球的PIKO太郎推出死神琉克版PPAP版，魔性的音樂

賤萌的舞步感覺完全停不下來。

此次官方聯手PIKO太郎放出死神琉克版PPAP，長度和原版

壹樣也是 1分鐘左右。只是把 PIKO太郎換成了死神琉克。蘋果

、筆、鳳梨也都進行了實體化，最後琉克還用PPAP寫死亡筆記

，呆萌十足。《PPAP》全稱《Pen-Pineapple-Apple-Pen》，是日本

喜劇歌手PIKO太郎創作的神曲。在今年 2016年 9月 30日到 10月

6日統計的YouTube周點擊數排行榜“音樂全世界前100＂中勇奪

冠軍。2016年10月31日，PPAP獲得了吉尼斯世界紀錄“世界時

長最短的歌曲＂。

《死亡筆記》2003年在《周刊少年 JUMP》雜誌上連載完畢

，講述利用死神的筆記本“死亡筆記＂殺滅各種罪犯，希望創造

理想世界的夜神月和世界級的名偵探L之間的頭腦大戰，漫畫單

行本在日本國內的累計發行量已超過 3000萬，是擁有超廣泛年

齡層擁躉的大熱漫畫作品。2006年曾上映過真人電影，受到了全

球 35個國際電影節的邀請，在超過 60個國家和地區上映。全部

三部電影在日本的總票房超過了 112億日元（折合人民幣約 6.63

億元），電視動畫同樣在全球範圍內廣受歡迎。今年是電影系列

誕生 10周年的紀念，作為正統的續集，本片中首次出現了“人

類世界最多存在六本死亡筆記＂的“六本規則＂。演員包括“死

亡筆記對策本部＂的三島創扮演者東出昌大、封印死亡筆記的男

人龍崎飾演者池松壯亮、制作死亡筆記的男人紫苑優輝扮演者棺

田將暉、擁有壹本死亡筆記的青井櫻扮演者川榮李奈。還有繼續

出演彌海砂的戶田惠梨香和死神琉克中村獅童。

由《阿甘正傳》導演羅伯特· 澤米吉斯執

導，好萊塢巨星布拉德· 皮特、奧斯卡影後瑪

麗昂 · 歌迪亞聯袂主演的愛情諜戰巨制電影

《間諜同盟》即將與 11月 23日登陸中國，除

了氣勢恢宏的戰爭場面、浪漫復古的時代情

懷外，片中兩位主演勢均力敵的“間諜式互

撩＂絕對是壹大亮點。

皮特和瑪麗昂的個人魅力自不用多說，

但據業內人士透露，片中有不少兩位巨星間

的“互撩＂橋段，是以往作品並不多見的，

也讓這部戰地巨制變得妙趣橫生。從二人初

見時，瑪麗安動人心魄的回眸，麥克斯立刻

報以“深情款款＂的註視；到麥克斯點煙前

，瑪麗安 “教育＂他：丈夫點煙前應該先給

妻子壹支煙，諷刺麥克斯缺乏紳士風度；再

到二人用餐時，瑪麗安故意解開衣扣“色誘

＂麥克斯，後者不甘示弱地反擊了壹頓閉門

羹，他們之間的間諜式愛情故事可謂是有來

有往、見招拆招，在“互撩＂的功力上不分

伯仲，假戲真做也逐漸難辨真假。有影評人

表示：布拉德· 皮特和瑪麗昂· 歌迪亞在本片

中壹同達到了表演巔峰，在火爆冷血的戰爭

中，他們以最細微的表演展出了最熾熱的愛

情。

電影《間諜同盟》講述了布拉德· 皮特飾

演的盟軍特工麥克斯與瑪麗昂· 歌迪亞飾演的

法國間諜瑪麗安在卡薩布蘭卡開啟的壹段愛

情故事。1942年二戰期間，兩人偽裝成夫妻

刺殺德國大使，卻假戲真做墜入愛河並結婚

生女。任務完成後，返回倫敦的兩人原本只

想平靜的生活，卻又陷入壹場始料未及的間

諜謎案，這對摯愛戀人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

驗。據悉，電影《間諜同盟》由美國派拉蒙

影片公司和GK Films制片公司，以及華樺傳

媒聯合出品，將於 11月 23日在中國和北美同

步上映。

《佩小姐的奇幻城堡》曝中文片段
帥氣阿沙闖入孤兒院
奇異兒童超能力大揭秘

即將於 12 月 2 日上映的蒂姆 · 波頓新作

《佩小姐的奇幻城堡》今日曝光壹支新的中

文片段，阿沙· 巴特菲爾德飾演的傑克循著慘

死的祖父遺留的線索進入了“佩小姐的奇幻

城堡＂，這裏更像壹所“怪奇孤兒院＂，鬼

面雙胞胎、隱形人、蜜蜂人……城堡裏的每

壹個孩子都有讓人驚奇的能力。城堡主人

“佩小姐＂由“邦女郎＂性感女神愛娃· 格林

飾演，她給這些奇怪的孩子打造了壹個寧靜

祥和的“世外桃源＂。隨著片段等物料的曝

光，《佩小姐的奇幻城堡》劇情也進壹步揭

曉。《佩小姐的奇幻城堡》主要講述傑克的

爺爺自傑克還小的時候，就會常說床邊故事

給他聽，故事中有許多擁有特殊能力的小孩

。爺爺神秘死亡後，留下了關於這個屬於另

壹個時空世界種種謎團的線索，傑克循著這

些線索，進入了這個神秘的世界，發現這群

奇怪的孩子真實生活在壹個歐洲古堡之中，

他們住在這裏是為

了躲避可怕的會吃

眼珠的變異怪獸。

隨著傑克的到來，

危險也同時抵達，

傑克需要與這群孩

子壹起，抵禦黑暗

力量。

《佩小姐的奇

幻城堡》故事扣人心弦，片中充滿“鬼才＂

導演蒂姆· 波頓的小“趣味＂，讓人大開眼界

。導演蒂姆· 波頓曾執導過《剪刀手愛德華》

、《查理和巧克力工廠》、《大魚》、《愛

麗絲夢遊仙境》等眾多經典的作品。他的作

品以“新奇怪誕＂見長，他也善於塑造壹些

奇怪的角色，這樣壹群奇特的孩子在壹起會

發生什麽樣的冒險故事呢，12月2日走進電影

院就會揭曉。 片中的主人公傑克由阿沙· 巴

特菲爾德飾演，阿沙 · 巴特菲爾德曾出演過

《安德的遊戲》、《雨果》等電影而被中國

的觀眾熟悉，是當今好萊塢的人氣明星。曾

憑借《裂縫》、《戲夢巴黎》、《007：大戰

皇家賭場》等影片走紅的“女神＂級女星愛

娃· 格林，在片中的角色是城堡房子中孩子們

的看護人。而曾出演《復仇者聯盟》、《王

牌特工：特工學院》的塞繆爾· 傑克遜則又壹

次飾演壹個可怕的大反派。

“壹代宗師”攝影師將為索菲亞科波拉新片掌鏡
曾提名奧斯卡最佳攝影 艾麗範寧萬聖節曝影片開拍照

索菲亞· 科波拉自《珠光寶

氣》後的新作《牡丹之下》無疑

是 2017 年最受期待的電影之壹

，克爾斯滕· 鄧斯特、妮可· 基德

曼、艾麗· 範寧、柯林· 法瑞爾的

豪華卡司也成為影片的吸睛法寶

。據外媒報道，《壹代宗師》攝

影師菲利浦· 勒素將為這部西部

片掌鏡。

索菲亞· 科波拉曾合作過不

少知名攝影師，壹手捧紅了《迷

失東京》、《絕代艷後》的攝影

指導蘭斯· 阿科德。此次合作菲

利浦 · 勒素應該也是看重他在

《壹代宗師》中對詩意化鏡頭的

完美把控，勒素也憑借這部與王

家衛合作的風格化動作片，首次

提名了奧斯卡最佳攝影，並拿下

臺灣金馬獎和香港金像獎的最佳

攝影獎。

《牡丹之下》翻拍自 1971

年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主演的同

名舊作。影片故事設置在美國內

戰時期，柯林· 法瑞爾將重現東

木的角色，飾演壹位誤打誤撞進

入壹所南方女子寄宿學校的北方

士兵，他的到來也令學校中的女

老師們紛紛春心萌動，而嫉妒、

復仇等人性中的黑暗面也在逐漸

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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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0(全天供應)

干逼軟殼蟹
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
西汁蝦球
羊腩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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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Kirkwood

中美
Bissonnet

W
ilcrest

Boone 8

BeechnutN

Leawood

281-498-1280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超 值 套 餐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Phone:281-933-6660
Fax: 281-933-6662

Tapioca King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包括﹕圖片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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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豪
三哥宣萱預告劇情觀眾難猜透

三哥和宣萱繼《賭場風雲》及《刑警》後再度合
作，後者稱暫時只收到數集劇本，未知角色為

退役臥底的她會否再要做人質。三哥就取笑她道：
“已退役就知她年紀有多大，不知是我救她還是她救
我，同時她又周旋在我和陳豪身邊，我在無線廿多年
都未跟陳豪合作過。”
雖然三哥和宣萱劇中有感情線，但二人都笑言

看不明劇本，宣萱稱很多角色都很複雜，三哥則稱劇
情要秉承傳統，讓觀眾猜不透。至於宣萱之前拍《不
懂撒嬌的女人》時有跟劇組列明休息時間，問到今次
有否再要求？她說：“沒有，因在自己的休息時間
內，其他演員可能要包頭包尾，所以提醒自己不要這
樣做。而且我對團隊有信心，有休息時間一定會給演
員。”
陳豪在劇中將挑戰反派角色，他透露會有不少

動作戲：“始終是警匪片，會有打打殺殺，我都很期
待。因為在TVB做好人角色太多年，今次做反派都
有很深層次，所以挑戰都很大。”

收視平平陳豪未失望
提到台慶劇《來自喵喵星的妳》收視一般，陳

豪表示略有所聞，以為開心的劇集會令大家喜歡，可
惜成績有所出入，但表示沒有失望，只是今次不迎合
觀眾口味。對於鐘嘉欣2日隻身回港，陳豪笑指對方
沒帶BB回來是明智，他說：“BB太小坐長途機不
好，我的兒子也沒試過坐長途機，有機會都會探望嘉
欣，我可以給她小建議。”

早前生日的黃翠如，表示在泰國拍攝外景時順
道慶祝，男友蕭正楠因要工作沒到當地探班。對於校
長譚詠麟大讚翠如在《幕後玩家》的演出，她說：

“很感激他，認識校長時自己是做記者，沒想過他會
看我的作品，是個好鼓勵，我會盡力做好。”

周柏豪不介意受傷害
另外，周柏豪近日被瘋狂粉絲在網上留言示

愛，他表示事件已發生接近一年，只是近期大家才開
始留意。柏豪說：“那歌迷平時我出席活動時都會見
到，都是很沉默地站在一旁。我不希望事件愈搞愈
大，也不知對方的精神狀態，傷害我不重要，作為公
眾人物每分每秒都要承受。”
柏豪稱除了公開訊息外，私下也收到不少示

愛、求婚訊息，但也有不少富正能量的要求，他說：
“試過去醫院探望一位接受完開腦手術的歌迷，我有
拍片支持對方，最終歌迷都能康復，所以希望幫到有
需要的人，而不是纏繞在留言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苗僑偉(三哥)、陳豪、宣

萱、周柏豪、黃翠如和麥明詩等人2日亮相網絡劇《使徒行

者2》的開鏡拜神儀式，劇中角色只有三哥及許紹雄是原有

演員。三哥大讚早前在泰國拍外景時，劇組提供有冷氣又有

音樂的流動廁所，希望在港拍攝時也會有相同設備。至於陳

豪則會在《使徒2》當“深層次”反派。

挑戰反派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郭富城2日以品牌
優雅形象大使身份出席浪琴
表專賣店開幕典禮，他獲贈
一枚復刻系列航空腕表作生
日禮物。由於活動在露天場
地舉行，不少圍觀市民堆在
馬路邊拍照，甚至有途人走
上正在落貨貨車的尾板升高
不停拍，令傳媒都轉身拍攝
他們的行徑。城城在台上介
紹名表時也感到奇怪，反問
傳媒發生何事。

城城是專程從杭州趕回
來出席活動，他本身正參與
內地綜藝節目《我們 17
歲》，當中會讓他完成在17

歲時的夢想。城城謂希望今次能幫他圓駕駛的夢，他還有一個情懷就
是可打理一間像爸爸當年所開的金行。而城城在近五年生日，都獲品
牌贈送名表，當日那枚他更是香港第一人擁有，他透露該腕表表面的
傾斜度是適合駕駛飛機和汽車時去看時間。記者即笑他駕車時要拖着
女友方媛的手，不是看不到時間嗎？城城笑笑口說：“手要放方向
盤，你常整我，好衰呀你！”

出動私伙跑車拍廣告
另談到他日前借出私伙綠色開篷林寶堅尼拍廣告，他有否先買重

保險？城城笑說：“已經有買全保，而且好安全，劇組不用擔心！”
他透露這開蓬跑車是去年生日買給自己的禮物，也是林寶堅尼50周年
版。城城坦言是首次動用私伙拍廣告，因此也有點不捨得，不過廣告
是以車來配合主題內容，才想給大家欣賞一下。

廣告中他與另一主人翁在車場競逐，遂找來錢嘉樂的特技團隊協
助，他強調沒有危險鏡頭，但卻拍得很型。是否也是香車美人？城城
笑說：“今次對象是男性，不過他是全世界人也認識的，先賣個關
子，下星期大家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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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無線遊戲
節目《我愛香港》1日晚進行錄影，蔡卓妍(阿
Sa)、張敬軒、惠英紅、張慧儀、吳岱融及關
寶慧等擔任嘉賓，其中阿Sa和軒仔代表深水
埗區，身為隊長的後者笑自己目標其實很低，
能成為全場總冠軍就可以了；至於阿Sa會找
隊友李丞責師傅推算能否勝出。
問到有否請李師傅推算何時有真命天子出

現？阿Sa笑說：“他有幫我看家裡的風水，
他是見我阿媽多一點！”軒仔在旁插嘴問阿
Sa何時行桃花運？阿Sa自誇：“一向都好
多，未斷過！”軒仔反問是好桃花還是爛桃
花？阿Sa表示做娛樂圈有桃花是代表人緣
好，軒仔即說自己有“臥蠶”紋，也代表有桃
花。
二人又談到買樓話題，軒仔指目前樓價升

溫，還是租樓住較保險。阿Sa亦表示早幾天
才跟媽咪討論樓市，都覺得以前買樓好，現在

樓價着實太貴。軒仔則笑她不要再講風涼話
了。
至於關寶慧間中也有參加無線的遊戲節

目，然而拍劇已是十多年前的事，她其實都有
興趣回來大家庭，但當然要有好劇本。會否找
曾志偉幫手搭路？她表示沒有，畢竟自己的性
格是人家找到就做，加上也將要返回內地為舞
台劇《我和春天有個約會》演出，所以短期內
未能回無線。

阿Sa自誇桃花旺

■ 陳 豪 在
《使徒 2》
難得扮奸。

■周柏豪擔心歌迷多於自己。 ■黃翠如(左)喜獲校長讚賞。
■苗僑偉(左)和宣萱在《使徒行者
2》大演對手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胡
琳、何麗全及陳淑芬2日出席工廈銷售
記者會，胡琳表示是來支持公司旗下推
出的工廈，順道前來視察，因打算與
兩、三位朋友合資一個三百多呎的單位
做工作室。問她可有向老闆索取折扣？
胡琳笑說不能太激進，打算遲些才問老
闆。她又大讚工廈用智能鎖很適合她這
類馬虎的人，因她經常忘記帶鎖匙，平
均每年都要“劈門”三、四次，就算有
後備鎖匙放在朋友處，但很多時用完都

忘記交回朋友，所以都是沒用。
胡琳又表示時下年青人很難“上

車”（買房），故她打算以工廈當投
資。問到平日可有其他投資？她自言毫
無理財概念，亦不懂買股票，直至幾年
前有朋友找她買基金，月供千多港元，
那才是她的第一次投資。

談到胡琳上月推出的演唱會藍光
碟，推出後被發現封底的資料出錯，
而且聲道在壓碟時出現問題，需要全
部回收。她表示之前都未試過出現這

些錯誤，幸好發行商與公司之後一、
兩日即發出聲明，將未賣出的碟回
收。胡琳又指在社交網站被指責她在
事後未有作出交代，似是想推卸責
任，她說：“其實是因知道壓碟需要
時間，希望明確知道何時出到才跟大
家說。雖然不是我印和按個掣去壓
碟，但我心里都不舒服，不開心，帶
了麻煩給大家。”她指幸好新一批碟
已於1日推出，今次印了三千隻，希
望一切順利。

■2 日《使
徒 2》一眾
演員齊集見
傳媒。

？

胡琳想夥友人 置工廈單位做工作室

■曾志偉(左三)等人化身超級英雄。
■阿 Sa 笑言自己桃
花甚旺。

■城城(左)最近借出跑車拍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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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比賽丁俊暉延續了早前國錦賽決賽時
的低迷狀態，手感不佳，注意力也顯得

不夠集中，整體失誤較多。上半場前四局結
束時，丁俊暉1:3落後傅家俊。下半場比賽一
波三折。
在第八局比賽中，丁俊暉在擊打一桿超分

黑球時出現失誤，傅家俊反帶進球上手。儘
管此時枱面分數足以助其拿下本局並贏得比
賽，但傅家俊卻過於專注比賽出現算分失
誤，最後一顆紅球打進後只能靠做“士碌
架”實現超分。然而丁俊暉沒有給傅家俊留
下機會，拿下本局。

賽後冷漠回應：想早點解脫
進入第九局，傅家俊眼看就要清枱拿下

比賽，卻在擊打最後一顆黑球時再次出現失
誤。此時比分55:49，丁俊暉只要打進黑球就
可以實現反超拿下本局，但傅家俊送出的兩
次袋口黑球機會，丁俊暉都沒有抓住。最終
傅家俊以6:3的局分贏得比賽。

丁俊暉賽後走進新聞發佈廳，面無表情
地坐下，他眼角低垂，顯然還沒有走出失利
的情緒。主持人輕聲問他：“能不能和記者
們分享本場比賽的細節？”丁俊暉面無表情
地回應道：“直接問吧，不想分享。”主持
人再問：“是不是特別想打好，反而有壓力
了呢？”丁俊暉聽後不假思索地答道：“沒
有，我想早點解脫，就是這樣。”

本場比賽的最後一局，丁俊暉與傅家俊
在最後的黑球中展開了一場比拚，多次簡單
球沒能打進袋，也讓觀眾對他們兩個人的表
現有些訝異。究竟怎麼回事？丁俊暉用低沉
的音調說道：“打不進就是打不進，打進就
是打進。”

從國錦賽狀態慢慢變好，到決賽狀態一
落千丈，其不佳狀態又延續到今次比賽，
丁俊暉狀態出現起伏有何原因？面對這個
問題，他說道：“之前說了，狀態盡可能
地去保持，不可能每天都是一樣的。”

■記者梁啟剛

2016世界桌球中國錦標賽(中錦賽)日前結束首輪比賽，在一場“中國打

吡”中，丁俊暉以3:6不敵中國香港名將傅家俊，延續低迷。賽後，丁俊暉重

現了早前在國際錦標賽(國錦賽)決賽慘敗後的冷漠：“我想早點解脫，就是這

樣。”

有愛妻撐場之下，傅家俊(Marco)
日前在中錦賽首輪成功拿下丁俊暉，
不過Marco賽後表示，不僅丁俊暉狀
態不好，自己就算贏球了發揮也是很
差。

Marco首先表示：“丁俊暉發揮
沒有以前和我打那麼好，每個球員都
可能這樣，有時候好有時候手感差，
可能國錦賽的比賽對他有影響。我也
是一樣，國錦賽不好，今仗信心一
般，當成訓練學習的機會。可能我輸
得比他多，對輸球更習慣一點，輸球
肯定不開心，但畢竟比賽那麼多，不

可能一直你贏。運氣也有關，得失不
要看得太重，每場盡力就好。”

望拿排名賽冠軍
對於成功過首關，Marco並未為

是次比賽定下什麼目標；他說：“沒
有想過拿什麼成績目標，希望好好調
整自己狀態，當作學習的機會。希望
接下來能拿到一個排名賽冠軍，丁俊
暉、梁文博拿到冠軍，也給自己信
心，相信自己也能做得到，也是自己
的目標。”

■記者梁啟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中國高爾夫球老牌名將張連偉，2
日與譽為“中國最佳高球員”的陳
子豪，為今天在清水灣開賽的平安
銀行中國美巡賽香港公開賽，出席
賽前記者會。其中，張連偉在記者
會上寄語中國小將們，承傳不服輸
精神。

張連偉受訪時期望今次賽事有好
表現，而他又表示，“自己現年51歲
可以當20歲陳子豪的爸爸，和小將們
同場比賽卻是有壓力。”同時間，張
連偉就以“爸爸”般，提到中國高爾
夫球的承傳，“我於2002年跟隨去世
西班牙球星巴雷斯特羅斯在明星賽同
隊，從他身上學到不服輸的比賽精
神，自己一直以來都抱這態度比賽，
希望在中國年輕球手身上，看到這種
精神得到承傳。”

張連偉又向陳子豪傳授打球心得
說：“我打球三十多年了，我從業餘
時期就已經來過清水灣比賽，這裡的
設計很有意思，是世界級海景球場。
如果沒有風，這裡很好打；如果有
風，那就不好說了，當你朝海邊開
桿，風可能會把球打到果嶺，也可能
掉到海裡。”

球場風勢成比賽一大挑戰
此外，在上月中國美巡賽佛山公

開賽中，小將陳子豪表現搶眼，拿下
第6名，獲得賽事“最佳中國球員
獎”；第一次來港比賽的他，就是8
歲開始參加青少年“張連偉高爾夫球
賽”走進高爾夫球職業道路上。談及
是次比賽，陳子豪就指，他曾到球場
訓練過，球場上的風勢確是對球手來
說是一大挑戰。

張連偉冀中國小將
承傳不服輸精神

記者從河南省球
類運動管理中心獲
悉，中國女排前國
手、原河南女排隊
員霍萱10月31日
突發心梗去世，年
僅28歲。

河南省球類運
動管理中心原副主任
程慎修說，霍萱是一位優
秀的運動員，她在河南隊時心臟應
該說沒有大問題，否則也不會讓她
參加這麼高強度的比賽。她離隊之
後就單幹了，已經好幾年了，聽到
她去世的消息很震驚，真的太可惜
了。

公開資料顯示，霍萱1988年
出生，身高1.90米，曾是河南女排

的主力兼隊長，主攻、
副攻、接應多個位置
都能打，技術全面。
2009年霍萱首次入
選國家集訓隊。
中國女排名將、

河南女排絕對主力朱
婷在日前深夜在其社交
平台中說：“今天早上起

來，聽河南隊的隊友說霍萱姐
走了，真是吃了一驚。回想和霍萱姐
的接觸還是在我剛進河南一隊時，她
對我們小孩兒很照顧，我們沒有訓練
服，她還送給我們衣服穿。好多年沒
見霍萱姐，再聽說她的消息竟然是這
個，真的很難過，在這裡想表達對霍
萱姐的思念，願霍萱姐一路走好！”

■新華社

排球師姐霍萱猝死
朱婷望一路走好

■傅家俊贏波晉級。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國家隊羽
毛球名將“超級丹”林丹，在2日香港公開羽
毛球錦標賽記者會中公佈的名單中，榜上無
名。不過，里奧男單金牌國家隊諶龍、銀牌馬
來西亞李宗偉等多位奧運獎牌得主均悉數訪
港，爭奪總獎金史上新高的40萬美元獎金。

今屆賽事門票今天起在各城市售票網售
票處、網上及流動購票應用程式 My
URBTIX等發售；賽事本月22至27日在紅館
舉行，門票由最低40港元至決賽日最高的
680港元。里約奧運會羽毛球賽場上，摘得金
牌的所有新科狀元都將逐一登場：他們是國
家隊諶龍(男單)、傅海峰/張楠(男雙)；西班牙
馬連(女單)、日本松友美佐紀/高橋禮華(女

雙)、印尼阿瑪德/納西爾(混
雙)。港隊更是派出全部精英
上陣，包括上個月斬獲2016
法國公開賽男單銅牌的伍家
朗、2016丹麥公開賽女單季
軍張雁宜和2016中華台北大師賽混雙冠軍鄧
俊文/謝影雪等。

李晉熙/周凱華將“分手”
鄧/謝這對混雙組合，排名如火箭飈升由

344位跳至73位；初生之犢的鄧俊文對抽籤首
場硬撼世界排名第一兼本賽事一號種子韓國高
成炫/金荷娜，表示全力爭取爆冷。至於港隊
總教練何一鳴認同鄧/謝能“偷雞”是可能

的，因為對方未及適應場地就會出現機會。
此外，何一鳴又指港隊混雙組合李晉熙/

周凱華未來會“分手”作新配對，借兩人經
驗和默契，催化港混雙在東京奧運時，有兩
對以上組合，爭奪奧運混雙獎牌。另外，港
女單好手、29歲的葉姵延表示，自己應該是
賽事最老女球手，“今年應是我第10年參加
香港賽，奧運後要抹去從前，再開始過，享
受比賽。”

林丹缺席港羽賽 總獎金史上新高

■中國女排前國
手、原河南女排隊
員霍萱。網上圖片

■丁俊暉在比
賽中。新華社

■丁俊暉狀態低
迷。 新華社

■港隊選手伍家朗、張雁宜、謝影雪、
鄧俊文(右至左)出席記招。 潘志南攝

■傅家俊(右)在比賽中。網上圖片

■香港羽毛球公開賽獎金提升至歷
史新高的40萬美元。 潘志南攝

港超聯2日在旺角場舉行，東方主場迎戰標
準灝天，上半場洛迪古斯(右)食出“大四喜”之
下，助東方半場以5:1大比數領先，最終以6:2
贏波，於積分榜升上榜首。

郭正謙攝

東方上榜首

傅家俊：
贏球但發揮很差

首圈見“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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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姸憬和賀姓計程車運將互
毆，日前她透過余祥銓找余天出
面，記者會上余天質問警方對她
上銬和脫光搜身，卻遭信義分局
打臉 「沒脫光只脫衣，依法行事
」，網友也批余天狀況外。如今
余祥銓還被爆7月在老爸就任民進
黨新北市黨主委的就職典禮上比
中指拍照，他坦言： 「若大家不
舒服，我願道歉。」父子倆都因
力挺李姸憬，不料火燒到自己。

本報讀者提供余祥銓比中指
的臉書照片，照片背景正是余天7

月就任民進黨新北市黨主委的就
職典禮，引發爭議。余祥銓解釋
： 「只是跟朋友開玩笑，覺得好
玩才比中指，沒有惡意。」對余
天幫李姸憬出頭，卻因李姸憬說
法有疑點，害余天被譙，余祥銓
緩頰： 「爸爸是善良公道的人，
他沒有偏袒誰。」

認同上銬防止逃跑
余天昨晚也對出面質疑警方

一事道歉，表示下午已跟警方高
層碰面， 「信義分局偵查長蔡隊
長解釋脫衣是怕衣服裡藏危險物

品，上銬是怕她們逃跑，我同意
，所以道歉」。

李被爆男友是黑道
李姸憬則被爆事發現場曾要

求劉姓女友人向前四海幫海罡堂
堂主、綽號寶哥的方姓男子求救
，還傳出跟方男在交往，方男昨
否認，但語帶憐惜說： 「她正在
鋒頭上，已經很可憐了，別再寫
她了！」對此李姸憬經紀人表示
不回應，她昨晚另在臉書澄清，
賀姓司機不是大都會車隊的。

金獎導演李安的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
（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昨晚在台北京站威秀
舉行亞洲首映會，映前先在台北車站南二門旁廣場辦紅地
毯活動，男主角喬歐文、兒子李淳齊亮相，李安媽媽李楊
思莊、弟弟李崗都來捧場。李安稱喬歐文是他的分身，笑
說： 「自傳會找他演。」李淳被虧 「得到的愛比較少」，
瀟灑神回： 「回家給我愛就好！」贏得熱烈掌聲。

李安睽違4年推出新作《中場戰事》，並回台首映，
昨笑說 「近鄉情怯」，坦言新片上映都會緊張。該片採用
每秒120格、4K、3D高規格拍攝，他認為象徵新媒體到來
，謙稱雖已62歲，還在成長。他說： 「以前看我爸60歲
好像什麼都懂，我現在還像小孩一樣。」

大導2版本都喜歡
除了京站威秀其中1廳，全台其他戲院放映的是一般

的24格、2K、3D版本，李安形容新片就像小孩，笑說：
「高的矮的都愛。」強調不同放映格式都經過他重新創作

，希望大家2個版本都喜歡。
男主角喬歐文首度來台，李淳說要帶他去體驗KTV、

去夜市吃豬血糕和臭豆腐。帥氣的歐文是影壇新人，湛藍
眼珠很有銀幕魅力，李安笑說： 「男主角是導演的分身。

」如果要找人拍他的自傳，歐文可以演
他。首映會主持人曾寶儀笑虧李淳：
「李安在片中給喬歐文的愛比較多。」

李淳速答： 「回家給我愛就好！」李安
之前受訪時說： 「都讓他（李淳）玩火
箭砲了，我這爸爸還不好嗎？」昨天幽
默補充： 「而且牆就在他旁邊爆炸。」
父子互動幽默溫馨。

李媽誇孫子可接班
李安媽媽李楊思莊、弟弟李崗昨都

出席首映，李家三代同場。李媽媽說，
很開心李安帶新電影回來，但每次看他
拍戲都很心疼。這回孫子李淳參與演出
，李媽媽笑說： 「可以接他爸爸的班了
，他也很有天賦。」

李安返台行程滿檔，李媽媽說，兒
子生活很簡單，沒特別準備吃的給他。
李崗打氣說： 「祝他成功，電影之神一直很眷顧他。」

李安前晚足足花了4個小時，帶著外籍燈光師Ben在
昨天的試片會和首映會現場調整、測試燈光，務求最佳放

映效果。燈光師觀察現場觀眾反應表示： 「感覺亞洲觀眾
接受度更高。」

李安 台北《中場》首映激讚帥歐文
李淳失寵 「回家給我愛」

電影《報告班長7》24歲女星林真
亦驚爆性騷黑幕！她最近在拍戲劇《Ｎ
世代》，透露18歲上台北逐星夢，擔任
J姓資深音樂製作人的助理，沒想到J男
對她性騷擾，摸頭、摸臀、摸腿，還說
： 「妳知不知道藝術都來自於性？」讓
她不堪其擾，1年後趕緊逃離。

林真亦來自高雄，曾是選美比賽冠
軍，上台北前，曾在自家海鮮餐廳與茶
飲店打工，不料在台北的第1份工作竟
讓她碰上色主管， 「我在台北沒有半個
朋友，親戚知道我有明星夢，介紹我去
J 男那裡當助理，可以學跟唱片有關的
東西，沒想到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月領1萬還無勞健保
據了解，J 男是知名音樂製作人，

曾出過個人專輯，與女星結婚又離婚，

目前仍活躍於音樂圈。
林真亦說當時正就讀大學，算是半

工半讀，J男每月約付她1萬元薪資，也
沒有勞健保，最糟糕的是，幾乎天天
「手來腳來」，她說： 「只要四下無人

就會摸我的頭、耳朵或是摸臉，然後手
往下滑摟我的腰，甚至摸我大腿和臀部
，在捷運上他還故意抓住我手十指緊扣
，真的很誇張，他都50多歲了耶。我心
想 『難道進演藝圈就得被如此對待嗎』
？」

逃離魔爪演《N世代》
林真亦在《N世代》演女主角夏晴

，是貫穿演藝圈權力遊戲的關鍵人物，
她希望透過該片讓有心投入演藝工作的
年輕女孩，能瞭解演藝圈各種面相，該
戲將於明年春季上檔。

《報告班長7》靚女兵 C彈衝銀河
●姓名：林真亦
●年齡：24歲（1992╱10╱15）
●身材：170 公分╱47 公斤╱32C、23
、34
●學歷：台灣藝術大學表演學院戲劇系
肄業
●資歷：14歲參加選美，16歲獲高雄市
市花（木棉花）小姐冠軍，2012年赴義
大利參加 「國際汽車小姐」選拔，在45
國佳麗中榮獲最佳人緣獎
●作品：電影《大宅們》、《大尾鱸鰻
2》、《報告班長7》，現正拍攝《Ｎ世
代》
●月收入：推估約10萬元

余祥銓看余天就職比中指父子挺李妍憬自焚齊道歉

《班長7》林真亦 抖演藝圈性騷黑幕
控J製作人摸臀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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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281) 980-1360
(832) 878-3879

傳真：(281) 980-1362

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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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若昀拍《沖天火》險遇翻車
吳彥祖說北京話慰問

動作犯罪大片《沖天火》在北京

舉辦了“風生火起＂媒體見面會並進

行影片試映。林嶺東導演攜主演張若

昀、李海濤、巴圖助陣，回憶拍攝過

程中的“玩火＂感受。此次在電影

《沖天火》中，林嶺東導演將再壹次

充分展現“硬派風格＂。見面會上，

自稱在影片中“對每個人都拼命地打

＂的李海濤笑言：“所有人看過電影

都跟我說，妳這次演的這個角色太狠

了，見誰都打，真的是超級大反派！

但我想說，其實我並沒有打死任何壹

個人好嗎？＂而壹旁的林嶺東則酷酷

地回應：“雖然這個戲是我拍的，動

手打的是李海濤，如果有演員受傷當

然也和他有關。我都是遠遠地在監視

器後面看著。不過我很相信他們，大

家都很專業的。＂演的“事不關己＂

讓李海濤哭笑不得，張若昀和巴圖則

馬上“補刀＂，張若昀爆料說：“海

濤哥在等戲的時候還和我們切磋，

｀若昀，妳看我這洋打人是很疼的，

這洋打就是不疼的，但對我們來說都

壹洋很疼好嘛！＇＂巴圖更“投訴＂

說：“海濤哥間直是把我當片場吉祥

物啊，壹見到我就過來捏我的臉，他

們練武的人手勁兒很大，而且好像不

太會控制力量，戲裏挨打，戲外我也

很受傷啊。＂此番執導《沖天火》，

林嶺東導演保持了以往“打得好看，

打得真實＂的作風，甚至在拍攝撞車

戲份時不惜將價值 200萬的全新瑪莎

拉蒂拉到現場真撞。導演的“玩火＂

拍法，讓所有慘與拍攝的工作人員心

有余悸。張若昀回憶說：“我第壹天

進組拍的第壹場戲，就是在大貨車上

被追殺，當時我在敞開門的貨車車廂

裏，貨車開得飛快，大貨車橫沖直撞

，差點翻過去，非常嚇人！那場戲拍

完，所有人都沖過來看我怎麼洋。那

可是我第壹次見吳彥祖哎，他跟我說

的第壹句話居然是用北京話沖我喊：

｀妳沒事兒吧？＇＂隨後張若昀略帶

得意地補了壹句：“很慶幸拍那場戲

的時候我有把臉朝向鏡頭，證明了這

麼危險的戲是我自己拍的，沒用替身

！＂林嶺東導演此時也幽了壹默：

“瑪莎拉蒂再貴也沒有演員貴啊，我

當然會想盡壹切辦法保證演員安全的

。＂他透露，自己壹向是在保障演員

安全的前提下才盡量追求場面的真實

與極致，“特技雖然好，可是缺少壹

種真實感。只有演員親身拍攝，他們

的狀態、情緒才是最到位的。＂

據悉，電影《沖天火》將於 11

月25日在全國上映。

《靈魂擺渡3》將拍大電影 肖茵回憶前三季飆淚
1 日，懸疑劇《靈魂擺渡 3》完

結季“告別＂發布會在北京舉行。該

劇藝術總監郭靖宇，監制、編劇小吉

祥天先生，導演巨興茂攜主演於毅、

劉智揚、肖茵、信鵬、趙曉蘇悉數到

場，回憶起共同走過的這三季拍攝經

歷，都難掩不舍之情，肖茵更是現場

飆淚不止。

《靈魂擺渡》系列講述了壹件件

以“修壹善心，破百種惡＂為精神內

核的靈異動人故事。第壹季2014年壹

上線，便掀起了點擊熱潮。目前兩季

的點擊量已經超過 30 億，也擁有了

不少劇迷擁躉。作為此 IP系列的收官

之作，《靈魂擺渡 3》完結季中有 12

集正片與劇場版，引得不少劇迷期待

。對於前兩季留下的懸念，身為監制

和編劇的小吉祥天表示，《靈魂擺渡

3》完結季就是來填坑的，壹切驚喜

和答案都在完結季，還笑言要跟“靈

魂擺渡＂“離婚＂了，“之前有很多

主線上的問題都沒解決呢，這次都會

解決掉。不要再扔刀片了，寄回給妳

們了 。＂盡管小吉祥天壹直拒絕劇

透，但幾位主演在解答這五大未解之

謎時還是透露了不少關鍵信息，比如

女主角肖茵將在完結篇“黑化＂，

“新人＂趙曉蘇則將在完結篇中演壹

個動物等。

面對收官之作，許多網友表示不舍

完結，不舍“鐵三角＂帶來的精彩演

繹，現場更是播放出前兩季的經典瞬

間。看著播出的畫面，“鐵三角＂於

毅、劉智揚、肖茵都表示記憶中拍戲

的場景放佛還在昨天，當時拍戲的點

滴細節記憶猶新。於毅說從最初的彼

此陌生，他們三個人如今已經擁有了

用眼神交流的默契，“很多事情默契

到不用說，我和肖茵，經常在宣傳的

時候，穿得都很協調、很壹樣。＂

作為女主角，肖茵笑稱第壹季曾

被說像劉曉慶，所以這次特意跟化妝

師說要長頭發。劇中與兩位男主角有

著感情糾葛的她還大方承認生活中的

理想型就是於毅和劉智揚的結合體，

“ 因為我覺得他們兩個不壹樣，都

是很互補的，妳說如果毅哥給我做飯

，劉智揚在旁邊彈吉他，這畫面多美

啊？＂不過壹談到完結篇即將分別，

肖茵卻馬上忍不住硬咽，她表示感謝

《靈魂擺渡》讓大家認識自己。

為了回饋粉絲壹直以來的熱愛，主

演之壹劉智揚現場還帶來自己最拿手

的才藝，自彈自唱了兩首歌，肖茵則

帶來壹段熱舞。然而氣氛最高潮則是

為幾位幕後大拿的頒獎，其中導演巨

興茂獲得了“最佳客串＂獎。同時，

監制、編劇為壹身的小吉祥天獲得了

“最佳坑王＂的稱號。

除此之外，郭靖宇還宣布，將啟

動《靈魂擺渡》同名院線電影。至於

電影版的演員陣容，郭靖宇則賣起關

子，“先不說演員，臺下的幾位都在

瞪我。＂而網劇版的幾位主演當天也

是現場才得知將拍電影版的消息，他

們表示當然希望能夠繼續出演。

據悉，《靈魂擺渡 3》完結季將於

11月4日正式上線，每周五、六20:00

，愛奇藝VIP全集搶先看。

影視“華流”海外卷起“中國風”
曾幾何時，“中國片就是功夫片＂在

外國人腦海中成為思維定式，“李小龍＂

“成龍＂就是中國影視的關鍵詞。如今，

“出海＂的中國影視劇無論在種類、還是

題材上可謂“男女老幼通吃＂；電影院、

電視臺、網絡、電影節……中國影視劇

“產業化出海＂N次元遞進；太平洋兩岸

、大西洋沿岸、非洲大陸、東南亞腹地

……影視“華流＂海外圈粉進入 7.0時代

，中國文化影響力日漸彰顯。

《歡樂頌》第二季正在緊張拍攝中，

5個美麗女主演在網上曬同框照片後，遠

在河內的越南姑娘阿銀興奮地對記者說：

“《歡樂頌 2》終於又開拍了，希望能快

點看到，這部電視劇太好看了！＂

對阿銀來說，中國電視劇《歡樂頌》

之所以吸引人，不僅在於劇情的精彩和演

員的出色表演，更在於它展現了中國的時

尚壹面。“妳們上班時真的那樣穿衣服嗎

？能不能告訴我那些衣服都在哪裏買的？

＂壹提到《歡樂頌》，阿銀就跟記者提出

各種各樣的問題。盡管早已追完了這部劇

，但閑暇時她還會再找出喜歡的劇集來看

。“壹來臺詞很有趣，讓人放松，二來我

還可以學習壹些漢語。＂她說。

細數那些走出國門的影視劇，電影中

既有動作片《湄公河行動》，也有文藝片

《山河故人》；有奇幻劇《捉妖記》，也

有社會現實片《親愛的》；有犯罪劇情片

《闖入者》，也有懸疑片《白日焰火

》……電視劇中，既有古裝劇《瑯琊榜》

，也有宮鬥劇《甄嬛傳》；有都市情感劇

《小別離》，也有家庭倫理劇《媳婦的美

好時代》；有反映中國醫生的《青年醫生

》，也有講述中國教育的《虎媽貓爸

》……這些“出海＂劇有古裝，也有“潮

範兒＂。34歲的越南商人黎德英告訴記者

，他最開始看《歡樂頌》是因為女演員們

都非常漂亮，“看得越多，我越喜歡這部

劇，我還勸老婆壹起看，後來我們就共同

討論劇情和人物。＂

“華流＂湧入歐洲市場的速度超出預

期。今年在米蘭舉行的首屆意大利中國電

影節上，當被問及喜歡中國哪位影視演員

時，壹名 30歲上下的意大利女子熟稔地

說出中國當紅男星“霍建華＂的名字，令

不少在場觀眾驚嘆。

有網友評論，壹個現代的、多元的中

國從影視劇中徐徐走向世界，影視“華流

＂正成為建構國家形象的重要渠道。

“線下”與“線上”
傳統電影與網絡劇集

韓劇《太陽的後裔》風靡中國時，

《瑯琊榜》在韓國中華電視臺播出的收視

率，也創下當年收視紀錄。為了讓韓國觀

眾第壹時間看到該劇，韓國中華電視臺早

在該劇在中國上映之際，就與制片方達成

版權購買協議。《瑯琊榜》2015年 10月

14日在中國播畢，19日便在韓國上映。

數據顯示，2015年中華電視臺年均收

視率與5年前比增加了435%。近年來，為

滿足韓國觀眾對中國影視劇的需求，韓國

OBS電視臺、ChingTV等都在播放中國節

目。《何以笙簫默》等劇目在韓國收視火

爆後，韓國三大電視臺之壹的MBC幹脆

購買了版權，翻拍成韓國版。韓國躋身翻

拍中國熱門影視 IP的行列，不少中國資

深電視人從中發現，中國影視作品走出去

的方式正從以公益性為主的文化交流向雙

向的產業輸出與貿易合作過渡。

在越南，《西遊記》《三國演義》

《神雕俠侶》《還珠格格》等經典中國劇

集，成為影視“華流＂的階段性代表作。

現在，《西遊記》仍在越南國家電視臺的

壹些頻道播出。

不久前的壹個晚上，記者在河內壹家

餐廳，見到五六個服務員正圍著電視看越

南體育娛樂頻道(VTV3)播出的《新蕭十壹

郎》。國外電視頻道業已成為外國觀眾收

看中國影視劇的重要渠道之壹。同時，電

影院依然是中國影視劇“出海＂的重要載

體。

各大國際電影節或影展仍是外國觀眾

觀看中國電影的傳統渠道。電影《長江圖

》今年 2月在柏林電影節奪得“傑出藝術

貢獻銀熊獎(攝影)＂。制片人王彧介紹，

這部影片參加柏林電影節的目的之壹便是

推動海外發行；獲獎之前，他就已開始與

多個國家的合作夥伴洽談全球分銷事宜。

在俄羅斯，觀眾努特拉通過網絡追起

了中國劇《杉杉來了》，“這是壹部神奇

的電視劇……我用了壹天時間就都看完了

。＂這部中國現代都市愛情偶像劇，也在

俄羅斯Dorama.ru網站中文影視劇排名第

壹。同時，《花千骨》《還珠格格》《甄

嬛傳》《三國》等中國劇，也在俄羅斯網

站上播放。在越南視頻網站Zingtv.vn上，

《微微壹笑很傾城》占據榜首位置，點擊

量已突破3000萬。

“中國核”加“洋包裝”
非洲女觀眾米爾德麗德與中國電視劇

《青年醫生》有著不解之緣。去年，在肯

尼亞舉行的北京影視劇非洲展播季啟動活

動中，她和兒子被選為代表接待了《青年

醫生》的劇組導演和主要演員。

“當時他們問我對這部電視劇有什麽

建議，我說應該有英語或斯瓦希裏語配音

＂，米爾德麗德說，“沒想到，壹個星期

後電視劇便有了英語配音。太棒了，他們

效率真高！＂

肯尼亞“中國影視＂頻道創辦方、北

京四達時代傳媒有限公司肯尼亞公司CEO

張軍旗認為，文化與情感的共鳴是中國影

視劇在非洲掀起收視熱潮的重要原因。非

洲觀眾從中國影視劇中看到了中國人謙虛

禮讓的優良傳統，對待事業的勤勉上進，

對待生活的熱情勇敢。這些積極向上的精

神是中國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正是這種正

能量的傳遞使中國影視劇深深打動了非洲

觀眾。

“中國電視劇體現了中國人對親情的

重視，他們對孩子關懷備至，在家庭中彼

此扶持，所以我願意和家人壹同分享中國

電視劇。＂米爾德麗德說。

2015 年，越南國家電視臺青年頻道

(VTV6)開始播出由廣西電視臺譯制的《北

京青年》。這部電視劇邀請了 50多名越

南籍人士參與翻譯和配音，包括越南影視

明星、主持人、在華留學生等，用原汁原

味的越南語演繹了北京青年的悲歡離合。

2014年，《媳婦的美好時代》被翻譯

成斯瓦希裏語在非洲播出，引發萬人空巷

。該劇的斯瓦希裏語配音版視頻片段在網

絡瘋傳，壹口斯瓦希裏語的毛豆豆與婆婆

吵架的片段更引發網友熱議。中國影視劇

走出去，合拍也是大方向之壹。今年 9月

初，中韓合拍的 5集紀錄片式連續劇《壬

辰倭亂1592》登陸韓國KBS電視臺熒屏，

並在中秋節小長假黃金時段重播。該劇前

3集由韓方拍攝，後 2集由中方拍攝。中

方拍攝團隊憑借中國歷史正劇的豐富經驗

，力求突出細節，真實還原大場面。據韓

國媒體報道，劇中激烈的平壤攻城畫面，

是在八壹電影制片廠制作的與實物大小接

近的攝影棚中拍攝完成。

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

峰認為，影視產業化出海，不僅幫助企業

擴大全球影響力、打造品牌化，還能引進

優質內容與更優的商業模式，進壹步加快

國產影視作品的國際化步伐。

談到新時代背景下以影視劇為載體的

對外文化傳播所面臨的挑戰，張軍旗認為

，尋求傳播模式上的創新與突破是關鍵壹

環，傳播模式的本地化應該是未來影視劇

對外輸出的發展方向。而“本地化可以通

過合作制片、合作拍攝的方式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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