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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0 Katy Fwy
Houston TX 77079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4號出口

星期二、三、四
9：00AM
星期五、六
9：00PM
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77-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el:713-952-9898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C8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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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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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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地 時
間2016年10
月 31 日，美
國阿拉巴馬
州希比，當
地發生天然
氣管道爆炸
，火光沖天
濃煙滾滾。

迪拜樂高樂園開業
6000余積木拼成上萬個建築造型

10月 31日，在阿聯酋迪拜，遊客們在進入迪拜樂高樂園前合影留念。當日，全球第七家、中東地區第壹家樂

高樂園在阿聯酋迪拜正式開業。該樂園擁有6個主題園區和超過40個互動遊樂設施，共使用超過6000萬塊樂高積木

拼裝了約15000個建築造型。

當地時

間 10 月 31

日 23 時 57

分許，韓國

檢方緊急逮

捕正在接受

調查的“親

信幹政”事

件涉案人物

崔順實，並

計劃將其移

交至首爾拘

留所。檢方

相關人員表示，崔

順實在調查中對各

種嫌疑都予以否認

，檢方擔心有關證

據會被銷毀。崔順

實此前有在國外逃

避的經歷，目前在

國內也並沒有在居

民登陸證上登錄的

地址居住。檢方還

表示，被調查者心

理極度不安，可能

有無法預測的情況

發生。

意大利地震致多家工廠被毀
火腿掛在廢墟中

當地時間2016年10月31日，意大利諾爾恰，壹家火腿工廠在地震中受損，廢墟中出現

壹排排懸掛著的火腿。意大利中部30日發生6.6級地震。

韓國檢方深夜緊急逮捕崔順實

美國阿拉巴馬州發生天然氣管道爆炸
火光沖天濃煙滾滾

當地時間 2016
年 10月 31日，印度
加爾各答，Annakut
節當日，印度民眾用
圍巾、雨傘等盛接寺
院分發的大米。

印度民眾搶接“好運之米”
雨傘圍巾臉盆齊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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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與克利伯帆船賽再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殷江宏山東報道）“帆

船之都”青島日前確認，將再次參與全球規模最
大的非職業選手遠洋航海賽事——克利伯環球帆
船賽，開啟2017-18、2019-20兩個賽季的合作，
雙方合作將持續至2020年底。青島市政府副市長

欒新與克利伯風險投資公司首席執行官沃德在青
島奧帆中心媒體中心正式簽約。青島將成為克利
伯史上唯一連續八屆停靠港。

佛山辦海峽兩岸港澳泰拳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佛山報道）已連

續舉辦三年的海峽兩岸港澳地區泰拳邀請賽今年

繼續舉行，記者3日從大賽新聞發佈會上獲悉，有
來自內地、香港、澳門及中華台北的四支隊伍參
加，設男子54kg、57kg、60kg、63.5 kg、67kg、
71kg共六個級別，通過淘汰賽，決出各級別的冠
軍。

據悉，比賽將於今年12月6日至10日在佛山
嶺南明珠體育館舉行。

賽馬會向港殘奧英雄頒獎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啟剛）為表揚在9月里

約殘奧會為香港取得2金2銀2銅好成績的港殘奧
隊，賽馬會優秀運動員獎勵計劃3日向一眾得到佳
績的運動員頒發一共182萬港元獎金，其中硬地滾
球奧運金牌得主梁育榮個人共獲約41萬港元獎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香港企業灝天金融
集團再次贊助港足，3日中午其集團董事尹啟良與足
總行政總裁薛基輔及港隊教練金判坤，舉行送贈港足
球衣簡單合作儀式。另外薛基輔卻在記者會後證實，
賀歲波檔期已有主人，傑志足球會將主辦賀歲波賽
事；據消息指，傑志將主辦美職聯球隊紐約城球隊訪
港。薛基輔同時透露：“傑志有關申請文件已齊備，
正在等候董事會開會批准。”不過亦有傳南華會想辦
賀歲波，薛基輔對此感到意外並表示：“可能時間來

不及。”
至於灝天金融集團繼去年贊助港足出戰世界盃外

圍賽的賽事後，將提供新一輪贊助予港足，新贊助為
期一年，贊助費將會用作加強港足的宣傳工作，以及
支援代表隊購置訓練器材及用品等，不過會上沒有公
佈贊助金額。灝天金融董事尹啟良指出：“集團今季
支持港超球隊標準及上季的黃大仙，都是本着扶植青
少年足球員惠及社會，儘管球隊成績欠理想，機構仍
是默默支持香港足球。”

易建聯不是第
一 個 對

CBA聯賽要求穿
李寧品牌球鞋參
賽表示抗議的球
員。在首輪比賽
中，同樣與Nike
公司簽有贊助合
同的周琦和王哲
林已經通過社交
媒體表達了類似
不滿。易建聯、
周琦和王哲林看

起來是為自己的健康着想、維護自己的
“穿鞋權”，實際上是為幕後的競品贊助
商與聯賽贊助商的角力代言。與周琦和王
哲林用意相似的文案發發牢騷相比，易建
聯在比賽中公然“棄鞋”離場則更加露骨
而過分。

不守信CBA誰來贊助？
CBA聯賽關於球鞋的要求早在7月份

就已經出台。如果易建聯、周琦和王哲林
真的因為健康原因不能穿着李寧籃球鞋，
早就應該與聯賽組織者、贊助商協商溝
通，相信聯賽贊助商一定會為這些大牌國
手們訂製出專業、合腳的鞋，他們大可不
必以這樣的極端方式明爭暗抗。

CBA聯賽能有今天相對繁榮的局面，
以大約5年20億的天價成為聯賽合作夥伴
的李寧公司作出了巨大貢獻，可以說每支
CBA俱樂部、每位CBA球員都是受益者。
中國籃協、聯賽推廣商盈方公司維護李寧
公司的權益，也是維護CBA聯賽的信譽、
聲譽和規則。人而無信，不知其可。CBA
聯賽不守信諾，將來誰來花鉅資贊助CBA
呢？

合約清清楚楚應該遵守
CBA聯賽是否應該打包出售球員的

“選鞋權”？如果各俱樂部認為此舉不合
理，完全可以在聯賽新的贊助合約簽署前
就此與中國籃協進行協商。但是，既然現
在的合同仍在執行，CBA聯賽的現行規定
也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易建聯、周
琦、王哲林們應該和其他球員們一樣遵守
規則。
有意思的是，易建聯能夠重返CBA聯

賽是應該感謝中國籃協和聯賽主辦方的。
不料，“阿聯”卻以這樣的方式“回饋”
中國籃協和球迷，實在是令人失望。創牌
不易毀牌易，為了CBA聯賽的健康、可持
續發展，聯賽主辦方、俱樂部、球員、球
迷、媒體等相關各方應當對聯賽倍加呵
護，而不是像“阿聯”這樣對它進行也許
是無心的傷害。 ■新華社

2日晚的CBA聯賽被一雙鞋子刷屏。遭NBA洛杉磯湖人隊裁掉的易建

聯在被CBA“特許”參賽之後並沒有為球迷們獻上精彩的籃球表演，卻在

贊助商無形的推手下上演了也許會載入CBA另類“史冊”的棄鞋行為。也

許這位當下最大牌的男籃國手希望表達的是對聯賽服裝球鞋贊助商的抗

議，可實際上他傷害的是中國職業球員們賴以生存的CBA聯賽。

“阿聯”易建聯在場上將CBA
贊助商球鞋脫下光腳走回更衣室，
隨後換回其贊助商Nike球鞋繼續參
賽，這也引起軒然大波；3日易建
聯在其社交平台上對此作出道歉。
同時，中國籃協亦公佈了對易建聯
“棄鞋”行為的處罰結果，這位國
手需要停賽一場，而其効力的廣東
隊被罰款5萬元人民幣。

至於易建聯在其社交平台上的
道歉文中表示：“由於當時腳的不
適與疼痛感一度讓我情緒起伏在場
上作出不適當行為，造成不良和負
面的影響，在此深感抱歉，我們都
應有責任去維護好我們自己的聯
賽。如有責罰我願接受，也會交託
俱樂部繼續與籃協溝通，希望球迷
們和媒體繼續關注比賽，關注我們
的CBA。”

廣東輸“打吡”兩連敗
至於 2日晚舉行的“廣東打

吡”最為引人注目，回歸CBA賽場
的易建聯進行了本賽季首秀，但並
未進入狀態，只得到13分，兩隊比
分幾經反覆後，最終廣東以88:89
一分之差惜敗深圳，慘遭兩連敗。

■記者梁啟剛

“阿聯”道歉願受罰
中國籃協判停賽一場

中甲武漢卓爾足球俱樂
部日前發佈消息，球隊受
邀將前往昆明與國足8日
開展熱身賽。這場熱身
賽將是“銀狐”納比執
教國足後的首場比賽。
武漢卓爾俱樂部介

紹，為備戰這場將在昆明拓
東體育場進行的熱身賽，球隊將
不惜一切、全力以赴做好服務，外援前鋒約翰遜
也會隨隊前往。這場熱身賽是國足主帥納比團隊主
動邀請提出的。
正在參加俄羅斯世界盃亞洲區12強賽的中國男

足，前四場比賽中1和3負積1分，在本組6支球隊
中墊底，出線形勢岌岌可危。下一場比賽，國足將
於本月15日在昆明拓東體育場對陣卡塔爾。

國足邀請武漢卓爾熱身，將成為國足提前適應
高原比賽場地，以及納比公佈國足大名單後觀察國
腳技戰術狀態的重要平台。
目前，納比教練團隊中，馬達洛尼、內里

兩名助教本賽季均在武漢卓爾俱樂部工作。
武漢卓爾近期保持連勝的不錯狀態，以及納
比與卓爾主帥費拉拿的師徒關係，也被視為國
足邀請卓爾對陣熱身的主要原因。 ■新華社

■國足主帥納
比。 新華社

納比教國足首仗
友賽中甲隊

■易建聯(右)被罰停賽。 新華社

■易建聯換
上自己的球
鞋後下場。

新華社

■易建聯將球鞋脫掉後
留在球場。 新華社

■易建聯(前右)脫下CBA

贊助商球鞋。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東亞足球錦標賽
將於下星期日拉開序幕，港足首戰將遇上近年進步神
速的關島，3日晚港足20人大軍就於小西灣運動場進
行首課操練，主帥金判坤希望陳肇麒能夠再度發揮
“關島殺手”的本色，重拾本地第一中鋒的入球觸
覺。

由於2日東方龍獅剛完成港超聯賽，3日晚的操
練中徐德帥、李康廉及麥基等東方球員，只是稍為作
一些恢復性操練，而其他球員則集中訓練控球組織，
意圖在關島一戰掌握節奏。備戰時間只有三天，港足
主帥金判坤坦言安排訓練內容有一定困難，不過卻在
今課操練中看到球員的鬥志：“球員們都很期待對關

島的比賽，看得出他們充滿鬥志，球隊目前的氣氛士
氣都十分好。”
有“關島殺手”之稱的陳肇麒今次回歸港隊，不

過近年這名中鋒在球會多擔任前場組織的工作，金判
坤希望他可以將注意力放在入球上：“陳肇麒是本地
最好的前鋒之一，在禁區內爭取入球才是他最大的價
值，我希望他可以重拾前鋒殺手的本色。”金判坤又
表示，近年關島進步很大，今場絕不會是一面倒的比
賽，不過主場出擊首戰對勝利是志在必得。

另外，港超球會飛馬3日宣佈，教練加倫提早解
約離隊，而球隊已物色新教練，將於下周正式公佈，
目前球隊由助教陳浩然暫時帶隊。

金判坤冀陳肇麒續當“關島殺手”

傑志欲辦賀歲波

■港足主帥金判坤(右)
主持訓練。 郭正謙攝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6年11月4日（星期五）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錯版”人民幣因罕見，在收藏市場具有
很高的價值。前段時間，重慶大足區的鄧大娘
“碰巧”遇到有人賣“錯版”50元（人民幣，
下同）——“伍拾圓”三個字竟然是倒過來
的。見有低價購買的機會，鄧大娘未及細想就
花費一萬元買下。後經仔細辨別，人民幣的確
是真的，但“錯版”卻是人為製作的。

鄧大娘今年50歲，在重慶大足區龍水鎮五
金路經營一家副食店。4月27日，一名藍衣男
子來到鄧大娘的門市，向鄧大娘買飲料，幾分
鐘後，一名寸頭男子也進來買了一瓶礦泉水。
正當寸頭男子準備付錢時，鄧大娘發現他手裡
拿着一張“伍拾圓”三個字顛倒的舊版50元。

藍衣男子一口出價5,000元，但因價格太低
被寸頭男子拒絕。雙方一陣討價還價，最後定價
於5萬元。藍衣男子說完便朝附近銀行走去，寸
頭男子稱，藍衣男子看起來不太正經，擔心錢被
搶，便以4萬低價賣給鄧大娘，並先收1萬元。
鄧大娘發現自己受騙後急忙報警求助，警

方最終於上月底將藍衣男子抓獲。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重慶報道

渝婦墮騙局 萬元買“錯版”人民幣

■據阿東了解，渡口依然是
許多市民出行的便利選擇。

■家住沙灣的阿東為了留住一些兒時的渡口
記憶，花半年時間沿河尋找現存的渡口。

全球第一個“佛教文化遺產數字博物館”項目啟
動儀式2日在深圳本煥學院舉行。據悉，佛教文化遺
產數字博物館建成後，將以圖片展與數字放映的形式
在英國劍橋大學和深圳弘法寺展出。

收集海外中國佛教遺產
此次項目的合作雙方為英國保護瀕臨消失的世界

基金會和深圳市智慧東方公益基金會，具體由劍橋大
學康河計劃項目組和本煥學院執行。雙方將聯合成立
項目研究委員會與項目諮詢委員會，英國方面以艾倫
．麥克法蘭教授為主要項目負責人，中國方面則由印
順大和尚負責。

英國劍橋大學康河計劃項目理事王子嵐女士介
紹，該項目以收集、整理、研究、展示中國海外所收
藏的中國佛教文化遺產為宗旨，依據不同的專題，展
開藏品的甄選、研究，建立數字博物館，在英國、中
國等多個國家舉辦數字展與圖片展。項目以五年為
期，每年擬定一個主題，目前草擬的主題有：一、中
國佛教僧侶的旅行：東方與西方的文明交匯；二、佛
教對物質文化的影響（上：建築、造像藝術及其他）；
三、佛教對物質文化的影響（下：飲食文化）；四、中
國佛教與日本禪宗；五、在海外的敦煌佛教文化遺產。
在線數字博物館將包括300份至500份珍貴檔案與器物
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熊君慧深圳報道

首個“佛教文化遺產數字博物館”啟動

番禺渡口漸荒蕪
穗青年訪尋留記憶

連接廣州番禺沙灣和南沙欖核兩鎮的北

斗渡口近日貼出一紙公告，稱因“船舶老

化”等原因停航整頓，復航日期未知。這個

曾經最為繁忙的渡口，停航不僅引發附近市

民的出行憂慮，也引起熱衷騎行的廣州年輕

人關注番禺鄉鎮渡口，以及開始沿河走訪現

存渡口。在番禺土生土長的“80後”阿東

決定獨自騎車沿河尋找兒時的渡口記憶，為

自己的渡口情結做一份相冊保留。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廣州水網密佈，渡船曾一時興旺。上世紀
80年代末，廣州擁有鄉鎮渡口255道，

每天客運量高達11萬人次，但好景不常，到
90年代就停滯倒退。番禺的渡口更加日漸荒
蕪，20年間，渡口數目從152個銳減至目前的
13個。

阿東說，之前自己走訪過的渡口有34
個。剛剛關停半個月的沙灣北斗渡口，過去
是番禺最繁忙的渡口之一，阿東曾乘船過渡
去順德走親訪友，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要
排很長的隊。

路橋取代渡口已成趨勢，但據阿東
花半年走訪番禺現存渡口的情況來看，
即使今時今日路橋網絡日趨完善，一些

渡口仍能繼續發揮作用，方便市民出行的功能並
不過時。同時，在阿東踩點時，還見到有專程前
來渡口、體驗遊玩的老外推着單車上船。

城區渡口運營水巴
據了解，與這些地處偏遠區域的渡口不

同，中心城區的不少渡口都運營水巴。目前，
廣州已有26個渡口加入運營水巴的行列，航線
已開拓到14條。其中，老廣州人熟悉的天字碼
頭、魚珠碼頭、中大碼頭等傳統渡口都位列其
中。由魚珠碼頭和長洲碼頭聯接的“長洲－魚
珠”航線，延經黃埔軍校等旅遊景點，2014年
的日均客流量達到1.3萬人次，成為廣州水巴客
流最大、最穩定的黃金航線。

觀光遊覽的“新價值”，讓部分古老渡
口在現代城市中重新煥發往日的光輝，阿東
希望番禺僅存不多的渡口也能找到繼續生存
的方式。

東方航空3日召開上海虹橋機場“10．
11”事件何超機組表彰大會。民航局和包括劉
紹勇在內的東航高管悉數到場。其中機長何超
被評為先進黨員，並獎勵300萬元（人民幣，
下同），同時機組也獲得表彰和60萬元獎勵。

上月11日，上海虹橋機場一架東航A320
客機正在跑道滑跑起飛，突然發現前面有一架
東航A330客機正在穿越跑道，最終由於A320
機長將飛機果斷拉起，避免兩機可能相撞的慘
劇。 ■中新網

閃避飛機相撞 機長獲獎300萬

■“錯版”人民幣的“伍拾圓”三個字倒轉。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全球第一個“佛教文化遺產數字博物
館”項目啟動儀式在深圳本煥學院舉
行。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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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皇馬在官方網站發布通告，同加雷斯-貝爾就續約達成一致，在完成續約後，雙方的新合同將在2022年6月30日到期。

按照此前的報道，貝爾的年薪將上漲至1700萬歐元，違約金則是驚人的5億歐！續約發布會上，貝爾意氣風發。

綜合報道 10月 31日，廣州地標——廣州塔星光璀璨，領導及嘉賓雲

集，“恒大 2016世界斯諾克中國錦標賽”賽前新聞發布會在這裏隆重舉行

。數百名球迷以及國內一線媒體到場，共同爲這項新誕生的世界級大賽揭

開華麗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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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 2016年 10月 31日，日本佐賀市，國際航聯世界熱

氣球錦標賽開幕，比賽將持續至 11月 6日。來自 31個國家和地區的 105個

熱氣球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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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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企檯、出納，有意者面洽）

從

﹁劉
慧
芳
﹂
到

﹁羋
月
﹂

越
南
人
為
啥
愛
不
夠

從 20 多年前的

“劉慧芳”到如今

的“羋月”，再到

中 越 最 新 合 拍 的

《越囧》，越南人

對中國影視劇的熱

情始終沒變。

1993 年在越南

國家電視臺播出的

《渴望》曾引發越

南萬人空巷的局面

，劇中人物劉慧芳

成為許多越南人的

“夢中情人”。

去年，《羋月

傳》在越南視頻網

站上幾乎與中國同

步播出，截至目前

在 zingtv.vn上的點播

量已超過 700萬人次

。在 Kenh14.vn 這樣

的時尚網站上，越南“粉絲”們還將

中國關於該劇的新聞翻譯過來，作為

專題發布。從《〈羋月傳〉違背歷史

惹爭議》到《小羋月火爆熒屏》，無

壹遺漏。

與當年《渴望》全片只用壹兩人

配音或旁白翻譯不同，如今科班出身

的專業配音、譯制群體在譯制過程中

凸現專業性。

早先的譯制片只有壹到兩個人從

頭到尾配音，嚴格來說應該算是旁白

翻譯，而非帶著真實情感的配音。

《西遊記》《三國演義》《神雕俠侶

》《還珠格格》等經典古裝劇都以旁

白翻譯形式在越南播出。

去年，越南國家電視臺青年頻道

(VTV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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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男女主角分別由越南話劇團

副團長黎宏光和越南著名演員阮氏青

玄配音，可謂是用原汁原味的越南語

演繹了北京青年的悲歡離合。

早在 2014 年 11 月，越南語版的

《老馬家的幸福往事》在越南國家數

字電視臺正式播出。這是中國首部以

越南語為目標語言的國產譯制劇，也

是中國第壹部嘗試由中方主導翻譯與

制作，由越方專家、演員和普通民眾

廣泛參與的越南語譯制劇。整個譯制

工作周期為 5個月，譯制錄音全部在

南寧完成。

兩國相似的文化傳統使得文學名

著、武俠以及古裝劇能夠被越南民眾

接受，網絡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在青年

人中頗受歡迎。

兩國都在近30年間從低收入國家

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正在建設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經歷了類似的社會經濟

生活巨變。反映這些題材的中國電視

劇，如《北京青年》《歡樂頌》，容

易讓越南年輕人感同身受。

在電影方面，越南對引進大片沒

有嚴格的限制制度，往往根據院線的

購買力決定播放的影片。中國中等成

本制作的電影由於價格優惠，時常受

到越南院線的青睞。武俠題材的中國

電影基本都能被引進。越南電影院基

本每月都會有壹到兩部中國電影上映

，如果是國內發片高峰，還會更多。

今年春節期間，越南上映的14部電影

中就有 4部中國電影，包括《西遊記

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賭城風雲》

《美人魚》和《臥虎藏龍2》。

有分析認為，隨著越南電視劇和電

影的制作水平不斷提升，中國影視劇

如果想繼續保持在越南的熱度，不妨

抓住占總人口約 40%的 25歲以下人群

，選擇年輕人喜歡的題材，在視頻網

站和手機平臺上播出；在影視劇制作

上重“質”而非“量”；尋求合拍，

以便更準確地定位越南市場。

《生死戒毒》化身生死臥底
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朱雨辰出演戒毒第壹劇

由映美傳媒、天真如視、宮

羽互娛出品，正暉映美基金、保

祿利亞、見境影視聯合出品，董

晴、方文強、孫佳雨、陳希郡、

Makiyo、葛錚、曾秋生等全明星

陣容出演的青春愛情影片《分手

別把鍋帶走》將於2016年11月11

日正式上線愛奇藝。

本片在敘事結構上不同於常

規的青春愛情片，平行講述了三

對不同年代情侶的愛情故事，而

壹間失戀雜貨鋪將看似毫無交集

的三代人聯系在了壹起，在時空

轉換和穿插敘事中，展現了文革

以來各代國民的戀愛風貌，在當

下的網大市場中令人眼前壹亮。

除了影片本身的質量保障，宣發

方映美傳媒也是實力不俗，秉承

著網大精品化宣發、出品戰略，

映美傳媒先後出品發行了《不良

女警》《乒乓俠》《站住！別跑

！》等現象級網大。近日片方曝

出了定檔海報及先導預告片，強

勢定檔11月11日，可見出品方對

本片的信心。

本次發布的定檔海報畫面給

人幹凈清新之感，整體色調明媚

暖心。

海報主體是壹把鐵質炒鍋，

稍帶油煙氣息的木質手柄透露出

它曾經的歲月，隔著屏幕都能感

受到溫暖安心的煙火氣，視覺主

體的位置似乎也預示著鍋在本片

中具有獨特的象征意義。

印在黑色鍋裏的乳白色片名

——分手別把鍋帶走，給人青春

稚氣之感，又帶著莫名的治愈。

且與鍋形成鮮明的對比，歲月與

青春，深沈與稚氣，黑白分明，

卻無違和，隱隱透露著片中三個

年代時光交錯的意味。

而海報右下角的影片 slogan

：愛，是無法消除的饑餓。紅與

黑的經典配色，溫馨熱烈的情感

歸屬，讀出來別有壹番溫馨滋味

，同時簡單的壹句話也闡述了本

片中愛情溫暖深刻的內涵。

承接海報溫暖治愈的畫風，先導

預告片從配樂到畫面洋溢著溫情

暖心的腔調，到處都是 70、80、

90三個年代的青春元素，例如 73

年鄧麗君的《千言萬語》，搪瓷

鍋，紅星燈泡廠，東方紅電影院

；03年周傑倫的《晴天》，藍白

校服、啰嗦班主任、諾基亞手機

；16年酒吧DJ樂，約炮，分手飯

等，年代感十足。

同先導預告壹同曝光的，還

有本片的全明星主創陣容。曾在

熱播網劇《最好的我們》中飾演

張平和蔣年年這對國民CP的董晴

、方文強再續前緣，聯手演繹 70

年代文革時期的愛情故事；同樣

出演《最好的我們》的孫佳雨和

歌手出道的陳希郡為我們帶來 80

後的校園戀情；臺灣藝人Makiyo

和曾出演熱播網劇網大《余罪》

《站住！別跑！》的葛錚演繹了

90後當下的都市戀情。三對既有

顏值、又有演技的“顏技派”主

創在網大市場中絕對堪稱超豪華

全明星陣容。

11月 11日，《分手別把鍋帶

走》將暖心上線愛奇藝，以愛解

餓，填補寂寞，請溫情以待。

近日，現實主義題材電視劇《生死戒毒》於山東

威海開放了媒體探班，該劇由光環影業、德豐影業股

份有限公司、唯創東方環球影視文化（北京）有限公

司共同出品，由著名導演雷獻禾攜手編劇曹金玲傾力

打造，匯集了朱雨辰、李依玲、毛毅、宗平等人氣明

星，更有唯創東方曹力、趙漢唐、王亞軍、王超、萬

麗偉等實力演員公益出演。作為國內第壹部聚焦“戒

毒社區”的公益題材電視劇，《生死戒毒》講述的是

壹個發生在“太陽花戒毒社區”裏的有關希望和救贖

的故事，在這個社區中，戒毒警察、科研工作者以及

吸毒人員，共同努力相互扶持，最終他們中的很多人

終於戒除毒癮走向新生。

探班當天，《生死戒毒》的制片人曹大勇和導演

雷獻禾接受了記者的采訪，也詳細講述了二人拍攝

《生死戒毒》的初衷。在當今的電視熒屏上，有關緝

毒禁毒的影視作品層出不窮，但是單純講述“戒毒”

的其實並不多見。《生死戒毒》的劇本是編劇曹金玲

在戒毒所工作六年之後厚積薄發的壹部作品，是根據

她個人在戒毒所的親歷事件撰寫而成。在曹大勇和雷

獻禾看來，這樣壹部作品放置在今天，更有其現實意

義。

“戒毒社區”是壹個新興的戒毒模式，不同於

“強制戒毒”，它的形式是將戒毒人員聚集在壹起，

以“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形式，互相幫扶走向新生，

這是當下復吸率最低的壹種戒毒新模式，在中國屬於

起步探索的階段。《生死戒毒》就聚焦了這個模式，

用溫暖又真實的筆觸，展現這個模式對戒毒人員巨大

的改變作用，無論是制片人還是導演都強調，《生死

戒毒》講述的是壹個很暖心的故事，它就像伸向溺水

者的壹雙溫暖的手臂，有壹種“將他們從人生泥潭裏

拉出來”的感人力量。

在劇中，男壹號朱雨辰出演的丁壹楠是壹個戒毒

警察，因為自己最好的戰友被毒販殺死，所以心中對

吸毒人員“恨之入骨”。在他原本的觀念當中，吸毒

者本是壹個無可救藥的人群。所以當他以“臥底”的

身份來到“太陽花戒毒社區”之後，本來對這群人充

滿了厭惡和抵觸。然而在日積月累的接觸當中，他開

始走進吸毒人員的內心世界，開始慢慢地了解他們、

同情他們、幫助他們、拯救他們。在朱雨辰看來這部

劇是壹個關於“人與人心與心”的作品，他讓壹個特

別“不像警察的警察”，在壹段臥底的生涯當中，逐

漸經歷了壹個救贖他人找到自己的過程。

朱雨辰出演的這個戒毒警丁壹楠，用他自己的話

來說，就是“壹點兒也不像警察”，他暴躁、易怒，

走進“太陽花社區”的時候對吸毒者滿心仇恨與不屑

。為了讓這個人物更生動更立體，朱雨辰為他設計了

輕微了“蘭州口音”，讓這個人物多了壹點兒西北漢

子的粗狂質感。雖然只是口音上壹個小小的調整，卻

讓這個人物壹下子豐富了許多。

據悉電視劇《生死戒毒》年內殺青，將在2017年和

觀眾見面。

映美傳媒《分手別把鍋帶走》定檔愛奇藝

11月11日給妳另壹種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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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S與表姊芭娜娜推出《國際廚娘的終極導
師》食譜書，3日舉辦記者會，小S現場煮三杯
雞，並邀請媒體： 「你們來吃我的雞！」現場一
片爆笑。她對自己廚藝滿意，透露老公許雅鈞最
愛她 「下麵」，之前賈永婕女兒爆料去她家都吃
外帶食物，被質疑廚藝不及賈永婕，她昨不屑說
： 「那是因為她很閒啊！她只是婚紗店老闆娘，
我很忙的，OK？」並說自己先前抬轎讓賈永婕
食譜大賣， 「現在該換她表示一下。」

小S最近忙拍蔡康永執導的《吃吃的愛》，
目標票房破億，她說： 「如果沒破億，就是林志
玲帶衰！林志玲是票房毒藥耶！她演的片很少有
紅的，那時候蔡康永說要找她，我就很擔心。」
林志玲戲分已殺青，她說，這證明她的戲分比林

多， 「我是這部戲唯一女主角啊！我跟蔡康永討
論要寫林志玲客串還是臨演，但寫臨演不好意思
，可能還是寫她客串吧！」

因林志玲比她更早進劇組，她積極減重，從
47瘦到42公斤，不想被搶風采，聽蔡康永說工
作人員把林志玲照片當手機桌布，小S找工作人
員對質，發現並無此事，笑說： 「蔡康永為了林
志玲的面子說了很大的謊！」

為證明自己是片場最受歡迎女藝人，她說詹
仁雄曾找知名鹹水雞攤販探班，獲得廣大好評，
「鹹水雞老闆很喜歡我，一直要請我吃東西，他

們的鹹水雞真的很好吃，大家都很開心排隊，連
林志玲也在排隊呢！」

宣傳食譜書麻辣快語 小S左捅志玲右虧賈永婕

劉香慈與永信藥品全
球合作事業部高層Vick年
初已登記結婚，27日將在
台北萬豪酒店舉辦婚宴，
席開25桌。她3日秀出喜
帖，請到高人氣的插畫家
Duncan 設計，原來 Dun-
can 是她大學學弟，因這
層交情促成合作。

劉香慈很喜歡 Dun-
can 的獨特畫風，聯絡時
，他竟回問： 「妳確定嗎
？我專門把人畫醜耶。」
喜 帖 的 背 面 寫 著 Cest la
Vie（我的人生），C 是
她的英文名字Chantel，V
是Vick的英文名字，Vick
曾對她說： 「遇見妳是我
人生最美好的一件事。」
背後故事浪漫，兩人也希
望收到喜帖的親友會心一
笑並收藏。

婚宴由她妹妹劉方慈
與 Gino 主持，劉香慈當
天會穿3套婚紗，其中一
套是上月到西班牙度假時
買的，婚宴當晚沒找伴郎
伴娘，而是安排6位小花
童 。 宴 會 後 也 有 After
party，讓圈內外好友參加
。

劉香慈曬超萌喜帖 27日辦婚宴

曾演出偶像劇《海豚灣戀人》走紅的前童星王欣逸，今年7月涉入桃園蘆竹青少年鬥毆
事件，受害者受傷送醫後，至今3個多月仍在加護病房治療，王欣逸偵訊時也坦承有持球棒
毆打受害者頭部，對此桃檢則依殺人未遂罪將其起訴。

根據警方調查，當時葉姓以及李姓少年發生衝突後，竟相約談判且各自撂人助陣，當時
王欣逸和其他四名同夥分乘兩台車前往，一見李姓少年就是一陣亂打亂砍，其中一名曲姓男
子因行動不便，遭王欣逸等人持刀揮砍圍毆後失去意識，未料逃離現場後竟到賓館慶功，隨
後警方則獲報循線逮人，還從房間內搜出毒品，並將所有涉案者帶回警局訊問。

曲姓男子送醫後，因腦部重創及肺部穿刺傷，至今仍在加護病房治療，尚未恢復意識，
而王欣逸在偵訊時坦承有持球棒毆打曲男頭部，其餘同夥也承認有持刀砍殺，因此檢方依殺
人未遂罪將王欣逸等5人起訴，少年部分則由少年法庭審理。

昔童星砍人後開毒趴慶功
殺人未遂罪起訴

八點華劇《獨家
保鑣》日前拍攝一場
黃薇渟去動物之家採
訪的戲，她和謝佳見
兩位愛狗演員因此有
聊不完的貓狗話題，
在現場拍攝時兩人不
時逗玩工作人員所養
的米克斯小狗。黃薇
渟也透露日前在新竹
拍戲時，還救援了一
隻跛腳的小流浪狗。

謝佳見表示，他
從沒有養名犬的迷思
，小時候在大馬生活
養的都是土狗，並沒
有特別去認識與瞭解
哪些種類狗狗稱之為
名犬，養狗初衷就是
隨緣。不過，謝佳見
喜歡狗狗，卻怕陌生的狗，主要原因是搞不清每
隻狗狗在想什麼，也不知道該怎麼溝通，擔心表
錯情反而觸怒狗兒，他笑說： 「所以我只敢逗自
己養的狗，因為天天相處知道牠們的習性。」他
也坦承養狗愈久甘作狗奴，再累都還要陪牠們，
他說： 「哪怕再累只要一回到家，一定先帶狗出
門尿尿，而且發現自己狗很有潔癖，懂得要求要
換尿片。」

黃薇渟也是愛動物成癡，貓、狗或是流浪鸚
鵡，都曾有帶回家的記錄，無奈家裡經濟不允許
收容這些撿回來的大小動物們，所以從小到大，
她家都是流浪動物的中繼站，她會想辦法為這些
流浪或受傷的動物送到動物醫院或是找到人領養

才能安心。
她日前拍攝在新竹白蘭部落拍《獨家保鑣》

發生小插曲，前往外景地時，發現一隻虎斑米克
斯狗，她特別停車下來看，驚覺幾個月大的小狗
狗腳是跛的，因為擔心狗狗安全，於是帶著牠至
拍戲現場，先請助理幫忙照顧，結果這隻小狗愛
玩又愛吃，應該是餓壞了，幾秒鐘就嗑完劇組的
一堆食物。她原本計劃外景結束帶小狗回台北治
療，結果當天遇到一位原住民妹妹，是住在當地
的好心愛狗人士，早已收容幾隻流浪狗，自願照
顧她撿到的小虎斑，才讓黃薇渟拍完戲安心離開
新竹山區，巧的是後來她在臉書放上合照，才發
現這位好心妹妹，竟是她閨密的好友。

謝佳見樂當狗奴黃薇渟邊拍戲邊救援流浪狗

伊林娛樂藝人成語蕎有 「天然呆女神」之
稱，可愛個性與身材火辣形成強烈對比，讓她
擁有一票死忠粉絲。出道9年，她第一次推出
實體作品，花1年時間籌備同名寫真書《成語
蕎Jenny Cheng》，她全程參與過程，並赴沙巴

6天拍攝，突破以往傻大姊、天然呆形象，裸
上身洗泡泡浴還不夠，更大尺度祭出薄紗蜜臀
照。

大秀美背、美臀，成語蕎呈現出百變性感
的一面。她更換20多個造型，有多套性感比基

尼泳裝、蕾絲內衣褲及酷帥時裝等，
共拍 5000 多張照片。其中，她背部
全裸，臀部和背部以薄紗遮掩，若隱
若現，大秀性感。因為是女攝影師，
加上工作氛圍好，成語蕎透露，清場
後她放膽豁出去，只穿Nubra、膚色
丁字褲就上陣，她說： 「照片尺度遠
比出國前策畫還更大。」

《成語蕎Jenny Cheng》預購首日
就衝上博客來即時榜第1名，限量桌
曆也有第2名的好成績。寫真書原價
480 元，預購價 379 元，預購可獲成
語蕎親筆簽名，博客來預購另加贈海
報1張，預計12月舉辦簽書會。

成語蕎秀性感放膽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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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夢一生愛國愛港，熱愛和忠誠於電
影藝術，具有很高的愛國情操和個

人品德。她是第五屆到第九屆全國政協委
員，全國文代會第四、五屆文聯委員和代
表，她也曾擔任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的
會長。她雖息影多年，但依然關心香港和
內地電影的發展，為香港愛國電影事業作
出卓越貢獻。 對於夏夢離世，華南電影
工作者聯合會與銀都機構有限公司均表示
為香港電影史上的一大缺失，向夏夢的家
人表示深切慰問。

華仔：改變我的命運
憑夏夢監製的《投奔怒海》於影
壇嶄露頭角的劉德華，對夏夢辭世
大為慨嘆：“在我生命中不能
忘記的一個貴人，她選擇了
我，改變了我的命運。
看她一生如電影般的
神奇，照亮了銀幕
前後！夢姐，永遠
記得您。”負責
執導《投》片的
許鞍華(Ann)難過
地說：“知道消息

好突然，好難過。我們大家都好尊重她，
好歡喜她。”
同樣出身於長城電影公司的鮑起靜，由
於父親鮑方跟夏夢曾有不少合作機會，故
她小時候已見過前輩夏夢，且印象深刻。
鮑姐讚賞夏夢是她一生人所見世上最漂亮
的人，第一次見面便覺得她很高、很靚，
更風度出眾，“夏夢姐才是真正的大明
星！”鮑姐最感可惜是當自己加入長城
時，夏夢姐已經離開公司，大家沒有合作
機會。
原名楊濛的夏夢，祖籍江蘇，出生於
上海一個文藝之家，因父母愛好戲曲，
令她從小受到薰陶。1947年夏夢隨家人
遷居香港，1950年簽約長城電影公司，
展開一生燦爛的星途，更與石慧、陳思
思合稱“長城三公主”。夏夢參演處女
作《禁婚記》時只有18歲，不過她演活

了片中的妻子角色，助電影成為該年的
國語港片票房冠軍。

去年出席“仲夏夢影”
夏夢氣質優雅，才藝兼備，擅演擅唱，

不論時裝、古裝還是戲曲電影皆能勝任，
是五十年代罕見的全才演員。她更得到眾
多名家青睞，為其度身訂造劇本，最為人
津津樂道包括金庸以“林歡”為筆名撰寫
的《絕代佳人 》，他曾盛讚夏夢美如西
施，甚至有指其多位筆下美人的原型均來
自夏夢。
息影旅居加拿大多年後，在廖承志的關

懷下，夏夢於1978年創辦青鳥電影公
司，並親自監製《投奔怒海》和《似水流
年》。題材關於越南的《投奔怒海》，是
青鳥於1982年上畫的開山作，由劉德

華、林子祥、繆騫人及馬斯晨主演，該片
於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囊括最佳影片、
最佳導演、 最佳編劇及最佳美術指導等
多項榮譽。《似水流年》也囊括了第四屆
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獎。
2003年，夏夢應邀為香港星光大道留
下手印，並於同年在影聯會與工聯會合作
的大型舞台劇《歲月的風采》擔任藝術總
監。2005年夏夢入選“中國電影百年百
位優秀演員”之一，到2015年的第十八
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她更獲頒華語電影終身
成就獎，以肯定她一生對電影藝術的追求
與卓越的成就。同年為紀念夏夢女士從影
65周年，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辦為期一個
月的“仲夏夢影－夏夢從藝六十五載誌
慶”影展，特此表揚夏夢在藝壇上的成
就，她亦有出席相關活動。

金庸夢中情人 劉德華的貴人

夏夢公主仙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御龍）著名女星夏夢是華

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會長、中國傑出電影藝術家及著名演

員，她於上月28日凌晨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逝世，享年83歲。曾是香港長城電影製片公司首

席女演員的她，演出過約40部名作，並以美貌見稱，擁有“上帝的傑作”美譽，是香港電影界公認的西

施。連著名作家金庸都視她為夢中情人，對她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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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配佳人，是中國人常用的形
容詞，據報作家金庸也是對夏夢一往
情深。有指他曾經說過：“西施怎樣
美麗，誰也沒見過，我想她應該像夏
夢才名不虛傳。”不少報道均指金庸
筆下的王語嫣、小龍女等絕世美人，

其原型都是來自夏夢，甚至有說法是
金庸轉行進入電影公司，以另一筆名
撰寫電影劇本，都只是為了接近這位
夢中情人。

由於寫影評，金庸迷上夏夢後往
影圈發展並非難事。1951年金庸開始
寫劇本，炮製了給夏夢演出的《絕代
佳人》，他更為夏夢加盟長城電影公
司。有人爆料指他愛得夏夢如癡如
醉，當事人甚至開玩笑說：“當年唐
伯虎愛上丫環秋香，為了接近她，不
惜賣身為奴入豪門，我金庸與之相比
還差得遠呢。”

在夏夢離港移居加國時，金庸情
心依依，為此寫了一篇社論《夏夢的
春夢》，向女神隔空送上祝福。而電
影《投奔怒海》本來是叫《船民》，
也是由金庸改成最終這個名字。

才子追夢數十年

■夏夢受廖承志（右）邀請，創辦了
青鳥電影公司。 資料圖片

■夏夢（左）在《金枝玉葉》造型嬌俏。

■《故園春夢》

■夏夢（中）隱退影壇後，活躍於政商圈多年。

■夏夢（右）在影壇甚有地位，不少後輩都很擁戴她。 資料圖片

■《投奔怒海》當年獲多個獎項。

■夏夢跟金庸未能更進一步。
網上圖片

夏夢的一生
夏夢原名楊濛，1933年2月16日出生於上海，1947年隨家人遷居

香港，就讀於瑪利諾女書院。她和父母一樣熱衷戲劇表演，尤愛莎士
比亞，取《仲夏夜之夢》，又因夏天加入長城電影，可以圓夢，遂取
藝名夏夢。

1950年夏夢加入香港長城電影制片有限公司任演員，主演《禁婚
記》、《娘惹》、《門》等影片。因主演影片《絕代佳人》和《新
寡》，獲1957年文化部優秀影片一等獎。

1954年夏夢下嫁商人林葆誠，當時她只有21歲。二人育有一女。

1956年至1966年，加入鳳凰影業公司，主演影片10部。同時又
在長城主演11部影片，其中有在香港國際電影節備受讚賞的古裝悲劇
片《同命鴛鴦》、越劇戲曲片《三看御妹劉金定》、《金枝玉葉》和
她反串演出的越劇戲曲片《王老虎搶親》。

1967年拍畢《迎春花》後移居加拿大。

1979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會見並宴請夏夢和林
葆誠夫婦，希望夏夢能夠再回電影界，隨後創辦了青鳥影業公司，擔
任總監製，拍攝了《投奔怒海》、《似水流年》等片。之後一直為國
家為電影界服務。

2005年，夏夢入選「中國電影百年百位優秀演員」之一，去年更
獲頒上海國際電影節華語電影終身成就獎。擔任過華南電影工作者聯
合會的會長。她活躍於中國政壇，是第五屆到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亦是全國文代會第四、五屆文聯委員和代表。

2016年10月，夏夢在香港病逝，享年8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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