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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專線：

225-921-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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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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澤濤正辦理轉業手續
寧澤濤日前爆料自己遭遇不公的紀錄片播出後，在

中國體壇引起軒然大波。紀錄片導演梁邁日前在接受媒
體採訪時表示，寧澤濤目前正在辦理海軍體工隊的轉業
手續：“先看辦得順不順利吧，還有一些商業合同需要
處理。我覺得，他代表河南參加明年全運會也是有可能
的，他應該也想再次證明自己。”在紀錄片裡，寧澤濤
談及未來時表示自己心有餘而力不足，並稱：“此處不
留爺，自有留爺處”。 ■記者 陳曉莉

梁文博無緣冠中冠四強
北京時間10日凌晨進行的2016桌球冠中冠挑戰

賽，在第2小組中，中國名將梁文博狀態低迷，以0：4
遭沙比零封淘汰。與此同時，艾倫以4：2淘汰佩利，小

組決賽與沙比相遇，結果艾倫以6：5絕殺沙比，成功挺
進冠中冠四強。艾倫將與奧蘇利雲爭奪決賽席位。中國
另一好手丁俊暉日前連勝卡特與冰咸躋身四強。

■記者 陳曉莉

劉詩雯完敗 武漢負魯能
在9日晚進行的2016年乒超聯賽女子比賽第八輪

中，現世界排名第二的劉詩雯在險勝顧若辰後，又在強
強對話中完敗給朱雨玲，主場作戰的武漢安心百分百隊
以1：3負於山東魯能隊，吃到本賽季第二場敗仗，這也
讓本輪取勝的八一隊得到了獨佔鰲頭的機會。八一隊當
晚客場以3：2險勝深圳大學隊。本輪其他比賽，山西大
土河華理隊1：3不敵北京首鋼隊，四川穹窿先鋒隊0：3
不敵鄂爾多斯1980隊，賽季依然難求一勝。

■新華社

;�;�
$1$1

男子組（旺角大球場）

日期 開賽時間 賽事

11月12日 15:00 中華台北對關島

18:00 香港對朝鮮

東 亞 盃 賽 程

法比安奴獨攬中甲兩項大獎
為了備戰本月15日客場對中國

男足的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12強
賽，卡塔爾隊和俄羅斯隊踢一場熱
身賽。在賽前接受媒體採訪時，卡
塔爾主教練福薩蒂表示中卡之戰不
是他和納比兩位教練之間的較量。

談及和俄羅斯隊的熱身賽，福
薩蒂說：“對陣俄羅斯將會讓卡塔
爾隊有更好的準備，因為我們來自
不同的區域，有不同的足球文化，
不同的打法。和中國隊比賽前，找
一個歐洲球隊交手很有趣。”

據騰訊體育消息，有人認為卡
塔爾應該找亞洲球隊熱身，這樣才

更有針對性，對此福薩蒂說：“我
知道有人這麼說，但事實上，亞洲
的球隊目前賽程安排都很忙，我們
總不能同12強賽小組的對手熱身
吧。”

目前中國隊在12強賽中排名墊
底，卡塔爾列倒數第二，兩隊形勢
都不好。

對於和中國隊的這場關鍵比
賽，福薩蒂說：“這場比賽絕不是
我和納比兩位教練之間的較量，而
是卡塔爾隊和中國隊的對決，我對
納比的職業生涯非常的尊重。”

■記者 陳曉莉

卡塔爾主帥：中卡之戰非教練對決

2016 年 國 際 乒 聯
（ITTF）年度最佳教練員提
名9日公佈，帶領中國男隊
在今年拿到世界三大賽（世
乒賽、奧運會、世界盃）全
部冠軍的國乒總教練劉國梁
毫無懸念地入圍這份三人候
選名單。

作為一支王者之師，中國乒乓球隊在
2016年的成績依舊閃耀。男隊在吉隆坡舉
行的世乒賽團體賽中奪冠。里約奧運會上，
由馬龍、張繼科和許昕組成的中國隊將團體
金牌收入囊中，馬龍也在單打奪冠後成就個
人“大滿貫”壯舉。上個月進行的男子世界
盃上，樊振東奪得冠軍，這是其個人生涯首

個世界三大賽單打冠軍。與
劉國梁一同入圍年度最佳教
練員候選名單的還有法國男
隊教練帕特里克·希拉和英
格蘭男隊教練艾倫·庫克。

此前公佈的年度最佳
男、女運動員候選名單中，
中國隊共有三名選手入圍，

馬龍、樊振東將與尼日利亞選手阿魯納、日
本名將水谷隼角逐最佳男運動員獎，丁寧在
競爭最佳女運動員獎的過程中將面臨平野美
宇、另一位日本新星伊藤美誠以及朝鮮選手
金宋依的挑戰。

ITTF年度最佳獎頒獎盛典將於當地時
間12月8日在卡塔爾多哈舉行。 ■新華社

劉國梁候選 ITTF年度最佳教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正謙）東

亞足球錦標賽（東亞

盃）港足兩戰兩勝有

望晉級決賽圈，為備

戰 12 對朝鮮的關鍵

一戰，10日大部分球

員留在酒店休息恢復

體力。港足從未試過

在朝鮮身上取得勝

利，主帥金判坤表示

今次正是創造歷史的

最佳機會。

“58同城”2016中國足球
協會甲級聯賽頒獎晚會9日晚
在北京舉行。貴州恒豐智誠主
帥黎兵獲得最佳教練稱號，天

津權健巴西外援法比安奴包攬最佳射手和最
佳球員兩項大獎。

隨着本賽季中甲聯賽收官，天津權健奪
得了聯賽冠軍，與貴州恒豐智誠攜手升入了
下賽季的中超聯賽。明年，麗江嘉雲昊和保

定英利易通憑借在中乙會師決賽的表現，等待
着通過准入檢查之後，成為明年的中甲新軍，
接替本賽季不幸降級的青島中能和湖南湘濤華
萊。
當晚的頒獎晚會上，中甲聯賽共評出了賽季的13

個獎項。個人獎項方面，最佳新秀獎由武漢卓爾的明天
獲得；最佳守門員由天津權健的主力門將張鷺摘走；帶
領貴州恒豐智誠完成衝超任務的主教練黎兵榮膺最佳教
練員。黎兵說：“很榮幸獲此殊榮，獲獎是集體的成
績。感謝俱樂部董事長為我提供了平台，也希望未來更
多的足球投資人給本土教練更多的支持。”

壓軸頒發的最重要的個人獎項方面，天津權健巴西
外援法比安奴一人獨攬了最佳球員和最佳射手兩項大獎。不過，權健隊內人士拒絕透露法
比安奴下賽季是否會留隊，這名前巴西國腳的未來蒙上了一層神秘的懸念。

最後，本賽季的中甲冠軍天津權健全體隊員上台，從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張劍手中
捧起了冠軍獎盃。張劍表示，祝賀天津權健在中甲聯賽奪冠，下個賽季中超賽場的“津門
打吡”值得期待；也祝賀貴州智誠衝超成功，成為西南地區又一支生力軍。 ■中新網

■港足主帥金判坤盼在今次東
亞盃創造歷史。 郭正謙 攝

■劉國梁（左）在比
賽中為球員加油。

新華社

■前巴西國腳
法比安奴為權
健在中甲賽事
披甲。

資料圖片

■卡塔爾隊主教練福
薩蒂。 資料圖片

■港足 10 日操
練，大部分球員
卻留在酒店休
息。

郭正謙 攝

■艾力士
在港隊的
地位日漸
穩固。
郭正謙 攝

夏登“三雙”火箭險勝馬刺
在10日舉行的美職籃NBA常規賽，火箭作客以兩分

險勝聖安東尼奧馬刺，夏登打出“三雙”；金州勇士“四
巨頭”合力取得88分，幫助球隊於主場輕取小牛116：
95，迎來兩連勝。

馬刺在比賽還剩5.8秒時落後對手兩分，獲得球權的
馬刺將球交到李安納手中，但後者上籃不中目標，搶到籃
板的艾迪治補籃同樣未得手，最終馬刺以99：101不敵對
手，遭到兩連敗。火箭球星夏登今仗貢獻了24分12個籃
板和15次助攻的“三雙”數據，而馬刺的李安納則得到

了全場最高的34分。

四巨頭發威勇士宰小牛
繼上仗打破NBA單場三分球紀錄後，史提芬居里在

勇士對小牛的比賽再次展現不錯的手感，三分球8投4中
拿下24分。勇士其他幾位“巨頭”也發揮出色，其中杜
蘭特拿下全場最高的28分另有10個籃板，基利湯遜貢獻
20分，德雷蒙格連也有16分進賬。

■新華社

兩戰狂轟7球，港足在今屆東
亞足球錦標賽展示了少見

的強橫攻力，不過在對中華台北
的尾段失球卻令港隊必須要戰勝
朝鮮才可出線，主帥金判坤表示
未嘗不是好事：“我有更明確的
目標，就是要三戰全勝，如果追
求和局反而會令我們患得患
失。”

艾力士展露出色射手潛質
大勝中華台北亦令港隊消耗

甚巨，徐德帥更勇戰受傷12日勢
將缺陣，港隊10日的操練只有8
名後備球員參與，其他球員則留
在酒店休息希望盡快恢復體力。
金判坤對徐德帥的貢獻深表感
激：“徐德帥其實可以舉手示意
換人，不過他知道我們只剩一個
換人名額，決定留在場上打拚，
我非常感激他的貢獻，不過12日

不會冒險派他上陣。”
朝鮮兩戰均以2：0取勝，球

隊雖然未有表現出勁旅風範，不
過對比賽的控制力仍在港隊之
上，而事實上港隊歷史上亦從未
贏過朝鮮。對此，金判坤認為朝
鮮正處於新舊交替時期，整體實
力比四年前有所下降，不過個別
球員質素仍然相當高：“朴光龍
在歐洲聯賽効力，非常強壯及有
力量，另外徐賢旭及鄭日冠則是
技術出眾的球員，處理死球相當
有威脅，而防守死球正正是我們
的弱點之一。”

面對這場非勝不可的硬仗，
近況出色的港隊鋒線表現將成關
鍵。金判坤認為港隊可在朝鮮身
上取得入球：“我們創造了很多
機會，如果把握力再好一點可以
取得更多入球，艾力士的進步在
我意料之外。”

關鍵

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6年11月11日（星期五）3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深港通傳最快周末宣佈
李小加：大家已各就各位 只欠一聲槍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隨着步入11月中，“深港通”開通

的日子逼近，有業界預測最快本周末宣佈，11月28日及12月5日是開

通的熱門日子。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10日在一個論壇上稱，“ 深港

通開通在即，到底哪一天開通還有待公佈。但是大家早已各就各位，就

等着發令槍響。”他表示，港交所正等待監管當局宣佈開通日期，並會

做好準備，希望市場靜候佳音。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梁振英10日在“聚焦深港通—內地
香港資本市場論壇”上致辭時表示，即
將開通的“深港通”將會為兩地股市互
聯互通增添一條新的管道，進一步促進
人民幣跨境流動，有利國際投資者經由
香港市場更全面地投資內地市場，從而
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主要離岸
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

深化兩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
梁振英說，深港通是繼滬港通之

後兩地資本市場進一步互聯互通的機
制。兩年前開通的滬港通，在推進內
地金融業雙向開放、人民幣國際化、
促進內地與國際市場接軌，以及深化
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方面，
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這反映了香港
“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香
港既在“國內”，也有在“境外”的

優勢；既是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同
時也是世界的中國金融中心，因此可
以成為國內外金融市場的“超級聯繫
人”。

他指出，在滬港通下，香港和海
外的機構和個人投資者可以直接透過
這個平台，投資標的範圍內的上海A
股，而內地合資格的投資者也可以投
資標的範圍內的香港股票。滬港通開
通以來運作暢順，兩地股市互聯互通
所衍生的兌換、清算和流動性安排都
運作良好，為開通深港通累積了可貴
經驗。

帶來更多投資機會更大空間
梁振英強調，相比滬港通，深

港通可說是滬港通的“升級版”。
第一項“升級”，是深港通新增投
資標的範圍內的深圳股票，以及市
值50億港元或以上的香港小盤股，

為投資者帶來更多投資機會。另一
項“升級”，是深港通開通時就不
設總額度限制，而滬港通的總額度
也已經在8月16日取消，為投資者
提供更大的空間。

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作用
他還表示，滬港通和深港通是兩

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的良好開始。中
國證監會和香港證監會已經達成共
識，待深港通運行一段時間，及相關
條件具備後，將交易所買賣基金納入
互聯互通。這將進一步便利投資者並
為他們提供更多投資選擇。

最後，梁振英說，隨着國家進一
步深化金融改革和雙向開放，期望香
港金融業界繼續發揮“超級聯繫人”
作用，為國家進一步發展作出貢獻的
同時，也為香港金融業的發展開創更
多機遇。

梁振英：深港通是滬港通“升級版”

中證監早前預計，深港通於11月中下
旬開車，李小加之前亦表示“肯定不

是11月中以前的星期一”，他又希望由宣
佈開車日期到真正開車，有兩個星期予業
界作準備，同時又表示不希望開車後太近
聖誕節，按目前的“時間窗口”推算，符
合相關條件的開車日子包括有：11月21
日、11月28日、12月5日及12月12日。

安信國際證券研究總監韓致立10日在
北京表示，結合兩地監管層考慮及兩地交
易所就“深港通”開通系統測試進展順
利，他認為，11月28日、12月5日將是開
通的熱門日子，對應公佈時間為本周末
（11月12-13日）及下個周末（11月19-20
日）。

另外，還有一個開車日期的線索值得
留意。計劃在11月21日上市的新股桐成
控股，被港交所通知當日未能安排公司上
市儀式，市場猜測，港交所很有可能是在
當日早上進行“深港通”開通的活動。

獨特創新交易模式推動發展
李小加10日在港出席“聚焦深港通—

內地香港資本市場論壇”上發表演講。他
說，“滬港通”、“深港通”之所以能發
展得如此之快，主要是因為其獨特的模
式，其核心是交易過境，而清算、結算不
過境，這種獨特的、具有極大創新的交易
模式是“滬港通”、“深港通”最核心的
競爭優勢，在這種模式下，中國老百姓可
以坐在家裡面投資世界，世界人民可以坐
在香港投資中國。

他又認為，互相長期持續監管的互助

是“深港通”和“滬港通”成功的核心基
礎之一，中國證監會對香港證監會的監管
要有信心，反過來也是一樣，更要讓國際
投資者相信我們能夠和中國證監會、中國
交易所合作。

助吸海外公司 拓新投資產品
現在很多國際上的公司還沒有來香港上
市，將來如果有機會把“滬港通”、“深
港通”做成新股通，就有可能有大量的國
際上的公司來香港上市。“港交所不能光
靠股票站穩，我們要發展債券、貨幣，因
為這是屬於中國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我
們要發展商品，因為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商
品進口國和生產國，把商品做好，三足就
可以鼎立，香港金融的未來才會不斷地繁
榮、創新。”

業界：港股市盈率有望提升
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會長譚岳衡表

示，近10年來恒生指數的市盈率維持在10
至11倍之間，港股的估值偏低，不利港股
發展，或令港股成為融資平台的吸引力減
低、亦打擊投資者信心。他預期，“深港
通”開通後，內地資金大舉南下，內地投
資者在香港市場有更多話語權後，有望令
港股市盈率提升至13至15倍，估計港股日
均交易量亦會增至800億港元。

另外，他提到香港上市的公司中，超
過一半為內地企業，但交易額中只有9%來
自內地投資者，有60%來自歐美投資者，
反映了上市公司主體與投資者地域錯配問
題。

■梁振英稱，深港通將鞏固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和離岸人民幣樞紐地
位。 莫雪芝 攝

■李小加稱，港交所正
等待監管當局宣佈開通
日期，希望市場靜候佳
音。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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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11月 6日，拳王鄒市明在拉斯維加斯擊敗泰國拳手坤比七奪得WBO(世界拳擊組織)蠅量級(次最輕量級)世界拳

王金腰帶得主，實現自己多年的夢想。賽後慶功宴上鄒市明與嬌妻冉瑩穎甜蜜秀不停，兩人擺Pose心情大好。賽後慶功宴上

冉瑩穎摟住鄒市明腰深情獻吻。許多網友看過之後調侃：“你倆親來親去的太虐狗了。

綜合報道 11月7日，在武漢分會場大媽、大叔們在雨中齊跳廣場舞。當日，在“西班牙鬥牛舞”、“生命之杯”的樂曲

中，5萬余名中國大媽、大叔們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漢等14個城市同跳一支廣場舞。一起挑戰最大規模排舞（多場地）吉

尼斯世界紀錄。

綜合報道 11月4日下午，泉州少林寺武僧釋理亮在泉州市區草邦水庫上演130

米的“水上漂”，據悉當天央視4套大型人文紀錄片《傳承》攝制組來到海上絲綢之

路泉州拍攝“非遺”之南少林文化，130米的距離也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紀錄。

綜合報道 本賽季開賽至今，哈登的狀態火熱，有目共睹。六場比賽打完後，哈

登目前場均得到31.5分7.5個籃板12.3次助攻和1.5次搶斷的完美數據，帶領球隊取得

4勝2負的戰績。不得不承認，在分衛的位置上，哈登已具備聯盟“第1分衛”的水

准，如今改打控衛，哈登也向世人展現了他衝擊聯盟“第1控衛”的決心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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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大陸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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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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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傳奇劇《莽荒紀》新疆熱拍
大型東方傳奇巨制電視劇《莽荒紀》

近日正在新疆克拉瑪依烏爾禾拍攝，據悉

，該劇於 9月 23日開機，將在烏爾禾世界

魔鬼城等地進行為期兩個月的拍攝。該劇

改編自起點中文網白金作家“我吃西紅柿

”的經典小說，由著名導演黃祖權執導，

劉愷威、王鷗、牛駿峰、李威、趙予熙主

演，魔威影業實力鮮花羅佩也在劇中傾力

出演。講述了盤古開天辟地直至三皇五帝

之後，天賦秉然的紀氏部落領主之子紀寧

在部族慘遭滅族後，開啟復仇之路的故事

。此次，魔威影業實力花旦羅佩在劇中飾

演氏族公主，劇中她被妖人陷害近乎喪命

，幸得紀寧、余薇等人出手相助，不僅救

出了父親，同時她也協助紀寧、余薇等人

借得重要法器。隨著劇情的發展，羅佩在

劇中也由嬌俏可人的公主逐漸成長為有責

任有擔當的出征將士。

生活中的羅佩是壹個朝氣滿滿的元氣

少女，爽朗、仗義、有責任心、靈氣十足

，有羅佩的地方妳總能聽到笑聲，她那靈

氣的雙眼彎成月牙壹樣的形狀的笑眼會給

妳帶來滿滿的正能量。此次拍攝《莽荒紀

》，從濕潤的南方到幹燥的克拉瑪依雖有

不適，但劇組上下所有人都從未耽誤拍攝

進度，更是敬職敬業地研究每壹場戲，力

求在鏡頭前呈現最完美的表演。同時，從

祖國的南端飛到西北的克拉瑪依，從現代

生活穿越到上古時期，羅佩對進組之後的

每壹天都充滿了新鮮感，衣食住行都與以

往的古裝劇拍攝不壹樣，令她大開眼界。

從《美人無淚》中的淑珍，到《追魚

傳奇》裏的雙兒，再到《錢塘傳奇》中的

阿雲，或大或小的角色給予了羅佩豐富的

表演經驗，這些角色也讓多樣化的羅佩被

大眾所熟知。對於能和當紅偶像劉愷威、

王鷗合作，她是既高興，又興奮，同時也

在私底下虛心求教，認真觀看偶像們的精

湛演技，力求在表演上有所突破。她表示

自己會更加努力，拍更多不壹樣的作品回

饋愛她的粉絲們，讓每壹個不壹樣的“羅

佩”都能被大家認可和接受。想看東河公

主如何在莽荒之中如何演繹經典，敬請繼

續關註羅佩在《莽荒紀》中的精彩表現！

《那壹場呼嘯而過的青春》崔航化身帥氣學霸
由樂視生態自制出品，劉全瑋執導，崔航主演的電

視劇《那壹場呼嘯而過的青春》，近日在深圳開機，該

劇由曾經輝煌壹時的火爆 IP同名小說《那壹場呼嘯而過

的青春》改編，在最大程度保留下原著風格的同時，樂

視自制將作品再行打磨，大膽摒棄原書中懷舊傷感元素

，將“正青春，正熱血”的概念灌註其中，致力於要讓

觀眾們隔著屏幕也能感受到青春的呼嘯與奔放。內地新

生代演員崔航在劇中擔綱男壹號，繼《微微壹笑很傾城》

熱播劇之後又壹次獨挑大梁。在劇中飾演的於壹這個角

色是外表小鮮肉，穿衣顯瘦脫衣有肉，絕頂聰明，傲氣

十足冷酷又腹黑毒舌。內心超級理性，用理性分析壹切

是他的樂趣。18歲卻即將拿到博士學位，遊學國外各大

名校，對學校的生活和規則駕輕就熟，如魚得水。該劇

在深圳拍攝，相信壹定會令大家眼前壹亮，敬請期待。

《外公芳齡38》上海首映
佟大為：我的女婿不好當

11月8日，佟大為與片中自己的

“經紀人”潘斌龍馬不停蹄壹路南

下，開啟雙十壹重磅減壓喜居《外

公芳齡 38》上海、蘇州減壓助陣會

，分享獨家減壓經驗，為影片全國

公映造勢。佟大為被曝出登上特殊

小卡片封面從事“減壓副業”，還

當場“拒絕”了想當女婿的迷弟，

潘斌龍則坦言片中給佟大為當經紀

人真是辛苦“不省心”。

佟大為為女兒吃貨變大櫥
大贊陳研希入戲快

在上海的發布會上，佟大為給

大家分享了獨門養生秘笈：吃好、

睡好、多鍛煉，佟大為坦言自己已

經從吃貨升級為大櫥，最近剛剛學

會南方紅燒肉的做法，燉魚、糖醋

排骨也是拿手菜，櫥藝更是獲得了

家人的肯定，他笑言女兒最喜歡。

“我做的基本她都愛吃，壹年我做 5

、6次飯，基本都會光盤。”

談到喜歡的南方美食，佟大為

稱自己偏愛紅燒肉、生煎和小籠包

。壹提到“小籠包”，佟大為睹物

思人。念起片中“女兒”陳研希，

對陳研希的演技和專業精神贊不絕

口：“她特別認真，我們還沒對居

本，第壹次見面的時候，她壹見我

就叫‘粑粑（爸爸）’，壹下子就

確立了我們之間的人物關系，幫助

我快速入戲，很投入。”發布會當

日這逢我國的記者節，佟大為非常

有心感謝現場專程趕來的各位媒體

記者，貼心祝福記者節快樂。

潘斌龍當“經紀人”壓力大
佟大為“認女婿”門檻高
片中飾演佟大為經紀人的潘斌

龍直言做“佟外公”的經紀人是壹

份苦差事，自己的藝人壹夜間有了

20歲的女兒和5歲的外孫，出了這麼

大的緋聞實在“太刺激”，公關壓

力山大！現場主持人顯然覺得料不

夠猛，爆料稱收到佟大為做封面的

服務型小卡片，並當場撥通卡片上

的電話驗證，聽到佟大為獨家錄制

的魔性宣傳語，禁不住讓人驚嘆

“想不到妳是這洋的佟外公！”。

這部影片中的多重身份也同洋激發

了佟大為跨界的熱情，不僅借鑒曾

經慘加《非誠勿擾》的經驗，讓片

中情感類主播形象更為豐滿，而且

跨界歌壇，為影片專門打造了單曲

《Linda》，佟大為自信稱太太說自

己唱歌很好聽，2007 年也曾出過專

輯，後來忙於演藝事業，唱歌也就

擱置了。

來到蘇州，大家知道佟大為喜

歡美食，紛紛關心“外公”有沒有

吃蘇州小吃奧竈面，佟大為表示

“晚上壹定吃”。對於影片的減壓

效果，蘇州觀眾評價處處都在笑，

“大概笑了 65次吧！”力證減壓笑

果十足。還有觀眾三次提起電影砸

燈情節，表示即使知道是假的，但

被佟大為真摯、救女深切的演技所

打動，成為感觸最深的淚點。借此

話題佟大為繼續感嘆道“就算是現

實生活中，我也會為了家人不顧壹

切，如果在事業和家人中取舍，我

永遠會選擇家人”。

還有迷弟現場“認”佟大為嶽

父，“您缺女婿嗎？會做飯能養家

的那種！”逗笑了佟大為，佟大為

立即回應“想做女婿，過我這關可

難”。

電影《外公芳齡 38》距離 11月

11日全國上映還有3天，“首席減壓

官”佟大為接下來將帶著電影飛往

鄭州、廣州、海口、成都、福州等

地，繼續全國減壓之旅。影片講述

了初進大城市的追夢少女唐慧茹

（陳研希飾）帶著 5歲的兒子唐家棟

（呂雲驄 飾）千裏尋親，使得單身

電臺男主播何誌武（佟大為 飾）壹

天之內輩份連升兩級變身“外公”

，從此開啟了祖孫三人爆笑同居生

活的故事。

仙俠巨制《青雲誌》昨晚播出大結

局，作為在這部十分養眼的 IP大戲中最

重要的角色之壹的陸雪琪，壹直都有著

很高的話題度。大結局中陸雪琪誓死不

離青雲，力保誅仙劍，以及壹直以來她

對小凡感情的隱忍都讓人默默淚目。此

番楊紫也憑借陸雪琪壹角讓大家看到了

她除去夏雪、胡湘湘、邱瑩瑩之外更大

的可塑性，完全打破以往給大家的固有

形象，演技再次得到認可。

《青雲誌》飾高冷女神陸雪琪
華麗“變身”

“壹把天琊神劍，壹道璀璨藍芒，

壹襲白衣翩躚，她空靈清絕，淩空而立

。”書中對於陸雪琪有著如此的描寫，

這也是楊紫第壹次飾演性格與自己有如

此大反差的古裝女神角色。剛剛確定角

色時部分書迷有所置疑，理由無非是她

之前的角色實在太跳脫，與“高冷”完

全不沾邊。

尤其剛剛被《歡樂頌》中的邱瑩瑩

“虐”過，怎麽也難以將做事沖動、不

顧後果、口無遮攔、無理取鬧的吃貨小

蚯蚓，與高冷少言、清麗精致、外冷內

熱、堅定執著的“青雲第壹美女”陸雪

琪聯系起來。陸雪琪對於楊紫來說除了

角色的挑戰，還有書迷的壓力。

可隨著劇集開播她在顏如玉書屋的

第壹次出場，明眸

善睞，低頭不語，

自帶仙氣，讓人很

是驚艷。隨之配合

著這位“萬年高冷

仙女”的人設，不

能有太多表情動作

的表演對於演員來

說難度更大，楊紫

在眼神和微表情上

下了很大的功夫。無論是冷漠無視，還

是疑惑震驚，楊紫壹雙會說話的眼睛裏

面滿滿都是戲。

楊紫坦言：“大家壹直都在說陸雪

琪是冷冷的，仙女壹樣的存在，但我覺

得她也是有血有肉的，內心也會有很多

層次的變化。尤其對張小凡十年前和十

年後的變化，她的狀態都是不壹樣的。

所以我覺得她雖然面上表情不是很多，

話不是很多，但內心非常復雜，想要演

好她壹定要從內心去琢磨她。”能放能

收，自然是檢驗壹個好演員的標準。外

放型的邱瑩瑩已是壹個極致，內斂清冷

的陸雪琪也給楊紫再加分。

戲癡楊紫演戲上癮

經典角色越來越多

身為童星的楊紫也是個戲癡，從小

到大最愛的就是表演。她曾在節目中講

起自己的表演啟蒙來自於《還珠格格》

，那時才 5歲的她壹邊看電視邊會壹邊

有模有樣地模仿著小燕子把玩具劍舞來

舞去。全家人都很支持她表演，於是她

小小年紀便開始了表演生涯，至今已是

個“老演員”壹名。

每位演員都希望演藝生涯中多幾部

代表作，而楊紫的代表作似乎來得有些

太早——《家有兒女》中的小雪實在給

人太深的印象。楊紫參與的影視作品大

大小小數十部，風格也各有不同，還獲

得過華表獎和金雞獎，可之前壹提到她

還是會讓人首先想到夏雪。雖然也經歷

低谷，但楊紫壹直都沒有放棄過最愛的

表演，不驕不躁，踏實低調，通過壹個

個角色磨煉著演技。現在她已不僅僅是

夏雪，也是胡湘湘、邱瑩瑩，還是陸雪

琪。完全不同風格角色的精彩演繹，也

讓她也越來越自信，越來越上癮。

90後小花中最會演戲的壹個

商業價值提升
之前楊紫在采訪中說過，現在 90後

的女演員都起來了，自己又不算很漂亮

的，所以覺得並沒有什麽優勢，也沒有

什麽“商業價值”。但她依然堅守著自

己作為壹名演員的本分，認真鉆研著角

色，踏實地磨煉著演技，壹步步證明著

自己。

單單今年，楊紫便有《歡樂頌》、

《青雲誌》、《大嫁風尚》三部熱劇播

出，拍攝了《龍珠傳奇》、《歡樂頌2》

。在個人新媒體指數上也是穩步提升，

近期壹直穩定在前五的位置，最高紀錄

已進入前三。時尚資源也是越來越好，

接連拍攝了 ELLE 群封、VOGUE、時尚

芭莎、時裝男士、嘉人美妝等等壹線雜

誌。

廣告代言方面不僅與康師傅合作，

還被爆與吳亦凡壹同為樂事代言，可見

人氣之旺。每個角色都深入人心，演技

接連得到肯定，人們開始逐漸認識演員

楊紫，而不再是小雪。楊紫用 12年時間

向大家證明了：我是壹個童星，但不是

壹閃而過的流星。

《青雲誌》楊紫變身成功被捧“戲精”
是童星但不是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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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湛詮釋 龍劭華以《党良家之味》
入圍 2016 年亞洲電視獎最佳男主角獎

唐獎第二屆得主從眾多被提名的傑
出人士中脫穎而出，其具有深受國際矚
目的卓越貢獻，唐獎教育基金會特與中
視團隊合作，費時數個月採訪拍攝，讓
更多人看見唐獎得主引領世界的創新智
慧、影響力，開拓不一樣的國際視野，自
11 月 5 日起於中天、中視等頻道播出。 

「世界的唐
獎 」得 獎 人 影
片，包括永續發
展「能源效率教
父」、生 技 醫 藥
「 基 因 編 輯 革
命」、漢學「西方
的孔子」及法治
「堅韌的正義」
四支節目內容。
從世界頂尖人物的身上，我們可以學到
的不只是知識，更在於待人處事的態度
與面對問題的勇氣和決心。 

你是否會好奇究竟冰箱、冷氣等家

安心亞扮丑拿吳君如
當榜樣 女神破戒縱情
高熱量食物

「世界的唐獎」得獎人影片 11/5 首播

電上，你我所熟悉的能源效率，是怎麼
催生出來的？省電燈泡如何普及？「綠
建築」如何節能？「能源效率教父」影片，
深度訪談亞瑟•羅森費爾德（Arthur H. 
Rosenfeld）教授，看他如何透過一系列
科技發明，以及高瞻遠矚的能源政策推
動，為美國及中國等耗能大國，甚至全世
界帶來永續節能的影響。 

CRISPR/Cas9 基 因 編 輯 平 台，這
個撼動科學界的創新突破，成為近代熱
門的 話題。「基因編輯 革命」影片，詳
細 解 析 CRISPR/Cas9 技 術 的 爆 發 力
與可能性，並走入這項科技最重要的三
位推手的生命故事：伊曼紐•夏彭提耶
（Emmanuelle Charpentier）、珍 妮 佛•

道 納（Jennifer A. 
Doudna）和 張 鋒
（Feng Zhang），
一同 探 討 向 來 熱
愛 音樂 與舞蹈 的
夏 彭 提耶如 何在
實驗 室 裡 找到自
己？看來自夏威夷
島的 道 納 如 何兼
顧 研 究 工作 與 家
庭？看 年 僅 34 歲

的張鋒如何因著一部「侏羅紀公園」電
影，開啓通往基因編輯革命之路？ 

一雙藍眼睛、白皮膚的西方學者，

2016 年亞洲電視獎入圍名單公布，龍劭華
（本名陳倉坤 Kun-Chang Chen）以大愛長情
劇展《党良家之味》(The Taste of Dang-Liang 
Family) 入圍最佳男主角獎。第 21 屆亞洲電視
獎訂於 12月1日及 2 日兩個晚上在新加坡頒獎，
最佳男主角獎項在 12 月 2 日頒獎。

精湛詮 釋 龍劭華 以《党良家之味》入圍
2016 年亞洲電視獎最佳男主角獎

吳党良的名字特別，總引起許多人的好奇；
其實，父親原是取名「吳棟樑」。日據時期，郡役
所的日籍書記依照日語漢字發音，在戶口名簿上
寫了「吳党良」；因為吳父不識字、無從辨別，「棟
樑」從此成了「党良」。

男主角龍劭華的詮釋，讓我們覺得他就是
本尊吳党良師兄；而在「人間渡 .覺有情」節目中，
見到龍劭華本人很難想像他跟党良師兄連結。
這就是演什麼像什麼！只要把感情放進去，就
對了。在節目中，龍哥他也大方分享自己的生命
故事，讓我們看到另一種人生風景。

沒想到，幾十年後，吳家真正出了一個社會
棟梁！〈党良家之味〉正是敘述吳楊裁女士成為
大體老師的故事，也同時成為影響吳党良人生
晚年的生命導師。

〈党良家之味〉男女主角分別由龍卲華與
林美照飾演，這對資深演員把老年夫妻亦悲亦
歌的人生詮釋得相當到位。同時擔任導演的製
作人林子平表示，劇中有許多飲食的場景，主要
是想表達餐飲是夫妻共同的事業。此外，以往
都在服務別人，到了晚年才有機會體會兩人真
正相處的共同時光；也因此，想藉由喝咖啡與做
拿手菜，來表現生活日常細微的事情帶來的幸
福感。

吳党良曾是蔣經國總統在墾丁賓館的私
廚，也曾在大統百貨公司經營西餐廳。年輕時
打拚的積累，使得夫妻生活無虞；晚年憑藉好
手藝在臺南開起麵館，更吸引許多忠實顧客。直
到民國九十二年，確診妻子吳楊裁已是肺腺癌
末期，他的人生自此有了重大轉變。 

吳楊裁雖是慈濟會員，初聞自己不久於人
世，竟決定以個人的有限力量轉化成大愛回饋
生命，具體的做法就是成為大體老師。這個決
定對吳党良來說，雖然不解，但為了成全妻子的
遺願，不畏親友的責難，還是毅然決然的同意
了。 

吳党良對這幾位來採訪他的醫學院學生說：
「我太太吳楊裁，就交給你們了！關於阿裁的生
平，我其實沒有什麼好說的，她只有德；希望你

們不只用她的身體，將來做醫生也要用她的德，
不要讓我們家阿裁失望！」 

勉勵學生別讓阿裁失望之餘，吳党良也在
妻子捐贈大體到啟用的三年之間，不僅參加慈
濟志工培訓，更得到受證；日後投入各項活動，
為香積組師兄師姊傳授多年的料理專長。吳党
良在晚年投身公益，以自身的力量回饋社會。

學術觀 點卻縱橫全球，畢生傳揚推 廣
儒家思想，開啓中西對話的大門，他是
被外界譽為中國思想史泰斗的狄培理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在課
堂上總是鼓勵學生進行跨文明對話，他
相信對話是人際生活的一部分，不只父
母與孩子，老師與學生，甚至世界上偉大
的文明之間，都需經由對話，產生理解與
包容。「西方的孔子」影片走入狄培理教
授的待人接物與治學之道。 

兼顧事業與家庭，對所有女性來說
並非一項簡單的功課。路易絲‧阿爾布
爾（Louise Arbour）是三個孩子的母親，
也是親赴種族屠殺現場，將國際關懷帶
到戰線的人權代表，她深信「女性可以
撐起一片天」，在艱困的環境中大展身
手，以國際司法終止戰爭暴行，為人權伸
張正義。「堅韌的正義」影片透過紀錄片
重現當年國際司法與違反人道殘暴行徑
的對抗；如今年過七十大關的她，即便
事業有成，仍強調「付出與給予的重要
性」，在加拿大「行動法律服務」（Mobile 
Legal Clinic）擔任志工，協助一群法律
系學生，提供流浪漢免費法律諮詢、重
回生活正軌，至今已有超過 500 人受惠。 

專題影片十一月 5、6 日及 12、13 日
在中天頻道首播，陸續於中視綜合台、
中視新聞台、中天亞洲台、中天北美台及
中旺電視台播出，並將於唐獎官網播出。

安心亞推出暌違２年的新專輯
《人生要漂亮》，第３波同名主打歌
MV 以素顏入鏡，扮演足不出戶的宅
女。她衣著寬鬆、戴歪眼鏡、頭髮亂
鬈，邊看電視邊吃泡麵的邋遢模樣，
非常「到位」，讓近期瘦身有成變漂
亮的她，立刻小崩壞，安心亞笑說：「我
也是可以演喜劇的！」並透露自己效
法偶像吳君如，希望有天可以跟吳一
樣棒。

安心亞不但演活了很天的宅女
樣，還藉機公器私用看了她最愛的
《千面女郎》漫畫，她說：「好久沒這
麼悠哉了，不但可以大嗑又鹹又辣的泡麵，還可以趕進度看好幾本漫
畫。」還不斷煩經紀人：「這種工作以後可以多排一點！」

不僅如此，她更在〈人生要漂亮〉MV 中更大吃蚵仔麵線、義大利
麵等高熱量食物，她看到滷排骨、炸雞腿、親子丼、烤鯖魚等美食，女
神頓時變小女孩，大呼：「我每顆都要吃！」很開心自己的人生隨宣傳
到第３波新歌愈來愈漂亮，可以稍微「解禁」。

安心亞將於 12 日在台南南方公園、台中中友百貨，13 日在台北西
門紅樓廣場舉行《人生要漂亮》簽唱會。

美南版■責任編輯：吳敏怡 2016年11月11日（星期五）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芷珊與新婚的張達倫一起接受訪
問，她笑對方酒氣未消，張達

倫笑言最擔心不知醒起來，其實年紀
大，當晚也飲得不多酒。

芷珊贊助舊愛一世眼鏡
芷珊因忙着眼鏡展的事宜，沒有

出席張達倫婚禮，她自言稍後會請他
們兩公婆吃飯補數 。而張達倫已計
劃月底到日本度蜜月，問到會否順度
造人？他笑說做㗎仔出來便不好，還
是計劃明年啦。繼而便大賣口乖大讚
戴過芷珊的眼鏡便戴不到其他牌子，
更獲贊助一世眼鏡。

芷珊透露為今次眼鏡展投資約近

20萬（港元），希望吸納不同地方
的商家，同時會一世贊助曾訪問過的
最佳男女主角。

見人有喜感生B壓力
以露肩裝現身的胡杏兒早前在

“中美電影節”奪得視后，她表示因
行色匆匆， 沒有特別慶祝，只是早
前回港慶祝生日時一次過慶祝。對於
好姊妹胡定欣在社交網上祝她做個美
麗媽咪，惹來杏兒有喜疑雲，對此杏
兒否認其事，也不知為何有這傳聞，
有好消息會跟大家講，但現時有劇在
身，要拍到明年初才能實行，不過大
家經常追問生BB的事，講到她都好

心急，倘若有BB的話便好，可以在
家做女王，總之有喜便會同大家講。
杏兒見到不少人有BB也很替他們開
心，但也令自己有壓力。問到會否暫
停工作全力造人？她表示都試咗先。

笑問她會否尋求生仔秘方，她笑
言歡迎大家提供，因沒試過有BB，
不知情況是怎樣，但現時在飲食上都
會盡量調節，不飲凍的飲品，但又不
會刻意進補，若然再補又話有孕味便
很尷尬，亦會向已有喜的陳敏之、鍾
嘉欣、陳豪索取有關意見，自己都好
期待有好消息。

本月28號是她和老公結婚一周
年，到時她會回港與老公慶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黃智雯
（Mandy）、黃心穎、黃智賢與C君等人10
日為無綫新劇《雜警奇兵》試造型，裝上假肚
扮大肚婆的Mandy笑言有保暖作用，但也感
受到為人母親的辛苦，因為真大肚一定比假肚
的重量更重。而滿臉痘皮和箍牙亮相的心穎，
笑稱是自己小時候的模樣，而且當時皮膚比現
在更黑。

有傳Mandy的好姊妹胡杏兒已懷孕，只
是未夠三個月不能公佈，Mandy就代杏兒否認
道：“不是，雖然她隨時準備好做媽媽，但可

能工作忙，我有勸她不要太工作狂，要全面休
息做媽媽。”Mandy稱日前因為未能去杏兒生
日會，希望稍後約齊一班姊妹再慶祝一番。

雖然扮相醜怪，但心穎直言很喜歡自己四
眼痘皮和箍牙樣，她說：“很多同事都覺得造
型很襯我，其實我5年級時都是箍牙戴眼鏡，
不過就沒有青春痘，但皮膚就更黑。”心穎透
露劇中最後會變回靚女，也不介意戴牙箍示
人，而且與C君有感情線，她說：“第一次和
C君拍劇，我估他會爆肚改對白，到時我可以
學習執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黎芷珊的自家眼鏡品牌10日在會

展參與眼鏡展，獲得9日晚剛舉行婚禮的舊愛張達倫撐場，胡杏兒及

麥長青亦有到場支持。盛傳懷孕的杏兒10日否認有喜，但她坦言也

心急，會向已有喜的陳敏之、鍾嘉欣、陳豪取經。

向鍾嘉欣陳敏之取經

杏兒渴望有喜
做女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賭
王何鴻燊三房兒子何猷啟創辦本土手機
遊戲10日舉行有關發佈會，除獲姐姐
何超蓮現身撑場，其18歲以色列女友
Angelika更化身遊戲中的性感角色，以
cosplay造型示人，不過大家姐何超雲
因有工作在身，未能出席。

首度創業的猷啟坦言心情緊張，希
望首次推出的手機遊戲 一切順利，他
透露這次是與內地團體構思，自己亦參
與不少。

提到是次投資額，他表示：“同香
港幾個partners夾80萬，返內地融資7
位數，自己很喜歡打遊戲機，覺得手機
遊戲正在市場爆發中 ，故此嘗試一
下，初次創業壓力一定有，（有否問爹
哋意見？）他教我畀心機勤力，有信心
去做便行。”

Angelika 表示很興奮，為男友驕
傲，又透露會留港一段時間，問到異地
戀是否很難維繫？她即說：“我們都很
掛住對方，是不容易，（見過男友家
人？）有，他們好nice，自己好鍾意香
港。（覺得男友點？）一齊好開心。”

何超蓮穿上短褲大騷美腿現身，她
在台上大讚弟弟猷啟一手一腳籌備了兩
年，遊戲很好玩。問到超蓮為何不穿遊
戲cosplay造型，她大反應說：“梗係

唔會，咁性感，不過入面有個角色係畫
我，想知就要買來玩。”

超蓮和方力申傳緋聞，問她現時是
否忙拍拖？她否認說沒有拍拖，正忙於
工作和應付考會計牌及修讀碩士，她再
重新解釋上次到尼泊爾是去做義工，因
覺得有意義，還走了兩堂課。

在旁的猷啟緊張地幫姐姐澄清：
“ 大家不要誤會 ，方力申唔係佢鍾意
的類型。”問到超蓮見到弟弟有拖拍會
否心急也想快些拍拖 ？她說：“唔需
要 ，畀心機工作。同方力申是朋友，
他沒有追求我 。（家人想你低調？）
自己一直希望可以低調，真的沒拍
拖 。（是否親暱行為遭媽咪鬧？）我
無同人有親暱行為。提到鄧麗欣仍關心
方力申，她表示：“唔關我事，唔知。
（方力申話你是‘過去式’？）我無過
去，什麼都沒有，沒有發生過。”

黃智雯勸杏兒停工造人

超蓮再三澄清無拍拖
做義工焦點錯放感不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劉嘉玲10日到旺角出席珠
寶店開幕，她佩戴上千萬珠寶盡
顯高貴一面，但因店舖如常營
業，街客欲睹嘉玲風采，擠滿店
內又拿手機拍照，嘉玲於擠迫環
境下受訪後，有疑似保安員惡言
相向驅趕記者離場，還大噴口水
揚言：“擺明用口水噴你！”傳
媒遂要求對方道歉，但公關人員
不作理會，而嘉玲本正在接受電
視台訪問，也停低下來着身邊人
說：“請他出來道歉吧！”結果
對方向傳媒道歉平息風波。

嘉玲表示已很多年沒到旺
角，今次來到看見附近珠寶店林
立，場面熱鬧得令她大開眼界。
嘉玲坦言都有收藏珠寶，尤其生
日、喜慶值得紀念的日子，她也
會買珠寶來獎勵自己，老公梁朝
偉都有送過給她，算有少許珍藏
品。

指偉仔意國遇地震
嘉玲說：“偉仔在歐洲拍

戲，他知我喜歡古董首飾也買了
給我！”她又表示鑽石是其至
愛，喜歡它的閃爍且夠硬淨，與

她性格相似。至於珠寶設計方
面，嘉玲指自己也有興趣，但卻
不懂畫圖，倒是去欣賞大師設計
的巧奪天工設計較好。談及之前
意大利發生地震，偉仔當時身在
歐洲拍戲，嘉玲說：“他有第一
時間致電回來報平安，他拍戲的
地方與震央距離也遠，而且天災
人禍是避不到，自己小心可以
了！”

另好友王菲來港做眼部矯視
手術，嘉玲表示近來自己常在內
地工作，也不知阿菲來了香港，
她笑言待一會便問候她一下。

要求噴口水保安向傳媒道歉

嘉玲戴千萬珠寶現身旺角

■黃智雯(右)裝上
假肚扮大肚婆。

■黎芷珊與
張達倫再見
亦是朋友。

■杏兒否認有
喜傳聞。

■嘉欣已為人母的幸福令
杏兒心生羨慕。 資料圖片

■嘉玲於擠迫環境
下展示珠寶。

香港文匯報訊星淘娛樂集團正式宣佈由上市公司協盛協
豐以三千萬港元收購集團10%股權，而未來一年協盛協豐亦
可再額外增持20%股權，最多可持不多於星淘娛樂集團之
30%的股權。

協盛協豐近年積極發展娛樂業務，除收購星淘娛樂股權
外，早前亦已接收亞洲電視有限公司之股權及主要債務，成
為第一大股東。

而協盛協豐旗下子公司星鉑企業同時亦與星淘娛樂簽訂
合作契約，協定未來三年共同製作及發展娛樂業務，內容將

包括但不限於拍攝電影及電視劇、網絡影視、綜藝節目、音
樂頒獎典禮、選美活動、藝人管理以及籌辦演唱會等。

此外，星淘娛樂亦與台灣最大衛星電視——亞洲衛星電
視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策略性夥伴協議。雙方更會於娛樂文化
各類產業合作，為兩地藝人製造更多演出互動機會。

星淘娛樂將公開進行大規模招聘，配合集團未來發展及
大量影視製作需求，亦會邀請亞洲各地區演藝人才加盟。同
時集團亦計劃於兩岸三地及韓國開設演藝培訓學校，提供優
良師資以培育新人，發掘更多明日之星。

獲協盛協豐入股
星淘娛樂發掘更多明日之星

■何猷啟為其創辦的手機遊戲開記招，
獲胞姊及女友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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