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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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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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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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另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借貸
◎外國護照可貸款
◎專精H1B, L1, L2, E1, E2貸款及建築貸款,
從新貸款拿現金,不需等六個月

另誠徵 有經驗 Loan Processors 有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經驗, 會 DU/DO 英文說寫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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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信貸決定都須經信貸批准。© 2016 Wells Fargo Bank, N.A. 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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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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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孝親及健行活動由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主辦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
所主辦的休士頓僑界慶
祝中華民國105年國慶系
列 「國慶健行活動」 10
月 15 日上午 7 時 30 分於
糖城蠔溪公園熱鬧展開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
華僑文教中心主任莊雅
淑、雙十國慶籌備會主
任委員趙婉兒、休士頓
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陳
煥澤、陳瑩、朱江參加
盛會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陳煥澤表示亦希望透過活動，
傳揚孝道，支持中華民國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陳煥澤、李迎霞副會長頒發感
謝狀給贊助單位美南銀行由董事黃泰生夫婦、公關邱嘉雯
代表接受，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林羅秀娟參加盛會。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李迎霞副會長、西南區管委會執行長李成
純如於9月17日上午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辦百善孝為先及
台灣小吃園遊會活動

黎淑瑛、甘幼蘋僑務委員、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林映佐副處長、休士頓慶賀雙十國慶籌備會陳美
芬副主任委員、中華保健中心前會長洪良冰參與活動

休士頓客家會會長劉志忠夫婦、前會長鍾桂堂夫婦、
感謝贊助者李秀麥女士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李迎霞副會長、董元正、楊國貞、班
自珍前會長、何真理事等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辦雙十
國慶系列活動
「百善孝為先

及台灣小吃園
遊會」

許多民眾都穿上印有中華民國國旗圖樣的衣服來參加健走，
鮮豔顏色與圖案吸引許多當地民眾目光，當地主流民眾在知
道活動目的後亦紛紛向中華民國台灣祝賀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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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2016年11月9日，葡萄牙裏斯本，C羅推出新款CR7品牌戰靴，老友費迪南德和誇雷斯馬到場助陣。

作爲發布會的絕地主角，C羅當天心情大好，衝著媒體鏡頭狂笑不止，還不時露出搞怪神情。

綜合報道 休斯敦火箭隊（5勝3負）在客場延續勝勢。盡管萊納德得到全場最高34分，但哈登送出三雙24分、15次助攻

和12個籃板，安德森也有20分和8個籃板，他們帶領球隊在第四節打出小高潮重新領跑。萊納德最後時刻突破上籃不中，阿

爾德裏奇補籃不中，火箭隊在客場以101-99險勝聖安東尼奧馬刺隊（5勝3負）。火箭隊取得2連勝，馬刺隊遭遇2連敗，本賽

季主場3戰全敗，上賽季的主場41勝1負的馬刺已經不見了。

火箭隊的哈登得到三雙24分、15次助攻、12個籃板和9次失誤，這是他職業生涯第10次三雙，也是波波維奇時代以來，

第一個對陣馬刺拿到助攻15+的三雙。安德森得到20分和8個籃板，戈登得到15分，徳克爾得到10分和7個籃板，阿裏紮得到

9分、5個籃板和 4次搶斷。馬刺隊的萊納德得到 34分和 7個籃板，阿爾德裏奇得到 14分和 5個籃板，李得到 10分，米爾斯得

到8分和10次助攻，格林得到8分和4次搶斷。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 2016年 11月 9日，巴西貝洛奧裏藏特，巴西隊上下正在備

戰世界杯預選賽南美區的比賽。北京時間明天上午8點45分，巴西將在主場迎戰勁

敵阿根廷隊。在訓練中，內馬爾、馬塞洛等球員積極備戰，內少心情不錯，還擺起

了大聖pose，並對著媒體的鏡頭大秀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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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有多美》定檔明年2.14

綜合報道 近日，由姜武擔任監制

，梁棟導演，姜武、蔣勤勤等主演的

奇幻電影《完美有多美》宣布定檔

2017年 2月 14日。據悉，這是姜武《捉

妖記》後又一部大銀幕力作，並且擔

任本片監制，同時有朱旭、王德順等

一衆老戲骨加持，令這部奇幻定位的

電影更加值得期待。這也是姜武和朱

旭繼 1999 年拍攝《洗澡》後，時隔十

七年再度飾演父子。

《完美有多美》講述了主人公程天

樂意外得到了一個鑰匙能穿越兩個不同

世界，A世界是汽修廠的Loser修理工，

B世界是科技公司的億萬富豪，從而引

發了一連串的矛盾與選擇。用喜劇的方

式，通過一個離奇的故事，激起人們對

什麽才是真正幸福的思考。

在這部電影中，除了有李乃文、杜

維瀚、安琥、沙寶亮等人奉獻精彩演出

，還分別邀請到 80歲高齡的王德順和 86

歲的朱旭老先生出演。這是姜武時隔 17

年後，繼《高樓邊》《洗澡》後第三次

與朱旭老合作，《洗澡》之後再度在大

銀幕上與朱旭老先生飾演父子。談及此

次合作，姜武表示：“一晃17

年時間過去了，這次和老爺子

一起出演《完美有多美》，在

感覺上父子情更親近了，朱旭

老爺子年歲已高，但在這部電

影中很賣力，雖然台詞不多，

但每一處表演都力透紙背。”

電影《完美有多美》展現

了一段奇異的平行世界人生旅

程，近不惑之年的修理工程天

樂（姜武飾）生活拮據，同時

面臨著來自家庭、父母等各方

面壓力，妻子的不孕更是將天

樂推向中年危機的邊緣。心情

郁悶的他喝悶酒的時候，從一

位老者手中無意獲得一把能穿

越不同世界的鑰匙，這把鑰匙

可以帶他通往有錢有權、與高

中校花卓彥妮（蔣勤勤飾）擁

有美滿婚姻的新世界。頻繁穿

梭于兩個世界的程天樂，一邊享受A世

界家庭的溫馨，另一邊享受B世界富豪

的奢華生活，可是卻逐漸對自己現在所

追求的完美生活開始迷茫。

《完美有多美》由姜武、蔣勤勤領

銜主演，李乃文、傅穎主演，王德順、

顔丙燕、李奕娴、杜維瀚、安琥、胡明

、嶽小軍、沙寶亮、馬元、洪辰、大兵

、程媛媛、董立範友情出演，朱旭特別

出演，將于 2017年 2月 14日情人節檔期

登陸全國院線。

姜武朱旭再續父子情

根據劉震雲同名小說改編，馮小
剛導演，劉震雲編劇，範冰冰領銜主
演，郭濤、大鵬、張嘉譯、于和偉、
張譯、李宗翰、趙立新、田小潔、範
偉、劉桦等主演的電影《我不是潘金
蓮》將于11月18日上映。今日，片
方發布一支“馮小剛喜劇二十年”經
典重現短片，帶領觀衆回顧《甲方乙
方》《手機》《天下無賊》等九部馮
小剛經典喜劇作品，體會“馮氏幽默
”笑裏有料、笑中帶淚的經典魅力，
掀起“馮氏喜劇”全民回憶熱潮。

從1997年《甲方乙方》開創國
內喜劇賀歲的先河開始，馮氏喜劇已
陪伴觀衆二十載，“馮氏幽默”深入
人心。今日《我不是潘金蓮》片方發
布“馮小剛喜劇二十年”經典重現短
片，回顧了《甲方乙方》《手機》
《天下無賊》等九部馮小剛經典喜劇
電影作品，“地主家也沒有余糧啊”
“黎叔很生氣，後果很嚴重”等搞笑
台詞今日回味仍毫不過時，而當觀衆
沈浸在笑聲中時，“別等了，他不會
回來了”“一輩子，很短”等走心片
段則將人從逗樂的氛圍中拉出，讓人

深切感受到“馮氏幽默”笑中帶淚、
笑裏有料的獨特魅力。2016年是馮小
剛電影生涯的第二十個年頭，片方盛
大開啓“我與小剛二十年”系列活動
，周迅等衆星雲集講述與馮小剛往昔
故事，致敬“國民導演”馮小剛。

短片結尾畫面從一個望遠鏡的圓
形鏡頭看到了《我不是潘金蓮》的圓
形畫面，鏡頭的精妙切換與影片的圓
形畫幅相契合。此次在《我不是潘金
蓮》中采用圓形畫幅形式，馮小剛曾
直言遭到幾乎所有人反對，但他還是
“任性”地堅持下來，對此馮小剛表
示“二十年來沒出過格，這次想做點
出格的”。據悉，圓形畫幅的構圖、
燈光以及景別都顛覆了以往對電影的
認知，每一個畫面都經過精心設計力
求完美。令人欣慰的是，馮小剛此次
大膽嘗試目前收效甚佳，好萊塢主流
媒體《每日熒屏》盛贊《我不是潘金
蓮》“蘊含著一種絕妙的視覺典雅”
，更有觀衆表示“每一幀都美的像海
報一樣”。

影片將于11月18日登陸全國各
大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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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今日，由金琛執導，陳思

誠、田中千繪、倪虹潔、譚俊彥、狄龍主

演的都市愛情喜劇《約會大師》曝光了一

款“大師版”圖片。圖片以黑色爲背景，

以高跟鞋爲主要元素，凸顯了當今社會中

女性獨立自強的形象。也將影片中“約會

大師，等你來約”的氣質展露無遺。

這款“大師版”圖片畫面層次鮮明，

整體格局從容大氣。簡明清晰的圖片風格

和帶有筆鋒的文字，在“狗糧”滿天飛的

光棍節裏，讓大衆感到“亦可賽艇”。主

要還是看氣質，圖片將唯美感與現代性相

結合，體現出影片中年輕、時尚、大膽追

愛的基調。富有立體感的紅色高跟鞋配上

“我是大師，你敢約麽”的文案，直擊大

衆眼球，帶來強烈的視覺衝擊力。女主歐

陽姗姗對待感情的堅定、敢愛敢恨的態度

也通過這款圖片完美的展現出來。

影片中的歐陽姗姗（田中千繪 飾）

，是一位獨立自主的新時代女性。有一

份體面的工作，對待男士有自己的方法

，對待套路有自己的破解秘籍，對愛情

有自己獨到的堅持、美好的期許。她始

終在快節奏的都市生活中保持自我，不

輕易委身于人。當她遇見雷仁（陳思誠

飾），兩位套路高手狹路相逢、相互傷

害，最終誰會更勝一籌？兩人的台詞也

句句是“砒霜”，一張嘴就火力全開，

碼力十足，那畫面太美我不敢看。

繼《北京愛情故事》之後，陳思誠

再次主演都市愛情電影，化身 “約會大

師”。影片以輕松明快的基調，略帶犀

利的語言風格，講述了人稱“情場鬼見

愁”的花心男雷仁被“命運之手”玩弄

的故事。套路至上、撩妹不停的他栽在

了自己鐵哥們陳遠手裏，只因爲兩個截

然不同的女人。電影搞笑中帶有感動，

清新中包含重口味。

陳思誠也將演技飙到極致，把搞怪

、深情、苦逼、高富帥等形象诠釋得淋

漓盡致，無縫隙轉換讓人應接不暇：從

算命先生到壓榨員工的老板，從開豪車

的帥哥到捧花撩妹的灰太狼……時而深

沈，時而逗比，時而煽情，不禁想大聲

高呼“沒想到你是這樣的陳思誠”。

《
約
會
大
師
》

陳
思
誠
再
戰
愛
情
喜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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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隨中國男足（國足）在昆明集訓、備戰世界盃
外圍賽亞洲區12強賽的武磊，日前入圍今年的亞洲足球
先生候選名單。對此，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能
入圍自己也挺高興的，對我來說是一種認可，跟我競爭
的（候選人）都是非常出色的選手，我覺得不管有沒有
機會（勝出），都應該去堅持。”
武磊分析認為自己入選的原因是率俱樂部在亞冠上

的出色表現，但他也謙虛地表示如果沒有機會獲獎，以
後會再努力，爭取再衝擊。

談到集訓9天後，對主帥納比的印
象，武磊稱集訓前曾問過恒大隊友，當
時就知道納比以嚴格著稱，來之後，感
覺他非常有氣場，除了嚴之外，偶爾也
會開一些小玩笑。“訓練中的納比有時
候不說話，站在那，就能讓大家感覺到
一種威嚴。”
不過對於訓練，武磊表示自己很適

應，“因為他的技戰術要求和之前徐指
導（徐根寶）帶我們時差不多，進攻強
調大家之間的接應、跑位和配合；防守
也是壓迫式防守。”
武磊認為納比教練組帶給國足最大

的改變就是自信，“他一直強調我們有
非常出色的能力，只是在比賽時缺少一

些自信，特別是在俱樂部比賽時自信心要比在國家隊
強。納比說到現在為止我們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哪怕
只有一絲機會，也不應該放棄。”
另外，國足唯一“海歸”球員張玉寧則對15日迎戰

卡塔爾的比賽充滿信心。他稱，這幾天高原反應比較
重，“高原反應主要體現在自己的心率和吸氣上，感覺
挺缺氧的。”他還透露：“我回來之後，納比主要跟我
聊戰術，告訴我一些他希望我做的事情，因為我歸隊比
較晚，他還希望我能夠盡快融入。” ■新華社

武磊候選亞足先生：
是 對 我 的 認 可

近年香港出生率回升，連一些藝人也
喜歡把懷孕和帶孩子的家庭生活照片公開
與傳媒分享，在一下子增加了小孩的情況
下，一些為小孩提供補習和安排各種有利
於加強小孩入讀名校需要的個人履歷和經
驗的私人補習社或活動中心也應運而生，
並且錄得可觀的收入。

在大家都準備自己的子女入讀名校之
際，父母都希望其子女能夠及早接受各樣
的培養，這也是近年流行的口號：要贏在

起跑線。廣東俗語有云：“執輸行頭，慘過敗家。”這也正正反映這
種凡事要快人一步的心態。為了要贏在起跑線，為人父母的當然很緊
張自己的子女會落後於他人，在他們仍牙牙學語的階段，已為他們安
排了各種各樣的補習和活動，當中也包括一些流行的體育活動。

當我在田徑場進行長跑運動時，曾經見到一位媽媽帶着兩名孩子
在跑道上接受一位貌似田徑教練的人士訓練，這位人士十分盡責，由
頭到尾都給這兩名大約5至6歲的孩子作出嚴謹要求和專業指導，例如
跑步姿勢要像精英跑手般的擺臂要求；跨跑時要抬腿而減少後擺的幅
度，並且要跑在一條直線上等。而這位媽媽也認真地從旁監督，並且
重複教練的要求，肯定孩子可以認真學習和做到這些要求。

當我看了這幕現實情景內心不禁說了一句：“天啊，使唔使咁細
個做呢啲動作呀！”我估計這位樣似教練的人士應該受僱於這位媽
媽，所以以訓練形式，並且交足功課以滿足這位媽媽的要求。其實，
小孩在這個年齡最重要是給他們更多運動機會，從中要培養他們對運
動的興趣和成功感，太多硬性和枯燥的訓練會扼殺他們繼續參加這些
運動的興趣，到頭來，我們只會在起跑線見到他們，但在終點線卻見
不到他們的蹤影。讓孩子享受一下自由奔放地跑吧！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主任鍾伯光

要
贏
在
起
跑
線
還
是
終
點
線
？

鍾伯光專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東亞盃第二圈外圍賽12日結束最
後一後輪爭奪，中華台北在頭場
以2：0擊敗關島，終響勝鼓，
全取3分小組排第3；而關島就
三戰全敗，捧蛋而回。
曾在香港効力飛馬的中華

台北悍將陳柏良在總結東亞盃後
指出，未能在主隊香港身上取得勝

利有點失望，希望可拚一場。但12日
贏關島取得勝仗已達目標。

他在評論香港隊實力時稱，在歸化球員的助力下，實力
比華人主力確略強一籌，畢竟外籍球員身體質素較佳。不
過，他不認為這是好事，是急功近利，因為現實是需要成績
嘛！長遠來講，本土球員少了出場機會，影響成長。

日前他和飛馬舊隊友共聚，他指大家都沒變，
“牛丸”陳婉婷貴為總教練仍親切開朗。

一如賽前所料，12日一仗中華台北技高一
籌，面對關島控制戰局，第18分鐘關島李偉
忠紅牌出場得10人應戰。中華台北隊
於第26分鐘打破僵局，吳俊青射
入上半場領先1：0。第80分
鐘，李建勛禁區頂射地波
入網成2：0奠定勝果。

中華台北兩蛋贈關島12日的旺角大球場雖然未能高掛紅
旗，不過共有4838名球迷入

場支持下場面仍然非常熱鬧。為對抗體能
速度及身型均佔上風的朝鮮，港足主帥金
判坤盡遣力量型球員上陣，羅拔圖串演左
閘，而中場則起用黃洋及梁振邦兩名防
中。
甫開賽朝鮮就以體力化的逼搶令港隊

難以組織攻勢，港隊只能以直接長傳予三
名前鋒爭頂。非勝不可的港足進攻不成更
率先落後，朝鮮有犯規嫌疑下在前場搶得
皮球，鄭日冠殺入禁區妙射破網，助朝鮮
領先1：0。

其後港隊攻勢有所加強，但一直未能形

成具威脅的射門。換邊後麥基、李康廉及林
嘉緯等進攻球員先後入替，但形勢未有太大
改變，朝鮮面對港隊的高空轟炸幾乎沒有任
何失誤出現，最終港隊以0：1不敵朝鮮屈居
第二，未能出線在東京舉行的決賽圈。

艾力士三戰入六球膺神射手
雖然港隊未能晉級，但陣中射手艾

力士在今屆賽事有光芒四射的演出，三戰
入六球的成績更成為賽事神射手，而賽事
最佳球員則由朝鮮後衛李英哲當選。
朝鮮主帥安達臣表示己隊踢出三仗以

來的最高水平：“我們研究了港隊兩場比
賽的戰術，作出了針對性的部署，來到香
港我們花了一點時間適應這裡的氣氛，我
認為球隊做得很好。”
未能繼2010年後再度殺入決賽圈，港

隊主帥金判坤為令球迷失望致歉，但他強
調球隊已付出120分的努力：“這是一場
很高水平的比賽，這樣的表現我沒有什麼
可以挑剔。”
港足今仗精銳盡出派出多名入籍球員

上陣，可惜仍未能首次擊敗朝鮮，金判坤
坦言：“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比賽，朝鮮
的世界排名下跌，但他們仍是亞洲最好的
球隊之一，沒錯我們不能完全掌控比賽，
但我不認為我們之間的差距很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東

亞足球錦標賽（東亞盃）第二圈港足

飲恨出局！非勝不可的港足12日在旺

角大球場雖然獲得近5千名球迷入場支

持，可惜早段失球後未能平反敗局，

以0：1不敵朝鮮僅得第二名，未能晉

身決賽圈與國家隊及日韓較勁。

■武磊在國足對伊朗一
役製造險情。 新華社

■朝鮮隊獲得東亞盃決賽圈
資格。 香港足總圖片

■艾力士（左二）遭朝鮮隊
二人夾擊。 郭正謙 攝

■艾里奧（中）高人一等
搶得制空權。 郭正謙 攝

■陳柏良（左）為球
迷簽名。 潘志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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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西》把自己當山豬
陸弈靜逼真 帶桂綸鎂入戲

雙 廚 索 艾 克（Soac）與喬
艾爾（Joel）在 TLC 旅遊生活
頻道全新一季《雙廚星任務》
節目中，邀大咖上節目，挖掘
明星心中的味蕾拼圖。錦榮日
前受邀擔任嘉賓，雖外表帥氣，
沒想到私下「大嬸樣」藏不住，
不僅最愛台灣夜市小吃，還很
愛超划算美食，加上得吃大分
量才有飽足感。

錦 榮在節目中嶄 露真性
格，因為製作蔥抓餅時不小心
弄破，脫口而出「Oh Shit！」讓
雙廚大感驚訝。吃紐西蘭炸魚
薯條時，錦榮更一口接一口停
不下來，還大打飽嗝說「爽！」
讓 Soac 表 示：「沒 想 到 錦 榮
外表這麼帥氣，個性竟如此直
率，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昆凌證實生病：
「原以為年輕不擔心」錦榮《星任務》飄大嬸味

堅持俗又大碗還爆粗口

任容萱、Selina 姊妹互催生

錦榮說會留在台灣的原
因，正是因為台灣美食。他說：
「本來打算到香港、新加坡去
發展，不過吃到台灣夜市後，
發現台灣食物太好吃，便宜又

陸弈靜以《德布西森林》入圍第 53 屆金馬
獎最佳女配角獎，她在片中和飾演女兒的桂綸
鎂在森林迷路時，慘遭毒蛇咬傷中毒，大部分
戲分都趴在桂綸鎂（小鎂）的背上，看似輕鬆實
則不然，陸想起拍《山豬溫泉》時學到的知識，
「獵山豬的獵人跟我說過，山豬在獵人背上會
呈現什麼狀態，我就把它用上。」

如煮咖啡慢慢學習
陸弈靜笑說：「當時要控制眼球轉動，還要

畫中毒的妝，想到就生氣。」劇組曾考慮讓桂綸
鎂背道具，減少陸的表演壓力，但陸說：「我必
須是真的，如果用道具，小鎂的情緒不會出來，
我要幫助她去演出這個狀態，不希望因自己的
『凸槌』，讓小鎂的表現前功盡棄。」如何克己
演出這個壓抑角色？陸回道：「現在用數位拍攝，
很容易就再來一遍、再試一遍，但以前底片拍攝
時很寶貴，每分每秒都要很專注。」

第６度入圍金馬獎，她單純抱持感謝心情，
並分享個人演戲訣竅：「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要
花心力。」過去曾全心投入咖啡事業，她表示演
戲和煮咖啡很像，「沒有特別去學校上課，我就

23 歲的藝人昆凌去年與周杰倫結婚，並育有一女 Hathaway，家庭
生活相當幸福，但昨日（8）出席公益活動時，卻自爆得了多囊性卵巢症
候群，並將會影響受孕，這讓原本想在 25 歲前生 3 胎的她，不得不改
變想法、暫停計畫，今日他也在臉書證實生病一事，語重心長的表示：
「以為還年輕不用擔心 ...。」

昆 凌 2015 年 和 天 王 周 杰 倫 結 婚，於 7 月 產 下 愛 女 小 周 周
（Hathaway），年僅 23 歲的他也曾表示，希望能在 25 歲前生下 3 胎，
但計畫卻因為得了「多囊性卵巢症候群」被打斷，昆凌昨（8 日）出席
公益活動，透露自己生病的消息，今更在臉書向大家解釋，他說確診
是在幾個月前的事，也坦言因為對狀況不了解，所以醫生告知病情時
讓他相當緊張，不過他也向大家報平安：「我相信我拍戲運動量很大，
每天早睡早起應該狀況改善很多了我現在是健康寶寶。」並且藉此呼
籲年輕女性，不要「以為還年輕不用擔心」要大家記得多運動，並直呼：
「運動真的很有益身體健康！」

昆凌臉書全文：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昨天突然聊到自己多囊的問題，連爸爸都

來問我 但其實我是很輕微的，醫生說多運動不要熬夜狀況就會好很
多，而且其實也已經是好幾個月前的事囉，我相信我拍戲運動量很大，
每天早睡早起應該狀況改善很多了我現在是健康寶寶，一開始醫生告
訴我的時候確實很緊張因為對這個狀況不是很了解，但慢慢跟我的
藥師近一步瞭解這個 ' 多囊 ' 的問題 ，其實現在很多女性都有這個狀
況，但只要多運動少熬夜別給自己太大壓力，都會慢慢改善的！其實
我想說的是 ... 年輕的女生有時候我們會以為還年輕不用擔心，因為
我之前就是這麼想的！但子宮 . 卵巢對我們來說太重要了！直到發生
在自己身上才真的去正視這個問題！真的要好好保養好好照顧自己，
然後多運動真的很有益身體健康！一起動起來～動此動

任容萱８日神清氣爽出席私密潔浴產品記
者會，她表示最近研究營養學又勤運動，吃得清
淡早睡早起，不但身體不再水腫，連困擾她的「嗯
嗯」問題也一併解決，讓她忍不住拉姊姊 Selina
一起加入養生行列，但姊姊太愛美食，只願配合
部分。她還自爆 Selina 知道 Ella 懷孕後太高興，
一直催她趕快生小孩，結果被她回嘴說：「要生
妳自己先去生。」姊妹互逼對方相當搞笑。

由於迷上跳舞與健身，任容萱透露在運動
後衣物被汗水弄溼，容易造成私密肌膚不適，所
以她會選擇適合的私密保養產品，也會勤換衣
物保持身體乾燥，她覺得現在的女生很幸福，有
很多好產品能讓自己更舒適。

而說到 Ella 懷孕一事，任容萱表示他們一
家比 Ella 還開心，Selina 還念她應該趕一下進度，
趕快結婚生個小孩來玩玩，不過她對結婚生子
還沒憧憬，也不會跟姊姊搶當 Ella 小孩的乾媽，
因為她自認還年輕，還想被叫「姊姊」。

自己一點一點學習，就像咖啡可以炒到酸味降
到最低、還能回甘，讓人喝了有幸福的感覺。」
陸弈靜在演戲時，也堅持這種單一純粹的想法，
很多人問她，不是科班出身如何演好戲？她答：
「演戲有百百種方式，合你的不一定適合我。」

陸弈靜在《德布西森林》裡和桂綸鎂飾演
一對關係若即若離的母女，劇本設定這個家庭
中沒有男主人，母親因此把女兒當成另一半看
待，陸說很高興能挑戰這個「很新的女人」，但
也說自己的觀念不這麼新潮，「所以我花了不少
時間在消化劇本，尤其是我這個角色在劇本裡
話這麼少，必須把自己變成她，才能去『行為』。」

和一對女兒如摯友
「一部戲一個人生。」陸弈靜透過演戲體驗

各種女人的生活，她提到 1997 年蔡明亮執導的
《河流》，她飾演在聲色場所上班且有外遇的女
性，那時候入戲到晚上睡覺眼淚還汩汩流出，
雖以該片首次入圍金馬最佳女配，但她提醒自己：
「我不要像這個女人這麼苦！」

現在的她專注於演戲，和２個女兒維持摯
友的關係，對於金馬是否有信心？她搖搖頭說：
「都６次了，別問了！我也不知道啊！」

划算，就決定留在台灣。」
３人吃飽喝足後，也不忘

讓一身肌肉的錦榮帶頭運動，
造福觀 眾。雙廚決定比腕力
大賽，沒想到錦榮同時左手對

Joel、右手對 Soac 還能成功完
勝，讓２人甘拜下風。《雙廚
星任務》即日起，每周日晚間
９點在 TLC 旅遊生活頻道播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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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鍾麗緹
（Christy）與內地男星張倫碩
的姊弟戀開花結果，日前二人
在北京舉行盛大婚宴，日前11
月11日光棍節才正式註冊，更
選擇在早上11時11分，於張
倫碩家鄉山東臨沂簽紙領婚
證，雙方家長及親友亦有出席
見證。一對新人一齊打手指模
及交換戒指，正式拿了結婚證
後，兩人甜蜜咀嘴，在旁見證
者即時群起歡呼，場面熱鬧。
領證後，Christy在微博興奮上
載與老公的一系列甜蜜合照，
留言：“我們在臨沂登記啦！
現在是正式的張先生＆張太太
啦！”相中二人擺晒甫士扮鬼
扮馬，盡顯默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黎諾懿和李
潔瑩（Nicole）結婚兩年一直努力造人，幸
皇天不負有心人，日前黎諾懿於社交網上載
一條片報喜，公佈就快做老竇。諾懿於片要
澄清最近一些不實報道，又話這件事係源於
張達倫指他“搞咗兩年都搞唔出樣”。黎諾
懿扮嬲說：“搞到全香港以為我冇心冇力，
其實我係搞咗半年嘅啫！”說畢黎諾懿立即
走到一部超聲波機前面，拿着張超聲波片

說：“唔好以為佢
係潛水艇，佢係我
同我老婆李潔瑩的
愛的結晶，同埋打
牌梗係要一索啦！
所以佢係有一索
㗎，我係一索得
男！”

香港文匯報訊第53屆金馬獎
頒獎典禮將於本月26日舉行。金
馬執委會今年與伯爵再度攜手，拍
攝入圍影帝、影后、導演的“金馬
榮耀時刻”照片，聚集兩岸三地的
明星大導，重現今年入圍影片的經
典片刻。參與拍攝的包括有杜琪
峯、許冠文、梁家輝、范冰冰、許
瑋甯等。鏡頭之下，各入圍者再次
回到拍片狀態，重現迷人的演技與
生動表情。

黎
諾
懿
太
太
一
索
得
男■結婚兩年的黎諾懿，

終造人成功。 網上圖片 ■黎諾懿展示超聲波片。 網上圖片

鍾麗緹跟張倫碩返家鄉領證

■鍾麗緹不顧形象扮鬼臉。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李思捷初執導
筒的電影《一家大晒》前晚舉行煞科宴，演員狄
龍、元秋、蘇玉華、林敏驄及錢小豪齊出席。談
及該片安排賀歲檔上映，跟周星馳執導的《西遊
．伏妖篇》打對台，思捷坦言是周星馳於1998年
帶他入行，沒周生就沒有他，當時自己只是小朋
友，對方每部電影自己都會看十次，至今仍是其
超級fans。問會否請周生看自己的戲？思捷說：
“我會請他看，但換了手機之後也遺失了他的電
話號碼，一直都好想他來看，而除了周生，許冠
文都是我的前輩，兩位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蘇玉華色誘戲獲狄龍讚賞
談到戲中有場蘇玉華色誘思捷戲，思捷表示

今次所拍的是老少咸宜電影，阿蘇則笑指自己性

感一定有，但狄龍大哥看了也說是樂而不淫。至
於向來頑皮的林敏驄，思捷笑說：“好憎這個
人，片酬又最貴，不過他的戲好搶，演出來比我
寫的劇本更好笑，所以貴一貴都值得，不過其他
演員都好貴，每位也是老戲骨。”阿蘇亦答謝思
捷帶她走入電影世界，因過去她都以演舞台和電
視劇為主，今次有機會拍電影感覺好夢幻，每日
可以跟偶像狄龍、羅家英和錢小豪合作，又難得
做一對仔女的媽咪。

林敏驄演狄龍的大兒子，跟龍哥合作才知他
是玩得之人，在片場經常講法文。提到阿驄跟前
妻陳伶俐所生的兩名兒子甚少聯絡，平日不收口
的阿驄竟不願回應，還拉開話題表示戲中常給幾
個小朋友整蠱，問會否帶小朋友去看自己的電
影？他才說：“看會否有空，找天吧！”

嫌林敏驄片酬最貴

李思捷：好憎這個人

范冰冰許冠文
留下金馬榮耀時刻

■廖碧兒對舊愛劉
愷威的背妻偷食傳
聞不欲多談。

■許瑋甯■范冰冰

廖碧兒穿上性感透視裙，Niki則罕有“谷胸”上
陣，同樣搶鏡，其他現身嘉賓尚有李桂蘭、

Ana R.、Cara G等，廖碧兒透露與該會的靈長類動
物學家Jane Goodall相熟，很佩服對方對野生動物的
熱誠，今次特意由北京陪對方來港出席晚宴。消瘦不
少的她表示因近日經常四處飛，胃口差了，並非刻意
減肥，問她有否被內地“富二代”追求？她笑言：
“沒有，都想拍拖，希望是一份聖誕禮物，但未去到
恨結婚，只想拍拖。自己已有一段時間沒拍拖，幾長
時間便不想公開。”

提到舊愛劉愷威近日被影到在內地拍劇時和王
鷗在酒店房短敍，廖碧兒即說：“我又無看報道。”
隨即拉開話題：“反而留意美國大選，我有很多美國
朋友知我是加拿大籍， 他們紛紛傳短訊叫我小心揀
另一半，因很多人想移民來向我求婚，哈哈！”

周麗淇稱早被阿Sa爬頭
Niki罕有地以性感打扮示人，她坦言事前都經過

一陣子掙扎，但覺得大個女應豁出去，不過已做足安
全措施，黐滿膠紙，問她有否向“打底王家姐”周汶
錡請教？Niki笑說：“我仲勁過佢，佢衣着比較開放
一些，我好保守謹慎，着T-shirt都會打底。現在都

不敢烏低身，跌了金都不會執。”
提到其好姐妹蔡卓妍恨結婚生仔，Niki笑謂：

“佢結過啦， 我們有傾談過，認為大家先努力搵
錢，婚後都要工作， 女人不可以靠男人，何況佢說
結婚都是一刻，佢都試過啦， 我都無試過。（大家
鬥快跑出？）佢已經跑出了，不過又返轉頭回復單
身， 可能覺得單身好。”說到舊愛鄭嘉穎與女友陳
凱琳被傳同居，她謂： “隔咗咁耐，不要問我啦，
不是太好，答什麼都會影響人，總之大家同邊個一齊
是開心，我都會替大家高興。”

Ana R.爆家人投特朗普
有美國血統的Ana R.對於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

表示震驚，因覺對方是不俗生意人， 但未必適合從
政，加上其太太影過裸照更被公開過，始終有欠莊
重。Ana R.沒有投票，不過媽媽和弟弟便投特朗
普，Ana R.表示無法改變到他們的想法，可能他們
覺得特朗普幫到民生，但自己不是太認同他的政見，
總統是代表美國人的面子，而特朗普的言論行為就太
偏激。Ana R.女兒今日歲生日，她會為女兒舉行生日派
對，屆時會邀請Jessica C.參加，Ana R.更計劃待囡囡
兩、三歲再添多個新成員。

低胸亮相周麗淇有金都唔執

廖碧兒
加拿大籍矜貴
等人求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廖碧兒、周麗淇（Niki）前晚均

以性感打扮出席“Hope for Wildlife籌款晚宴”，適逢近日二人的

舊愛劉愷威及鄭嘉穎都是新聞人物， 前者被指與同劇內地女演員

王鷗傳緋聞，後者傳與女友陳凱琳同居，不過廖碧兒和Niki對兩位

“過氣”男友態度一致，不欲多提。加拿大籍的廖碧兒近日更在美

國大選後成為搶手貨，被友人取笑因很多人想移民故來向她求婚。
■周麗淇罕有地以
超低胸裝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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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城華埠新形象」華商會盛大舉行第34屆年會
現場嘉賓雲集 社團、商界代表等近500人參與盛會

(本報記者/劉潔媚/採訪報導)
11月7日晚，芝加哥華商會假市中

心希爾頓酒店盛大舉行第34屆年會，今
年年會以“芝城華埠新形象”為主題，現
場冠蓋雲集，11 區區長唐信、伊州眾議
員馬靜儀、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余鵬
副總領事、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臺北
經文處李佳怡組長等貴賓及各社團代
表、商界代表等近500人出席了盛會，場
面盛大，氣氛熱烈。當晚年會由ABC第
七頻道知名華裔主播徐平（Judy Hsu）擔
任司儀。

華商會會長徐佐寰律師致辭表示，
熱烈歡迎在場嘉賓出席今晚以“芝城華
埠新形象”（New faces，New places）為主
題的第34屆年會。在最近的報導獲知，
芝加哥中國城人口在2000年和2010年
之間上增26%，基於兩個原因：一，芝加
哥擁有合理的房價，能讓新移民在中國
城有一個良好的居住和工作環境；二、
中國城的居民對保持中國傳統文化有
著一股強烈的願望。芝加哥華埠的發展
令人感到驕傲，也展現新風貌，例如譚
繼平公園、華埠新公立圖書館等，為華

埠增添了一道道精彩的亮點，促進華埠
的發展。他強調，目前，芝城華埠發展正
處於一個“十字路口”，華商會的目標是
繼續鼓勵和促進各商業和社區發展，相
信與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們能實現這
一目標，讓整個華埠社區獲得一個全新
的發展，欣欣向榮。

徐佐寰會長在會中透過投影片，細
數華埠今昔及未來發展，讓來賓們一起
見證著華埠的點滴往昔及新變化新形
象，現場始終呈現一片溫馨氣氛。當晚
的娛樂表演也十分精彩，華商會邀請了
芝城知名年輕華裔歌手張亦吉和劉松
鈺演唱歌曲，“幸福婚紗”帶來的“”時尚
中西特色時裝表演”，彰顯中國旗袍之
美，獲得現場陣陣掌聲與歡呼聲，把年
會再次推向高潮。

年會大廳門口擺放了反映芝城華
埠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發展成就和計劃
等一系列圖片吸引了大量現場嘉賓駐
足觀看。

芝城新聞 華商會職員合影:(前排右四)為華商會會長徐佐寰

華商會會長徐佐寰致辭 徐平（Judy Hsu）任司儀 貴賓合影：中領館副總領事余鵬（左3)、徐佐寰會長(右4)、馬靜儀博士(右3)

星期日 2016年11月13日 Sunday, November 13, 2016僑 社 新 聞A10 Fri. Nov. 11, 2016 Chicago Chinese News 芝加哥時報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 A10

2016年美中中文學校協會舉辦演講比賽圓滿落幕
Anton Zaremski 蘇旂楹 張可芸 王欣音 林郁紋 獲各組冠軍

貴賓合影:左起台北經文處秘書侯國南、文教中心主任王偉讚
、台北經文處處長何震寰、會長石鴻珍、僑務委員李香蘭、

西北郊中文學校校長姜曉林
美中中文學校協會
會長石鴻珍致詞

第一組得獎同學與貴賓合影
第一名Anton Zaremski(前排右四)

第二組得獎同學與貴賓合影
第一名蘇旂楹(前排右四)

第三組得獎同學與貴賓合影
第一名張可芸(前排右四)

第四組得獎同學與貴賓合影
第一名王欣音(前排左三)

第五組得獎同學與貴賓合影
第一名林郁紋(左四)

參加公開組同學與貴賓合影

（本報記者/張耀淑/採訪報導）為
推廣正體中文、提高華裔子弟學習中
文的興趣、提昇學生中文語調、咬字、
發音之正確性、並增強他們演說的能
力。僑委會與芝加哥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贊助，西北郊中文學校籌劃主辦的
中文演講比賽，於11月5日，假芝加哥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盛大舉行。

來自大芝加哥地區 50 多位學生
參加了這項激烈競逐，參賽者個個有
備而來，題材包羅萬象，有的講述自己
的生活體驗、學習中文的經驗、旅遊記
趣、逛台灣夜市的樂趣、認識自己、有
的則提到環境保護、節約能源對於地

球的重要性等等，個個表現精彩，不但
字正腔圓、抑揚頓挫、儀態從容、表情
生動、熟練流暢，充分展現中文教育海
外扎根的成果。在經過整個下午激烈
的競賽後，各組冠軍脫穎而出：第一組
慈濟人文學校的Anton Zaremski、第二
組慈濟人文學校的蘇旂楹、第三組慈
濟人文學校的張可芸、第四組慈濟人
文學校的王欣音、第五組芝北中文學
校的林郁紋，各組競爭相當激烈，成績
亮麗。

駐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
震寰、加哥華僑文教中心主任王偉讚、
僑務委員李香蘭以及以及各中文學校

校長、老師們都到場為參賽的學生們
加油打氣。

芝加哥華僑文教中心主任王偉讚
在應邀致詞時表示，在推動海外僑教
方面，僑委會希望能夠透過各種不同
形式的競賽活動，提昇小朋友們學習
中文的興趣。藉由演講比賽擴大海外
正體字運用範疇，使華語文學習更具
創意與魅力，同時增進各中文學校之
間學生觀摩研習的機會。祝福活動圓
滿成功！

美中中文學校協會會長石鴻珍在
致詞時表示，感謝主辦單位西北郊中
文學校的通力合作，感謝僑委會與華

僑文教中心的贊助，協會顧問李香蘭
僑務委員、副會長錢懷德和固德校長
劉玉娥擔任當天的全程裁判，以及各
中文學校所推派出來的裁判，使得當
天的中文演講比賽活動辦得有聲有色
。美中中文學校協會多年來，一直都是
在致力於加強學生們在聽、說、讀、寫
方面的訓練。在說話方面，協會舉辦演
講比賽、朗讀比賽、多媒體簡報觀摩賽
，希望學生們能夠多多參加。

駐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
震寰在應邀致詞時表示，感謝美中中
文學校協會能夠舉辦這個活動，提供
舞台，讓學習中文的學生，有機會觀摩
及交流學習成果，也希望透過演講比
賽，提高學生學習動力。國語演講向來
為語文競賽之首，因為它講究內外兼
修，內在要有作文的底子、字音字形的
準度、書法家的氣質，外在要有朗讀的
聲韻語調，更重要的是，演說獨有的魅
力與說服力。

何處長勉勵參加比賽的學生，學
習中文很重要，掌握了第二語言，對自
己將來的職業都很有幫助，他鼓勵參
賽者，能夠站在臺上來講就已經是成
功的第一步，值得鼓勵，希望繼續學習
中文，有更好的發展。

文演講比賽共分五組，除了一到
五組依照年齡分組競賽外，為鼓勵學
生，協會也特別設定不計成績的「示範
組」以及「公開組」，有不少非華裔的小
朋友們參加，可愛的童言童語，讓臺下

觀眾們紛紛給予最熱烈的掌聲，主辦
單位並頒發了紀念品以茲鼓勵。經由
美中中文學校協會及各中文學校派出
的裁判，就參賽者熟練程度、儀態、發
音、內容等項目進行評分，最後在各組
選出前三名。

比賽結束後在裁判們仔細評分之
後，今年中文演講比賽成績如下：第一
組第一名Anton Zaremski，慈濟人文學
校。第二名陳念恩，慈濟人文學校；王
彥蘋，瑞柏中文學校。第三名江啟弘，
芝北中文學校；劉億恩，西北郊中文學
校；邱亭之，芝北中文學校。第二組第
一名蘇旂楹，慈濟人文學校。第二名胡
詠恩，芝北中文學校；戴龍女，慈濟人
文學校。第三名吳念佳，中國文化中文
學校；邱敬之，芝北中文學校；陳慶安，
瑞柏中文學校。第三組第一名張可芸，
慈濟人文學校。第二名江啟銘，芝北中
文學校；賀安琦，慈濟人文學校。第三
名劉億邦，西北郊中文學校；安貞玟，
芝北中文學校；姜梅庚，瑞柏中文學校
。第四組第一名王欣音，慈濟人文學校
。第二名韓穎琳，西北郊中文學校；江
啟源，芝北中文學校。第三名韓穎琛，
西北郊中文學校；陳羽凡，慈濟人文學
校；陳楦承，瑞柏中文學校。第五組第
一名林郁紋，芝北中文學校。第二名吳
瑞秋，西北郊中文學校；陳羽柔，慈濟
人文學校。第三名曹建弘，芝北中文學
校；毛璇璇，西北郊中文學校；蔡和翔，
慈濟人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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