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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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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星期二、、三三、、四四
9：00AM
星期五星期五、、六六
9：00PM
星期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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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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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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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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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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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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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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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洵瑤在通往冠軍的
道路上接連戰勝強

敵，8強中她以4:0橫掃
日本選手平野美宇。這不
是石洵瑤在本次賽事中第
一次戰勝這位新科世界盃冠
軍，女團決賽中，石洵瑤就曾戰
勝平野美宇，拿到中國隊在那場
比賽裡的唯一一分。

信心大增的石洵瑤又
在準決賽中以4:2淘汰四強
選手裡種子順位最高的另
一位日本選手加藤美優。
決賽面對麥子詠，石洵瑤
以 11:2、 12:10、 13:11 和
11:3直落四局戰勝對手，這
是中國隊選手連續第14次在該
項目中折桂。

石洵瑤遺憾隊伍沒奪多冠
賽後石洵瑤表示，很高興能為中國隊贏得這枚金牌，

然而隊伍沒能獲得更多冠軍，還是讓她感覺有些遺憾。
“我們參加的國際比賽較少，這或許讓我們顯得有些經驗
不足。從結果來看，決賽我打得較為輕鬆，不過對手在第
二局和第三局中打得非常強勢，我們的比分很接近。”她
說。

當日出戰的另一位中國隊小將楊碩沒能更進一步，他
在男單準決賽中2:4不敵日本選手張本智和，後者又在決賽
裡乘勝追擊，以4:3險勝韓國選手趙承敏，13歲163天也讓
張本智和成為世青賽歷史上最年輕的男單冠軍。

三個雙打項目的決賽都沒有中國隊選手的身影。單打
折戟的趙承敏拿到兩項雙打冠軍，他先與金芝荷搭檔，收
穫混雙冠軍，又與安在炫在男雙項目中奪冠。女雙冠軍歸
屬羅馬尼亞組合迪亞科努/德拉古曼。此前進行的團體爭奪
中，日本隊將男團、女團冠軍收入囊中，歷史上首次完成
對兩項團體冠軍的包攬。

世界青少年乒乓球錦標賽是最高級別的青少年乒乓球
單項賽事，2003年首屆比賽在智利進行。國乒曾在2009、
2012、2014以及2015年四次囊括世青賽所有七項比賽的冠
軍，本屆比賽之前，國乒奪冠數量最少的一屆是2005年，
當時中國隊只拿到女團、女單以及女雙三項冠軍，丁寧一
人獨得三冠。本屆世青賽是國乒參賽以來獲得冠軍最少的
一屆，創世青賽參賽以來的歷史最差。 ■記者梁啟剛

國際乒聯巡迴賽總決賽8日在卡塔爾舉

行，在女單16強賽事中，國手丁寧遇上港

將李皓晴，最終以4:0擊敗對手，順利殺入

8強。至於另一位港將帖雅娜在16強對日

本球手石垣優香，這位老將在兩度落後兼

打足7局之下，以4:3擊敗細自己10歲的對

手，勇奪8強一席。至於另一位國手朱雨玲

就以4:0擊敗日本球手佐藤瞳晉級8強。

港隊男雙組合穩奪牌

另外在男雙8強賽事方面，港隊組合

何鈞傑/唐鵬以4:3擊敗中華台北組合莊智

淵/黃聖盛打入4強，由於賽事未設有銅牌

戰，故“何唐”組合先為港隊袋走一面獎

牌。至於港隊男單代表黃鎮廷在16強對日

本球手松平健太，最終以4:3擊敗對手晉

級8強；同樣晉級男單8強的還有國手馬

龍，這位奧運男單金牌得主輕鬆以4:2擊

敗卡塔爾球手李平。 ■記者梁啟剛

國際乒聯巡迴賽總決賽
丁寧挫李皓晴入女單8強

記錄兩代中國女排功勛
教練袁偉民和郎平師徒情深
的書籍《巔峰對話》8日出
版。書中披露了郎平和恩師
袁偉民之間的對話。里奧奪
冠後，郎平對袁偉民說，自
己算是他最後一個堅守在排
球一線的“關門弟子”。

里約奧運會後，面對弟
子郎平，袁偉民透露，中國
隊小組賽連續輸給荷蘭、塞
爾維亞、美國隊後，很多人
擔心中國隊拿獎牌都成問
題，但他偏不這麼看。“照
我看這支隊伍還年輕，預賽
自己還沒搞好，還沒完全放
開打。”這位老帥甚至大膽
預測，最關鍵的一場比賽就
是淘汰賽面對巴西，“光腳
的不怕穿鞋的，自己工作做
到位，調整好了，什麼都別
想，放開打，把水平都發揮
出來，巴西要打贏這場球很
難。”最終，他準確預測
到，打巴西只要“完全放開
打，就有機會！如果把巴西
贏下來，準決賽、決賽乘勢
而上，就有可能給你們抱回
一個金盃！”

郎平對恩師回憶說，賽
前她對隊員說，擺在面前的
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放下一
切，什麼都別想輕裝上陣；
一個是瞻前顧後，縮手縮
腳，死路一條，“我們是中
國女排，就不能讓對手舒舒
服服贏，拿不下來也要咬你
幾口，想贏我們沒有那麼容
易，水平發揮出來了還輸，
大不了捲鋪蓋回北京。”

對於中國女排再奪奧運
冠軍以及郎平的“大心
臟”，袁偉民少有地當面提
出表揚：“這次比賽無論是
輸球還是贏球，我注意看電
視上的你，還比較冷靜，沒
有急，很不錯。”他說，與
1982年世錦賽自己帶隊時相
比，郎平率領的這支年輕的
中國女排在里約奧運會上面
臨的壓力更大，“你扛住
了，指揮用人也很到位，你
行！”

面對恩師的誇獎，郎平
回應道：“袁導，我可是你
最後一個堅守在排球一線的
關門弟子，咱要為你爭氣
啊！” ■中新社

兩代女排功勛教練對話兩代女排功勛教練對話
郎平郎平稱是稱是袁偉民袁偉民““關門弟子關門弟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道）一年一
度的國際滑聯短道速滑世界盃上海站比賽將於9日
至11日在東方體育中心“海上王冠”體育館拉開戰
幕，作為備戰平昌冬奧會的最後一個完整賽季，在
8日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國家短道速滑隊領隊劉
浩稱，是次參賽選手均為“90後”，多數為2014
年冬奧會後逐漸成長起來的國家隊成員，“雖然年

輕，但有一定基礎”。
在此前舉行的本賽季前兩站世界盃比賽裡，中

國隊共取得了2金2銀1銅的成績，而上海站比賽，
中國隊派出了由女選手范可新、曲春雨、林悅、郭
奕含、李紅爽、臧一澤，以及男選手武大靖、韓天
宇、許宏志、任子威、徐富、張宏超的陣容出賽，
將在男女500米、接力等共計10個項目的比賽裡向
金牌發起衝擊。

劉浩稱，這支年輕的隊伍全部由90後運動員組
成，除了范可欣、武大靖、韓天宇外，其餘選手均
為2014年冬奧會後逐漸成長起來的，不過“他們在
世界盃比賽、世界青年錦標賽和各類比賽中，也都
有不俗表現。”劉浩坦言，希望通過本站比賽繼續
鍛煉隊伍和磨練隊員。另據中國短道速滑隊主教練
李琰透露，下周末，國家隊將前往平昌適應場地。

世界盃上海站開賽
中國短道速滑隊練兵備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香港老牌足球
錦標賽的足總盃，8日喜獲手錶品牌“瑞士豪度
錶”冠名贊助，是次賽事將於本月12日揭幕，揭
幕戰由大埔對南華進行首圈賽事，衞冕冠軍香港飛
馬首圈輪空，8強硬撼傑志對港會的勝方。賽事冠
軍可奪得10萬港元獎金，亞軍亦有4萬港元，賽事

另設由記者投票選出的“決賽最佳球員”一名，獲
1萬港元獎金。

踢亞冠分組賽消息鼓舞東方
另外，東方龍獅足球隊日前被確認可踢亞冠盃

分組賽，總監梁守志對此稱，消息對球員十分鼓
舞；而東方下周日將拉隊到泰國集訓，備戰亞冠盃
之餘，亦為月底對冠忠南區的銀牌準決賽做準備。
此外，東方主帥陳婉婷前晚現身籃球隊出戰“ABL
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主場賽事，接受班主南海能
興(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鍾乃雄送贈名錶，表揚她
獲得亞洲足協年度最佳女教練殊榮。

至於8日晚舉行的港超“榜末大戰”，R&F富
力在主場小西灣運動場，以1：0小勝港會，以6分
升上積分榜“尾三”。

香港足總盃喜獲贊助

■8日在加拿大溫莎進行
的國際泳聯短池世錦賽
結束了第二比賽日的爭
奪，中國選手獲兩塊銅
牌，其中徐嘉余獲得男
子100米背泳第三，張雨
霏獲得女子200米蝶泳第
三。 新華社

■中國女排功勛教練袁偉民(右)。
資料圖片

■■瑞士豪度錶冠名贊助瑞士豪度錶冠名贊助
足總盃足總盃。。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劉浩劉浩((左左))介紹國家隊介紹國家隊
參賽情況參賽情況。。 夏微夏微攝攝

■■國手丁寧在比國手丁寧在比
賽賽。。 法新社法新社

奪走兩銅

■郎平稱是袁偉民“關門弟子”。
中新社

■■石洵瑤在比賽石洵瑤在比賽
中中。。國際乒聯圖片國際乒聯圖片

■■石洵瑤慶祝贏石洵瑤慶祝贏
波波。。國際乒聯圖片國際乒聯圖片

■■楊碩在男單準決賽止楊碩在男單準決賽止
步步。。 國際乒聯圖片國際乒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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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在南非開普敦舉行的

2016年世界青少年乒乓球錦標

賽結束了5個單項爭奪，石洵

瑤在女單決賽中以4:0戰勝中國

香港選手麥子詠，拿到國乒在

本次賽事中的唯一一項冠軍，

創世青賽參賽以來的歷史

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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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洵瑤在通往冠軍的
道路上接連戰勝強

敵，8強中她以4:0橫掃
日本選手平野美宇。這不
是石洵瑤在本次賽事中第
一次戰勝這位新科世界盃冠
軍，女團決賽中，石洵瑤就曾戰
勝平野美宇，拿到中國隊在那場
比賽裡的唯一一分。

信心大增的石洵瑤又
在準決賽中以4:2淘汰四強
選手裡種子順位最高的另
一位日本選手加藤美優。
決賽面對麥子詠，石洵瑤
以 11:2、 12:10、 13:11 和
11:3直落四局戰勝對手，這
是中國隊選手連續第14次在該
項目中折桂。

石洵瑤遺憾隊伍沒奪多冠
賽後石洵瑤表示，很高興能為中國隊贏得這枚金牌，

然而隊伍沒能獲得更多冠軍，還是讓她感覺有些遺憾。
“我們參加的國際比賽較少，這或許讓我們顯得有些經驗
不足。從結果來看，決賽我打得較為輕鬆，不過對手在第
二局和第三局中打得非常強勢，我們的比分很接近。”她
說。

當日出戰的另一位中國隊小將楊碩沒能更進一步，他
在男單準決賽中2:4不敵日本選手張本智和，後者又在決賽
裡乘勝追擊，以4:3險勝韓國選手趙承敏，13歲163天也讓
張本智和成為世青賽歷史上最年輕的男單冠軍。

三個雙打項目的決賽都沒有中國隊選手的身影。單打
折戟的趙承敏拿到兩項雙打冠軍，他先與金芝荷搭檔，收
穫混雙冠軍，又與安在炫在男雙項目中奪冠。女雙冠軍歸
屬羅馬尼亞組合迪亞科努/德拉古曼。此前進行的團體爭奪
中，日本隊將男團、女團冠軍收入囊中，歷史上首次完成
對兩項團體冠軍的包攬。

世界青少年乒乓球錦標賽是最高級別的青少年乒乓球
單項賽事，2003年首屆比賽在智利進行。國乒曾在2009、
2012、2014以及2015年四次囊括世青賽所有七項比賽的冠
軍，本屆比賽之前，國乒奪冠數量最少的一屆是2005年，
當時中國隊只拿到女團、女單以及女雙三項冠軍，丁寧一
人獨得三冠。本屆世青賽是國乒參賽以來獲得冠軍最少的
一屆，創世青賽參賽以來的歷史最差。 ■記者梁啟剛

國際乒聯巡迴賽總決賽8日在卡塔爾舉

行，在女單16強賽事中，國手丁寧遇上港

將李皓晴，最終以4:0擊敗對手，順利殺入

8強。至於另一位港將帖雅娜在16強對日

本球手石垣優香，這位老將在兩度落後兼

打足7局之下，以4:3擊敗細自己10歲的對

手，勇奪8強一席。至於另一位國手朱雨玲

就以4:0擊敗日本球手佐藤瞳晉級8強。

港隊男雙組合穩奪牌

另外在男雙8強賽事方面，港隊組合

何鈞傑/唐鵬以4:3擊敗中華台北組合莊智

淵/黃聖盛打入4強，由於賽事未設有銅牌

戰，故“何唐”組合先為港隊袋走一面獎

牌。至於港隊男單代表黃鎮廷在16強對日

本球手松平健太，最終以4:3擊敗對手晉

級8強；同樣晉級男單8強的還有國手馬

龍，這位奧運男單金牌得主輕鬆以4:2擊

敗卡塔爾球手李平。 ■記者梁啟剛

國際乒聯巡迴賽總決賽
丁寧挫李皓晴入女單8強

記錄兩代中國女排功勛
教練袁偉民和郎平師徒情深
的書籍《巔峰對話》8日出
版。書中披露了郎平和恩師
袁偉民之間的對話。里奧奪
冠後，郎平對袁偉民說，自
己算是他最後一個堅守在排
球一線的“關門弟子”。

里約奧運會後，面對弟
子郎平，袁偉民透露，中國
隊小組賽連續輸給荷蘭、塞
爾維亞、美國隊後，很多人
擔心中國隊拿獎牌都成問
題，但他偏不這麼看。“照
我看這支隊伍還年輕，預賽
自己還沒搞好，還沒完全放
開打。”這位老帥甚至大膽
預測，最關鍵的一場比賽就
是淘汰賽面對巴西，“光腳
的不怕穿鞋的，自己工作做
到位，調整好了，什麼都別
想，放開打，把水平都發揮
出來，巴西要打贏這場球很
難。”最終，他準確預測
到，打巴西只要“完全放開
打，就有機會！如果把巴西
贏下來，準決賽、決賽乘勢
而上，就有可能給你們抱回
一個金盃！”

郎平對恩師回憶說，賽
前她對隊員說，擺在面前的
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放下一
切，什麼都別想輕裝上陣；
一個是瞻前顧後，縮手縮
腳，死路一條，“我們是中
國女排，就不能讓對手舒舒
服服贏，拿不下來也要咬你
幾口，想贏我們沒有那麼容
易，水平發揮出來了還輸，
大不了捲鋪蓋回北京。”

對於中國女排再奪奧運
冠軍以及郎平的“大心
臟”，袁偉民少有地當面提
出表揚：“這次比賽無論是
輸球還是贏球，我注意看電
視上的你，還比較冷靜，沒
有急，很不錯。”他說，與
1982年世錦賽自己帶隊時相
比，郎平率領的這支年輕的
中國女排在里約奧運會上面
臨的壓力更大，“你扛住
了，指揮用人也很到位，你
行！”

面對恩師的誇獎，郎平
回應道：“袁導，我可是你
最後一個堅守在排球一線的
關門弟子，咱要為你爭氣
啊！” ■中新社

兩代女排功勛教練對話兩代女排功勛教練對話
郎平郎平稱是稱是袁偉民袁偉民““關門弟子關門弟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道）一年一
度的國際滑聯短道速滑世界盃上海站比賽將於9日
至11日在東方體育中心“海上王冠”體育館拉開戰
幕，作為備戰平昌冬奧會的最後一個完整賽季，在
8日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國家短道速滑隊領隊劉
浩稱，是次參賽選手均為“90後”，多數為2014
年冬奧會後逐漸成長起來的國家隊成員，“雖然年

輕，但有一定基礎”。
在此前舉行的本賽季前兩站世界盃比賽裡，中

國隊共取得了2金2銀1銅的成績，而上海站比賽，
中國隊派出了由女選手范可新、曲春雨、林悅、郭
奕含、李紅爽、臧一澤，以及男選手武大靖、韓天
宇、許宏志、任子威、徐富、張宏超的陣容出賽，
將在男女500米、接力等共計10個項目的比賽裡向
金牌發起衝擊。

劉浩稱，這支年輕的隊伍全部由90後運動員組
成，除了范可欣、武大靖、韓天宇外，其餘選手均
為2014年冬奧會後逐漸成長起來的，不過“他們在
世界盃比賽、世界青年錦標賽和各類比賽中，也都
有不俗表現。”劉浩坦言，希望通過本站比賽繼續
鍛煉隊伍和磨練隊員。另據中國短道速滑隊主教練
李琰透露，下周末，國家隊將前往平昌適應場地。

世界盃上海站開賽
中國短道速滑隊練兵備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香港老牌足球
錦標賽的足總盃，8日喜獲手錶品牌“瑞士豪度
錶”冠名贊助，是次賽事將於本月12日揭幕，揭
幕戰由大埔對南華進行首圈賽事，衞冕冠軍香港飛
馬首圈輪空，8強硬撼傑志對港會的勝方。賽事冠
軍可奪得10萬港元獎金，亞軍亦有4萬港元，賽事

另設由記者投票選出的“決賽最佳球員”一名，獲
1萬港元獎金。

踢亞冠分組賽消息鼓舞東方
另外，東方龍獅足球隊日前被確認可踢亞冠盃

分組賽，總監梁守志對此稱，消息對球員十分鼓
舞；而東方下周日將拉隊到泰國集訓，備戰亞冠盃
之餘，亦為月底對冠忠南區的銀牌準決賽做準備。
此外，東方主帥陳婉婷前晚現身籃球隊出戰“ABL
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主場賽事，接受班主南海能
興(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鍾乃雄送贈名錶，表揚她
獲得亞洲足協年度最佳女教練殊榮。

至於8日晚舉行的港超“榜末大戰”，R&F富
力在主場小西灣運動場，以1：0小勝港會，以6分
升上積分榜“尾三”。

香港足總盃喜獲贊助

■8日在加拿大溫莎進行
的國際泳聯短池世錦賽
結束了第二比賽日的爭
奪，中國選手獲兩塊銅
牌，其中徐嘉余獲得男
子100米背泳第三，張雨
霏獲得女子200米蝶泳第
三。 新華社

■中國女排功勛教練袁偉民(右)。
資料圖片

■■瑞士豪度錶冠名贊助瑞士豪度錶冠名贊助
足總盃足總盃。。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劉浩劉浩((左左))介紹國家隊介紹國家隊
參賽情況參賽情況。。 夏微夏微攝攝

■■國手丁寧在比國手丁寧在比
賽賽。。 法新社法新社

奪走兩銅

■郎平稱是袁偉民“關門弟子”。
中新社

■■石洵瑤在比賽石洵瑤在比賽
中中。。國際乒聯圖片國際乒聯圖片

■■石洵瑤慶祝贏石洵瑤慶祝贏
波波。。國際乒聯圖片國際乒聯圖片

■■楊碩在男單準決賽止楊碩在男單準決賽止
步步。。 國際乒聯圖片國際乒聯圖片

女
單
成
惟
一
一
項
冠
軍

8日，在南非開普敦舉行的

2016年世界青少年乒乓球錦標

賽結束了5個單項爭奪，石洵

瑤在女單決賽中以4:0戰勝中國

香港選手麥子詠，拿到國乒在

本次賽事中的唯一一項冠軍，

創世青賽參賽以來的歷史

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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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北京時間12月6日，南美足聯在其官網發布公告稱，此前遭遇空難事件的沙佩科恩斯獲得南美杯冠軍，而對

手哥倫比亞國民競技隊獲得了亞軍以及百年公平競賽獎。

綜合報道 12月6日，華盛頓奇才隊（7勝12負）在客場反彈。沃爾得到25分和13次助攻，比爾和波特各得到18分，他

們帶領球隊在下半場反撲實現翻盤，他們在客場以118-113擊敗布魯克林籃網隊（5勝15負）。奇才隊結束2連敗，籃網隊

遭遇3連敗。

綜合報道 近日，C羅的個人新款香水發布，這中間的制作過程也終于曝光了，C

羅的經紀人和幾位好友一同參與了這個過程。

綜合報道 劉國梁在微博表示：第一次體驗下場當贏贏球童，與女兒6小時並肩戰

鬥?表面很從容，內心很緊張，非常享受這種投入與專注[鮮花]在溝通與心理疏導方面

，節奏把控與戰術策略方面，自我感覺還不錯 坐在乒乓球桌後指導與站在高爾夫球

場上“婕然不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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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宥嘉緊抱「愛人」 丁文琪吃醋啦！

公視最大贏家
星亞洲電視獎奪 6 項大獎

沈玉琳《出任務》凍到皮皮剉
             罵妻把日本當泰國只給薄衣穿

曲家瑞想跟彭于晏搞外遇 竟因他的嘴

李玉璽霸氣親吳心緹
拍新版《惡作劇之吻》常笑場

歌手林宥嘉上月底在臉書宣布向女友丁文琪求婚，隨後也
向大家報喜：「她說好。」喜訊傳出讓演藝圈好友和粉絲們都為

他 開 心，林 宥 嘉
也大方預告明年
將會 辦 婚 宴，迎
娶 丁 文 琪。但 林
宥 嘉 昨（2）日突
然 在 臉 書發 文，
不僅緊摟著別人，
更表 示「遇 到 愛
人」，最後還用了
愛心貼圖，讓「準
太 太」丁文琪 吃
醋出面宣示主權，
兩人一來一往逗
樂粉絲！

郭靜純和老公王信貴聯合製作的新版《惡作劇之吻》將
在 LINE TV、東森超視播出，１日在育達商職辦首映，李玉
璽和吳心緹在台上玩安全之吻，李玉璽霸氣勾住吳心緹脖
子親下去，吳心緹事後說害羞，也擔心李玉璽的粉絲不高興，
李玉璽在一旁老神在在：「要親就立刻來，慢慢來反而更尷
尬。」

李玉璽回憶拍第１場吻戲，因吳心緹太緊張，他反而不
緊張，但可能太投入，當時沒聽到導演喊「卡」還繼續親，吳
心緹虧他「塞錢給導演」，李玉璽沒偶像包袱，昨在台上直
接大喊：「屁咧。」他劇中耍酷，但私下常忍不住笑場，也好
幾次不停顫抖憋笑，「嘴脣都咬到快流血。」

鄭元暢、林依晨當年的《惡作劇之吻》是經典之作，李
玉璽、吳心緹、宮以騰、席惟倫坦言壓力大，最近預告一出，
李玉璽看到網友評論說「男主角也太醜、醜到拒看」，他笑
說不在意，比較擔心大家對戲整體的評價，也希望觀眾是看
一部新戲而不是看經典。

華視周六八點檔綜藝《名模出任務》最新一集前進日本
群馬縣，巧搭到復興航空，見證了國內航空熄燈號，特別來
賓郭人榮因為晚團隊２天回台，無機可搭，只好自費買其他
航空公司機票，他心有餘悸說：「班機大客滿、差點回不來。」

被稱「荒謬大師」的沈玉琳則鬧笑話，當地天氣５℃，
但老婆芽芽以為日本天氣跟台灣一樣暖，行李準備輕薄秋
裝，讓沈玉琳差點冷死，忍不住對全天下老婆喊話：「夭壽冷，
幫老公裝行李的時候要先查當地的天氣。」搖頭說：「我老
婆對於國家的位置不是很理解，根本是把日本當成泰國，我
懷疑芽芽是想要謀殺親夫。」

新加坡亞洲電視獎今天晚間頒獎，台灣公共電視台旗艦大戲「一把
青」成最大贏家，公視除獲頒「亞洲年度最佳無線頻道獎」外，並在亞洲
電視獎中奪下 6 項大獎。

「一把青」更創下亞洲電視獎單一節目得獎數最多紀錄，囊括五項大
獎，包括最佳導演曹瑞原、最佳原創劇本黃世鳴、最佳主題曲陳小霞「看
淡」、最佳女主角楊謹華、最佳女配角天心。

劇中「大墨婷」溫貞菱除代表上台領最佳女主角獎，也代表楊謹華致
詞說，感謝亞洲電視獎頒發這個獎項，這是一個很大的殊榮和前進的動
力，會在表演的道路上繼續努力，呈現出讓觀眾感動的戲。

溫貞菱另代表領「最佳女配角」，並代天心致詞說，謝謝新加坡亞洲
電視獎，能夠拿到這個獎，是對演員莫大的鼓勵，也會在演員這條路上更
加努力。

曹瑞原領編劇獎時說：編劇黃世鳴得獎是他最高興的事，沒有編劇，
就沒有「一把青」。

公視副總經理林樂群上台領「亞洲年度最佳無線頻道獎」，除感謝評
審肯定給予台灣公共電視這項極具聲望的大獎，更感謝所有為公視製作
節目的團隊，豐富了公視的內容。

曲家瑞說，當年透過學生的介紹，認識正在當 VJ 的張兆志，「他給我

的第一印象就是很『趴』，不但永遠把得到正妹，還有一輛很炫的改裝車。」

常對帥哥毫無抵抗力的她竟沒譜出師生戀曲，「有一次到陽明山，張兆志

自告奮勇要載我下山，結果我一路尖叫到山下，大喊慢一點慢一點，結果他

反而越開越快，下山後我一度耳鳴。」一旁的他聽見往事，笑喊：「女生說『不

要』，不就是代表『要』的意思嗎？」

42 歲的張兆志現有穩定交往的女友，已過不惑之年的他卻不急婚，對
近日同婚修法的爭議，他則表示尊重，「婚姻沒有一定的時程表，要看兩人
交往的節奏是否合拍。」曲家瑞則正經嚴肅的說：「異性結婚可以光明正大，
同性卻無法可循。這什麼年代了，同志爭取權益的發展是可預期的。現在我
在路上看到同性牽手，就會跑去他們面前拍手鼓勵，有時還當場對著他們
說『你願意嗎？你也願意嗎？好，我宣布你們在一起了！』但我真的要強調，
不論同性、異性戀，都一定要戴保險套，才是負責任的表現。」

曲家瑞也針對娛樂圈偶像，選出最適合她的配對人選，她笑說：「結婚
要選陳柏霖，感覺陳柏霖應該很顧家。出去玩當然選柯震東，像他一樣活
潑。生小孩的話，基因當然希望能有王大陸的顏值。出國玩有王力宏的陪伴，
或像林宥嘉有沉思心靈交流的時間，倒是外遇對象可能得挑彭于晏，因為
彭于晏嘴很緊、才能守得住祕密。」

名模們從東京搭６小時的車，為了打發時間，眾人玩起
數字接力，陳思璇慘遭沈玉琳強吻，大喊自己的額頭要爛掉
了，還表示自己有聞到「玉琳的味道」，心靈創傷之下，不只
沿途無心欣賞日本的美景，連下車時仍無法回神，被其他來
賓笑稱，可能是跌進沈玉琳愛情的漩渦了。

大夥在溫泉裡大玩經典單元「你在說什麼」，陳思璇對
上大愷，竟然把「鈴木一郎」聽成「林母你娘」，被沈玉琳罵說：
「節目不可以罵髒話」；黃志瑋甚至把「東尼大木」聽成「強
尼戴普」，遭到軟棒猛Ｋ，泡溫泉沒泡到暈倒，反而是猜題
猜到差點昏厥。

29 歲林宥嘉和 31 歲丁文琪交往 2 年，兩人早有結婚共識，
他說丁文琪陪伴他渡過許多關卡，因此認定了她，林宥嘉原先
計劃 35 歲結婚，但因想早點把丁文琪娶回家，好組成「一家 4
口」，也將婚期訂在 2017 年。

崇拜陳奕迅已久的林宥嘉，昨日在臉書上傳他親暱抱著偶
像陳奕迅的合照，林宥嘉特別在陳奕迅頭頂 P上了聖誕帽，並
搞笑表示，「因為他今天把頭髮紮起來了，所以幫他加頂帽子，
以免因為拍照角度，你們誤會他的髮型……」，更以眼冒愛心的
貼圖表示自己「遇到愛人」，引來女友丁文琪則吃醋出面回文：「我
有說好嗎？」

沒想到林宥嘉的粉絲也不是省油的燈，模仿林宥嘉之前發
文的語氣，「他說好：）」、「瑪莎說好好」、「E 神也說好」、「大
家都說好」，還有粉絲回應，「我以為陳奕迅攬住陳奕迅」、「我
偶像抱我偶像的偶像」、「對愛人就是要抱緊處理」、「還沒結
婚就外遇啦」，搞笑創意的回應，讓留言者都笑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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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粵劇傳奇紅線女於2013年12月8日，離開
了我們。面對母親的驟然離去，長子馬鼎昌在強烈的
情感驅使下，花了三年多時間，寫下了全長三萬多
字、收錄了九百多張珍貴照片的編年紀事《馬師曾與
紅線女》，紀念同為粵劇巨星的父親馬師曾與母親紅
線女，傳承他們藝術真善美的臻善境界和堅定不移的
愛國情懷，讓有關他們的回憶永遠留在喜愛他們的大
眾當中。

在紅線女逝世三周年紀念日，馬鼎昌在灣仔三
聯書店正式發佈這本單是搜集資料就花了一年多時
間的心血結晶。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
辦公室宣文部朱文部長、廣東省政協副巡視員兼中
國著名史學家高宏、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
長李大宏等貴賓和馬師曾及紅線女兩位兒子馬鼎
昌、馬鼎盛出席。

香港很需要正能量
馬鼎昌致辭時眼泛淚光、語帶哽咽地說：“母

親三年前離開了我們，現在這本書終於寫成，我總
算盡了作為兒子的責任。媽媽曾說過香港是她的福
地，我很高興這本書能在香港發佈，父母的愛國精
神，正是香港現在很需要的正能量。”

他的弟弟、著名時事評論員馬鼎盛語重心長地說：
“這本書是我哥哥花了很多心血很辛苦寫成的。書中
很多相片從未披露過，照片的說明也花了長時間考證。
日軍侵略香港前，正是粵劇的鼎盛時期，父親不遺餘
力地演出斥責漢奸的劇目，為祖國貢獻良多。”他自
謙地繼續說：“雖然我是生於粵劇世家，但唱得不好，
文化水平也沒父母高，不過既然父母以前在艱難的歲
月也堅持下去，現在我們經濟條件更好了，就更有責

任把粵劇傳承下去。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海納百川，
不同文化之間互相交流，就如母親也曾博採廣納京劇、
昆劇的技法。我深信音色特別悅耳的粵劇是中華文化
重要的一部分。”

獨創“乞兒喉”和“紅腔”
朱文部長說：“馬、紅兩人對推動國家的藝術

發展，尤其是粵劇事業，作出了莫大貢獻。我謹代
表中聯辦祝賀馬先生。”有份編輯本書的高宏激動
地說：“馬、紅的藝術水平和愛國情懷深深感染了
我，他們曾經說過他們的藝術是屬於人民的。”

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曾到過現場觀賞馬、紅
兩人的粵劇演出。1958年，毛澤東主席曾親手寫了
一封信給紅線女，稱讚她為“勞動人民的紅線
女”，而紅線女的藝術成就也被周恩來總理美譽為
“南國紅豆”。另外，胡耀邦總書記也曾說兩人是
“祖國的驕傲”。

事實上，兩人的藝術成就與愛國情操的確配得
上這些美譽。馬師曾和紅線女曾經是戀人、夫妻，
而終其不變的是師生、拍檔。兩人相輔相成，雙劍
合璧，一編一唱，並分別創造出馬派藝術“乞兒
喉”和紅派藝術“紅腔”，成為一時佳話。

馬師曾是少數善編劇、能導演、會表演、擅唸
唱、敢創新的粵劇全才。他於1923年開始在港演
出，翌年以一曲“我姓余”打響名堂。他從小販叫
賣檸檬的聲音中受到啟發，創造了雖顯沙啞，吐字
卻依舊清晰的“乞兒喉”，自此成為了他的招牌。
紅線女與馬師曾相遇於1942年，當時紅線女加入馬
師曾帶領的粵劇團，次年成為正印花旦。兩人多次
合作，包括《關漢卿》裡感人的漢卿與四姐。她清

脆秀麗、音域寬廣的“紅派”唱腔在大半個世紀迷
倒了萬千觀眾。

愛國精神令人敬佩
兩人的愛國精神同樣令人肅然起敬。馬師曾在

日軍佔領香港後，拒絕為日軍演出，放棄在港財
產，冒生命危險逃至澳門組織抗戰劇團，在兩廣大
後方演出。之後又演出了反對國民黨壓迫剝削、抓
壯丁打內戰的現代劇《珠江淚》。紅線女亦毫不遜
色，於1950年1月初回廣州參加“抗美援朝粵劇大
集會彙演”，義演籌款之餘，更把身上佩戴的所有
鑽石首飾除下，捐給中國人民志願軍。之後，她回
歸祖國懷抱，定居廣州。

兩人殿堂級的成就，定必會永駐世人的心中。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李司棋8日
出席有線奇妙電視節目《帶阿媽去旅行
2017》，該免費電視頻道奇妙電視將於明年5月
開台。

提到其女兒早前離婚，問到司棋姐母女會
否在節目內真情盡訴？她說：“我不是一個會
煽情的人，拍節目會順其自然，只講自己。以
前會有人問我離婚事我都沒什麼好講，我是一
個灑脫的人，有包袱好難活下去，過去的事我
都已經忘記。”她又指女兒婚姻出現問題並不
是新鮮事，女兒跟前夫保持友好關係，大家依
然欣賞對方，只是由夫妻變成好朋友。

馬師曾紅線女獻身粵劇可敬

馬鼎昌出書披露父母珍貴故事
上吳雨主持節目
阿叻：什麼都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陳百祥（叻
哥）8日到電台接受吳雨（大哥）主持的新節目
《娛樂大哥》訪問，叻哥笑稱當年是大哥在
EYT捧紅他，當然要獻身做第一集的嘉賓，訪
問什麼都可以講，不講粗口就可以。

剛退休的大哥表示今次是陳志雲盛意拳拳
邀請他主持節目，暫時會做一個月，第一集節
目將於本月12日早上10時播出。他笑指退休後
忙過上班，叻哥就叮囑大哥不要退休：“不要
說退休，一退休就死。”大哥開玩笑說日日對
老婆死得更快，叻哥就不同意，又隔空逗老
婆說：“我日日對住老婆好想熱戀那樣，由頭
追過，錢無了又出去賺，三生有幸娶到個老
婆，我是‘過度嚴重尊重老婆會’永遠榮譽副
會長，那會的會員有陳國強、怕老婆的彭健
新、葉智強都搶入會。”

李司棋
拒在熒幕前談愛女離婚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朱文(右)與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副董事長李大宏(中)親臨現場支持。

8日晚紅地毯上，關之琳穿上斜肩連身短裙
亮相，司儀問她來到電影節有否勾起戲

癮，之之笑答也比較難，“因為拍戲多年仍未遇
到喜歡的角色，要有令我心動的角色才會再拍，
不過never say no ，可能到70歲時遇到心動角色
才去拍。”之後之之再與金燕玲一同接受訪問，
金燕玲表示都經常有叫之之復出想一起拍部戲，
但她要有好角色才做，所以很難請到她。之之坦
言至今未遇到喜歡和令她心跳的角色，那又何必
再多拍一部，但她都希望有一部戲能為她度身訂
造，不過卻明白演員很靠運氣，她無奈笑說：
“接不到就是接不到，可能一世也接不到！”

子怡享受邊工作邊照顧女
電影節形象大使章子怡穿上黑色半透視晚裝

亮相，被問到她生完女兒數月後已投入工作，要
帶女兒去開工心情怎樣？子怡笑說：“心情好
好，一邊工作一邊做媽媽，相信現今很多女性也
做同一樣的事情，這也是我渴望的生活，對於現
狀我很享受。”子怡又透露現正儲足能量，準備
明年初投入拍攝自己的電影。問到BB將滿一歲會
否慶祝？子怡謂：“不會了，在北京天氣冷空氣
又不好，都是在家簡單過一下。”

曾寶儀與父親曾志偉及弟弟曾國祥獲邀擔任
司儀，但寶儀日前剛遭電單車醉駕司機撞傷，她
帶笑說：“現在尚可行得講得，不過全身都瘀
了，現在也是靠化妝師的幫忙用粉遮，而且答
應了跟爸爸和弟弟一起做司儀，所以一定要

來。”寶儀表示傷勢未影響到日常生活，但被撞
翌日感覺似是給人打了一身般，再隔一天全身的
瘀青通通跑了出來，朋友都取笑她是否遭到家
暴。問會否休息養傷？寶儀苦笑說：“也沒時
間，之後仍要到北京開工。”

張根碩澳門吃大閘蟹
韓國人氣偶像張根碩透露過自己喜歡吃大

閘蟹，這次來到澳門也品嚐過，覺得很滋味。
談到工作方面，他表示將要演出韓國劇集，電
影則在選定劇本，希望不久將來能跟大家在大
銀幕上見面。張根碩有做導演和演員，他覺得
兩份工作也不同類型，不過演戲感覺較接近他
本身的性格。

汪詩詩日前陪老公甄子丹到美國好萊塢星光
大道上打手印，而子丹成為第六位華人演員打上
手印，詩詩透露之後有在美國參加了慶祝派對，
待老公回來也會再跟家人齊齊慶祝。聖誕將至，
詩詩表示子丹要開工拍戲，故她會偕一對子女到
熱帶地方度假。問小朋友有否送禮物給爸爸？詩
詩指女兒向來性格害羞，但日前於學校上台表演
唱歌，老公知道也為她而驕傲，另兒子考獲跆拳
道紅帶，子丹都相當高興。

張晉剛在澳門開工，所以特別到來支持，行
完紅地毯他就會立刻返拍戲現場開工至通宵，至
於太太蔡少芬沒陪他同來，張晉笑說：“我開通
宵，太太也要在港開通宵，個女也在家睡到通
宵。”

鄭雨盛張根碩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李慶全

澳門直擊）第一屆澳門國際電影節暨頒獎

典禮8日晚在澳門文化中心舉行開幕禮，

獲邀出席嘉賓包括有電影節評委韓國藝人

鄭雨盛及關錦鵬、張根碩、前少女時代成

員Jessica、內地女演員章子怡、香港藝人

曾志偉、曾寶儀及曾國祥一家三口、關之

琳、金燕玲、張晉、惠英紅、胡杏兒、吳

千語、楊受成及電影節副主席周焯華等，

而大會選映的開幕電影為法國電影《翩翩

人生波麗娜》。

澳門影節開幕

關之琳
開復出條件：

角色令我心動角色令我心動 ■金燕玲(右)
表示想與之之
一起拍戲。

■■曾志偉曾志偉、、曾寶儀及曾曾寶儀及曾
國祥一家三口到場國祥一家三口到場。。

■■韓國型男鄭雨盛亦有出席韓國型男鄭雨盛亦有出席。。■■章子怡穿上黑色半透視晚裝亮相章子怡穿上黑色半透視晚裝亮相。。 ■■惠英紅以超惠英紅以超Deep VDeep V上陣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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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粵劇傳奇紅線女於2013年12月8日，離開
了我們。面對母親的驟然離去，長子馬鼎昌在強烈的
情感驅使下，花了三年多時間，寫下了全長三萬多
字、收錄了九百多張珍貴照片的編年紀事《馬師曾與
紅線女》，紀念同為粵劇巨星的父親馬師曾與母親紅
線女，傳承他們藝術真善美的臻善境界和堅定不移的
愛國情懷，讓有關他們的回憶永遠留在喜愛他們的大
眾當中。

在紅線女逝世三周年紀念日，馬鼎昌在灣仔三
聯書店正式發佈這本單是搜集資料就花了一年多時
間的心血結晶。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
辦公室宣文部朱文部長、廣東省政協副巡視員兼中
國著名史學家高宏、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
長李大宏等貴賓和馬師曾及紅線女兩位兒子馬鼎
昌、馬鼎盛出席。

香港很需要正能量
馬鼎昌致辭時眼泛淚光、語帶哽咽地說：“母

親三年前離開了我們，現在這本書終於寫成，我總
算盡了作為兒子的責任。媽媽曾說過香港是她的福
地，我很高興這本書能在香港發佈，父母的愛國精
神，正是香港現在很需要的正能量。”

他的弟弟、著名時事評論員馬鼎盛語重心長地說：
“這本書是我哥哥花了很多心血很辛苦寫成的。書中
很多相片從未披露過，照片的說明也花了長時間考證。
日軍侵略香港前，正是粵劇的鼎盛時期，父親不遺餘
力地演出斥責漢奸的劇目，為祖國貢獻良多。”他自
謙地繼續說：“雖然我是生於粵劇世家，但唱得不好，
文化水平也沒父母高，不過既然父母以前在艱難的歲
月也堅持下去，現在我們經濟條件更好了，就更有責

任把粵劇傳承下去。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海納百川，
不同文化之間互相交流，就如母親也曾博採廣納京劇、
昆劇的技法。我深信音色特別悅耳的粵劇是中華文化
重要的一部分。”

獨創“乞兒喉”和“紅腔”
朱文部長說：“馬、紅兩人對推動國家的藝術

發展，尤其是粵劇事業，作出了莫大貢獻。我謹代
表中聯辦祝賀馬先生。”有份編輯本書的高宏激動
地說：“馬、紅的藝術水平和愛國情懷深深感染了
我，他們曾經說過他們的藝術是屬於人民的。”

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曾到過現場觀賞馬、紅
兩人的粵劇演出。1958年，毛澤東主席曾親手寫了
一封信給紅線女，稱讚她為“勞動人民的紅線
女”，而紅線女的藝術成就也被周恩來總理美譽為
“南國紅豆”。另外，胡耀邦總書記也曾說兩人是
“祖國的驕傲”。

事實上，兩人的藝術成就與愛國情操的確配得
上這些美譽。馬師曾和紅線女曾經是戀人、夫妻，
而終其不變的是師生、拍檔。兩人相輔相成，雙劍
合璧，一編一唱，並分別創造出馬派藝術“乞兒
喉”和紅派藝術“紅腔”，成為一時佳話。

馬師曾是少數善編劇、能導演、會表演、擅唸
唱、敢創新的粵劇全才。他於1923年開始在港演
出，翌年以一曲“我姓余”打響名堂。他從小販叫
賣檸檬的聲音中受到啟發，創造了雖顯沙啞，吐字
卻依舊清晰的“乞兒喉”，自此成為了他的招牌。
紅線女與馬師曾相遇於1942年，當時紅線女加入馬
師曾帶領的粵劇團，次年成為正印花旦。兩人多次
合作，包括《關漢卿》裡感人的漢卿與四姐。她清

脆秀麗、音域寬廣的“紅派”唱腔在大半個世紀迷
倒了萬千觀眾。

愛國精神令人敬佩
兩人的愛國精神同樣令人肅然起敬。馬師曾在

日軍佔領香港後，拒絕為日軍演出，放棄在港財
產，冒生命危險逃至澳門組織抗戰劇團，在兩廣大
後方演出。之後又演出了反對國民黨壓迫剝削、抓
壯丁打內戰的現代劇《珠江淚》。紅線女亦毫不遜
色，於1950年1月初回廣州參加“抗美援朝粵劇大
集會彙演”，義演籌款之餘，更把身上佩戴的所有
鑽石首飾除下，捐給中國人民志願軍。之後，她回
歸祖國懷抱，定居廣州。

兩人殿堂級的成就，定必會永駐世人的心中。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李司棋8日
出席有線奇妙電視節目《帶阿媽去旅行
2017》，該免費電視頻道奇妙電視將於明年5月
開台。

提到其女兒早前離婚，問到司棋姐母女會
否在節目內真情盡訴？她說：“我不是一個會
煽情的人，拍節目會順其自然，只講自己。以
前會有人問我離婚事我都沒什麼好講，我是一
個灑脫的人，有包袱好難活下去，過去的事我
都已經忘記。”她又指女兒婚姻出現問題並不
是新鮮事，女兒跟前夫保持友好關係，大家依
然欣賞對方，只是由夫妻變成好朋友。

馬師曾紅線女獻身粵劇可敬

馬鼎昌出書披露父母珍貴故事
上吳雨主持節目
阿叻：什麼都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陳百祥（叻
哥）8日到電台接受吳雨（大哥）主持的新節目
《娛樂大哥》訪問，叻哥笑稱當年是大哥在
EYT捧紅他，當然要獻身做第一集的嘉賓，訪
問什麼都可以講，不講粗口就可以。

剛退休的大哥表示今次是陳志雲盛意拳拳
邀請他主持節目，暫時會做一個月，第一集節
目將於本月12日早上10時播出。他笑指退休後
忙過上班，叻哥就叮囑大哥不要退休：“不要
說退休，一退休就死。”大哥開玩笑說日日對
老婆死得更快，叻哥就不同意，又隔空逗老
婆說：“我日日對住老婆好想熱戀那樣，由頭
追過，錢無了又出去賺，三生有幸娶到個老
婆，我是‘過度嚴重尊重老婆會’永遠榮譽副
會長，那會的會員有陳國強、怕老婆的彭健
新、葉智強都搶入會。”

李司棋
拒在熒幕前談愛女離婚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朱文(右)與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副董事長李大宏(中)親臨現場支持。

8日晚紅地毯上，關之琳穿上斜肩連身短裙
亮相，司儀問她來到電影節有否勾起戲

癮，之之笑答也比較難，“因為拍戲多年仍未遇
到喜歡的角色，要有令我心動的角色才會再拍，
不過never say no ，可能到70歲時遇到心動角色
才去拍。”之後之之再與金燕玲一同接受訪問，
金燕玲表示都經常有叫之之復出想一起拍部戲，
但她要有好角色才做，所以很難請到她。之之坦
言至今未遇到喜歡和令她心跳的角色，那又何必
再多拍一部，但她都希望有一部戲能為她度身訂
造，不過卻明白演員很靠運氣，她無奈笑說：
“接不到就是接不到，可能一世也接不到！”

子怡享受邊工作邊照顧女
電影節形象大使章子怡穿上黑色半透視晚裝

亮相，被問到她生完女兒數月後已投入工作，要
帶女兒去開工心情怎樣？子怡笑說：“心情好
好，一邊工作一邊做媽媽，相信現今很多女性也
做同一樣的事情，這也是我渴望的生活，對於現
狀我很享受。”子怡又透露現正儲足能量，準備
明年初投入拍攝自己的電影。問到BB將滿一歲會
否慶祝？子怡謂：“不會了，在北京天氣冷空氣
又不好，都是在家簡單過一下。”

曾寶儀與父親曾志偉及弟弟曾國祥獲邀擔任
司儀，但寶儀日前剛遭電單車醉駕司機撞傷，她
帶笑說：“現在尚可行得講得，不過全身都瘀
了，現在也是靠化妝師的幫忙用粉遮，而且答
應了跟爸爸和弟弟一起做司儀，所以一定要

來。”寶儀表示傷勢未影響到日常生活，但被撞
翌日感覺似是給人打了一身般，再隔一天全身的
瘀青通通跑了出來，朋友都取笑她是否遭到家
暴。問會否休息養傷？寶儀苦笑說：“也沒時
間，之後仍要到北京開工。”

張根碩澳門吃大閘蟹
韓國人氣偶像張根碩透露過自己喜歡吃大

閘蟹，這次來到澳門也品嚐過，覺得很滋味。
談到工作方面，他表示將要演出韓國劇集，電
影則在選定劇本，希望不久將來能跟大家在大
銀幕上見面。張根碩有做導演和演員，他覺得
兩份工作也不同類型，不過演戲感覺較接近他
本身的性格。

汪詩詩日前陪老公甄子丹到美國好萊塢星光
大道上打手印，而子丹成為第六位華人演員打上
手印，詩詩透露之後有在美國參加了慶祝派對，
待老公回來也會再跟家人齊齊慶祝。聖誕將至，
詩詩表示子丹要開工拍戲，故她會偕一對子女到
熱帶地方度假。問小朋友有否送禮物給爸爸？詩
詩指女兒向來性格害羞，但日前於學校上台表演
唱歌，老公知道也為她而驕傲，另兒子考獲跆拳
道紅帶，子丹都相當高興。

張晉剛在澳門開工，所以特別到來支持，行
完紅地毯他就會立刻返拍戲現場開工至通宵，至
於太太蔡少芬沒陪他同來，張晉笑說：“我開通
宵，太太也要在港開通宵，個女也在家睡到通
宵。”

鄭雨盛張根碩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李慶全

澳門直擊）第一屆澳門國際電影節暨頒獎

典禮8日晚在澳門文化中心舉行開幕禮，

獲邀出席嘉賓包括有電影節評委韓國藝人

鄭雨盛及關錦鵬、張根碩、前少女時代成

員Jessica、內地女演員章子怡、香港藝人

曾志偉、曾寶儀及曾國祥一家三口、關之

琳、金燕玲、張晉、惠英紅、胡杏兒、吳

千語、楊受成及電影節副主席周焯華等，

而大會選映的開幕電影為法國電影《翩翩

人生波麗娜》。

澳門影節開幕

關之琳
開復出條件：

角色令我心動角色令我心動 ■金燕玲(右)
表示想與之之
一起拍戲。

■■曾志偉曾志偉、、曾寶儀及曾曾寶儀及曾
國祥一家三口到場國祥一家三口到場。。

■■韓國型男鄭雨盛亦有出席韓國型男鄭雨盛亦有出席。。■■章子怡穿上黑色半透視晚裝亮相章子怡穿上黑色半透視晚裝亮相。。 ■■惠英紅以超惠英紅以超Deep VDeep V上陣上陣。。



CC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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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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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6年12月9日 Friday, December 9, 2016

壹線大牌穿越古代？
蘭玉操刀《極品家丁》獻上古裝首秀

古裝爆笑潮喜劇《極品家丁》正在網

絡熱播，該劇的服裝造型也掀起了壹輪熱

議。劇中所有演員的整體造型都由“中國

最受媒體關註設計師”蘭玉壹手打造，無

論是傳統靜態古典美還是時髦現代混搭風

，都自由切換輕松hold住全場，這也是她

首度為電視劇量身打造服裝造型的全新力

作。蘭玉此番加盟《極品家丁》，風格百

變，腦洞大開，眾多壹線大牌紛紛穿越古

代，刮起壹輪時尚新風潮，讓時尚穿越，

再造經典。

在時尚界備受好評的中國著名服裝設

計師蘭玉，繼《分手合約》中為白百何設

計婚紗禮服之外，首次涉足電視熒幕擔任

整體服裝造型，為爆笑古裝潮喜劇《極品

家丁》親自操刀。該劇由陳赫、金晨、尹

正、李溪芮、SNH48林思意、趙悅童、張

瑞涵主演，為了契合《極品家丁》時髦犀

利的畫風、經典毒辣的臺詞以及後現代潮

劇的風格，蘭玉不僅帶來壹貫傳統的古典

美設計理念，還將大量現代時髦元素融入

劇中，讓眾多壹線奢飾品牌穿越古代，這

種“不走尋常路”的設計理念打造出獨壹

無二的“家丁風”，完美細節凸顯“新”

和“潮”，讓《極品家丁》成為時下最具

時髦潮流氣息的古裝喜劇。

2010年蘭玉為羅海瓊、胡可等明星打

造婚紗，從此“壹紗成名”，成為林心如

、高圓圓、李小璐等壹眾明星的欽點婚紗

設計師，被贊譽為“中國最受媒體關註的

設計師”。近日，蘭玉亮相國際，為美國

著名流行女歌手Lady gaga親手設計壹套銀

色高定禮服，驚艷亮相王牌音樂選秀節目

《X-Factor》(X音素)，令不少網友紛紛點贊

：“像冰凍的夢幻水晶，美炸啦！”反觀

《極品家丁》中的女性角色造型，無論是

趙悅童嫵媚性感的 “花魁裝”、還是金晨

霸氣的“總裁裝”又或是飄逸靈動的“仙

女裝”，無壹不透露出古典雅致和現代時

髦的混搭風格。值得壹提的是，劇中除了

女裝出彩，蘭玉為陳赫、尹正等壹票男星

設計的造型也同樣充滿看點，從大膽用色

到細節元素，將風度翩翩、瀟灑帥氣但又

鬼馬逗比的特點表現的淋漓盡致。另類的

後現代喜劇如何引爆網絡挑戰眼球？蘭玉

的加盟究竟會給這部“潮喜劇”註入多強

的視覺沖擊？敬請關註正在優酷獨家熱播

的《極品家丁》。

《《壹年級壹年級》》孟子義成上海時裝周壓軸孟子義成上海時裝周壓軸

紅色禮服驚艷四座紅色禮服驚艷四座

黃暴男？《少年》郭曉東突破次元詮釋暗黑系

由楊樹鵬執導，郭曉東、歐豪

、張譯、余男等聯袂主演的懸疑罪

案電影《少年》將於12月 16日全

國公映。影片講述了壹件“白骨懸

案”牽扯出了壹個復仇迷局，少年

精心布局，大人為欲所困，處處都

是陷阱，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郭

曉東在電影中飾演了樂團指揮李誌

民，圍繞在他身上的重重迷霧終將

揭曉。

玩顛覆！郭曉東大膽詮釋暗黑系

電影《少年》中，郭曉東出演

的角色與其之前的形象大不同。不

光是傾向於二次元的奶奶灰發色，

圍繞在李誌民身上的謎團，以及角

色所帶有的陰郁氣質同樣讓人大跌

眼鏡。之前郭曉東多是以暖男形象

示人，此次在劇中堪稱大顛覆，不

但不再“暖”，甚至有些“暴力傾

向”。在此前曝光的預告片中，郭

曉東飾演的李誌民壹面溫文爾雅，

壹面獸性大發。鏡子裏陰郁的臉，

舉起鐵棍怒砸汽車，壹言不合就當

場家暴，對於這樣歇斯底裏的李誌

民，郭曉東表示：“我覺得他在生

活當中壹定是戴著個面具。”

認真臉！郭曉東：對不起余男

作為演員，郭曉東對於演戲有

自己的理解，他認為“眼緣”很重

要：“演員都是在自己能夠掌控的

範疇內演繹自己喜歡的角色，首先

我看到這個角色，我能演，那跟妳

是緣分。”

《少年》中的李誌民則是郭曉

東的壹個突破點，其他演員吐槽李

誌民這個角色“不是個東西”，郭

曉東在回憶拍戲時有點對不起余男

：“有壹場戲最開始我們幾個人已

經走了好幾遍，導演說我們再看壹

遍吧，大家都覺得挺好的，並且拍

完也覺得挺好的，準備拍下壹場的

時候，突然說不行，趕緊停住，大

家重新再來壹遍。他們兩個人，壹

個騎在我身上，壹個掐著我脖子，

我到現在還沒算賬。另外壹個拿著

剛沖好的咖啡就倒我腦袋上，其實

那天拍的時候踹了余男，也挺對不

起她的。”

《三少爺的劍》正在上映，江
壹燕隨劇組跑完了北京、成都、杭
州、武漢、南昌等五站的活動和路
演，黑白著裝美成風景線。江壹燕
或著優雅白色修身長裙，或著黑色
鏤空鉤花斜尾裙，或著俏皮民族風
印花壹字露肩束腰半裙，優雅俏皮
兩不誤，黑白兩色也能美成影迷的
福利。而映後更是得到觀眾“演技
細膩又有爆發力”“完全演出為情
所困的孤寂和心狠手辣的冷血”等
實力好評。

《《三少爺的劍三少爺的劍》》路演五天五城路演五天五城
江壹燕素雅清新美成福利江壹燕素雅清新美成福利

在這個看臉的世界裏，《壹年級· 畢業季》科班生孟子義憑借著超高顏值與

魔鬼身材，壹直備受網友矚目。本周畢業實驗班的學生們挑戰上海時裝周，孟子

義作為壓軸登上T臺，壹襲紅色大開叉禮服驚艷四座，照片壹經曝光也被網友們

瘋狂點贊：孟孟顏值再登新巔峰！

本周迎來上海時裝周甄別賽，學生們除了個人單獨走秀之外，還需找到搭檔

共同上臺完成“加賽”。為了照顧同組較為危險的付思琪，隊長成毅“忍痛”舍

棄了自己的“金牌搭檔”孟子義。平時頗受歡迎的孟子義意外落單，小賭氣之余

，決定挑戰自己作為壓軸上T臺。

作為壓軸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將擔任評委的設計師也坦言：“壓軸的挑戰

是最大的。”更讓人想不到的是，在設計師把作為壓軸禮服拿出來之後，孟子義

發現禮服似乎不太適合自己的身材，場面壹度陷入了僵局。

在眾人勸說之下，孟子義終

於決定試穿禮服。為了給孟子義

信心，輔導員孫耀琦暖心秒變

“捧場王”上演連環誇贊：美到

飛起！而成毅更是隊長力MAX，

不僅全程陪伴還隨時送鼓勵，網

友“不會吃白菜”評論道：“孟

子義上臺比自己上臺都緊張，隊

長表現不要太明顯！”

而孟子義身穿壹襲大紅色的

高開叉禮服亮相，簡直堪稱完美

的身材秒殺全場。之後，孟子在T

臺上更是氣場全開模特範十足，

獲得臺下評委們壹致肯定。有粉

絲表示：“在我心裏，孟孟走秀

壹點都不輸維密！”據說臺下的

成毅都已經看得目瞪口呆，妳們

確定還不前去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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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05日，陜西省西安市，壹輛輛垃圾車從西安城駛向位於白鹿原的江村溝垃圾場，站

在塬上從高處俯瞰垃圾場，運垃圾的大卡車像螞蟻壹樣，不遠處西安城裏的高樓大廈隱約可見。

經將近1個月航行，搭載200多名考察隊員和科考物資的雪龍船在12月5日抵達南極，目前停靠在距中

山站31公裏的海域。雪龍船正派出直升機勘察破冰路線，準備壹邊鑿冰壹邊前行，以靠近中山站。

西安垃圾填埋場日處理垃圾西安垃圾填埋場日處理垃圾70007000噸噸
使用年限減半使用年限減半

菲律賓總統接受副總統辭去內閣職務菲律賓總統接受副總統辭去內閣職務
菲律賓副總統萊妮· 羅布雷多正式請求辭去她兼任的“住房與城市發展協調委員會主席”這壹內閣職務

，菲總統杜特爾特隨即接受其辭呈。圖為杜特爾特（右）當天召開內閣會議時與內閣部長伊瓦斯戈（左）

握手寒暄。杜特爾特當天任命伊瓦斯戈接替羅布雷多，兼任住房與城市發展協調委員會主席。

中國中國““雪龍雪龍””號科考船抵達南極號科考船抵達南極
直升機勘察冰情直升機勘察冰情

英國最高法院開庭審理英國最高法院開庭審理““脫歐脫歐””程序案程序案

1212月月55日日，，英國最高法院開庭英國最高法院開庭

審理審理““脫歐脫歐””程序案程序案，，將就啟動將就啟動

““脫歐脫歐””程序是否需要議會批準作程序是否需要議會批準作

出終審裁決出終審裁決。。圖為支持英國脫歐的圖為支持英國脫歐的

民眾在法院門外發表演講民眾在法院門外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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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酬宾活动时间︓
2016年12月15日-2017年1月2日
购物满$30, 立即返现金礼劵$ 2
购物满$50, 立即返现金礼劵$ 4
购物满$80, 立即返现金礼劵$ 6
购物满$100, 立即返现金礼劵$ 10

庆祝惠康超市开业15周年纪念
老品牌 新形象 感恩回馈

购物送现金 - 专享实惠      幸运大抽奖-感恩有你买卡就返额-双15优惠

为了感谢广大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厚爱，在15周年店庆来临之际, 惠康超市推出“双15感恩分享，买卡送现金活动”和幸运大抽奖！ 
参与现场酬宾活动的顾客，仅可使用现金或信用卡购买商品，不可使用购物卡、礼券或VIP卡。本次活动金额累计不包括每周特价商品、整箱

商品、电器、彩票、烟酒、米及服务台的货品。参与抽奖的顾客请在小票上填写姓名、电话号码及住址。抽奖时间定于2017年1月8日中午12点，
获奖者将在惠康超市店内现场抽出。中奖者号码将刊登于世界日报、侨报、美南新闻及美南电视55.5频道。

活动时间︓12月1日-1月2日
1. 购买购物卡金额超过$500, 立
即赠送5% 购买购物卡金额超过
$1000, 立即赠送10%
2. 双15活动时间︓ 12月15日-1月2
日购买购物卡金额超过$1500, 立
即赠送15% (仅限2周）

活动时间︓2016年12月1日-2017年1月2日
特等奖︓2名 - 国航从休斯顿到北京和长
荣航空休斯顿到台北︐日本︐韩国城市
之一︐来回机票各一张
一等奖︓2名 - 65寸Samsung彩色电视
二等奖︓2名 - iPhone 7Plus
三等奖︓3名 - iPhone 7
四等奖︓3名 - iPad Air 2
五等奖︓5名 - i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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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