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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資深專業律師
•二十多年職業經驗
•二十余萬客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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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enegonzalezlaw.com

無需翻譯無需翻譯，，不用助理不用助理

高鴿律高鴿律師師（（Eva)Eva)
（（工商碩士工商碩士，，德州註冊律師德州註冊律師））

本人親自本人親自出庭出庭
為您爭取最大權益為您爭取最大權益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wendyc21sw@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Email：wychoi88@gmail.com www.wycrealty.com

現成餐館出租，不需購買，不同地點
低利率、買房、換房好時機
幫助貸款.不需查收入

住宅住宅、、商業商業、、租賃租賃、、物業管理物業管理

投資置業投資置業投資置業，，，正是時候正是時候正是時候;;;

把握機會把握機會把握機會，，，及時進場及時進場及時進場
281-881-3276
Wendy蔡

詢問，請電

1) 湖景豪裝共渡屋 1600尺 2房
2廁 近中国城，投資自住首選
僅售7萬9

2) 英式建築獨立屋，好區交通
方便。1620 尺,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11萬9

3) 獨立屋1300 尺 ,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9萬9

買賣促銷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專業管理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713-981-6888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星期二 2015年7月14日 Tuesday, July 14, 2015 星期二 2015年7月14日 Tuesday, July 14, 2015

大嘴吃四方之大嘴吃四方之HibachiHibachi 燒宴客聚會的好去處燒宴客聚會的好去處

本報記者翁大嘴報道

HibachiHibachi 燒位於燒位於Dairy AshfordDairy Ashford 與與I-I-1010交口處交口處。。

HibachiHibachi 燒的大廳寬敞明亮燒的大廳寬敞明亮，，為為
您提供舒適優雅的用餐環境您提供舒適優雅的用餐環境。。

HibachiHibachi 燒有可容納上百人的宴會廳燒有可容納上百人的宴會廳。。

每天保持食材新鮮是每天保持食材新鮮是HibachiHibachi 燒的宗旨燒的宗旨。。

HibachiHibachi 燒每天提供燒每天提供200200多種各國美食多種各國美食。。

在在HibachiHibachi 燒可以品嘗到亞洲以外的美食燒可以品嘗到亞洲以外的美食。。

HibachiHibachi 燒的日餐壽司十分正宗燒的日餐壽司十分正宗。。

支持台灣加入支持台灣加入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TPP））
王維正教授主講 「目前世界經濟趨向與加入TPP對台灣有何影響？」

（休士頓/秦鴻鈞）一項由美加
地區僑界支持加台灣區域組織委員會
，台灣同鄉聯誼會與三民主義大同盟
主辦的 「支持台灣加入TPP區域經濟
組織」座談會，於週日（七月十二日
）下午二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邀請到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王維正
教授主講 「目前世界經濟趨向與加入
TPP對台灣有何影響？」並由曾赴哈
佛大學參加 「經濟論壇」的休大王曉
明教授擔任大會的引言人，而主辦的
「大同盟主委」張錦娟， 「台聯會」

會長董元正及貴賓 「台北經文處」黃
敏境處長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也分
別在開場時致詞。
王維正教授提到 「美國亞太再平
衡與台灣在亞太的地緣經濟地位
」 時表示：

台灣是依賴貿易為主的經濟體，
如無 「零關稅」， 「低關稅」我們的
產品將處於劣勢，過去十幾年間 「亞
太地區」區域經濟組織最盛時，東
西兩大陣營對峙，僅蘇聯，美國未加

入， 「亞太地區經濟整合」起步較晚
，不像歐洲，大戰後即開始，台灣不
能落於人後，不加入，將被 「邊緣化
」。

談到經濟貿易協定，除降低貿易
障礙，也增進了貿易關係（如歐盟）
王教授說：如果經濟貿易增強，比較
不容易重啟戰事——如 「台海兩岸」
的經貿關係，貿易的依存度，促進和
平。

因此，要想避免戰爭，為（一）
民主（二）加入經貿組織（三）緊密
的經貿關係。王教授提到：當年大陸
加入 「WTO」，那時內部反對聲音
大 ， 但 朱 鎔 基 當 時 認 為 ： 「加 入
WTO，利多於弊，外在的壓力，可
推動國內的經濟改良。」

談到目前爭取加入的 「TPP」推
動的是少數公司利益，而非國家利益
，但其對台灣的影響，將來產業界都
將受其影響，他也提到過去的PTA，
台灣是GSP（低關稅）的最大受益者
，FTA，CU（關稅同盟）及共同巿場
（Common Market）台灣目前 27%出

口大陸，如加上香港，則為40%
出口零關稅。

因此，TPP 對台灣影響甚
鉅，台灣如加入泛太平洋區域性
聯盟，將可進整個亞太地區的一
體化，自由化。

目前，TPP 是美國主導，
RCEP是中國主導，台灣如無法
加入TPP或RCEP，台灣的GDP
將減少 1%（十億左右），如今
（TPP）大陸沒有在內，RCEP
沒包括美國。因此，我們加入
TPP後，將利用槓桿力量，助台
灣加入 RCEP，TPP 佔全球 40%
的經濟體。

美國自 2010、2011 年以後
，美國外交轉向亞太— 「亞太再
平衡」。如今美國國會眾議院在
六月十八日批准授權政府快速談
判貿易協定，總統歐巴馬需要這
項授權才能完成有 12 國參與談
判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但這項法案還必須送到參院再
次接受表決。

「跨太平洋夥伴協
定 」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為高標準、
全面性的 21 世紀自由貿易協
定，並以解決新興貿易問題(
如環境、勞工及國營企業)、
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為目標。
台灣在亞太地區的經貿發展
扮 演 積 極 角 色 ， 具 有 參 與
TPP的高度意願與決心。

台灣是 APEC 及 WTO
正式成員，多年來於此二國
際經貿組織與各成員平等互
動，享有完整會員資格，有
著不容忽視的經貿實力。依
據WTO統計資料，台灣為全
球第 18 大、APEC 第 10 大貿
易國，倘加入 TPP 台灣將為
所有成員中第6大經濟體。台
灣與 TPP 成員經貿關係均十
分密切，該 12 成員佔台灣對
外貿易總額達35%。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宣示將推動 「高品質、高標

準、涵蓋範圍廣泛」之21世紀FTA典
範。目前成員包括美國、日本、加拿
大、澳洲、紐西蘭、新加坡、馬來西
亞、越南、汶萊、墨西哥、智利及秘
魯等12國，其中大多為台灣主要的貿
易夥伴，佔台灣外貿易額比例超過三
成，對台灣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惟因
加入TPP必須取得每一個成員的同意
，自應以良好雙邊關係為基礎，以爭
取各國支持台灣加入TPP。

去年八月於芝加哥成立 『美加僑
界支持台灣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委員
會』希望透過地區性影響力與運用各
種方式，積極爭取美加朝野各界廣泛
的支持，儘速使台灣融入區域經濟整
合。

王教授表示：我們歡迎美加僑界
先進來參加 「推動美加僑界支持台灣
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委員會」並以（一
）寫信給選區國會議員John Culberson
等人（二）國會遊說工作（三）投書
主流媒體（四）與智庫舉辦相關議題
研討會等四大項工作，建議美國政府

儘快與台灣展開 BIA 談判，為加入
TPP做準備。

王曉明教授鼓勵出席講座的
僑胞簽 「連署書」。TPP不單經濟問
題，還牽涉到政治面，讓我們知道
TPP的急迫性，6月29日TPA通過，
現在已是 「箭在弦上」，僑胞扮演重
要角色。

主講人王維正：美國芝加哥大學
政治學博士，現任美國理奇蒙大學
(University of Richmond)政治學終身職
教授兼文理學院副院長，國際關係研
究學會南區（International Studies As-
sociation-South）會長，著名智庫費
城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
search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中華民國
僑務委員，全美臺灣同鄉聯誼會草根
外交委員會執行長。並曾擔任全美中
國研究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會長，美國政治學會
臺灣研究小組（American Political Sci-
ence Association Conference Group on
Taiwan Studies）會長。

圖為座談會主辦人圖為座談會主辦人 「「台聯會台聯會」」 會長董元正會長董元正（（左左））頒發獎牌給王維正教授頒發獎牌給王維正教授（（右右）。）。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王維正教授圖為王維正教授（（中中））與講座主辦單位合影與講座主辦單位合影（（右起右起））賴李迎霞賴李迎霞、、常中政常中政、、董元正董元正、、
王曉明教授王曉明教授，，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王維正教授王維正教授，，及共同召集人及共同召集人，， 「「全美台全美台
聯會聯會」」 副會長黎潔瀅副會長黎潔瀅、、張錦娟張錦娟、、鄭長祥鄭長祥。（。（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本報記者秦鴻鈞）為歡迎楊氏太極拳
第五代嫡傳人趙幼斌大師蒞休訪問，休士頓
「世界功夫報」包括發行人程進才，社長釋

行浩，總編輯楊秉禮，副社長楊俊義，及休
士頓螳螂派代表羅榮華，六合門掌門人李國
忠等人昨天中午在 「金殿酒家」舉行歡迎宴
會。

程進才發行人首先在餐會上致歡迎詞表
示： 「世界功夫報」已發行 364 期，舉行過
四屆武術健康日。如今太極已全球化 ， 全
人 類 化 ， 在 世 界 武 林 門 派 之 中 ， 還 沒 有
人 可與之相比，太極不僅可健身、防身、
還是醫學，社會學，人生哲學，真正滲透於
政治、文化、社會之中。

趙功斌大師表示，這是他第二次來休士
頓，這幾天在行浩的武館教學，也是盡心盡
力在弘揚中華武術。

出席餐會的楊秉禮表示：要弘揚中華武
術，發揮太極精神。楊俊義老師也說，趙功
斌是其師兄，同向其父趙斌學武術。休士頓
螳螂派代表羅榮華也讚美趙幼斌大師的太極
相當有水平。

著名楊式太極拳大師趙幼斌於 7 月 10 號
蒞臨休士頓，為休士頓的太極愛好者進行為
期四天楊氏太極拳推廣教學活動，本次活動

是由美國世界功夫報主辦美國少林禪武總會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承辦。

活動內容分兩部分進行 7 月 11-12 號早
上 7：30am-9：00am 將在休士頓釋行浩少林
功夫學院舉行兩天免費太極氣功健康推廣教
學 ， 7 月 11-14 號 5: 00pm-8:00pm 連 續四 天
下午每天 3 個小時收費的提高班，也將在釋
行浩少林功夫學院進行。並將於今天（週二
）晚間八時舉行結業典禮。

趙幼斌先生是楊式太極拳第五代嫡傳人
。現任中國武術協會委員和專業委員會委員
、中國體育科學學會武術分會委員、陝西省
太極拳委員會副主任、陝西永年楊式太極拳
推廣中心主任、西安市武術協會副主席、西
安太極拳總會會長、西安永年楊式太極拳學
會會長、趙幼斌楊式太極拳培訓中心主任等
，技術職稱是中國武術八段。

趙幼斌先生七歲起隨父趙斌習練楊式太
極拳系列套路，十六歲開始授拳，努力繼承
楊式太極拳、劍、刀、桿、推手等技藝，五
十多年來研練不輟，常年在祖國各地和海外
教拳，學生眾多，成績斐然。是我國楊式太
極拳第五代傳人中優秀代表者之一。

他在國內國際太極拳推廣和交流方面作
出了卓越貢獻：1984 年成立西安楊氏太極拳

學 會 ， 1991 年
成 功 主 辦 “ 海 峽
兩 岸 楊 式 太 極 拳
交 流 會 ” ， 被 評
為 當 年 西 安 十 大
體 育 新 聞 之 後 ，
曾 多 次 主 辦 了 在
國 內 外 具 有 重 大
影 響 的 賽 事 活 動
。 西 安 永 年 楊 式
太 極 拳 學 會 先 後
榮 獲 “ 全 國 太 極
拳 推 廣 工 作 先 進
單 位 ” 、 “ 全 國
全 民 健 身 活 動 先
進 單 位 ” 、 省 市
武 協 先 進 團 體 單
位 ， 他 個 人 曾 多
次 榮 獲 全 國 及 省
市 武 術 行 業 先 進
個 人 等 稱 號 ，

2013 年 被
西 安 市 精
神 文 明 建
設 指 導 委
員 會 授 予
優 秀 志 願
者稱號。

趙 幼
斌 先 生 辛
勤 耕 耘 ，
桃 李 海 內
外 。 在 國
內 ， 新 疆
、 黑 龍 江
、 雲 南 、
重 慶 、 四
川 、 廣 東
、 廣 西 、
浙 江 、 江
蘇 、 湖 北
、 湖 南 、
河 北 、 河
南 、 山 東
、 陝 西 、
甘 肅 及 台
灣 、 香 港
、澳門等所轄的 40 餘個市縣地區都有他傳
播的足跡；在國際上，韓國、日本、美國、
德國、英國、加拿大、西班牙、挪威、澳洲
、法國等十餘個國家 都 有 來 往 教 學 和 交 流
的學生及其活動。尤其在泰國，十餘年間來
往，不但教學不息，而且 致 力 於 傳 播 中 泰
兩 國 人民友誼，頗負盛名，被泰國太極拳
總會授予“終身貢獻獎”的殊榮。

趙幼斌先生在太極拳理論研究領域頗有
建樹。他與其父趙斌和師兄路迪民合著的
《楊氏太極拳真傳》一書二十多年暢銷不衰
，被列為楊氏太極拳經典著作。他還撰寫出
版了《楊氏太極拳講座》、《85 式楊氏太
極拳教程》、《28、37 楊氏式太極拳》、
《楊氏 13 式太極刀 51 式太極劍》等系列書
籍和教學 DVD，暢銷海內外。他的《楊澄
甫太極拳式歌訣釋義》等數十篇太極拳專著
和文章相繼在《中華武術》、《武當》、
《太極》等雜誌發表，是《中華武術》雜誌
“名家講堂”欄目專題論述者。他純正的拳

術風範和深刻的理論見解，在國內外都產生
了較大影響。被列入中國武術名家詞典、
《世界名人錄》等史冊。他還應李連杰和馬
雲的邀請為他們共同發起創辦的太極禪國際
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創編技術套路。

2008 年 7 月，他被國家體育總局武術管
理中心、中國武術院、中國武術協會特聘參
與了《中國武術段位制技術教程》楊式太極
拳 1-6 段的編篡和演示工作。從 2009 年起，
在國家推廣《中國武術段位制》工作中，先
後參加了山東、湖北、香港、廣西、貴州、
河南、陝西的《全國武術段位制》楊式太極
拳的培訓和考評活動。他還獲得 2012 年、
2013 年度武術段位制工作先進個人獎，2013
年全國百名優秀考評員稱號。趙幼斌先生在
傳承和推動楊式太極拳發展歷程中走在前列
，為傳播太極文化、弘揚中華國粹的宏偉事
業做出了顯著貢獻。 2014 年 12 月受中國武
協邀請赴澳大利亞主持中國武術段位海外考
核。

歡迎楊氏太極拳第五代嫡傳人趙幼斌大師蒞休訪問歡迎楊氏太極拳第五代嫡傳人趙幼斌大師蒞休訪問
「「世界功夫報世界功夫報」」昨舉行歡迎宴會昨舉行歡迎宴會

圖為圖為 「「世界功夫報世界功夫報」」 與休士武術界人士與趙幼斌大師與休士武術界人士與趙幼斌大師（（右五右五））在餐會上合影在餐會上合影（（右起右起））
楊秉禮楊秉禮、、JennyJenny 、、羅榮華羅榮華、、程進才程進才、、趙幼斌大師趙幼斌大師、、謝忠謝忠、、楊俊義楊俊義、、釋行浩釋行浩、、李國忠李國忠、、
陳朝暉陳朝暉。（。（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趙幼斌大師趙幼斌大師（（左左））是楊俊義是楊俊義（（右右））老師的師兄老師的師兄，，二十多年前的舊識二十多年前的舊識。（。（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雲南﹑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CC22體育圖片 CC77國際影視

˙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優良品質
˙適用於烹飪炒飯，白飯，

春捲等任何米製佳餚

聯繫人：Llyn McEuen
電 話：713-525-9570
電 郵：Imceuen@ebrona.com

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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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10:00a.m. 英語崇拜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10:00a.m. 中文主日學 Chinese Sunday School
10:00a.m. 兒童崇拜 Children Worship
11:15a.m.中文崇拜(粵語/國語)Chinese Worship Service
11:15a.m. 英語主日學 English Sunday School
1:30p.m. 中文學校(九月開課)Chinese Schoo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WEB:www.cbchouston.org

何國明主任牧師、王浩詒牧師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 713-461-0963 Fax: 713-461-5186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快捷旅遊快捷旅遊快捷旅遊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ASAP Travelwize
www.asaptravelwize.com

˙$49 8天江南遊（全年放行）
˙$99 8天北京承德天律皇家御景團（新）（特價）
˙5/4 11天九寨溝﹑峨嵋山﹑張家界之旅
˙5/28 7天黃石公園（有買二送一）
˙6/8 6天美東豪華遊（有買二送一/二）專人帶團
˙不同天數美東﹑美西﹑夏威夷團(有買二送一)
˙各大城市機票＋酒店套餐
˙代理各大遊輪公司及4.5.7天歡樂遊輪由蓋文斯
頓港出發
＊ ＊機場接送服務﹐待客以誠﹐服務至上

專辦本地特色團﹑遊輪﹑各地旅遊團﹐代辦簽證

歐洲團歐洲團
* 西歐五國10天
* 瑞捷奧匈10天
* 義大利蔚蘭海岸12天
* 歐洲十國17天
* 西歐及義大利17天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月至9月出發
* 加勒比海4/5/7天
* 阿拉斯加7天
* 地中海7天
* 夏威夷7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美國精華團美國精華團
*美東5/6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加東6/8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西精華4-10天團（買二送一）*黃石公園7天團(買二送一）*加拿大洛磯山7天團(買二送一）*夏威夷4-7天團*佛州迪斯尼4-8天團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特設2歲~4歲幼兒中文班】【西班牙文班】【電腦班】【瀚
崴中文合唱舞蹈班】【歌唱技巧班】【音樂律動班】【初/中
段西洋棋】

藍球&乒乓球1 on 1或 5~12歲

最佳幼教、文理、才藝、游泳、球類、綜合學校專業教學20餘年豐富經驗 持政府執照學費可扺稅

糖城校園: Fame Well School
TEL: 281-980-1489 832-279-8143
2317 Settlers Way Blvd.
Sugar Land 77478

文理文理
才才藝藝瀚瀚崴崴 學學校校 連續榮獲2009~

2011年糖城最佳
教育獎﹑歡迎別校
轉學生另有優惠﹑
Katy週六中文學
校﹑國外來美遊學
營﹑來電或上網查﹒

休士頓華人唯一買地自建最大民營連鎖綜合學校附設:游泳池﹑體育館﹑舞蹈室﹑會議室﹑繪畫室﹑鋼琴房﹑電腦室﹑圖書室﹑
Playground﹑學校標準格局寬敞安全57,000呎﹑全新設備﹑政府培訓一流師資﹑勤教嚴管﹑品質保證﹐學費合理﹐課超所值﹒

凱蒂校園: Best Kids Academy
TEL: 832-437-1777 832－282－9886
21915 Royal Montreal Dr.Katy 77450

8/25開課.採用馬立平漢拼簡体字課本敎學﹑ 珠心算數學﹑ 繪畫﹑
GT英數﹑ 老外學中文﹑ 鋼琴﹑ (中)小提琴﹑ 電子琴﹑ (木)電吉他﹑ 古
箏﹑ 舞蹈﹑ 藍球﹑ 乒乓球﹑ 西洋棋﹒

KATY周六中文學校特設2歲~4歲幼兒班和5歲~12年級實力班

珠心算實力班及數學高分保證班 (5歲~G8)
梁楚宜校長親授珠心算(加﹑減﹑乘﹑除)技巧,啟發智慧,增強記憶
力,配合應用數學分析演算,訓練思考邏輯及計算能力的快又準,
使學習過程不在害怕,而是充滿自信﹐質量控管限定70位﹒
糖城﹑凱蒂唯一蒙特梭利雙語學校 (1歲~5歲)
由Montessori專業執照經驗教師分級小班教學,獨特教材及
教具訓練手部肌肉,使幼兒反應靈活強化自信心及群體生活
能力,提昇日後認真學習﹑閱讀書寫能力及情緒穩定﹒天天密
集中文教學建立識字背誦好根基﹒供午餐及早晚點心﹒
課後輔導班 After School (PreK-9年級 )
校車接送, 完成作業﹑每日密集分級中文(漢拼簡體)教學﹑英數
加強﹑TAKS﹑IOWA考題訓練﹑提供點心﹐定期和家長聯繫﹒

沈敏生舞蹈

翰崴音樂學校:鋼琴(有考級)﹑吉他﹑(中)小提琴﹑合唱班
留學法國音樂學院主修鋼琴MS VANESSA等三位專業教師
採生動活潑式教學,短時間達事半功倍之效﹒

暑期游泳訓練密集班 (瀚崴校內標準游泳池)
由First Colony Swim Team(FCST)主辦,專業教練教授呼吸
划水﹑滾翻轉身﹑蹬腿出發﹑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全年訓練
成績優良可到外地參加比賽﹒
繪畫基礎﹑中級﹑高級班(3歲~14歲)
由三位專業老師教授各種繪畫技巧﹑物像遠近大小比率﹑色
彩調配﹑及不同筆具和材料之使用﹒含素描﹑彩色鉛筆﹑蠟筆﹑
馬克筆﹑炭﹑墨汁﹑水彩﹑油彩﹑粉彩﹑膠彩并定期畫展﹒

全年招生﹑歡迎參觀校
園優美環境﹑雙語幼兒
園﹑課後輔導班（可代
送回家）﹑暑期育樂營﹑
Field Trip﹑中文班﹑各
項才藝﹑球類﹑繪畫﹑電

影】歌唱﹑游泳﹒
www.famewellschool.com

控球/運球/投藍/傳球/接傳/防守/進攻/團隊戰略/體能彈跳﹒
暑期國外來美遊學營 (5歲~14歲)
安排知（感）性參觀從活動中潛移默化的認識美國生活文化﹑
遠程旅遊﹒

暑期數學﹑閱讀寫作先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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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中諜5》等內地推遲上映
或扎堆8月、9月

綜合報導 日前，隨著《侏羅紀

世界》的下線，2015年34部分賬電影

名額已經用掉了19部，只剩下8部普

通分賬片和7部特種分賬片名額。于

是，原本應當在7月份亮相的《小黃

人》、《終結者5》等好萊塢大片將

延後，最近影迷們更好的選擇是在影

院看國産片。

《侏羅紀世界》內地票房第四
雖然在全球範圍內肆虐，但《侏

羅紀世界》最終還是沒能衝破《複仇

者聯盟2》年度票房亞軍的位置。10

日淩晨，在新出爐的單日票房排行榜

中，不敵《小時代4》的《侏羅紀世

界》以780萬元的成績拿下第三位，

並以14.2億元的總票房，結束了在中

國的征程。

不過14.2億元的成績，讓《侏羅

紀世界》登上年度第三位、中國電影

市場曆史第四位的票房高位。雖然這

一成績未能超越《速度與激情7》以

及《複仇者聯盟2》，但內地市場依

然成爲《侏羅紀世界》北美之外最優

異的地區。

多部好萊塢大片推遲上映
不過“恐龍”之後，取而代之

的是《小時代4》、《栀子花開》、

《捉妖記》等國産電影霸占銀幕。

在 7月 31日之前，將不會有新的好

萊塢分賬電影上市。而原本應當在7

月份亮相的《頭腦特工隊》、《小

黃人》、《終結者5》、《碟中諜5

》、《蟻人》等好萊塢大片都可能

推遲到8月甚至更晚上映，極有可能

出現大量暑期檔大片紮堆8月、9月

厮殺的局面。業內人士分析，包括

《星球大戰7》等聖誕檔上映的新片

，極有可能推後到 2016年，與《功

夫熊貓3》拉開明年上半年的好萊塢

中國征程序幕。

綜合報導 麥當娜(Madonna)雖然已經56歲，但仍

然活躍在歌壇。但日前，演員喬納森· 格羅夫(Jona-

thon Groff)卻透露，麥當娜看舞台劇時使用手機，認

爲她的行爲不尊重演員。

據報道，喬納森· 格羅夫近日接受采訪，談及正

在演出的舞台劇《Hamilton》時，爆料自4月起就把麥

當娜列入拒絕入場觀賞的名單，更怒批她在演出途中

使用手機，“台上演員能清楚看到她被手機螢幕光照

亮的臉”。

綜合報導 韓團Girls Day 曾憑

借清純形象，在一出道時就給大衆

留下深刻印象。隨後，她們顛覆形

象，穿上低胸裝、高衩裙大跳煽情

舞蹈，人氣急速飙升。近日，四位

成員又以火辣的身材和性感造型推

出新歌，卻因爲穿超短褲、叉開腿

大抖臀部，引發爭議。

近 日 ， Girls Day 推 出 新 歌

《Ring My Bell》，盡管造型性感

，但卻有網友曬出成員珉娥在舞台

上露出臀部的照片，直指這樣會有

點過分。

另外，Girls Day 近日還發生

其他爭議事件，因爲在錄節目時

顧著吃外賣，沒有認真回答問題

，被網友批評沒禮貌、不敬業，

也不尊重節目。事後，該團全體

成員出來向觀衆道歉，表示並沒

有惡意，錄影當下氣氛也很好，

只是有些誤會而已。

韓團Girls Day新造型性感過頭

網友指其尺度過分

綜合報導 近日，韓星李敏鎬昨日一

早飛往日本，爲即將上映的新片宣傳。

抵達日本後，李敏鎬出席電影發

布會及粉絲見面會，他表示，新片中

的角色與之前在韓劇《繼承者們》及

《花樣男子》中所演的“富二代”相

差甚遠。被問是否覺得自己有型，他

笑言從不覺得。據悉，李敏鎬在日本

舉行的兩場粉絲見面會，總共吸引

8000名粉絲撐場。

麥當娜看演出時使用手機

被男星怒批列入黑名單

李敏鎬否認自己有型
辦見面會吸引8000名粉絲

夏季聯賽鵜鶘險勝小牛夏季聯賽鵜鶘險勝小牛 賀天舉強硬摘板賀天舉強硬摘板

拉斯維加斯夏季聯賽繼續進行拉斯維加斯夏季聯賽繼續進行，，新奧爾良鵜鶘迎來第二個對手達拉斯小牛的挑戰新奧爾良鵜鶘迎來第二個對手達拉斯小牛的挑戰。。全全
場打完場打完，，鵜鶘最終鵜鶘最終9090--8686戰勝小牛戰勝小牛，，取得取得22連勝連勝。。此役此役，，中國球員賀天舉再度獲得出場中國球員賀天舉再度獲得出場
機會機會，，他他88投投22中得到中得到44分分33籃板籃板11蓋帽蓋帽，，勇士球星庫裏的弟弟勇士球星庫裏的弟弟———賽斯—賽斯--庫裏依然是全場作庫裏依然是全場作
為搶鏡的球員為搶鏡的球員，，他轟下他轟下2525分分，，是鵜鶘贏球的頭號功臣是鵜鶘贏球的頭號功臣。。圖為賀天舉拼搶籃板圖為賀天舉拼搶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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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在萬眾矚目的男單決賽中在萬眾矚目的男單決賽中，，作為頭號種子出戰的德約科維奇在壹場去年溫網男單決賽的重演作為頭號種子出戰的德約科維奇在壹場去年溫網男單決賽的重演

中中，，第二盤浪費了第二盤浪費了77個盤末點之後個盤末點之後77--66((11)/)/66--77((1010)/)/66--44//66--33力克力克22號種子費德勒號種子費德勒，，繼繼20112011年和年和
20142014年之後年之後，，職業生涯裏第三次捧起溫網男單冠軍獎杯職業生涯裏第三次捧起溫網男單冠軍獎杯，，這也是小德職業生涯裏的第這也是小德職業生涯裏的第99個大滿貫個大滿貫
男單冠軍男單冠軍，，他也超越了阿加西他也超越了阿加西、、康納斯康納斯、、倫德爾倫德爾、、佩裏和羅斯維爾佩裏和羅斯維爾，，追平了自己的教練貝克爾追平了自己的教練貝克爾，，在在
ATPATP大滿貫冠軍數量排行榜上排名第大滿貫冠軍數量排行榜上排名第88位位。。而費德勒則是生涯第三次在溫網決賽中鎩羽而歸而費德勒則是生涯第三次在溫網決賽中鎩羽而歸，，距離距離
溫網第八冠再次壹步之遙溫網第八冠再次壹步之遙，，迄今為止費德勒生涯在大滿貫決賽中的戰績改寫為迄今為止費德勒生涯在大滿貫決賽中的戰績改寫為1717勝勝99負負。。



CC66大陸影視

雅斤辦公機器公司

電話電話::713713--826826--68896889
9720 Town Park Dr., Suite #2
Houston, TX 77036

華人經營,原廠培訓技師,服務品質保證

特別介紹
大中小型

打印，復印，掃描
三合一(雷射)

專精Copiers, Printers, Scanner
經銷: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掃描機等

新舊影印機從小型到大型任選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等
提供長期保養合同及售后服務

各種影印機,碳粉(Toner)印表機
耗材等,歡迎比價。

精修:

廉售:

CC33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專辦房屋貸款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300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商業地產、購物商場、商業大樓、倉庫廠房
土地開發、農場用地、公寓旅館、餐館商店

專精專精

買賣買賣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Email:perryhu8@yahoo.com

1. 大型Buffet中餐館出售，生意好近達拉斯，另位於休士頓黃金商業地段中餐館老店
出售，生意穩，售12萬。

2. 社區旅館，生意好，收入高，28房，僅售28萬。
3. 西南區，靠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兩層樓房2仟多呎，主臥房在樓下，售18萬。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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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Tapioca KingTapi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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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天營業

例湯水果

八人和菜 $138.00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蜜桃蝦
姜蔥雙龍蝦
黑鹽牛肉
清蒸游水魚 (大)
炒青菜
炒三鮮

十人和菜$158.00
雪花海鮮羹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黑椒牛肉
姜蔥雙龍蝦
香橙骨
炒三鮮
蜜桃蝦
清蒸游水魚
蒜蓉炒菜

歡迎光臨
特價午餐 電話: (713) 988-5745$5.25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5.95
四人和菜 $43.95
五人和菜 $52.95
六人和菜$62.95

明爐燒鴨
蜜汁叉燒

東江鹽水雞
新鮮游水魚
生猛龍蝦

隨餐附送
例湯、水果

菜色價格如有變更 以本樓公布為準

93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超市同棟購物中心)

11AM-3PM 星期一公休

時菜牛肉
滑蛋蝦
五柳魚片
椒鹽茄餅
宮保雞
咕嚕肉
豉汁青口
酸菜肉絲
四季豆
椒鹽鴨下巴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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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娛樂訊 假期臨近袁由
性感女星野小米老師冶杜雨辰尧中
戲小鮮肉任鵬尧童星韓軒桐尧性
格男星王千航等領銜主演的 3D
詭異恐怖電影叶親袁別怕曳渊又名
叶親袁別怕鬼宅兇靈曳冤於今日全
國公映袁其將與野小時代 4冶等靑
春愛情電影共同正式拉開電影

暑期檔大幕浴
影片講述躊躇滿志又屢不

得志的文藝靑年小白袁爲解決生
計問題而接受爲首富高天代寫

自傳的工作袁被迫住進人迹罕至
的一處孤堡別墅遥小白爲給大衆
呈現一個更爲眞實立體的高天袁
選擇午夜時分在堡內探查尋

覓要要要這樣可以避開怪女僕袁沒
想到卻遭遇靈異女童在小白身

體穿越而過遥
小白後來得知女童是兩年

前已經意外死亡的高天之女袁他
此時才意識到自己很可能住進

了北京的一處凶宅遥小白已無心
探查究竟袁打算儘快完稿拿錢走
人袁但就在完成最後一段之時袁
身體被無形的靈異力量操控袁漸
漸滑向孤堡禁地遥他在那里破解
到更多富豪的咸濕秘聞袁卻被性
感女鬼纏住袁小白百般掙脫卻已
無力自拔袁終遭強行嗜血噬魂浴
當虛弱的小白終于完稿之時袁發
覺一場更大的救贖迷局才剛剛

開始噎噎
影片以經典的宅男女鬼虐

愛爲故事內核袁採用美式最前衛
的實録式製作風格袁以靈異鬼魅
和局中局大戲爲外衣袁絲絲入扣
又緊湊凌厲袁闡述野越親近越可
怕冶這一恐怖辯證主題袁體現了
人性之美醜與救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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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周袁新的征程遥由廣汽傳祺
GS4傾情助力的 CCTV6大型靑春眞人
秀叶電影新靑年曳將于本周日(7月 12日)
晩 20:15迎來終極之戰遥這一周袁前所未
有的搭檔賽將正式啓動袁搭檔之間的默
契度將定競技輸贏袁究竟是哪組野花神冶
發揮失常慘遭淘汰袁最終的前三甲又將
花落誰家呢?野10 萬級最牛 SUV冶傳祺
GS4帶您先睹爲快!

劇透一院知性美女柯藍助陣如何率
野花神冶上演野危情時刻冶

作爲本季叶電影新靑年曳收官之戰袁
第十二期節目的預吿片曝光了家喩戶曉

的知性美女要要要柯藍遥從九十年代的第
一代亞洲 VJ(音樂頻道主持人)袁到鳳凰
衛視中文台主持人袁從華鼎奬近代革命
題材類最佳女演員袁到叶健康女性曳雜誌
封面模特袁柯藍是影視圈的野多面手冶遥柯
藍因鬆弛自由的持風格走紅袁迄今已塑
造了許多影視形象; 此次以導師身份亮
相總決賽袁柯藍將如何率領衆野花神冶們
度過這一野危情時刻野?請拭目以待!

劇透二院花神將上演野極品飛車冶傳
祺 GS4擔當主角

雖然最後出演叶極品飛車 2曳的人選
現在還懸而未決袁但野新浪潮冶班與野蒙太
奇冶班的學員們對於野飛車冶的向往卻從
未停歇遥在第十二期叶電影新靑年曳節目
中袁學員們將參加一場扣人心弦的賽車
比拼袁與傳統賽車有所區別袁他們所野駕
駛冶的車輛將由自己親手打造遥從外形設
計到承載重量袁再到風阻系數尧輪阻系數
等每一個細節袁都將考驗他們的學識與
創造力遥12個小時精心設計與悉心打造
的野戰車冶能否在賽道上大顯神威呢袁答
案即將揭曉!

説到野造車冶袁廣汽傳祺堅持野爲親人
造好車讓世界充滿愛野遥全新硏發的野國
際新派 SUV冶傳祺 GS4一直貼心護航各
位明星導師與校花學神袁也受到他們的
一致點贊遥傳祺 GS4作爲節目唯一指定
用車袁沉穩大氣的高顔値外觀尧高效低耗
的白金組合動力總成袁不僅在節目中完
美詮釋了野護花使者冶的定義袁更在現實
中隨着叶電影新靑年曳校園活動的舉行袁
吸引了莘莘學子的關注與喜愛遥據乘聯
會數據統計袁傳祺 GS4在上市第二月銷
量達 1.1萬台袁成爲最快月銷破萬 SUV袁
躋身野萬輛俱樂部冶袁野10萬級最牛 SUV冶
再展鋒芒遥

決戰在即袁烽煙四起袁本周日 20:15袁
傳祺 GS4 邀您鎖定 CCTV-6 電影頻
道袁讓我們一同見證叶電影新靑年曳前三
甲的誕生!在觀看節目同時袁您還可以通
過手機參加搖一搖場外答題活動袁將有
機會贏取野10萬級最牛 SUV冶廣汽傳祺
GS4兩年免費使用權袁體驗 野國際新派
SUV冶所帶來的時尙品質車生活遥

《电影新青年》传祺 GS4携柯蓝坐镇对决

近日, 根據嚴歌苓同名小説改編的
電視劇叶花兒與少年曳在京舉辦項目啓動
發佈會, 該劇由北京映華天地影視文化
傳媒有限公司投資拍攝, 金牌導演鄭曉
龍任總導演尧總策劃,著名演員趙楚綸將
搭檔李菲兒出演該劇遥

趙楚綸秀舞技 獲贊成全場焦點

在發佈會現場, 趙楚綸用一段精彩
的舞蹈邀請李菲兒出場, 令現場的氣氛
達到高潮遥而趙楚綸專業的舞蹈動作更
令現場的觀衆和媒體大感意外遥據瞭解,
作爲曾經的加拿大靑年芭蕾舞團專業演

員的趙楚綸, 多年沒有在正式場合跳舞,
雖然久未登台,但可見深厚的功底仍在遥

對於此次的大秀舞技, 趙楚綸表示,

雖然十幾年沒有正式登台演出, 但平時
還有練習, 因爲舞蹈對於演員氣質的提
陞是非常有幫助的遥而且對於拍攝武打
的戲份時也特別有幫助, 比如在 叶花千
骨曳中我有大量的打戲,相比其他演員,會
更容易做到完美的動作遥

向嚴歌苓致敬 期待再創經典

2015年上半年,趙楚綸憑藉叶何以笙
簫默曳尧叶大江東去曳尧叶花千骨曳等三部熱
播大劇獲得了極高的人氣, 越來越多的
影視製作公司向他發出邀約遥而此次出
演電視劇版叶花兒與少年曳趙楚綸則是出
于不一樣的心情遥

趙楚綸在發佈會現場向媒體袒露心

聲,叶花兒與少年曳這本小説對我意義重
大,因爲它曾在 2012年時陪我度過了一
段非常特殊的時期遥少年與花兒擁有令
世人艷羨的愛情, 但恰恰是這美好的愛
情,凋謝了花兒,也白了少年頭遥因此,希
望能更多的參與這部作品的創作, 也希
望塑造完美的角色向嚴歌苓老師致敬遥

赵楚纶、李菲儿 加盟电视剧《花儿与少年》

7月 8日一早袁建平
縣萬壽街道小平房村儼

然成爲影視基地院攝像
的尧攝影的尧扛着道具尧
服裝尧跑來跑去鋪設移
動軌道的噎噎 9 時 30
分袁電視連續劇叶鮮花開
滿村莊曳(暫定名)正式在
小平房村開機拍攝遥

電視連續劇 叶鮮花開滿村
莊曳(暫定名)袁是由我市與瀋陽同
樂傳媒共同出品尧與建平縣聯合
拍攝的當代新農村題材輕喜劇遥
該劇編劇爲我市文聯主席尧國家
一級作家隋志操遥該劇講述的是
新一代在外打拼的年輕人的回

鄉創業歷程袁通過主人公科技養
牛尧開發紫砂製品這兩條主線袁
全景尧眞實地展現朝陽市 (建平
縣)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豐碩
成果遥執掌該劇的是國內知名導

演孫沙; 主要演員有范偉尧潘小
樣尧劉江等遥

該劇獲得成功後袁我市尧瀋
陽同樂傳媒袁以及編劇隋志操決
定趁熱打鐵袁再拍出一部當代新
農村題材的輕喜劇遥從 2014年
下半年起袁電視連續劇叶鮮花開
滿村莊曳即進入籌拍階段遥7月 8
日袁萬事俱備袁正式開機! 由於檔
期原因袁著名演員尧野大辣椒冶李
靜遺憾地無緣本劇袁但范偉仍將
進入劇組袁與我市再續野前緣冶遥

新浪娛樂訊 7月 9日袁一場探
討 野知名小説 IP在影視遊行業發展
新風向冶高峰論壇在上海舉行袁叶幻
城曳製片人陳倏盈尧網絡人氣作家張
小花等一衆業內權威出席遥

論壇延續野IP熱冶進行了討論和
冷思考袁有觀點指出袁手握強勢的 IP
資源着實令人艷羨袁但從 IP到影視
的轉化袁匹配優良的製作更是炮製
一部成功的野IP大劇冶必不可缺的重
要組成部分遥

論壇現場最爲關注的就是郭敬

明成名作 叶幻城曳作爲衆所矚目的
野超級 IP冶將拍電視劇遥

電視劇 叶幻城曳即將開拍 超級
IP縱貫野影視游野全線

對當下影視圈而言袁IP 無疑是
最炙手可熱的話題袁好的 IP資源可
以引申開發出各個領域的産品袁商
業價値不容小覷遥

現場嘉賓表示院其實最近播放
的 叶花千骨曳是非常成功的袁叶花千
骨曳的遊戲月收入非常高袁包括他們
的下載量袁包括收益袁第二個還有
叶花千骨曳各種衍生品遥

現場袁叶幻城曳成爲整場高峰論
壇大熱話題之一遥叶幻城曳在漫畫尧遊
戲尧cosplay等 IP鏈條上的環節早已
先後開發遥

目前袁叶幻城曳電視劇的首次改

編也即將迎來開

拍袁將叶幻城曳搬
上熒屛袁雖然其
中的拍攝難度不

言而喩袁但製片
人陳倏盈表示袁
會以年輕尧活力
和衝勁克服困

難袁打造不同以
往的玄幻視覺盛

宴袁至於大家關
心的演員陣容則會在之後的開機發

佈會公佈遥
IP背景下的電視劇 叶幻城曳不

僅是簡單購買一個人物

小説叶幻城曳當初吸引了很多書
迷袁當下根據小説改編的電視劇很
多遥叶幻城曳製片人陳倏盈表示院從我
的角度來説袁還是希望創作出的改
編作品影視化呈現的作品能夠更多

的還原原著當中的精神和人物袁而
不簡單的只是買一個人物遥

談及 IP 環境下叶幻城曳有哪些
特別钥
陳倏盈透露院在 IP環境中袁我們

發現叶幻城曳的觀衆以女性爲主袁雖
然説它的主角是男性袁但多數是女
性觀衆在看袁讀者們喜歡的是兄弟
之間的感情袁所以這個是整個故事
核心的內容遥電視劇叶幻城曳注重劇

情和人物關係袁其次是視覺呈現遥
野ip産業鏈開發冶熱度不減 圈內

人士各抒己見

論壇上袁起點中文網總編楊晨
坦言袁這兩年 IP購買量井噴袁熱度稍
高的知名小説早早被搶購袁更不必
説像叶幻城曳這般重量級作品遥
但也同樣看到了市場上 IP質量

的良莠不齊袁所謂超級 IP袁即擁有最
爲優質尧豐富以及品牌影響力的內
容袁能夠製造最大的用戶粘性遥

大量涌入的 IP爲觀衆提供了更
多選擇袁但小説改編劇也並非都能
成功袁詬病之聲不絶于耳就在于改
編劇的品質與 IP品質嚴重脫節袁追
隨 IP的用戶們乘興而來袁敗興掀桌袁
作爲原著作者自然不希望看到這類

場面袁唯有出色的改編才能幫助 IP
提陞價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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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娛樂訊渊文/耷子冤第 72
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今日發佈了

最新消息院由美國環球影片公司
出品的登山題材災難片 叶絶命海
拔曳渊Everest冤袁將作爲本屆電影節
的開幕電影袁在 9月 2日的開幕
當晩進行全球首映遥該片明星陣
容豪華袁包括杰克-吉倫哈爾尧杰
森-克拉克尧凱拉-奈特莉等在內
的諸多明星袁屆時都有可能走上
水城的紅毯袁爲威尼斯增添星光遥

叶絶命海拔曳根據喬-卡拉庫
爾的紀實小説叶稀薄空氣曳改編遥
影片講述了發生在 1996 年的眞
實故事袁三個登山隊計劃征服珠
穆朗瑪峰袁但在登山的過程中卻

殺本-拉登曳的杰森-克拉克尧叶老
男孩曳的好萊塢實力派男星喬什-
布洛林尧當紅男星杰克-吉倫哈
爾袁以及叶親密治療曳的約翰-霍克
斯等等袁都在片中上演對手戲遥男
主角之一杰克-吉倫哈爾戴着防
風眼鏡袁留着長髮和大鬍子袁看上
去格外邋遢袁形同野人遥杰克-吉
倫哈爾近年事業開竅袁去年推出
的新片叶夜行者曳備受好評袁在叶絶
命海拔曳中袁他又以搶眼造型亮
相袁勢必成爲全片最吸睛的大明
星之一遥

在之前曝光的預吿片中袁影
片的災難場面形同多年以前的

叶垂直極限曳袁但和前者的娛樂片
屬性不完全相同袁本片根據眞實
事件改編袁因此它更像是一部被
演繹出來的紀録片袁面對大自然
的生存危機將更加讓人揪心遥預
吿片中的聲效突出袁且大量宣傳
詞彙也集中井噴要要要影片涉及到

愛情尧痛苦尧希望尧恐懼尧信仰等
等袁野心十足遥

叶絶命海拔曳由曾執導過叶禁
運品曳尧叶深淵曳等作品的冰島導演
巴塔薩-科馬庫操刀袁賈斯汀-伊
斯貝創作電影劇本遥影片在威尼
斯亮相之後袁將于 9月 25日登陸
北美院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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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了罕見的特大風暴袁在這場災難中袁八
位登山者不幸喪身遥整部影片有點類似于
叶垂直極限曳或叶絶嶺雄風曳遥 曾主演過叶刺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美南版■責任編輯：王 瑤 2015年7月14日（星期二）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一個是此前保持六連勝的北京首鋼
隊，一個是聯賽“副班長”廣東二沙隊，
兩者在12日進行的2015年乒超聯賽女子比
賽第9輪中碰面。主場作戰的北京首鋼最終以
3：0擊敗對手，不僅以7連勝的傲人戰績結束
前半程爭奪，也送給對手尷尬的九連敗。
由於中間穿插了兩站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分

站賽，乒超聯賽女子比賽在6月17日結束第8輪
爭奪後休戰了三周多時間。面對本賽季還未嘗勝
績的廣東二沙隊，北京首鋼對陣容作出調整，丁寧
未出戰一號單打，球隊還給此前鮮有上場的李佳原
一些鍛鍊機會。
打頭陣的文佳直落三局，以12：10、11：4和

11：6擊敗李予冬，為北京首鋼開了個好頭。隨後李佳
原以3：1戰勝張遲，主隊再下一分。
丁寧搭檔盛丹丹，在第三盤雙打比賽中登場，她們以

2：0戰勝楊採穎∕童海苗，不過兩局贏得十分膠着，都打
到了13：11。

談到自己在雙打比賽中的表現，丁寧認為，兩人想得
不是特別細，對方是一攻一削的組合，自己在處理球和出
手上還有些隨意。 ■新華社

乒超乒超半程結束半程結束
北京女隊北京女隊七連勝七連勝

7月11日的乒超聯賽第9
輪，山東魯能主將張

繼科沒有到達現場，“罷賽”
一事隨即被媒體曝出。對此，
劉曉農回應稱：“經過核實，
是魯能俱樂部沒有安排張繼科
參加這場比賽。運動員是否上場
比賽，是俱樂部、教練根據運動
員的技術水平、身體狀況，包括對
手狀況來決定誰出場、誰不出
場。”

不能比賽也須親臨賽場
據他透露，早在6月9日的乒超第6輪，山東

魯能就已向聯賽組委會提交書面申請報告，稱張
繼科因身體原因不能前往賽區，並得到了組委會
的批准。但7月11日的第9輪比賽中，俱樂部沒有
提交報告，張繼科也沒有出現在現場。

根據乒超聯賽《關於特級運動員參賽相關事
宜的規定》，“特級運動員出現傷病，確實不能
上場比賽，必須努力親臨賽場。確因傷病嚴重不
能到賽區的，必須提前書面報告組委會批准，因
傷病嚴重不能到賽區的特級運動員，組委會將要
求其繼續停賽下一場比賽（兩場比賽相隔5天
內）。”

劉曉農指出，張繼科事件的發生，主要歸咎
於俱樂部疏於管理。“運動員沒有到現場，按照
規定，第6輪有書面申請報告，組委會批准了，但
第9輪沒有任何報告，我們認為俱樂部疏於管理，
因此對山東魯能俱樂部和張繼科本人給予通報批
評，並處以各5萬元（人民幣）處罰。”

針對外界關心的魯能俱樂部和張繼科之間的
合同糾紛，劉曉農稱，2012年山東魯能俱樂部和
張繼科簽有四年合同，按照聯賽規定，每個賽季
之前的註冊，俱樂部還要和運動員簽一個薪酬補
充協議。本賽季註冊前，雙方的薪酬補充協議是
完成的。

勞資對賽季獎金意見分歧
同時，劉曉農還向記者展示了這份薪酬補充

協議的複印件，“魯能俱樂部和張繼科都有簽

字
， 所 以
不存在合同的問題。”

他強調，按照聯賽的規定，合同的
薪酬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是基本工
資，第二是成績獎金，第三是賽季獎
金，而上述提及的薪酬補充協議對於以上
三部分均有提及，並且前兩部分都有明確
的數額。

劉曉農說，張繼科和俱樂部出現的分歧
主要來自第三部分。“第三部分賽季獎金，組
委會規定是俱樂部根據團體成績和運動員的表
現來自行確定，勞資雙方是因為這一塊獎
勵到目前還沒有協調溝通好。”

劉曉農表示，12日聯賽組委
會已經責成魯能俱樂部和張繼
科本人積極溝通和協商，把賽
季獎金協調好。“在沒有達成
一致的情況下，張繼科每一輪
比賽都要到達現場，這是聯賽
對特級運動員的規定。作為聯
賽組織者，中國乒協和組委
會，也要更加細化和完善相
關規定，同時，要求所有俱
樂部都要遵守聯賽規定，
把乒超聯賽辦得越來越
好。” ■中新社

針對大滿貫選手張繼科“罷賽”一事，乒

超聯賽（中國乒乓俱樂部超級聯賽）組委會13

日在國家體育總局乒羽中心辦公室就“山東魯能

俱樂部與張繼科乒超合同爭議問題”進行了通

報。乒羽中心主任、乒超聯賽組委會主任

劉曉農指出，經過調查核實，張繼科

並不屬於“罷賽”。

■■張繼科因傷缺張繼科因傷缺
陣乒超多輪比陣乒超多輪比
賽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大滿貫球手張繼大滿貫球手張繼
科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北京球手文佳在北京球手文佳在
比賽中比賽中。。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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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國家女排13日午自日本轉戰
香港，挾六連勝佳績將於周四起一連三日以主場姿態在
“2015年世界女排大獎賽─香港站”硬撼勁旅美國、泰國
和日本。

女排一行12名球員13日抵步時，雖只有零星女迷到

機場迎接，但仍在繁忙的接機大堂引起一陣哄動，國家女
排隊員笑臉步出禁區，而且親善得“任由集郵”，來者不
拒。

“郎家軍”統帥郎平坦言大軍很疲累，13日晨6時就

從埼玉趕赴東京羽田機場，歷經近7小時的
行程；所以抵港後隊員們會輕鬆運動一
下，爭取時間休息調能。

另外，郎平還注意到香港的酷熱天
氣，她笑道：“我們穿得厚厚的，有點兒
怪吧？埼玉的天氣很涼快，很舒服。”

本次大獎賽香港站，中國隊的對手有
郎平曾經執教過的美國隊及亞錦賽宿敵泰
國隊，當被問到如何看待這對手時，“郎
導 ”反問：“我坐了長途機，休息不足，
聽不清楚你問什麼？”即使聽不清郎平仍
向對手大贈高帽，稱她們都是非常優秀的
球隊。

是次國家女排訪港隊員中，除了惠若
琪、曾春蕾及朱婷等多位名將外，剛在日
本站表現出色的張常寧、張曉雅亦隨隊赴
港，並成為香港球迷關注的焦點。

“雙張 ”都是在去年亞運會嶄露頭角，其中張曉雅
更被內地球迷譽為女排最“帥”。

“世界女排大獎賽─香港站”將於本周四一連三日在
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行。

大
獎
賽
迎
戰

大
獎
賽
迎
戰
美美
泰泰
日日

中
國
女
排
抵
港

■■中國女排抵港參加中國女排抵港參加
大獎賽大獎賽。。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女排女排““帥哥帥哥””張曉雅張曉雅（（右右））
1313日隨隊抵港日隨隊抵港。。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女排新銳張常寧任球迷女排新銳張常寧任球迷““
集郵集郵”。”。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CC44 CC55臺灣影視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Secure Choice 5年年金計劃

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3.2%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3.2%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3.2%

第四年利率第四年利率

3.2%

第五年利率第五年利率

3.2%

⊙低解約費僅3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三年是5%﹐5%﹐5%
⊙自7/1/12起如提早解約﹐兩計劃另有MVA﹐市值調整額﹐如提早解約
⊙二計劃可以提取利息﹐每次必需高於$125
(有效日期利率自5/1/15起﹐年金利率將隨市場利率變化和新年金金額做調整)

●高利率 ●本金安全無險 ●沒有手續費用 ●累積利息延稅作用

詳情歡迎來電洽詢 281-368-7257
11720 Katy Freeway #1700 Houston, TX 77079

⊙低解約費僅5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五年是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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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2.45%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2.45%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2.45%

Secure Choice 3年年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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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田比基尼嗨唱
當老公面賣騷

倖田來未11日在台舉辦出道15
周年亞洲演唱會 「Koda Kumi Asia
Live 2015」，身為台灣媳婦，她將
出道15周年亞洲演唱會首場獻給台
灣，達到連３年在台開唱４次。老
公 KENJI03 昨也帶３歲兒子到場力
挺，她雖然沒有公開放閃，但整場
視線頻頻飄向老公座位，彷彿是將

整場演唱會獻給老公。
她穿毛絨大衣登台，但外套之

下 「不單純」，果然唱到一半她扯
開外套，露出比基尼，唱到第３首
〈House Party〉更將外套直接脫掉
，走到舞台最前方對著台下歌迷扭
腰擺臀，熱力四射。她中場隨機挑
了一位女歌迷上台，與她坐在舞台

上沙發，女歌迷點〈悲夢之歌〉，
她邊唱邊將頭靠在女歌迷身上，讓
台下歌迷看了嫉妒不已。

她下半場換亮片開高衩貼身禮
服演唱〈Someday〉，大方露大腿問
「喜歡嗎？」挑逗歌迷。她今還有

一場演唱會，兩天票房共 420 萬，
周邊商品、專輯吸金100萬。

JR 紀言愷 10 日在臉書自爆 2004 年聚會時遇到
「七朵花」的賴薇如，當時覺得她很可愛，有 「想多

認識的衝動」，但相處後發現她又嗆又帶種，敢直接
跟經紀人孫德榮嗆聲，封她是 「地表脾氣最差的女生
」；對此，大他２歲的賴薇如昨笑說： 「那時候只把

他當弟弟，他又皮又活潑，
才是地表上最欠揍的小孩哩
。」並表示自己個性像男生
，有話直說，孫德榮還幫她
取外號 「小辣椒」。
他赴嘉義及屏東演出，連

趕２場活動，表演結束趕回
台北繼續拍戲，行程緊湊；
他昨在屏東客家文化活動上
，演唱客家歌〈幸福的氣味
〉時說自己是客家人，但因
在台北長大，29年來只會聽
不會講，為了唱客家歌事先
練唱１星期，自嘲 「很肉腳
」。

JR虧賴薇如嗆辣
反被封 「地表最欠揍」

三立《珍珠人生》女主角楊可涵
６日輕生獲救，《自由時報》11日報
導她去年為情自殺，還與２位男藝人
陷三角戀。楊的經紀公司昨表達憤怒
和難過， 「完全不管會不會再刺激當
事人的情緒或壓倒她。」對《自由》
保留法律追訴權，強調三角戀非事實
，那次輕生是因愛貓生病，目前楊
「狀況穩定」。

楊可涵養２隻貓，５歲的 「佛佛
」是她撿回來的流浪貓， 「佛佛」去
年吃掉半條絲巾導致腸糾結，救回後

又引發呼吸道和心臟病，在醫院住了
２個月，楊好幾次在晚上打電話給經
紀人崩潰大哭： 「佛佛走了怎麼辦？
」她拍戲時看到流浪貓，都請經紀人
買碗、買罐頭餵牠們。

經紀人說，楊可涵去年有過壞想
法，但經公司及家人勸說而情緒緩和
， 「她也很乖，好好就醫按時吃藥，
很努力想讓病好起來，她就是心理生
病了，連貓咪生病都大哭３天。」這
兩天粉絲湧入楊的男友張庭瑚臉書，
感謝他即時救了女友，也祝福 「庭涵

戀」。
張庭瑚去年拍《妹妹》，導演徐

譽庭昨說，當時拍安心亞哭戲，她解
說故事，張庭瑚卻是第一個噴淚的，
他心思細膩敏感、容易心軟，前天她
傳簡訊要他照顧自己，他回 「非常難
過」，讓她很心疼，相信一路陪伴女
友的他內心煎熬又辛苦，她更擔心他
也陷入憂鬱， 「這次也是對他打擊巨
大。」

楊可涵貓生病陷憂鬱 被瞎爆劈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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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久未露面的韓君婷，13日聯
同黃芷晴出席apm活動，移居到
新加坡五年的君婷，承認有意重
返幕前。
前亞姐韓君婷在圈中發展多

年成績未見突出，五年前返新加
坡生活，13日穿上短裙為商場活
動擔任嘉賓。已回港一星期的君
婷，談到在新加坡的生活，她表
示這幾年都是在哥哥的電子公司
工作，早上返八點，晚上放十一
點，所以很辛苦，現在上了軌道
才沒那麼辛苦。說到她如此長時
間工作，豈不是沒時間拍拖？君
婷表示有時間都同姪仔姪女玩，
已當了他們是自己的小朋友。問

到現時可有男友？她說：“如果說沒人
追很沒面子，我將精神全部放在工作
上，因為工程師大多數10個有12個都結
了婚，不然就年紀大我好多，我要叫他
們Uncle。”她謂媽咪都有問過很多次，
她也好明白，所以都已放棄了。離開娛
樂圈多年，她謂之前在新加坡生活過十
幾年，這次再回去，發覺自己還是較喜
歡香港，而這次回來暫時未想離開，也
有去見工，亦有人問過她是否返娛樂
圈，她都不排除有這個可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岑麗香（香
香）、劉珮玥（Moon）、吳若希（Jinny）及吳
沚默等，13日到馬鞍山郊區拍攝無綫劇集《實
習天使》，劇中飾演學護的香香，透露13日拍
攝講述她們被洪永城飾演的魔鬼教練帶到荒山野
嶺，用極端方法來提升她們在工作上解決問題的
能力，她說：“初時大家水和食物都沒有，但為
了生存就要競爭，後來齊心合作完成任務。”問
到為何不見洪永城？香香笑說：“洪永城今早只
是來了一下，將個任務給我們就走了，這方面他
撿便宜，又不用曬，又扮去曬，拍攝方面我們幫
他全做了。”香香表示曾在外國玩Hunter Game
（獵人遊戲），所以今次充滿信心，而且劇本寫
她和阿Moon的一隊會勝出。她又笑指一身打扮
猶如熒光棒，就算在荒山野嶺都會好安全，即使
走失也很易找到她。

劉珮玥獻熒幕初吻
阿Moon為了配合角色，特別剪了一個輕便

的髮型，她指新髮型比較活潑青春和可愛，不會
太斯文。問到她不擔心會因此令男粉絲減少嗎？
她說：“不會，我個角色應該男女都喜歡，既得
到香香愛吻，又有好多笑料。”在荒山野嶺拍
攝，阿Moon表示不算辛苦，只是天氣有點焗，
之前她要在凌晨六時身穿長袖迷彩衣服拍攝反而
更辛苦。她又透露稍後會到沙灘拍攝打排球，但
她應該不用穿比基尼。問到不怕會比其他女藝人
輸嗎？她說：“不會，我賣點是青春，但我會有
其他驚喜，將大膽嘗試獻出熒幕初吻，初吻對象
未知是誰，但最希望親香香，因入行前已好喜歡
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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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
慶全）新晉歌手陳志嘉13日
舉行新專輯發布會，邀得舊
同學馬賽出席，二人並即場
合唱收錄在碟中的合唱歌
《緣舞曲》。陳志嘉透露新
專輯早於兩年前在廣州推出
過，與馬賽合唱的歌也在當
時收錄，更大讚馬賽聲音甜
美，只要肯花時間學唱歌，
大有機會在這方面發展。

馬賽則透露自己有一年
沒跟傳媒見面，故來到活動
心情是既興奮又緊張。被讚
聲音甜美，馬賽笑指師弟把
她誇獎了，她亦有自知之明
的。這段期間沒公開露面，
她表示在專心拍無綫新劇
《東坡家事》及客串杜琪峯
的電影《三人行》，亦曾到
過英國進修，直到去年底回
港，現任明珠台娛樂新聞台
國語台的主播，不過她最喜
歡演戲，希望有機會再可以

拍劇。對於有報道指杜琪峯
不滿她的演技差，很快便將
她“飛走”？馬賽指這一年
有很多是非，當中不少是不
盡不實，她也不去想不回
應。但杜琪峯又有否再找她
拍戲？她指這次其實也是無
綫幫她接洽的，目前她的心
態是想努力工作，能活在當
下，仍希望在明天。

否認改名為轉運
另對於被指改名轉運，

馬賽坦言祖姓司馬名賽兒，
其實一直都想用這個名，因
馬賽這個名感覺很男仔，賽
兒會較sweet，所以現身份
證也改回司馬賽兒。問到是
否想將過去忘記才改名？她
說：“這沒關係，我現當主
播仍叫馬賽，改身份證是還
個小心願吧！”現又算是重
新出發？她帶笑說：“我重
新出發很久了！”

身份證改回原名
馬賽踏足歌壇

韓
君
婷
有
意
重
返
幕
前

高溫下戶外拍劇快閃

香香笑洪永城撿便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12位應屆候

選港姐已完成日本集訓及拍攝外景，13日齊齊

返港。眾佳麗經過緊密的日本行程後，各人疲態

畢露，除了4號龐卓欣（Ada）獲一名女粉絲帶禮物

來接機，其他佳麗則不

見有親友家人來接機。

而9號郭嘉文（Karmen）

大爆此行最難忘是差點遇上“癡

漢”，幸而只是有驚無險。

日本集訓完返港露疲態日本集訓完返港露疲態

候選港姐候選港姐難忘難忘
遇遇““癡漢癡漢””

日本集訓完返港露疲態

候選港姐候選港姐難忘難忘
遇遇““癡漢癡漢””

候選港姐難忘
遇“癡漢”

三位熱門佳麗1號麥明詩（Lousia）、Ada、
Karmen一起接受訪問，Louisa自言在機

上睡到不省人事，笑指可能戰鬥力不夠，而Ada
表示所有佳麗也不習慣每日只睡4、5小時，而
且行程緊密，難免很累。而Karmen很期待快些
回家，因媽咪已準備好她最愛吃的咕嚕肉，可
以一家人一起吃飯。Ada表示因全程幾乎都是吃
便當和三文治，到最後一天才吃得較豐富，雖
然行程辛苦，她們慶幸沒有病倒，不過Lousia
預測自己“打敗仗”，因感到喉嚨痛，晚上應
該會發病。而Ada已預約去做gym，似乎戰鬥力

最強。
問到此行最難忘的事，Karmen表示：

“全部女仔第一次乘JR時，差點遇到‘癡
漢’，可能12個女仔一齊走太過矚目。”Ada
續說：“很多男士好奇有這麼多靚女，又說我
們樣子很像。”Karmen說：“他們覺得我們
很可愛，想一起拍照，我們沒有驚，因有很多
工作人員保護我們。”

房內齊練兵無秘密
Louisa和Ada從參選至今一直被拿來比

較，問她們可有介意？Ada即說：“比賽本身
就是比較，大家各有優勢，比如Karmen走
catwalk很厲害，視乎誰人較突出。”Lousia
就形容是百花齊放，各有長處，可以互相學
習，Karmen覺得這次外景可以找到自己一些
性格，更清楚自己路線。問到她們會否各自秘
密練兵？Louisa笑言不需要秘密訓練，她們好
大方。Ada笑說這個行程上，大家“什麼都給
人看”，因大家會在房間互相練習，又會給予
意見。問到她們對接下來的港姐競選會否感到
緊張？她們覺得鬆了一口氣，因在港的訓練集

合時間多為早上8時，而旅程中
則要早上4至5時集合，故日後
訓練就不怕會賴床，反而輕鬆
了。而佳麗12日在返港前把握
最後機會，於黃昏遊覽東京鐵
塔，從塔頂高空俯瞰東京全市

風貌，感受當地的繁華，眼界
大開。

香港文
匯報訊（記
者 梁 靜
儀）許志安
13 日 到旺

角出席《明日領袖高峰論壇》，大
會主題是“劃出明日彩虹”，大會
原意想安仔上台演講，鼓勵年輕人
追求自己夢想及貢獻社會，但安仔
自覺不擅詞令，改為獻唱一曲《前
程錦繡》鼓勵年輕人。

安仔坦言從小到大的夢想都不

是當歌手，而是希望做警察，因為
自覺體能好，為了練好體魄，任何
運動他都報名，他說：“試過有一
年學校運動會，因為其他人甩底，
自己參加了100公呎、200公呎、400
公呎、跳高及跳遠，幾乎自己玩
晒，變成三項鐵人，好搞笑。”最
後安仔未有投考警察，反而參加新
秀入行，他覺得這是上天的安排。
他謂當年很喜歡看梁朝偉主演的
《新紮師兄》，之後亦多次扮演過
警察角色，但現在很想嘗試做賊。

談到現實生活中最代表“劃出
彩虹”的成功事蹟？安仔說：“第
一次上電視，因當年新秀比賽入到
決賽電視會現場直播，由於只得一
次機會，所以叫家人錄影，（可滿
意自己的第一次？）當然不滿意，
還記得自己當時穿橙色衫，剪了一
個陸軍裝，行路一拐一拐，不過都
好有紀念價值。”追問他私下最
“劃出彩虹”的事，是否娶了鄭秀
文做老婆？他即笑着承認說：“都
是開心事，好開心的事。”

安仔兒時望當差現想“做賊”

■■許志安許志安

■岑麗香、劉珮玥、吳若希及吳沚默等在郊區
曬住拍攝。

■■韓君婷韓君婷((右右))聯聯
同黃芷晴出席同黃芷晴出席
商場活動商場活動。。

■■馬賽現身撐舊同學陳志嘉場馬賽現身撐舊同學陳志嘉場。。

■■1212位候選港姐完成日本集訓返港位候選港姐完成日本集訓返港。。

■■佳麗在東京鐵塔內留影佳麗在東京鐵塔內留影。。

■■佳麗在日本獲著名化妝師指導佳麗在日本獲著名化妝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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