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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休士頓香港海味城總公司: 休士頓百利大道9968號100-120舖
9968 Bellaire Blvd. #100-120 Houston, TX 77036
Tel:713-772-2889 Fax:713-772-2890

香港美心月餅香港美心月餅
榮華月餅榮華月餅
生計月餅生計月餅

美心冰皮月餅美心冰皮月餅
七星七星伴伴月月
仲夏水果仲夏水果
幻彩粒粒幻彩粒粒
冰皮脆脆冰皮脆脆
榴蓮飄香榴蓮飄香
芒果熱情芒果熱情

中秋節大促銷

專營專營專營﹕﹕﹕鮑參翅肚鮑參翅肚鮑參翅肚﹑﹑﹑野山花旗參野山花旗參野山花旗參﹑﹑﹑精選燕窩盞精選燕窩盞精選燕窩盞﹑﹑﹑紅酒紅酒紅酒
茗茶茗茶茗茶﹑﹑﹑南北乾貨南北乾貨南北乾貨﹑﹑﹑純正藥材純正藥材純正藥材﹑﹑﹑健康食品健康食品健康食品﹒﹒﹒

江瑤柱 $59.99/磅
小元貝 $100.00/3磅
響螺片 $15.99/包
花膠粒 $39.99/磅
靚蝦乾 $29.99/磅

泰國蝦米 $19.99/磅
光面厚菇 $24.99 買一送一
原色雪耳 $8.99 買一送一
寧夏杞子 $13.99 買一送一
紅螺肉 $79.99 買一送一

(酒﹐米﹐批發﹑特價貨品除外)
買一送二買一送二

御盞皇白燕盞御盞皇白燕盞
11OZOZ $$249249..9999
66OZOZ $$13881388..0000
88OZOZ $$21882188..0000

現已上市現已上市

$$$292929...999999
買一送二買一送二

純正白蓮蓉純正白蓮蓉
純紅豆果仁純紅豆果仁
純冬翅月餅純冬翅月餅

20152015德州地區台灣同學會會長會議德州地區台灣同學會會長會議

（本報訊）2015美國客家藝文
巡演休士頓場次於 2015 年 9 月 18
日晚上7:00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
中心隆重登場。這項表演節目是由
休士頓客家會強力邀請苗栗陳家班
北管八音團，特別前來休士頓加演
，全團由鄭榮興團長率領，節目內
容包括客家民謠，絲竹，嗩吶，小
吹等，代表客家八音傳統音樂文化
，是重要歷史文化資產。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組長周
慧宜為表示對苗栗陳家班北管八音
團的歡迎，於 17 日在頂好小館餐
敘接待陳家班北管八音團團員，以
及這一次所有熱心接待八音團的客
家會鄉親，包括管光明會長伉儷，
黃瑪莉副會長，徐正雄前會長與華
美中醫學院梁慎平院長伉儷等也都
應邀出席。

教育組特別強調教育部近年來

相當重視藝術教育向下扎根的工作
，另一方面也積極向海外推展，鼓
勵向國際舞台及各級學校與主流人
士介紹精湛的傳統藝術。教育組感
謝苗栗陳家班北管八音團此次不辭
辛勞，為休士頓帶來如此精彩表演
，同時也感謝客家會默默付出，為
弘揚客家文化盡心盡力。

傳統藝術教育弘揚海外，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熱烈歡迎苗栗陳家班北管八音團

（本報訊）駐休士頓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為加強對德
州地區臺灣留學生的服務與聯繫
，於本年 9 月 18 日與聖湯瑪士大
學(University of St. Thomas) 合作辦
理 2015 年德州地區臺灣同學會會

長聯席會議。共有來自德州各大
學院校14個臺灣同學會，26名會
長及幹部代表出席。活動於9月18
日下午1點30分開始。

本年度同學會長會議的主軸
放在青年領袖的領導力培育，特

別於會中邀請
聖湯瑪斯大學
教授、移民律
師、以及休士
頓警察局警官
針對簽證及移
民法律常識、
在美面試及履
歷撰寫技巧、
留學生安全須
知等進行專題
演講。並由駐
休士頓辦事處

領務組黃浩領務秘書進行業務說
明，提供留學生在美生活的重要
資訊。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黃處長敏境非常重視與青年領
袖互動交流機會，為表達對臺灣
留學生的支持與愛護，於晚間6點
半在休士頓知名的姚餐廳設宴接
待德州各校臺灣同學會代表們。
晚宴亦邀請臺灣國際青年大使美
加團團員、以及臺灣獎學金、華
語獎學金、臺灣獎助學金受獎人
、訪問教師等留臺校友會成員一
同參與。

聯席會議為期 2 天，除了靜
態研討與臺美青年朋友的交流互
動之外，為提供臺灣同學會會長
與企業觀摩交流機會，教育組於9
月19日(星期六)上午9時特別安排

會長及同學代表參訪美國恆豐銀
行總行與 Energo Engineering，實
地走訪休士頓本地企業，並與優
秀企業人士座談，學習各傑出成
功企業家創業及奮鬥的心路歷程
。

（本報訊）王朝旅遊： 中國國航
旅遊大優惠

A.$595回台灣順道遊北京
B. $292 7天江南團. 如9-12 月參

加江南團，客人可任食大閘蟹！
費用包機票， 稅金和團費。可自

由選擇回程日期（半年票）
有效出發日期：9/1 - 12/11/15

、12/25 - 3/25/16
A.$595回台灣順道遊北京

休斯頓-北京-台北-北京-休斯
頓+ 5/7/8天北京遊

行程：天安門廣場-長城-頤和

園-王府井等
B. $292 上海7 天遊

休斯頓-北京-上海-休斯頓+7天
江南水鄉遊團費

行程：上海-蘇州-無錫-杭州-
烏鎮等

北京，中國首都。每個人心中，
都有一個“我愛北京天安門”的北京
情結，都曾夢想著生活在傳說中的紫
禁城；夢想著穿梭在王朔筆下的胡同
和大院；也夢想著爬上萬裡長城，大
喊：我是好漢！

在每個人心中，都一個人屬於自

己的北京。北京是一座包容萬象、海
納百川的城市。三千年的歷史，六朝
故都，這裡薈萃了自元明清以來的中
華文化，薈萃了眾多名勝古蹟和人文
景觀。這裡匯聚了八方來客，宗教、
文化、語言在這裡融合，兼容並蓄。

{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讓你在
旅遊中感受江南，感受上海獨具魅力
的海派文化。周旋歌聲中的'夜上海'，
週潤發的'上海灘'，都描述了上海的形
象。在上海，每幢建築都是一段凝固
的音樂，每個景點背後總有一段耐人
尋味的故事。上海以其內涵豐富的人

文歷史，以
及綺麗多姿
的景色吸引
了眾多的海

內外遊客。不僅在於黃浦江是上海的
母親河，代表著上海的象徵和縮影，
浦江兩岸，薈萃了上海城市景觀的精
華，從這裡你可以看到上海的過去、
更可以看到上海現在繁榮發達和展望
上海的燦爛明天。

上海郊區的許多古鎮具有典型的
江南水鄉風貌，民居傍水而建。蘇州
河道兩旁風景優美，因其小橋流水人
家，有水鄉古城特色，更有“東方威
尼斯”、之稱。蘇州素有“絲綢之都
”、“園林之城”的美譽。

杭州西湖，聞名中外的風景區，
三面環山，被稱為{{人間天堂}}。無
錫自古就是魚米之鄉，無錫有太湖靈
山、大佛、等景點。 “太湖佳絕處，
畢竟在黿頭”就是詩人郭沫若用來形
容無錫太湖的風景。

王朝旅遊推薦的： 北京和上海旅
遊團，全程入住四-五星酒店，包一
日三餐，專業導遊為旅客介紹每一個
旅遊景點，

詳情請與王朝旅遊聯繫。
電話號碼：713-981-886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企業街 6918 號， 精英廣

場地舖14號

王朝旅遊王朝旅遊：：中國國航旅遊大優惠中國國航旅遊大優惠
金城銀行迎中秋慶團圓
準備美味月餅與客戶一同歡慶佳
節
9月25日（FRI）上午10時至下
午3時
總行9315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雙十國慶籌備會與休大台灣同學
會主辦
雙十國慶訪問團-明華園
9日25日(FRI)下午7時
U of H Cullen Performance Hall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6周年
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升旗典禮
9日26日(SAT)上午9時30分
中國人活動中心廣場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舉行
7,8,9月慶生會
9月26日(SAT)上午10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

Eva Wong專題分享
[免疫系統營養健康講座]
9月26日(SAT)上午10時
休士頓第一台灣基督教會

和樂之聲,國立台灣藝大校友會
雙十國慶音樂講座茶會
9月26日(SAT)下午3時
僑教中心203室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舉行
董事長樂團及朱頭皮搖滾創作音
樂演唱會
9月26日(SAT)下午3時至下午5

時
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 Point West Dr.Houston,
TX.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中秋晚會
9月26日(SAT)下午5時
台灣人活動中心

大休斯頓地區慶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周年晚宴
9月26日(SAT)下午6時
West Galeria Hotel
5060 W Alabama St. Houston,
TX.77056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
分會舉辦
雙十國慶中秋賞月郊遊

9月26日(SAT)下午6時至下午9
時30分
Sugar Land Memorial Park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暨天后廟
舉行
第15屆會長及理事長選舉
9月27日(SUN)上午11時30分
德州天后廟
中秋佳節慶賀大典
9月27日(SUN)中午12時
德州天后廟
1507 Delano, Houston,
TX.77003

中大校友會中秋聚會及退休規劃
研討
9月27日(SUN)中午12時至下午
4時

僑教中心106室

美南旅館公會舉行
中秋聯歡賞月晚會
9日27日(SUN)下午5時
Holiday Inn /Clear Lake
302 W.Bay Area Blvd. Webster,
TX. 77598

休斯頓炎黃子孫中秋晚會
9月27日(SUN)下午6時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黃家麟廳

中台禪寺法會
9月27日（SUN）上午11:00
中台禪寺 (12129 Bellaire B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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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慶祝雙十國慶攝影展 臺灣之美廣受歡迎
(本報記者黃麗珊)
由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主辦、雙十國慶籌備會協辦休

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4年雙十國慶台灣之美攝影展於9
月 19 日至 9 月 27 日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
TON,TX.77042的僑教中心展覽廳盛大展出，9月19日下
午3時舉行剪綵儀式，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
境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104國慶籌備會黎淑瑛主
任委員，美國攝影會資深代表 Joe Sanders 先生,越南藝術攝
影學會之會長 武文盛先生休士頓越南攝影學會之董事長
鄧德賢先生,休士頓越南攝影學會之會長 胡和先生,越南影
藝社之會長 阮仙先生,越南圖片社之會長 武德富先生, 影
友之圈之代表阮文級先生,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關本俊會長
、董事長蔡保羅醫師等聯合剪綵.

主持人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公關翁定台博士首先開場
致詞，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己走過二十五年, 有幾個重頭
戲, 第一為慶祝二十五週年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將出版二
十五週年攝影紀念特刊。 本會以著“攝影無國界, 以攝影
會友”。學會的會員來自越南, 台灣, 香港, 大陸。為普及
提高攝影技術, 常結伴同遊。第二重頭戲, 明年休士頓華人
攝影學會將由僑委會協助, 台灣攝影學會的合作,準備組團
返台攝影,歡迎中外人事參加。

第三最重要的是主辦2015年慶祝中華民國104年雙十
國慶, 台灣之美攝影展覽, 今年是第三年以"台灣之美"為主
題的攝影展。

台灣是美麗寶島, 好山好水, 希望有很多中外人士到台

灣觀光。 在這份台灣的地圖, 從北到南都有我們的攝
影作品 : 基隆海岸奇石, 淡水落日,漁人碼頭, 台北市地
標101, 新竹南寮漁港, 日月潭, 二寮月世界, 合歡山野
杜鵑, 花蓮太魯閣, 墾丁國家公園都有攝影的作品。 今
天展出的作品更包括全世界各地的風光與人物, 鳥類,
花卉, 建築, 靜物 等, 一共有100 多件攝影作品, 能夠在
國慶時節 舉辦這樣具有藝術氣息的慶祝活動 ,不僅是
攝影愛好者的一大盛事，更是僑界的無比榮幸。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致詞讚
揚該攝影展為僑界攝影界一大盛事，[台灣之美]是最
美的主題，能夠藉著眾多攝影作品認識有好山、好水
的福爾摩沙.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也致詞表示透過攝影
家的鏡頭完整呈現臺灣的美，還有世界風光，令人相
當感動，並預祝展覽活動圓滿成功，中華民國國運昌
隆.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關本俊會長致謝詞,攝影相關
科技越來越進步，不斷推陳出新的攝影器材、技術，
讓攝影所需要花費的時間、金錢成本逐漸降低。關本
俊會長提到，攝影是種[不完美的藝術]。過去用底片
來攝影的年代，洗出一張照片後，必須細細思索哪些
部分可以再改進，所以拍一張照片要經過仔細的琢磨。而
在現代技術精進下，降低攝影門檻，讓攝影不再是個昂貴
的愛好。關本俊致詞時感謝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對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提供的協助並
恭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黎淑瑛也謝謝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帶來這麼美的作品共同慶祝國家生日
，隨後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僑教中
心莊雅淑主任.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黎淑瑛,休士頓華人攝
影學會關本俊會長,董事長蔡保羅醫師合切慶祝雙十國慶的
喜慶蛋糕,分享與會人士.現場參觀僑胞及中外人士很多，
場面熱鬧,氣氛溫馨.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4104年雙十國慶台灣之美攝影展年雙十國慶台灣之美攝影展
於於99月月1919日下午在僑教中心展覽廳日下午在僑教中心展覽廳,,由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由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104104國慶籌備會黎國慶籌備會黎
淑瑛主任委員淑瑛主任委員，，美國攝影會資深代表美國攝影會資深代表 Joe SandersJoe Sanders 先生先生,,越南越南
藝術攝影學會之會長藝術攝影學會之會長 武文盛先生休士頓越南攝影學會之董事武文盛先生休士頓越南攝影學會之董事
長長 鄧德賢先生鄧德賢先生,,休士頓越南攝影學會之會長休士頓越南攝影學會之會長 胡和先生胡和先生,,越南影越南影
藝社之會長藝社之會長 阮仙先生阮仙先生,,越南圖片社之會長越南圖片社之會長 武德富先生武德富先生,, 影友影友
之圈之代表阮文級先生之圈之代表阮文級先生,,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關本俊會長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關本俊會長、、董董
事長蔡保羅醫師等聯合剪綵事長蔡保羅醫師等聯合剪綵. (.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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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斐陶斐榮譽學會美中分
會（PhiTauPhi Scholastic Honor Soci-
ety Mid America Chapter）於 2015 年 9
月12日中午在芝加哥中國城會賓樓召
開了2015年會，並頒發了2015年度獎
學金。

學會會議委員會李香蘭博士組織
了會議程式，年會在餐廳聚餐交誼之
後，會長李志鍾博士報告了會務，選舉
了新任學會委員會會員，討論了學生
會員加入的要求與批准程式，斐陶斐
榮譽學會美中分會將加強吸收會員，
以及吸收學生會員（免會費）入會。

斐陶斐榮譽學會美中分會每年頒
發獎學金若干名，凡在美中西部的伊
州、印州、密州、俄州、德州、愛州、肯州
與威州各大學就讀之華裔學生，成績
優異，榮獲學術獎，且參加社團或社會
服務績優者, 均可申請。每年於春夏季
期間接受申請。

學會 2015 年度獎學金評審委員
會胡承仁博士報告了今年共有來自美
國中西部八個州的二十一所知名大學
的 37 位在校優秀學生申請（6 名大學
生，31名研究生）。37位學生申請者的
平均GPA為3.79（/4.00）。有很多學生
有研究成果學術論文發表，並都有參
與社團或社會服務，不少獲社會嘉獎。
評審委員會共有六位評審委員：胡承

仁、陳琦、高軼軍、袁丹吉、薛悅馨、李
曼宜（諮詢委員會主席），由胡承仁博
士擔任主席，經過多次反復核查，遴選
出四名出衆的獲獎人：
• 芝加哥大學大學部：丁寧 (Emily
Ding，University of Chicago, B.A. in
Economics, Molecular Engineering Mi-
nor);
• 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大學部：汪思
黎 (Cyril Wa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B.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明尼蘇達大學：鄔宜恒 (I-Heng
Wu,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A. in
Human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Rela-
tions)；
•俄亥俄州立大學：劉家源 (Ka Un
Lao，Ohio State University, Ph.D. in
Chemistry and Biochemistry)。

四位得獎學生不僅學業成績頂
尖，也發表多篇論文，各個屢獲多項榮
譽獎，且積極參與社工服務。每名各得
斐陶斐榮譽學會獎學金美金一千元以
資鼓勵。在年會中由會長李志鍾博士
頒贈了獎學金及証書給這四名優秀得
獎學生。芝加哥大學大學部的丁寧代
表四名優秀得獎學生發表了熱情感人
的發言，她感謝斐陶斐榮譽學會對她/
他們的嘉獎，表示要繼續努力學習，參

加研究，貢獻社會。四名優
秀得獎學生持獎學金証書
與李志鍾博士以及評審委
員們合照留影。

年會邀請到李香蘭博
士做專題演講,題目是美國
與古巴的關係 "U.S.- Cu-
ba Relations: Politics a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李香蘭
博士，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西
班牙語文學系博士，現任芝
加哥州立大學外文系教授。
著有二十餘篇有關中華文
化及西班牙文學的學術著
述，她的演講，對現在美國
與古巴的政治關係及其歷
史的發展進行了深入的研
究與比較，與會者得到資訊
受益良多。

與會者與四名優秀得
獎學生及他們參加會議的
家屬們合照留影，會議在下
午四時圓滿結束。

附記：斐陶斐榮譽學會是於1921
年創始於中國。創始人為當時天津北
洋大學美籍教授愛樂斯 ( Joseph H.
Ehlers)。斐陶斐榮譽學會是中國大學最
早成立的榮譽學會。學會成員多為有
成就的專家學者。斐陶斐 (Phi Tau Phi)

為希臘文 PTP 之譯音，代表哲學，工
學，理 學 (Philosophia, Technologia,
Physiologia)。學會宗旨為選拔賢能，獎
勵學術，崇德敬業，共相勤勉，俾有助
於社會之進步。學會於1954年在美國
成立美東、美西、美中三個分會, 並於
1964年在臺灣恢復總會。美中分會每

年舉行年會並頒贈獎學金予成績優異
的華裔學生。有關更多斐陶斐榮譽學
會美中分會的情況，請看其網站：http:
//www.phitauphima.org/ 。 聯繫或詢
問，請 電 郵 寄 phitauphima@g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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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得獎者獎學金得獎者((左起左起))丁寧丁寧,, 鄔宜恒鄔宜恒,, 劉家源劉家源,, 汪思黎汪思黎

（（左起左起））評審李曼宜評審李曼宜、、獎學金評審主席胡承仁獎學金評審主席胡承仁、、
得獎者丁寧得獎者丁寧、、鄔宜恒鄔宜恒、、劉家源劉家源、、汪思黎汪思黎、、
會長李志鍾會長李志鍾、、評審袁丹吉評審袁丹吉、、評審陳琦評審陳琦。。

與會者和獎學金得獎者合影與會者和獎學金得獎者合影
前排中為會長李志鍾前排中為會長李志鍾，，右二為獎學金評審主席胡承右二為獎學金評審主席胡承，，

後排右五起為獎學金得獎者丁寧後排右五起為獎學金得獎者丁寧,, 汪思黎汪思黎,, 劉家源劉家源,, 鄔宜恒鄔宜恒
專題演講主講李香蘭博士專題演講主講李香蘭博士

((本報訊本報訊))中華民國僑務委員中華民國僑務委員
會會20152015年年「「僑營臺灣美食餐廳僑營臺灣美食餐廳
評選評選」」活動業於本活動業於本((104104))年年77月月44
日至日至88月月1515日由國內餐飲專家日由國內餐飲專家
與芝加哥地區推薦之評選委員與芝加哥地區推薦之評選委員
共同針對初審之餐廳進行實地共同針對初審之餐廳進行實地
評選評選，，並於並於 99 月初在國內由學月初在國內由學
者專家辦理總審會議完竣者專家辦理總審會議完竣。。

芝加哥地區榮獲芝加哥地區榮獲 20152015 年年
「「僑營臺灣美食標章僑營臺灣美食標章」」之餐廳為之餐廳為
527527CAFECAFE’、’、美而香美而香、、望子樹餐望子樹餐
廳等廳等33家海外僑民努力經營的家海外僑民努力經營的
餐飲服務業餐飲服務業，，歡迎大家品嚐具歡迎大家品嚐具
優質臺灣風味美食的店家優質臺灣風味美食的店家。。
餐廳名稱餐廳名稱：：
11、、527527 CAFCAFÉÉ，，地址地址：：527527 DavisDavis

St, Evanston, ILSt, Evanston, IL 6020160201，，電話電話：：
847847--332332--22332233
22、、美 而 香美 而 香，，地 址地 址：：55115511 NN
Broadway St, Chicago ILBroadway St, Chicago IL6064060640
電話電話：：773773--728728--57785778
33、、望子樹餐廳望子樹餐廳，，地址地址：：614614 SS
Wabash Ave, Chicago ILWabash Ave, Chicago IL6060560605
電話電話：：312312--379379--09700970

「2015年僑營臺灣美食標章」餐廳評選出爐

((本報訊本報訊))駐芝加哥臺北經駐芝加哥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將於濟文化辦事處將於 99 月月 1919 日日
((星期六星期六))下午下午11時至時至44時時，，在印在印
第安納波里斯市舉辦之第安納波里斯市舉辦之 20152015
年姊妹市嘉年華活動現場提供年姊妹市嘉年華活動現場提供
行動領務服務行動領務服務，，服務項目包括服務項目包括
申請護照申請護照、、檔驗證及簽證檔驗證及簽證。。

民眾申換中華民國護照民眾申換中華民國護照，，
須攜帶舊護照須攜帶舊護照((其上若無國民其上若無國民
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請檢附戶籍謄本請檢附戶籍謄本
影本影本))、、照片兩張及照片兩張及 4545 美元規美元規
費費，，具僑居身分者另須檢附美具僑居身分者另須檢附美
國護照或綠卡影本國護照或綠卡影本。。

申辦文件驗證者申辦文件驗證者，，須持中須持中

華民國護照正本及影本華民國護照正本及影本，，並於並於
領務人員見證下在授權書上簽領務人員見證下在授權書上簽
名名，，驗證規費每份驗證規費每份1515美元美元。。

申請簽證者申請簽證者，，請先至中華請先至中華
民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線上填民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線上填
寫簽證申請系統寫簽證申請系統((網址網址：：https://https://
visawebapp.boca.gov.tw)visawebapp.boca.gov.tw)線上填線上填
妥資料後妥資料後，，列印含條碼之申請列印含條碼之申請
表表，，並攜帶外國護照正本及照並攜帶外國護照正本及照
片兩張片兩張。。持美國護照者每件收持美國護照者每件收
費費 160160 美元美元，，持其他國家護照持其他國家護照
者為者為5050美元美元。。

申 請 人 另 須 備 妥 郵 資申 請 人 另 須 備 妥 郵 資
(Priority(Priority：：66 美元美元，，ExpressExpress：：2020 美美

元元))，，前述各項費用僅得以現金前述各項費用僅得以現金
或匯票或匯票((抬頭為抬頭為TECO)TECO)方式繳方式繳
納納，，正式收據於辦畢後即連同正式收據於辦畢後即連同
證件寄還申請人證件寄還申請人，，

申辦民眾請先行與駐芝申辦民眾請先行與駐芝
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領務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領務
組聯絡組聯絡((護照護照：：312312--297297--13011301，，
文件驗證文件驗證：：312312--297297--13021302，，簽簽
證證 ：： 312312--297297--13031303，， 傳 真傳 真 ：：
312312--616616--14881488，，電郵電郵：：consulconsul--
ar@tecochicago.org)ar@tecochicago.org)，，確認文件確認文件
齊全齊全。。相關申請表格均可自網相關申請表格均可自網
路下載路下載，，網址網址：：www.taiwanemwww.taiwanem--
bassy.org/US/CHIbassy.org/US/CHI。（。（EE））

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99月月1919日日

於印第安納州提供行動領務服務於印第安納州提供行動領務服務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年度盛事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年度盛事
「「四海同心聯歡大會四海同心聯歡大會」」1010月月99日台北小巨蛋隆重舉行日台北小巨蛋隆重舉行

((本報訊本報訊))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僑務委員會年度盛事僑務委員會年度盛事
——「「四 海 同 心 聯 歡 大四 海 同 心 聯 歡 大
會會」」將於將於1010月月99日日((星期星期
五五))下午下午22時至時至44時在臺時在臺
北小巨蛋舉行北小巨蛋舉行，，以隆以隆
重重、、歡樂及多元的節目歡樂及多元的節目
設計設計，，歡迎海內外僑胞歡迎海內外僑胞
共襄盛舉共襄盛舉、、一同慶祝中一同慶祝中
華民國華民國104104歲生日歲生日。。

僑務委員會委員僑務委員會委員
長陳士魁表示長陳士魁表示，，今年大今年大
會主題為會主題為「「勝利七十勝利七十 璀璀
璨雙十璨雙十」」，，特別以紀念特別以紀念
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
熱情與精神為主軸熱情與精神為主軸，，也也
將邀請到旅居印尼將邀請到旅居印尼、、享享
譽海內外的華人巨星譽海內外的華人巨星

白嘉莉女士專程返國白嘉莉女士專程返國
出席大會出席大會，，擔綱國歌領擔綱國歌領
唱並參與盛會唱並參與盛會；；此外此外，，
大會將以多元的表演大會將以多元的表演
節目設計節目設計，，搭配歷史影搭配歷史影
像與各具特色的影片像與各具特色的影片，，
呈現抗戰勝利與臺灣呈現抗戰勝利與臺灣
光復迄今的時代意義光復迄今的時代意義。。

本次大會節目主本次大會節目主
持人為澎恰恰持人為澎恰恰、、許效許效
舜舜，，演出內容包括演出內容包括「「閃閃
耀新星耀新星 光榮綻放光榮綻放」」、、
「「勇 士 國 魂勇 士 國 魂 鋼 鐵 意鋼 鐵 意
志志」」、、「「華人之光華人之光 時代時代
金曲金曲」」、、「「繁榮進步繁榮進步 幸幸
福樂章福樂章」」、、「「掌中魅力掌中魅力
傳承創新傳承創新」」、、「「凝聚力量凝聚力量
生生不息生生不息」」六大主題六大主題。。

除了華人巨星白除了華人巨星白
嘉莉女士之外嘉莉女士之外，，僑務委僑務委
員會精心安排的演出員會精心安排的演出
團隊還包括臺灣舞蹈團隊還包括臺灣舞蹈
之光之光「「文化大學華岡舞文化大學華岡舞
團團」」、、周遊女士成立之周遊女士成立之
「「明星演唱團明星演唱團」」、、高空特高空特
技名震亞洲的技名震亞洲的「「藝想劇藝想劇
團團」」、、1212 連冠天籟美聲連冠天籟美聲
「「國立興大附中合唱國立興大附中合唱
團團」」、、海軍軍官學校鼓海軍軍官學校鼓
號樂隊號樂隊、、金曲歌後張秀金曲歌後張秀
卿卿、、秀蘭瑪雅秀蘭瑪雅、、新生代新生代
閩南語歌後曹雅雯閩南語歌後曹雅雯、、金金
曲歌王荒山亮曲歌王荒山亮、、臺灣第臺灣第
一原民弦樂團一原民弦樂團「「親愛愛親愛愛
樂樂」」、、無限人形劇場無限人形劇場、、霹霹
靂布袋戲超靂布袋戲超QQ人偶人偶、、華華

人首席亞洲第一沙畫人首席亞洲第一沙畫
藝術家莊明達老師藝術家莊明達老師、、臺臺
灣超人氣雙胞胎童星灣超人氣雙胞胎童星
「「左左右右左左右右」」、、妙齡女子妙齡女子
團體團體「「TPITPI臺灣練習生臺灣練習生」」
等等，，節目精彩萬分節目精彩萬分、、絕絕
對不能錯過對不能錯過。。

僑務委員會表示僑務委員會表示，，
四海同心聯歡大會將四海同心聯歡大會將
由由「「臺灣宏觀電視臺灣宏觀電視」」及及
YouTubeYouTube 網路同步現網路同步現
場場 LiveLive 直播直播((美中時間美中時間
1010 月月 99 日上午日上午 11 時至時至 33
時時))，，「「中視無線臺中視無線臺」」頻道頻道
則於雙十國慶當日則於雙十國慶當日((星星
期六期六))下午下午33時至時至55時精時精
華重播華重播，，歡迎國內外同歡迎國內外同
胞按時收視胞按時收視。。

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詩詞欣賞
作者作者：：張紹清張紹清

讚好友讚好友
彩虹映日滿天色彩虹映日滿天色
芳草競花遍地春芳草競花遍地春
夏緻群星齊勁放夏緻群星齊勁放
寶釵總戴自家人寶釵總戴自家人

心祝心祝
春風求得意春風求得意
夏藕已飄香夏藕已飄香
秋月圓心好秋月圓心好
冬淋祝歲昌冬淋祝歲昌

願好願好
人窮意志宏人窮意志宏
心緻借春風心緻借春風
春曉準來到春曉準來到
幫忙眾好翁幫忙眾好翁

甌江頌甌江頌
甌江清水澈 北岸美人香甌江清水澈 北岸美人香
雙塔西東立 同心南北長雙塔西東立 同心南北長
青田難種玉 麗水偶翻瀾青田難種玉 麗水偶翻瀾
流經甌江際 化求眾願湘流經甌江際 化求眾願湘

憶舊憶舊
憶是溫情總帶香 岠江楊府好風光憶是溫情總帶香 岠江楊府好風光
濤甌起漲引人急 雙塔立分識水揚濤甌起漲引人急 雙塔立分識水揚
年暮仍迷新曲唱 時光倒撥舊時尚年暮仍迷新曲唱 時光倒撥舊時尚
縱言故土馨芳地 難忘從前雜草場縱言故土馨芳地 難忘從前雜草場

老調新歌老調新歌
遠離鄉土隔唐音 年疊歲堆赤子心遠離鄉土隔唐音 年疊歲堆赤子心
忽憶親音催淚滾 方知暮色近黃昏忽憶親音催淚滾 方知暮色近黃昏
黃山景緻勁松茂 甌海人和旭日明黃山景緻勁松茂 甌海人和旭日明
不願間煩融好景 長江後浪永前奔不願間煩融好景 長江後浪永前奔

憑空造貴憑空造貴
尋香觀景看西東 仍是平凡心意紅尋香觀景看西東 仍是平凡心意紅
預算國防貧困濟 心胸成竹造長虹預算國防貧困濟 心胸成竹造長虹
茅槍大砲好熔鐵 器具成鑄益苦農茅槍大砲好熔鐵 器具成鑄益苦農
核彈力強分妙滅 長穿只有仁慈恭核彈力強分妙滅 長穿只有仁慈恭

如意頌如意頌
平生最貴意心同 好捉春晴如意風平生最貴意心同 好捉春晴如意風
晨早起來春曉暖 晚遲歸去晚冬烘晨早起來春曉暖 晚遲歸去晚冬烘
擔挑行路扶相敬 赴宴承歡搶勁紅擔挑行路扶相敬 赴宴承歡搶勁紅
真是理湘穿際闊 春芳來處總湘容真是理湘穿際闊 春芳來處總湘容

((本報訊本報訊))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為慶祝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為慶祝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4104 年雙十國慶年雙十國慶，，特訂於特訂於 104104 年年 1010
月月1111日日((星期日星期日))下午下午22時至時至55時辦理時辦理「「20152015臺臺
灣的孝灣的孝 孝親報天恩孝親報天恩 為父母長輩洗腳暨運動為父母長輩洗腳暨運動
嘉年華會嘉年華會」」活動活動，，期藉此活動提倡孝親倫理觀期藉此活動提倡孝親倫理觀
念念。。歡迎海外僑胞返國參加雙十國慶期間踴歡迎海外僑胞返國參加雙十國慶期間踴

躍參加躍參加，，共襄盛舉共襄盛舉。。
該活動詳細資訊請參閱活動網址該活動詳細資訊請參閱活動網址(http://(http://
www.rocsf.org.tw)www.rocsf.org.tw)，，或逕洽活動聯絡人或逕洽活動聯絡人：：中華中華
民 國 體 育 運 動 總 會 賀 嘉 瑞 先 生民 國 體 育 運 動 總 會 賀 嘉 瑞 先 生，，電 話電 話：：
011011--886886--22--87718771--14221422，， 電 子 郵 件電 子 郵 件 ：：
ben@rocsf.org.twben@rocsf.org.tw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將舉辦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將舉辦
「「20152015臺灣的孝臺灣的孝 孝親報天恩為父母長輩孝親報天恩為父母長輩

洗腳暨運動嘉年華會洗腳暨運動嘉年華會」」提倡孝親倫理觀念提倡孝親倫理觀念

聆聽世界的聲音 多元族裔共譜和平序曲 | 11/07二戰勝利70周年大型慶典
(美南新聞集團/孫雯訊) 由美南新聞主辦，

休斯頓11月7日4萬2千觀眾參與的世界和平盛
會大型系列項目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中。這將
是第一次以【聆聽世界的聲音，多元族裔共同
譜和平序曲】為主導思想，由華人主持，來自
不同族裔熱愛世界和平的社區領導人，政府要
員，國會議員，退伍老兵，社區領袖與社團群
眾等參與的國際性盛會。

9 月 22 日晚，在美南新聞大樓多媒體會所
召開了首次兩岸三地僑界社團，個人代表出席
的動員大會。會上就內部動員，晚會搭建，演
出節目單確認，票務，社團協辦，晚會主席團
，主委會和分組落實進行了全面的溝通與通報
。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本次活動
主席李蔚華在動員講話中表示： 這是一場華人
作為主人，主導的國際性盛會。我們不僅要通
過這次活動聯合起兩岸三地，搭建起和平互助
橋梁，同時也是老僑新僑之間交流和相互理解
的平臺。只有我們所有的華人華僑團結一致把
這次活動辦大，辦好，辦轟動，主流世界才會
聽到我們的聲音，知道在美國，在世界上，有
這樣一個團結，互助，熱愛和平的群體，他們
的力量強大，無論在政界，商界都是無可或缺
的。

在場僑領也紛紛表示，將全力支持這次盛
會，為鑄建與提升華人華僑在美社會形象做出
自己的貢獻！同時，歡迎更多僑社社團，個人
加入我們的大家庭，作為主人，共同站上這次
由華人主導的國際歷史性舞臺。

主席團，導演組，與會僑社各界代表/社團
名單如下:

排名不分先後，會根據各社團的參與逐漸
添加，在會後出版發行紀念特刊，收藏於美國
國會。敬請請關註美南資訊，www.SCdaily.com

僑界共同主席 李蔚華 李秀蘭
僑界共同副主席 方一川 卿梅 程進才 唐心

琴 黎瓊芳 馬新 戴慧怡 鮑玲
秘書長 黃華
總導演，總策劃 劉智元

執行總導演 鮑玲
演出總顧問 朱安平
藝術總監 徐利
舞臺總監 鐘玲
舞臺技術總監 蔡毅
排練指導 虞曉梅 宋笑琳 郭楓
音樂總監 季家錦
黃氏宗親會會長 黃孔威
弘武協會 吳而立

僑灣社，客家社 常中政
世新校友會 陳元華
五邑同鄉會 戴慧怡
東北同鄉會 李秀蘭
中國人活動中心 黃華
大專校聯會，愛心組織，老人服務協會 趙

婉兒
華夏學人 方一川
華僑協會 程美華
上海聯誼會 潘立萍 （潘立萍舞蹈學校）
季家錦小提琴音樂學校 季家錦
笑琳模特表演學校 宋笑琳
華星藝術團 鮑玲 虞曉梅 蔡毅
OAEC 徐利
美國國際電視臺ITV 55.5 著名主持人 馬建

娟子 編導 楊笑
美南新聞 Angela Chen 秦鴻鈞 黃麗珊 孫雯
節目單：（節目單不斷添加完善，每日精

彩新動態，請關註美南資訊微信公共主頁號：
Southernnews了解）

6:00pm 開幕式
7聲和平鐘聲敲響，會場燈光熄滅。寓意二

戰結束70周年。威風鑼鼓轟天齊鳴，寓意從此
開啟崇尚和平的宏偉篇章。大型LED滾動播放
主題視頻，場面將會宏大而深刻。

儀仗隊，同盟國護旗隊，主辦方，政要等
致辭，並進行對二戰老兵代表頒發勛章的紀念
儀式。這將是休斯頓首次以全民族共慶的方式
向老兵致敬，其有著歷史性深遠意義。

6:30 pm 大型綜藝演出正式開始

序曲1945
大氣磅礴的大合唱 “飛翔吧 和平鴿”將以

特殊的形式為在場觀眾呈現，敬請期待。大型
集體紅扇舞造型襯托。

東方藝術教育中心選送雜技 “兄弟力量”
表演者：楊林 楊建

力與美通過通過一堆雙胞胎的心靈感應完
美展現。

中國北京 心靈之聲殘疾人藝術團 選送舞
蹈 “阿裏山風情”

小提琴演奏 “辛德勒的名單”西班牙樂團
“弗拉明戈” 現場樂隊

雙人舞 “天地之和”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選送

中美歌手男女生二重唱 “Danny Boy“
表演者：蔡毅 Shani Cohen

笛蕭舞韻 古典水秀舞與少林功夫結合 潑墨
山水與大型LED互換承影

巴西熱舞 ”嘉年華“
川劇 ”變臉“ 變臉是中國的神秘絕技，也

是川劇的守
家絕活。

中國心
靈之聲殘疾
人 藝 術 團
選送

印度傳
統舞蹈

京劇薈
萃 表 演 者

：王蓉蓉 杜鵬
中國北京京劇院 中央戲曲學院 休斯頓國劇社

墨西哥樂團演奏/演唱
三國時裝秀
越南代表隊
菲律賓代表隊
（中國）休斯頓華星藝術團旗袍秀
尾聲大型舞蹈 ”吉祥天女”
一個不老的傳說，一個不朽的神話，靜穆

純潔的眼神，嫻靜端莊的氣 質，阿娜柔媚的千
手，金碧輝煌的色彩，脫俗超凡的樂曲，優美
典雅的舞 姿，博愛四射的神聖之美，在我們心
中的祝福一樣真誠，只要你的心是善良 的，就
會有一千只手來幫助你，感謝您，讓我們懂得
，擡起那低垂的頭，伸 出那靈動的手，我就是
天使，讓我們感悟著什麼是大愛無形，潤物無
聲。

中國北京心靈之聲殘疾人藝術團全體選送
各學區學生群體大合唱，特定方陣表演，交響
樂團演奏等...

((圖中從左至右圖中從左至右 本次盛會總導演本次盛會總導演，，總策劃總策劃 劉智元劉智元 主主
辦方辦方//主席主席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 共同主席共同主席//執行總導執行總導
演演鮑玲鮑玲))

“文化中國·慰僑演出”精彩回顧！

本
報
記
者
翁
大
嘴
攝

濟南市歌舞劇院表演開場舞蹈濟南市歌舞劇院表演開場舞蹈《《天地喜洋洋天地喜洋洋》》

韓霞演唱歌曲韓霞演唱歌曲《《大地飛歌大地飛歌》，》，
《《望月望月》》

國家一級演員趙福海表演山東快書國家一級演員趙福海表演山東快書《《武松打虎武松打虎》》

““帥飛組合帥飛組合””多種樂器演奏多種樂器演奏《《十全十美十全十美》》
國家一級演員袁慧琴國家一級演員袁慧琴，，青年京劇演員劉壘演唱京劇青年京劇演員劉壘演唱京劇《《沙家沙家
浜浜》》選段選段

張雲峰表演魔術張雲峰表演魔術《《我有一個夢我有一個夢》》

國家一級演員國家一級演員，，北路北路
鄧派山東琴書唯一傳鄧派山東琴書唯一傳
人姚忠賢及大弟子楊人姚忠賢及大弟子楊
珀精彩奉獻山東琴書珀精彩奉獻山東琴書
《《正反話正反話》》及及《《偷年偷年
糕糕》》

美籍女高音歌唱家吳沁演唱美籍女高音歌唱家吳沁演唱《《我愛你中國我愛你中國》》



CC66國際影視 CC33香港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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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磚地磚﹑﹑混凝土混凝土﹑﹑走道走道﹑﹑PatioPatio﹑﹑車道車道﹑﹑
Parking LotParking Lot﹑﹑地基地基﹑﹑天井天井﹑﹑TileTile﹑﹑花道維花道維修修﹒﹒

美聯美聯混凝土混凝土

WE SELL CONCRETEWE SELL CONCRETE
FROMFROM 11~~1010,,000000 YARDSYARDS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專修
地基

專修
地基

致諾電腦

諾致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IT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59

S. Main
HolmesHiram

Clarke

本店

中國教會●
8

6

610

S. Main

Fon dren

22 萬呎展示中心萬呎展示中心

週一﹑二﹑四﹑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六天營業

真能省真能省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傢俱公司傢俱公司

二件式 全套單人床
七件式 客廳組＊
五件式 木面鐵腳餐桌組
五件式 實木餐桌組
三件式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三件式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29
$289
$259
$19
$159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床墊廉售高達71%off

＊含沙發﹑雙人座﹑咖啡桌﹑茶几（2）﹑檯燈（2）

地址﹕12677 Hiram Clarke, Houston距休士頓中國教會約 1 哩

貨真價省貨真價省﹐﹐華人自營華人自營
((華華﹑﹑台台﹑﹑英語英語))美國第一名牌ASHLEY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電話﹕713-723-9116

︵
精
通
華
、
台
、
英
語
︶

廉售:

精修:
特別介紹

大中小型
打印，復印，掃描

三合一(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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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斤辦公機器公司

華人經營,原廠培訓技師,服務品質保證

專精Copiers, Printers, Scanner

電話:713-826-6889
9720 Town Park Dr., Suite #2

Houston, TX 77036

星期四 2015年9月24日 Thursday, September 24, 2015 星期四 2015年9月24日 Thursday, September 24, 2015

基努裏維斯新片啓動
或演合拍片“拉力賽車”

追星沒有極限！南韓團體“FTIS-

LAND”在內地擁有相當高的人氣，前天

主唱李弘基現身杭州銀泰百貨公司，爲韓

國潮牌“PLAC”開幕站台，吸引上千名

女性粉絲到場支持，沒想到樂極生悲，百

貨公司活動會場扛不住粉絲的熱情，現場

發生了推擠踩踏意外，造成多人受傷，更

有3名粉絲因缺氧當唱場昏倒。

爲了看李弘基一眼，迷妹拼了！據報

道，帥主唱李弘基預計前天11點到達杭

州銀泰百貨出席活動，一早6點就有粉絲

到場“卡位”，共有上千名粉絲前往爭

睹偶像一面，當李弘基終于現身時，現

場歡聲雷動，尖叫聲與推擠行動同時開

始，身高175公分的李弘基爲了盡量讓大

家都看到他，因此不斷踮腳揮手，並放

送飛吻，此舉讓粉絲更加失控，保镖一

度擋不住躁動的人群，也開始有粉絲跌

倒並遭到踩踏，現場歡呼聲與哭喊聲並

存，更有人擠到缺氧送醫，但在台上簽

名的李弘基完全不知道發生了這些事情，

直到回家看了新聞才知曉，連忙上微博

慰問粉絲，表示自己知悉後也嚇傻了，

驚呼：“我有這麽紅嗎？！”。

李弘基見面會發生踩踏意外

基努· 裏維斯可能將會出演一部中美

合拍片《拉力賽車》。這部電影被視爲中

國版的《炮彈飛車》，將由中國的基美影

業投資制作，並且將在中國完成取景和拍

攝工作。

事實上，基努· 裏維斯和基美影業的

合作從2013年就開始了。在那一年的北京

電影節上，基美影業宣布和基努· 裏維斯

創立的Campany Films電影公司簽署了合

作協議。未來，雙方將共同開發劇本，投

入電影的創作。

去年10月，基美影業宣布將成爲好萊

塢科幻大片《複制人》的制片方，並全程

參與影片制作。其中《複制人》的男主角

就是基努· 裏維斯。

除了和基美影業的合作以外，基努·

裏維斯這兩年在中國也找了不少的合作夥

伴。2013年，基努· 裏維斯推出了他的導

演處女作《太極俠》，背後的投資方中就

包括中影和萬達這樣的中國制片方，不過

票房並不理想。

2014 年，基努· 裏維斯出演的電影

《急速追殺》的制作方中也出現了華誼兄

弟的身影。

基努· 裏維斯這麽努力地開拓中國市

場可能還是和他近年來不斷走下坡路的

演藝事業有關。從2003年《黑客帝國》

系列完結之後算起，基努· 裏維斯已經很

久沒有什麽特別優秀並且大賣的作品了。

雖然去年的《急速追殺》幫他挽回了一

點面子，但是目前卻也看不出基努· 裏維

斯的事業有什麽起色。把眼光瞄准正在

快速擴張的中國市場倒也是個看上去還

挺合理的選擇。

不過，對于大部分中國觀衆來說，基

努· 裏維斯這個名字也正在變得越來越陌

生，這對于基努· 裏維斯本人以及投資在

基努· 裏維斯身上的基美影業來說都是個

風險。

近日，新版《捉鬼敢死隊》

在美國紐約熱拍，主演梅麗莎·

麥卡西、克裏斯汀· 韋格、萊斯

莉· 瓊斯以及凱特· 麥克金農等主

創現身片場拍最後幾場戲的照片

也已曝光。幾位主創衣著風格誇

張，梅麗莎· 麥卡錫的造型更顯

喜感。

此前外媒曝光了原版《捉鬼

敢死隊》主演俄尼· 哈德森回歸

劇組的消息，目前從片場照來看

無法確定他是否出演原角色，對

粉絲們來說如果有驚喜當然再好

不過。此外，比爾· 默瑞也確定

回歸，將在片中“打醬油”。

原版《捉鬼敢死隊》中的主

角是三名大學教授，他們專門研

究靈異事件，決定離開校園組成

“捉鬼隊”，爲紐約市民提供

“捉鬼”服務。影片在1984年

上映後大受歡迎，在當時攬獲2

億多美金票房。

目前官方還沒有曝光影片的

故事梗概，但“雷神”克裏斯·

海姆斯沃斯等人的加盟爲影片增

添了許多看點。新版《捉鬼敢死

隊》定于2016年7月22日登陸北

美院線。

《捉鬼敢死隊》發新片場照

麥卡西造型喜感

距離還有一個月時間開幕的第28屆

東京國際電影節，日前曝光特別展映作

品片單，西島秀俊主演的《MOZU劇場

版》、傑克· 吉倫哈爾主演《絕命海拔》

等片屆時將在影節上與觀衆見面。

今年的電影節將于10月22日至10月

31日十天內召開，日前已經公布的開幕

片爲《回到未來》系列電影、《迫降航

班》的導演羅伯特· 澤米吉斯執導《雲中

行走》，閉幕片則是本土日本電影《起

終點站》，一部由本田翼、佐藤浩市主

演的講述忘年戀的作品。

而在今年的特別展映單元，影節迎

來了各國優秀電影：傑克· 吉倫哈爾主演

的災難電影《絕命海報》、圍繞二戰中

被納粹掠走的名畫作品《金衣女人》、

羅伯特· 帕丁森和戴恩· 德哈恩主演的

《生活》、《海洋》導演雅克· 貝漢和雅

克· 克魯奧德拍攝的最新紀錄片《四季》

以及希拉裏· 斯萬克主演的有關ALS病症

的電影《溫暖漸凍心》。屆時一道道電

影盛宴將會爲觀衆展現。

特別展映作品名單
開幕片：《雲中行走》（導演：羅

伯特· 澤米吉斯）

閉幕片：《起終點站》（導演：筱

原哲雄）

《絕命海報》（導演：巴塔薩· 科馬

庫）

《金衣女人》（導演：西蒙· 柯蒂

斯）

《溫暖漸凍心》（導演：喬治· 烏爾

夫）

《四季》（導演：雅克· 貝漢和雅

克· 克魯奧德）

《生活》（導演：安東· 寇班）

《MOZU劇場版》（導演：羽住英

一郎）

東京電影節曝展映片單
吉倫哈爾新作等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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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名模樂基兒22
日正式簽約薇妮體雕，並以代言人身份現身在北京舉
行發佈會。
基兒當天一襲透視低胸禮服現身，展現姣好身材，
壓軸走上T台時更與設計師親吻臉頰互動，笑聲不
斷。
看起來狀態不錯的樂基兒談及感情卻有些尷尬，當
問到是否與前夫黎明聯絡時，她笑着跟記者揮手say
goodbye，後講到：“現在大家都有新的生活，（跟黎
明）已經是過去很久的事情了，應該向前看。”談到
是否有人追求時，她則略帶羞澀稱：“我也不太清
楚。”不過立刻表示自己現在一心發展事業，工作安
排很緊密，暫時不會分心想其他。

樂基兒強調現一心發展事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古
巨基23日出席“第十四屆世界傑出華人
獎”頒獎禮，基仔除獲“世界傑出華人
獎”外，並獲法國北歐大學頒授“榮譽
商管博士”，雙喜臨門的基仔心情興奮
又感動，他又公開多謝老闆及太太Lor-
raine：“這次和以往音樂頒獎禮不同，
要多謝公司和老闆楊生（楊受成），因
這幾年來得到他們照顧，還要多謝太
太，她也替我感動。”

之後基仔接受訪問時表示太太23
日也有出席，他說：“在台上我有搜尋
太太在哪，因以往在音樂頒獎禮我都是
說感謝助手，但現在我們的關係已多了
一層，今次正式多謝我太太。”他謂打
算和太太及父母吃飯慶祝。問到太太可
有機會懷孕而達至三喜臨門？基仔坦言
期待收到太太送的大獎：“希望大家給
予時間和空間，我都好期待，（努力
中？）所有獎都要努力！”正在籌備十
月十日開始的跨年巡迴演唱會的基仔又
透露屆時太太也會全程陪伴，因她是自
己最好的工作夥伴。笑問到是否一邊巡
唱一邊努力造人？他笑說：“盡力而

為。”他不諱言最期待太太給自己的大
獎，但今天獲此榮耀亦是人生很大意義
的一天，除了在演藝工作做好本份之
外，亦希望用自己的影響力對社會有正
面影響。至於下次想得到甚麼獎項？他
表示沒有想。

稱在港營商最辛苦捱貴租
談到蔡卓妍與陳偉霆分手一事，基

仔表示有看報道但沒留言細節，亦有以
短訊關心二人，並有收到回覆。問他會
否覺得可惜？他說：“始終感情事是兩
個人的事，作為旁人不便評論太多，我
想他們作出這決定應該已討論過，大家
也是成熟的人，應該會好好討論和處
理，希望在感情事方面，大家可給予多
點空間，很多藝人也希望大家把注意力
放在他們的工作事業上。”他又指早前
拍攝《十二道鋒味》及到澳門演出公司
的演唱會也有遇見二人，當時也沒發現
有任何異樣。

另外，謝霆鋒的製作公司近日裁
員，基仔指有留意報道，看到經理人
Mani 已代霆鋒回應是人力資源的部

署，把資源集中在上海及北京的分公
司。同樣在香港經營生意的基仔，坦言
在香港經營生意最辛苦是租金昂貴，大
家也在努力中。他指自己是懷着一股夢
想去經營，包括設計公司及太太的甜品
店，但生意有賺有蝕，大時大節餅店的
生意會較好，最重要是自己夠投入，為
了打開更多市場，他有時也會到國際時
裝展及時裝周。

獲頒“世界傑出華人獎”
基仔最想收到“妻佗B”獎

兩人在台上分享相識經歷和合作演唱會的點
滴，克勤一句“飛花”唱得不好搞到她失

眠，直至數晚後克勤滿意才令她鬆一口氣。克勤
亦因祖兒一句終於跟得上拍子而釋懷，更爆同一
個動作練到他的兒子都會跳。接着克勤送了首歌
給祖兒，她感動地說：“從來都沒有男人在台上
唱歌給我聽，真的很開心！”兩人唱到晚上11時
51分結束演唱會，奈何觀眾不願離去，兩人再上
台合唱多首，結果唱到凌晨12時20分才離開，被
罰廿萬港元。

兩人均表示未試過唱到這麼晚，祖兒還笑說
克勤答應了翌日清晨送兒子上學，應該唱到凌
晨。克勤笑謂一點悔意亦沒有，亦不願扣歌酬，
祖儿笑指歌酬已存入定期。新年他們會往拉斯維

加斯巡唱，亦會帶家人同行。問到祖兒會否帶男
友“巨龍”同行？她笑謂：“外國地方好像不流
行。”對於師兄尾場來支持，祖兒表示自己不用
上台唱歌給他，指他在台下支持已經很好。

合體騷尾場唱至凌晨遭罰廿萬

克勤克勤：：

香港文匯報訊 容祖兒與李克勤的

12場演唱會順利舉行到最後一場，兩

人的伴侶包括盧淑儀、劉浩龍均現身支

持，還有阿叻夫婦、吳君如、周汶錡、

上山詩娜、黃偉文等。兩人唱至約凌晨

十二時半才肯完場，結果被罰廿萬港

元，兩人笑言：“相信主辦機構不會介

意，不要扣我們的歌酬。”之後將巡唱

至賭城和世界各地，克勤希望該組合像

“左倫右李”般，長做長有。

也沒有
也沒有
也沒有
一點悔意
一點悔意
一點悔意

■■容祖兒與李克勤慶祝容祖兒與李克勤慶祝1212場演唱會圓滿結束場演唱會圓滿結束。。

■■黃偉文與吳君如22日晚來到捧
場。

■古巨基(中)獲“世界傑出華人獎”，
多謝老闆楊受成(右)的照顧。

■■兩人在台上分享合兩人在台上分享合
作演唱會的點滴作演唱會的點滴。。

■■狄波拉偕夫到後台打氣狄波拉偕夫到後台打氣。。

■■基兒以一襲透視低基兒以一襲透視低
胸 禮 服 現 身胸 禮 服 現 身 。。

朱燁朱燁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剛在英國倫敦應邀出席完品
牌時裝騷的楊千嬅，一覺醒來得知有份參演的
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在福岡國際電影節
中，勇奪由觀眾票選的大獎“Fukuoka Film
Festival Audience Award 2015”，即興奮得
走到街上，在早上的英國街頭自拍，希望將這
部電影帶出的愛的訊息傳到世界不同角落！

千嬅透過短訊留言說：“好開心，能夠在

香港以外，也得到觀眾共鳴和喜歡，實在感到
欣慰，和很大的鼓舞。希望一個這樣message
越傳越遠，傳到世界不同的角落。最開心故事
背景是屬於一個香港人發生的故事，而外國觀
眾也能感受到這份愛。感謝導演、監製、五位
可愛的小朋友、整個參與拍攝團隊用心去拍；
和得到觀眾的支持，是值得鼓舞和紀念的一件
事情。”

《五個小孩的校長》福岡奪獎■■千嬅走到英千嬅走到英
國街頭自拍國街頭自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高
志森、徐小明、張明敏與曾智明等人
23日出席《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六十六周年文藝晚會》記者
會，公佈當晚表演的節目內容，包括
張明敏父子同台獻唱、徐小明一家三
口表演舞蹈、阮兆輝與馮寶寶演出粵
劇等。

擔任晚會副文體表演主任的曾智
明希望國慶晚會能帶給觀眾歡樂，也
希望香港人能開開心心。提到前妻黎
瑞恩日前在超市暈倒，曾智明表示從
新聞中得知，也有致電問候對方，知
她現在身體還好。對於小恩子稱與前
夫分開後，雙方溝通反而更好，曾智
明說：“人就是這樣，人總有開心和
不開心。（小朋友有否擔心媽咪？）
問了沒事。”至於中秋節會否一家人
吃飯團圓，曾智明稱當日身在印尼工
作，他笑道：“我家有怪習慣，除過
年外大家有時間就會相聚，而且父母
年紀大，兄弟姊妹又常在外地。”

香港回歸18年，張明敏笑言已做
過3屆特首在任的國慶晚會，今年他更
破天荒與兒子張頌華同台合唱《父
子》一曲，他說：“香港很有趣，藝

人參與國慶節目的熱情比較淡，希望
老中青的藝人都會積極參與。”

擔任晚會總監的高志森，坦言邀
請藝人演出國慶節目有難度，他說：
“10月1日最大的競爭是全中國各地都
有慶祝活動，很多地方會用人民幣邀
請藝人去表演，錢方面我們不夠競
爭，預算與往年差不多，大家明白我
們不會不惜工本去製作。”

■曾智明擔任晚會副文體表演主任。

曾智明知悉前妻身體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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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辦房屋貸款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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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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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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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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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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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著舞的、優雅斯文的，都是韋禮安
，在以 「放開那女孩」演唱會作為攻蛋處
女作時，也放開扛了7年的 「書生」包袱，
與搞神秘的 「姐姐」謝金燕一起唱跳，為
與高雄江蕙封麥與嘉賓小S拼場，兩人攜手
大搞笑，才子放開崩壞。
韋禮安拿過 「金曲最佳新人」、是今年新
科 「金曲最佳作曲人」，首戰小巨蛋，一
改抱著吉他唱歌的斯文形象， 「放開那女
孩」的標題其實是 「放開自己」，彈跳出
場後，隨即定住擺出賈斯汀式的 pose，享
受全場驚呼與掌聲。

韋禮安以百老匯歌舞開場，藍色紳士
西裝，加上一本正經卻帶點喜感的耍帥，
帶領12名舞者大跳搖擺爵士，已經驚人，
還搖起屁股、挑逗觀眾，甚至從3層樓高的
鋼管一溜而下，再以Disco舞配 「轟炸」，
15 分鐘變身 「韋斯汀」。其實是他 2 個月

來苦練30次、每天起床便進入 「舞王」模
式的結果。

斯文底子稍後顯現，情歌韋禮安抱著
吉他登場，一句 「大家好，我是韋禮安」
請歌迷回神，他說： 「對這場地並不陌生
，但今天是我的場子！」冷面笑匠還帶著
全場跟他差不多世代的一萬歌迷，回到
「韋鳥少男時代」，連唱 「流星雨」和
「愛如潮水」等組曲，他笑說： 「這讓我

想到國中時躲在廁所偷唱歌，今天像回到
我家廁所，大家在廁所看我唱歌。」奇妙
的比喻，全場大笑，他加碼： 「歡迎來我
家廁所坐。」

韋禮安力邀謝金燕合唱 「姐姐」。但
「姐姐」搞神秘，彩排都沒現身，請經紀

人代理，兩人未見到面，直接演唱會上過
招。

韋禮安以 「宅男」迎來 「女神」，謝
金燕笑說是跑錯了場，原來不是高
雄二姊的封麥場， 「妳知道今天高
雄的嘉賓是小S，姐姐是幫你，不然
明天沒版面。」韋禮安作勢要抱、
還一付受難者模樣要讓女神解扣檢
驗八塊肌，笑說 「妳來還是我自己
來？或女士優先？」謝金燕還送上
手工製的 「請勿打擾」頭飾，搞笑
要他創作時不受干擾。不管姐姐如
何出招，搞笑細胞也發達的他都能
回擊。

回歸才子本色，韋禮安演唱最佳
作曲得獎作品 「狼」時，隨200萬打
造的吉他舞台上揚50度斜角，唱在
3層樓上的吉他響孔上熱唱，放開個
人的懼高症，隨搖滾昇華。

韋禮安首度攻蛋，家人全員出動
，女友也神秘地自費購票入場，圈
內年輕輩歌手好友到齊，魏德聖、
陶晶瑩與李李仁、戴佩妮、徐佳瑩
、魏如萱、光良、范瑋琪與黑人等
人，都來跟著他一路到安可 「還是
會」，認證這位歌壇新生代會有光
明未來。

韋禮安甩書生包袱
和 「姐姐」 一起唱跳

S.H.E沒同台
田馥甄說真話曝主因

田馥甄（Hebe）昨晚在
高雄巨蛋展開 「如果」巡迴
演唱會，好姊妹 Ella、Selina
同樣沒缺席，雙雙南下捧場
，面對歌迷高喊求 S.H.E 合
體，但三人仍同場不同台，
田馥甄事後則說出真話，透
露主因。

Ella、Selina 力挺好姊妹
開唱，根據《自由時報》報
導，田馥甄談到沒請 Ella、
Selina 上台，她笑說： 「我
怕請神容易送神難！」深怕
兩人站上台霸占麥克風，請

也請不走，才不敢請她們上
台，直白回應也凸顯出三姊
妹的好交情。

而 Hebe 也首唱近期狠
夯的電
影《我
的少女
時代》
的主題
曲〈小
幸運〉
，先前
不曾公
開唱這

首歌，她一開口全場觀眾齊
聲尖叫，掀演唱會高潮，歌
迷興奮直呼賺到。

九球天後助陣《逆轉勝》
潘曉婷獻大銀幕首秀

“給我壹個支點，我就能翻轉地球”，由五月天

怪獸領銜，聯合黃姵嘉、潘曉婷等共同主演，孔玟

燕執導的溫情勵誌電影《逆轉勝》，將於2015年9

月25日在內地公映。影片講述了五月天團長兼吉

他手怪獸（溫尚翊）、長腿萌妹黃姵嘉飾演的叔侄

二人為克服家庭債務困境，攜手征戰臺球賽場的溫

情勵誌故事。為了讓演員更快邁向“臺球高手”的

境界，劇組特邀請臺灣臺球協會會長張明熊來擔

任技術指導，為演員們提供堅實後盾支持。而

潘曉婷、蔡佩真、凱利-費雪、艾利森-費雪、金

佳映、珍妮佛-巴蕾塔、周婕妤、車侑藍、茉莉-

歐思春等壹眾世界女子九球臺球高手，也將在重

要戲份中出鏡。怪獸與黃姵嘉面對這些世界高手

，雖然都有點“怕怕的”，但也都摩拳擦掌迎接戰鬥

，怪獸甚至還“大膽”挑戰九球冠軍蔡佩真，贏得

勝利後怪獸笑言：“運氣也是實力的壹種！”

為了讓演員更快邁向“臺球高手”的境界，電

影《逆轉勝》劇組特邀請臺灣臺球協會會長張明熊

來擔任技術指導，為演員們提供專業支持。而以九

球天後潘曉婷領銜的壹眾世界冠軍，蔡佩真、凱

利· 費雪、艾利森· 費雪、金佳映、珍妮佛· 巴蕾

塔、周婕妤、車侑藍、茉莉· 歐思春等臺球高手，

也借比賽間隙來到片場，在終極對決等重要戲份中

出鏡。

最值得壹提的是，“九球天後”潘曉

婷在《逆轉勝》中本色出鏡，這絕對稱得

上是整部電影中的壹大亮點。與其他幾位

專業球手相比，潘曉婷在本片中不僅有大

量球場對決戲份，還有分量相當的文戲，

其中不乏與實力派演員王識賢這位“黑

道霸主”的言語較力，十分考驗她的演技

。對於潘曉婷本人而言，這也是她第壹次

在影視作品中以主演身份出鏡，這次的拍

攝也給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她也壹直

不遺余力地為這部影片打氣“這是許多從

事臺球專業和臺球愛好者都十分期待的壹

部影片，期待可以有更多熱愛臺球的人走

進影院欣賞《逆轉勝》。”

在電影《逆轉勝》中，怪獸飾演的謝雙豐是橫

掃世界賽場的臺球冠軍。為演好這個角色，早在開

拍前五六個月，怪獸就開始了刻苦練習。不僅每天

花10個小時泡在臺球館，在隨五月天進行世界巡回

演唱會時，也不忘把球桿帶在身邊，擠時間練習，

保持手感。隨著電影《逆轉勝》拍攝的進行，怪獸

也逐漸找到了壹些“球王”的感覺。就算是閑暇時

間裏蔡佩真這樣的世界壹流臺球專業選手來邀球，

他也敢十分“勇猛”地應下來。雖然有些難度球是

在蔡佩真的協助下才得以完成，但怪獸最終竟然成

功戰勝對手，對於這種“僥幸”，怪獸自己也覺得

非常好笑，連連表示：“運氣也是實力的壹種！”

然而“好手感”是奢侈品，在拍攝過程中，怪

獸也因為壹時手感盡失而崩潰過。“那天感覺做什

麽都做不對，拍完後心情非常差，就去球館繼續練

習，到大概淩晨1點，手機突然連續響了二十幾

次。”原來，是技術指導張明熊召集全臺灣幾乎所

有知名球手，為怪獸錄制了加油打氣的視頻。“後

來我就哭了，張指導把視頻傳給我，是想讓我知道

大家都在寄望這部電影，那壹刻我突然意識到，自

己真的沒有時間再沮喪了。”而最終影片呈現出的

效果也說明，怪獸的努力付出和艱苦訓練沒有白費，

球王謝雙豐的形象也因此更加鮮活動人。

據悉，電影《逆轉勝》將於9月25日全國公映。

《紫霞》曝先導預告片
“曠世之戀”相約成謎

由映代碼（北京）傳媒有限公司和神畫

制作有限公司出品，新銳導演苗述執導，徐

潔兒、袁曉超、“韓國舞王”劉承俊以及功

夫明星洪天照等中韓實力演員傾情主演的3D

愛情動作魔幻電影《紫霞》將於10月17日在

全國各大院線公映。近日片方發布名為“桃

花劫”的先導預告片，在視頻中，紫霞仙子

對孫悟空苦苦尋覓，而不空卻對紫霞仙子不

離不棄，這段看似糾葛的“三角戀”似乎融入

了很多新鮮元素，而結尾處紫霞仙子的真情告

白卻似乎為這段“曠世之戀”蒙上壹層薄紗，

她跟孫悟空月圓之夜的相約能否成行？

《紫霞》“桃花劫”先導預告片開篇即

是紫霞仙子對著山川藍天大喊：悟空，我會

找到妳的。正當觀眾對悟空去向充滿好奇時，

畫面突轉，紫霞仙子對著壹臉呆萌的悟空說：

妳是我的，不許喜歡別人！僅僅兩個場景，

已然將徐潔兒版的紫霞仙子跟以往大家熟悉

的溫順柔和的朱茵版紫霞仙子區分開來。雖

說同樣是癡情女子，但是此處的紫霞仙子更

像是如今職場中的禦姐女王，說話擲地有聲

不容反駁，甚至有些“女漢子“的潛質。

周星馳版《大話西遊》中，至尊寶在紫

霞仙子跟白晶晶兩位女子之間糾纏不清，而

首次以女性視角審視這段“曠世之戀”的

《紫霞》卻別出心裁的將兩女壹男設定改變

為兩男壹女。劉承俊飾演的“不空”面對紫

霞仙子不離不棄，他知道已化身至尊寶的孫

悟空失去記憶後，希望紫霞仙子能對自己另

眼看待，然而故事卻似乎並未朝著他期望的

方向發展。

除了紫霞仙子、孫悟空跟不空之間的三

角糾葛之外，影片氣勢恢宏的動作場面也在

“桃花劫”先導預告片中露出冰山壹角。紅

藍雙軍混戰，紫霞仙子大深陷其中，卻仍不

忘記對孫悟空的許諾：我願用我500年修行

換他這壹世平安。不空為了紫霞仙子更是對

“二郎神”楊戩大打出手，不惜與天庭為敵

來向女神表忠心，然而紫霞仙子卻始終對孫

悟空念念不忘。

周星馳版《大話西遊》中紫霞仙子終

究迎來了踏著七彩祥雲的“蓋世英雄”

至尊寶，雖然彼時的至尊寶早已下定決心

脫離俗世壹心求經，但對於紫霞仙子來說

心裏已然心滿意足。而《紫霞》“桃花

劫”先導預告片的結尾處，紫霞仙子依舊

是壹人壹劍壹驢闖江湖，她念叨著：悟

空，我們約定在月圓之夜丹霞山桃花樹下

相見，現在我來了，妳在哪裏？紫霞仙子

依舊在等待著她心目中的“蓋世英雄”，

而至尊寶究竟能否準時赴約，也成了《紫

霞》最大的懸念所在。

白晶晶選擇自行離開，只為成全至尊

寶跟紫霞仙子，不空始終不離不棄，壹生

只想默默守候在紫霞身邊。白晶晶跟不空

看似是失意之人，卻不約而同成為至尊寶

跟紫霞仙子之間的情感讓路人，而至尊寶

跟紫霞仙子能否成功度過“桃花劫”？10

月17日，3D愛情動作魔幻電影《紫霞》帶

妳尋找真相。

提起日本動畫，會自然

聯想到《千與千尋》、《哆

啦A夢》；提起美國動畫，

會聯想到《冰雪奇緣》、

《冰河世紀》；提起中國動

畫，除了壹部喚醒國人情懷

的《大聖歸來》，似乎就只

剩下80年代《大鬧天宮》、

《鐵扇公主》那些模糊的記

憶。30多年後的今天國產原

創動畫的境遇就像壹個小學

還沒畢業的孩子，而好萊塢

工業動畫早已進入博士後陣

營裏虎視眈眈。

成功沒有捷徑，大浪
淘沙後“偏執者”勝。

動畫產業是精英產業，

是人才高度集中的共同體。

壹部優秀作品的生成往往

需要幾百人花上幾年時間

不斷打磨完成，哪怕是高度工業化的好萊塢

動畫工廠，也無法擺脫時間這道枷鎖的束縛，所

以，業內常常用“耐得住寂寞”、“偏執狂”、

“孤獨求敗”等詞語來形容動畫產業集群裏

面的嬌子。時間毒害靈感，流行轉瞬即逝，

如何抓住幾年後受眾的內心，是擺在每壹位

動畫人面前的重大課題。好萊塢工業化制作

認為，文化領先不如科技領先，人工智能的

開發設計首當其沖。而在中國，“顛覆”式

劇情創作在近幾年的電影市場上慢慢生根，

《捉妖記》塑造了中國真人電影中的動畫明星，

《大聖歸來》用了八年時間顛覆了西遊人物的

性格，唐僧成了呆萌的小孩兒，孫悟空成了頹

廢的大叔；而即將在10月23日上映的動畫電影

《龍在哪裏？》用了九年時間顛覆了中國傳統

十二生肖的故事，從生肖重選，擬人化的角色

形象入手，賦予社會人的性格特征；這之後還

有幾部多年籌備的動畫電影即將以優良制作開

辟中國原創動畫的壹個嶄新的時代。

“這個行業真的沒有妳們看上去那麽光

鮮。”電影《龍在哪裏？》的導演胡陞忠如

是說，“在創作之初，我經常在是寂寞中瘋

狂的愛上那些角色，而後將動畫的情節在現

實中不斷的演練，還要運用力學、光學等壹

系列物理常識塑造最真實的動感。”是的，

這個行業的門檻理應是很高的，如果不能走

在制作行業的前端，就不要輕易的嘗試跨過

動畫電影這道門，特別

是那些企圖在電影市場

中渾水摸魚者，其結果

只能是靠山寨而歸入或

低幼、或寄生的境地。

鎖定東方文化精髓，是中國原創動畫責
無旁貸的使命。

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有數不清的瑰寶

等待我們去挖掘。以《功夫熊貓》為例，

這部備受關愛的好萊塢大作只是套了個中

國元素的殼子，植入的內涵完全是美國式

的。《龍在哪裏？》卻反其道而行之，以

南方小鎮為背景，以小眼睛“中國貨”為基

調，摒棄了美國、日本的動畫味道，連天

宮都被打造成紅墻內外的宮殿範，擬人化

的形象不斷演繹詼諧段子，細細品味好似

壹副人間百態的優美畫卷似曾相識。

“妖”捉了，“大聖”回來了，龍在哪？
壹個行業的整體質變，需要依靠業內

無數個體的量變推動。在中國電影市場即

將成為世界電影中心的時代，好萊塢機構

紛紛湧入尋求合作,電影票房紀錄被屢屢刷

新。時不我待，需要更多的“偏執者”集

合起來，鎖定東方文化精髓，做最美的自

己。

《
龍
在
哪
裏
？
》
中
西
合
璧
的

動
畫
美
學
流
光
異
彩

紫霞仙子苦苦尋覓悟空
不空為愛不離不棄

場面恢弘特效絢爛
紫霞仙子、至尊寶遭遇“桃花劫”

世界高手坐鎮
潘曉婷大銀幕主演首秀

怪獸忙偷師

怪獸大膽挑戰世界冠軍 臺球界鼓勵引淚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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