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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世界的聲音聆聽世界的聲音 多元族裔共譜和平序曲多元族裔共譜和平序曲 || 1111//0707二戰勝利二戰勝利7070周年紀念盛會周年紀念盛會
（本報訊）由美南新聞聯合休斯頓市民月

（A city of Houston Citizenship Month Event）,
休斯頓國際貿易中心，休斯頓大學，事業發展
資源處（Career and Recovery Resources,Inc）舉
辦的主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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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式將於6：30 pm正式開始，以【威風

鑼鼓】拉開靜場序幕, 引出主持人. 儀仗隊, 同盟
國護旗隊. 大會主席李蔚華，市長及政要致辭,
政要為二戰老兵主要代表頒發榮譽勛章等儀式
。7：00 pm 演出正式開始。

近日，在國際貿易中心舉辦的國際社團午
餐會上，來自各個國家的駐美代表和政要紛紛

參與了本次盛會的動員活動，並表示將全力支
持美南新聞主辦的本次國際盛會，代表各自的
民族，會員，社區為這次極具意義的歷史性活
動貢獻自己的力量。

本次盛會主席本次盛會主席，，主辦方美南新聞董事長李主辦方美南新聞董事長李
蔚華先生發表講話蔚華先生發表講話。。向世界各族裔愛好和平向世界各族裔愛好和平，，
支持本次盛會的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謝和感激支持本次盛會的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謝和感激。。

休斯頓中華總商會主席休斯頓中華總商會主席C C LeeC C Lee在會上發表支持講話在會上發表支持講話。。

休斯頓議員休斯頓議員
辦公室辦公室，，非非
洲族裔負責洲族裔負責
人代表非裔人代表非裔
美國人對本美國人對本
次盛會表示次盛會表示
全力支持全力支持。。

從西雅圖前來的哥倫比亞商會代表在會從西雅圖前來的哥倫比亞商會代表在會
上表達了對休斯頓這樣一個多元文化豐上表達了對休斯頓這樣一個多元文化豐
富多彩且共榮的全美第四大城市的極大富多彩且共榮的全美第四大城市的極大
驚喜驚喜。。哥倫比亞商會也會全力支持本次哥倫比亞商會也會全力支持本次
活動活動。。

菲律賓商會代菲律賓商會代
表在講話中提表在講話中提
到到，，二戰對於二戰對於
菲律賓以及整菲律賓以及整
個東南亞地區個東南亞地區
的人民都是不的人民都是不
可磨滅的悲痛可磨滅的悲痛
歷史歷史，，並對主並對主
辦方表達了由辦方表達了由
衷的感謝衷的感謝。。情情
到深處到深處，，幾次幾次
哽咽哽咽。。

在各個族裔代表發表過講話後在各個族裔代表發表過講話後，，由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為退伍老兵由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為退伍老兵，，
曾經參加抗戰的華裔老兵路易斯叔叔頒發了全世界第一枚本次國際盛會的紀念獎曾經參加抗戰的華裔老兵路易斯叔叔頒發了全世界第一枚本次國際盛會的紀念獎
章章。。在在1111月月77日當天日當天，，將會有更多的像路易斯叔叔一樣的英雄老兵在國會將會有更多的像路易斯叔叔一樣的英雄老兵在國會，，州政州政
府府，，市政府市政府，，議會議會，，兩岸三地等多方見證下授勛兩岸三地等多方見證下授勛。。場面將宏大場面將宏大，，極具教育和歷史極具教育和歷史
意義意義。。

王朝旅遊親自帶隊王朝旅遊親自帶隊：： 江南江南++台灣環島台灣環島1515天團天團
33月月1919日日-- 44月月22日日 1515天團費天團費：：$$398398 ++超特惠機票超特惠機票

先游江南，再去台灣賞櫻花，泡溫泉， 只
出一團，報名從速！

台灣真的是個很美好的地方，台灣這麼小
一塊島嶼，地質景觀與動植物分佈都豐富的驚
人。在自然資源方面，由於地層板塊運動不斷
的進行，造成臺灣複雜多變的地形地貌，高山
、丘陵、平原、盆地、島嶼、縱谷與海岸等景
觀豐富。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從高山旅到海

洋，從城市旅到鄉村，台灣每一處都是不同的
風光民情與特色。

台灣設置9個國家公園，包括以火山地形著
稱的 「陽明山國家公園」；東部花蓮縣境內，
以立霧溪畔險峻高山峽谷地形而聞名國內外的
「太魯閣國家公園」；以燦爛陽光聞名、位於

臺灣南端，充滿南洋風味的 「墾丁國家公園」
。濃厚的海洋渡假氣息讓人感到輕鬆自在，享

有 「亞洲夏威夷」的美譽。日
月潭則是一顆耀眼的山中明珠
，湖山共融的景色教人嘆絕！
而花東海岸和縱谷，保留了東
臺灣最純淨的自然氣息；這些
都是寶島美麗的召喚與邀約！
「臺灣擁有一切」，葡萄牙人

稱臺灣為 「美麗之島」.
台灣 「美食」為其中一個最鮮
明的代表，舉凡臺菜、或是傳
統小吃、地方特產美食，呈現
出多元豐富的美食饗宴，使臺
灣 「美食王國」之名備受世界

肯定。
臺灣自然觀光資源相當
豐富，更蘊涵著豐富的
生態，只有親身體驗才
能感受大自然神奇奧妙
的無窮力量。臺灣，絕
對是一個讓你驚艷的地

方。毛主席說；“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
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 同理，百聞不如
一見，想要知道台灣是什麼樣子，最好去遊一
遊，親眼看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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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次
普通的旅遊演繹成一次有益的心理文化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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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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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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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是最常拿來與上海比較的台灣城市，
2004年12月中旬，台灣《聯合報》推出“城市
對望”專題，台北作家龍應臺與上海作家王安
憶，以感性的眼光比較了兩地在物質環境及人
文環境方面的差異。上海給人的第一眼印象必
然是嫵媚與繁華；台北因防範水患，河和城被
高墻分隔，城市少了水景的嫵媚，但台北一些
街道濃綠成蔭的景象則是上海沒有的。

王朝旅遊一次性帶你去遊覽兩岸： 台灣與
上海及週邊城市，讓你感受兩岸的文化，環境
及人文方面的差異。兩岸15天行程包括： 上海
，杭州，無錫，蘇州，烏鎮，紹興，寧波， 台
北，宜蘭，花蓮，台東， 高雄，台南，南投等
。先游江南水鄉，再去台灣賞櫻花，又泡溫泉
，是最好的春季旅行計劃。

團費：$398 +超特惠機票
現長榮特惠整程票價不超過 US$900 (機票價格
每天都有變動)

需要了解詳情，請親臨
6918 企業街, 地鋪#A14(中國城精英廣場內, 敦
煌廣場側大通銀行後面)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981-8868
網上查詢www.aaplusvacation.com

【洛杉磯訊】華美銀行之控股公
司華美銀行集團（East West Bancorp,
Inc.，股票代號 EWBC，於 NASDAQ
交易）10 月 21 日公佈 2015 年第三季
度財報，淨利達9千4百10萬美元，
每股獲利0.65美元。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
建民表示，該行第三季度財報表現優
異，淨利達9千4百10萬美元，每股
獲利0.65美元，較2014年同期每股增
長0.01美元或2%；第三季度的盈利穩
健成長，平均總資產報酬率（ROA）
1.22%，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12.23%。

吳建民指出： 「華美銀行在第三
季度持續展現卓越的獲利及成長能力
。截至2015年9月30日，銀行總貸款
額創新記錄，達2百30億美元，較上
季度增長8億4千8百20萬美元或4%

。同時，存款亦穩健增長：截至2015
年9月30日，總存款額創新記錄，達
2百68億美元，較上季度增長12億美
元或5%。第三季度，除貸款及存款顯
著增長外，調整後淨利息收入也較上
季度增長1千3百80萬美元或6%，達
2億3千7百40萬美元；調整後淨利差
從上季度的3.26%增至3.28%。」

吳建民說，華美銀行在各方面不
斷追求進步，持續贏得新客戶的青睞
，財報屢創新紀錄，並積極為銀行長
期的發展和成功鋪路。我們所建立的
紮實基礎和營運體系將帶領華美銀行
在多變的經濟、市場環境下均能持續
成長及獲利。預期華美銀行將在2015
年創下連續六年盈利的紀錄。

2015年第三季度盈利概要：
• 盈利穩健增長 – 2015 年第三季
度淨利達9千4百10萬美元，每股獲

利0.65美元，較去年同期相比，盈利
增長2百20萬美元或2%，每股獲利增
長0.01美元或2%。

• 貸款強勁成長 – 截至 2015
年9月30日，總貸款達2百30億美元
創新紀錄；較2015年第二季度的2百
22 億美元相比，增長 8 億 4 千 8 百 20
萬美元或4%。本季度貸款增長主要來
自於商業貸款增長 4 億 6 千 8 百 50 萬
美元或6%，以及商業地產貸款增長3
億7千4百20萬美元或6%。

• 存款再創新高 – 截至 2015
年9月30日，總存款增長至2百68億
美元創新紀錄，較2015年第二季度增
長 12 億美元或 5%。所有主要存款類
別均有強勁成長。總存款的增長主要
來自於無息活期存款增加6億6千8百
90萬美元或9%、有息支票存款增加3
億6千零40萬美元或13%，以及儲蓄

存款增加1億3千零40萬美元或7%。
• 淨利差上揚 – 淨利息收入

和淨利差每季度增長。2015年第三季
度，調整後淨利息達到2億3千7百40
萬美元，較第二季度增長 1 千 3 百 80
萬美元或6%；調整後淨利差較第二季
度增長兩個基準點，達3.28%。

管理層表示，2015年銀行將繼續
成長，預計第四季度每股盈利約達
0.64至0.66美元，全年每股盈利約達
2.67至2.69美元，較2014年的2.41美
元增長 0.26 至 0.28 美元或 11%至 12%
。華美銀行董事會將於 2015 年 11 月
16日派發第四季普通股股息每股0.20
美元，股東將依其至2015年11月2日
的持股份數獲派股息。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
代號 EWBC 在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

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
現有總資產3百11億美元，在美國和
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 130 處服務網絡
，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
州、內華達州、紐約、麻薩諸塞州、
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在大中華地區，
我們在香港、上海、汕頭和深圳都設
有全方位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
、廣州、台北及廈門亦設有辦事處。
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銀行
服務，位於大華超級市場的超市分行
，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下午七時。
此外，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銀
行、自動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
天24小時的銀行服務。有關華美銀行
2015年第三季度財務報告及相關資料
， 可 在 該 行 網 址 www.eastwestbank.
com查閱。

華美銀行第三季度總貸款及總存款額雙創新紀錄華美銀行第三季度總貸款及總存款額雙創新紀錄
盈利達盈利達99千千44百百1010萬美元萬美元 每股獲利每股獲利00..6565美元美元
較去年同期皆增長較去年同期皆增長22%% 1111月派發第四季股息月派發第四季股息

[美中友好協會]年度GALA
10月 23日（FRI）下午6:
00
金山酒家（2001 Jefferson
，Houston Tx 77003）

美華協會休士頓分會舉辦
年會與募款晚會
10 月 23 日(FRI)下午 6 時
30分
珍寶海鮮城

第12届墨西哥灣國際龍舟
節
台灣傳奇龍舟隊,休斯敦華
裔聯盟参加比賽
10月24日（星期六）上午
8:30開幕
地点：糖城（Sugar Land
）的Brooks Lake at Fluor
地 址 ： 1 Fluor Daniel
Drive,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慈濟基金會后德州分會舉
辦[慈濟健康日]
10月 24日(SAT)上午 9時
30分至中午12時
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TX.77036

「糖城廣場」 開工典禮
10月24日（星期六）上午
10時至中午12時
4899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恆豐銀行
糖城分行後方)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舉行[
健康日]
10月24日（星期六）下午
1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10638 HAMMERLY
BLVD. HOUSTON,
TX.77043

亞美園藝協會舉行園藝講
座
雷曉毛哥專家主講[草坪秋
冬管理及其機具維護]
10月24日（星期六）下午
2時
黃氏宗親會會館
6925 TURTLEWOOD DR.
HOUSTON,TX.77076
休士頓台商會秋季烤肉

10月25日(SUN)上午11時
至下午2時
ELDRIDGE PARK
2511 ELDRIDGE RD.
SUGAR LAND,TX.77478

台灣僑營美食標章授證記
者會
10月25日(SUN)下午2時
30分
僑教中心203會議室

金城銀行與光鹽社聯合主
辦財務及健保講座
10月29日(THUR)上午10
時
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SUITE 255<HOUSTON,
TX. 77036

美南山東同鄉會秋季燒烤
聚會
10 月 25 日（SUN）上午
10:00-下午2：00
(Bayland Park 6400 Bis-
sonnet， Houston TX
77074）

一週活動快報一週活動快報美華協會表揚傑出華裔職員及兩位傑出人士餐會

健康慈濟日健康慈濟日免費免費邀請大家與會邀請大家與會
 





















日期: 2015 年 10 月 24 日（星
期六）
時間: 上午 09:30 – 中午 12:
00
地點： 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Phone: Tel: 713-270-9988

• 流感疫苗注射
• 量血壓
• 膽固醇測量 (請午
夜後禁食)
• 血糖測量 (請午夜
後禁食)
• 身體質量指數BMI
• 身高, 體重
醫師諮詢:

•心臟科
•內科
•牙科
•眼料
•風濕病學科
•產科/婦/產/不孕科
•中醫
• 社會服務諮詢
• 葯物使用諮詢

（本版訊）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將於今年10月24日（星期六）上午9點30分到中午十二點，再度舉辦【慈濟健康日】，和您一起關心您的
健康。地點在6200 CorporateDr. 慈濟會所 靜思堂內，除了免費疫苗注射，先到先打，打完為止。還有一般醫師咨詢外，也提供免費的一般社會
咨詢及藥物咨詢。歡迎有需要的社會大眾，把握機會善加利用，前往靜思堂參加慈濟健康日

歡迎參加!
讓我們為健康加油!

（本報訊）十月二十三曰 (星期五) 晚上
六時三十分, OCA - Greater Houston (美華協
會休士頓分會) 將在珍寶海鮮城舉辦年會, 也
就是一年一度的募款晚會. 美華協會的總部設
在 Washington DC, 是 一 個 501 C3 的
Non-Profit 組織, 在美國有 26 個分會. 宗旨是
維護及爭取亞裔的權益, 特別關心及注意參議
院, 眾議院的提案.

平時在休士頓地區, 每年有多次與律師協
會合作, 協助華裔申請永久居留權及入籍的準

備, 每年有數百人獲益, 協助在休士頓及周圍
城市的華裔大學生團體, 指導他們如何辦活動
, 提供實習獎學金, 協助在校大學生暑期申請
去議會實習的機會, 也參與社區安全計劃, 鼓
勵百姓投票的活動等等.

年會中將表揚休士頓地區公司的傑出華裔
職員及兩位本市傑出的亞裔人士, 今年的傑出
亞裔人士是2015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美南分會的會長林琬真和前首都銀行的董事長
王敦正. We also recognize 5 傑出亞裔員工:
Shirley Kwan(Amegy Bank, Texas), Mark Lee
(AIG Insurance and Retirement), Ting-Ling Sha
(Alief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Sharon Hsu
and Allen Liu(Stone Mountain Properties,Texas).
在此懇請各位來參加餐會, 每人五十元.

美華協會是一個全國性的亞裔組織，主要
宗旨是為亞太裔美國人爭取平等權益及保障人
權的團體。過去休斯頓分會結合稅會及各分會
贈與EEOC 聯合提出Class action law suit 要求
EXXON 改變他們人事申遷對我們亞裔的不平
等待遇。結果EXXOn 改變他們的人事任命策
略。

另外我在大空中心做事時，我們的公司準
備裁員，我聽到風聲要裁三十人。超過廿五人
是亞裔名子。我提出這個問題到美華協會，協
會決定由 National OCA 寫信給每一個太空中
心的公司。"我們了解經濟不景氣,但希望他們
能 夠 尊 重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的
guideline 來處理人事"。後來聽說那份裁員名
單被稅公司收回了。三個月後新名單上只有六
人是亞裔。

這只是兩個小例子。所以我們需要這樣一
個組織替我們注意我們的權益不被輕視。希望
大家多支持和參與及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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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系達拉斯訊】本年度第十三屆書
法比賽已於十月三曰在活動中心大廳舉辦
，參賽者多為許多僑界不同年齡層的書法
愛好者，華人活動中心成立的主要宗旨之
一，即是對宣揚推廣中華文化並令在海外
永續傳承盡一份力。現今評判完畢。各組名
次及獎金分別如下：
公開組：年齡十九歲以上：第一名龍世濤
獎金100元、第二名張凱樂 獎金50元、第
三名鄧衛平 獎金30元。
高級組：年齡十五至十八歲：第一名黃嬿
樺 獎金80元、第二名杜亨順獎金50元。第
三名譚晴中 獎金25元。
中級組：年齡十一至十四歲：第一名翁愛

娥 獎金60元、第二名陳家寶獎金40元、第
三名劉育愷 獎金20元。
初級組：年齡十歲以下：第一名王煜雯獎金
40元、第二名林家儀 獎金20元、第三名劉
芳懿 獎金10元。

頒獎日期預訂在 12 月 5 曰舉行，得獎
作品將在11月底公佈於活動中心大廳，活
動中心將通知各組得獎者，希望得獎者屆
時都能親自上台領獎。

活動中心主辦單位特此向7位書法評
審女士先生致謝，感謝他們在百忙之中前
來評分，7位評判女士先生以姓氏筆劃為序
：李中華先生、李金華女士、焦祖平先生、楊
德進先生、陳啟雄先生、謝宗熙女士及虞定

一先生，此外要感
謝贊助單位：City
of Richardson及僑
委會台灣書院贊
助此項活動。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2015年書法比賽
得獎名單揭曉

高級組參賽者

書法比賽全體合照

公開組參賽者

中級組參賽小朋友 初級組參賽者

比賽現場 比賽現場

責任編輯：XX

医生·女性健康

（养生网）很多的孩子都被身高问题困扰着，每

一个年龄段其实都是有相对的助长食谱的！身高除

了遗传基因外也离不开食物帮忙。你在为宝宝精心

准备长高食物的时候，必须先要明白以下两点：

1、没有绝对的长高食物，最重要的是营养均衡

和饮食多样化；

2、好食物能够帮助孩子长高，但是光靠食物来

长高也不行，同时还要注意睡眠和运动。

宝宝长高食谱
一、虾皮碎菜蛋羹

原料：虾皮 5克、小白菜 50克、鸡蛋 1个、调味

品等。

1、用温水把虾皮洗净泡软，然后切得极碎；

2、小白菜洗净略烫一下，然后也切得极碎；

3、将虾皮、菜末与打散的鸡蛋相混匀，少加水；

4、加少许调味品，上锅蒸，或以微波加热 3-5

分钟。

营养小秘密：虾皮含有丰富的钙和磷，是很好

的食品，应该让宝宝从小接受。小白菜经汆烫后可

以去除部分草酸和植酸，将更有利于钙质的吸收，

鸡蛋的好处自不必说。这样一份蛋羹，至少能满足 6

个月大的宝宝全天蛋白质需要量的 30%, 钙质需要

量的 10%,为宝宝的骨骼发育添砖加瓦。

二、汆肝肉小丸子

原 料：

鸡肝、鸡肉

各 20 克、

南 瓜 50

克、半个蛋

清、葱末、

姜 末 、盐

等。

1、鸡肉

去筋膜与鸡肝一道切成茸；

2、加盐、葱末、姜末、半个蛋清后向一个方向搅

拌；

3、南瓜切碎，下油锅略炒，添水烧开后，下入肉

丸，浮起即熟。

营养小秘密：一个一个富含多种维生素、脂肪

和蛋白质的小丸子，会让宝宝长得更茁壮。尽管是

动物性原料，但是非常软嫩好消化，一般 10个月以

上的宝宝都可以顺利地接受它。

三、鱼泥烩烂面

原料：去骨鱼肉 20克、鸡汤一碗、西红柿半个、

龙须面 25克。

1、西红柿去皮切小块，鱼肉加盐捣烂；

2、烧热底油，炒西红柿，然后加入鸡汤，调味；

3、待汤滚后下入面条，再开后，调小火，下入鱼

泥，慢慢熬一熬，闻到鲜香味道了关火。

营养小秘密：鱼肉不仅可以让宝宝长高，还有

利于他们的大脑发育，变得更聪明。寻常的烩面也

能补充宝宝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能量、维生素和脂

肪。

四、黄芪猪肝汤

原料：黄芪 30 克，五味子 3 克，新鲜猪肝 50

克，新鲜猪腿骨 500克。

1、先将猪肝用清水洗净，切成片；

2、猪腿骨用清水洗净、打碎，与黄芪、五味子一

起放进沙锅内，加适量清水，先用旺火煮沸后，改为

文火煮 1小时，再滤去骨渣和药渣；

3、将猪肝片放进已煮好的猪骨汤内煮熟，加进

味料调味，待温时吃猪肝喝汤。

食物功效：每 100克猪肝中含有蛋白质 21克、

钙 11毫克、磷 270毫克，以及多种维生素。猪腿骨

也含有钙、磷、镁、铁、钾等多种无机元素，配以黄

芪、五味子，有利于蛋白质、钙、磷等成分的吸收，对

小儿长骨的发育甚为有利。

五、鸡肝蛋皮粥

原料：新鲜鸡肝 50克，新鲜鸡蛋一个，大米

100克。

1、先用清水洗净大米，放入沙锅内，加适量清

水煮粥，至大米开花时为度；

2、然后将鸡肝洗净、剁泥，用香油适量炒热，备

用；

3、鸡蛋去壳打匀，放锅内加少许香油制成蛋

皮，切碎。与热鸡肝一起放进粥内，煮至粥稠，待温，

加味料调味食用。每天 2-3次。

食物功效：每 100克鸡肝中含蛋白质 18克、钙

21毫克、磷 260毫克及丰富的维生素 A.鸡蛋则含有

婴幼儿成长需要的卵蛋白和卵球蛋白，以及丰富的

钙、磷等无机盐。

六、猪骨菠菜汤

原料：新鲜猪脊骨 250-500克，菠菜 150-200

克。

制法：用清水洗净猪脊骨，砍碎，放入沙锅内，

加适量清水，先用旺火，后用文火煮 2小时，然后将

洗净的菠菜放入汤中，再煮 10分钟，待温，加入味

料调味，饮汤吃菠菜。

食物功效：猪脊骨含有镁、钙、磷、铁等多种无

机盐，菠菜中所含的酶，对胃及胰腺的分泌功能有

良好的作用。本方是补充镁、铁、钙、磷等无机元素

的较好汤水。

温馨提示：对于小儿的长高，食疗只是一种辅

助方法，还应该配合足够的睡眠、适当的运动。多种

方法共同配合，才能更好地帮助孩子长高。

宝宝长高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补充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骨细胞

的增生和肌肉、脏器的发育都离不开蛋白质。人体

生长发育越快，则越需要补充蛋白质，鱼、虾、瘦肉、

禽蛋、花生、豆制品中都富含优质蛋白质，应注意多

补充。另外，在 5-10月，青少年应适当地多吃一些

鸡蛋，因为鸡蛋含有人体必须的蛋白质、脂肪、糖

类、维生素和无机盐等营养物，容易被人体消化吸

收。一个鸡蛋的营养价值约等于 250克牛奶。在“奥

妙的 5-10月”中，由于生长发育较快，当营养供应

不足的情况下，人体便容易发生软骨病和贫血。鸡

蛋黄中含有大量的钙、磷、铁和维生素 D等可促使

骨质钙化与造血的原料。所以，鸡蛋是促进健康成

长的最佳滋养食品。

二、供给维生素和纤维素。维生素是维持生命

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维生素 A、B、C,是人体生

长发育所必不可少的。动物肝、肾、鸡蛋特别是蔬菜

中含有多种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应多食用一

些新鲜蔬菜。

三、增加矿物质。人体的长高，决定于骨骼的生

长发育，其中下肢长骨的增长与身高最为密切。也

就是说，只有长骨中骺软骨细胞的不断生长，人体

才会长高，钙、磷是骨骼的主要成分，所以，5-10月

份要多补充牛奶、虾皮、豆制品、排骨、骨头汤、海

带、紫菜等含钙、磷丰富的食物。另外，要到户外多

晒太阳，增加紫外线照射机会，以利于体内合成维

生素 D,促使胃肠对钙、磷的吸收，从而保证骨骼的

健康成长。

四、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也是使人体长高

的“营养素”。常言说：人在睡中长。由于睡眠不仅可

消除疲劳，而且在人体入睡后，生长激素分泌比平

时旺盛，并且持续时间较长，有利于长高。因此养成

规律的生活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

盘点宝宝长高的食谱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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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長髮還是短髮都需要精心的護理，每天的護髮步驟
是必不可少的課程之一。下面，就為大家解開護理頭髮的5
大秘訣。

秘訣1 謹慎對待電吹風
雖然我們的日常造型多離不開電吹風，但它對頭髮的傷害

其實很大。因為電吹風既會剝離頭髮的水分，又會刺激頭皮
分泌過量的油脂，尤其在濕發狀態下還容易損害發芯。 所
以平時在家洗髮後，應該盡量避免使用電吹風吹濕發，正確
的做法是用柔軟易吸水的毛巾將頭髮自然蘸干。當不得不使
用電吹風時，也必須與頭髮保持至少5厘米的距離，並盡可
能使用冷風。

秘訣2 善用護髮素
先將頭髮打濕，用護髮素仔細洗淨，直到黏膩乾澀的感覺

消失後，再將少量的洗髮水充分搓揉起泡來清潔頭皮。最後
在頭髮上再次塗上護髮素，用來關閉毛鱗片，鎖定營養。其
實，祇是將護髮素提前多使用了一次，但最後出來的效果就
會完全不一樣哦！

秘訣3 嘗試自己按摩頭皮
想使頭髮始終保持健康的光彩，適當的頭皮按摩就能起到

顯著的效果。 首先將十指張開，從前額沿頭部正中慢慢按
壓頭皮至後腦，然後再從兩邊頭皮按至整個頭部，直到頭部
產生輕微的腫脹感為止。這種按摩手法對於緩解大腦因工作
壓力而引起的緊張或疲勞感，亦同樣有效。

秘訣4 防止頭皮敏感
許多人會臨睡前洗髮，我們祇能依靠吹風機來迅速干發，

可事實上祇是表面頭髮干了，頭皮部分還處在濕潤狀態。這
時候休息，頭皮和枕頭摩擦的濕潤溫暖狀態就造成了頭屑滋
生、頭皮易過敏。所以，正確的洗髮時間應該在清晨，既能
很好地保持髮型，也不易產生頭皮敏感情況。當然，洗髮時
水溫的控制也相當重要，較高的水溫同樣不利於頭皮健康。

秘訣5 哪些食品對頭髮有益
每月頭髮的生長速度多為2--4厘米，把握住這個生長時

機，用有益的食品能有效改善發質。 因為我們頭髮的主體
是由角質化的蛋白質組成的，所以那些富含蛋白質的食品

如：魚類、豆類、奶製品等，都是頭髮必需的營養物質。而
像排骨、豬腳這類富含膠質的食物則可以增加頭髮的潤性，
甚至還包括皮膚的彈性。堅果類的如核桃、腰果、杏仁，均
能很好地補充頭髮的鋅、硒、亞麻酸等礦物質。食譜裡應該
定期出現這些食品，都是能讓秀髮光彩照人的天然源泉。

短髮洗後護髮須知：
如果洗後沒有好好護理頭髮，第二天早晨起來頭髮就會變

成一個 「草窩」，想要補救也來不及。不如在每天洗髮後適
當護理，即有利於發質生長，又為第二天早晨打理髮型奠定
了基礎。用護髮素是整個洗頭過程中非常重要的環節。濕頭
髮磨擦力大，易扯傷。要讓濕發通順最好就是用護髮素。使
用護髮

素時要記得塗滿頭髮，待幾分鐘後再把護髮素沖洗乾淨。
最好保持頭髮垂直沖洗，這樣頭髮就不再凌亂。

STEP 1 取少量的護髮素在手心，並用雙手塗抹均勻。
STEP2 將護髮素塗抹於頭頂的頭髮上，由上至下，避開

頭皮。
STEP3 在髮梢的部分，輕輕揉搓頭髮，讓護髮素滲透入

頭髮。
STEP4 最後，將頭髮捋順，再次將護髮素塗抹均勻。
TIPS：
1 護髮素塗抹在髮梢時，千萬不要用雙手來回的揉搓秀

髮，這樣對秀髮的傷害是非常大的，會破壞秀髮的毛鱗片組
織。

2 護髮素千萬不能直接塗抹在頭皮上，因為這樣護髮素會
殘留在頭皮表面，阻塞毛孔，反而損害了髮根。

香濃美味的牛奶還是愛美人士的 「必備秘密武器」！眾所週知，
喝牛奶、牛奶浴都是通往 「膚如凝脂」這一最高境界的捷徑，而適
當地利用牛奶自製面膜，也未嘗不是居家美眉的法寶。

凍牛奶舒緩曬傷皮膚不講不知，原來牛奶不單能給肌膚營養，而
且基於酵素的作用，亦有消炎、消腫及緩和皮膚緊張的功效。

因此當享受完日光浴後，若發覺面部因日曬而灼傷出現紅腫，可
利用牛奶來護理。

首先，以凍牛奶來洗臉，然後整張面敷上浸過牛奶的化妝棉，或
以薄毛巾蘸上牛奶敷在發燙的患處。假使全身都有疼痛感覺，不妨
浸一浸牛奶浴，這樣，便能使受日光所損傷的皮膚得以舒緩，減少
痛楚及防止炎症的產生。

牛奶面膜去皺兼美白牛奶含有豐富的乳脂肪、維他命與礦物質，
具天然保濕效果，而且容易被皮膚所吸收，能防止肌膚乾燥，並可
修補干紋，美容效果極佳，崇尚天然美容的你不妨試試。

滋潤防皺面膜
1.牛奶+麵粉
方法：將3匙牛奶和3匙麵粉拌勻，調至呈糊狀，塗滿臉部，待面

膜干後，以溫水按照洗臉步驟仔細清洗。
此面膜一星期最多祇能敷兩次，太過頻繁對肌膚反而不好。
2.牛奶+橄欖油+麵粉
方法：取1湯匙牛奶，加數滴橄欖油和少量麵粉拌勻，敷在清潔的

面上，干後以溫水清洗。
此敷面劑具有減少皺紋、增加皮膚彈性功效。
3.牛奶+草莓
方法：將50克草莓搗碎，以雙層紗布過濾，取汁液調入1杯鮮牛

奶中，拌勻後
取草莓奶液塗
於面部及頸部
加以按摩，保
留奶液於面頸
約 15 分 鐘 後

清洗。
據記載此美容奶液為瑞士護膚古秘

方之一，能滋潤、清潔皮膚，具有溫
和的收斂作用，同樣有防皺功效。

漂白祛斑面膜
1.牛奶+雙氧水+麵粉+水

方法：將 1 匙牛奶，兩匙雙氧水，3 匙麵粉及少許水仔細攪拌均
勻，然後用軟刷子塗勻面部，待面膜完全干後，再以溫水清洗掉。
加入製麵膜的水以不含雜質的蒸餾水為佳;敷用時應避免觸及眉毛和
眼睛。

2.牛奶敷面：
可添光澤面膜的好處是具有深層清潔作用，不過，要是無暇自製

面膜，日常單以牛奶敷面的話，祇要持之以恆，一星期敷1-2次，亦
可使肌膚光澤滑溜。

方法：將牛奶倒進潔淨的洗面盆內，然後以薄毛巾敷在臉上;待面
上的牛奶完全乾涸，再等數分鐘後以水清洗便可。

3.消眼浮腫：
牛奶亦具有收緊肌膚功效，若早晨起床發現眼皮浮腫，可用適量

牛奶和醋加開水調勻，然後在眼皮上反覆輕按3至5分鐘，再以熱毛
巾敷片刻，眼皮瞬即消腫。

想方法簡單一點的，可先將兩片化妝棉浸以凍牛奶，然後敷在浮
腫的眼皮上約10分鐘，再用清水洗便可。

4.牛奶浸浴：
治失眠喝牛奶能促進睡眠安穩，浸牛奶浴也可以治失眠。由於浸

牛奶浴可使身心得到鬆弛，加上牛奶香味能安定自律神經，從而發
揮促進熟睡之效果，除此之外，據載常浸牛奶浴對於改善多汗症亦
具良好的功效。

方法：將注入浴槽的水溫調至35至40度，然後倒入2至3公昇牛
奶（以一般浴缸為準），攪拌均勻至半透明，浸泡 20 至 30 分鐘左
右。真是至高無上的享受！

入浴完畢後宜及時把水沖掉，清洗浴槽，這樣一來，浴槽內便不
會留下並非人人喜歡的牛奶味。

5.除蒜臭味：
含牛奶可除去吃大蒜後引起的口臭，方法是含牛奶於口腔中片

刻，然後用溫水漱口，蒜臭味即可祛除。
除手油膩做完廚房工作之後雙手又油又膩時，可利用喝剩的牛奶

洗手，這樣，不但可除去油膩，手部肌膚亦得以保養。
6.身體美白換膚護理具

體步驟如下：
沐浴清潔肌膚。
將鮮牛奶勻以杏蜜粉的

糊漿塗滿全身。
按摩身體軟化肌膚，務

求令牛奶杏蜜發揮滋潤功
效，使肌膚柔軟嫩滑。

經 1 個小時按摩後，蒸
氣，使毛孔擴張發揮深層
潔膚作用，同時軟化肌膚
及增加血液循環。

牛奶幫你嫩滑容顏顏牛奶幫你嫩滑容顏

護理出美

顏

護理出美

顏

發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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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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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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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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年7折優惠享受您最愛的中文電視!

觀看國際節目，需要額外訂購 $10/ 月的國際節目基本套裝或者任何美國頂級 (America’s Top package) 套裝。

重要條款及條件：12個 月每月$10優惠: 適用於新啟動和安裝的DISH用戶。訂購TVB翡翠套裝和台灣天王套裝時，需同時訂購符合資格的美國或DishLatino套裝才可享受優惠。訂購時需提供優惠代碼。頭12個月獲得每月$10月費折扣。12個月後，將收取平日價，除非致電或網上降級套裝。訂購時需提供優惠代碼。頭12個月獲得每月$10月費折扣。12個月後，
將收取平日價，除非致電或網上降級套裝。額外要求：自動付款無紙帳單: 自動付款無紙帳單: 活動優惠價格已反映每個月自動付款無紙帳單機制$10元優惠. 如果取消自動付款, $10元優惠會被移除. 安裝/設備要求：要同時收看國際和美國節目，可能需要第二個衛星碟。只限標準安裝。某些設備均為租用，取消服務時必須把設備寄回DISH，否則將收取設備費。
可能需根據接收器的型號和數目收取額外月費或提前收費。其他：優惠適用於符合資格的新舊客戶。可能有服務開通費用。優惠須要符合相關促銷與住宅客戶協定的條款。可能會有各州報銷費用制度。可能會有附加限制與稅款。優惠於2016年1月13日截止。

订购电话SAVEBIG
訂購時需提起優惠代碼：

不可與其他優惠代碼一起使用

AMERICA’S TOP 120 套裝 
$29.99/月，12 個月。平日價$59.99/月。
訂戶需要信用合格並持有24個月的合約與電子帳單自動付款, 

如果您在24個月內停止服務則會有終止服務費用的產生。

包括本地頻道

JADEWORLDTM TVB 翡翠套裝

$2999
月

平日價

$1999
月

12個月 台灣天王套裝

$2999
月

平日價

$1999
月

12個月 長城平台套裝

$1499
月

平日價

好禮相贈4大频道

收看國際高清頻道需要高清接收器以及符合資格的美國高清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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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星崔振赫膝蓋受傷
提前退伍 3月剛入伍

日本知名影星竹野內豐和相

差17歲的女星倉科加奈戀情被寫

真雜志《FRIDAY》曝光，隨後竹

野內豐事務所承認此事屬實，據

《日刊CYZO》最新消息稱，竹野

內豐和倉科加奈以及妻夫木聰和

MAIKO兩對情侶有望12月結婚。

竹野內豐和倉科加奈因2012

年合作日劇《再一次向你求婚》相

識，並且開始交往。去年十月，竹

野內豐被目擊出入倉科加奈住處，

《FRIDAY》雜志還曝光了此事，

今年三月，他們又被目擊出現在日

本秋葉原購買冰箱和洗衣機，被指

是爲了一起生活做准備。

日前竹野內豐所屬事務所公

開承認此事，並請求粉絲支持他

們。據一位電影記者透露，媒體

和演藝圈內早就有秘密情報，稱

竹野內豐和倉科加奈定于12月

下旬注冊結婚。另外，還有體育

報記者和周刊雜志記者也表示聽

過這個消息。

被指12月結婚的還有去年

八月開始交往的妻夫木聰和

MAIKO，不久前MAIKO出席舞

台劇見面會，被問及結婚問題，

她表示全心投入工作，暫不考慮

個人問題，但同時她也透露兩人

感情進展順利。

一位業內相關人透露，妻夫

木聰上個月底關閉了粉絲俱樂部

，理由是今年已經出道15年 35

歲了，讓粉絲感到困惑。作爲很

重視粉絲的藝人，突然關閉粉絲

俱樂部一般是有大事發生，比如

轉移事務所等，而妻夫木聰沒有

這些問題，這位知情人分析說：

“可能和堀北真希一樣，她也是

結婚前一個月突然關閉粉絲俱樂

部。”而且有報道稱，妻夫木聰

已經和女友互相見過雙方父母，

12月結婚也不意外。

今年日本演藝圈確實喜事連

連，堀北真希和山本耕史閃婚，

福山雅治迎娶吹石一惠，另外還

有DAIGO和北川景子，似乎演

藝圈的結婚潮還要繼續。

今年3月參軍的韓國藝人崔振赫因膝

蓋受傷，已在本月16日提前結束了兵役。

崔振赫的經紀公司今天下午正式宣布

了崔振赫提前結束兵役的消息，稱崔振

赫在服役時膝蓋軟骨嚴重受傷而接受了

左側膝蓋幹細胞軟骨移植手術，該手術

要求患者在術後接受長時間的後續治療

和靜養，因此部隊相關部門判定崔振赫

已不適合繼續服役，在本月16日對其下

達了退伍通知。

崔振赫的經紀公司表示，崔振赫比誰

都希望能夠忠實履行兵役，手術後他也多

次要求繼續服完剩下的兵役，但因爲身體

狀況所限只得接受提前退伍的現實。退伍

後崔振赫將致力于膝蓋的後續治療。

由今年格萊美最大贏家薩姆· 史密斯

（Sam Smith）創作並演唱的第24部007

電影《007：幽靈黨》主題曲《Writing's

On The Wall》在全球發布後，橫掃美國

公告牌、英國單曲榜奪下雙冠軍，並超

越了阿黛爾版的《Skyfall》成爲史上第

一首登頂英國單曲榜的邦德主題曲。由

恢弘大氣的交響樂配合騷姆靈魂磁性的

聲線，將大氣悲壯又些許浪漫的風格盡

情展現，釋放出電影的質感。作爲第一

位演出邦德主題曲的英國男歌手，他寫

出了被稱爲007曆史上最棒的邦德歌曲

之一。

10月21日，片方發布了再次發布一

款音樂制作特輯，騷姆在談到自己創作

這首歌的初衷，是只想要“寫出一首最

棒的愛情歌曲”，而這首歌也獲得007

導演薩姆· 門德斯的誇獎：“主題曲與電

影的感覺和基調相配真的非常重要，它

有助于故事的講述，而當你很早就有了

一首特別喜愛的歌，這首歌會反過來爲

電影提供靈感。而薩姆· 史密斯是最棒的

人選。”

此前，在過去的23部邦德電影中，

從來沒有一首“007”主題曲獲得過英國

榜冠軍(美國榜也只有一首杜蘭杜蘭樂隊

（Duran Duran）的《A View To Kill》

曾經奪冠)，最好成績是阿黛爾（Adele）

和杜蘭杜蘭樂隊獲得的亞軍。而今年，

曾經創下唯一一張在英美兩國均銷售過

百萬張唱片、在今年第57屆格萊美上一

舉拿下包括年度制作、年度單曲、最佳

新人以及最佳流行專輯在內4項大獎的

英國創作歌手，薩姆· 史密斯帶著這首

《Writing's On The Wall》一舉拿下英國

單曲榜（U.K. SinglesChart）、美國公告

牌榜（billboard Trending 140雙料冠軍，

並打破紀錄成爲史上第一首登頂英國單

曲榜的邦德主題曲。

《007：幽靈黨》的前作《007：大

破天幕殺機》曾在全球狂瀾10億美元票

房，後者的主題曲《Skyfall》也成爲年

度旋律，並成功摘得第85屆奧斯卡金像

獎最佳原創歌曲。《Skyfall》的詞曲作

者兼演唱者阿黛爾，更是獲得了在奧斯

卡頒獎典禮現場演繹的機會，技驚四座

風頭一時無兩。

薩姆· 史密斯被國內粉絲親切地稱爲

“騷姆”。巧合的是，他與阿黛爾一樣

來自英國，同樣是創作型歌手；阿黛爾

曾在2009年獲得第51屆格萊美獎年度新

人，而今年騷姆也拿下了格萊美最佳新

人桂冠。更難得的是，“騷姆”同樣擁

有靈魂聲線，在假音的控制方面爐火純

青，真音假音的隨意切換成爲其標志性

唱法，《Writing's On The Wall》副歌中

的假音部分堪稱銷魂。

然而，在榜單成績上成功超越阿黛

爾的騷姆卻表示，自己能演唱《007》主

題曲，靠的是一個“勇”字：“我給我

的美國代理人發了封郵件，也許這是世

界上最狂妄的信。我說：‘有沒有可能

讓我唱邦德電影主題曲？’”“對我來

講，能入選成爲邦德主題曲的候選人，

就已經像做夢一樣。而能真正去做，到

現在我還不敢相信。”

薩姆對創作《007：幽靈黨》主題曲

激動不已，早前在Twitter上發布了一張

自己佩戴幽靈黨戒指的照片，並感慨道

，“爲《007：幽靈黨》創作主題曲並獻

唱，無疑是我音樂事業上的一次登峰造

極。能夠加入英國文化的代表作——

《007》系列電影，實在太激動了，爲這

樣偉大的系列電影創作，我的靈感迸發

，擋都擋不住。”事實也是如此，迸發

的靈感讓他只花20分鍾就完成了《Writ-

ing's On the Wall》的創作。薩姆本人表

示，這是他目前爲止完成最快的歌曲，

而且對方也十分滿意。

雖然是《Writing'sOn The Wall》是

一首短時間內完成的作品，但不妨礙它

成爲一部動人之作，從MV中可以看到

薩姆的用心和對007的情懷。初聽之下

雖然沒有《Skyfall》洗腦，但十分耐聽

，尤其是“騷姆”獨特的假音增加了歌

曲的層次性，抖腿功能卓越。單曲循環

幾次，一定能喚醒你心中的縫紉機。

在優美的歌曲之外，中文版主題曲

MV提供了更多的影片信息。丹尼爾· 克

雷格與莫妮卡· 貝魯奇的激情戲份得到充

分展示，意大利女神大秀美背，與007鏡

前熱吻的鏡頭十分香豔，而被持槍黑衣人

尾隨的鏡頭則暗示了她的悲劇宿命。克雷

格與法國女星——蕾雅· 賽杜的感情糾葛

也浮出水面，兩人的關系初看似敵人，再

看又像情人；賽杜在酒店情挑克雷格的戲

份十分性感可愛，火車上的激情又有告別

的傷感味道，而之後賽杜的一滴淚又引人

遐想。至于他們的命運究竟如何，還是要

等到影片上映後才有分曉。

據悉，《007：幽靈黨》將在11月

13日登陸中國內地銀幕，該片恪守和傳

承007系列電影的經典腔調，采用全膠

片拍攝，在150分鍾正片之內徹底摒棄

CG特效。

《007》曝主題曲幕後花絮

騷姆奪雙榜冠軍

日影星竹野內豐倉科加奈公開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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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何傲兒（Lily）與莊思明等人
前晚出席電影《書中自有魔怪谷》
首映，露背兼騷長腿的Lily化身魔
鬼現身，表示萬聖節是她最喜歡的
節日之一，當日雖然要到佛山出席
活動，但回港後會再約朋友去玩。

Lily最難忘一次是在萬聖節中
扮鴨，提到緋聞男友周子揚早前高
調示愛，Lily就大耍太極表示不
懂回應，也否認無綫向周子揚施
壓。至於老闆林建名上次到馬場似
刻意冷落她，Lily說：“當然不
是，扶住他的重任要交給戴夢夢，
我和夢夢由細玩到大，她是家姐的
好朋友，她也很錫我，老闆也一直
安排工作給我。”

日前莊思明的店舖因漏水損
失慘重，維修費用約要40至50萬
元，由於業主對賠償方面採不積極
態度，思明只好寄望今後生意愈做
愈好。有否擔心一毫子賠償也沒有
時，她說：“不能完全不賠，已經
找了專人跟進，一有問題已即時報
警和找律師處理。”雖然店舖損失
重，但思明仍樂觀態度，不介意短
期內蝕錢，當做生意是長線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黎燕珊主持的《往
事．並不如煙》特地邀請陳秀雯(Amy)剖
白當年由拍拖到離婚的經歷，以及現時
面對愛情的心態。

陳秀雯透露前夫是她的初戀，兩人
因一同拍攝青春劇而認識，很快便決定
結婚，當時年僅21歲的她已是當紅花
旦，因此並沒有向外公開婚訊，“因為
工作關係，我們在台灣低調結婚，完全
無公開，直至有了仔仔先對外公佈。”
生下兒子後，陳秀雯為照顧兒子淡出娛
樂圈，丈夫卻決定去短期修行，對於她
是否一種壓力？她澄清那段時間非外間
形容艱難。“我們都信佛，明白好多人
都會咁做，佢又唔係唔會返，自己當時
兼顧到照顧仔仔。”

分開各自有自己生活
相處20多年，陳秀雯與丈夫始終走

到離婚的一步，她剖白原因：“我們認
識時得十幾歲，不過之後大家思想愈來
愈唔同，分開後反而各自有更適合自己
的生活。”陳秀雯對這段婚姻從沒怨
言，坦言現在跟前夫仍是朋友，仔仔亦
支持他們的決定。

問到因前夫欠債而曾與妹妹反目一
事，陳秀雯仍平靜回應：“兩姊妹總有
爭執，依家我們無事，仲有聯絡。”對
於將來的感情事，陳秀雯並不強求。

香港文匯報訊 歌手梁雨恩(Cathy)日前
在教會舉行分享會及新碟試聽，與苦等她8
年的粉絲們分享心得時，Cathy三度感觸落
淚說：“自認自己做得唔好、唔可愛，但
仍然有你們(粉絲)一直體諒我及呵護我。”
牽動人心的感言完全溶化粉絲，使見證分
享會變成溫馨感人場面。

今次活動是免費入場，特別答謝一班
忠實粉絲的支持，在一個鐘的新碟試聽會
上，Cathy與逾百粉絲們不少互動，將現場
氣氛推到最高點。

對於今次試聽會，Cathy高興地說：
“這是自己回歸樂壇第一次舉行的新碟試
聽會，在現
場見到更多
粉絲來支持
自己，真的
好開心，因
自己在樂壇

裡已經闊別8年，沒
有同大家見面了，所
以今次能夠再唱歌俾
大家聽，使我從心裡
啟發出，只要心中一
團火無滅，堅持自己
信念的話，一切事情
都可以做到的。”
抹乾眼淚後，她又表
示：“得到大家為我
加油，我會做得更好
的，也希望大家一齊
同我跨過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 馬浚偉早前赴無鍚參與拍攝電視劇
《驚天岳雷》工作，稍後還會赴橫店取景。馬浚偉今
次以“特邀演出”身份，在《驚》劇中擔演宋高宗一
角，這是馬浚偉於1998年演出《鹿鼎記》之後，相隔
17年後再做皇帝。原來《鹿鼎記》多年來一直在內地
各大電視台，故而馬浚偉甫入劇組，工作人員已親切
地稱他“皇上”或“小玄子”。

馬浚偉表示，過往在無綫工作，每次收到劇本
後，都會為角色設計演出方法，但是，今次他想在演
出法上有新的突破。馬浚偉坦言想法有變，是因為受
到梁朝偉一段說話的啟發。“梁朝偉在一次訪問中，
提到自己去到一個演戲階段時，曾遇過不知如何演戲
的苦惱，最後梁朝偉決定完全拋開自己的想法，聽從
導演的要求演出。”馬浚偉今次想在演技上尋求突
破，他決定完全聽從導演要求，如果如何？“我試
了，完全可以，是一個突破自己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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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雯與前夫再見是朋友

馬浚偉演宋高宗求突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任賢齊，黃家強，
蘇永康(阿公)及梁漢文(Edmond)組成“男人幫”將於下
月假紅館舉行演唱會，四人近日於網上舉辦“男人幫
幫男人”活動，為一眾男性網友解答疑難，當中話題
搞笑連場，四子亦妙語連珠，期間更爆出已為人父的
小齊竟然從沒向老婆求過婚，當場被其他三子斥責過
分，很對不起太太，小齊當場啞口無
言，三子提議小齊藉紅館開騷，當
萬多粉絲面前向太太求婚，以及和
太太影婚紗相補數。

事緣“男人幫”被男網友問到求
婚招數，藉以從中偷橋，原來除了小
齊之外，其他三人向太太求婚時均花
盡心思。

有網友問他們男人應否留下私己
錢，他們表示贊同要有私己錢，絕不
會效法發哥把所有錢交給發嫂管，不
然有日跟老婆鬧翻被趕出街，豈非連

答的士錢也沒有就慘了。
又有網友與女朋友分手，女友竟然用“Beyond復

合我就同你復合”作打發，求家強幫下忙讓Beyond 復
合。家強說：“睇完演唱會咪又同你散過！沒有意
思，其實要Beyond復合是沒可能，個女仔是想講，你
不要再找我啦！”

男人幫贊同男人應留私己錢 梁
雨
恩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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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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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洪卓立

(Ken)、泳兒、羅力威、鍾舒漫、許靖韻等一眾

英皇歌手前晚現身“英皇新秀歌唱大賽2015

總決賽”，除了擔任表演嘉賓外，亦有參

與復活賽與參賽者合唱，十位新秀參

賽者連番激戰後，終由九號張可

永奪得冠軍殊榮！而有參賽者

可能太過緊張，以致演出

失準。當晚英皇老闆

楊受成有到場為參

賽者打氣。張可永成應屆英皇新秀冠軍張可永成應屆英皇新秀冠軍

泳兒泳兒3333歲生日歲生日

獲男友贈狗獲男友贈狗

■梁雨恩多謝粉絲多年支持。

■■泳兒剛過生日泳兒剛過生日，，她透露她透露
今年生日是吃個不停今年生日是吃個不停。。

■■鍾舒漫於台上分享唱歌技巧鍾舒漫於台上分享唱歌技巧。。
■■洪卓立讚女友是一個好洪卓立讚女友是一個好
女仔女仔，，不追崇物質不追崇物質。。

■溫哥華回港的張
可永奪得新秀冠
軍，當晚英皇老闆
楊受成、高層吳雨
及眾英皇歌手到場
為參賽者打氣。

■■男人幫解答男人幫解答
問題問題。。

張可永成應屆英皇新秀冠軍

泳兒選唱劇集主題曲《獨一無
二》，又與參賽者合唱《花無

雪》，她首次現場演繹完整版《獨一無
二》，她表示：“這首歌幾難唱，沒有
抖氣位，事前要跑步練氣。”

泳兒於本月16日33歲生日，她透
露今年生日是吃個不停，共吃下五、六餐飯，正日便
和相隔一天生日的湯怡在家搞燒烤派對。說到洪卓立
本想為女友湯怡帶來驚喜派對，最後演變成湯怡“露
底”人前？泳兒表示沒看到，反問有沒有片可看。泳
兒今年最開心是收到男友送了一隻狗做生日禮物，她
表示很想養多隻狗，本身已有一隻，自己不在家時牠
很悶，現在多隻弟弟陪牠，希望牠們相親相愛，屋企
更加熱鬧。

洪卓立湯怡沒七年之癢
洪卓立聲音疲憊接受傳媒訪問，他解釋為了23日

的演出綵排了好幾小時，繼而再為新秀騷排練，所以
要留力表演，不過日前為女友湯怡慶祝生日便沒有留
力。

說到泳兒想重溫湯怡“露底”片段，Ken即說：
“沒預計她返到屋企便除褲，好彩沒拍片，就算拍了
都會刪走。”問他如何逗回女友開心？Ken謂：“她
正日生日要開工，戲中扮演郭富城手下，相當巴閉，
所以便要提早食飯慶祝，最初訂了到山頂吃飯，後來
她拍戲遲收便改回家，由我親手炮製海鮮大餐，但她
見到我雞手鴨腳，為怕浪費食物，最後由烹調到洗碗
有一半是她幫手。

”Ken甜絲絲大讚女友：“她是一
個好女仔，不是追崇物質，最重要是大
家開心心食餐飯便可以。Ken說：“沒
有送生日禮物給女友，除了情人節送禮
物，我們有個低B約定，互相不送生日
禮物，送的話便要罰，其實平時我都有
送，她是想幫我慳錢，(娶得過？)不是每
個人都要物質的，我們已經拍拖8年，
只求開心吃餐飯，也沒七年之癢這回

事。”

羅力威否認被撞破拍拖黑面
羅力威與女友雨僑早前被傳媒發現拍拖時，被指

當場黑面，對此，羅力威否認其事，他解釋當日是中
秋正日，自已心情很開心，當見到傳媒
一刻時感到愕然，但又佯裝冷靜，如
果有黑面不怕說出來，但自己又無，
可能沒答問題，他們便加上個人意
見，總之沒對該位記者妹妹黑面。羅力
威自言即場扮不出聲沒笑容乃個人風
格，問他與女友關係是否抱公開態度？
他謂：“大家知我平常都不想張揚私人
事，多謝大家關心。”

新秀冠軍張可永剛在溫哥華完成
學業，專程回港參賽，他透露：“之
前已經參加過三個比賽，吸收經驗對
這次參賽大有幫助，希望日後可以在唱
歌和拍戲方面發展，更視王力宏為目 標，他又
識作曲和拍戲，好多樂器都識，我自己識四種樂器，
希望有日像他一樣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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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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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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應得金鐘51特別貢獻獎
從上周五 16 日起，全台臉書

、大陸微博就被 「康熙來了」大
洗版，各種康熙停播的分析、回
顧康熙的片段、網友的哀怨聲，
只要這段期間滑過臉書，一定都
能看到康熙的消息。上班族看康
熙獲得情緒的宣洩、學生族群看
康熙能捧腹大笑、大陸網友看康
熙，一窺台灣的言論自由與趣味
言論。

「康熙」可以說是台灣電視
節目史上，第一個兩岸同時受歡
迎的節目。如今康熙吹起熄燈號
，讓人憂心的是，台灣還能有下
一個 「康熙」嗎？

答案恐怕是 「現階段沒有」
，但不代表 「未來沒有」。

走過近12年康熙，在2004年
1月5日開播，過了不到一個月，
2004年2月4日，臉書創立，而這
段期間，也正好趕上兩岸瘋網路
的重要年代。

透過 「網路」、 「視頻」與
「社群媒體」， 「康熙」正好趕

上了這波風潮， 「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康熙正好就是那星星之
火，以燎原之姿迅速燃起兩岸的
話題。

在當時，康熙開創了一個亦
莊亦諧的談話性節目，有別於以
往探索藝人內心的深度訪談節目
，康熙以一種活潑、輕鬆且好吸
收的節目型態，迅速累積人氣與

話題討論度。
這股討論度，或許透過

BBS、MSN、YouTube 甚至到
後來的微博、臉書、視頻等不
停傳閱、討論，小 S 愛挖八卦
、趣味言行舉止，蔡康永的知
性與幽默，讓這個節目，每一
集都有話題與引發人們討論的
渴望。

小 S 的語錄，更成為兩岸
人民共通的 「通俗語言」，許
多年輕人總會習慣說上幾句
「叫警察」、 「把我的槍拿來

」等幾句小S在康熙的金句。
有人說，康熙是拜言論自

由之賜，讓節目可在大陸走紅
，在還沒有販賣播送權到大陸
時，就已經有數以十萬、百萬
計的大陸網友，翻牆到台灣網
路看康熙，但請別忘了， 「網
路」兩字。

康熙走紅大陸的重要推手
，可以說是微博，又或是那些大
陸知名網站的論壇，即使在大陸
各種砸大錢的選秀、歌唱、實境
節目中，康熙始終在大陸網友心
中占有一席之地，網路與社群媒
體的傳播力，功不可沒。

台灣那麼多 「得過金鐘獎」
、或是收視率高的綜藝節目，還
有什麼節目可以如同 「康熙來了
」跨過台灣海峽，在文化與流行
上能夠深刻影響？

眼前看，似乎是沒有，其他
同質性的談話性節目，話題與討
論度都走不出台灣，更多的大型
綜藝節目，除了強調本土市場的
節目，如 「華視天王豬哥秀」、
「綜藝大集合」等，也沒人能走

出台灣，放眼兩岸市場。
「康熙」至今給台灣節目圈

最寶貴的一課，那便是 「不一定
要大成本、大製作，才能被吸引
」，找到節目構成最精彩的DNA

，小成本、有創意與構思，也能
走出台灣，贏得最多的眼球。

從康熙停播引發的群眾效應
來看，回顧今年金鐘50評審批評
台灣綜藝節目 「品質低落、創意
不足、娛樂不夠、知識沒有」，
這兩相對照一下，答案昭然若揭
。

一個綜藝節目，在停播時，
能引發如此多網友的惋惜與討論
度，這才代表了這個節目，透過

電視/網路，與台灣如此多的觀眾
產生的情感連結度，我相信對許
多閱聽大眾來說，什麼叫做一個
好的綜藝節目？那就是 「當停播
時，觀眾會惋惜的」，誰說一定
要製作多麼精良的綜藝節目，才
叫好節目。

如果明年金鐘 51，能有綜藝
節目的特別貢獻獎，我想， 「康
熙來了」實至名歸。

收鑽戒嫁陳曉？
陳妍希：享受戀愛喜悅

陳妍希與陳曉 21 日凌晨爆
出婚訊，傳言男方買下約815萬
元台幣的兩克拉鑽戒，在兩人同
遊巴黎時求婚成功。陳妍希對喜
訊沒承認也不否認，回訊媒體
「我愛你」，並透過經紀公司表

示： 「現在真的很享受快樂戀愛
的喜悅，有進一步消息一定會通
知大家，感謝大家關心。」

據悉，10月6日，曾有網友
爆料在西班牙偶遇陳妍希陳曉，
當時女方手上戴著一個大戒指。
而在 10 月 18 日，亦有網友爆料
稱陳曉向陳妍希求婚，並一同發

布了一段二人擁吻的視頻（影片
）。

陳妍希與陳曉合作 「神鵰俠
侶」假戲真做，今年8月大方認
愛，還隔空互相用手 「比愛心」
放閃。陳受訪時曾透露，殺青後
兩人並不常碰面，今年初男方來
台工作時相約吃飯，才擦出愛火
，3月時透過通訊軟體告白，兩
人才開始交往。

剛爆出戀情時，一度傳出陳
妍希在拍戲片場乾嘔，疑似懷孕
，但她上傳蹦蹦跳跳運動的影片
間接闢謠。兩人愛正濃，至今交

往約半年，就傳出婚訊，
雖雙方未正面承認喜事，
卻也沒否認，看來已認定
對方。

而陳妍希好友鄭元暢21
日在橫店秦皇宮出席 「仙
劍奇俠傳伍—云之凡」電

視劇記者會，他說沒聽好友說被
求婚，但對此不驚訝，因兩人本
來就是以結婚為前提交往，好友
遇到真愛他也很祝福。

鄭元暢透露自己從小就是
「仙劍奇俠傳」電動迷，曾扮演

電玩中的角色、首次演出古裝劇
很興奮，大呼 「美夢成真」。只
是拍攝期正值夏天，橫店的高溫
加上長髮頭套和厚達 3、4 層的
造型也讓他吃足苦頭，自備涼感
噴霧、涼感貼、小電扇和行動冷
氣，有時頭套太重，拍一拍不小

心就會變成鳳眼，
自嘲頭套有超好的
拉皮緊實效果。
閨密楊丞琳則說：
「任何人有喜事都

是開心的事，有天
輪 到 我 的 小 寶 貝
（指妍希），我也
會很開心。」郭靜
也說： 「我也是剛
剛看到新聞！非常
驚喜。如果是真的
，真的要好好恭喜
、祝福！希望男生
要好好照顧女生。
」

若遇年輕的自己
林依晨想對她說這句話

林依晨在電影 「234說愛你」中
飾演初出社會的大學畢業生，她接
受 「美麗佳人」雜誌專訪時被問到
最想和20歲的自己說什麼？她答：

「勇敢地多談幾次戀愛，受傷了也
沒關係。身邊有很多愛你的人，你
會復原的，別擔心。」

林依晨覺得，要勇敢的多痛幾
次，才對了解自己有幫
助，對很多事情更有包
容力， 「想要體會情緒
的最高點和最低點，是
為了更看清楚自己的樣
子。這麼做不單只為了
職業，還為了與家人的
相處、將來與小孩的相
處，與自己的相處。」
言談中也透露了成為人
妻後想當媽的念頭。

許多戲迷覺得她演什
麼像什麼，被問到哪個
角色最像自己？林依晨
跳脫外界既定 「程又青
」的答案，她說是 「射
鵰英雄傳」中的 「黃蓉
」， 「她跟我最不像也
最像。她滿嗆的，有很
多心機：有時候內藏，
有時候外顯。對人的好
惡很清楚，尤其你要是
她討厭的人，她絕對會
讓你感覺到。我是儘量
不想讓人感覺不舒服。
」

《壞蛋必須死》曝“撞線”版海報
領跑引爆賀歲檔

犯罪喜劇電影《壞蛋必須死》今日
曝光“撞線”版海報，並宣布全國校園
巡回即將拉開序幕。最新版海報畫面中，
陳柏霖孫藝珍攜眾主演抱著短腿小黑豬
奔跑沖線，面部盡顯“顏藝”表情丟掉
偶像包袱，影片的歡樂、“逗逼”屬性
展露無遺。同時寓意《壞蛋必須死》勇
猛“撞線”，領跑賀歲檔，打響歡樂賀
歲第壹槍。同時，片方預告電影主創校
園巡回即將開啟，壞蛋團即將沖進校園，
帶領青春勢力嗨翻各大高校。

據悉，電影《壞蛋必須死》由馮小剛
攜手韓國著名導演姜帝圭聯合監制，北京
新力量影視文化有限公司、華誼兄弟傳媒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大道行知文化傳媒有
限公司和華誼兄弟國際有限公司共同出品。
電影中匯集了陳柏霖、孫藝珍、喬振宇、
申賢俊、楊旭文、丁文博等全明星卡司陣
容，影片將於11月27日全國公映。

在今日公布的海報裏，各位主演共
同奔跑，撞破黃色警戒線，引來網友調
侃：壞蛋團領銜主演“奔跑吧！壞蛋”。

強子哥陳柏霖
依然遭受著捆
綁 Play，即使

上臂被束縛著，仍然抱著小嘿豬勇猛撞
線。女神孫藝珍則依然面露兇相持槍越
線，三兒喬振宇、帕帕楊旭文以及大頭
丁博文三人則面露“做賊心虛”的狼狽
之色，以百米沖刺之勢奮力狂奔。這更
加加深了此前公布的眾多物料透露出的
“人人皆壞蛋”的感覺，讓人更加疑惑，
這些人到底都幹了些什麽壞事？！海報
中眾人面露“顏藝”的表情，酷帥偶像
包袱頓時全無，網友們紛紛表示要將其
納入“壞蛋豪華表情包”。同時，男神
女神們的大長腿也格外搶鏡，讓不少粉
絲在心裏又花癡了壹把。

這款“撞線”版海報同時也寓意著
電影《壞蛋必須死》沖進賀歲檔，將作
為率先開啟賀歲檔的電影，以它獨樹壹
幟的的風格類型領跑賀歲檔，用歡樂的
觀影體驗提前引爆觀眾們的觀影熱情。

電影《壞蛋必須死》在此前的觀眾
試映中收獲眾多好評，接著又在釜山電
影節上大放光彩，釜山首映後更是不僅
被國際影評人稱贊“工藝講究”，還獲

得了普通觀眾多方位的稱贊，口碑爆棚。
電影給觀眾留下的深刻印象的部分除了
劇情緊湊、懸念叠起以外，最引人矚目
的要數電影突出的青春活力、歡樂搞笑
的特質，這亦完美契合了當下年輕觀眾
的High點。既然好評從年輕人中來，電
影也要到他們當中去，片方此次也借
“撞線”版海報，預告《壞蛋必須死》
的全國校園巡回即將開啟，電影主創將
“跑”進校園，帶領高校年輕小夥伴們
壹起“燥起來”。屆時幸運的同學們不
僅可以提前壹睹“壞蛋”真容，還能與
電影主創來壹次全方位“親密接觸”，
更有機會親眼目睹小嘿豬賣萌耍賤。片
方表示，希望本電影能夠在賀歲檔來臨
之際搶先給觀眾註入壹劑青春“雞血”，
讓正年輕著的更加“歡脫”，覺得青春
不再的“放下包袱，起來嗨！”

電影《壞蛋必須死》將於11月27日
全面公映，影片由北京新力量影視文化有
限公司、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大道行知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上海
合壹科文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華
誼兄弟國際有限公司、合壹影業有限公司、
福建時代眾樂影業有限公司、北京鑫寶源
影視投資有限公司聯合出品。感謝本片獨
家汽車合作夥伴北京梅賽德斯-奔馳銷售
服務有限公司對本片的大力支持。

《惡棍天使》再發預告
鄧超孫儷惡棍天使分不清

由鄧超、俞白眉導演，鄧超和孫

儷主演的爆笑喜劇電影《惡棍天使》

近日再度發布新版海報和 “趴那”版

預告片，高飽和度的色調、出人意料

的對比沖突，讓觀眾對影片的期待持

續高漲。在隨之而來的10月20日外灘

電影男女主角亮相發布會上，鄧超也

將繼續帶來超級驚喜。

電影《惡棍天使》改編自同名話

劇，是鄧超與俞白眉集結《分手

大師》原班人馬傾心打造的第二部

喜劇力作，更力邀孫儷擔綱女主角。

此前片方發布的物料公開了鄧超和孫

儷在片中的“犀利”造型，引起了網

友的熱烈討論，而此次公開的新版海

報和 “趴那”預告片則透露了更多

訊息。

在最新公布的海報中，鄧超身穿

無袖鉚釘夾克，頂著狂亂的爆炸頭，

和第壹款海報的造型相同。但與上次

霸氣側漏的行走範兒不同的是，靠在

畫面左側，搞怪擺出“蛇形刁手”手

勢的鄧超，怎麽看都是逗比附身；而

孫儷則同樣身著無袖鉚釘皮夾克，卻

罕見亮相動作戲碼，右直拳轟破木

板，拳鋒不減直向觀眾面門襲來，視

覺沖擊感爆棚。兩人的表情也是鄧超

耍寶戲謔，孫儷認真呆萌，在範兒十

足的同時，也喜劇感十足。

據片方之前公布的消息，鄧超飾

演的莫非裏是壹個囂張跋扈的無賴，

而孫儷飾演的查小刀卻天真善良怯

懦。但在此版海報中，拳腳相向的卻

是孫儷，鄧超躲在孫儷身後，似乎是

被保護的那壹個。如此設定，讓人不

由得猜想，究竟誰是“惡棍”，誰是

“天使”。這張新版海報的公布，也

讓人對兩人電影中的角色

形象有了更多的想象。

如果說上壹版預告片

公開了女主角孫儷，新的

“趴那”版預告則公布了

更多的“演員”訊息：除

了早已自曝身份的明星狗

“果汁”以外，壹只英姿

颯爽的鸚鵡，壹只身手矯

健的鵝，和兩只巨大的烏

龜，都躋身《惡棍天使》

“龐大”的演員陣容。

這版預告片中，鄧超

和孫儷充分展示了自己的

喜劇天分。鄧超把兇惡無

賴演得狠氣十足，轉頭卻

被兩只烏龜咬出淒厲慘叫；

孫儷拋棄“娘娘”的氣勢

和美貌，完美地 hold 住了

“狂風過境”般的爆炸頭

和搞怪蘋果頭造型，從壹臉怯懦到氣

勢洶洶，極具喜感。倆人在破敗的旅

館門口，光怪陸離的地下遊戲廳，以

及狂亂的的戶外，壹臉囂張地“walk-

ing, walking, and walking”，走出爆笑

節奏。

鄧超在學校嚇到小朋友，在旅館

被金發濃妝的女人索吻，惹得網友大

喊：“我拒絕！”孫儷則對著壹口巨

大的鴛鴦火鍋以鐵砂掌的方式練習

“cooking”，用高高堆起的磚頭練習

“鐵頭功”，讓人心驚肉跳。他們壹

路“beating, beating, and beating”，與

自己，與對方，與攔路追殺的不知名

“惡勢力”戰鬥不止。雖然他們不是

“伐木累”，但卻是“super partner” ，

用鄧超的臺詞：“Partner？妳趴那兒吧

妳！”

這版 “趴那”預告戲劇張力十

足，充分展示了莫非裏與查小刀的多

面樣貌和爆笑行徑，贏得了網友們的

壹致贊譽。事實上，新發布的兩版物

料也是接下來電影發布會的前奏。10

月20日，《惡棍天使》將在上海外灘

遊艇上舉辦盛大又獨特的發布會，並

由先看網獨家視頻直播，主演鄧超和

孫儷首次壹同出席這部電影宣傳活

動，屆時將會為觀眾解答各種疑問。

鄧超到底怎樣說服孫儷參演這部電

影？倆人在片中到底是怎樣的關系？

10月 20日發布會和12月 24日電影公

映，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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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著名導演孫周執導，王寶強、小沈陽主

演，大鵬特別主演的中國首部 3D科幻喜劇電影

《不可思異》，今日首次曝光壹組電影劇照。此

前電影剛在國家體育場“鳥巢”舉辦了別出心裁

的宇宙神器“麽麽噠”新品發布會，並宣布定檔

12月4日，領銜賀歲第壹趴。本片集齊了王寶強、

小沈陽、大鵬三位當下炙手可熱的喜劇“逗神”，

組成“逗比聯萌”，陣容奪人眼球。而片中另壹

位搶眼的靈魂角色，則是來自外太空開普勒星球

的星際探測者：“麽麽噠”。此次首曝劇照，

“人類標本”王寶強正式與“麽麽噠”結下“恩

怨情仇”，第壹次呈現在觀眾面前，科幻“笑”

果格外引人關註。

“麽麽噠”作為擁有高能智慧的讀心魔球，

可忽大忽小、亦莊亦諧，因“研究人類情感的使

命”前來地球采集人類標本。《不可思異》中王

寶強飾演的主角之壹唐立果，就是壹枚“被采集

”的“人類標本”，他在壹次機緣巧合之下與

外星“麽麽噠”相遇，上演了壹幕幕既科幻又搞

笑的故事。從全新劇照裏唐立果鼻青臉腫的掛彩

扮相，不難猜到二“人”間發生了不少誤會紛爭

。據說此段落“麽麽噠”疑似想通過高精面部

識別技術對人類“采集”情感，結果遭到被當

做“人類標本”的王寶強奮起反抗，釀成壹場地

球人VS外星生物的精彩大戰戲碼。

首波劇照中，外形酷似“外星核桃”的宇

宙神器“麽麽噠”的外形也被 360 度全面曝

光，周身環繞藍色電波的這位天外來客，眼花

繚亂的視覺效果，是由曾憑《雨果》獲得第 84

屆奧斯卡獎最佳視覺效果的來自好萊塢的金牌

視效團隊實力擔當。作為首部 3D 科幻喜劇，

“麽麽噠”在片中與三位喜劇大咖的多重諧趣

互動，也勢必成為引爆 2015 年賀歲檔大銀幕的

第壹彈。

陳柏霖孫藝珍喬振宇顏藝“撞線”
壞蛋團領跑打響賀歲檔頭炮

壞蛋團出沒請註意
嗨翻校園行即將啟動

《惡棍天使》發布“蛇形刁手”版海報
鄧超孫儷：惡棍or天使？

“趴那”預告片上演動物世界
super“趴那”
不是“伐木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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