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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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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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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洪秀柱後援會退回捐款辦法洪秀柱後援會退回捐款辦法
休士頓地區洪秀柱後援會召開最

後一次幹事會議，本於洪秀柱對支持
者的信任與託付，在她失去黨的提名
資格後，決議退還相關捐款所得，後
援會通過退款辦法，決議將所得募款
扣除後援會會費十元及發起人五十元
贊助活動經費後，全數退還捐款人，
並訂於12 月 12 日上午十點到下午三
點 在 5800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一樓大廳(賴清陽律師辦公

樓)辦理退款，請攜帶捐款收據(支票
存根)及捐款人證件以完成退款手續
，不克前往退款的捐款人可以電郵方
式 (ALL4ROC@gmail.com) 或 電 話
281- 620-5556 確認通訊地址，捐款
人，捐款金額以便於郵寄退款支票。
洪秀柱後援會銀行帳號將於二月底關
閉，所有退款及領款必須在二月底完
成。

全球支柱網 www.hung2016.com

智勝學院智勝學院20162016 春季招生春季招生Open HouseOpen House說明會說明會++ 大學申請講座大學申請講座
帶著感恩的心情，感受著聖誕新年的臨

近，智勝學院 2015 年的秋季班也步入到收
尾階段，在此辭舊迎新之際， 智勝學院全
體員工感謝學生和家長們一年來的支持，新
的一年也希望能與大家攜手，共同支持下一
代的進步和成長。

智勝學院 2016 春季班招生報名已經正
式啟動，我們為2-12 年級學生精心安排了
包括英文，數學，科學，大學申請培訓以及
數學競賽和應對各種考試的深化課程。

智勝學院將於2015 年12 月12 日星期六

上午11 點30 分到下午1 點在KIPP校區舉行
說明會（Open House）並接受現場報名。在
本學期授課的各位老師將悉數到會，向學生
和家長介紹自己的教學理念和新一學期的教
學大綱等內容。希望各位學生家長積極參與
，說明會上不僅可以和老師深入交流，也可
以親自體驗學校的教學氛圍。

如果您的孩子是高中生，智勝學院提請
各位家長，大學申請事關重大，要從 10 年
級就開始做好知識和孩子應參與的各種活動
的準備， 因為申請的成敗與否，不是簡單

的寫好申請短文這
麼的簡單， 要考慮
和把握很多的準備
因素。要儘早了解
學校的選擇和申請
事宜，更好選擇高
中選修課程，把握
未來升學和就業方
向，並且在繁忙的
課業之餘參與義工
和課外文體活動，
培養領導素質，以
增加申請勝算的砝
碼。顯然這些準備
工作都不是臨時抱

佛腳可以完成的。
智勝學院在春季課程中誠聘大學升學顧

問Mr. S 主講10-12 年級的College Applica-
tion/ College Essay 課程，並在招生說明會後
，請Mr. S 為家長和孩子們再次提供大學申
請的專門講座，具體時間為12月12日下午2
：40 到3：40， 介紹並解答一系列的大學申
請問題。

智勝學院春季班將與2016 年1 月16 日
開課，2016 年5 月15 日結束。有意向的家
長可在我們的網站上查閱課程安排及師資介
紹，也可來電或郵件
諮詢。希望大家儘早
報名，以免額滿。

學 院 上 課 地 點: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 公 室 地 址: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 詢 電 話:
713-777-1688
網 站: www.Ad-
vanceAcademyHous-
ton.com

恆豐銀行本月一日為克里斯恆豐銀行本月一日為克里斯．．布朗募款布朗募款
支持他競選休士頓財務總監支持他競選休士頓財務總監

（休士頓/秦鴻鈞） 「恆豐銀行
」本週二（十二月一日）晚間
六時半，再為休士頓財務總監
候選人 Chris Brown（克里斯．
布朗）（今年年中已舉行過一
次）舉行募款餐會，共有休士
頓僑領五十多人與會，當晚捐
款五千多元。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首

先在募款餐會上致詞，感謝大
家前來，出錢出力，他說：克
里斯．布朗有近二十年在私營
金融部門工作，及在巿政府金
融部門的工作經驗，讓我們一
起努力把克里斯．布朗成為我
們休士頓巿府的財務長（財務
總監）。
克里斯．布朗在募款餐會上致
詞，感謝 「恆豐銀行」吳文龍

董事長對他的支持，曾在今年
年中及選前為他辦此募款餐會
。他說：這次的第二輪選舉，
正式投票日是十二月十二日，
「提前投票」在十二月二日至

十二月八日，因為十二日正值
週六假期，又趕上聖誕節的購
物潮，他希望大家多把握 「提
前投票」（Early Vote）的時間
，提早投下神聖的一票。
曾任前股票交易員和投資經理
及現任休士頓副財務總監的克
里斯．布朗，以他堅強的財經
背景與資歷：（TCU）財務本
科學士及 UH 工商管理碩士學
位。他說：他的工作重點是：
說明休士頓巿府的財政真相；
有效地管理休士頓巿的投資和
債務狀態；看管我們的稅收美

元基金，並在巿政府增加
財政的透明度；以及加強
金融知識和休士頓的獨立
。
克里斯．布朗在演講中也
提 到 「華 埠 」 （China
Town）在休士頓的地位，
它刺激了休士頓的經濟繁
榮，及多年來支持巿府的
各項政策的運作，尤其作
為 「中國城」地標的 「恆
豐大樓」， 「恆豐」對他
的支持，將給予他無比的
鼓勵。克里斯．布朗的父親Pe-
ter Brown（前巿長候選人）也
適時趕到現場，為他的兒子打
氣。
當天前來參加募款餐會的僑界
社團代表，包括： 「美南報系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東北
同鄉會」會長李秀嵐， 「台灣
旅館公會」， 「松年學院」董
事長陳美芬夫婦， 「中國影視
」王老師， 「瀋陽同鄉會」劉
濤夫婦，以及旅行界，銀行界
代表共五十餘人與會。

圖為休巿巿政財務候選人圖為休巿巿政財務候選人Chris BrownChris Brown（（克里斯克里斯．．布朗布朗）（）（左左
三三））與其父與其父Peter BrownPeter Brown（（左二左二））與募款餐會主辦人與募款餐會主辦人 「「恆豐銀恆豐銀
行行」」 吳文龍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長（（右四右四））及女兒全家在會上合影及女兒全家在會上合影。（。（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圖為休巿財務總監圖為休巿財務總監（（財務長財務長））候選人候選人
Chris BrownChris Brown（（克里斯克里斯．．布朗布朗））一日在一日在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為他辦的募款餐會上發為他辦的募款餐會上發

表談話表談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施叔青新書發表會2場
12月3日(THUR)下午4時
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
209 MECHANICAL LABO-
RATORY
6100 MAIN HOUSTON,
TX.77005

施叔青新書發表會
12月5日(SAT)下午2時
佛光山中美寺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77477

慶祝習近平主席成功訪美及
中美建交36周年圖片展
12月5日(SAT)上午11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

光鹽社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講
座

鄧福真博士主講
免費醫療保險申請協助及諮
詢
12月5日(SAT)下午2時至
下午4時
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255,HOUSTON,TX.77036

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舉辦
[奧巴馬健保計劃重要資訊]
講座
12月5日(SAT)下午2時至
下午4時
7001 CORPORATE DR.#
379,HOUSTON,TX.77036
角聲辦公室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12月月
會
12月5日(SAT)下午2時30

分至下午4時30分
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 POINT WEST,
HOUSTON,TX.

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會舉行
[雷瑩談寫作生涯]
12月5日(SAT)下午3時至
下午5時
KUMON MATH& READ-
ING
6601 W.SAM HOUSTON
PKWY S. #4,HOUSTON
TX.77072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第23屆
年會及晚宴
12月5日(SAT)下午4時30
分至下午5時30分年會
12月5日(SAT)下午6時30
分晚宴

Crowne Plaza Suites
Houston， 9090 South-
west Fwy， Houston, TX
77074
女高音李瑞芳“愛、生活、
生命”獨唱音樂會
2015 年 12 月 5日, 星期六
晚7點30分
Belin Chapel and Recital
Hall, Houston Baptist Uni-
versity
7502 Fondren Rd, Hous-
ton, TX 77074

2015華夏【CAP杯】乒乓
球比賽
12月5日（SAT）上午10:
00
德州乒乓訓練中心（5902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77）

休士頓江西同鄉會冬季聚餐
會
12 月 5 日（SAT）下午 5:
30-9:00
金殿酒家（Golden Place
Rest.）8520 Bellaire Blvd

華裔聯盟(HCA)舉辦新年午
餐聚會
12月 6日(SUN)上午 11時
至下午2時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
6925 TURTLEWOOD,
DR. HOUSTON,TX 77072

中國抗戰老兵攝影展
12月7日(MON)下午7時
休士頓中國藝術中心
6515 CORPORATE#M-1,
HOUSTON ,TX.77036

【屏東福遍友好協會】成立
大會
12月6日（SUN）中午12:
00-下午3:00
休士頓客家褒忠義民圖書館
（6220 Westpark Dr.
Houston Tx 77057）

侯孝賢電影放映【刺客聶隱
娘】
12 月 6 日（SUN）下午 6:
30
休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

中美寺【未來與希望】講
座-生命的臨終關懷
12月6日（SUN）上午11:
00-中午12:30
中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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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會
雷瑩談寫作生涯

愛愛、、生活生活、、生命生命 -- 李瑞芳獨唱音樂會李瑞芳獨唱音樂會
（本報訊） 李瑞芳是王維國音樂室一位優秀的女高音，憑

著對音樂的愛好，對歌唱的熱情和執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學習
聲樂，孜孜不倦、勤學苦練,打下了扎實的基本功。

在這場音樂會中，李瑞芳將用中文、意大利文、英文和拉
丁文等多種不同的語言為大家演唱六組十八首不同時期、不同
風格的中國藝術歌曲、中國民歌、外國藝術歌曲和歌劇詠嘆調
。音樂會以一組描寫祖國草原風光、塞北大自然美景的歌曲
“草原夜色美”、“我愛你，塞北的雪”和“七月的草原”開
始；接下來是三首宗教藝術歌曲:“天賜神糧”、“聖母頌”和
“奇異恩典”；上半場最後一組曲目是台灣藝術歌曲和民歌
“杜鵑花”、“望雲”和“阿裡山之歌”。音樂會下半場開始
是一組歌劇選曲，兩首普契尼的詠嘆調“親愛的爸爸”、“為
藝術、為愛情”和莫扎特的二重唱“讓我們攜手同行”，分別
選自歌劇“賈尼•斯基基”、“托斯卡”和“唐璜”；然後是

三首英文歌曲“Beautiful Dreamer”、“Speak Softly, Love”和
二重唱“Turn Then Thine Eyes”。音樂會最後以抒發懷念家鄉
思念親人之情的“橋”、“鄉音、鄉情”和“風，請你告訴我
”來結束。

音樂會還特別邀請了音樂室四位優秀的男高音顧之浩、唐
愉拉、侯勤農和吳亞飛同台演出。曲目包括“古老的歌”、
“三峽情”、“跟你走”和“望鄉詞”。

李瑞芳將會用她美妙的歌聲給各位來賓和朋友帶來一個美
好的夜晚。

音樂會免費入場，歡迎大家光臨。
2015年12月5日, 星期六晚7點30分
Belin Chapel and Recital Hall,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7502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74

洪秀柱後援會退回捐款辦法洪秀柱後援會退回捐款辦法
（本報訊）會統系的雷瑩學姊熱愛文學，

是著名小說散文作家。她將 跟我們漫談她的
寫作生涯， 介紹她的三本作品包括2014出籠
的 「變色的天堂」

時間地點如下, 並請回覆聯絡以便準備茶
水.
會後 5-6 PM 大家可一起聚餐(在隔壁長江聚
餐或到其它餐館).
日期 12/5/2015 星期六
時間3-5 PM ，5-6 PM

活動 雷瑩講談寫作生涯
地點 聚餐 Kumon Math & Reading(長江隔壁)
聯絡:蔣瑰玲/Jacqui 或打手机 832-868-1524 j.
tso.tt@gmail.com
地點:鄧祖珮 - Kumon Math & Reading (tel:
713-988-1234)
地 址 ： 6601 W. Sam Houston Pkwy. S. #4,
Houston, Texas 77072

（本報訊）休士頓地區洪秀柱後援會召開
最後一次幹事會議，本於洪秀柱對支持者的信
任與託付，在她失去黨的提名資格後，決議退
還相關捐款所得，後援會通過退款辦法，決議
將所得募款扣除後援會會費十元及發起人五十
元贊助活動經費後，全數退還捐款人，並訂於
12月12日上午十點到下午三點在5800 Ranches-
ter Dr., Houston, TX 77036 一樓大廳(賴清陽律師
辦公樓)辦理退款，請攜帶捐款收據(支票存根)及
捐款人證件以完成退款手續，不克前往退款的
捐款人可以電郵方式(ALL4ROC@gmail.com)或

電話281-620-5556 確認通訊地址，捐款人，捐
款金額以便於郵寄退款支票。洪秀柱後援會銀
行帳號將於二月底關閉，所有退款及領款必須
在二月底完成。

全球支柱網 www.hung2016.com
WebMaster：James Chen
admin@hung2016.com
LINE: 支柱網
6100 Corporate Dr. #300
Houston, TX 77036
713-484-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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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郭笑榮/採訪報導)
由芝加哥楊強舞蹈學校與芝加哥中華表演

藝術協會共同策劃主辦的大型文藝表演晚會
《奇舞飛揚》11月22日晚間，假芝加哥西郊瑞
柏市中北學院(North Central College)Pfeiffer
Hall 盛大演出，這也是楊強舞蹈學校一年一
度 的 盛 大 公 演，美 麗 的 主 持 人 由 鄭 皓 與
Charles Li擔任，兩人中英介紹穿插節目中，默
契十足，相當出色。近千位觀眾欣賞，晚會上
座滿席間。

表演會上特別邀請到芝加哥頗富盛名的
歌唱聲樂家童韜參加演出，童老師二首「舉杯
吧朋友！」和「我的太陽」獲得在場觀眾如雷的
掌聲，「安可」聲不絕於耳。駐芝加哥總領館總
領事趙衛平伉儷、王永副總領事、盧曉暉組長
，芝加哥時報總裁李著華伉儷、東方藝術團團
長鄭征、芝加哥著名導演谷文瑞都親自出席
觀賞這場難得的藝術盛會。

《奇舞飛揚》是由中國國家級編導藝術舞
蹈家、楊強舞蹈學校創辦人楊強老師親自策
劃及編舞，同時也是這場舞蹈表演晚會的藝
術總監，《奇舞飛揚》是集中國民族舞蹈、歌曲
、中國武術和現代藝術芭蕾的大型文藝表演，
共有 15 個精彩節目演出，包括：中國古典舞
「美人吟」、兒童舞蹈「小蘋果」、中國民族舞
「哈尼歡歌」、「彝火」、女子獨舞「蘆花飛」、北
斗功夫學院的功夫表演「中華武術魂」、芝西
佳音華人少兒合唱團的合唱「愛的真諦」和
「乘著歌聲的趐膀」、中國舞「繡春」、樂舞「月
光下的鳳尾竹」、少兒舞蹈「佤山謠」、中國民
間舞「芬芳花季」、中國當代舞「神話」、中國古
典舞「百花爭妍」以及童韜老師的男聲獨唱

「舉杯吧朋友！」和「我的太陽」。節目演出精彩
紛呈，舞蹈服裝整齊亮麗，演出人員生動活潑
，無論是小朋友們的純真，青少年的活力或成
人舞的韻律之美，每個節目都吸引台下觀眾
全神的觀注及熱情的掌聲，從表演的節目中
更可以看出楊強老師教舞及編舞的紮實功力
。

歌唱聲樂家童韜的演唱，極具震撼力，獲
得台下觀眾的「安可」聲不絕於耳，讓他不得
不為熱情的觀眾加唱一曲。

楊強老師從小接受專業舞蹈訓練，並經
全國選拔進入北京舞蹈學院，是該院第一屆
編導系本科班的18位年輕舞蹈人之一。在北
京舞蹈學院，楊強師從戴愛蓮、吳曉邦和賈作
光等中國著名舞蹈家，並親身領受了多位世
界舞蹈大師的言傳身
教，如英國皇家芭蕾
舞團藝術總監本.斯蒂
文森以及來自德國和
俄羅斯等國的藝術大
師的薰陶。楊強在中
國中央歌舞團的十年
間創作許多舞蹈作品
，並榮獲文化部頒發
的優秀作品獎。1998
年被中國舞蹈家協會
評選為全國「德藝雙
馨雙十佳」優秀會員。
他還多次擔任過人民

大會堂春節和國慶晚會總導演，參與過香港、
澳門回歸等眾多國家級大型慶祝晚會的導演
工作，成龍、彭麗媛、宋祖英、費翔、劉敏、沈培
藝等著名藝術家都曾接受過他的指導。

1999 年受中國政府委派，楊強率中國藝
術團赴西班牙為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開幕式奉
獻了精彩的中國藝術表演。

移居美國後，楊強一直專注於中國舞蹈
文化藝術的教育與傳播工作，他曾先後在紐
約、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等地多家藝術機構
擔任藝術總監和舞蹈教師。憑藉多年來舞蹈
創作與教學的經驗，楊強於 2012年8月在芝
城西郊創辦了楊強舞蹈學校，力圖在舞蹈教
學和表演上培養人才，更上一層樓。在教學上
；楊強注重於根據學生條件，因材施教，循序

漸進，比如對少兒班，楊強老師主要是啟發培
養孩子們對舞蹈的興趣，並以正確的訓練方
法使孩子們具備紮實的舞蹈功底和良好的藝
術修養，對成人班，楊強著重於提高和強化每
個人的身體素質和舞蹈技巧，啟迪藝術感覺，
達到體態美、氣質美、令人煥發青春、身心受
益。

憑藉舞蹈藝術的魅力和專業的素質，楊
強衷心期待與多方藝術愛好者或團體共同合
作，為提高華人藝術活動的水準和擴大華人
藝術機構貢獻綿薄之力。

這場《奇舞飛揚》大型文藝表演晚會在天
籟的歌聲中和美麗的舞影下以及現場觀眾熱
烈的掌聲中，圓滿的落下帷幕。

中國國家級編導藝術舞蹈家楊強又一鉅作中國國家級編導藝術舞蹈家楊強又一鉅作
《《奇舞飛揚奇舞飛揚》》大型文藝表演晚會圓滿成功廣獲佳評大型文藝表演晚會圓滿成功廣獲佳評！！

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鄭皓與鄭皓與Charles LiCharles Li

謝幕謝幕::楊強藝術總監楊強藝術總監,,中國駐芝加哥總領館總領事趙衛平伉儷中國駐芝加哥總領館總領事趙衛平伉儷,,芝加哥時報總裁李著華伉儷芝加哥時報總裁李著華伉儷,,東方藝術團團長鄭征東方藝術團團長鄭征
與參加演出的所有舞蹈人員於謝幕中合影與參加演出的所有舞蹈人員於謝幕中合影

群舞群舞--美人吟美人吟((攝影攝影//張斌張斌))

兒童舞蹈兒童舞蹈--小苹果小苹果((攝影攝影//張斌張斌)) 中國民族舞蹈中國民族舞蹈--哈尼歡歌哈尼歡歌((攝影攝影//張斌張斌))

男聲獨唱男聲獨唱--著名聲樂家童韜盛情演出著名聲樂家童韜盛情演出((攝影攝影//張斌張斌))

群節目總監楊強校長與夫人群節目總監楊強校長與夫人
劉平律師和岳母及愛女合影劉平律師和岳母及愛女合影

用“我语句”表达观点
（家庭医生在线）美国社会学家、人际专家珍亚

格强调，吵架时最好用第一人称表达观点，比如“我

觉得你伤害到我了”、“我觉得你的意思是”等，强调

这只是你的个人感受。

直接切入重点
冷嘲热讽、指桑骂槐，很难让对方了解你到底

哪里不满意、想要做什么。要想解决争议，最好直接

切入重点，明确说出你的想法。

不要拿隐私说事
就算争吵很激烈，也要避免谈及对方的隐私，

或一些私人问题。违背这一点，只会辜负和牺牲别

人的信任，让你因小失大。

给对方说话机会
解铃还须系铃人，给对方解释、理论的机会，并

耐心倾听，才能发现双方意见不合的真正原因所

在，一步步解开心结。

互相留点缓冲时间
争吵最终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逞一时口舌

之快。给彼此一点时间，好好思考和回应对方的意

见和看法，进一步争吵才有意义。

不中伤对方
指名道姓的谩骂和中伤，是最不明智的一种吵

架方式，只会残忍地在对方心中留下长久的伤害，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不要摔东西或动拳脚
不管有多生气，挥拳、吐口水、砸东西等行为，

在吵架时必须绝对禁止，任何非言语的动作，只会

让别人对你的印象越来越差。

不要分出对错
争吵时，记得提醒自己：意见分歧并不是谁对

谁错的问题，只是看法不一致而已。认清了这一点，

消除争端会变得容易很多。

不要闹得人尽皆知
吵吵嚷嚷得让身边的人围观，只会让双方都难

堪，导致关系恶化。哪怕真的剑拔弩张，也要找个

“隐蔽”的地方。

（39健康网）科学家们声称，他们找到了抵挡

垃圾食品诱惑的秘密武器。很简单，那就是睡个好

觉。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报道，美

国科学家们发现了抵挡垃圾食品诱惑的秘密武器，

那就是睡个好觉。他们发现，睡眠不足、体重超重的

成年人若平均每晚多睡 96分钟，其对垃圾食品的

欲望减轻了 62%，食欲也随之减少 14%。

参与者过去平均每晚睡眠都少于 6.5小时。研

究开始的第一周，他们继续保持原来的睡眠习惯，

但随身佩戴了活动监视器，以评估他们的睡眠时

间。一周以后，研究人员记录下参与者的睡眠习惯、

家庭环境和生活方式，然后对他们未来两周的作息

时间进行了调整和优化，包括睡觉前不看电视、不

上网等。

在实验的最后，参与者平均每晚多睡 96分钟，

接近每晚 8小时的最佳睡眠时间。他们普遍认为自

己比以往更有活力，此外，也很少感到饥饿，并对高

盐和高脂肪食物的欲望大大减少。

主持这项研究的芝加哥大学医

学助理教授艾斯拉·塔莎莉解释道：

睡眠不足会导致人体新陈代谢失

调，此时容易摄入额外的能量以弥

补这种消耗。虽然有各种诱人的小

零食以供选择，但人们仍会选择一

些不健康的食物，并吃得过饱。“额

外的睡眠可以帮助减少这种诱惑。

之前的研究也表明，每晚睡眠少于 6

个小时的人群，更容易面临体重增

加和肥胖的风险。”

不幸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大多

数人认为，每天的事情太多，要抽出

额外的一个半小时睡眠时间并不容

易。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的统计数据，有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每晚睡眠少

于 6小时，而不是推荐的 7到 8个小时。

但研究人员认为，最重要的是让人们意识到延

长睡眠时间是可行的，并且确实具有好处。“不管人

们平时有多忙碌，充足的睡眠仍然很有必要。”塔莎

莉强调道。

研究结果发表在 9 月号的《食欲》杂志（the

journal Appetite）上。

抵挡食欲的新武器：
多睡一个半小时饮食更健康

争吵是门艺术
吵架不伤感情的 个方法

（39健康网）我们当地有句谚语：“骡子架子大

有力气，人架子大了不值钱。”摆架子，俗话又叫摆

谱，这样的人只顾自己舒服，不管旁人感受，令人生

厌。

有人说，架子是身份的附着物，可一些颇有身

份的人毫无架子。眼里没有身份，自然就没了架子，

这是一种超然与豁达。

不自信的人才“拿架子”。听过一个故事：青蛙

自觉大得不得了，但有人说自己大不过水牛，于是

拼命往肚子里吸气。结果水牛没比过，倒把肚皮胀

爆了。

不自信的人，拿的架子宛若青蛙易破的肚皮，

只能在心理上保护自己，对别人未必有用。他们先

在心中自设一个虚幻的自己，期待、乞求甚至胁迫

别人认同，这是人格上的不成熟。

“架子心理”是种画地为牢的心理，尽管能保护

脆弱的内心，但别人未必要闯进来。摆架子等于在

心理上先绑架了自己，害怕离开这个区域，害怕走

出去会迎头碰上“不出所料”的痛苦、失望、压抑、空

虚……

春秋时，齐相晏婴以两个桃子赐给三位勇士论

功而食，令其愧恨自杀，这就是著名的“二桃杀三

士”。三位勇士放不下架子，死于匹夫之勇。所以，放

下架子才

能解放自

己。

第

一，勇敢

起来，战

胜恐惧。

架子撑起的“心理舒适区”能带来虚幻的荣誉感和

安全感，也会让我们一事无成。我们必须勇敢地承

认自己的不完美，才是改变的开始。

第二，试着忘掉自己。凡有架子的人，大都以自

我为中心。他们眼里只有自己，其他人和事都是舞

台、道具，架子便是自己始终要坚持塑造的脸谱。因

此要摘下脸谱，忘掉自己。即使忘不掉，也要试着关

心一下别人。

河南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张玉娟点评：日

本调查显示，爱摆架子的人容易被孤立。他们多半

重视传统和秩序，对上献媚，对下示威。遭遇这样的

人，最好保持沉默，把他的话当耳旁风不去在意；也

可以移开视线，让对方变得没有自信。

摆架子其实是在心理上绑架自己

責任編輯：XX

医生·心理健康

導語：水上瑜伽顧名思義，就是把水上鍛煉的基本原則和一些熟悉的
瑜伽姿勢巧妙地結合起來的一種創新運動形式。目前美國有數以萬計的
人熱衷於水上瑜伽，日本的許多游泳館也開設了水上瑜伽健身項目，但
在中國還在起步階段。

瑜伽強調對姿勢、節奏和吐氣的掌握，特別是在對呼吸技巧的掌握方
面跟游泳頗有相似之處。水中練習瑜伽跟陸地瑜伽在姿勢上最大的區別
在於，除了對身體的掌握之外，在水中練習瑜伽還需要體會身體與水的
相處之道。

水中瑜伽可以充分利用水的阻力和浮力的特點，通過水的阻力，可以
鍛煉人的力量、耐力，塑造完美的形體；通過水的浮力，可以鍛煉人的

柔韌，減少運動損傷，對很多人群都適用。
TIPS：水中瑜伽： 水深不能超過腹部，水

深1-1.2米比較合適，其中站立動作比較多
如果能夠長期堅持做水上瑜伽，不但可調

節人體姿勢和脊柱生理彎曲，還能使整個人
體向流線型發展，這種適應變異性塑造了人
優美的線條，特別是對腹部、足部、臀部、
胸部、肩背部曲線的塑造。

體式一：半月式
站立位，吸氣抬起右腿的同時將

右臂抬起，呼氣身體向左側頭部右
側。同樣的方式做另一側。保持三
秒鐘

功效：半月體式減少側腰多餘脂
肪，美化腿部與手臂的線條，加強
腿部的國量。

體式二：單腿及背部伸展
式

—站立，腰痛挺直，重點放在
右腿上，將左腿抬起放置台階
上，吸氣雙臂舉起到頭頂處，呼
氣向前向下用上體盡量貼在左腿
上。同樣的方法做右一側腿。保
持三秒鐘。

功效：平衡身體，伸展脊柱、腳踝。促進消化，有
益下身機體。

注意：膝關節伸直，保持背部直立。
體式三：樹式

開始做基本站立式，即，兩腳併攏，兩手掌心向
內，兩臂靠近左右大腿的外側，然後把右腳跟提起
到腹股溝和大腿上半部區域，右腳尖向下，把右腿
放穩在或大腿上，一邊用左腿平衡全□站著，一邊
雙掌合十，兩臂伸直，高舉過頭。保持30-60秒。

功效：美化雙臂線條，預防胸下垂，提高人專注性。
要點：力點腹部，腿部。
注意：保持自然呼吸，臂向後開，雙耳後側。

體式四：戰士二式
基本站立。深呼氣兩腳大與肩，兩臂向兩側平舉，與地面平行，

左膝挺直，右腳向右轉 90 度，左腳則向同一方向轉 15-30 度，不要
超過 30 度，屈右膝，直到大腿與地面平行，小腿垂直於地板和大
腿，然後兩手向兩旁盡量伸展出去，頭向右方轉兩手注視右手手指
尖一面深呼吸，一面盡量伸展你左小腿背面肌肉，保持 30 秒。（反
覆）

功效：可以使腿部肌肉變柔韌，減少這個區域痙攣的讚美。
注意：肌內全部收緊。
體式五：站立門閂式（側腰式）

—將左腿放在台階上，左臂抓住左腳，吸氣右臂舉上頭頂，呼氣右臂
帶動身體靠向左腿，右手放在左手上。

功效：刺激按摩肝，脾血液循環，矯正背部不良體態。
注意：肋骨上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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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水中瑜伽曼妙你身姿

1黑眼圈的急救方法一般效果不明顯或者是時
間比較長，最方便快捷的方法就是通過化妝掩
蓋。可以使用一些顏色較淺的閃亮眼影，避免深
色眼影，因為這祇會令你的黑眼圈更明顯。

2. 紅血絲暴露
眼白上佈滿紅血絲真的不好看，如果不是眼

睛受到感染、睡前飲酒過多或是睡前大哭過，
而是純粹是因為休息不夠，祇需用幾滴清水清
洗眼部，問題便能解決。另外晚上睡覺之前要
把眼妝卸乾淨，一定要記住，眼部皮膚是非常
敏感和脆弱的，每天晚上都要徹底清潔眼部皮
膚。

3. 暗瘡報到
暗瘡是一種不會即時消失的煩惱，最佳的辦

法是使用遮瑕膏。要記住瑕遮膏的顏色永遠不
應該比粉底的顏色過深或過淺，否則祇會令你
的暗瘡更顯眼。

4. 皮膚蒼白無光采
早晨起來臉上沒有光彩或者是膚色不好看，

如果能抽出20分鐘的時間做一個補水面膜，效
果非常好，水分子進入到肌膚內，細胞立即變
得飽滿起來，臉上也就有了光彩;如果時間不
夠，也可以通過化妝改變，化妝時，使用暖色
系的色彩，尤其是胭脂在這個時候要派上用
場，能讓你在一天中有個明亮的開始。

5. 嘴唇乾枯
對於乾枯暗啞的嘴唇，可以先抿緊雙唇做吹

氣狀，然後用一條微濕的溫毛巾輕輕地磨擦嘴
唇，加速滋潤的速度，接著塗上質地輕柔的護
唇膏。如果唇部皮膚乾涸，就不要再塗唇膏，
直接塗上唇彩或者是比較滋潤的潤唇膏，可以
令嘴唇看起來更舒服。

6. 眉毛不整齊
將透明的睫毛液順著眉毛的生長方向塗在眉

毛上，可以令眉型整齊，輪廓更突出。
7. 眼睛浮腫
首先考慮是否是枕頭過低，睡覺時把枕頭墊

高1～4寸，能有效地減少水分積聚。可以將
一茶匙鹽與一杯開水混合，把棉花浸透然後壓
干水分，敷在緊閉的眼睛上十分鐘，能有效緩
解眼部浮腫。

8. 細紋突出
細紋突出往往與睡眠有關，平時很難見到的

細紋往往在睡眠不好的情況下才顯現。除了調
整睡眠，早晨醒來之後先在眼尾塗上一點滋潤
成分的眼霜，待全部梳洗完畢，出門之前，再
塗上一點，細紋就會明顯減少了。

9. 油脂滿面
早晨醒來發覺油脂滿面，就不能再過度洗

臉，解救方法是不要再刺激油脂腺，要使用些
不含油分的清潔用品，潔面後拍些化妝水給肌
膚補充些水分。

10. 頭髮亂蓬蓬
清早起床洗個頭是讓頭髮恢復光澤最快最有

效的方法。如果時間不夠，使用一點增光喱、
免洗柔順噴霧效果也非常明顯。

如果你精心修飾的髮型變得蔫塌塌的，心情肯定也會隨之低
落下來。其實要使扁平的髮絲重顯豐盈和生動並不需要很長的
時間：

‧擦乾濕濕的秀髮：
如果你不幸撞上雨天，或陷

入汗流浹背的窘境中，拿塊毛
巾把頭髮上的雨水或汗滴盡

‧梳理髮根：
從包中掏出髮梳，手握在頭

髮的兩英吋處，將頭髮朝上拉
直，用梳子在髮根上方離頭皮
兩英吋處開始從上往下，輕梳
後側髮絲。腦後的頭髮都採用
此法梳理。

‧束髮：
如果其它所有方法都試過

了，均不見效，不如就在腦後
梳個光溜溜的馬尾巴吧。

如何防止頭髮鬆軟變形：
發膠、嗜喱水等護/發產品不

要用得太多。如果預料到可能
下雨，可在頭髮上抹一些防水
防潮的塑發產品。

用吹風機吹乾頭髮並定型
時，應把髮根向上撩起，把吹
風口對準髮根部分吹，以使髮
根向上豎起。

解決臉上尷尬的技巧解決臉上尷尬的技巧

三招搞定扁平頭髮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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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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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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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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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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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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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電影頻道: 付費電影頻道優惠價值高達$135; 在三個月之後會恢復每個月平日價格, 價格可能會根據情況有異動除非您致電或上網在三個月優惠結束前取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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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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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BIG
訂購時需提起優惠代碼：

不可與其他優惠代碼一起使用

DISH提供您最全面的中文節目 現在訂購享受最佳娛樂與優惠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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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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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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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好禮相贈4大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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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時優惠！ $199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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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DEWORLDTM 
翡翠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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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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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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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來了》錄最後一期

蔡康永：停播非我本意
《康熙來了》開播走過12個年頭，今

日(2日)錄製最後一期，製作人李國強受訪

時心情平靜，表示“總有這一天”，來賓

小甜甜、瑤瑤、小鐘則爭相拿出手機，紀

錄這重要時刻。

蔡康永與小 S錄最後一集，百感交

集，蔡康永表示停播並不是自己的本意

，他不是想將請辭跟“康熙”停播劃上

等號。

小 S聽完說，“‘康熙’對我來說

就是我跟你，少一個人就不對了”。蔡

康永又坦言內心其實是希望小S把節目

當成兩人的東西，感動向小 S 喊話：

“你真是我的好搭檔！”小S回送好友

一個熱情擁抱。

超人氣電影《功夫熊貓3》又迎來一

位亞洲實力新星鹿晗，強強聯手打造電

影中文版推廣曲《海底》（Deep）。今

日，片方首度曝光了由鹿晗演唱的這首

推廣曲《海底》（Deep）的MV。值得

一提的是，本次推廣曲MV由夢工場動

畫“史瑞克之父”、華語票房最高紀錄

電影《捉妖記》的導演許誠毅執導，這

也是許誠毅導演與鹿晗的首度合作。在

MV中，“熱舞+功夫”的創意混搭令人

耳目一新，鹿晗活力動感的舞姿與阿寶

上天入地的功夫絕活隔空互動，與節奏

感極強的電子曲風相得益彰，“鹿寶”

聯手玩轉音樂江湖。

《功夫熊貓3》首發推廣曲MV
鹿晗、許誠毅玩轉節奏“混搭”

據悉，本次《功夫熊貓3》推廣曲

MV是許誠毅導演的MV首秀，也是與演

唱者鹿晗的首度合作。談及本次爲推廣

曲 MV 操刀，許誠毅導演表示自己與

《功夫熊貓》系列“淵源已久”。早在

2008年，許誠毅導演便執導了《功夫熊

貓》的番外短片——《功夫熊貓蓋世五

俠的秘密》。本次能夠再次執導《功夫

熊貓3》的推廣曲MV，與人氣偶像鹿晗

合作，相信一定會擦出不一樣的火花。

中文版推廣曲《海底》（Deep）節

奏感強、曲風輕快，與《功夫熊貓3》輕

松歡樂的影片氛圍非常搭調。許導在策劃

拍攝推廣曲MV時，將鹿晗熱力四射的舞

蹈與神龍大俠阿寶的功夫元素進行了創意

混搭，在活力動感的MV畫面中植入了電

影歡樂幽默的精彩片段，讓鹿晗與阿寶隔

空互動，精彩同步。觀衆在欣賞鹿晗帥氣

演唱的同時，還能提前觀賞到電影《功夫

熊貓3》的精彩內容。觀衆對于本次發布

的《功夫熊貓3》推廣曲MV也是青睐有

加，“鹿晗可愛帥氣，阿寶搞笑呆萌，

‘鹿寶’組合棒棒哒！”

《功夫熊貓3》強勢歸來
阿寶與鹿晗共譜成長之歌

超人氣動畫電影《功夫熊貓3》將于

2016年1月29日在中美同步上映。區別于

前兩作，在本集《功夫熊貓3》的故事中

，阿寶將面臨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兩大成長

課題：一方面，遇見親生父親李山之後，

如何處理兩個爸爸的親情難題；另一方面

，面對昔日並肩戰鬥的五俠與久別重逢的

熊貓村鄉親，如何成長爲他們的老師與領

導者，一起對抗邪惡勢力。在親情、友情

各種情感掙紮中，阿寶勇敢的面對成長難

題，不畏挑戰，勇往直前，成爲了真正有

擔當、有責任感的功夫大師。

作爲功夫熊貓阿寶的新朋友，鹿晗

對《功夫熊貓3》中阿寶的成長與蛻變感

同身受。以個人專輯《Reloaded》（重啓

）再次開啓音樂旅程的鹿晗不忘初心，

努力成長爲更勇敢的歌手。這是一次進

化，更是一次閃光的成長。經曆困難挫

折的阿寶成長爲真正的大師，而突破束

縛、努力成長的鹿晗也愈發成熟自信。

正因爲阿寶與鹿晗都是人生成長的正能

量榜樣，本次《功夫熊貓3》中文推廣曲

《海底》（Deep）才能收獲如此多觀衆

的認同與喜愛。

《功夫熊貓3》由中影股份（CFC）

、東方夢工廠(ODW)與美國夢工場動畫

（Nasdaq:DWA）合作拍攝，余仁英、亞

力山德羅· 卡羅尼聯合執導，滕華濤擔任

中方導演，新一集故事銜接上集，講述

阿寶失散已久的親生父親突然現身，父

子二人重逢之後的故事。影片英文版配

音由傑克· 布萊克、安吉麗娜· 朱莉、達

斯汀· 霍夫曼、成龍、塞斯· 羅根、劉玉

玲、大衛· 克羅斯、吳漢章、蘭德爾· 杜

克· 金、布萊恩· 科蘭斯頓等明星加盟。

中文版配音由黃磊、王志文、周傑倫、

楊冪、肖央、朱珠、王太利、姜武、張

國立、張紀中、郭子睿（石頭）、黃憶

慈（多多）和成龍等巨星助陣，未來還

將有更多明星加盟。

韓國歌手MC夢履行與粉絲

們的約定爲粉絲的婚禮演唱祝歌

，成爲人們熱議的話題。

2日，MC夢所屬經紀公司

表示“MC夢從10月開始到粉絲

的婚禮現場演唱祝歌，已經爲7

對新人送去了祝福。”據悉，

MC夢爲了履行在9月舉行的單

獨演唱會上許下將爲粉絲們演

唱婚禮祝歌的承諾，幾乎每個

周末都親自到粉絲的婚禮現場

送祝福，至今已到過濟州市、

光州市、浦項市、南源市等地

，風雨無阻。

經紀公司方面還表示“MC

夢首次爲粉絲演唱祝歌是10月4

日，帶著誠摯的心意爲粉絲們送

去 歌 曲 《I LOVE U OH

THANK U》，他將繼續履行承

諾爲更多粉絲送上祝福。”

《功夫熊貓3》曝推廣曲MV

鹿晗阿寶譜成長之歌

韓歌手MC夢爲粉絲婚禮唱祝歌

曾因逃兵役遭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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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梁靜儀）李玟(Coco)與
老公 Bruce Rockowitz 及
“蘭桂坊之父”盛智文等
投資，美籍韓裔名廚Ju-
dy Joo 主理的韓國餐廳
“JINJUU”1日晚舉行開
幕派對，出席的嘉賓有韓
國藝人朴振英、杜德偉
(Alex) 與太太、黃俊豪
(Jeremy)、雷頌德與太太
及泰國藝人Poyd等。

1日晚李玟偕同老公
出席，她表示這次開韓國
餐廳是因為繼女之前在倫
敦的 JINJUU 舉行生日
會，覺得太好吃，於是決
定將餐廳帶來香港，而餐
廳開張就似媽媽看着孩子
出世般。她又指餐廳由三
月份開始去傾，很快就成
事。問到投資了多少錢？
CoCo未有透露，只表示
老公是大股東。說到在港
開韓國餐廳不怕競爭大
嗎？她說：“餐廳以新派

韓國美食做招牌，如素菜餃、雞漢堡
一類，全部我都很想食，之前我每日
都來，相信都吸引到人幫襯，未來都
希望在全世界大城市開分店，上海、
北京都係目標之一。(可會管數？) 自

己管數唔在行，交由專人管，自己負
責睇下日常運作及提供新諗法。”

黃俊豪想超蓮幸福
睹王何鴻燊三太的女兒何超蓮

(Laurinda)日前在網上宣佈與台灣藝人
吳克群分手，作為前男朋友的黃俊豪表
示有聽到消息，但分手後兩人已很久沒
聯絡，之後也會問候她。問到可覺得可
惜？他說：“Laurinda係個好堅強、好
討人歡喜嘅女孩，一定會搵到幸福。”
問到當年兩人是否因為分隔兩地而分手？
他說：“我們已分開四年，當年我都仲
係細個，(現在大家都成熟了，是否一齊
會好些？ )希望佢可以幸福，(可有機會
再追求對方？ )未見到呢個機會。”
Jeremy又表示入行當模特兒已三年，目
前工作以行騷、拍廣告為主，之前曾與
王菀之合作拍微電影。

杜德偉偕同太太一起到場，他表示
目前正為即將舉行的雲頂演唱會密密排
練，太太與外母每日都煮健康食品及蟲
草湯給他進補，他笑說：“想補到我上
台時爆炸！(順道補身造人？)目前既要
錄歌又要綵排，很多工作都一齊進行中，
不過他們都在努力，相信用好多愛造出
來的BB會是個愛心BB。”他又指一班
朋友曾志偉、梁家輝及狄波拉等人給了
他許多生仔偏方，但他就會順其自然。
Alex又指因有很多工作，今年聖誕都難
以抽空去旅行，幸好他與太太有默契，

太太沒有因此而“詐型”，但之後農曆
新年他會與太太屋企人去旅行，地點還
未定，因人多有很多想法，各有各意見，
大家還在溝通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李司
棋、石修、李尚正、鄺芷凡主持的有線
節目《食得有法“補”》2日進行錄影，
並請來夏雨及湯怡擔任嘉賓，交流進補
飲食心得。

年屆65歲的司棋姐表示喜歡主持健
康資訊節目，可以寓工作吸收知識。問
到如何保持心境青春？她表示鍾意打扮
買靚衫，行出街都會開心一些。她又投
訴過往拍電視劇把她拍老了，因為她很
早就扮演媽媽及奶奶角色。

談到之前有周刊指她癌症復發，司

棋姐澄清自己身體狀況OK，之前只是有
少少頭暈，她笑說：“報道話我眼白泛
黃，可能係當日無化妝，我亦沒有類風
濕關節炎，連風濕都無，只是年紀大膝
蓋勞損，之前去做身體檢查，出來的報
告好到無得頂，膽固醇、血壓都好好，
癌症指數完全無，自己只係有胃酸問
題，有照胃鏡，所以飲食要好自律。”
司棋姐又笑指自己無咁易死：“我估自
己有九十幾歲命，無咁易死得，但到時
啲朋友死晒會好悶。”

湯怡被問到其男友洪卓立大病後予
人身體潺弱的感覺，她指男友肺積水入
院已是五、六年前的事，又強調男友絕
對唔虛。她說：“自從男友上次唔舒服
之後，我就學煮飯煲湯，又提佢食合
桃，但佢一向唔食零食，所以要氹佢
食，所以現在肥肥白白，諗住遲啲捉埋
佢一齊跑步。”

湯怡早前與郭富城合作拍電影《寒
戰2》，對於城城在微博公開承認與27歲
上海𡃁 模方媛拍拖，湯怡表示對替城城
開心。問到拍戲期間城城是否經常玩電
話及經常歸心似箭？她說：“唔見佢玩
電話，係人收工都歸心似箭，不過開工
時佢係非常開心。”

澄清體檢報告很好
李司棋：癌症指數全無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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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司棋李司棋

■■李玟稱老公是餐廳大股東李玟稱老公是餐廳大股東。。

■■杜德偉及太杜德偉及太
太恩愛現身太恩愛現身。。

郭富城首次主動公開戀情引來全城熱話，2日他坐
七人車到場時風騷滿面，吸引大批傳媒到訪，雖

然人多混亂但城城仍保持笑容大方任影。獲得兩獎的
城城又有愛情滋潤，問他覺得人生是否完滿時，他
說：“人會經歷不同階段，開心自己不斷有工作，而
且對人生的生活態度不時檢討和突破，得到大家的認
同當然開心，獎項也不是唯一。”對於突然高調公開
戀情，城城坦言是時候轉換一下方式，最重要是得到
大家的認同和祝福，將來的事也沒人會知。

澄清拍拖只是短時間
問到城城為何有此轉變，他說：“人到不同的階

段會想改變，現在思想成熟，公開也不會影響到工
作，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形式。”有指城城與新女友
已拍拖年多，他就否認，只說是一段短時間，並指兩
個人相處不是計時間。至於新女友有何吸引之處，城
城就甜笑將來再告訴給大家知，女友是否很嗲也不願
回答。有傳新女友是經好友張智霖介紹，城城否認
道：“不是，是在朋友飯局中認識，大家不要誤會，
幾時、在哪和哪一間餐廳都不要執着。”問到是否已
視對方做結婚對象，城城說：“沒人知將來會怎樣，
現在的公開方式對我適合，覺得在對的時間去做對的
事。結婚是另一個階段，會交給上天等祂去安排。”
公開戀情是否給女友很大的安全感？城城表示沒有想
得太複雜。對於送女友離港時，女友被傳媒嚇倒要他
英雄救美，城城說：“有時記者是很熱情，自己私生
活一向低調，但突然間像打劫一樣走出來當然會驚，
自己經驗豐富就沒問題，男仔也有責任去保護身邊朋
友。”

有傳女友來港6天都在城城家中度過，笑問二人
在家做過什麼時，城城笑言要做專訪來解答。

至於二人年齡相差甚遠，城城稱二人相
處不在乎年齡，是講心靈和本身興趣，他
說：“我們會慢慢發掘共同思想，年齡不是
問題，我也不像吧，衰鬼。”問到城城今後
會否公開地與女友拍拖行街看戲，他說：
“會有正常的拍拖生活，每個人都有這種經
歷，將來不知會怎樣，但我會勇敢去行。”
至於新女友被起底曾在夜場工作，城城說：
“每個人都有他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過去
的就不要去數人。”笑問女友是否以“老公
仔”稱呼他，城城即甜笑道：“是嗎？（叫
豬豬？）遲些再講。”城城舊愛熊黛林也上
載情侶鞋照片來祝福他，城城希望所有人都
得到幸福，並稱自己的生活不是戰場，不用
與別人一較高下。

黃子華沒結婚打算
出席同一場合的黃子華表示，早前有朋

友生活得不太開心，全靠看他的劇來唞唞
氣，笑言證明他的工作沒有白做。問到子華今後會否
增產，他說：“我都想，但現在要求已不同，要慢工
出細貨。”會否再為無綫拍劇時，子華說：“我想學
秋生，不再拍笑片，可以嘗試不同角色，給觀眾有不
同感覺，當然有幽默感幾時都好。”

提到城城公開戀情，子華坦言很少留意花邊新
聞，也不會評論別人的事。子華大方承認早前被拍同
到超市的女子正是其女友，問到二人是否已婚，他
說：“多謝大家關心，我要澄清是沒有，如果結婚我
都不會主動講，但現在沒有。”追問有沒結婚打算
時，子華說：“我好不主動話給大家知，沒有這個打
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吳文釗）1日公開戀情，上載開

車時與上海性感“嫩模”女友方媛(Moka)拖手照的郭富城，2日晚

風騷滿面出席一個頒獎禮，坦承人生到另一階段要改變自己的生活

方式，希望公開戀情能得到大家的祝福。至於新女友被起底曾在夜

場工作，城城表示每個人都有他的過去，過去的就不要去數人。

首開腔護上海辣模女友首開腔護上海辣模女友

郭富城郭富城：：
首開腔護上海辣模女友

郭富城郭富城：：

每每個個人人都都有有過過去去每每個個人人都都有有過過去去每個人都有過去

■熊黛林上載
情侶鞋照片來
祝福舊愛。

■郭富城風騷
地 承 認 新 戀
情。

■城城在微博貼
出二人十指緊扣
相。

■ Moka 擁
32C身材，被封
“國產Leah Di-
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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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來了」即將在 12 月 2
日進行最後一次錄影，然後熄燈
，為12年歷史畫下句點，在這之
前，從蔡康永宣布請辭，到小S力
挺跟進後，節目已做了幾乎整整
一個月的回顧特輯，把過去從
「康熙」走紅的人物一一點名找

回來，或年輕女星在節目中銳變
成奶媽的過程，都讓觀眾們看得
回味無窮。

「康熙」無疑是這個時代綜
藝節目裡的代表作，它的成就，
不僅兩岸三地明星都搶著上節目
曝光，從決定收攤後，台港陸媒
一連串的分析、診斷到研究它的
影響力及後續發酵可知，它絕對
是個不容輕忽的電視現象，甚至
在大專院校裡的傳播學裡，更可
以發展成一門傳播課題，不過，
「康熙」播了12年，是否真的有

人從它第一集起，就是死忠觀眾
，一路目不轉睛地看到今天？

對觀眾來說，看 「康熙」可
以看見許多大牌明星，甚至還可
以看見過去還沒變成位高權重的
級政治人物，來賓五花八門，當
然有吸引力；對記者媒體而言，
裡面總有許多蛛絲馬跡可以發展
成新聞話題，所以為了工作更非
看不可。但其實問了許多人，
「康熙」只是其人生生活中的一

段時期，也許著迷於前三年，後
五年，陪伴的時間或長或短，然
後它就像空氣般留在那邊，空氣
很重要，拿掉它，覺得呼吸困難

，放著時，又變得可有可無。
幾次出差國外，遇到大陸記

者，閒聊時聊到最喜歡台灣哪一
個綜藝節目？問題還沒出口，心
中認定對方說的一定是 「康熙」
，畢竟它在大陸觀眾心中，肯定
是排名前3的台灣綜藝節目，但這
兩年遇到的大陸媒體，答案卻非
如此，仔細詢問原因，一位北京
記者回答： 「『康熙』曾經很重
要，不過這幾年我們不看了，因
為小S在節目中常表露一種炫富的
心態，嫁人住進帝寶後，眼界好
像跟平民老百姓不同，我們不喜
歡那種態度，後來改看別 『國光
幫幫忙』或 『大學生了沒』了。
」

一旁記者也都抱著認同的心
情，這答案著實令人意外。小S喜
歡無意在節目中聊到喝紅酒、住
豪宅的生活，其實，她從單身、
戀愛到結婚，陸續生了3個女兒，
人生重要階段都在 「康
熙」這 12 年間發生，
率直如她，當然會把自
己的生活歷程在節目閒
聊時透露，熟識她的人
，都知 「炫富」並非她
原意，而是一種製造效
果的 「綜藝哏」，沒想
到這也會被拿來發展成
不看節目的理由，仇富
心態無論在台灣，在大
陸，都是一種民意。

不過，也因為她的

不經意，確實
也讓許多無法

住進帝寶的平民百姓，看到和自
己不一樣的生活，她等於是在堅
如銅牆鐵壁的帝寶豪宅裡開了一
扇窗，無論觀眾喜不喜歡，都可
以透過節目，一窺其中究竟。

「康熙」確定在 12 月初錄完
影後功成身退，如何規劃接手的
節目，成為中天高層最難的課題
，如何找到相同重量的主持人或
節目型態，一直是節目部討論中
卻無法克服的困難，畢竟， 「康
熙」的成功是一個偶發性特例，
如果隨時可以規畫出一樣好看的
節目，那中天這些年節目就不會
節目開開停停，不斷在失敗成功
中摸索方向，中天董事長馬詠睿
說： 「這一步，很難，不得不謹
慎。」

所以自從蔡康永在10月16日
以臉書宣布請辭 「康熙」後，電
視台至今還沒找到接手人選，更
遑論新的節目型態，蔡康永、小S

都已訂 12 月 2 日為最後進棚日，
當天錄完，以節目存檔還可播一
周的時程看來，再加上 「雅典娜
」延長播出至周五，1 月之後，
「康熙」就會進入重播的狀態，

但以什麼方式重播？拿過去的內
容，或重剪精華版？都要看電視
台怎取捨，不過重播危險在於，
「康熙」聊的都是最新時事，有

些新聞議題常是過了就嫌舊，重
播當然不得不更加謹慎。

「康熙來了」決定不玩了，
一開始大家都著眼於蔡康永想去
拍電影去做未完成的夢想，小S是
女主角，她也跟蔡康永共走了 12
年，當然決定共進退，但拍電影
只是一個階段，電影花的時間不
會太長，最短幾個月，最久不會
超過半年，無論電影賣或不賣，
半年或更長一段時間後，兩人還
是得回歸主持，小S在不同場合被
藝人好友問到 「那接下來呢？」
她都會回答， 「康熙」結束，不
代表退出演藝圈，還有許多主持

機會在等著。
這些招手的機會，等著她和

蔡康永的，多半是大陸主持酬勞
更高的節目，兩人各自在 「康熙
」每集12萬到15萬的酬勞，早已
跟大陸能出資每集數百到上千萬
費用天差地別了，蔡康永這年來
在大陸主持 「奇葩說」已感受到
其中的好處，這就像哈林，過去
不斷主持台灣綜藝，一旦拿到
「中國好聲音」的導師費，製作

人薛聖棻嘆： 「他再也回不來了
，台灣的酬勞已請不到他做節目
了。」一樣。

試著想想看，如果出身偏鄉
，每月可領10萬的高酬勞工作，
結果有一天來到大城，一樣的工
時卻可以給到每月40萬或更高的
月薪，你會留在家鄉，還是遠到
大城來工作？而且可以讓更多人
看見，是一樣的道理，看來 「康
」和 「熙」，未來著眼點將在對
岸，以 「康熙」為平台，站上全
大陸視野。

「康熙來了」結束前的最後回眸

林依晨談孕事：10年大計 不排斥凍卵
林依晨最近在都會愛情喜劇 「蛋男

」裡飾演選擇凍卵的單身女子，戲外的
她結婚一年仍未有進一步喜訊，她透露
，懷孕生子是她30歲到40歲間的10年計
畫。至於現實生活會不會考慮 「凍卵」
，她不排斥，但崇尚 「自然」，還以片
中台詞回說： 「有新鮮的，何必用冷凍
的！」

傅天余執導的 「蛋男」裡，林依晨
與鳳小岳分別是冷凍食品公司員工與有
機生鮮食物的廚師，兩人因工作相識，

發生愛情，也面臨衝突。林依晨與鳳小
岳同走清新自然路線，林依晨誇鳳小岳
即使戲外也喜歡燒菜、重視環保，不用
免洗筷、盡量穿天然材質的衣服。

「蛋男」中的林依晨因為男友劈腿
而分手，眼看自己老大不小，於是選擇
凍卵，等待機會。由於在冷凍食品公司
上班，戲裡林依晨有許多在零下20度冷
凍庫中的演出，連談情說愛都是。由於
和她同台的鳳小岳，明年初將升格當爸
爸，讓她被問到懷孕問題時，忍不住小

小抱怨對方 「你都不會被問這些」，也
不好意思請教。鳳小岳笑說， 「就是早
起早睡，把引擎保養好，放輕鬆吧。」

林依晨拍 「蛋男」非常投入，有一
場喝酒戲，還自稱從沒醉過，主動要求
來真的，儘管前後喝乾一整瓶清酒，喝
到有些茫，但台詞仍然背得很順，既入
戲又自然。該片將再赴北歐取景，預計
明年秋天上映。

在龍千玉痛失愛女
後，外界才發現她曾結
婚生女、與曹西平還是姻親的事實
，雙方多年來鏡頭前不合體，其實
私下是好友， 「毒舌」的他最近終
於讚了她的新造型。

龍千玉曾與曹西平三哥曹南平
生下一女，兩人是叔嫂關係，但多
年密而不宣，隨著她推出新專輯
「歲月」，日前與曹西平首度公開

亮相。她說： 「多年來我們是超級
死黨。」原來她當年在台中聯美歌
廳演唱，曹西平也在西餐廳駐唱，
經甄秀珍介紹，兩人成為好友。

曹西平則說，當年初識龍千玉
就覺得她純樸單純是個好女孩，他

尤其感念父親病逝時，龍千玉是第
一位下台中到現場的親人，還立刻
塞了筆錢，也曾在他困頓時送他手
機，都讓他感到溫暖。龍千玉珍藏
曹西平9年前贈的名牌包，謝謝他每
次從泰國回來就會帶禮物。

不過這還是兩人首度公開亮相
，曹西平大砲直言： 「她以前土味
太重，像村姑，我才不想公開合體
，現在變成時尚正妹，我很開心跟
她走一起。」龍千玉無奈笑： 「早
習慣他的毒舌了。」龍千玉為新專
輯剪短頭髮，自認也放下沈重心情
，連歌聲也開朗許多。

曹西平過往不跟 「嫂嫂」
龍千玉合照的原因是...

《從天兒降》上海超前點映
張藝興想要龍鳳胎

合家歡電影《從天兒降》將於12月4日開

啟賀歲檔。日前影片開啟全國影院路演模式，

導演魏楠、主演張藝興、姜雯率先“天降”上

海，在上海大光明影城開啟全國第壹場超前點

映。三位主創齊口自稱“新人”，虛心接受首

批1500位觀眾的檢閱。更暢談影片臺前幕後的

趣事，分享影片拍攝的收獲與感悟。全國首場

點映後，影片成功收獲“萌化+暖心”的好口

碑，更有觀眾力贊“看完就想結婚生娃”，無

疑已鎖定12月賀歲檔合家歡之首選。

11月27日，電影《從天兒降》正式開啟路

演模式。當天下午，導演魏楠、主演張藝興、

姜雯空降上海，首場點映便選擇了上海最大的

影城，接受最嚴厲觀眾的檢閱。活動現場伴隨

著主題曲《青春快樂》歡樂的旋律，更成為粉

絲的大聚會。活動過程中三位主創齊齊表示為

電影獻出了“第壹次導演”、“第壹次當奶

爸”、“第壹次領銜”，把《從天兒降》比作

即將接受觀眾檢閱的“新娃娃”。“新人導

演”魏楠現場表示：電影上映，最想說的是感

謝。而看到電影被大家喜歡，更加感謝觀眾。

而本次作為電影《從天兒降》全國第壹場

點映，便收獲滿滿好口碑。影片放映之後，

《從天兒降》也成功從觀眾處收獲“暖萌”、

“彩蛋不斷”的首輪好口碑。整個觀影過程從

影片第壹個笑點“女人都是神經病”起，全場

便笑聲不斷。片尾更成為全片小高潮：隨著影

片，影院不時傳來或惋惜或驚喜的聲音。甚至

在離場時不少觀眾還在跟著片尾的《青春快樂》

壹起唱。此外，《從天兒降》整體卡司則收獲

“小寶萌”、“冬冬暖”、“藝興帥”、“姜

雯甜”、“小璐辣”的評語，集體被點贊。

“看完想生娃”成電影關鍵詞——首輪好口碑

已為影片鎖定12月開啟賀歲檔的觀影首選。

從歌手“轉型”，首度領銜主演大電影的

張藝興成為媒體焦點。而面對觀眾張藝興坦言

很忐忑，活動中更三次問道“我其實好想看片

子，所以好看嗎？”而全場影迷每壹次的“好

看”也終於讓張藝興懸著的心落了地，也誠心

推薦：“《從天兒降》是自己第壹部電影，自

己真的很認真對待，很愛這部電影。希望每壹

個人來看壹下，並且帶著家人來看，感受壹下

這壹份暖心作品。”而被問及學了壹手哄娃絕

學的他，如果生孩子想要男孩還是女孩時，張

藝興更表示生男生女都壹樣，最後更補充最好

是龍鳳胎。

同樣是大銀幕的新人，對於片中對帥霸天

愛意滿滿地照顧，也被全場觀眾大贊為“暖

媽”。被問起拍攝時的帶娃技巧，姜雯則表示

自己本來對帶娃壹竅不通，但自己有決心、有

耐心，最終還是收獲了帥霸天的心。而作為女

性最愛電影榜冠軍常客，全場清壹色的女性觀

眾也成為《從天兒降》壹大特色。而在張藝興

收獲了尖叫與掌聲後，姜雯也憑著片中精彩的

演出得到了同樣的熱烈掌聲，令她大感意外，

同時更加感謝觀眾對自己第壹部電影的喜愛與

肯定。最後“天降家族”更是邀請臺下所有觀

眾入畫，全體大合影，在歡快的“茄子”聲中，

“天降家族”隊伍也在繼續壯大。

據悉，11月27日的全國首場點映也正式拉開

《從天兒降》路演大幕，接下來“天降家族”將

在11月28日大連、12月3日武漢、12月4廣州、

12月5日鄭州、12月6日成都繼續“送暖”，並

將於12月1日在北京舉辦盛大首映發布會。

逗趣合家歡《從天兒降》目前正式進入倒

計時，並將於12月4日“暖冬上映”，開啟賀

歲檔。影片由北京星光燦爛影視文化有限公司、

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樂視影業（北京）有

限公司、青年電影制片廠、北京麥特文化發展

有限公司出品。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發

行分公司、五洲電影發行有限公司、北京星光

燦爛影視文化有限公司發行。

《不速之客》接地氣合拍 黎明韓彩英冒險突圍
由黎明、耿樂和韓彩英領銜主演的中韓

合拍犯罪懸疑電影《不速之客》即將於明年

上映，今日該片再曝壹組新劇照，三大主演

互相糾纏，正面飆戲張力十足。《不速之客》

合拍不走尋常路，全新原創劇本護航“接地

氣”犯罪，韓彩英更是全程中文出演，搭檔

偶像黎明演情侶，這對“患難戀人”在電影

中意外被卷入壹宗連環命案之後，攜手對抗

變態殺人魔，逃出生天冒險突圍。

隨著中韓合拍電影大熱，今年又有多部

合拍片面世。新片《不速之客》並未遵循常

見的經典翻拍模式，而是選了另壹條路，不

僅全新打造原創劇本，劇中找中介租房、打

黑車等元素更是典型的中國特色，且全程在

天津取景，相當接地氣。該片由韓國懸疑大

師安兵基監制、限制級大導林大雄掌鏡，天

王黎明和實力派明星耿樂正面飆戲，性感人

氣女星韓彩英搭檔偶像黎明演情侶，兩大名

導攜三大主演，玩轉韓國影人最擅長的犯罪

懸疑題材，影片也取材發生在內地的犯罪案

件，為影片的真實性再加砝碼。

身為《不速之客》唯壹韓方主演的韓彩

英，為詮釋“中國好媳婦”下了不少苦功。

為避免外籍演員口型不對令觀眾出戲，韓彩

英苦練漢語，《不速之客》全程中

文對白，令人驚喜！韓彩英在片中

飾演偶像黎明的未婚妻，笑稱“不

用演都臉紅心跳”，化學反應十足

。據悉，劇中原本幸福的二人竟同

時遭遇職場挫折，生活也意外被耿

樂飾演的不速之客入侵，危機四伏

致處境狼狽，堪稱“患難戀人”。

此次曝出的劇照中，既有黎明韓彩

英溫情對視的畫面，更有黎明耿樂

雙雙見血的慘相，二人對峙張力十

足，究竟因何沖突，結果誰輸誰

贏，成為影片壹大看點。

電影《不速之客》由國美電器作為首席

營銷合作夥伴、國美在線作為首席電子商務

合作夥伴，該片由拉近影業有限公司、稼軒

環球影業有限公司、深圳前海潮潤文化有限

公司、奇想娛樂電影有限公司、北京永旭良

辰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北京紅色果實文化傳

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即將於今年賀歲檔在

全國上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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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張堅庭導演的電影《我想靜靜》攜眾主創首

度揭幕了影片的首款概念海報，壹張整體圍繞著“顏值爆

表喜劇”為主的概念海報映入眼簾，同時，制片人把電影

定位為中國首部“寵迷”電影，使海報十分有料，它采用

分裂破碎效果的“我想靜靜”四個立體的紅色大字占領了

主要版面，兩只分別叼著麥克風和電影打板的小狗將“我

想靜靜”四個字體瞬間萌翻，營造了充滿萌寵氣息的電影

名字。據悉，除了強調喜劇幽默的同時，電影更強調“寵

迷”概念，圍繞寵物壹詞展開拍攝，讓寵物貫穿於電影之

中。為喜愛寵物的觀眾，獻上獨樹壹幟的首部中國“寵

迷”電影盛宴。

導演張堅庭表示，已確定金馬獎影帝余少群、甜心

教主王心淩兩位高顏值組合聯袂主演電影。之後又談

及，因為制片人鄭君奇和主演余少群和王心淩都顏值爆

表，他準備斥巨資整容，勢向小鮮肉看齊，打造史上顏

值最高的電影主創團隊”，引來現場笑聲不斷，眾人高呼

“導演不醜！”。

同時電影主演余少群爆出自己想與狗狗談戀愛，他

說：“因為狗狗所能給予我們的陪伴是它的壹生，這樣的

陪伴才是真愛，而且買壹個狗窩比買壹套幾百萬的房子便

宜多了！”之後電影另壹主演王心淩則回應到：“還好我

和余少群只是在電影裏面談戀愛了,否則在現實生活中，我

就要跟余少群還有狗狗壹起談三角戀了。”

據悉影片將於2016年1月開拍。

《惡靈之門》定檔1·22
上演中國版“禁閉島”

“謀殺、綁架、詛咒”壹個

又壹個的驚天謎團漸漸浮現出水

面，而與謎底壹起被揭開的還有

扭曲而又狼狽的人性面紗……今

日，國內首部美式燒腦恐怖巨制

電影《惡靈之門》發布了定檔海

報，海報以黑暗格調凸顯電影神

秘的恐怖色彩，壹只從門內深處

伸出的血手，給人毛骨悚然的‘窒

息感’ ,暗示人性的惡靈之門。作

為國內繼《催眠大師》後的又壹部

懸疑驚悚力作，電影《惡靈之門》

憑借其獨具特色的神秘感以及邏

輯嚴謹的燒腦快感，被業內人士

稱為“中國版的禁閉島”。影片主

要講述了莫少聰飾演的恐怖小說家

因為自己創作的殺人小說，而打開

了壹道讓人不寒而栗的死亡之門。

導演郭大雷表示：“每個人心裏都

有壹道深藏的惡靈之門，就像《七宗

罪》，妳以為妳走進了可怕的世界，

但這個世界跟妳也脫不了關系。”

《惡靈之門》由著名青年導演郭大

雷執導，莫少聰、朱珠、陳廷嘉主

演，已定檔1月22日全國上映。

據悉，作為國內鮮有的幾部

高制作成本的燒腦恐怖片，《惡

靈之門》引入了先進的虛擬現實

VR技術同步拍攝，使觀眾在觀影

時沈浸到該環境中，切身體驗驚

悚恐怖的電影氛圍。影片的制作

背後也是集合了諸多國內有名的

特效團隊及優秀創作者，參與電

影的前期拍攝及後期的特效、音

效制作當中。其中包括曾在影片

《狄仁傑之神都龍王》、《葉問》、

《倩女幽魂》等多部影片中，擔

任藝術指導兼美術設計麥國強；

為電視劇《紅樓夢》配樂的郭思

達；以及科幻巨制電影《大鬧天

宮》中，擔任影片後期特效制作的

團隊等。出品方表示：“可以說電

影《惡靈之門》的主創班底，融

合了目前國內最優秀的驚悚電影創

作者和特效團隊。這是壹場最具視

聽效果的恐怖盛宴，讓每壹位觀眾

在這個冬天，都能體驗到來自電影

本身的恐怖“寒”意。”

據悉，作為壹部中美團隊合

體發力打造的優質影片，《惡靈

之門》既融合了歐美式燒腦範兒，

故事構思精妙、邏輯縝密，混雜

暴力、血腥、情色等多重元素。

又保留了中國式愛情婉轉淒美的

故事內涵，結尾暗筆浮現，人性

回歸，得以升華。同時，電影也

邀請到了目前國內頂級的特效團

隊來為電影制作電影的後期特效。

導演郭大雷表示：“國內同類電

影，通常是壹味追求畫面的恐怖

感和刺激的音效迎面‘直給’觀

眾，而忽略了影片內容，也希望

能夠通過《惡靈之門》改變國內

燒腦恐怖電影市場的單壹現狀。

而電影《惡靈之門》不僅是壹部

中西合璧的燒腦式恐怖片，更是

壹部特效與邏輯並存的恐怖視聽

盛宴。”

電影《惡靈之門》定檔1月22

日上映。

上海點映天降家族獻“第壹次”
暖萌合家歡收獲好口碑 張藝興想要“龍鳳胎”

姜雯首次領銜受肯定獲贊“暖媽”

匯聚國內知名主創
恐怖VR特效讓寒冬“雪上加霜”

歐美式特色
斥資千萬打造視聽盛宴

《不速之客》打造“接地氣”犯罪
接檔中韓合拍不走尋常路

韓彩英跨越語言障礙
搭檔黎明演繹“患難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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