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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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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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快報 12月12日至12月13日

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
夕陽紅俱樂部十周年慶祝活動及年度歌舞慶
生會
12月12日(SAT)上午10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大廳

德州安徽同鄉會舉行
成立三周年慶祝晚宴
12月12曰(SAT)下午5時
珍寶海鮮樓
11215 BELLAIRE BLVD,HOUSTON,
TX.77072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舉行年
終會員聯歡及理事選舉及慈善募款
12月12日(SAT)下午6時
巴國布衣餐廳
5901 WESTHEIMER HOUSTON,TX..77057

休斯頓南京友好協會及美中友好促進會聯合
主辦
紀念南京大屠殺78周年公祭及申遺成功研討
會
12月13日(SUN)上午11時
休斯頓國際貿易中心二樓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72

美南旅館公會聖誕餐會
12月13日(SUN)下午6時
希爾頓花園旅館
6855 W.SAM HOUSTON PARKWAY S.,
HOUSTON,TX.77072

104年僑務委員會議召開情形說明會」
12月13日(SUN)下午2時
僑教中心111展覽室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9

天津同鄉會選舉會
>> 時間：12月12日（周六)晚6:00。
>> 地 點 ：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B5,
Houston TX 77036(在敦煌廣場靠近Corpo-
rate一側的廣場內，炳翰人參社區活動中心
）
地中海飲食
主講：張慶怡營養師
時間：2015年12月12日下午2點至4點
地點：光鹽社辦公室
地址：9800 Town Park Dr #255, Houston,
TX 77036

UFO學會講座
12月12日（SAT）上午9:30-12PM
恆豐大樓12樓

洪秀柱後援會退回捐款

12月12日（SAT）上午10:00-下午3:00
5800 Ranchester Dr.

汝楨藝苑粵曲演唱
12月12日（SAT）下午1:00-6:00
中國人活動中心

智勝學院春季招生說明（Open House）
12月12日（SAT）上午11:30-下午1:00
8440 Westpark Dr.

老協第四季會員慶生會
12月12日（SAT）下午2:00
僑教中心

中美寺 「未來與希望」 系列講座5
「分享尼泊爾大地震經歷」 （Sandy Kyin主
講）
12月13日（SUN）上午11:00-12:30
中美寺（12550 Jebbia 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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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齊賀百歲壽 鶴語共話十年春
中國人活動中心籌備夕陽紅俱樂部十年大慶及長者慶生會

休斯頓僑學界將於休斯頓僑學界將於1212月月1313日舉辦日舉辦
紀念南京大屠殺紀念南京大屠殺7878周年公祭及檔案申遺成功研討會周年公祭及檔案申遺成功研討會

（記者丹阳報導） 由休斯頓-南京友好協會、
美中友好促進會、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分會、美
國梁氏文化交流基金會、美南江蘇總會聯合主辦
，2015年12月13日上午11點起，休斯頓僑學界將
在休斯頓國際貿易中心舉行紀念南京大屠殺78周
年公祭及南京大屠殺申遺成功研討會。中國駐休
斯頓副總領事趙宇敏將出席公祭和座談活動並致
辭。座談主講人包括陳維國、李堅強、翁和毓、
常中政、姚鳳北、陳柯、李蔚華等僑界名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侵華日軍於1937年12
月13日攻陷南京之後，在南京城區及郊區對手無
寸鐵的中國平民和戰俘進行的長達6個星期的大規

模屠殺、搶掠、強奸等戰爭罪行。據中國學者考
證，在南京大屠殺中死傷的中國民眾高達30萬人
以上，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的極其嚴重的罪
行之一。這一違反國際法的罪行，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後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及國防部審判戰
犯軍事法庭審判。1946年2月中國南京軍事法庭查
證: 日軍集體大屠殺28案，19萬人，零散屠殺858
案，15萬人。日軍在南京進行了長達6個星期的大
屠殺，中國軍民被槍殺和活埋者達30多萬人。

2014 年 2 月 27 日，中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
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設立南京
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決定》，將每年12月

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2015
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殺檔案》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ESCO）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
。但是，戰後70年來，日本朝野一直有人試圖縮
小當年侵華日軍的罪行，更有部分人置歷史事實
於不顧，試圖抹殺事實。

二戰反法西斯勝利是包括中國人民和美國人
民在內的全世界無數愛好和平人士浴血奮戰的結
果。戰後國際新秩序與和平來之不易。保衛二戰
勝利成果、維護世界和平是全球性的歷史使命。
為此，由休斯頓-南京友好協會及美中友好促進會
聯合牽頭主辦，休斯頓僑學界將於2015年12月13

日在休斯頓國際貿易中心舉辦《紀念南京大屠殺
78周年公祭及南京大屠殺申遺成功研討會》。梁
氏文化交流基金會贊助。

為此， 敬請各界賢達志士和僑胞踊躍前來，
共同紀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共同探討如何警
醒世人、牢記歷史、永葆和平。地點：休斯頓國
際貿易中心二樓（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時間：2015年12月13日上午11點。備有茶點
招待。聯系人：王福生（８３２－７２４－６２
８８）、喬鳳祥（８３２－２９３－０９１４）
。

104104年僑務委員會議召開情形說明會年僑務委員會議召開情形說明會

（本報訊）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定於2015年12月12日上午十
點起，在中心活動大廳舉辦夕陽紅俱樂部十周年慶祝活動及年度歌
舞慶生會。屆時將有約200位老人歡聚一堂，一邊享用豐盛的午餐

，一邊載歌載舞，共同慶賀夕陽紅十年光輝歷史，並
共度2015年集體生日。老人們將有精彩的才藝表演。
吹拉彈唱、各顯技藝；亦歌亦舞、其樂融融。

中國人活動中心夕陽紅俱樂部自2005年6月18日
成立以來已經走過了十年的歷程。十年來，各項活動都搞得生氣昂
然，有聲有色。俱樂部設有多個功能小組具體地滿足老人的不同需
求，包括英文組、麻將組、唱歌組、舞蹈組、國標組、太極健身組
等等。中國人活動中心按照專項管理條例，撥出寬敞的活動場地，
通過老人委員會，和許許多多的義工一道，具體地幫助俱樂部更好
地為老人服務。會員中年齡最大的是體壇百歲明星高如山，已獲一
百多枚美國和國際的乒乓球與橋牌獎牌。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謝忠表示，中心將一如既往，繼續為老
人和全社區熱忱服務。休斯敦地區的華裔長者老當益壯，自立自強
，夕陽紅俱樂部的各項工作開展得紅紅火火，有聲有色，在華人社
區和美國主流社會都有較大的影響。他們展示了對生活的熱情和活
力，不忘弘揚中華文化，將人類文明的優秀傳統在異域他鄉發揚光

大。成為休斯敦僑社的一道靚麗風景，更是激勵晚輩們奮鬥前進的
表率和楷模。

古人雲，百善孝為先。敬老愛老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老人
們為社會和家庭奉獻一生，不辭辛勞。如今安享晚年，理應得到後
輩和全社會的尊重和關照。中國人活動中心每年的老人慶生活動，
體現了中華民族“老吾老以及人老”的傳統美德。祝願所有的老人
松齡長歲，鶴語春秋。我們一同努力，使得敬老、愛老的優良傳統
在美南大地生根開花。

中國人活動中心歡迎並感謝僑社各界對夕陽紅俱樂部的各種贊
助 。 有 意 贊 助 的 朋 友 請 聯 系 中 國 人 活 動 中 心 鐘 鈴 女 士
（713-677-7459）及辦公室（713-772-1133）。各位老人如計劃參
加，請聯系夕陽紅俱樂部主任林老師（713-349-0065）。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謝忠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謝忠（（左一左一）、）、副執行長兼老人委員會主席副執行長兼老人委員會主席
梁楊燕梁楊燕（（右二右二）、）、老人委員會副主席鐘玲老人委員會副主席鐘玲（（左四左四）、）、夕陽紅俱樂部夕陽紅俱樂部
主任林老師主任林老師（（左三左三）、）、老人委員會前主席喬鳳祥老人委員會前主席喬鳳祥（（左二左二）、）、舞蹈老舞蹈老
師聶莉敏師聶莉敏（（左五左五））及其他部分義工在精心籌備俱樂部十周年大慶和及其他部分義工在精心籌備俱樂部十周年大慶和
20152015年的慶生活動年的慶生活動。。

（本報訊）中華民國104年僑務委員會議業已於本年10月21至24日在臺北
圓山飯店舉行完竣，經密集研商及出列席代表踴躍發言，獲致多項具體結論。本
中心謹訂12月13日下午2時於本中心111展覽室舉辦 「104年僑務委員會議召開
情形說明會」，邀請出席前開會議之僑務委員及列席代表說明會議成果，並進行
僑務座談。

休斯敦華裔聯盟成功舉辦新年聚會休斯敦華裔聯盟成功舉辦新年聚會

正宗北方小吃正宗北方小吃，，地道家鄉美味地道家鄉美味
「「小瀋陽小瀋陽」」 是您聖誕節是您聖誕節、、年節與家人團聚的首選年節與家人團聚的首選

（本報
記者秦鴻鈞
）一年一度
的聖誕節、
年節又來了
，如果你不
想吃火雞，

火腿肉，南瓜餅，玉米，不妨闔家來 「小瀋陽」
吃一頓正宗的北方小吃，地道家鄉美味。

「小瀋陽」是中國人過聖誕節、年節的首選
，他們新推出的菜色，是純正美味健康，如特價
菜筍殼魚（一條）僅16.95元，椒鹽小河蝦，每
份僅8.95元，筍殼魚味美多滋，而小河蝦煎的酥
脆，可連皮嚼碎了吃，更是最好的鈣質來源。

其他， 「小瀋陽」最膾炙人口的名菜，如冬
季的大補湯： 「羊雜湯」，純正東北風味，滋味
無窮，還有尖椒乾豆腐，東北鍋包肉，啤酒魚，
活魚豆腐湯，拔絲地瓜，桌上的名菜，令人百吃
不厭，尤其活魚豆腐湯，更是公認補鈣最佳的名
菜，最合乎健康原則，尤其中老年人。

「小瀋陽」還有東北溜肥腸，尖椒肥腸，風
味獨特，其他如紅燒牛筋，彩椒牛仔粒，孜然雞
架，火爆腰花肝片，干煸魷魚，農家燒烤鴨，黑
椒牛仔粒，大蝦白菜，大骨燉酸菜，鍋包肉，干
炸黃花魚，重慶辣子雞，豆瓣全魚，鐵板玉子豆
腐……等等，都是大家百吃不膩的正宗北方菜，
吃出你心中的回憶。

到 「小瀋陽」來吃生日宴或招待親友， 「小

瀋陽」絕對讓您面子十足，他們的北京烤鴨，清
燉土雞湯，長江特色烤魚，椒鹽大蝦，東北鍋包
肉，鐵板玉子豆腐，乾炸里脊，清蒸游水鱒魚再
配上 「小瀋陽」獨家推出的香酥芝麻大餅，蟹黃
小籠包，香煎南瓜餅……滿滿的一大桌菜，吃的
賓主盡歡，而且所費不多，一、二百元搞定。難
怪 「小瀋陽」成了最近華人的 「最愛」，大家享
受他們豪華的排場和家常菜的價格，難怪新、老
客人不斷， 「小瀋陽」獨特的風格，成為 「中國
城」一道特殊的 「風景線」！

「小瀋陽」的麵食，出自李大師傅之手，他
的純手工製作的麵食，從舊金山紅到休士頓，如
手擀面，西塔冷麵，手抓餅，羊肉燒麥、芝麻大
餅、東北粘豆包，韭菜餡餅，特色牛肉燒餅，南
翔小籠包，一絕蔥油餅，醬牛肉卷餅，三鮮蒸餃
，道道是令人百吃不厭的 「經典麵食」，小籠包
滋濃味美，各式餅類香脆口感十足，鎖住南北人
士的胃，幾天沒吃，就忍不住到 「小瀋陽」報到
。

「小瀋陽」的另一大特色，就是他們的 「湯
湯水水」，如自製酸菜大骨湯，西湖牛肉羹，川
味酸菜活魚湯，燉品……吃的您大呼過癮，中國
風味（尤其是東北）的燉湯，燉菜，在 「小瀋陽
」發揚光大。 「小瀋陽」陪您全家歡度感恩佳節
。

「小瀋陽」七天營業，早十點至晚十二點，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5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95-9982，可以登錄18song.com

休斯敦華裔聯盟（HCA）
是 2014 年 2 月成立的致力於維
護華人合法權益，提高華人社
會地位的非營利性組織。 12月
6 日，華裔聯盟成功舉辦了新
年聚會，與會者包括HCA微信
群群友、會員，以及來自本地
和外地的嘉賓，其盛況令人矚
目。

首先會長孫盈盈進行了工
作匯報和總結：自成立以來，
在不到兩年的短短時間里華裔
聯盟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包
括：Cypress滅門案燭光悼念活
動；舉辦各種講座，內容涉及
家庭安全防衛、法律知識、職
場發展、哈佛訴訟案等等；每
年 7 月為慶祝國慶在百利大道

安插美國國旗並與眾多華裔組
織一起舉辦國慶園遊會；華裔
聯盟鼓勵華人參加選舉，與其
他亞裔組織一起多次舉辦關於
選舉的教育性論壇；參加聯署
哈佛申訴書；等等等等。由於
這些出色的表現，華裔聯盟不
但在休斯敦本地享有盛譽，而
且在全美華人社區也聞名遐邇

。今後華裔聯盟將和廣大在美
華人一起繼續努力，更多參與
美國社會活動，建設更好的華
人社區。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華裔
聯盟於2015年10月首次組隊參
加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並奪得
冠軍，極大地振奮了休斯敦華
人的精神。龍舟隊隊員亮相新

年聚會並獲得了華裔聯盟贈送
的珍貴紀念品。由解濱理事精
心 製 作 的 龍 舟 隊 比 賽 短 片
（https://youtu.be/7fm-VF-
hu7Y8）也在聚會上進行了首
映。理事會還藉此機會表彰了
做出貢獻的理事和義工，感謝
了在過去兩年中讚助支持華裔
聯盟的商家、個人和媒體，他

們是這個草根組織不斷發展壯
大的原因和動力。

華裔聯盟新年聚會在歡樂
的氣氛中圓滿結束，與會者結
識了新的朋友，分享了各種美
食，獲得了豐富的抽獎獎品。
大家帶著華裔聯盟的祝福，走
向即將到來的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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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周 鋒/採訪報道】
芝加哥感恩節大遊行從1934年開

始，當時舉行遊行的目的是為處於經
濟大蕭條時期的人們鼓舞士氣，給人
生活的希望。後來人們感到感恩節是
一個和親人、愛人分享喜悅的季節，
感恩節遊行能給人帶來節日的喜悅，
使人體驗特有的美國文化，所以一直
延續下來，今年是第82屆遊行。據說
紐約梅西感恩節大遊行和芝加哥麥
當勞感恩節大遊行是美國規模最大、
最熱鬧的遊行，全球矚目，遊行實況
由 WGN-9 臺(芝加哥地區頻道)和
WGN AMERICA(美國全國頻道)播
放，盛況空前。

今年的芝加哥麥當勞大遊行於
11月26日上午8時半舉行，麥當勞董
事會主席包提夏指出，今年是芝加哥
歷史上最溫暖的感恩節（華氏50度，
攝氏 10 度），好兆頭。估計有 40 萬人
在遊行路線州街兩邊觀賞。遊行隊伍
於 8 時 45 分從議會大道與州街交界
處南邊的那個路口出發，沿著州街往
北向蘭道夫街前進，遊行隊伍走了約
兩個小時才走完。

遊行隊伍非常壯觀，最讓人眼花
繚亂的是飄蕩在大街上向觀眾招手
點頭的6個巨型卡通氣球，如泰迪火
雞、翠迪鳥、愛心貓、亞瑟等。

芝加哥麥當勞感恩節大遊行芝加哥麥當勞感恩節大遊行
奧巴馬奧巴馬：：「「無懼無懼」」是對抗是對抗ISIS恐怖襲擊的最佳武器恐怖襲擊的最佳武器

僑社新聞僑社新聞

駐芝加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芝加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以以「「臺灣感動你的心臺灣感動你的心」」為題為題
參加第參加第8282屆芝加哥麥當勞感恩節大遊行屆芝加哥麥當勞感恩節大遊行

(本報訊)駐芝加哥辦事處本
(2015)年以「臺灣感動你的心」(Tai-
wan Touch Your Heart)為主題，組
隊參加第 82 屆芝加哥麥當勞感恩
節大遊行。遊行於 11 月 26 日美中
時間上午 8 時至 11 時在芝加哥市
中心州街(State Street)上舉行，吸引
逾 40 萬美國民眾在遊行路線沿途
觀賞。

駐芝加哥辦事處本年遊行隊
伍活動內容主要由「海外青少年文
化大使協會」」(FASCA)的志工進行
扯鈴、舞龍、舞獅及電音三太子等
具臺灣特色的精彩表演，廣受圍觀
群眾好評，叫好聲不斷。駐處同仁
及家眷亦踴躍參與，在遊行隊伍中

向圍觀群眾揮手致意。隊伍在行進
中搭配臺灣知名流行歌曲，充分展
現臺灣風味，向全美各界推介臺灣
軟實力並提升我國能見度。

芝加哥麥當勞感恩節遊行係
與紐約梅西感恩節遊行齊名的美
國兩大感恩節遊行活動，本年活動
內容也透過 WGN-9(芝加哥地區
頻道)及 WGN America(全國頻道)
進行電視實況轉播，預估全美逾 7
千5百萬名觀眾可欣賞到此一熱閙
的遊行節目。WGN 記者在介紹我
遊行隊伍時表示，渠兒子目前在海
外留學，並曾到訪數個國家，其中
臺灣可能是其最喜歡之處，那裏有
許多美麗的海灘和城市。

圖為駐芝加哥辦事處組團參加芝加哥感恩節大遊行隊伍圖為駐芝加哥辦事處組團參加芝加哥感恩節大遊行隊伍：：
((中為中為))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前排右四前排右四))經濟組長孫良輔經濟組長孫良輔

僑教中心副主任葉子貞等與參加成員合影僑教中心副主任葉子貞等與參加成員合影

由於每一個氣球體積都很龐大，充滿
氫氣後力大無比，需要出動一二十人來固
定它、推動它；有 19 個銅管樂隊（以芝加
哥各高中樂隊為主）；有數十個不同族裔
的文藝團體邊行進邊表演，如危地馬拉舞
蹈、州務卿懷特翻騰隊、芝加哥擊劍隊、電
影“星球大戰”戰士演員、熱播劇“芝加哥
烈焰”演員、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電音
三太子表演，主題是“台灣感動你的心”，
印第安納州印城派一個龍隊參加表演，有
一家“T”公司的職員表演跳繩，兩個籃球
隊員玩籃球，“芝加哥小姐”和“伊州小姐”
也登場亮相，最有趣的是有兩隊馬會跳舞
（跟著音樂踩拍子）。花車也打扮得花枝招
展，美輪美奐，動物園的花車上有動物亮
相，有一部花車上，少數民族族裔穿著鮮
艷的民族服裝，展現芝加哥多元化文化的
風情。

遊行於上午 11 時在蘭道夫街圓滿結
束。奧巴馬總統說對抗“伊斯蘭國”武裝IS
恐怖襲擊的最佳利器是無懼。芝加哥麥當
勞感恩節遊行的成功舉辦就是無懼的最
佳體現。

圖為駐芝加哥辦事處組團參加芝加哥感恩節大遊行圖為駐芝加哥辦事處組團參加芝加哥感恩節大遊行
((中中))為電音三太子吸引大批人潮圍觀為電音三太子吸引大批人潮圍觀

圖為駐芝加哥辦事處組團參加芝加哥感恩節大遊行圖為駐芝加哥辦事處組團參加芝加哥感恩節大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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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瘦身排毒又豐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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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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XX

医生·疾病与健康

（中国经济网）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痴呆症的患病

人数逐渐增多，老年痴呆症已成为继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脑卒中之

后老年人的第四大“健康杀手”。

然而，人们对于老年痴呆的认识仍然十分局限，甚至当家中有长

者患了此病也没有察觉。如果老人记忆明显衰退，那么很可能是老年

痴呆症的前兆。美国进口保健品牌莱思纽卡营养专家表示，要将老年

痴呆拒于门外，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相当必要。

老年痴呆症———第四大“健康杀手”
阿尔茨海默病，即老年痴呆症，是一类神经退行性疾病。临床上

以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视空间技能损害、执行功能障碍以及人

格和行为改变等全面性痴呆表现为特征，病因迄今未明。65岁以前发

病者，称早老性痴呆;65岁以后发病者称老年性痴呆。

据国际老年痴呆协会中国委员会去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 65

岁以上的老人中，老年痴呆症发病率高达 5.6%，85岁以上老人发病率

更高达 25%以上，且每年约有 30万人新发病症。全球老年痴呆患者已

超过 2100万，中国老年痴呆症患者约有 500万之多，占世界老年痴呆

症总数的四分之一。

在北京地区 60岁以上人群中，患有痴呆症的老人占 5.1%，若按

每人每年平均医疗护理费 1.5万元计算，仅北京地区的老年痴呆病人

每年就要花费 15亿元。老年痴呆症的发生和发展不仅是一个医学病

症，也是一种社会性的病症。由于缺乏特效药物，该疾病不但给病人及

家属造成极大痛苦，也同时带来沉重的社会负担。

老年痴呆症———下一个“走失”的亲人
人的大脑约有 100亿 -150亿个神经细胞。但是到了成年以后，

每天都要死去 10万个左右，这种自然减员，一般不会再新生补偿，是

不可逆的现象。所以人到老年，脑组织就会逐渐萎缩，智能记忆力也随

之衰退。

莱思纽卡营养专家指出，老年痴呆症通常表现为进行性记忆降

低、大脑认知功能障碍、精神障碍以及个性和行为改变等症状。

记忆障碍出现于早期，患者会对几十小时甚至数分钟前发生的

事情都无法回忆。日常生活表现为“丢三落四”、“说完就忘”，反复提问

相同的问题或反复述说相同的事情，终日唠唠叨叨。这时，家属就要提

高警惕，不能只抱怨患者为何不长记性了。

尽管仍能做些已熟悉的日常工作，他们对新的事物却表现出茫

然难解，情感淡漠，偶尔激惹，常有多疑。同时，出现时间定向障碍，对

所处的地理难以做出定向，复杂结构的视空间能力差。

2014年 7月中旬，北京师范大学李希慧教授因为健忘、失忆等疾

病引发求助并获得环卫工夫妻帮助的故事，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大家

除了对环卫工夫妻的善举表示敬佩之外，也格外关注老年痴呆症这个

疾病。人们在暗自追问：我将来会不会“走失”呢?

磷脂酰丝氨酸(PS)，被誉为继胆碱和“脑黄金”DHA之后的一大

新兴的“智能营养素”。它是唯一能够调控细胞膜关键蛋白功能状态的

磷脂，虽然在人体内含量极少，但它可以影响脑内化学物质的传递，并

且帮助脑细胞储存和读取资料，是维持大脑正常记忆力、反应和改善

健康情绪的重要元素，有“大脑维生素”的美誉。

专家认为，这种天然物质能够帮助细胞壁保持柔韧性，并且能够

增强传送大脑信号的神经递质效率，帮助大脑高速运转，激发大脑的

活化状态。补充磷脂酰丝氨酸使细胞更活跃，促进记忆力集中，提高警

觉性和记忆力。

根据临床试验表明，如果服用磷脂酰丝氨酸来治疗脑功能衰退，

每天服用 300毫克的磷脂酰丝氨酸连续 3个月，人就会在记忆人名与

脸孔时的表现平均进步 2%，仿佛让他们“时光倒流”，食用磷脂酰丝氨

酸 3个月后，66岁的人拥有了 52岁人的记忆力。

作为营养补充剂行业领导者，美国莱思纽卡旗下的瑙悦康软胶

囊是磷脂酰丝氨酸的最新科研产品，被喻为预防治疗老年痴呆症的福

音。莱思纽卡瑙悦康软胶囊原料来自世界上最大的磷脂酰丝氨酸提供

商安塞科公司专利级别产品 Sharp-PS，其磷脂酰丝氨酸成分，全部提

取于天然非转基因大豆中，是安全有效的营养补充产品。

瑙悦康软胶囊不仅可预防和辅助治疗老年痴呆症，还具有提高

记忆力，缓解压力，改善情绪等作用，老年性痴呆症患者和潜在患者、

用脑过度的学生族、工作压力大的上班族均可用来补充大脑营养，维

持大脑健康。

老年痴呆症 第四大“健康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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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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2015年12月10日 Thursday, Dec. 10, 2015 星期四 2015年12月10日 Thursday, Dec. 1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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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Solutions共同準備大學申請
solutions-edu.com

HOUSTON總校： (832)758-5872
14740 Barryknall Ste100, Houston, TX 77079

SUGARLAND分校： (832)499-3772
4709 Lexington Blvd. Missouri City, TX 77459

Brandon Song
Boston College

Marketing and Mathmatics
Brooklyn College

M.A. Secondary Education

Yang Gao
Harvard University
Engineering Science
Rice University

Bioengineering (Ph.D)

John Park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ngineering Physics, Major

Philosophy, Minor

精英老師團隊

★經過Solutions Edu培訓的學生分別被錄取德卅大學奧斯汀分校,

萊斯, 麻省理工學院, 耶魯大學,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紐約大學等名校.

★Solutions Edu 校長Grace Suk, 10年專精於升學規劃教育咨詢

★Solutions的老師可以幫助學生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未來潛力

感恩節假期強化班
11月23日-11月28日

9:00am-6:00pm

寒假強化班
12月19日-1月24日
9:00am-6:00pm

包括三次免費摸擬考試
（1月1日、9日、16日）
12/24、12/25週日沒課程

高中課程
-新舊SAT

-SAT Subject
-ACT

-School Subject
-AP考試

-College Application
（大學申請）

初中課程
-Duke Tip Prep

麥當娜開演唱會
跪地仰頭擠爆乳

英國流行音樂歌手阿黛爾

(Adele)近期推出新轉接，獲得樂

迷好評。但近日，有土耳其音樂

愛好者表示，其最新專輯中的一

首歌曲，是竊取自庫德族偶像歌

手的作品。

這些批評者稱，阿黛爾最新

專輯《25》中收錄的第9首新歌

《 百 萬 年 前 》 (Million Years

Ago)，與庫德族歌手艾哈邁德·

卡亞(Ahmet Kaya)1985年錄製的

歌曲《蒙受痛苦》(Acilara Tu-

tunmak)非常相似。而卡雅已于

15年前流亡法國時過世，他的妻

子錶示，像阿黛爾這樣全球知名

的巨星，不太可能做出這種事情

，“不過，假如她明知卻做了這

樣的事，就是偷竊”。

目前，阿黛爾方便尚未就此

進行回應。

56歲的麥姐演唱會大玩時裝秀，躺桌仰頭獻唱動作“限制級”。隨後天後又帶領舞女大跳鋼管舞，挺爆乳引台下粉絲狂拍。

美國時間12月7日周一晚，第58屆

格萊美大獎（The 58th Grammy Awards

）在洛杉矶諾基亞中心揭曉今年全部獎

項的提名名單，當中說唱歌手Kendrick

Lamar拿下包括年度專輯、年度單曲等

11項提名領跑，至于人氣天後泰勒· 斯威

夫特（Taylor Swift）和創作歌手 The

Weeknd也斬獲七項獎項提名緊隨其後。

第 58 屆 格 萊 美 大 獎 （The 58th

Grammy Awards）在美國時間12月 7周

一晚揭曉了今年全部獎項的提名名單，

當中說唱歌手Kendrick Lamar拿下包括

年度專輯、年度單曲等11項提名領跑，

至于人氣天後泰勒· 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和創作歌手 The Weeknd 也斬獲

七項獎項提名緊隨其後。此外，馬克

斯· 馬丁（Max Martin）和Drake分別獲

得6項和5項獎項提名。至于第58屆格

萊美頒獎禮將于2016年美國時間2月15

日在洛杉矶斯台普斯中心(Staples Center)

舉行，屆時CBS電視台也將全程直播此

次盛事。

在每年競爭最激烈的年度最佳專

輯獎提名中，除了有Kendrick Lamar 的

《To Pimp A Butterfly》，美國根源搖

滾樂團 AlabamaShakes 的最新錄音室唱

片《Sound&Color》、泰勒· 斯威夫特的

《1989》以及創作歌手 The Weeknd 的

《Beauty Behind The Madness》均出現

在名單上。在年度制作提名方面，泰

勒· 斯威夫特的《Blank Space》和 The

Weeknd 的《Can't Feel My Face》將面

對 超 級 R&B 天 王 D'Angelo And The

Vanguard 的《Really Love》、火星哥布

魯諾· 馬斯（Bruno Mars）和Mark Ron-

son 的《Uptown Funk》、艾德•希蘭

（Ed Sheeran）的《Thinking Out Loud

》的挑戰。

此外，說唱歌手Kendrick Lamar 還

憑借人氣單曲《Alright》拿下年度單曲

提名，與其角逐這項大獎的的有泰勒· 斯

威夫特的《Blank Space》、艾德•希蘭

的《Thinking Out Loud》、Wiz Khalifa

的《See You Again》以及美國鄉村音樂

組合Little Big Town的《Girl Crush》。

在年度最佳新人獎方面，美國90後妹子

梅根· 特瑞娜(Meghan Trainor)不負衆望入

圍，明年2月頒獎禮將和英國唱作男歌

手詹姆斯· 貝（James Bay）、鄉村歌手

Sam Hunt、以及美國新人Tori Kelly角逐

年度新人王大獎。

值得一提，泰勒· 斯威夫特除了勇

奪年度專輯、年度歌曲、年度制作外

，還分別奪得了最佳流行歌手、最佳

流行組合、最佳流行演唱專輯以及最

佳音樂錄像帶等7項提名。至于其它音

樂人的提名情況，美國大牌制作人

Tom Coyne、說唱歌手 Drake、混音大

師Serban Ghenea & John Hanes也斬獲5

項獎項提名，而Lady Gaga僅憑借紀錄

片主題曲《Til It Happens To You》獲

得格萊美最佳原聲提名。就此，格萊

美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尼爾 · 波特諾

(Neil Portnow)在接受媒體采訪回應道：

“每一年的格萊美提名名單體現了衆

多頂尖音樂人的創作的心血，讓音樂

成爲一種全球性的交流方式，非常高

興能夠和衆多音樂人一起見證這份成

績單的誕生。”

第58屆格萊美提名揭曉

Kendrick Lamar領跑

阿黛爾新歌《百萬年前》
被指抄襲過世歌手作品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5年12月10日（星期四）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香港文匯報訊《陀地驅魔人》上
映後成績一直高企，上映12天票房已
超越1,200萬港幣。為答謝台前幕後好
友及工作人員，導演張家輝8日晚特別
邀請劇組到銅鑼灣舉辦慶功宴。到場的
包括出爐金馬影后林嘉欣、釋彥能、張
錦程、吳啟華、張慧儀、劉偉強、謝雪
心以及雷頌德等。

當晚的慶功宴可謂雙喜臨門，除了
慶祝《陀地》上映兩周邁向1,500萬港

幣外，還是林嘉欣獲金馬獎後首次出席
《陀地》活動。家輝特別準備了蛋糕及
香檳跟嘉欣慶祝，對於是次“母子”終
於重逢，二人也顯得十分興奮。嘉欣笑
說是因為託了家輝的福才能得獎，所以
以後也要多多合作；家輝更說由於戲中
二人是“母子”關係，嘉欣得金馬影后
後，他也變了“金馬太子”了！

另面對眾多網友力撐開拍續集，家
輝坦言會認真考慮再執導演筒以回饋觀

眾。至於續集會是什麼題材，家輝打趣
說可能會是《陀地驅魔“情”》，以延
續今集結局的動人情感。他承諾下集戲
情肯定更加精彩，會將今集的伏線一一
解破。而眾演員們的角色更會重新安
排，或會安排張學友作他的兄弟，林嘉
欣更可能發展成比今集母親更親的人。
眾好友得知家輝有意開拍續集時也表示
十分支持，只要家輝一開口便會義不容
辭的來幫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容祖兒為電
器品牌拍攝全新一輯廣告系列，拍攝廣告
前，導演事先預告為祖兒度身訂造一場甜蜜
又激情的“壁咚”戲碼，祖兒知道後竟懷疑
導演不懷好意，為了營造視覺效果，“壁
咚”她的對手有可能會“使詐”，導演即笑
指祖兒太陰謀論！拍攝當日，導演果真為祖
兒謀福利，安排型男“壁咚”她，祖兒即時
一臉認真地表示要上演一場唯美的偶像劇，
要現場眾人拭目以待。

祖兒在正式拍攝時搞笑地叫型男放心
“壁咚”她，不用避忌，型男果真即時入
戲，十分貼近，祖兒卻爆笑，祖兒笑着解釋
說：“原來拍偶像劇絕不輕鬆，見到對手情
深款款地靠近我，可能五官真的太接近，近
到連毛孔都看得清，明明是浪漫都變得搞
笑！”

香港文匯報訊 環球男新人Yan Ting
（周殷廷）近日為全新派台歌曲《自我催
眠》拍 MV。擁有多次執導經驗的 Yan
Ting，自出道以來做導演替不少歌手拍攝
MV，今次他終為自己的MV自編自導自
演，對此，他表示：“很興奮但都有一點壓
力。”

這次MV由Yan Ting擔當男主角，更特
地邀請了有“翻版林依晨”之稱的網絡紅人
陳芷瑩任女主角，二人首次合作經已十分合
拍，演繹分手前後的轉變都很自然。原來
Yan Ting在拍攝前跟女主角講了整個故事，
好讓她能夠代入角色，很快地二人已經投放
了情緒。拍攝當天由於是採用“一Take過”
方式，MV是一鏡拍到尾，所以燈光師、攝
影師和演員的走位也非常重要，任何一個地
方出現錯誤，整段片都要重新再拍，各單位
足足花了13個小時排練和重複拍攝。每當拍
完一個完整鏡頭，所以人人都非常緊張地看
回帶，Yan Ting說：“每一次看回帶時，大
家都不敢呼吸，很認真的留意每一個小細
節。每當發現有一個錯誤，大家都會不自覺
地‘唉呀’一聲，又再走位重來。直到最後
成功了，大家一起拍手歡呼！”

家輝變“金馬太子”為影后林嘉欣慶祝

由於葉家寶已辭任亞視執行董事一職，變相
現在沒人會負上拖延薪金的法律責任，他

表示要由公司去決定誰接任，可能暫時會由營運
總裁馬熙兼任，他說：“全部傳票都給我一個
人，我也不知可以怎做，當時在法庭已講得好清
楚，一是辭職，一是公司解散，法律性問題我就
不太理解。”部分亞視員工仍未發放11月份薪
金，是否因股權轉讓未完成所致，家寶說：“亞
視股權的複雜性，與新投資者的資金，我的而且
確是不清楚，但相信公司會積極解決問題，對亞
視前景充滿信心。”家寶稱董事局也支持他辭
職，因為如再拖欠薪金對他會極其危險。

認有其他機構招手
問到留任高級副總裁一職，工作是否如常

時，他說：“有好大分別，執行董事要全面地去
管理公司，現在只會負責直接管理的部門，但我
也會配合交接。”至於家寶本身有沒有收到
11月份薪金？他說：“當然沒，直至昨早
（8日）也未收到。應該好快有，但現
在已不是我的責任。”至於家寶辭職
會否打擊公司士氣，他表示同事們
已一早有心理準備，有人讚他辭
明智，也有人指他太遲行動，
他苦笑同事都怕他再有官司。

有指家寶會推出自傳，
他承認有意出書，並說：
“我在這行37年，會將過去
的經歷整理，包括四百多天
中亞視的環境，但我會先休息
和放假，整頓好自己的身體、心
靈和將來打算。”會否對亞視心
淡，甚至辭去副總裁一職？家寶
說：“要看公司之後的方向發展，暫
時會休息為主。”至於有否其他機構向

家寶招手，他坦言有人聯絡過他，但不方便向外
透露，相信他30多年工作經驗，就算不在媒體
上工作也是一個寶貴的財富。

林建明願贊助情緒輔導
另外，林建明與萬綺雯（蚊蚊）9日出席心

晴行動慈善跑活動，談到前亞視執董葉家寶日前
已辭職，林建明大讚對方做法正確 : “一早就應
該這麼，拖了這麼久，都提他可惜，相信他的情
緒受了好多打擊，來心晴行動啦，免費，我贊助

他！（可會打
電話給他慰問？）我不
喜歡刻意去找人，他需要時打給
我，我就好樂意。”

亞視出身的蚊蚊就表示8日才聽到
消息，她說：“他（葉家寶）不要給自己這麼大
壓力，都做了這麼多年人，做自己開心做的
事。”問到會否擔心亞視變得群龍無首？兩人異
口同聲表示不到自己去擔心。9日的活動上，由
亞視過檔無線的秦啟維也有在場，蚊蚊表示很替
舊同事有新工作開心。

遭型男“壁咚”祖兒笑場

Yan Ting
同“翻版林依晨”拍MV

■■家輝特別準備了蛋糕跟家輝特別準備了蛋糕跟
出爐影后嘉欣慶祝出爐影后嘉欣慶祝。。

■導演為祖
兒度身定造
“壁咚”戲
碼。

■Yan Ting
與陳芷瑩首
度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
儀）林建明、萬綺雯（蚊蚊）
及關楚耀（Kelvin）9日到觀塘
出席《心晴行動飛躍海濱長廊
慈善跑》發佈會，活動將於明
年情人節舉行，該會創辦人林
建明搞笑呼籲舊情人屆時出席
活動：“除了呼籲另一半來，

過去十幾年的
舊情人都要
來，可能數
完手指和
腳趾都數不

清，來到又不
認識，好想念他
們！”

連續四年擔
任“愛心大使”
的蚊蚊表示會邀
請老公陳十三當
日一齊跑，她又

自爆近日每朝七、八點就被老
公拉去跑步及做運動，因中醫
指她不夠氣，老公便想她練好
中氣。

關楚耀（Kelvin）表示已
參加了活動四年，提到活動將
於情人節舉行，Kelvin笑指林
建明已答應安排“另一半”陪
跑，他笑說：“大姐明（林建
明）說會給我驚喜，好開心，
（自己找女伴？）好難自己
找，要撞到。”拍照時他又搞
笑的扮郭富城與方媛公佈戀情
的相片，自己左手拖右手說：
“拖住一齊跑要慢一點！”問
到他的擇偶條件？Kelvin說：
“我沒要求，遇到互相明白就
行了，最好可以一齊做運動，
年紀不是一個問題，大過我或
小過我都不介意，合拍才是真
愛。”

辭任執董辭任執董 獲同事讚明智獲同事讚明智

葉家寶葉家寶擬出書擬出書
寫亞視經歷寫亞視經歷

辭任執董 獲同事讚明智

葉家寶擬出書
寫亞視經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梁靜儀）剛辭去亞視執行董事職位的葉家寶，

9日到數碼電台接受訪問，他表示會繼續留任亞視高級副總裁一職，希望公司能盡

快發放11月薪金給員工，他本人就想趁機會休息一下，並打算出書撰寫亞視400

多日最困難的時刻，以及他個人的經歷。一直支持心晴行動的林建明表示，相信

家寶的情緒受了好大打擊，願免費提供情緒輔導。

萬綺雯每早被老公拉去跑步

■萬綺雯表
示會邀請老
公陳十三一
齊參與慈善
跑。

■■林建明稱樂意接聽葉家寶林建明稱樂意接聽葉家寶
的電話的電話。。■■由亞視過檔無線的秦啟維由亞視過檔無線的秦啟維((右二右二))也有在場也有在場。。

■■葉家寶希葉家寶希
望亞視能盡望亞視能盡
快發放快發放1111月月
薪 金 給 員薪 金 給 員
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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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曝妹妹染毒
智力停在15歲
「六月」蔡君茹、李易

有了寶貝兒子 STAR，更關
心孩子的未來，28日夫妻倆
攜手擔任反K他命大使，出
席新北市 「為了下一代，我
反K他命」大會師活動，六
月更再一次吐露自家3人深
陷毒品戕害，大妹從小遭受
毒害影響，至今智商停留在
15歲，目睹家人彼此傷害的
切身之痛，強力呼籲反K到
底！

以前六月絕口不提她的

家庭事，自從相信耶穌基督
後，也勇敢打開內心黑暗面
，曾經媽媽、繼父唯一的生
活寄託只有吸毒，繼父竟引
誘妹妹也染毒，導致小小年
紀精神錯亂，已 30 幾歲但
智力卻停留在 15 歲，自主
能力、學習都有障礙，當年
的媽媽則是動不動就回家向
外婆拿錢，拿不到錢就發脾
氣，六月親眼目睹外婆傷心
垂淚、家庭悲劇，除了痛心
，更多的是下定決心，所以

當收到新北市議員林國春
的邀請，義不容辭擔任反
毒大使。 「絕對不要碰毒
，她們做的事，抽菸、吸
毒，我通通都不要！」 現
今販毒手法翻新，還演變

成 「巧克力」包裝混入校園

，生活中防不勝防，李易也
曾親眼見過父親友人受毒害
，從身材魁梧的壯漢變成皮
包骨，六月、李易夫妻倆身
為父母，更憂心下一代，雖
然兒子小STAR才11個月，
也已經未雨綢繆準備幫兒子

找好學區，給孩子快樂童年
，六月說： 「不要給孩子太
多壓力，開心就好。」

而李易日前受訪曝結婚
9 個月後，曾因婚姻生活現
實與想像差距大，一度產生
離婚念頭，直到接觸宗教後

，才逐漸找回婚姻價值，夫
妻感情愈來愈好，是否再拚
第二胎？六月笑說： 「靜待
下一周揭曉囉，看看 『姨媽
』有沒有來就知道了。」

MP 魔幻力量成員嘎嘎今年 6
月爆出和安心亞的不雅影片，而
散布影片者是他前女友，周旋在

三角關係中，嘎嘎對2女造成的傷
害難辭其咎，遭所屬相信音樂下
令禁足半年，近日嘎嘎終於解凍

，不過出席公眾場合仍脫離不了
相關話題，他坦言現在對人群和
異性關係有恐懼感，也怕隱私再

流出， 「我的手機
一直都很小心，那
次是一個失誤，手

機現在都放我口袋。」
MP 5日出席代言活動，嘎嘎

提 到 親 密
影 片 事 件
後 ， 家 人
非 常 生 氣
， 「現 在
比 較 沒 有
跟 家 人 聯
絡 ， 爸 媽
認 為 我 做
錯 事 就 自
己 承 擔 ，
我 會 承 擔

這一切，希望他們不要擔心。」
對於劈腿導致前女友採取報

復行動，嘎嘎表示非常對不起所
有人， 「不只是她們，也對不起
我的公司、團員和家人。」禁足
這段期間，MP靠另一主唱廷廷苦
撐，而廷廷也因為近來寫歌壓力
大，嚴重失眠，缺席5日活動，嘎
嘎說： 「我前幾個禮拜自己一個
人擔任主唱，覺得MP的歌一個人
唱真的很累，可以感受我不在的
半年廷廷有多辛苦。」

他對團員深感愧疚，每次團
員上通告前，他會傳訊息到6個人
的群組裡為大家加油打氣。沒跟
著團體活動的這段期間，嘎嘎去
美國上唱歌和舞蹈課。

親密照事件後... 嘎嘎手機不離身

豬哥亮昨日（9日）錄華視 「華視天王豬哥
秀」，提起謝金燕因夾在爸媽間兩面為難，他忍
不住爆氣： 「見個面會死嗎？不會死嘛，我希望
這一個月，她假如不跟我見面，我以後都不要了
，再要跟我見面我也不要了！」他痛罵以前謝金
燕姊妹車禍，他二話不說拿錢救急， 「我跑路十
幾年，她有救過我嗎？」最後更失控飆國罵，火
氣超大。

豬哥亮上周過生日，謝金燕送上名牌外套和
家書，信中盡訴對父親的思念之情，並表示為顧
及母親感受，想和父親私下見面，不過豬哥亮堅
持公開，讓謝金燕左右為難，不過豬哥亮對此不
以為然： 「那個是她自己講的啦…我對她媽媽很
好，她寫 11 歲我跟她媽媽離婚到現在，這個都
是廢話嘛！」

他不認為前妻會阻礙父女倆見面，質疑謝金
燕 「我有用過她的錢嗎？我有救過她，我有
幫忙她，她媽媽也不會很壞呀！姊妹出車禍
，我要去醫院，導演不讓我請假，我還跟導
演吵架，難道都沒有一點情嗎？」他餘怒未
消，繼續痛罵： 「(見面)有困難嗎？是爸爸
要把女兒弄到酒家？還是弄去上班？我有那
麼惡劣嗎？我有大腸癌，我知道我的日子，
她要再回來，我不要了啦！真的不要了！」
工作人員眼見他情緒越發激動，連忙請他進

棚錄影，不過就在踏進錄影棚的前一刻，他又忍
不住回過頭發牢騷： 「說媽媽不准是藉口啦！她
們出車禍，她媽媽還有打給我，我跑路十幾年，
她有救過我嗎？X！」突如其來爆粗口，嚇傻在
場眾人，對此，謝金燕經紀人球球電話未接，看
來父女要見面破冰，恐怕難如登天。

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演藝圈親子翻臉
的例子不少，張韶涵和媽媽為錢反目，張母指控
女兒棄養，張則反咬媽媽拿走億萬存款，母女情
斷；蔡少芬則因媽媽嗜賭成性，蔡少芬不堪一再
代母還債，決定與媽媽劃清界線；潘若迪和歌手
媽媽憶如互不往來，傳出兩人曾同住一年，但發
生爭執就此決裂，憶如指兒子棄養，潘若迪對於
媽媽的話題則一概不回應，母子倆形同陌路。

不滿謝金燕拿媽當藉口不滿謝金燕拿媽當藉口
豬哥亮飆國罵豬哥亮飆國罵 「「XX」」

《小門神》發預告 每個“長臉萌叔”都值得心疼

《北京時間》亮相美國
中國影片首登納斯達克

《北京時間》即將於12月 11日

登陸全國院線。該片由安戰軍執導，

陳喬恩、李保田、馬元、孫藝洲、

周秀娜聯袂出演。日前，片方陸續

曝光了人物劇照、海報、2分鐘版

官方預告等內容。今日，片方更是

的將影片30秒先導預告片在美國證

券交易所廣告屏投放，這是中國電

影預告片首次登陸納斯達克。值得

壹提的是，《北京時間》在納斯達

克廣告屏持續7天、每天20次滾動

播放的投放力度，足見片方對該片

的超強信心。

《北京時間》以北京建設為基

礎，講述了壹位老人跨越50年的尋

愛故事。全片不僅集合了唯美、愛

情元素，還聚集了當今國內眾多演

技派，李保田飾演老年時長工，陳

喬恩飾演薛雅蘭，馬元飾演青年時

長工，更有不僅有孫藝洲、周秀娜

、劉威、娜仁花等群星加盟，更有

陳喬恩首飾五十年代純愛女主，馬

元、李保田同飾壹角。

今日，《北京時間》預告片登

陸納斯達克廣告屏，這在國內電影

屆尚屬首次。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

是1971年在華盛頓建立的全球第壹

個電子交易市場。5400多家公司在

此上市，它在55個國家和地區設有

銷售終端，其在全球金融界地位不

言而喻。納斯達克紐約市中心的黃

金地理位置，也讓它成為商家的必

爭之地。而該片在納斯達克廣告屏

持續7天、每天20次滾動播放的投

放力度，也體現了片方對《北京時

間》品質與票房的超強信心。

在《北京時間》的首映禮觀影

結束後，觀眾對該片中那種純情的

愛戀都表示感同身受。有網友在觀

影後說：“《北京時間》就是講述

被凝固在老北京城中的最美的愛情

故事。愛得不張揚卻很深沈，是真

正的浪漫。李保田演的倔老頭講起

話來京味十足，逗比也歡樂，卻能

讓人體會到至真至純的風骨。”

就在國內公映引發火爆觀影潮

的同時，影片《北京時間》還備受

海外電影市場的青睞。《北京時

間》30秒先導預告片登陸大洋彼岸

的美國納斯達克市場巨型LED顯示

屏。該預告片壹經公布，立即引爆

海外媒體和觀眾的眼球。很多華人

發微博表示，居然能在美國街頭看

到熟悉的李保田老師的視頻，相當

驚訝。更有不少在納斯達克工作的

金融界驕子發推特詢問，這段搞笑

又時尚的短片到底是關於什麽影片

的。這標誌著影片《北京時間》不

僅在本土市場備受好評更是贏得了

全球電影觀眾的關註。

據悉，《北京時間》由北京市

新聞出版廣電局組織、策劃，北京

電視藝術中心有限公司出品、承

制，北京星美影視發行有限公司發

行。該片將於12月 11日登陸全國

大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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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導演、編劇葉京的大銀幕處女作被傳已久，去年底曾經發

布消息2015年上映，因導演對音樂有不滿意重新返工修改，公映壹

直推遲。今日，果實電影首次發布了葉京電影處女作《記得少年那

首歌》的“1969版概念定檔海報”，正式宣布該片將於2016年4月

底全國公映。

葉京何許人？
葉京作為與導演馮小剛、作家王朔壹起長大的“發小”，壹起

合作了多部影視經典。作為導演，葉京的為數不多的幾部以文革

背景和北京大院子弟生活為素材的電視劇諸如《與青春有關的日

子》、《夢開始的地方》曾經在中國文藝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特別是被譽為經典的《與青春有關的日子》。業內媒體曾經評

價，作為編劇、表演、導演、音樂全能的葉京雖然出手較少，但壹

出手就是高分。

作為享譽壹時的“京城鐵三角”重要壹員，葉京確是最後壹個

出手拍電影的人，在接近知天命之年，才拿出了自己的銀幕處女

作。相比之下，老友馮小剛已經是國內無人能及的票房第壹大導

演，而王朔早年也曾經作為導演拍攝過《頑主》，並有多部膾炙人

口的編劇作品，《與青春有關的日子》就是改編自王朔小說《玩的

就是心跳》。

不熟悉葉京的觀眾，可以很容易通過馮小剛和王朔的電影作品

裏找到葉京：《甲方乙方》裏把全村的雞吃光了的“遊老板”，以

及《我是妳爸爸》裏的“貓哥”，正是葉京出演。

50歲拍處女作？
已經接近“知天命”的年齡，導演葉京終於拍攝出自己的銀幕

處女作，而且是他最為拿手的文革題材，

這讓不少葉京的影迷興奮不已。對於這部

電影，媒體鮮有報道，曾有小道消息說葉

京正在拍攝以自己親身經歷改編的電影

《少年時光》。今日正式浮出水面，這部

電影正式名稱為《記得少年那首歌》，也

確實是葉京根據自己親身經歷改編的壹部

青春電影。

《記得少年那首歌》依然獲得了老朋友

們的傾情支持，馮小剛跨刀總監制，王朔擔

任藝術指導。葉京在開機儀式上坦言，自己

構思、創作劇本花了12年，籌備、拍攝、

制作花了3年，頗為不易。片方在去年底曾

經發布消息有望2015年上映，因葉京對作品

壹向要求完美，對多處音樂始終未能滿意，

不惜代價再次返工修改，截至目前，影片終

於完成。

《記得少年那首歌》全片264分鐘，以

壹部接近《美國往事》的篇幅，講述根據葉

京親身成長經歷改編而成發生在文革時期的

壹段青春回憶。

被期待為“2016開年第壹動畫”的

《小門神》今日發布了三款最新人物海

報，片方同時曝光了迄今為止信息量最

為豐富的“冒險版”預告片。直逼好萊

塢的制作水準令不少網友秒變“自來

水”：“國產動畫片現在太牛了，怎麽

年年都有神作亮相？《小門神》什麽時

候上映？到時候壹定買票去看！”

據悉，《小門神》由從IT跨界電影

圈的前土豆網創始人王微，帶領追光動

畫旗下160余人的全華人團隊打造，其中

還有不少成員曾供職於皮克斯、夢工廠

等好萊塢動畫電影公司。這部適合全年

齡觀看的3D動畫電影將於2016年 1月 1

日開年獻映。

在這款“冒險版”預告片中，門神

郁壘橫空出世，在天界、人間乃至疑似

“盜夢空間”的神秘之地進行了壹番神

奇大冒險。預告片先展現了中國神話中

最令人耳熟能詳的所在——淩霄寶殿。

跟過去的動畫片多將之打造成皇宮邢臺

的做法不同，《小門神》中的淩霄寶殿

是壹座連接海天的異形建築，細看單獨

的殿宇便像是現代大都市的高樓，但彼

此間如同搭積木般的連接方式又令整座

淩霄寶殿充滿了魔幻色彩。

鏡頭壹轉，淩霄寶殿大門前掛著的

各種接地氣的神界機構招牌，如“雲計

算中心”、“廣場舞研究中心”、“江

山色彩包裝事務所”，又令人不覺忍俊

不禁。跟神界天馬行空的設計相反，預

告片中展現的人間世界則充滿了壹種令

人感到安心、溫暖、懷舊的色彩。江南

水鄉綠樹搖曳，燒柴老竈炊煙裊裊，但

如夢美景中突然出現的神秘怪物卻令人

不禁揪心：這平靜的人間，到底遭遇了

什麽突然變故？

值得壹提的是，預告片中還出現了

幾處既不像人間亦不似神界的神秘所

在，或桃花紛飛，或巨石嶙峋，或瀑布

倒流。而其中壹個胖門神“神荼”推開

神秘大門之後消失的鏡頭，則令眼尖的

網友發現了端倪：“難道是類似《盜夢

空間》的設計，門神每次推開壹扇門，

都會進入壹個全新的世界？這想象力也

未免太贊了吧！”

今年最火的國產動畫片《西遊記之

大聖歸來》令“長臉大聖”成為網絡時

尚標簽。有意思的是，《小門神》的團

隊從三年前開始醞釀這部電影的時候，

不約而同地也將片中的英雄——門神

“郁壘”，打造成了壹個清瘦修長的

“長臉萌叔”形象。有網友評論雙方

的“神巧合”：“這就叫英雄所見略

同。”

《大聖歸來》中的孫悟空因為經過

了500年的“關禁閉”而變得心灰意冷，

《小門神》中的“郁壘”則遭遇了其

“神生”中的另壹種最大危機——失業

下崗。高曉松和叫獸易小星助陣，《萬

萬沒想到》的“王

大錘”白客為這位

最新版的“長臉萌

叔”配音，充分展

現出了“門神”從

遭遇危機，到奮起

反抗，最後幡然領

悟的心理全過程。

“門神還有什麽價值？！”

壹聲憤懣的咆哮之後，這

位沖動的“長臉萌叔”自作主張地

開始了其翻天覆地的冒險之旅。其

間，他得到了胖搭檔神荼的義氣相伴，

也遭遇了“女同事”花仙的冷語嘲笑，

但最大的溫暖則來自可愛的人間小女孩

“雨兒”。預告片中，大叔壹聲“人間

似乎不需要我的保護”的嘆息引起了不

少網友的心疼：“門神大叔別灰心，我

們需要妳的保護！”

“盜夢空間”上天入地

“長臉萌叔”惹人心疼

《北京時間》先導預告亮相
中國影片首登納斯達克

國內首映禮口碑爆棚
《北京時間》映前引爆美國


	1210THU_C1_Print
	1210THU_C2_Print
	1210THU_C3_Print
	1210THU_C4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