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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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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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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楊德清楊德清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安穩保險
汽車 房屋 商業
醫療 人壽 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Sterling McCall LexusSterling McCall Lexus

Danny Hou(中英雙語)

Sales Consultant(銷售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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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RX

832-361-9088

雷克薩斯被消費者反饋評為

最值得信任品牌
美國高速公路安全機構 撞擊測試

安全性最高的品牌之一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秋季學期結業典
禮
12月17日(THUR)上午10時
9720 TOWN PARK #104,HOUS-
TON,TX.77036

大休士頓獨立學區與台北巿教育局簽
署教育夥伴協定
12月17日 （Thur.)上午10：00
4400 West 18th Street,Houston,
Tx.77092

愛心組織到Liberty High School 捐贈
12月18日（ Fri ) 下午1 Pm---3pm
6400S.W .Fry.Ste A

美南銀行[長期護理保險]講座
時間： 2015 年 12月 19 日 (六) 上
午 10:00 A.M.
地點：美南銀行社區會議中心
(Member FDIC)
位址：6901 Corporate Dr., Hous-
ton, TX 77036

聯合校友會聖誕晚會
12月19日(SAT)下午5：30PM至9
時30PM
休士頓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4800 CALHOUN RD. HOUSTON,
TX.77204

金城銀行聖誕餐會
12月19日(SAT)下午5時45分
HOUSTON MARRIOTT WEST-
CHASE
2900 BRIARPARK DR.,HOUSTON,
TX. 77042

王長宏美術學校2015年師生畫展

12 月19 日 星期六 10：30 am -4：
30 pm
9730 Town Park Dr. #116, 王長宏美
術學校

休士頓僑教中心於12/19下午2點起
(106室) 辦理青年文化志工系列活
動
下午2-4 多媒體簡報比賽
下午4點 美國總統志工獎章頒獎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年終匯報演出
2015東韻西語
12月20日(SUN)下午6時
STAFFORD CENTRE
10505 CASH ROAD, STAFFORD,
TX.

中國象棋隊訪美表演賽
12 月 19 日 （Sat. ) 上 午 9：
30 ---12pm
休士頓華夏中文學校大禮堂

朱立倫後援會
12月19曰（Sat.)下午 2：00
Hilton Garden Inn

「師大附中校友會」 「 德州槍枝法
」 座談會
12 月 19 日（Sat.) 1:30 pm----3:
00pm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
3599 Westcenter Dr.)

恆豐銀行聖誕 Party
12 月19 日（Sat.) 下午6：00
Royal Soneta Houston (2222 West
Loop South )

一週活動快報一週活動快報2016美南大專校聯會獎學金
即日起接受申請 二月二十九日截止

華商經貿北美總會長吳睦野吳毓苹伉儷來休士頓訪問拜會僑教中心華商經貿北美總會長吳睦野吳毓苹伉儷來休士頓訪問拜會僑教中心

（本報訊）2016 美南大專校聯會
獎學金 、新增范增瑩紀念獎學金、 即
日起接受申請。申請截止日期是二月
二十九日。

一年一度的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
合校友會獎學金，今年將分七類進行
甄選分發。即日起接受報名。

第一類獎學金，是華裔青年從政
獎學金。其主旨在鼓勵有志從政的青
年爭取在立法機構基層學習的良機。
每年在國會、州議會議員的辦公室，
都錄用為數不少的實習生(Interns) 。這
些實習生的職位，是提供年輕人親眼
目睹、親身參與立法機構運作的絕佳
良機；同時，也是培養未來政治人物
的搖籃。校聯會此一獎學金，名額至
多二名，金額每名二仟元。申請者必
須是在大學或研究所(包括法學院)的學
生，并且已取得或有意取得國會、德
州州議會或休士頓市議會中任何一議
員辦公室的實習生職位。

第二類獎學金，是校聯會已舉辦
二十餘年的傳統獎學金，開放給十二
年級的高中生申請。依據學生的學業
成績、領導才能、社區服務、與課外
活動來甄選得獎者。今年校聯會傳統
獎學金名額至多六名，每名一仟元。

另設一名社區服務獎學金，金額
一仟元。是文化大學校友黄登陸先生
為紀念其妻張玉瑩女士所設，是以社
區服務卓越貢獻、有志上大學的十二
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一名課外活動獎學金，金額

一仟元。是台灣大學校友樓一中先生
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將軍及夫人所設
，是以課外活動優異表現、有志上大
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一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
金額一仟元。是台灣大學校友夏慧芸
為紀念父母親夏元治先生及夫人所設
，是以學業成績優良、有志上大學的
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第三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
家境清寒、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
中生為對象。此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
提供：

＊中原大學校友張南庭先生為紀
念其父母親張東朝先生及夫人所設，
名額三名,金額每名二仟元。

＊台灣大學校友林宗生先生為紀
念其父親林瑞發先生而設立的，名額
一名，金額三仟元。

＊台北科技大學校友劉素雲女士
為紀念其母親劉林買女士所設，名額
二名，金額每名一仟伍百元。

＊中原大學校友朱比南女士為紀
念其父親朱鎔堅先生，母親朱孫蘊玉
女士及其弟弟朱喜賢先生所設，名額
二名，金額每名一仟伍百元。

* RLC基金助學金 ，名額及金額
未定，依申請學生需要而定。

第四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
家境清寒、有志上大學的 NorthBrook
高中十二年級學生為對象。此類獎學
金是下列校友提供：

＊政治大學校友劉旭強女士為紀

念其母親劉楊秀鶴女士而設立的，名
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第五類獎學金，此項音樂獎學金，申
請者必須是有志上大學主修音樂的十
二年級高中生，或大學或研究所音樂
系的學生。此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提
供：

＊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
念其父母親謝文治教授及夫人所設，
名額一名，金額二仟元。

＊大專院校音樂獎學金基金提供
，名額一名，金額二仟元。
第六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境
清寒、UH (University of Houston) 物理
系的大學生為對象。此類獎學金是銘
傳大學校友胡小蓮為紀念其丈夫馬驥
驃博士所設，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

第七類獎學金，社區服務獎學金
。是台灣大學校友蔡亞麟先生為紀念
其妻范增瑩女士所設，是以社區服務
卓越貢獻、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
中生為對象，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

以上所有獎學金，都將於六月的
校聯會 「獎學金之夜」舉行頒獎儀式
。有關各類獎學金的詳細申請辦法及
表格，請見校聯會網頁 http://www.
jccaa.net 或電訽
獎學金召集人鄭大展 281-919-9576
fcheng49@yahoo.com。

(本報記者黃麗珊)北美華商經貿聯誼總會新任
總會長吳睦野及夫人吳毓苹委員到訪休士頓 並於
12月16日上午10:30拜會僑教中心受到僑教中心莊
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熱烈歡迎並參觀文化導纜教
室,對電音三太子及布袋戲台設計深感興趣張世勳
僑務顧問詳加解說.

拜會人員除吳牧野伉儷 還有休士頓華商經貿
理事會劉佳音會長,周宏副會長,蘇莉莉、方台生前
會長,顧問鄭昭僑務諮詢委員,張世勳,趙婉兒理事及
胡麗玲前副會長等八人以及楊國貞女士
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等討論交
流北美及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務,收獲豐富.

因為華商經貿聯誼會性質及與僑委會聯繫,吳
睦野博士現任世界台灣同鄉聯誼總會,總會長,北美
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總會長,北加州華僑會館主席
兼董事長,茂威投資公司董事長,舊金山華商經貿協
會會長,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顧問,其經歷有,世界
台灣同鄉聯誼總會執行副總會長,世界華商經貿聯
合總會監事長及秘書長,國際傑人會世界總副總會

長,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副監事長,北美
洲台灣商會聯合總副總會長及財務長
國際傑人會美國總會總會長,全美台灣
同鄉聯誼會總會長北加州台灣工商會
會長,聖荷西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舊金
山灣區東北同鄉會會長.吳睦野總會長
希望明年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年
會在北加州華僑會館舉行.屆時集思廣
益,把英文規章制制訂,15分會凝聚在一
起,廣結善緣參與,年刊好好辦理,創新..

吳毓苹女士,2012-2015 僑諮詢委
員,2009-2012僑務委員,世界台灣同鄉
聯誼總會名譽總會長,世界華商經貿聯
合總會名譽總會長,北加州華僑會館執
行長兼館長海帆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世
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顧問,華僑協會總
會舊金山灣區分會創會會長,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
管協會北加州分會創會會長舊金山華商經貿協會
創辦人羅省&北加州國際傑人會輔導長,全球華商

經貿聯誼總會總會長2011-2013,國際傑人會美國總
會總會長 2010,北美洲華商經貿聯誼總會總會長
2009-2011.她建議可以舉辦講座,義診等,可以找當

地人才,領導合適加入會員,後成為會長到僑委會上
課,作指導,顧問.

休士頓華商經貿理事會劉佳音會長休士頓華商經貿理事會劉佳音會長,,周宏副會長周宏副會長,,蘇莉莉蘇莉莉、、
方台生前會長方台生前會長,,顧問鄭昭僑務諮詢委員顧問鄭昭僑務諮詢委員,,張世勳張世勳,,趙婉兒理事趙婉兒理事
及胡麗玲前副會長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及胡麗玲前副會長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李美姿副主任
熱烈歡迎北美華商經貿聯誼總會新任總會長吳睦野及夫人熱烈歡迎北美華商經貿聯誼總會新任總會長吳睦野及夫人
吳毓苹委員到訪休士頓吳毓苹委員到訪休士頓((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北美華商經貿聯誼總會新任總會長吳睦野及夫人吳毓苹委北美華商經貿聯誼總會新任總會長吳睦野及夫人吳毓苹委
員參觀文化導纜教室員參觀文化導纜教室,,電音三太子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電音三太子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李美姿副主任李美姿副主任、、休士頓華商經貿理事會周宏副會長休士頓華商經貿理事會周宏副會長、、張世張世
勳理事勳理事、、及楊國貞女士合影及楊國貞女士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駐休士頓辦事處臺灣書院駐休士頓辦事處臺灣書院
陳龍斌陳龍斌 「「書雕庭園展覽書雕庭園展覽」」 在聖安東尼中央圖書館盛大開幕在聖安東尼中央圖書館盛大開幕

休士頓華裔社區人士上週六休士頓華裔社區人士上週六
舉辦舉辦 「「慈善玩具大捐贈慈善玩具大捐贈」」活動活動

圖文：秦鴻鈞
休士頓華裔社區發起 「慈善玩具大捐贈活動」

與上週六（十二月十二日）在 「中國人活動中心」
舉行。

在聖誕節即將來臨之際，這項 「慈善玩具大捐

贈」活動，格外引人注目，處處顯示社區的溫暖。
（圖一）為捐贈玩具者還在作最後的整理，好讓這
些玩具漂漂亮亮的送出去。（圖二）為參與這項捐
贈的社團代表與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的辦公
室主任（前排左三）合影。

臺灣藝術家陳龍斌 「書雕庭園展
覽」吸引了眾多貴賓參與，於12月10
日在美國德州聖安東尼中央圖書館正

式開幕。
開幕式先由各單位代
表致辭，依序為聖安
東尼公共圖書館館長
Ramiro S. Salazar、聖
安東尼市政府文化局
執行長 Felix Noel Pa-
drón、聖安東尼市政
府 國 際 關 係 室 主 任
Shahrzad Dowlatshahi
、駐休士頓辦事處臺
灣書院副主任劉月琴
、藝術家陳龍斌，以
及聖安東尼公共圖書
館 理 事 會 主 席 Paul
Stahl。此外，開幕式
現場獲聖安東尼市政
府、三一大學、德州
大學聖安東尼分校、
聖安東尼美術館、聖

安東尼嘉年華、聖安東尼臺商會、聖
安東尼臺灣同鄉會等各界人士超過百
人共襄盛舉。

旅居紐約藝術家陳龍斌先生在過去20
多年來以 「閱讀雕塑」系列作品享譽
國際。本展覽呈現陳先生近年遊走在
世界各地所創作的多項作品，例如"文
藝復興系列"、"書臉系列"、"動物系
列-蜥蜴"，以及近年對東方禪園美學
所啟發的枯山水裝置。作品皆由世界
各地收集的二手書籍、雜誌雕塑而成
，具備近年全球倡導的環保創作概念
。陳龍斌書雕作品有別於一般紙材創
作，是種對書籍紙張的全新雕塑表達
，也影響新生代藝術家對書本及紙材
的藝術創作，由於作者豐富的人文閱
歷，作品中呈現出東西文化衝擊、傳
統結合當代的美學原素及工藝加入觀
念的跨界創作。
美國德州聖安東尼與臺灣高雄已建立
超過30年的姊妹市情誼，本展覽源於
聖安東尼公共圖書館館長 Ramiro S.
Salazar獲邀於2014年11月出席高雄市
立圖書館總館開幕期間，對於陳龍斌
先生為該館創作的書雕裝置極為驚豔
，力邀陳先生作品赴聖安東尼展覽，

後續在聖安東尼
市政府相關部門
，以及文化部與
駐休士頓辦事處
臺灣書院多方努
力下促成，相信
透過陳龍斌獨特
的書雕庭園創作
，進一步加深穩
固兩城市間的姊
妹情誼。

「陳龍斌書
雕庭園展覽」主
要由文化部、聖
安東尼公共圖書
館、聖安東尼公
共圖書館基金會、聖安東尼市政府文
化局以及聖安東尼市政府國際關係室
共同贊助。展覽將持續至2016年2月
20日，駐休士頓辦事處臺灣書院竭誠
邀請民眾於展覽期間踴躍蒞臨欣賞。

展覽詳情可上網查詢：http://
www.mysapl.org/location.aspx?id=cen

或 http://english.moc.gov.tw/article/in-
dex.php?sn=3628

展覽資訊：展期持續至2016年2
月20日，地點：聖安東尼中央圖書館
藝廊/600 Soledad Street, San Antonio,
TX 78205

美南山東同鄉會昨舉行理事會美南山東同鄉會昨舉行理事會
分配分配11月月2323日年會酒席及相關工作事宜日年會酒席及相關工作事宜
（休士頓/秦鴻鈞） 「美南山東同鄉

會」於昨天（十六日）下午在 「友家山東
餐館」召開理事會，共有二十多位理事出
席。與會的理事當場就拿了年會的票到僑
社去推，預料今年的年會辦的紅紅火火，

有聲有色。
美南山東

同 鄉 會 決 定
將 於 2016 年
1 月 23 日 在
鳳 凰 海 鮮 大

酒家，舉辦盛大年會。應廣大老鄉們的要
求，今年的年會將有所改革。我們增加了
下午3-6點的社交茶會的時段，以便老鄉
們有充分的時間交流，另外在休山東企業
、當地律師、醫生、銀行等機構也前來為

大家提供服務，增進大家的了解和友
誼。正式宴會在6-9點，有豐盛的飯
菜和精彩節目及獎品。我們歡迎老鄉
們積極參與，獻計獻策，並報名上台
演出精彩的節目。共同把年會辦成老
鄉們的盛會，謝謝大家的支持。為了
組織好這次活動，我們設計微信報名
，以便統計人數，稍後發出，門票也
將在近期印出，熱切期待大家的支持
和參與！

年度初步計劃席開90桌，每桌票
為500元，300元及200元（學生票）
，年會的入場券將於今起發行，歡迎
山東同鄉及企業界踴躍參加。圖為 「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長馬欣（立者）昨在理

事會上致詞，報告年會情況。（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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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郭笑榮郭笑榮//採訪報導採訪報導))
一年一度由中西部北一女中校友會暨一年一度由中西部北一女中校友會暨
芝加哥各大專院校校友會聯合舉辦的芝加哥各大專院校校友會聯合舉辦的
歲末聯歡聖誕晚會歲末聯歡聖誕晚會，，1212月月55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晚上晚上，，假芝加哥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大假芝加哥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大
禮堂盛大舉行禮堂盛大舉行。。來自大芝加哥區的來自大芝加哥區的 1414
個校友會和個校友會和200200多位校友們歡聚一堂多位校友們歡聚一堂，，
展現演展現演、、歌歌、、舞等各項才藝舞等各項才藝，，熱鬧又溫熱鬧又溫
馨馨，，其中壓軸節目由主辦方北一女校其中壓軸節目由主辦方北一女校
友會所提供的友會所提供的「「KISS BANDKISS BAND」」，，由吳慕由吳慕
雲掌鼓手雲掌鼓手，，湯銘倫湯銘倫，，鄭明能鄭明能，，李盛灝分李盛灝分
任吉它手和及貝斯手任吉它手和及貝斯手，，其化粧巧妙其化粧巧妙，，動動
作精彩作精彩，，轟動全場轟動全場，，擄獲全場觀眾熱烈擄獲全場觀眾熱烈
的掌聲的掌聲。。

出席晚會活動的貴賓有駐芝加哥出席晚會活動的貴賓有駐芝加哥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何震寰處長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何震寰處長、、孫孫
良輔組長良輔組長、、林易民組長林易民組長、、教育組秘書董教育組秘書董
慶豐慶豐，，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台貿中心台貿中心
主任梁芷菊主任梁芷菊、、僑務委員項邦珍僑務委員項邦珍、、陳香蘭陳香蘭
等貴賓等貴賓。。

聯歡晚會由錢懷德擔任主持人聯歡晚會由錢懷德擔任主持人，，
他幽默的主持風格他幽默的主持風格，，帶給觀眾許多歡帶給觀眾許多歡
笑笑，，為晚會增加許多樂趣為晚會增加許多樂趣。。

當晚晚會的主人當晚晚會的主人，，北一女中校友北一女中校友
會會長劉又明醫師首先向大家介紹當會會長劉又明醫師首先向大家介紹當
晚參加貴賓及各校友會會長晚參加貴賓及各校友會會長，，她致詞她致詞
時說時說，，每年的歲末聯歡聖誕晚會每年的歲末聯歡聖誕晚會，，都是都是
北一女中及各大專院校友會共同努力北一女中及各大專院校友會共同努力

策劃的壓軸作品策劃的壓軸作品，，每一個校友會都為每一個校友會都為
這場晚會付出極大的力量來完成這個這場晚會付出極大的力量來完成這個
盛會盛會，，她代表整個晚會的全部工作人她代表整個晚會的全部工作人
員感謝大家的出席員感謝大家的出席。。同時劉又明又向同時劉又明又向
今年出錢出力的大專校友們致上最深今年出錢出力的大專校友們致上最深
的感謝的感謝，，他們分別是他們分別是：：吳慕雲醫師贊助吳慕雲醫師贊助
晚會音響及晚會音響及 DJDJ、、陳美麗精製的甜點陳美麗精製的甜點、、
Merry Richards JewelersMerry Richards Jewelers 捐贈捐贈$$300300 禮卷禮卷
、、僑務顧問陳德香捐贈水果以及台北僑務顧問陳德香捐贈水果以及台北
經文辦事處經文辦事處、、各校友會或個人所贊助各校友會或個人所贊助
的獎品及現金的獎品及現金。。

駐芝加哥台北經文辦事處何震寰駐芝加哥台北經文辦事處何震寰
處長並在會上處長並在會上，，向參與今年雙十國慶向參與今年雙十國慶
遊行的有功人員頒發獎狀以示感謝遊行的有功人員頒發獎狀以示感謝。。

何處長致詞時說何處長致詞時說，，感謝各大專院校每感謝各大專院校每
逢雙十國慶遊行逢雙十國慶遊行，，各大專院校都積極各大專院校都積極
參與參與，，這種愛國的表現這種愛國的表現，，讓他十分感動讓他十分感動
，，而歲末聯歡聖誕晚會又是各大專院而歲末聯歡聖誕晚會又是各大專院
校展現才藝的另一面校展現才藝的另一面，，他十分的高興他十分的高興
來參加這場盛會來參加這場盛會，，並祝晚會演出圓滿並祝晚會演出圓滿
成功成功。。

精彩的節目在各大專校友會長暨精彩的節目在各大專校友會長暨
貴賓合唱兩首英文歌曲後旋即展開貴賓合唱兩首英文歌曲後旋即展開，，
晚會節目豐富多樣晚會節目豐富多樣，，可謂高潮迭起可謂高潮迭起，，精精
彩不斷彩不斷。。

第一個節目由金音合唱團演唱兩第一個節目由金音合唱團演唱兩
首動聽的歌曲首動聽的歌曲，，在指揮曹欣如在指揮曹欣如，，伴奏陳伴奏陳
尚青的合作下尚青的合作下，，團員們合聲優美團員們合聲優美，，今年今年

加上一位可愛的小團員孫鈺加上一位可愛的小團員孫鈺((孫良輔組孫良輔組
長的女公子長的女公子))的鈴鼓伴奏的鈴鼓伴奏，，更加添有聖更加添有聖
誕節的氣份誕節的氣份。。

緊接著是各大專院校的節目紛紛緊接著是各大專院校的節目紛紛
上台較量上台較量，，台大醫學院派出吳嬋娟的台大醫學院派出吳嬋娟的
寶貝孫子天大中寶貝孫子天大中，，表演北斗功夫表演北斗功夫，，他他
「「單打獨鬥單打獨鬥」」的表演的表演，，獲得台下婆婆媽獲得台下婆婆媽
媽們的熱烈掌聲媽們的熱烈掌聲。。

「「謝金燕的練舞功謝金燕的練舞功」」由北一女校友由北一女校友
會提供會提供，，由舞姿曼妙的七位美女由舞姿曼妙的七位美女((傅家傅家
瑛瑛、、張茂敏張茂敏、、陳鶯鶯陳鶯鶯、、羅慧貞羅慧貞、、丁雯丁雯、、江江
妙應妙應、、李曼宜李曼宜））上台演出上台演出，，為晚會掀起為晚會掀起
第一波的高潮第一波的高潮。。

((接右頁接右頁))

北一女北一女暨暨大專院校大專院校歲末聯歡聖誕晚會節目精彩歲末聯歡聖誕晚會節目精彩
吳慕雲領隊吳慕雲領隊「「KISS BANDKISS BAND」」HIGHHIGH翻全場翻全場
謝邦基飾高凌風如真人再現謝邦基飾高凌風如真人再現 劉又明感謝大家盛情演出劉又明感謝大家盛情演出

KISS BANDKISS BAND 由吳慕雲任鼓手由吳慕雲任鼓手((中中),),鄭明能鄭明能((左一左一))湯銘倫湯銘倫((左二左二))共同演出共同演出,HIGH,HIGH翻全場翻全場，，擄獲全場觀眾的掌聲擄獲全場觀眾的掌聲。。 右圖右起右圖右起：：湯銘倫湯銘倫，，，，李盛灝李盛灝，，鄭明能鄭明能

謝邦基飾高凌風謝邦基飾高凌風 謝邦基謝邦基((中中))及其舞群表演生動及其舞群表演生動 宋蓉蓉宋蓉蓉((右右22))及老爺樂隊共同演出動聽歌曲及老爺樂隊共同演出動聽歌曲

北一女演出謝金燕練舞功北一女演出謝金燕練舞功 台大校友會由居維萊台大校友會由居維萊((右一右一))編劇編劇::說說唱唱談模仿說說唱唱談模仿

熱情觀眾熱情觀眾::左一為僑務委員項邦珍左一為僑務委員項邦珍 200200多位熱情觀眾共聚一堂多位熱情觀眾共聚一堂 前起前起::僑務委員李香蘭僑務委員李香蘭,,中心主任王偉讚中心主任王偉讚,,董慶豐董慶豐

▶拿著兩個5-15 磅的啞鈴放在髖部位置，右
腳放在一個台階上，膝蓋彎曲成90度，如圖（A）。
從這個姿勢開始，直接用左腳向前一步，放到台階
上，身體蹲下保持2秒鐘，如圖（B）。站起來然後恢
復開始姿勢。換另一條腿重複練習，每條腿做 10-12
個動作。

這個動作可以瘦腿和收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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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地上，雙腳伸直，背向後靠，以手肘作支
撐，手放在髖部，如圖（A）。下背部壓向地面，用腹部
的力量，抬起雙腿到45度。腳趾向前，讓腳面與小腿呈
直線，兩腿併攏，順時針畫12個圈，如圖（B），然後再
逆時針畫12個圈。

這個動作既可以收腹，又可以瘦腿哦。

◀兩手分別拿起一個5-15磅重的啞鈴，以右腳作
支撐，左腳放在身後幾英吋處，如圖（A）。保持背部挺
直，髖部向前傾斜，知道身體差不多與地面水平，啞鈴與
肩膀在一條線上，如圖（B）。恢復到開始的位置，這是
一個完整的動作。做12個動作，然後換腿練習。

這個動作可以把腹部、腰部、臀部、腿部的肥肉
一網打盡。

▼雙腿向外打開45度，兩腳距離寬於髖部，然後
身體蹲下，如圖（A）。從那個姿勢開始，左腳向外跨
出，保持蹲坐的姿勢，如圖（B）。向右跨一步，恢復開
始位置。繼續橫著跨步，先向右跨 10 步，再向左跨 10
步。

這個動作對腹部和腿部的減肥都很有好處哦。

兩腳分開，與肩同寬，舉起兩個
5-15磅重的啞鈴，放在肩膀位置，手掌
向前，如圖（A）。膝蓋微微彎曲，身
體保持挺直，然後慢慢地彎曲髖部，直
到上身與地面水平，如圖（B）。保持5
秒鐘，然後恢復原狀。這是一個完整的
動作，做這個動作8到10次。

這個動作除了下半身外，上半身
也得到了鍛煉。

▶ 兩 腳 分
開，與肩同寬，雙
手放在身側。抬起
右膝蓋直到大腿與
地面持平，同時雙
手 併 攏 舉 高 於 頭
部，如圖（A）。
保持 5 秒鐘，然後
慢慢地放下右腳，
使其向前成弓步姿
勢，如圖（B）。
收回左腳，恢復到
凱斯姿勢。這是一
個完整的動作。每
條腿做10-12次。

這 個 動 作
除了鍛煉腹部和腿
部外，還可以瘦手
臂呢。

▲俯臥在一張長凳上，雙腿吊在長凳邊緣之外，如圖
（A）。腹部用力，抬起雙腿知道身體成一直線，如圖（B）。保持5
秒鐘，然後慢慢地放下腿。做10-15次。

這個動作可以鍛煉腰部、臀部和腿部。

下 半
身的肥胖總是令很多MM感到很不滿

意。成就完美曲線，展現女性性感的一面，你需
要收腹、提臀、瘦腿。快來看看小編介紹的簡單的減肥

操，讓你減掉肚腩，擁有翹臀和美腿。
如果每個星期在不連續的日子中堅持做2-3次，再

結合合理的飲食，下半身就會瘦下來，想要穿上緊身
褲也就不會有問題了，堅持就是勝利哦，大家

不妨試一試。

責任編輯：XX

医生·疾病与健康

（凤凰健康）一女子 7年前食用冰镇黄鳝后全身长虫，至今仍在

与疾病做斗争。当人吃带颚口线幼虫的鱼类，它会像无头苍蝇在人体

内乱窜，进入眼睛可致失明，进大脑还可能致命！

无独有偶，江苏女孩张敏受癫痫困扰达半年之久，去医院检查，

发现大脑右额叶处有病灶。做开颅手术，从脑中取出长达 3厘米的白

色寄生虫！医生分析是猪肉绦虫，可能是吃了没烧熟的肉、带有虫卵的

生蔬菜等。

最常见的 6种肉类寄生虫
1、广州管圆线虫

又名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脑脊髓膜炎。因进食了含有广州管圆

线虫幼虫的生或半生的螺肉而感染。其幼虫主要侵犯人体中枢神经系

统，表现为脑膜和脑炎、脊髓膜炎和脊髓炎，可使人致死或致残。

含虫食物：福寿螺

福寿螺带有多种寄生虫。一只福寿螺中就多达 3000条至 6000

条管圆线虫。

避免方法：食用福寿螺必须经过 100摄氏度的高温彻底烹煮熟

透。

2、弓形虫

弓形虫中医叫三尸虫，是细胞内寄生虫。寄生于细胞内，随血液

流动，到达全身各部位，破坏大脑、心脏、眼底，致使人的免疫力下降，

患各种疾病。

含虫食物：未熟肉类

几乎所有哺乳动物和鸟类都可以感染弓形虫，并且感染率很高。

人的传染来源主要来自于这些动物的肉类。

避免方法：食用肉类前要充分烹煮至熟透，定时消毒与肉类有接

触的厨具。

3、颚口线虫

人体感染主要途径是经口感染，但也有经皮肤或经胎盘感染的

病例报道，由皮肤侵入的幼虫，多数情况下会在身体的个部位发生皮

肤肿块。由于幼虫的游走性，在皮肤的表皮和真皮间或皮下组织形成

隧道，引起皮肤幼虫移行症。虫体在人体内可以存活数年乃至十几年。

含虫食物：猪肉、黄鳝

避免方法：尽量减少鱼类的生吃次数，选择合法安全的用餐场所

食用生鲜类食物。

4、肺吸虫

肺吸虫病主要是童虫或成虫在人体组织与器官内移行、寄居造

成的机械性损伤，及其代谢物等引起的免疫病理反应。

含虫食物：小龙虾、蟹类

烤、炒、腌、醉等方式不能将小龙虾体内可能携带的肺吸虫幼虫

全部杀死。

避免方法：不要食用生的或者半生的小龙虾、蟹类即可。小龙虾

的虾头易潜伏细菌、寄生虫，一般不要食用。

5、绦虫

绦虫，是一种巨大的肠道寄生虫，普通成虫的体长可以达到 72

英尺。主要寄生于人小肠，虫卵在牛肠内孵化并可随血循环遍布全身，

生长成囊尾蚴，人一旦食用含有囊尾蚴的牛肉或被囊尾蚴污染的食

物，3个月后即会在小肠内发育为成虫。人体内寄生牛带绦虫后，不仅

会出现腹泻、腹痛症状，还会出现贫血、肠梗塞等并发症。

含虫食物：牛肉

避免方法：最好不购买未经检验的牛肉，切完牛肉后用开水洗烫

砧板和刀具，不吃生的或未煮熟的牛肉，牛肉最好冷冻后再食用。

6、肝吸虫

成虫寄生于人体的肝胆管内，可引起华支睾吸虫病，又称肝吸虫

病。病变主要发生于肝脏的次级胆管。成虫在肝胆管内破坏胆管上皮

及粘膜下血管，虫体在胆道寄生时的分泌物、代谢产物和机械刺激等

因素可引起胆管内膜及胆管周围的超敏反应及炎性反应，出现胆管局

限性的扩张及胆管上皮增生。

含虫食物：淡水鱼生鱼片

避免方法：淡水鱼最好不生吃，杀死肝吸虫囊蚴最好的办法是高

温，超过 90度只需要几秒钟肝吸虫就能被杀死，所以只有吃熟鱼才安

全。不仅淡水鱼不能生吃，曾经在淡水、半咸水里生活过的海鱼也不能

生吃。通常只有完全在海里生活的海鱼才可生吃。

年前生吃黄鳝全身长虫
当心肉中的 种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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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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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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2015年12月17日 Thursday, Dec. 17, 2015 星期四 2015年12月17日 Thursday, Dec. 17, 2015

米蘭達紅裙撩發迷人
米蘭達-可兒（Miranda Kerr）現身某品牌聖誕活動，甩發轉身盡展超模風采。

“獨立日2”首款中文預告片
angelababy飾飛行員

韓星樸韓星被曝戀珠寶公司老板
公司否認

今日，由二十世紀福斯公司出品的

科幻災難片《獨立日：卷土重來》發布

了首款中文預告，這部電影的導演羅蘭·

艾默裏奇是科幻災難片的大師，執導過

《2012》、《哥斯拉》、《後天》等經

典作品，那些震撼眼球的超大場面還歷

歷在目，至今難忘，此次他的新作備受

影迷期待。該片將於2016年6月24日在

北美地區上映，中國內地有望引進。

演員方面，除了第壹部原班人馬傑

夫· 高布倫、比爾· 普爾曼、賈德· 赫希、

薇薇卡· 福克斯、布倫特· 斯皮內回歸之

外，還有利亞姆· 海姆斯沃斯、夏洛特·

甘斯布、傑西· 厄舍、麥卡· 夢露、雪拉·

渥德等演員參與演出。男壹號利亞姆· 海

姆斯沃斯曾出演過電影《饑餓遊戲》系

列和《敢死隊》系列，是“雷神”克裏

斯· 海姆斯沃斯的弟弟。此次讓中國觀眾

眼前壹亮的是，在《獨立日：卷土重來

》裏，我們看到了中國演員angelababy楊

穎，她在片中將飾演壹名女飛行員，駕

駛戰鬥機，她提到自己的角色時稱，這

是壹個“女漢子”。

1996年曾經轟動壹時的電影《獨立

日》，對“電影大片”建立了標準和定

義。它是當時福斯電影票房上僅次於

《泰坦尼克號》的電影。這次的續集，

又呈現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全球性的浩大

災難，預告片中也將這樣的災難力量表

現無疑，幾個鏡頭就能感受到世界都被

掀起來了，讓人不禁感嘆：2016真正的

大片來了！

重啟這壹近20年的經典大IP，導演

羅蘭· 艾默裏奇表達了自己的慎重：“如

今的特效技術，已經足夠讓我有理由再重

新啟動這壹經典電影的續集，這壹次，瞠

目結舌的災難場面將會卷土重來。”

《獨立日：卷土重來》講述了由於

此前收獲了外星科技，經過世界範圍內

的長期合作研發，人類已經創造出了最

尖端的科技來保衛地球，但沒想到外星

人卷土重來，發起了壹波更猛烈的攻擊

，在人類瀕臨絕望時，壹小部分勇敢的

男女站出來，肩負起了反抗外星人，保

衛人類家園的重任。

曝韓國演員樸韓星與珠寶公

司代表熱戀，相關方面與其本人

聯絡後否認。

某媒體曝樸韓星與某珠寶公

司代表金某熱戀，甚至已經到達

談論婚嫁的階段，引起了人們的

熱議。對此，樸韓星方面相關人

士表示：“傳聞不是事實。經過

和樸韓星本人的確認，兩人只是

朋友關系並沒有戀愛。她最近所

有精力都在電視劇的拍攝上”，

否認了傳聞。

另外，樸韓星最近正在拍攝

電視劇《我有愛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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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勤跟慧嫻相識超過20年，當接到對方來電邀請即一口
答應，他還笑說：“如果她不請我，我會生氣呀！”

克勤指與慧嫻雖不常約出來吃飯，但覺她為人很真，大家說
話都好直，會說些不合對方聽的話，到現在經歷多了，大家
關係都變得相親相愛，見慧嫻也愈來愈開心又放得開，開玩笑都不介
意。克勤又笑指譚詠麟跟他封慧嫻為“環球十三姨”，他坦言最喜歡
現階段的慧嫻。

慧嫻今次拍音樂特輯，每位嘉賓聽到邀請時都是馬上就答應，令
她好感動，覺得大家都對她很好。談及克勤曾視她為女神，她笑笑口
說：“他年少無知，當年我們讀的兩間學校經常搞音樂會，他學校的
男生十個有八個都喜歡我，不過他那時還年少，可能只是聽說過我，
現在就扮喜歡我！”但最後她都輸給阿倫？她笑指這
也沒辦法。被封為“環球十三姨”，慧嫻自問已經
長大，沒從前般“十三點”，這名字也不合用。

安仔不滿梅姐內衣遭拍賣
已故樂壇天后梅艷芳的遺物包括內衣褲

被公開拍賣，梅姐徒弟許志安表示，他獲
知後極度不開心，因這關乎個人尊嚴的問
題。他無奈說：“我明白社會運作是需
要，但人性立場上是零分，處理得極度
不適當，不過今日見到新聞呼籲歌迷不
要競投，也希望是解決的方法！”會否
去競投拿回梅姐的遺物？安仔指沒想
過這方案，也覺得各方呼籲已是很強
的力量，是心底裡的良知，相信沒人
敢去競投了。另提及之前他參加內地節
目被崔健狠批聽不懂他唱廣東歌，安仔回
應說：“沒事了，崔健老師不是那個意
思，他是想了解多些香港，我亦會繼續唱廣
東歌。”會否害怕再上內地節目？他答謂：
“不怕，我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想試，最重
要是夠膽量吧！”

當年跟慧嫻溝通沒避忌當年跟慧嫻溝通沒避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陳

慧嫻音樂特輯《陳慧嫻的千千闋歌》

15日晚在無綫電視城進行錄影，邀得

嘉賓李克勤、許志安、劉浩龍及劉美

君等出席。克勤原來讀書時已跟慧嫻

相識，買她首張唱片更視她為女神，

還把海報貼在房中，不過後來被“暴

風女神”譚詠麟所取代。他又指當年

與慧嫻會說些不合對方聽的話，因大

家說話都好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鄭欣宜與鄭則士16日
現身工展會出席代言食品活
動，說到欣宜早前在社交網上
載與男生拖手相，還留言稱對
方是“sweet husband”，
以為她有新戀情公佈，可是欣
宜否認有拍拖，她笑說：“他
是我從細到大認識的同學，專
誠回來看我演唱會，我叫他老
公，他叫我老婆，因我忘記自
己社交平台是公開，總之我也
沒閃婚，如果嫁得出一定告知
大家，（會否考慮拍拖？）他
是我初戀男友，但他現在喜歡
男生，我有跟他男友吃飯，他
又有帶男友來睇騷。”早前傳
關心妍不滿公司把資源集中在
欣宜等藝人身上，對此，欣宜
強調大家沒有不和，“可能有
碟出便把焦點放在我身上，點
會不和？不要把事情放大。”

另外，鄭則士正為無綫拍
攝《火線下的江湖大佬》，因
而瘦掉七磅肉。說到亞視情
況，他表示：“弄到這個田地
很可惜，對品牌都消失感到無
奈，應該開放多些電視台，不
要令員工失去工作，演員又多
個地方宣傳曝光，現在變成死
水一潭。”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梁 靜 儀 ） 陳 靜
（Dada）、傅嘉莉（Kelly）、余思敏及曹敏莉
等，16日出席聖誕籌款義賣活動。Dada表示，近
日都在忙於為電影做後期配音工作，完成後就會放
假，聖誕節會與家人度過。

正沐浴愛河中的DaDa，透露台灣男友也有試
過她的廚藝，她甜笑說：“整過麵，之前男友生日
都有下廚，覺得幾有情趣，我對家人、朋友都係一
樣，但佢無煮過嘢畀我。”她表示今個聖誕應該不
會飛去台灣與男友過，而她正計劃聖誕節後去寒冷
地方旅行兼滑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鄭俊弘（Fred）、馮允謙、陳
詩慧、張惠雅（Regen）、張紋嘉等一眾歌手15日晚出席新城頒
獎禮活動，Regen以透視露黑bra打扮現身，相當性感。

馮允謙（Jay）被影到與吳若希“同車”而傳出緋聞，Jay解
釋當日剛做完《實習天使》宣傳，“她順道載我便給影了，(報道
指你遮臉？)當時正看一個大盒的東西，並非刻意遮臉，(日後會避
忌一下？）都要小心個人舉止，其實朋友車我或去行山也沒大不
了，但同公眾人物出去就有人家，所以要小心一些。（另一緋聞
女友會否呷醋？）我們朋友而已，希望大家留意我的音樂而不是
新聞。”Jay坦言已有追求目標，對方是圈外人，並大讚對方是個
好女仔，“我們也有傾過這些傳聞，有講過全部只是朋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羅力威、
雨僑這對戀人15日晚出席《新城勁爆躍進．
創作搶先獎》，兩人分別奪得“創作歌手”
和“躍進歌手”獎，但同場不同台，且被安
排的座席是前後行兼有段距離。
去年羅力威因不滿在“勁爆”記招安排

坐側邊而黑臉，這次他坐中間位置，不過上
台領獎時，竟把獎項放在地上，全程木無表
情雙手插袋，直至講感言時才拿回獎座擠出
笑容。羅力威接受訪問時，問他是否有所不
滿？他否認說：“原因是感冒未癒，看過醫
生服藥亦未能痊癒，有病在身所以四肢疲累
兼頭暈，剛巧是最先一個上台，最後一個發
表感受，明知鏡頭不會太早放在自已身上，
才會先把獎放在地上，這應是我個人特
色。”
說到他和女友雨僑被安排前後行隔遠

坐，羅力威笑說她在後面，不是好遠，問到
一起坐會介意嗎？他說：“看安排，沒所
謂，合照也沒問題，我見到我們的燈牌都拍
住一起，（她跟你同場才打扮密實？）冬天
嘛！我打扮都好密實，沒見邊個低胸。”說
到這次坐在中間位，沒被踩腳，他笑說：
“OK啦，高場較混亂，這次在演唱會場地
表演感覺好過商場。”

雨僑患上腸胃炎，跟男友可說同病相
憐，她慶幸唱歌沒有失準，問到兩人同是患
病，誰來照顧誰？她笑說：“OK啦，都是
痾嘔兩日，不過周日半碼比賽應該完成不到
賽事。”說到羅力威不介意兩人並排而坐，
雨僑同樣表示不介意，她又表示可以的話不
用這樣肉麻，“如果兩個賣弄肉麻會好恐
怖，肉麻事留結婚後做，不過他未求婚，
（羅力威平時愛肉麻浪漫嗎？）都不會，我

也不是很喜歡。”繼而她主動維護男友剛才
放獎在地上是很正常心情，況且獎項有點
重。問到平日羅力威出街都是雙手插袋，而
她在側邊傍住嗎？她笑謂：“無留意，但出
街雙手插袋好危險，（無手拖你？)應該是無
手截車和叫餸，我們都不問世事，‘神雕俠
侶’的朋友。”當被取笑那是否要有冰床和
練“玉女心經”時？雨僑即臉紅嚷着要把說
話收返。

欣宜爆初戀男友“轉基”羅力威獎項放地似不滿

雨僑護男友稱是正常心情

馮允謙稱有圈外追求目標 陳靜為男友下廚是情趣

■■鄭欣宜和鄭則士鄭欣宜和鄭則士1616
日現身工展會日現身工展會。。

■■陳靜陳靜

■台上歌手均手捧獎座合照，唯獨羅力威(左一)是例外。

■■談及克勤曾談及克勤曾
視她為女神視她為女神，，
慧嫻笑指對方慧嫻笑指對方
年少無知年少無知。。

■■譚詠麟封慧嫻為
譚詠麟封慧嫻為““環球十環球十

三姨三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老公失落視帝謝安琪沒安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慶全）謝安琪（Kay）與任賢
齊16日一同出席慈善活動，
小齊透露他於今個聖誕節將有
一星期假期，可以偕家人到日
本滑雪。Kay表示媽咪是聖誕
節當日生日，故自己會做“煮
女”在家中開生日派對，不過

老公張繼聰要去美國登台搵銀
養家，雖然未能一齊過聖誕。

對於老公失落視帝，Kay
笑言沒特別安慰，因老公能跟
多位前輩一起角逐已很高興，
他最感謝前輩們待他都很好，
竟有留意他的演出並給予意
見。

小齊與黃家強同是男人幫
成員，對於家強一張跟特首梁
振英的合照成為話題人物，小
齊說：“他是表演者，莫非做
完工作就立刻走又或踢人落
台？別人跟我們拍照，是因為
喜歡我們，除非是現場太多人
不容許吧！這是一種禮貌，大
家不要誤會吧！”

■謝安琪未能偕老公一齊過聖
誕。

■■陳慧嫻錄影音樂特輯陳慧嫻錄影音樂特輯，，李克勤李克勤、、許志安許志安、、劉浩龍及劉美君等出席劉浩龍及劉美君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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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郭雪芙誰都不挺

Dream Girls還能再合體？
Dream Girls 鬧不和原因浮上

檯面，宋米秦直指是郭雪芙經紀
人Elsa排擠，李毓芬也聲援宋米秦
，另一女主角郭雪芙9日出席品牌
活動，Elsa怕模糊焦點避不出面，
郭表示希望外界給宋與Elsa一些空
間與時間，讓她們自己解決，她
不 願 意 幫 誰 說 話 ， 不 過 提 到
Dream Girls 是否可能再合體，她
尷尬說 「看公司安排，我不排斥
」。
面對一位是團員、另一位是經紀
人，郭雪芙選擇誰都不幫腔，她
說自己心情還好，強調這是她們
兩人之間的事情，其他人都不是
當事人，到底發生什麼事情，讓
她們自己溝通解決，不過她也說
： 「大家都是一路上一起打拚、

辛苦的夥伴，不希望她們受傷。
」

事件發生後，郭雪芙是否跟
宋米秦、李毓芬等聯絡，她則尷
尬避答，顯然3人沒針對這事有溝
通。團體爭鬥新聞鬧不休，郭雪
芙倒是說自己最近再追 「羋月傳
」，劇情同樣跟鬥爭頗有相關。

對於外界認為宋米秦發文批
Elsa是公司默許，有意藉此攻擊郭
雪芙，郭則說相信公司，也不願
對號入座， 「除非有誰具名說什
麼話，我才會有回應」。

不過 Dream Girls 是否 「回不
去」了？郭雪芙僅說目前自己 12
月都在休息，是否合體看公司安
排。她近期也再洽談電影，希望
很快就有新作品。

張洪量去年在大陸以單曲 「神曲」
，正式回歸歌壇，他9日與媒體餐敘，
宣告明年將推出新專輯及個人演唱會，
只因該給歌迷一個交代，提及兩年前從
香港舉家遷回台灣，張洪量說： 「兒子

小一的時候，語文科考零
分，我簡直是五雷轟頂，
因為張家沒有人考過0分。
」
因兒子的中文抱鴨蛋，張

洪量與結婚 14 年的立陶宛
籍妻子Ekaterina Servut（中
文名：詩舞）討論，決定
舉家搬回台灣，此事引起
家庭革命，因老婆立陶宛
籍的身分，申請簽證難，
外加要到陌生的台灣，妻
小都得重新適應，經張洪
量頻頻勸導及解釋，終於
兩年前搬回台灣，讓孩子
學習及適應中文環境。
他透露，2013年是辛苦的

一年，要讓妻小適應台灣生活，加上要
出書、看診，回家還要教小孩功課，忙
到血壓飆高到180，慶幸兒子很快融入
台灣生活，僅課業得加強學習，沒想到
練得一口台灣國語， 「ㄕ與ㄙ」分不清

楚，張洪量忍不住揶揄兒子，兒子態度
坦蕩蕩說： 「ㄙˋ啊！」

當時6歲的女兒上幼稚園，因環境
改變，女兒在學校一整年都不開口講話
，老婆則要重新認識朋友，幸虧現在都
已經撐過最苦的時刻，老婆愛上台灣滷
豬腳，他笑稱老婆愛豬腳的程度， 「一
天可以啃掉兩隻豬腳」。

張洪量9日與媒體餐敘後，則忙著
回家要幫12月9日出生的女兒，共度8
歲生日，他說： 「小孩的生日對我們來
說是非常重要的節日，準備女兒最愛的
巧克力蛋糕，買了女兒指定的 iPad Air
，全家人一起去打保齡球幫女兒慶生。
」

寵妻的張洪量，回想當年與老婆在
香港僅辦了一場克難婚禮，兩人克服許
多中西觀念的衝突與矛盾，他計畫為老
婆再辦一次正式婚禮，讓老婆穿上正式
的婚紗，他忍不住自誇： 「我老婆愛吃
台式滷豬腳，皮膚吹彈可破，身材玲瓏
有緻。」

兒子中文抱鴨蛋
張洪量心急舉家搬回台灣

曾經低潮莫名痛哭
郭采潔自曝是 「寂寞」 惹禍

新生代電影 「億萬票房女星」郭采潔
14日舉行全新專輯 「愛造飛雞 」迷你電影
首播，透露曾有一段時間因為低潮，常一
人在家哭到下午，擔心外界過度聯想，她
澄清主要原因還是長年的疲累與寂寞導致
，可為何不尋求前男友楊祐寧 「紓困」？
她的表情尷尬，僅以 「嗯」帶過這一題。

郭采潔今年拍了7、8部電影，在女星
中可說高量產，不過她自認勞碌命，只因
每一次鬆懈、休息，身體必出狀況。她自
曝也有寂寞時，卻不願尋求還有聯絡的好
朋友楊祐寧，是否如同她在影片中大喊

「不會回頭」有關？她哈哈大笑
： 「這也能聊到哪裡去，沒有啦

，雖然大家都知道我很需要愛情，
但一切順其自然就好。」並說就算
私下有人來交換電話號碼，也會被
經紀人立馬擋下。

她在迷你電影中與張孝全又吻又打？
私下是否曾有來電的感覺？郭采潔搖頭、
表情篤定： 「當下就很當下的感覺，戲外
他也把我當男的。我們以前完全沒合作，
是最近在香港拍戲才認識，覺得特別好，
我才邀他來拍短片。」

原本說好不讓張孝全太累，最後卻整
整拍了3天，還得上山下海，終讓帥哥表情
不悅，一度氣到不想和她說話。郭采潔的
全新概念專輯12月25日發行，當天會在台
北永康公園舉行新歌演唱會。

壹切都好張歆藝葉壹雲蜜汁戀
漂泊澳門互取暖

由張猛執導，張國立、姚晨、竇驍、

葉壹雲主演，陳赫特別出演的暖冬賀歲電

影《壹切都好》定於2016年1月1日全國

上映。繼發布會上，葉壹雲張歆藝當眾率

性拉手、親吻之後。壹組葉壹雲張歆藝的

合照再次流出，二人大談蜜汁百合戀，同

漂澳門互相取暖。劇照中，張歆藝利落短

發搭配率性西裝男友力爆棚，襯托著身著

芭蕾舞裝的葉壹雲更加楚楚動人。

日前，在電影《壹切都好》發布會上，

片中的小女兒葉壹雲帶著戲裏的“愛人”

張歆藝來“見家長”，當眾熱吻的場面更

是壹度嚇壞父親張國立。張歆藝戲稱：

“壹個女婿半個兒，以後您是我爸爸，我

是妳兒子，我會照顧好管楚的。”壹時間，

“張歆藝出櫃葉壹雲”成為網友熱議的焦

點，迅速登上微博熱門話題，有網友說：

“二姐為了宣傳真夠拼的，求張國立老師

心理陰影面積。”

與此同時，片方也公布了壹組張歆藝

葉壹雲的劇照，揭露了二人在片中的人

物關系。張歆藝壹身西裝搭配伶俐短

發，吞雲吐霧的姿勢更是帥爆；葉壹雲

則身穿白色芭蕾舞裙，變身壹只楚楚動

人的性感小天鵝。劇照中她坐在澳門鬧

市街口，滿臉寫滿漂泊在外的落寞與疲

倦而張歆藝俯身蹲下貼心安慰，瞬間男

友力爆棚。此情此景令眾網友為之尖叫：

“二姐帥得壹塌糊塗，分分鐘變彎的節

奏！放開那姑娘，有什麽沖我來”、

“二姐可以為愛成為鬥士，就能為愛當

個漢子。”二人的“迷之感情”也被網

友們戲稱為“蜜汁感情”。

電影《壹切都好》作為壹部接地氣的

暖心大戲，影片不僅真真切切地講述了人

人都有共鳴的親子情感、兄妹情感，還

聚焦當下年輕人會遇到的婚姻問題、創

業潮流、藝術迷失以及取向問題。談及

為何選擇這些社會問題，導演張猛說：

“這些問題都是為影片本身服務的，現

在很多孩子都漂泊在外，他們跟父母缺

少了解，然後彼此之間也缺少理解。比

如戲裏小女兒的取向問題，也是老管無

意中發現的，對於父輩來說，這樣的沖

擊完全就是毀三觀的。”

那麽，戲裏張國立是否會接納張歆藝

這個“女婿”？要等到1月1日影片上映

時我們才能知道。但在現實生活中，張國

立表示他不太能接受子女有這方面的感

情，“我們很認真地聊過，只要不帶回來

壹個男的，啥樣的我都能接受”。當記者

問及葉壹雲如果生活中自己真的像管楚那

樣遇到性取向的問題是否會告訴父母，葉

壹雲說：“我爸媽還是比較開明的，如果

生活中真的這樣了，我會坦白給父母說。

畢竟性取向是與生俱來的，它不是時尚，

有時真的無法抵抗，也許只是因為她喜歡

的人剛好是同性而已。愛的人如果不能在

壹起，是很可悲的事情。”

據悉，電影《壹切都好》由北京金盛

信馬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安樂（北京）電

影發行有限公司、北京華誼兄弟創星娛樂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河影業揚州有限公

司出品，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幸福藍

海影視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微影

時代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天馬映像影業有

限公司、天津聯瑞影業有限公司、天津突

燃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海南金盛信馬影視

文化有限公司聯合出品，該片將於2016年

1月1日全國上映。

《電商時代》今日上映
揭秘網購不能說的秘密

由青年導演陳曉曦執導，

範逸臣、孟鵬、付曼、鄧寧、

曲桐雨等聯袂主演的青春勵誌

喜劇電影《電商時代》於今日

全國公映。經過全國多場點

映，該片收獲業內及觀眾壹

片好評。在影片上映之際，片

方以三大看點為觀眾揭秘網購

“不能說的秘密”。

看點壹：國內首部電商題
材的院線影片

如今的社會，已經完全進

入電子商務時代，人們的生活、

工作、娛樂等方方面面都與其

息息相關。而電商行業快速發

展，也為眾多年輕人帶來創業

機會。影片《電商時代》正是

瞄準電商這壹行業，為觀眾講

述三位年輕創業者在電商時代

的大背景下，經歷種種考驗與

磨難的勵誌創業故事。

更值得壹提的是，該片是

國內首部將電商題材搬上大銀

幕的影片，並以獨特視角，融

合了喜劇、懸疑、商戰、動作

等多重元素，為大家真實展現

買家、賣家、黑心老板、網店

流量操盤手等諸多小人物在電

商時代大背景下的人性掙紮。

對於拍攝該片的初衷，導演陳

曉曦表示，中國的電商行業發

展得非常快，已經遍布到人們

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而目前

國內的電影市場還沒有出現過

這壹題材的作品，所以也算是壹

次大膽的嘗試，我們也希望通過

爆笑喜劇的形式帶觀眾走進壹個

不曾看見的“電商時代”。

看點二：起底電商行業
“不能說的秘密”

影片《電商時代》以公司

職員張凱文（範逸臣飾）網

購了小痞子陳帥（孟鵬飾）

的假古董茶壺為導火索展開，

也因為這場交易二人和電商

結緣，聯手神秘臥底尤娜

（付曼飾），與金牌店小二

白朗（鄧寧飾）展開壹場鬥

智鬥勇的電商打假之戰。

出品人楊偉光表示，該

片制作的初衷正是結合當今社

會現實，除了講述年輕人奮鬥

創業的故事外，還為觀眾揭露

很多電商操縱者鮮為人知的黑

幕。不光電商從業人員，每壹個

創業者、購物者、年輕人都會在

這部電影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此

外，導演陳曉曦也透露，大家在

影片中會看到例如“電商幕後黑

手操控網店流量”、“評差評遭

到報復”、“買假貨險毀容”等

戲碼，這些在網購中並不少見，

相信觀眾在觀看電影的時候壹定

深有感觸。

看點三：爆笑接地氣劇情
直戳觀眾內心

在影片上映前夕，片方舉

辦了4天8地的全國點映活動，

足跡遍布上海、深圳、廈門、

廣州等多個城市。看過影片的

觀眾紛紛反映，影片的故事不

僅爆笑，還十分真實、接地

氣，貼近每個人的生活。更有

不少網友在微博發表觀後感：

“看到因為給了差評遭到報復

的那壹幕，簡直不能更感同身

受好嗎！想到曾經因為壹個

差評，被賣家騷擾到差點要

報警，以後再也不敢給差評

了。”、“第壹次看到描寫電

商的電影，原來那些黑心電商

是這樣來以假亂真的啊，真

是漲姿勢…以後買東西還是

去正規權威的店鋪吧。”、

“看完《電商時代》就想到

壹句話：貪小便宜吃大虧啊，

雙12要理智購物啊親們~~還

有賣假貨的電商給我趕快狗

帶！！”。

《沒女神探》曝終極海報
王菀之上演制服誘惑

由香港影壇新晉喜劇女神王菀之主演，搭檔橫跨香港樂壇、影壇的

才子小生周柏豪玩姐弟戀的無厘頭愛情喜劇《沒女神探》今日曝光終極

海報和預告。海報及預告風格輕松歡快，壹句“妳已經被笑聲包圍了”

的標語就點出了影片的喜劇基調，搭配主演們喜感爆棚的表演，鮮活展

現了無厘頭港式喜劇的精髓。影片將於12月15日於內地公映，在年底

為辛苦了壹年的觀眾奉送這款賀歲“解壓利器”，也為必將熱鬧非凡的

2016春節檔電影市場做好預熱。

剛在今年春天憑借壹部《金雞SSS》斬獲最佳新人獎以及最佳女配

角獎兩項大獎的王菀之可謂香港影壇炙手可熱的喜劇新人，被稱為金像

獎贏家的她原本是壹位憑實力成名的歌壇唱作人，跨入表演大門不久就

獲得如此高的肯定對於王菀之來說無疑是壹枚興奮劑。獲獎後的她片約

不斷，檔期非常緊湊。不過，這位愛情事業雙豐收的才女在上月底又將

自己的人生推進了壹步——跟相戀多年的圈外男友完婚，舉辦了低調溫

馨的婚禮，霸占了香港、內地的新聞頭條。化身人妻的王菀之婚後的第

壹部作品備受矚目，《沒女神探》成了挑片眼光犀利的菀之的選擇。

《沒女神探》裏王菀之飾演智商189情商卻為負的職場精英——警

司裏中流砥柱，能力擔當的警花神探。其貌不揚的她情場受挫卻還接受

領導安排的殘忍任務——去模特公司做臥底當模特，這對於顏值、身高

都嚴重不符要求的她來說壓力山大，堪稱災難。由於模特職業的特

殊性，她還要穿上女仆裝，擺出無辜賣萌表情配性感姿勢，這對於女漢

子壹樣的她來說實在是壹場高難度考驗。王菀之接演這樣的喜劇角色無

疑是對自己演技的壹次挑戰，從預告片可看出她成功把控了這個角色，

兼具喜劇性與可愛感，人妻的制服誘惑必將成為經典戲份。

在年輕壹代中具有超高人氣的香港靚仔周柏豪也是歌壇、影壇、時

尚界跨界小鮮肉，不但有壹副好皮囊，唱得壹手好歌，還有自己的潮牌，

今年也在影視圈混得風生水起。這位壹向以男子力形象示人的勁男幾乎

從未走過妖冶、媚男路線，但是這次接演《沒女神探》，周柏豪也是非

常放得開，突破了自己以往的炫酷男神形象，演起了“娘炮”富二代。

電影裏的周柏豪的身份是個西裝革履穿名牌的桀驁不馴富二代貴公子，

繼承了富豪爸爸的公司，本應是狂拽酷炫吊炸天的霸道總裁的人設，卻

原來是個油頭粉面的娘娘腔，身懷壹顆軟妹心，壹度讓王菀之懷疑性向。

然而，在目睹受過警校專業訓練，身手矯捷、正義果敢的警花王菀之行

俠仗義的現場之後，周柏豪這位膽小怕事的高顏值富二代少年深深迷上

了顏值堪憂的她，上演壹出真愛姐弟戀，讓人不得不再次相信愛情。

《沒女神探》由星光聯盟影業（無錫）有限公司、星光聯盟影業

（北京）有限公司、無限動力實業有限公司（中國香港）以及紫金成

（北京）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將於12月15日公映。

金像獎贏家王菀之婚後首部作品
換女仆裝上演制服誘惑

勁男周柏豪首演“娘娘腔”
熱戀王菀之玩姐弟戀

張歆藝男友力MAX
葉壹雲楚楚動人惹人憐

張國立不能接受子女同性戀
葉壹雲祝福真愛在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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