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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重要新聞回顧重要新聞回顧
（二）

66月月2020日下午日下午，，休斯頓華僑華人熱情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休斯頓華僑華人熱情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
總理劉延東到訪休斯頓總理劉延東到訪休斯頓。。當晚將由亞洲協會德州中心當晚將由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大休斯敦地大休斯敦地
區合作委員會區合作委員會、、休斯敦市政府休斯敦市政府、、德州州政府及美中合作委員會等多德州州政府及美中合作委員會等多
個民間機構與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聯合設宴招待個民間機構與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聯合設宴招待，，中美嘉賓幾百中美嘉賓幾百
人慘與歡迎晚宴人慘與歡迎晚宴。。

66月月2020日晚日晚，，在休斯敦訪問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在休斯敦訪問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
東應邀出席了美國亞洲協會休斯敦分會舉辦的歡迎晚東應邀出席了美國亞洲協會休斯敦分會舉辦的歡迎晚
宴宴，，66月月2121日上午前往火箭隊主場豐田體育中心觀看日上午前往火箭隊主場豐田體育中心觀看
了中國清華大學附中籃球隊與休斯敦高中聯合籃球隊了中國清華大學附中籃球隊與休斯敦高中聯合籃球隊
的比賽的比賽，，之後還慘觀了休斯敦自然博物館之後還慘觀了休斯敦自然博物館。。

20152015年年AQZAQZ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慈善晚宴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慈善晚宴77月月2626日在休斯頓希日在休斯頓希
爾頓舉行爾頓舉行，，主題為主題為““與明星互動與明星互動，，牽手傳愛牽手傳愛”” ，，北京北京BQZBQZ的誌的誌
願者願者--華人影視明星代表團華人影視明星代表團，，包括楊誌剛包括楊誌剛，，王思懿和戲曲演員董王思懿和戲曲演員董
飛將不遠萬裡飛將不遠萬裡，，從北京飛到休斯頓從北京飛到休斯頓，，與來賓進行面對面的互動與來賓進行面對面的互動，，
傳遞愛心傳遞愛心，，弘揚大愛理念弘揚大愛理念。。美國美國AQZAQZ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董事長
豐建偉博士在晚宴上致詞豐建偉博士在晚宴上致詞！！

88月月1616日下午日下午，，休斯頓休斯頓《《第壹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第壹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
的組委會在第壹時間發起華僑華人為天津港的組委會在第壹時間發起華僑華人為天津港““88..1212””特特
大爆炸籌款活動大爆炸籌款活動。。當辣媽們聽到這個信息當辣媽們聽到這個信息，，心情非常心情非常
沈痛沈痛，，我們可以想像的到在這次事故遇難的人員家屬我們可以想像的到在這次事故遇難的人員家屬

的 悲 痛 之 情的 悲 痛 之 情 ，， 特 別 是 在特 別 是 在
““88..1212””特別重大爆炸事故特別重大爆炸事故
中犧牲的消防官兵中犧牲的消防官兵，，他們都他們都
很年輕很年輕，，上有老下有小上有老下有小，，本本
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卻在卻在
這次事故中為了營救被困人這次事故中為了營救被困人
員他們失去了年輕的生命員他們失去了年輕的生命，，
讓他們的家人如何面對這沈讓他們的家人如何面對這沈
痛的打擊啊痛的打擊啊？？組委會與辣媽組委會與辣媽
們壹致通過為們壹致通過為““88..1212””特別特別
重大爆炸舉行捐款活動重大爆炸舉行捐款活動，，希希
望我們在海外的華僑華人與望我們在海外的華僑華人與
辣媽們愛心能給遇難者家屬辣媽們愛心能給遇難者家屬
帶去壹點點撫慰帶去壹點點撫慰。。當天美南當天美南
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捐款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捐款
壹千美金善款壹千美金善款，，美國國會議美國國會議
員員Al GreenAl Green親自到籌款現場親自到籌款現場
，，當場捐款壹千美金當場捐款壹千美金。。

99月月1919日日，，曆時三個多月的辣媽大賽抉賽及頒獎晚會在曆時三個多月的辣媽大賽抉賽及頒獎晚會在Stafford CentreStafford Centre 圓滿落圓滿落
下帷幕下帷幕。。辣媽們經過了無數次的培訓辣媽們經過了無數次的培訓，，及慘加美國主流走秀及慘加美國主流走秀，，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她們都是在各行各業中的精英她們都是在各行各業中的精英，，其中有醫生其中有醫生，，工程師工程師，，教師教師，，研究員研究員。。她們平她們平
時除了努力工作以外時除了努力工作以外，，還要相夫教子還要相夫教子，，經常忽略了自己的外表形象經常忽略了自己的外表形象。。婦女在家庭婦女在家庭
及社會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及社會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我們美南新聞集團舉辦這次活動我們美南新聞集團舉辦這次活動，，主要的目前是為主要的目前是為
了給已婚的婦女們提供壹個展示才華了給已婚的婦女們提供壹個展示才華，，自信自信，，與魅力的舞臺與魅力的舞臺，，提高婦女的社會地提高婦女的社會地
位位，，更好的體現她們價值更好的體現她們價值。。休斯頓各界人士及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使夫休斯頓各界人士及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使夫
人曾紅燕女士率領的總領館婦女代表近千人觀看了辣媽人曾紅燕女士率領的總領館婦女代表近千人觀看了辣媽。。

99月月2626日晚日晚，，大休斯頓地區華人華僑在大休斯頓地區華人華僑在Westin GalleriaWestin Galleria大酒店大酒店
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66週年國慶晚宴週年國慶晚宴，，休斯頓華僑政商僑休斯頓華僑政商僑
學界及中資企業代表近壹千人出席晚宴學界及中資企業代表近壹千人出席晚宴，，華美銀行副總裁王曉華美銀行副總裁王曉
霞擔任國慶晚宴主席霞擔任國慶晚宴主席。。

2016年<擁抱春天>大型春節聯歡晚會新聞發布會因故推遲
到將於2016年1月10日(星期日)上午11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大廳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舉行! 敬請大家相互轉
告, 並屆時出席!

為了更好地宣傳和組織這次春節聯歡晚會,我們誠邀休斯敦
各大華人社團的領導們共同協辦2016年《擁抱春天》春節聯歡
晚會. 我們將把各個社團作為協辦單位放在晚會的節目冊Program
上; 每個社團贈送2張價值$50的門票;希望每個社團為我們宣傳和
銷售20張票（$20）。

中國人活動中心2016年<擁抱春天>大型春節聯歡晚會將於
2016年2月6日(星期六)在休斯敦大學卡倫堂舉行，我們誠邀各

大社團、各演出團體及微信群體與
我們一起共襄盛舉，請大家積極報
名參加演出。今年我們邀請了國內
外多位著名影視歌及曲藝明星同台演出，為猴年的《擁抱春天》
助陣添彩，希望各團體把你們最精彩的節目呈現給休斯敦的觀眾
朋友。今年仍將設由觀眾直接投票產生的《現場觀眾最喜歡的節
目》，獎金的金額也有所提高，第一名獎金$300，第二名獎金
$200，第三名獎金$100。

組委會希望今年春晚報名的節目形式多樣化，包括但不限制
於歌舞、相聲、小品、舞台劇、時裝秀、魔術、雜技、樂器等。
每個節目應在5分鐘之內，語言類節目可適當放寬。節目報名時

間截至日為2016年1月10日。在報名的同時將參演節目的視頻
一並發給組委會。我們將在1月13日公布第一輪過關的節目，由
組委會給於修改意見， 1月23日公布最終的參演及候補節目，1
月31日演出前聯排。 請務必在1月10日前將報名表(見附件)和
演出錄像以及僑團的介紹郵件發給江岳: johnyue@hotmail.com
聯繫電話：713-772-1133， 408－242－7113。

請大家繼續支持《擁抱春天》，踊躍報名參加演出。
中國人活動中心2016年《擁抱春天》組委會

本會定於1/10/2016 ，星期日，下午四時至七
時假敦煌商塲 2樓 - Stage 酒廊舉辦 卡拉OK慶祝
新年聯歡活動，歡迎會員及親友嘉賓出席，共渡
３小時的歡樂時光。節目中除了卡拉OK, 還有遊
戲、抽獎等。 費用(大小同價)：會員每位10元，
非會員每位15元, 包括一杯飲品。

地點: 敦煌商塲 2樓 - Stage 酒廊 (嘛嘛馬來
餐廳樓上)

988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時間: 1/10/2016 ，星期日，4:00 ~ 7:00 p.m.

由於酒廊座位有限, 請盡早報名, 先報先得至
額滿為止。 香港會館舉辦活動各界每次都踴躍非
常, 欲免向顬, 預早報名交費請聯絡 (ASAP Travel-
wize) 快 捷 旅 遊 9400 百 利 大 道 Tel:
713-777-1717
聯絡人：Lisa Tam 譚陳苑儀 281-788-7870

York Quan 關毓駿 713-818-2818
Viola Yim 關紫紅 832-287-8885

香港會館理事會謹啟

休士頓香港會館
01/10/2016，星期日，舉辦卡拉OK慶祝新年聯歡活動

2016年<擁抱春天>大型春節聯歡晚會新聞發布會
將於2016年1月10日(星期日)上午11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大廳舉行

國立成功大學休士頓校友會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Houston

(NCKUAAH)

校友會年會
歡迎踴躍參加

2016 年 1 月 30 日, 星期六

主講人：國際超導體權威朱經武博士

讓我們相聚 一起享用一頓豐盛的晚餐和聆聽最高榮譽

校友朱經武博士為我們帶來最高科技的資訊。

時間：6:00 PM 到 9:00 PM (六時恭候,六時半入席)

地點: 珍寶海鮮酒樓 Ocean Palace

11215 Bellaire Blvd D-01, Houston, TX 77072

餐券: $35 (娛興節目·抽獎)

請聯繫: nckuaah1@gmail.com

美南大專院校校友聯合舉辦2016年新年跨年舞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美南大專院校校友會洪良冰會長美南大專院校校友會洪良冰會長、、趙婉兒趙婉兒、、 陳瑞慧陳瑞慧、、與駐休士頓台與駐休士頓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俞欣嫻秘書俞欣嫻秘書 黃鈓程秘書跨年舞會同歡黃鈓程秘書跨年舞會同歡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舞會開始到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舞會開始到20162016新年倒數計時新年倒數計時

20162016新年倒數計時除夕夜新年倒數計時除夕夜20152015年底舞會年底舞會

會長會長 洪良冰洪良冰 及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義工們幫忙準備及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義工們幫忙準備
好豐富餐點好豐富餐點

美南大專院校校友會洪良冰會長美南大專院校校友會洪良冰會長 葉宏志副會長夫婦葉宏志副會長夫婦 、、 林洵財務林洵財務 、、趙婉兒趙婉兒、、鄧嘉陵鄧嘉陵、、 孫雪蓮前會長熱烈歡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孫雪蓮前會長熱烈歡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邱瓊慧夫婦邱瓊慧夫婦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撥冗參加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撥冗參加20162016年新年跨年舞會年新年跨年舞會

美南大專院校校友會洪良冰會長美南大專院校校友會洪良冰會長 葉宏志副會長葉宏志副會長、、 劉秀美理事長劉秀美理事長
、、 孫雪蓮前會長王妍霞等與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孫雪蓮前會長王妍霞等與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
境處長境處長 邱瓊慧夫婦邱瓊慧夫婦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俞欣嫻秘書俞欣嫻秘書 黃鈓程秘黃鈓程秘
書出席跨年舞會共襄盛舉書出席跨年舞會共襄盛舉

淡江大學蔡茂禮淡江大學蔡茂禮、、王芬王芬、、張經燊夫婦與美南大專院校校友會洪良張經燊夫婦與美南大專院校校友會洪良
冰會長以感恩心歡送冰會長以感恩心歡送20152015年年，，珍惜珍惜20152015年最後一刻年最後一刻，，迎接喜悅迎接喜悅
20162016年年

黎淑瑛僑務委員黎淑瑛僑務委員、、何真何真、、 陳月燕陳月燕、、 AmyAmy 周周、、王芬王芬、、邵梅伍邵梅伍、、蘇蘇
莉莉與美南大專院校校友會洪良冰會長歡聚一堂莉莉與美南大專院校校友會洪良冰會長歡聚一堂

美南大專院校校友會洪良冰會長美南大專院校校友會洪良冰會長、、鄧嘉陵鄧嘉陵、、謝元興謝元興、、穆前會長歡迎穆前會長歡迎
台灣書院劉月琴副主任來參加於台灣書院劉月琴副主任來參加於20152015年年1212月月3131日晚上日晚上88時時3030分分
至 晚 上至 晚 上 1212 時 在時 在 33003300 Chimney Rock Road , #Chimney Rock Road , #500500,Houston,Houston
TX.TX.7705677056的的The Dance PlaceThe Dance Place20162016年新年跨年舞會年新年跨年舞會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2016 元旦升旗典禮在僑教中心大禮堂內舉行

頒發僑界辦理紀念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七十週年活動有功頒發僑界辦理紀念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七十週年活動有功
僑團僑團，，由各僑團代表領取獎狀由各僑團代表領取獎狀。。

頒發僑界辦理紀念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七十週年活動有功人員感謝狀頒發僑界辦理紀念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七十週年活動有功人員感謝狀（（左起左起））
頒獎人僑教中心莊主任頒獎人僑教中心莊主任，，丁方印丁方印，，劉秀美劉秀美，，黎淑瑛黎淑瑛，，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黃敏境處
長長，，王秀姿王秀姿，，葉宏志葉宏志。。

（（左起左起）） 「「中華公所中華公所」」 共同主席周彩庭共同主席周彩庭，，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林國煌林國煌，，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夫婦黃敏境處長夫婦，，
黃泰生黃泰生，，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陳燦基在典禮現場合影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陳燦基在典禮現場合影。。

（（左起左起））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教育組教育組」」 組長周慧宜與來休市組長周慧宜與來休市
探親的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陳清鏗副秘書長伉儷及其兒探親的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陳清鏗副秘書長伉儷及其兒
子子，，媳婦陳昭先與周盈君媳婦陳昭先與周盈君，，他們專程前來僑教中心參加他們專程前來僑教中心參加
升旗典禮升旗典禮。。

（（左起左起）） 僑務促進委員李迎霞僑務促進委員李迎霞，，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美南旅館公會會長嚴杰夫婦美南旅館公會會長嚴杰夫婦，，台北經文處教育組周慧宜台北經文處教育組周慧宜
組長在典禮現場組長在典禮現場。。

全體起立全體起立，，唱國歌唱國歌。。圖為升旗典禮現場圖為升旗典禮現場，，頭排為護旗進場頭排為護旗進場
的的FASCAFASCA 青年文化志工大使青年文化志工大使。。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右二右二））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
任任（（左一左一））頒發中華民國抗戰勝利紀念章給來自達拉斯的頒發中華民國抗戰勝利紀念章給來自達拉斯的
兩位抗戰英雄齊國瑞先生兩位抗戰英雄齊國瑞先生（（左二左二），），吳鶴予先生吳鶴予先生（（右一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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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Realtor.com是一家大型的互聯網房地產銷售運營商
，這家網站每個月都會調查研究取證在美國房產銷售方面哪些地方
更熱門。據10月份的研究顯示，舊金山是在全美熱門房地產市場
中排名第1的，達拉斯則是緊隨其後。

該全新報告說，他們的數據團隊審核市場對上市房屋的查看
量作為買家需求的指標，並審核上市房屋在市場上出售的平均天數
作為供應量的指標。按照這種分析篩選出全美20個熱門的中型至
大型房屋市場。

這些熱門市場的每棟上市房屋被查看的次數相當於全美房產平
均水平的1.8倍至3倍，並且它們的房屋庫存出售的速度比全美其
它地區要快29至48天。

除了達拉斯外，德州城市米德蘭(Midland)、奧斯汀和聖安東
尼奧也進入Realtor.com熱門美國房地產市場前20名的排行榜。

北德州目前的房屋價格正處於前所未有的領先水平，並且正在
繼續以相當於長期平均水平兩倍的速度快速上升。今年夏季，北德
州平均只需要38天時間就可出售一棟由房地產經紀上市的二手單
戶房屋。

2015年到目前為止，北德州地區的房屋銷售中間價比去年同

期高出11%，而房屋總銷售也比去年同期增長了5%，並達到了有史
以來的領先水平。

以下是Realtor.com全美熱門房地產市場排名表：
1 加州舊金山(San Francisco, CA)
2 德州達拉斯(Dallas, TX)
3 科羅拉多州丹佛(Denver, CO)
4 加州瓦列霍(Vallejo, CA)
5 加州聖羅莎(Santa Rosa, CA)
6 加州聖荷西(San Jose, CA)
7 加州聖地亞哥(San Diego, CA)
8 德州米德蘭(Midland, TX)
9 加州薩克拉曼多(Sacramento, CA)
10 俄亥俄州哥倫布(Columbus, OH)
11 密歇根州安阿伯(Ann Arbor, MI)
12 加州聖克魯斯(Santa Cruz, CA)
13 密歇根州底特律(Detroit, MI)
14 加州洛杉磯(Los Angeles, CA)
15 加州奧克斯納德(Oxnard, CA)

16 加州斯托克頓(Stockton, CA)
17 加州尤巴城(Yuba City, CA)
18 德州奧斯汀(Austin, TX)
19 德州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 TX)
20 田納西州納什維爾(Nashville, TN)

必須了解 美國購房的後期花費

在美國，買完房子並不代表以後就
不用再在房子上花錢了。買完房子後，
還有著林林總總的後期花費。下面小編
就帶大家看一下美國購房後的後期花費
如何。

這兩年在美國投資房產或置業的
國人增多，而且現在美國房地產已經在
回溫，正是一個好時期。在美國購買房
產與在中國購買房產最大的兩個費用方
面的差異就是稅費和房屋維護費。大部
分人士已經對於購房流程和需要繳納的
費用有所了解，但是對購房後續的長期
支出知之甚少。“美地主”作為立足於

德州的地產投資顧問公司，帶您了解一
下購置物業後的相關費用，相比大多數
國人喜愛的加州，德州的有些費用會有
所不同。
房地產稅(PropertyTax or Real Estate
Tax)

“房地產稅“，是地方針對房地產
征收的郡稅、市／州稅、學區稅的總稱
。美國地產稅的稅率是由各個州政府決
定的，也就是說，美國的稅率都是不同
的。一般實際所需繳納的稅額在1%~3%
，其中學區稅最高，占地稅的60%以上
。
房屋保險(Home Insurance)

房屋保險的作用是，在房屋受到火
災、洪水、雷擊等意外事故而導致受損
，如果房主購買了房屋保險，根據保額
的多少，會得到損失部分的維修費用。
如果是商用房，該保險還可以保護租金
損失。除了在購房時，需購買房屋保險
，其實還應購買地震保險(Earthquake
Insurance)。該保險主要包括地震、戰爭
、核能意外、洪水災害等，通常不被包
括在大多數的保險條款之內。

由於加州是地震多發區，在加州購
房，地震保險費用相對較高，地震險的
費用往往比火險的費用高出一倍，房屋
保險由於保險條款不同而不同，保費一

般在500-900之間。德州沒有地震的風
險，但因為靠近墨西哥灣，有些地區會
要求購買針對颶風的風險，對於在淹水
區（flood zone）的房子也是在保險中另
外要求的保費。
社區管理費或物業費(Common charg-
es or HOA fee)

在美國，房子都統一規劃在一個
小區中，所以，居民需交小區費。該費
用是用來支付和維護小區公共設施。比
如，路燈、公共草坪。根據小區不同的
服 務 ， d 加 州 獨 立 屋 （Single Family
Home）大概每月在150~300美元不等，
德州會在50~150美元左右。對於產權公
寓（Condo or townhome) 一般是單元房
的公共設施，加州一般每月在 300~500
美元之間，德州一般每月在150~400美
元左右。
出租管理費

如果投資房產是用來出租，一般是
由管理公司管理。管理費的計算方式為
：8%~10%的租價。如果是商業地產的
大型公寓，管理費則會少很多。
房屋出售稅費

如果投資的房屋可快速高價出售
，那麼上面列舉的很多種費用就可以省
去，這當然是投資最好的結果了。在美
國房屋銷售稅是由賣家負責繳納的，也

就是由投資人繳
納。投資人遇到
合適的買家，決
定出售房屋時就
會涉及到房屋銷
售稅。房屋銷售
稅是由兩部份構
成，一部份是聯
邦稅費，一部份
是州稅費。就拿
加州來說，投資
人如果出售房屋
需要向聯邦繳納
房 屋 總 售 價 的
10%的稅費; 需要
向州繳納房屋總售價的3.3%的稅費。德
州沒有州稅，所以德州投資只交聯邦稅
。美國在賣房的時候需要交稅，外國人
一般會提前扣房款的10%，報完稅後，
可將多余的部分返回給你；美國公民或
永久居民可以享受銷售利潤的減稅政策
，單身25萬美元，已婚的享受$50萬美
元的減稅額度，額度以外的收入按正常
年收入報稅。
看到這些費用，可能很多的投資人會望
而卻步，但是不要忘記了在美國有各種
稅費抵扣及減免制度。美國針對房產的
購買沒有太多限制，至於中國人沒有綠

卡亦可購買美國房產，美國的房地產市
場相對自由開放，各州政府幾乎都沒有
設置類似於"購房指標"的數據。所以中
國人想要在美國買房只要準備好金錢和
尋找一個合適的地產經紀人就"萬事大
吉"了。

作者：申小雨，美地主網CEO，德州注
冊地產經紀人，資深地產投資顧問
個人微信號:shen6203828;
Email: DiZhuUS@hotmail.com;
電 話:832-620-3828; 辦 公 室 ：
832-926-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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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編劇喬治約翰遜去世
代表作《十壹羅漢》等

第25部007影片十大候選導演"猜火車"導演領銜

傑克遜新紀錄片
將於明年1月聖丹斯電影節首映

邁克爾· 傑克遜的最新紀錄片《邁

克爾· 傑克遜：從摩城到<瘋狂>的旅程

》將在明年1月聖丹斯電影節首映，並

稱這部電影是2012年出的紀錄片《真棒

25年》的續集。導演還是斯派克· 李。

海報上沒有透露太多關於這部紀

錄片的更多細節，這將會是壹個怎樣

的故事？大多數歌迷在得知這是此前

的紀錄片《真棒25年》的續集之後表

示很“忐忑”，原因在於，在上壹部

紀錄片中，邁克傑克遜個人秀的展示

部分很少，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講述他

的工作夥伴、朋友、親人是如何跟他

有生活或工作上的接觸的。

《BAD》這張專輯是MJ和昆西· 瓊

斯合作的第三張、也是最後壹張專輯

。這張專輯獲得的各項殊榮最能說明

它的偉大意義。這張專輯已在全球賣

出4500萬張。發布的7首歌曲中有5首

曾在《公告牌》排行榜上拿下冠軍單

曲，由這張專輯衍生出的十首暢銷單

曲、九支短篇電影也都很受歡迎。

《Bad 25》是MJ於 2012 年 9月 18

日發行的紀念專輯，而《真棒25年》

是壹部由導演斯派克· 李與 MJ 遺產委

員會和索尼音樂聯手為紀念MJ《BAD

》專輯 25 周年所拍的壹部紀錄片。

當時導演為了凸顯這張專輯是如何艱

難“誕生”，並對歌迷產生重大意義

的，他遍訪了超過40位MJ的密友，其

中包括了編舞師、音樂人和合作者等

，像坎耶· 維斯特、瑪麗亞· 凱莉、西·

洛· 格林、雪兒· 克羅等這樣的當紅歌

星也都紛紛友情出鏡。

由於該紀錄片對MJ對《BAD》這

張專輯做出了哪些貢獻說的並不多，

而更多聚焦在周圍人為這項工作所做

的付出。因而它看起來更像是為了

“懷念” MJ而拍，對於《BAD》之於

MJ的偉大意義則表現得相對收斂。

於是有網友對於這部紀錄片就表

示不太滿意，他認為壹些人明顯是走

壹個過場的，哪有什麽貢獻？瑪麗亞

凱莉、還有什麽公司老板和記者，都

是創作團隊之外的人，都是作秀講壹

些客套話而已，真正重要的 MJ 的工

作都沒有介紹，有的只是壹句話粗略

地飄過。

有人說“挺無聊”的，也有說

“其實挺好的”，至少通過這個紀錄

片可以了解到他私底下真實的生活和

工作狀態。

盡管歌迷對上壹部紀錄片評價

褒貶不壹，但如果說《邁克傑克遜

：從摩城到<瘋狂>的旅程》是它的

續集，但願導演不會只是找來了另

外幾十個跟MJ有關的人聊聊他曾經

的那些事。

盡管今年上映的《007：幽靈黨》褒

貶不壹，不過這個經典的詹姆斯· 邦德系

列電影仍將繼續。男主角丹尼爾· 克雷格

曾表示“寧可割腕也不想再拍007”，後

來他又反悔稱想再拍壹部。不過，薩姆·

門德斯恐怕真的不會再擔任該片導演，據

報道，007系列影片的制作人正跟多位潛

在的導演候選人洽談，外媒也列出了十位

有可能執導第25部007電影的導演人選：

丹尼· 博伊爾曾憑借《平民窟的百萬

富翁》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這位

《猜火車》和《驚變28天》的導演此前

還沒有拍過間諜類的電影，因此他執導

007電影會讓人異常期待。

埃德加· 賴特對影片結構和時間線的

掌握堪稱大師，他絕對有望給007系列

電影帶來壹些新的元素。

007系列電影越來越偏愛經驗豐富的

大導演，在這壹點上克裏斯托弗· 諾蘭無

疑非常適合，這位《蝙蝠俠》三部曲和

《星際穿越》的導演，此前也表示希望

執導壹部007電影。

盡管還從來沒有壹位美國導演能執

導007系列電影，不過《塞爾瑪》導演

阿娃· 杜威內有望打破這壹傳統，她對角

色和片段的處理都非常出色。

湯姆· 霍珀是又壹位表達過執導007意

願的導演，此前他執導的《國王的演講》

和《悲慘世界》都曾獲得過奧斯卡。

英國女導演薩姆· 泰勒-約翰遜執導了

情色大片《五十度灰》，其它對她有巨大

吸引力的大片或許就是007電影了。

跟薩姆· 泰勒-約翰遜壹樣，班尼特·

米勒也並非執導下壹部007的大熱門，

不過這位《點球成金》導演，已經證明

自己有能力掌控票房大片。

丹尼斯· 維倫紐瓦曾憑借壹部《囚徒

》引起了好萊塢的關註，而他最新執導

的驚悚動作片《邊境殺手》，則證明這

位導演也能掌控007這樣的動作大片。

萊斯利· 林卡· 格拉特執導了Show-

time電視網的美劇《國土安全》，這已

經證明了她營造緊張刺激情緒的能力。

如果丹尼爾· 克雷格繼續回歸扮演詹姆

斯· 邦德，那他肯定也願意跟《龍紋身的女

孩》導演大衛·芬奇繼續合作。不過，大衛·

芬奇此前拍過的系列大片只有《異形3》，

因此他在這方面的經驗還有些不足。

傳 奇 幻 想 小 說 作 家 、 知 名 編 劇 喬 治 · 克 萊 頓 ·

約 翰 遜 （ George Clayton Johnson ） 因 癌 癥 去 世 ， 享 年

86 歲 。

約翰遜是加利福尼亞幻想作家群組的壹員。他曾寫過原

始的星際迷航系列劇（The Man Trap），但對大部分粉絲而

言，他曾編劇的知名恐怖劇集《陰陽魔界》顯然更有份量。

此外，他參與編劇的主要影視作品還包括電影版《陰陽魔界

》，科幻電影《我不能死》，1960電影《十壹羅漢》，及

2000年後新版《十壹羅漢》、《十二羅漢》、《十三羅漢》

等等，都是享譽全世界的佳作。

從黑暗幻想的黃金時代壹路走來，喬治· 克萊頓· 約翰遜

自身就是壹個活生生的傳奇。壹直以來他就像個局外人壹般

過著屬於自己的生活。正因為如此，他才靜默地創造了許多

充滿價值的作品。

美南版■責任編輯：王 瑤 2016年1月4日（星期一）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近期人氣急升的吳業坤1
日晚在《叱咤》奪得不俗成
績，除了獲得“叱咤樂壇生力
軍”金獎，更以新人姿態連奪
兩個大獎—“我最喜愛的男
歌手”及現場投票的“我最喜
愛歌曲大獎”，打破《叱咤》
史上紀錄，台下多位歌手如林
欣彤、許廷鏗，薛凱琪亦感動
落淚。坤哥繼上次在無線《勁
歌》頒獎禮上哭到眼鏡起霧
後，1日晚一樣顯得激動，喊
到涕淚交流，狀甚搞笑，最抵
死是他所穿褲子太窄有“激
凸”視覺效果，真的威盡全
場。
坤哥表示甫上台講感言便

忍不住喊，因從小便看《叱
咤》，沒想過自己能站上這個
舞台，當想到自己終於一步步
上到第一級樓梯便忍不到了。
說到他這晚打扮有“激凸”效
果，坤哥笑說：“摩登嘛！可
能因為是直條紋、條褲又
窄……真的很‘激凸’嗎？這

是媽媽給我的優點，我是講穿
衣服好看。”
其後坤哥到達慶功宴時，

其“現代褲”依然很搶眼，張
敬軒看在眼裡都忍不住讚他是
“天賦異稟”，對於掃走三個
獎的坤哥，他坦言是意料之
外，覺得有生力軍金獎已超出
預算，沒想到場內朋友和網友
一樣支持自己，他說：“希望
可以繼續留在樂壇唱歌，做好
作品，而不是留意我條褲，我
會跟設計師研究，這次度漏了
某個地方。（這次吐氣揚
眉？）算是舒了口氣，但不是
烏氣，而是我堅持好久，我知
在場好多歌手比我更努力，所
以我一定不會驕傲。(提高身
價？) 視乎公司決定，我沒所
謂。（不用再住公屋？）現時
樓市未暢旺，我還沒儲夠錢買
樓。”問到有否收到緋聞女友
龔嘉欣祝賀短訊？他查看手機
後表示沒有，可能後日拍劇見
到面會恭喜。

盛傳有孕的謝安琪（Kay）1日晚以tube dress
打扮出席《叱咤》，本來已擁有驕人上圍的Kay，
加上近期身形發脹下更見“胸”湧澎湃，由於她
穿上鬆身裙剛好遮擋着腹部，令懷孕傳聞更加疑
幻疑真，不過孕味甚濃的Kay2日親口否認有喜，
更笑言想追猴B的老公張繼聰恐怕要等12年後先
成事。
Kay 獲得女歌手銅獎和“我最喜愛的女歌

手”，而與麥浚龍（Juno）合唱的《羅生門》便
奪得歌曲獎，而Juno亦奪得“至尊唱片大獎”，
惜《羅生門》以百多票之差輸給吳業坤未能拿走
“我最喜愛歌曲大獎”。
Kay受訪時被問及“有喜”之說，她笑說：

“時間關係已經有七個月大，大家不要亂講，因
之前腸胃炎到急症室打針，其後醫生見到我懷孕
報道後好緊急致電張生求證是否屬實，因打針和
抗生素都不適宜孕婦，報道令醫生都有誤會。”
體形脹爆的她笑說：“我體重同股市差不

多，有升有跌，自己都喜歡有肉地，感覺好正。
(用裙遮肚？）無須太敏感，若然瘦便無須這樣
做，肥了就找條裙遮住，瘦先穿貼身裙，大家不
要胡亂揣測，我只是胖了，較去年時胖上十多
磅，我向來無刻意去管體重，以前工作忙有壓力
便會瘦，可能人大了心態都放鬆過來。”
另Juno得獎時有在台上多謝女友，但他不知

女友有否到場，問他有否結婚計劃？他說：“沒
有，得獎後心情仍未平復，暫時沒什麼要宣
佈。”

打扮現“激凸”效果
吳業坤：媽媽給我的優點

《叱咤》1日晚順利頒出43個獎
項，Joey第十度奪得叱咤女

歌手金獎，並憑《黃昏點唱機》和與克
勤合唱的《世界真細小》奪得歌曲獎，
而張敬軒亦首度登上《叱咤》男歌手金
獎之位和贏得一首金曲獎。
在《叱咤》十度稱后的Joey談到感

受時透露：“守住盤生意要咬實牙根，
在台上見到坤哥表現激動，見他那份天
真、傻氣很可愛，今晚好多好搞笑，成
件事是開心的，也令我想起自己第一次
得獎。（你現在已沒這股激動？）也不
是，只是不同階段，沒想到自己一口氣
行了這麼多年，真的很感動，我今年再
得這個獎，想同大家分享快樂多一些，
見到好多這一代歌手都有好好條件和很
花心機唱歌，有他們想表達的訊息。”

回想當年初出道，Joey深有體會地
說：“以前我們這一代較幸福，因有各
大傳媒推動，件事變得好易成形，現時
的便散一些了，所以年輕歌手的成功是
來得不易，當然也替自己高興，畢竟都

一把年紀。（守得辛苦嗎？）有點兒，
幸而我性格不是要同人拚個你死我活或
者要絞盡腦汁，做好本分先是最重要，
當然要配合天時地利人和，總之每個人
在我背後推我一把，我是不會忘記。”

沒笑只因坐前排頭痛
對於失落“我最喜愛女歌手”獎，

祖兒表示無所謂，自己亦已得過一次，
問她下個目標是否奪走兩個女歌手大
獎？她說：“不會強求，因自己所得的
已經超晒額。”說到當晚缺席的陳奕迅
到場的話，有可能會輸給新人吳業坤，
Joey笑謂： “2016年 1月 1日說開心
事，當然會有人歡喜有人愁，相信Ea-
son不會介意。（見你在頒獎禮上欠缺
笑容，那又可有介意？）不是，我只是
頭痛，整晚坐在前面看都好緊張，神經
繃緊，前面的音響好爆。”Joey又無意
地踢爆沒來的Eason去了吃火鍋：“我
都好想像Eason一樣去吃火鍋。（Eason
已經是億萬富翁？）我不工作會身癢。

（你的樓都幾億？）我仍要繼續供樓，
也要用工作令自己保持狀態。”
說到將離任新城的朱明銳承認前年

對Joey的舉動闖禍，對此，Joey謂：
“我見吳業坤講多謝TVB，我都想講多
謝番銳哥，多謝新城頒獎給我。（明年
會否出席新城頒獎禮？）明日事都不知
道，何況是明年？”但Joey直認男友劉
浩龍已轉達了銳哥沒有氣她的話。

軒仔撐坤哥大熱勝出
張敬軒很開心和滿意這次成績，沒

想過能首次摘下“男金”。對於吳業坤
掃走三個獎，更打敗了自己取得“我最
喜愛男歌手”，軒仔大方指對方是大熱
勝出，樂壇會有新局面，同時不一定是
有資歷歌手得到，觀眾認受才是最重
要。
軒仔在台上沒有多謝“密友”關智

斌，他封口說：“不講了，這個話題講
了很多年，不想講。”但就主動說很替
坤哥開心，說到坤哥疑似“激凸”，軒

仔陰陰嘴笑說：“拿了大獎，我都‘激
凸’，給我都‘激凸’，值得‘激
凸’，不過我講手指啦，哈哈。”
林欣彤（Mag）當自己和見到吳業

坤得獎時，都喊得很厲害，她笑言：
“喊到豬頭咁。”Mag 5年前奪得新人
獎，今次再在《叱咤》“開齋”，她感
謝許廷鏗在她人生低潮時，把她拉回
來。問到約滿英皇後的她去向如何？她
表示很快會有結果，同時亦很感激英
皇。

謝安琪否認懷孕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樂壇天后容祖

兒（Joey）1日晚成為《叱咤

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史上唯

一一位“十屆金獎女歌手”，她

創紀錄奪獎後接受傳媒訪問時表

示，頒獎禮上看到吳業坤（坤

哥）贏3獎表現激動，令她不

禁“想當年”。她還大爆，

缺席頒獎禮的好友陳奕迅

（Eason）是去了吃

火鍋。

《叱咤》見坤哥激動拿獎憶當年

吃火鍋缺席
祖兒 Eason爆爆

周 柏 豪 在
《叱咤》奪得男
歌手和唱作人銅
獎，獲得兩個獎
的他感到滿意，
他表示：“最想
的唱作人獎都得
到，證明自己和
團隊都好努力。
（男歌手輸給得
金 獎 的 張 敬
軒 ？ ） 不 要 說
輸，剛才在台上
都有多謝他，因
他無形間幫我不
少，自己第一個較大型音樂會都是軒仔
做嘉賓，還送了一支麥克風給我，至今
我都有用來錄音，他給我很大鼓勵。”
對於吳業坤奪得 3 個獎是否很意

外，柏豪說很驚喜，也替對方開心，他
說：“他未出道時，我便留意他，坤哥
又經常翻唱我的歌，我知他很喜歡我，
所以我都有留意他，自己很喜歡他的
歌。”
薛凱琪（Fiona）憑《所有下雨

天》奪得歌曲獎第五位，她透露對上一
次得這個獎是8、9年前的事。穿上7吋
高跟鞋的Fiona可能太開心，在台上差
點跣倒。

柏豪獲軒仔很大鼓勵■■坤哥哭至坤哥哭至
涕淚交流涕淚交流，，
弄致眼鏡又弄致眼鏡又
再起霧再起霧，，以以
及及““激凸激凸””
的效果的效果，，令令
人難忘人難忘。。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薛凱琪向摘下“男金”的張敬軒送吻
祝賀。 劉國權攝

■■祖兒祖兒11日晚日晚
捧走捧走33個獎個獎。。

■■謝安琪與麥浚龍合唱謝安琪與麥浚龍合唱
的的《《羅生門羅生門》》奪得歌曲奪得歌曲
獎獎。。

■在慶功宴上，軒仔忍不住讚坤哥
是“天賦異稟”。

■獲得兩個獎的柏豪稱
感到滿意。

劉國權攝

■■鄭裕玲與克勤鄭裕玲與克勤
互動大搞氣氛互動大搞氣氛。。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林欣彤奪獎時哭得很厲害。 劉國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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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團歐洲團
* 西歐五國10天
* 瑞捷奧匈10天
* 義大利蔚蘭海岸12天
* 歐洲十國17天
* 西歐及義大利17天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月至9月出發
* 加勒比海4/5/7天
* 阿拉斯加7天
* 地中海7天
* 夏威夷7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美國精華團美國精華團
*美東5/6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加東6/8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西精華4-10天團（買二送一）*黃石公園7天團(買二送一）*加拿大洛磯山7天團(買二送一）*夏威夷4-7天團*佛州迪斯尼4-8天團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雲南﹑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快捷旅遊快捷旅遊快捷旅遊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ASAP Travelwize
www.asaptravelwize.com

˙$49 8天江南遊（全年放行）
˙$99 8天北京承德天律皇家御景團（新）（特價）
˙5/4 11天九寨溝﹑峨嵋山﹑張家界之旅
˙5/28 7天黃石公園（有買二送一）
˙6/8 6天美東豪華遊（有買二送一/二）專人帶團
˙不同天數美東﹑美西﹑夏威夷團(有買二送一)
˙各大城市機票＋酒店套餐
˙代理各大遊輪公司及4.5.7天歡樂遊輪由蓋文斯
頓港出發
＊ ＊機場接送服務﹐待客以誠﹐服務至上

專辦本地特色團﹑遊輪﹑各地旅遊團﹐代辦簽證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玻璃橋﹑黃石公園﹑
總統巨石公園﹑拱門
7天遊(New新)
＄368元起（買二送一）
4月30日之前付錢減$20元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713713))774774--11171117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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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上海往返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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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馬﹑泰十一日$1399元起
泰國風情六﹑七日$799元起
日本風情系列遊$1099元起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全新中國特價團
●東北冰雪世界七天 399元
●桂林﹐龍勝﹐陽朔六天 199元
●七彩雲南超值七/八天 99/199元
●張家界鳳凰超值七天 99元
●海南/三亞/海口 五天 99元(不包括機票)

●北京九天 99元
●上海八天 49元

機票
震撼價

●●韓國韓國﹐﹐首爾首爾﹐﹐雪岳山雪岳山77天天 299299元元
●●日本日本﹐﹐東京東京﹐﹐大阪浪漫大阪浪漫77天團天團 199199元元
●●台灣台灣﹐﹐明譚明譚﹐﹐環島環島88//99天天 249249//299299元元
●●泰國泰國﹐﹐曼谷曼谷﹐﹐芭提雅芭提雅77天天 9999元元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
全 新

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

地址地址：：98889888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158158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中國城黃金廣場內））七天營業：早10點至晚12點

羊肉燒賣
手抓餅

芝麻大餅
手擀麵條
韭菜餡餅

純手工製作麵食純手工製作麵食特 價特 價

Lucky Pot Restaurant
電話電話：（：（713713））995995－－99829982

羊雜湯
尖椒幹豆腐
東北鍋包肉

啤酒魚
活魚豆腐湯
拔絲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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筍殼魚(一條)
$16.95

椒鹽小河蝦
$8.95

星期日 2016年1月3日 Sunday, January. 3, 2016 星期日 2016年1月3日 Sunday, January. 3, 2016

長相酷似王力宏的鄒宗翰，星途
卻未如本尊順遂，185公分高的他集
才華與明星臉受注目，3年前出道後
卻未走紅，一度想退出歌壇，直到去
年代表台灣到香港參加亞洲流行音樂
節新星比拚，他緊張萬分，吳克群耳
提面命 「心情放鬆、唱得大聲」，讓
他得以展現歌藝，他說： 「好像在海
上抓到一塊浮木，很感謝吳克群。」

在香港演出，受到金主賞識及挹
注資金，讓他一甩這3年低潮，重燃
對音樂的熱情，於12月31日推出第
2 張專輯 「Hans 2nd Album」，他把

這3年的起伏，寫成濃厚爵士風的新
歌 「不快樂」，MV找來外國樂手及
女模，充滿美式爵士風情，他說：
「聽爵士樂讓我放鬆及開心，用快樂

的曲風趣抒發過去不快樂的心情，希
望歌迷也能有共鳴！」

許多人對鄒宗翰的印象，都脫離
不了王力宏，他說： 「『山寨版王力
宏』的稱號，從念書時就有人
說，跟了我 10 年，一方面覺
得榮幸，一方面是壓力。」在
前途茫茫的3年間，鄒宗翰把
觸角轉到幕後學製作、創作，

此外，也向音樂
製作人宋世堯學
創作，新專輯一
共收錄他 5 首作
品，包括主打歌
「不 快 樂 」 、
「那麼愛你」、
「懸崖」、 「再

一 次 感 動 」 及
「收場」，曲風

多元。
「不快樂」MV

中，鄒宗翰化身
爵士歌手在 PUB
唱 歌 ， 他 說 ：
「爵士樂的發源

地在紐奧良，所以把這支MV以美式
爵士風呈現。」拍MV前一晚，鄒宗
翰因腸胃型感冒發燒上吐下瀉，半夜
掛急診吊點滴，整夜幾乎沒睡，就出
院工作，他笑說： 「導演要我演出在
PUB 裡有點微醺的感覺，剛好我身
體不舒服，吃藥頭很暈，不用喝酒就
有微醺感。」

唱出唱出33年年 「「不快樂不快樂」」

星途大不同！

鄒宗翰
(小王力宏)

五月天出道16年，從2011年起連續
4年舉辦跨年演唱會，前幾年則是擔任各
地跨年活動嘉賓，跨年記錄一共13年，
今年五月天為了製作第9張專輯，宣布跨
年演唱會暫停一次，也不參加任何一場
跨年活動，30日凌晨五月天官方臉書PO
出五月天 MV 預告影片，短短 10 秒讓歌
迷興奮不已，猜想是否五月天將帶來新
歌或跨年驚喜。

五月天今年8月在犀利好大趴演出後
，就進入閉關期，新專輯緊鑼密鼓製作
中，除了10月在梁靜茹演唱會上擔任嘉
賓，幾乎已未現身公開場合，歌迷也只
能透過團員偶爾在臉書上的問候，得知
五月天近況。

30 日五月天官方臉書釋出跨年訊息
： 「每一年，最後一刻，和第一刻，都
不想錯過，與你。」似乎在暗示五月天
將露臉，讓歌迷興奮討論，主唱阿信隨
後也在臉書轉貼PO文，但他一開始寫錯
時間，把 「2015/12/31 pm 11:55 - 2016/
1/1 am 0:00」寫成 「2015/12/31 pm 11:
00 - 2016/1/1 am 0:00」，不到 5 分鐘後
又刪除，重新 PO 正確時間，歌迷笑：
「怎麼從 60 分鐘變成 5 分鐘，還我們 55

分鐘！」
而所屬相信音樂不願透露五月天屆

時將以何種形式和內容與歌迷跨年，僅
說： 「五月天會以自己的方式，和老朋
友們一起跨年。」

今年不唱跨年！五月天預告會給驚喜

責任編輯：蔡佳玲

騰訊娛樂訊 由

中國貴州茅台酒厰

渊集團冤有限責任公司
和瀟湘電影集團有限

公司共同出品袁宋江
波執導袁王靑偉編劇
的劇情歷史大片 叶國
酒曳今日曝光群星陣
容人物海報遥除了先
導預吿片中已登場的

兩位主演范逸臣和黃

奕外袁包括台灣"國民
帥叔"趙文瑄尧內地演
技大咖石兆琪和侯天

來以及香港實力派演

員尹子維等在內的明

星逐一亮相袁組成民
國版的"十一羅漢"遥

叶國酒曳講述的是 1915年茅台酒在美國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獲奬
之後袁釀酒世家曹尧程兩代人在亂世之中一場長達數十年紛雜爭斗
的故事遥新發佈的人物海報整體以冷色調爲主袁暗黑的底色上漸顯

出赭紅色背景袁角色形象分布在海報的右側袁左側淡金色的"國酒"字
樣袁整張海報凸顯出強烈的歷史厚重感遥

"十一羅漢"版人物海報不僅曝光片中重要角色的人物形象袁
同時還揭示人物不同的身份背景遥由范逸臣尧侯天來尧王梓程和方曉
莉四位主演組成的"曹家"袁與黃奕尧石兆琪尧尹子維和鄭衛莉組成的"
程家"針鋒相對遥此外還有趙文瑄飾演的華老闆尧鄭曉寧扮演的國民
軍官和徐東東出演的女紅軍更揭示出影片複雜的歷史背景袁他們並
非是臉譜化的人物袁而是有着細膩的性格雕琢遥強大明星主演陣容
不僅顯示出影片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袁也成爲 2016年賀歲檔國産
電影作品中備受矚目的群戲表演遥

此次在電影叶國酒曳中擔當主演的范逸臣和黃奕首度合作民國
大戲袁憑藉叶海角七號曳走紅的台灣演員范逸臣一改往日時尙現代的
銀幕形象袁出演生性木訥卻從小對釀酒技藝痴迷的一代大師曹懷
仁遥在曝光的角色海報中袁范逸臣短髮造型袁一身民國的質樸裝扮袁
目光專注堅定袁完全顛覆以往作品的印象袁在片中他還首次挑戰年
齡跨度的表演袁從靑壯年一直演到中老年遥

近年來先後在香港和好萊塢發展並取得出色成績的黃奕則飾

演范逸臣的妻子遥人物海報中的黃奕眼神繾綣袁若有所思的神情襯
托出角色複雜的情感世界遥這對民國 CP的情感糾葛堪稱"剪不斷袁
理還亂"遥除牽涉到兩大家族爭名奪利的世代恩怨袁還有來自王梓程
扮演的曹懷遠與黃奕扮演的角色也有一段隱情袁諸多阻礙令這對民

國 CP的亂世眞情成爲影片一大看點遥

正如海報 slogan"眞情
大愛尧家國千秋尧釀造歷
史尧品味人生" 所示袁叶國
酒曳作爲國內首部以酒文
化爲主題的巨作袁在突出
歷史厚重感袁傳承中華文
化和弘揚民族精神的同

時袁更注重更深層次的表
達遥片中兩大釀酒家族雖
因名利而陷于爭斗袁但在
國家處于危難時則" 以酒
見眞情"化解恩怨袁展現出
同仇敵愾的愛國激情和捨

身報國的民族大義遥這種
將家族勝敗興衰和人物悲

歡離合融入到大歷史背景下的方式袁不僅在大銀幕釀造了一個歷史
傳奇袁也反應了眞實的人性寫照袁展現出家國千秋中的眞情大愛遥

電影叶國酒曳已定檔 2016年 1月 15日袁將在賀歲檔全國公映遥

騰訊娛樂訊渊文/暖晴冤韓國新片叶眞實曳日前曝光主演名單袁金
秀賢尧成東鎰尧李璟榮尧李聖旻尧趙佑振的華麗陣容令人非常期待袁特
別是該片是金秀賢的大銀幕回歸片遥
叶REAL曳講述的是在繁華的都市中袁金秀賢飾演的"清道夫"張泰

英一直以來接受着見不得光的委託袁乾凈利落地幫人解決各類麻
煩袁直到遇到深入現場的記者後發生了一系列故事遥該片是一部融
和了動作尧驚悚的黑色電影袁金秀賢飾演的對成功充滿慾望尧冷酷無
情的角色袁一改以往在電視劇中的形象袁會給觀衆帶來新鮮的感覺遥

而除了金秀賢之外袁忠武路人氣演員的集體加盟也令該片的期
待感倍增遥今年秋天上映的叶偵探院開始曳和目前正在熱播的叶請回答
1988曳中倍受觀衆喜愛的黃金配角成東鎰將飾演和張泰英對立的暴
力組織老大"趙元根"一角遥而今年來忠武路作品中最常見的演技派

演 員 李 璟

榮 則 飾 演

前 職 刑 警

出 身 的 紀

實 文 學 作

家"盧炎"一
角遥活躍在
小 熒 屛 和

大 銀 幕 的

李 聖 旻 則

飾演張泰英接受治療的 VVIP康復醫院的醫生崔振基博士袁將和金
秀賢有對手戲遥叶局內人們曳中飾演心狠手辣趙常務的趙佑振則將在

叶眞實曳中飾演爲上流社會金融咨詢師兼律師的"司道鎮"一角遥
通過公開選角而選出的新人女演員韓智恩將飾演倍受矚目的

女演員韓藝媛一角袁而曾出演叶海賊曳尧叶時尙王曳(觀劇)的雪莉則將飾
演醫院的治療師"宋有華"遥另外出演了叶暗殺曳尧叶局內人們曳尧叶大虎曳
等影片的金洪波尧出演了叶我的獨裁者曳尧叶暗殺曳的演員鄭仁謙尧出演
了叶製作人曳等電視劇的崔權也將加盟該片遥

中國阿里巴巴影業曾投資今年暑期檔全球上映的好萊塢大片

叶碟中諜 5曳袁而叶眞實曳則是阿里巴巴影業投資的第二部海外電影袁阿
里巴巴影業還將擁有該片在中國的發行權遥

該片由叶浪漫島嶼曳叶暴力都市曳等影片的編劇李正燮編劇並執
導袁預計在其他演員確定之後于明年 1月開機遥

騰訊娛樂訊 改編自蕭鼎小説叶誅仙曳的電視劇誅仙叶靑雲志曳今
日曝光最新主演陣容袁趙立新尧陳創尧吳樾三位實力派演員傾力助
陣袁焦俊艷尧白雪尧梁婧嫻三位新生代花旦驚艷亮相遥誅仙叶靑雲志曳
由歡瑞世紀出品袁李易峰尧楊紫尧秦俊杰尧成毅尧唐藝昕尧TFBOYS等
主演袁作爲終極 IP扛鼎之作袁該劇自籌備之初便備受期待袁此次六
位主演定妝照首度曝光袁再次引發廣泛關注遥

憑藉在諸多影視

作品中的精彩表現被

觀衆熟知的趙立新袁此
次在誅仙 叶靑雲志曳中
挑戰江湖術士周一仙

一角袁周一仙見識廣
博袁通曉天地之事袁看
似是一個江湖術士靠

占卜維生袁與孫女小環
相依爲命袁實則深不可
測袁身份神秘遥對於趙
立新的此次出演袁網友
們紛紛點贊支持袁定妝
照中趙立新更是將周

一仙或神秘莫測袁或詼
諧逗趣演繹到極致遥

陳創劇中飾演的野狗道人隸屬煉血堂門下袁煉血堂是魔敎重要
力量袁黑心老人作爲門派創始人憑藉噬血珠讓煉血堂聲勢大震遥野
狗道人在煉血堂覆滅後袁跟隨周一仙和周小環一起行走江湖袁浪迹
天涯遥野狗這一角色可謂是劇中魔敎勢力的一大代表人物袁他在極
惡與大善中找到了平衡點袁是一個充滿矛盾和複雜的人物袁而陳創

的出演更是讓人期待遥
吳樾飾演的天音閣高僧普智袁道行高深袁因遭暗算油盡燈枯時

決定收張小凡爲徒袁並傳授其大梵般若遥後因噬血珠侵蝕心智袁犯下
彌天大錯袁也由此改變了張小凡的一生遥作爲全劇正派天音閣中的
重要角色袁普智的反轉也尤其精彩袁可説他是推動了整部劇發展的
關鍵性人物之一遥

風姿綽約尧嫵媚撩人的金瓶兒由焦俊艷出演袁焦俊艷表演功底
紮實袁被業界普遍看好袁此次出演誅仙叶靑雲志曳再次引發高度關注遥
金瓶兒出身合歡派袁人稱"妙公子"袁風采絶代袁爲人恩怨分明遥此次焦
俊艷首次挑戰古裝仙俠劇袁備受矚目遥

在叶金陵十三釵曳中有着精彩表現的白雪此次出演天資聰穎的
周小環袁外形甜美的
白雪科班出身袁古裝
扮相與周小環形象極

爲貼合袁尤其是一雙
靈動的雙眸惹人疼

惜遥童星出道的梁婧
嫻此前因與李易峰合

作網絡劇受到多方關

注袁梁婧嫻氣質柔美
恬靜袁此次出演誅仙
叶靑雲志曳中低調沉穩
的燕虹一角袁兩位新
生代甜美花旦的出演

讓人備感新鮮眼前一

亮遥

騰訊娛樂訊 由文章尧宋
佳尧李雪健尧張歆怡等主演的
民國權謀大戲叶少帥曳將接檔
叶芈月傳曳袁于 2016年 1月 11
日登陸北京衛視尧東方衛視袁
重磅開年遥叶少帥曳以自傳式的
口吻講述了傳奇人物張學良

輝煌而坎坷的一生袁信仰引領
革命尧情懷致敬英雄袁再現浴
血奮戰的激昂畫卷遥該劇從張
學良的少年時期軍閥混戰階段開始講述袁作爲張作霖鍾愛的長子袁
自幼頂着父輩光環的風流公子在自己的壯年時選擇進入陸軍軍校袁
從此踏上了他的戎馬之路遥幾經戰爭的洗禮袁少帥最終擔負起家國
重任袁成長爲東北三省的領導者遥

作爲演員文章暌違國劇熒屛許久的回歸之作袁無論是演員創作
還是幕後製作袁叶少帥曳都承載了衆多含義遥文章自爆爲了成功詮釋
張學良袁還曾去美國到張學良生活過的地方找感覺袁更表示叶少帥曳
是"從藝以來演得最好的電視劇"遥劇中另一位挑大樑的是飾演張學
良原配妻子的宋佳袁宋佳將于鳳至的隱忍與大氣完美呈現遥叶少帥曳
雖非宋佳的首度年代戲袁但劇中樸實卻大氣尧且極具時代質感的造
型袁進一步塑造了于鳳至大度明理的形象袁宋佳的超強氣場也爲角
色平添了不少傳奇色彩遥在該劇最新曝光的"氣質版"海報中袁幾位主
角置身于冰雪畫風的背景中袁旣暗涵着戰火瀰漫的危機感袁同時也
將各個角色或正義或狡黠的氣質體現得淋灕盡致袁宋佳尧文章尧李雪
健尧張歆怡傳神的表現進一步突顯了劇中角色的張力與感染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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