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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讀圖 位置佳﹕Walmart Neighborhood Shadow, 小學對面﹐5 Mins to 99號公路

商鋪招租面積 28,750 平呎, 2000平呎獨棟 Built to Suit
租金$32.00/平呎/年, NNN: $8.57/平呎/年
誠招﹕超市﹐學校﹐醫生﹐會計﹐餐廳

電話﹕+1 346 204 0267
微信﹕weixindavidw
電郵﹕dwang004@gmail.com

2016年動工 高消費區﹑車流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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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福建同鄉會會館開館典禮美南福建同鄉會會館開館典禮
美南福建同鄉會會館於美南福建同鄉會會館於20162016年元年元
旦旦11月月11日上午日上午1111時舉行開館典時舉行開館典
禮儀式禮儀式。。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
領事李強民大使出席並致詞領事李強民大使出席並致詞！！參參
加開館典禮的還有國會議員加開館典禮的還有國會議員 AlAl
GreenGreen助理譚秋晴助理譚秋晴、、德克薩斯州德克薩斯州
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休斯頓市議員休斯頓市議員
Mike KnoxMike Knox，，以及各社團僑領和休以及各社團僑領和休
斯頓各大媒體代表近百人出席典斯頓各大媒體代表近百人出席典
禮禮，，共慶盛事共慶盛事。。

會長黃穗熙致歡迎詞會長黃穗熙致歡迎詞！！ 李強民大使與來賓壹起揭牌李強民大使與來賓壹起揭牌。。

來賓合影來賓合影。（。（左起左起：：美齊美齊、、林起勇林起勇、、唐副會長唐副會長、、黃穗熙黃穗熙、、李強民大使李強民大使
、、譚秋晴譚秋晴、、Mike KnoxMike Knox、、吳元之吳元之））

德克薩斯州州議員吳元之為福建同鄉會頒發賀狀德克薩斯州州議員吳元之為福建同鄉會頒發賀狀。。

國泰銀行公關王吟昭國泰銀行公關王吟昭、、市市
議員議員Mike KnoxMike Knox、、美南江蘇美南江蘇
總會陳韻梅應邀出席揭牌總會陳韻梅應邀出席揭牌
典禮典禮。。

副會長鄭敏副會長鄭敏（（右右）、）、國會國會
議員議員Al GreenAl Green助理譚秋晴助理譚秋晴
、、美國中餐業協會會長美國中餐業協會會長
SallySally合影合影。。

（本報訊）2016年休士頓基督徒華商協會
年會”,將於1月16日（周六，10 am-2pm）在
Hilton Houston Southwest ( 6780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 舉行。屆時 HC-
CBA全體會員務必出席，並盛邀所有關心和支
持華商會事工牧者、顧問和朋友踊躍參加。

會議議程：
1、大會特別邀請孔毅弟兄出席並主講：

XQ(變商)時代-贏在扭轉力。內容包括：

介詔一個新時代--10倍速時代 ；顛覆一
種舊思維--成功者不是贏在起點, 而 是贏在拐

點；揭櫫一項新智慧– XQ--變商 ；啟示
一種成功力-- 扭轉力。期間還將安排孔毅弟
兄與您一對一的商業咨詢，機會難得，莫失良
機 。

孔毅 (Roger Kung)被公認為全球通信，電
腦及半導體行業傑出科技先驅人物，並享有盛
名的領導者。他擁有近40年管理經驗，與您分
享職業生涯中的瓶頸突破，思維方式，硬實力
與軟實力的秘訣。通過歷經成功與失敗的種種
考驗，思考如何成為一名事半功倍的管理者。
孔毅弟兄的講演理論深刻，觀點獨到，更具實
用性。他將作為明年華商會"職場領導力" 講座

系列主講人。
2、 2015年休士頓基督徒華商協會主要工

作進展彙總：
為即將召開的美南區CMC大會籌款兩萬

美元；
協助成立休士頓全福會；
協助成立國際華人企業家協會休士頓分會

；
成功舉辦李作言博士"工作與我"在內的專

題講座；
成功舉辦國際華人企業家協會第一屆年會
聖誕新年之際，休士頓華商會為幫助更多

的海外華人邁向成功，將聯手國際華人企業家
協會休士頓分會、全福會休士頓分會共同開創
新的合作互動平台。借此，盛邀廣大華人企業
人士積極參與，共商盛事！

會議時間：1月16日（周六，上午10點-
下 午 2 點 ） ； 會 議 地 址 ： Hilton Houston
Southwest ( 6780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

聯系人：付慶農 832-228-2678；嚴偉偉
713-859-6808

郵件地址：aaronfu8@gmail.com; weiw-
eyan777@gmail.com。

20162016年休士頓基督徒華商協會年會將於年休士頓基督徒華商協會年會將於11月月1616日日
在在Hilton Houston SouthwestHilton Houston Southwest 舉行舉行

玫瑰花的春季修剪英文講座玫瑰花的春季修剪英文講座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二十五屆新年聯誼
(本報記者黃麗珊) 公關主任翁定台博士表

示, 一年一度的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新年聯誼
，1月1日在糖城的Cafe East舉行，今年已經是
第二十五屆，當天來自大休士頓地區的華人攝
影學會會員以及攝影愛好者近70人。

董事長蔡保羅醫師、會長關本俊等代表攝
影學會向會員以及到場的攝影愛好者致新年賀
辭，並祝願大家今年照出更多傑出的攝影作品
。關本俊會長宣布，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 2015
年度十大優秀攝影作品的評選將於1月10日下午
在僑教中心203教室舉行，歡迎大家積極參與，
比賽相關規則，請查詢華人攝影學會的網站
（www.hcpsphoto.org ）。歷年的 「休士頓華人
攝影學會年度十大優秀攝影作品評選」堪稱休
士頓華人攝影界的最高榮譽，不僅吸引廣大攝
影愛好者的積極參與，對推動大休士頓地區華

人攝影事業也有宣傳及推廣作用。此外休士頓
華人攝影學會二十五周年紀念作品特刊也即將
出版, 這是僑界可喜可賀的一件大事。

當天，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董事賈忠向與
會者做了《九月去新疆感受秋日的金黃與火紅
》的攝影講座。他以攝影專業角度, 解說每張相
片的構圖, 快門與光圈, 使大家受益良多。休士
頓華人攝影學會公關主任翁定臺博士向與會者
介紹了初次 參加活動的攝影愛好者並熱情歡迎
他們加入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會員陳倩娟報
告了她學習攝影的心得, 退修後能與華人攝影學
會的良師益友學習攝影, 以著她"知青" 的背景和
經歷，表現出心靈的感受，照出"殘荷" 的佳作,
這是她人生最有意義的一件樂事。華人攝影學
會新年聯誼在美食飄香、開懐敘談、攝影交流
與卡拉O.K. 的歡樂聲中結束。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新年聯誼
前排 : 會長關本俊(左三), 董事長蔡保羅醫生(右二), 董事賈忠(右一), 公關主
任翁定臺博士(左二), 財務主任王純純(左一)

時間：2016年 1月 23 日 (星期六) 上午 10:00 A.M.
地點：美南銀行一樓社區會議中心 (Member FDIC)
位址：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281-685-5566 Jennifer (中文/英文)
春天，對於向來熱愛玫瑰花的華人朋友們，一直都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時節

。除了忙著挑選品質優良的玫瑰花新苗外，還要替院中原有的玫瑰花疏欉、修
剪。美南銀行為了滿足各位華人朋友們的需求，特地邀請玫瑰實踐園藝專家－
Baxter Williams巴克斯特‧威廉姆斯先生蒞臨美南銀行一樓的社區會議中心，指
導大家如何在春季適當且正確的修剪玫瑰花。此次講題是種植玫瑰花的重頭戲
，各位華人朋友千萬不要錯過、敬請大家拭目以待！

Baxter Williams巴克斯特‧威廉姆斯先生，自1967年開始栽種玫瑰以來，已
有長達49年在休士頓本地種植玫瑰花的豐富經驗。不僅在自家後院種有500株
以上的各色玫瑰，目前也擔任休士頓玫瑰協會(HRS)副總裁。休士頓玫瑰協會
(HRS) 創始於1959年8月，至今已擁有超過700名成員，是全美最大的地方玫瑰
協會。

休士頓華人玫瑰協會(Houston Chinese Rose Society～HCRS)，則是隸屬於美
國玫瑰協會(ARS)下的一個非營利正式組織。協會這次很榮幸邀請到熱心慈善的
Baxter Williams巴克斯特‧威廉姆斯先生，於2016年 1月 23 日 (星期六) 上午10
點，蒞臨美南銀行一樓的社區會議中心，舉辦第二次免費玫瑰英文講座。前次
講座已涵蓋種植玫瑰花的入門基礎、玫瑰花各式品種的區別認識，以及如何培
育出更健康的玫瑰花。本次講座更將教導各位花友春季玫瑰花欉的修剪重點。
華人玫瑰協會將請來僑社園藝專家俞希彥老師現場同步中文口譯，以期解決各
位華人朋友們對於培育玫瑰的疑惑難題。

講座現場備有茶水、點心，礙於座位有限，請提早報名入座，以免向隅。

本報記者黃麗珊整理

世界黃氏宗親聚會海南

與福建莆田黃鴻恩會長與福建莆田黃鴻恩會長（（左左））在一起在一起

世界黃氏宗親總會第世界黃氏宗親總會第1212屆第屆第22次懇親大會於次懇親大會於
20152015年年1111月月2020--2222日在海南省海口市隆重日在海南省海口市隆重
舉行舉行。。有來自世界各地黃氏宗親五千多人參有來自世界各地黃氏宗親五千多人參
加加。。黃孔威帶領休士頓黃氏宗親會黃孔威帶領休士頓黃氏宗親會77人代表人代表
團參加團參加。。與各宗親會互動聯誼與各宗親會互動聯誼，， 向外地宗親向外地宗親
會學到不少好經驗會學到不少好經驗。。在世界黃氏宗親總會理在世界黃氏宗親總會理
事會和經濟高峰論壇上黃孔威都做了發言事會和經濟高峰論壇上黃孔威都做了發言，，
參與世界黃氏宗親總會會務工作參與世界黃氏宗親總會會務工作。。黃氏著名黃氏著名
的企業家的企業家，，世紀金源集團董事長黃如論在會世紀金源集團董事長黃如論在會
上作了非常精彩的發言上作了非常精彩的發言，，大家受益不少大家受益不少。。這這
次大會是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次大會是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由三千多人由三千多人
組成的人體隊形拼組成的人體隊形拼““黃黃””字獲得了吉尼斯世字獲得了吉尼斯世
界紀錄界紀錄。。為辦好這次大會為辦好這次大會，，海南省江夏文化海南省江夏文化
研究會在黃基康主席帶領下做了大量工作研究會在黃基康主席帶領下做了大量工作，，
也得到武漢和平科技集團黃崇勝也得到武漢和平科技集團黃崇勝，，海南和信海南和信
集團有限公司集團有限公司，，黃和伍等黃氏大企業家和各黃和伍等黃氏大企業家和各
地不少宗親會的大力支持地不少宗親會的大力支持。。明年大會將在深明年大會將在深
圳舉行圳舉行。。

黃孔威黃孔威（（左左33））與黃小娟與黃小娟（（左左11），），黃天恩黃天恩（（左左44），），
黃明光黃明光（（左左55），），黃仕遠黃仕遠（（左左66））等合影等合影

大會大會VIPVIP

黃孔威與黃如論董事長黃孔威與黃如論董事長（（右右））交談交談

人體隊形拼人體隊形拼““黃黃””字字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師大附中校友會2016年年會
參加年會的校友參加年會的校友

（（左起左起））衍易女史衍易女史，，楊國貞楊國貞，， 「「台北台北
經文處經文處」」 副處長齊永強副處長齊永強，，張莉莉夫婦張莉莉夫婦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在年會上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在年會上

齊副處長致詞齊副處長致詞 二胡演唱二胡演唱（（左起左起））周平周平，，丁曉麗演奏丁曉麗演奏，，黃初平黃初平，，李彤庭伴唱李彤庭伴唱 （（右起右起））朱琨朱琨，，朱唯幹夫婦等人也出席年會朱唯幹夫婦等人也出席年會

周成元會長致歡迎詞周成元會長致歡迎詞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齊永強副處長齊永強副處長（（前排中前排中））與所有理事合影與所有理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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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優惠年利率(Annual Percentage Yield - APY)及禮品優惠適用於在優惠期內以新資金開立並符
合上述年期的個人或商業定存帳戶。開戶金額不可轉帳自現有的國泰銀行帳戶。上述的年利
率自1/8/2016起生效，國泰銀行保留更改利率權利。獲享優惠年利率，定存帳戶的最低結餘須
為上述所定的開戶金額。於優惠期間續期的存款，只需存入最少$30,000新資金進該續期的存
款，可獲享優惠年利率及禮品優惠。其他優惠利率不適用於此優惠。提前取款將會或可能會
被收取罰款。費用會影響帳戶收益 。 2. 每個合資格的帳戶及每個家庭僅限獲乙份鍍金金猴擺
飾。不可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有其他條件限制。請向金融服務代表查詢詳情。禮品將於開
立帳戶當日贈送。獲贈禮品之價值會在開戶後的首年視為收入課稅，客戶需要作出申報。本
行將核發列明禮品價值(含稅) 的1099-INT表。禮品圖片僅供參考，並非100%代表實際的禮品。
禮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3. 猴年開運陶瓷錢筒將於2016年2月起到貨。在此之前，客戶於開
戶時將會獲發錢筒換領券，並須於2016年4月30日前到分行兌換錢筒實物。 
國泰銀行保留隨時終止此優惠的權利。 EQUAL HOUSING

LENDER FDIC
Member

今
日

將
 "幸

運金猴" 帶回

家
！

1-800-9CATHAY
1-800-922-8429
www.cathaybank.com

  開戶金額 / 時期 12 個月 18 個月

 $30,000 - $99,000 0.80% APY 1.00% APY

現開設符合下列條件的個人或商業
定存帳戶，可獲贈鍍金金猴擺飾乙
座及享受優惠年利率1,2

優惠期間﹕2016年1月8日至2月16日止。

此外，請向我們查
詢如何獲贈猴年開
運陶瓷錢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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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分行: 9440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 278-9599 

布蘭諾分行: 4100 Legacy Dr.- Ste #403, Plano, TX 75024
電話: (972) 618-2000

國泰銀行與您賀新年

CB Southern Chinese Daily ad.indd   1 1/4/16   1:43 PM

僑 社 新 聞A5 Fri. Jan. 08, 2016 Chicago Chinese News 芝加哥時報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 A5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郭笑榮郭笑榮//採訪報導採訪報導))
芝城李氏公所於一月三日下午在中芝城李氏公所於一月三日下午在中
國城該公所禮堂舉行職員就職典禮國城該公所禮堂舉行職員就職典禮
，，李氏職員李氏職員、、昆仲昆仲、、婦女部姐妹姑嫂婦女部姐妹姑嫂
都到場熱烈參加都到場熱烈參加，，在全美顧問李本在全美顧問李本
安安((喬西喬西))主持下主持下，，李源碩李源碩、、李錫祥分李錫祥分
別連任別連任20162016年主席年主席，，李國雄李國雄((臺山臺山))與與
李洪藝分別連任李洪藝分別連任20162016 年議長年議長，，莊嚴莊嚴
的就職典禮上的就職典禮上，，展現出李氏公所全展現出李氏公所全
新的景象新的景象。。

在就職典禮之前在就職典禮之前，，全體職員首全體職員首
先向太上始祖老子上香行三鞠躬禮先向太上始祖老子上香行三鞠躬禮
、、獻酒與供禮獻酒與供禮，，然後由全美李氏公所然後由全美李氏公所
顧問李本安顧問李本安（（喬西喬西))、、議長國雄共同授議長國雄共同授
印璽予主席李源碩印璽予主席李源碩、、李錫祥李錫祥。。

李本安在致辭時說李本安在致辭時說，，芝城李氏芝城李氏
公所在全體委員協作和共同努力下公所在全體委員協作和共同努力下
，，遵循舊跡辦事遵循舊跡辦事，，圓滿度過一年圓滿度過一年，，去去
年公所職員大家都頗有功蹟年公所職員大家都頗有功蹟，，公所公所
執行委員會議決通過執行委員會議決通過，，從從20162016 年起年起

新一屆執行委員新一屆執行委員，，每兩年進行一次每兩年進行一次
選舉選舉，，因此二零一六年公所各科職因此二零一六年公所各科職
員全部連任員全部連任，，大家鼓掌表示同意大家鼓掌表示同意，，同同
時李顧問還說時李顧問還說，，公所財務透明平穩公所財務透明平穩，，
感謝財務李黃群英和暢姿把財務做感謝財務李黃群英和暢姿把財務做
的清清楚楚的清清楚楚。。

主席源碩在致詞時表示主席源碩在致詞時表示，，感謝感謝
大家的共同協助大家的共同協助，，在過去一年裡把在過去一年裡把
公所各項事誼都能順利推展公所各項事誼都能順利推展，，在新在新
的一年裡的一年裡，，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希望大家繼續努力，，給予給予

他更多的支持他更多的支持，，共同把公所會務做共同把公所會務做
到更上一層樓到更上一層樓。。

典禮就職完畢後典禮就職完畢後，，公所所有職公所所有職
員在金鳳酒家聚餐員在金鳳酒家聚餐，，以茶代酒以茶代酒，，彼此彼此
互道新年好互道新年好，，聯絡宗親情感聯絡宗親情感。。

20162016年李氏公所新職員名單如年李氏公所新職員名單如
下下：：名單如下名單如下::
執行委員執行委員：：主席主席：：源碩源碩、、錫祥錫祥；；議長議長：：
國雄國雄((臺山臺山))、、洪藝洪藝；；中文書記中文書記：：鳳來鳳來、、
瑞英瑞英；；英文書記英文書記：：著華著華、、本得本得；；財政財政：：

李黃群英李黃群英、、暢姿暢姿；；核數核數：：本標本標、、維義維義；；
交際交際：：鴻沾夫人鴻沾夫人、、卓煌卓煌、、學球學球、、劍虹劍虹；；
樓業管理樓業管理：：洪藝洪藝、、卓煌卓煌、、學球學球；；婦女部婦女部
：：鴻沾夫人鴻沾夫人、、著華夫人著華夫人；；青年部青年部：：劍虹劍虹
、、格美格美；；全美顧問全美顧問：：本安本安((喬西喬西))；；公所公所
顧問顧問：：國雄國雄((鶴山鶴山))、、秉樞秉樞、、鴻沾鴻沾、、金亮金亮、、
雙振雙振、、本安本安((南沖南沖))、、振民振民、、維邦維邦、、冠興冠興、、
仲光仲光、、萬暢萬暢、、國雄國雄((臺山臺山))、、洪藝洪藝。。

全美顧問李本安全美顧問李本安((左一左一),),議長國雄議長國雄((右一右一))
共同授印璽予主席李源碩共同授印璽予主席李源碩、、李錫祥李錫祥

全美顧問李本安向大家致詞全美顧問李本安向大家致詞

李氏公所李氏公所20162016年新職員就職合影年新職員就職合影

20162016年李氏公所新職員宣誓就職年李氏公所新職員宣誓就職 向太始祖上香行禮向太始祖上香行禮

芝城李氏公所舉行職員就典禮芝城李氏公所舉行職員就典禮

源碩源碩、、錫祥連任錫祥連任20162016年主席年主席

最高水平男士俱樂部

全芝加哥最好的私人艷舞全芝加哥最好的私人艷舞

嬌艷美女如雲嬌艷美女如雲

每週7天營業到凌晨3點
提供各種醇酒

36263626 Calumet Ave, Hammond, INCalumet Ave, Hammond, IN 4632046320 219219--937937--97509750
InduIndustrialstrip.comstrialstrip.com

距離馬蹄鐵賭場僅3分鐘車程

平日光臨特別優待華人

週一 -上空女調酒師

週二 -基本收費僅 $2

週三 - 所有啤酒僅$2

除夕派對2月6日
免費入場及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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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尼·德普獲獎後感謝妻子
對我如此的包容

邁克爾·貝將繼續執導
《變形金剛》第5部

《美國偶像》落幕季
將在國內視頻網站上線

2016年度BAT瓜分電視綜藝節目

的終極版圖流出後，優酷馬鈴薯霸屏

網路綜藝已成不爭事實。手持“開計

劃”的優酷馬鈴薯，除了大手筆引入

國內版權綜藝外，還持續重磅加碼

2016年海外版權綜藝，成為國內唯一

一家與韓國內容“三巨頭”——SBS、

KBS、MBCPLUS均有獨家合作的網路

視頻平臺“壟斷”《RunningMan》

《超人回來了》《一週的偶像》等近

20檔爆款綜藝的獨播權，創行業之先

。

除此之外，優酷馬鈴薯高瞻遠矚

地佈局歐美綜藝板塊，將《美國偶像

》、《英國達人秀》、《天橋風雲》

等金牌綜藝獨家收入囊中，被業界稱

為“最全海外綜藝庫”。大舉開啟全

球綜藝合作無不彰顯優酷馬鈴薯打造

海外精品綜藝最強平臺的決心。

進入2016年，優酷馬鈴薯延續對

優質稀缺內容的敏銳察覺和精準佈局

，與韓國三大頂尖電視臺——SBS、

KBS、MBCPLUS均展開獨家合作，並

與韓國最強電視臺SBS再次簽下獨家

戰略合作，獲得近20檔金牌韓綜的獨

播權，在韓娛內容上全面發力。

最受國內粉絲歡迎的 SBS 節目

《RunningMan》，2015 年重歸優酷馬

鈴薯，在其線上線下的獨門運營下，

口碑過硬，熱度持續上升，為繼續

“開跑”2016埋下伏筆。2016《Run-

ningMan》已于1月3日在優酷、馬鈴薯

雙平臺全新上線。

不僅如此，SBS旗下另外14檔熱

門綜藝，包括《金炳萬的叢林法則》

《Oh！MyBaby》《人氣歌謠》《同床

異夢，沒關係沒關係》《燃燒的青春

》《尋笑人》《明星夫妻秀》《深夜

TV演藝》《StarKing》《生活的達人》

《世界有奇事》《HealingCamp》《白

宗元的三大天王》《英才發掘團》也

都“獨嫁”優酷馬鈴薯，呈現SBS綜

藝全年在優酷、馬鈴薯雙平臺“嗨不

停“的盛況。

除此之外，KBS、MBCPLUS兩家

內容巨頭也對優酷馬鈴薯青睞有加。

KBS拳頭節目《超人回來了2015》在

優酷馬鈴薯的助力下，坐實同類親子

節目第一寶座。這也成就了《超人回

來了2016》與優酷馬鈴薯再續前緣，

已于1月3日上線與網友見面；MBC-

PLUS的《一週的偶像》也將於一季度

獨家登陸優酷馬鈴薯。

優酷馬鈴薯不僅成為最強韓綜播

出平臺，對於歐美綜藝，也同樣先發

制人，“圈下”一波歐美精品綜藝的

獨播權。

備受關注的全球首檔選秀節目

《美國偶像》落幕季“花落”優酷馬

鈴薯。這檔選秀界的綜藝鼻祖，開播

15年以來，創下1.3億次歌曲下載，歌

手出片獲得20張白金唱片與13項格萊

美獎，誕生了如凱莉· 克萊森、卡麗·

安德伍德、珍妮花· 哈德遜和亞當· 蘭

伯特等知名歌手。有網友斷言：“這

會是2016年最溫情也是最精彩的選秀

節目。”

此外，優酷馬鈴薯獨家引進英國

老牌才藝選秀《英國達人秀》和熱門

時尚真人秀、有著“時裝精進階完全

教程”之稱的《天橋風雲》，這兩檔

節目將鎖定英倫時尚，使優酷馬鈴薯

綜藝矩陣呈現多元風格。

1月6日起，網友登陸優酷馬鈴薯

雙平臺就可觀看《美國偶像》落幕季

。《英國達人秀》、《天橋風雲》也

將於第二季度與網友見面。

系列電影《變形金剛》導演邁克

爾· 貝曾表示不會繼續執導該系列，

但近期，他接受採訪時表示將拍攝

《變形金剛5》。

導演邁克爾· 貝在結束《變形金剛

4》拍攝後，斷言自己絕對不會再繼續

執導該系列電影，但主演馬克· 沃爾伯

格曾透露除了他會回歸再演男主角外

，也表示導演人選還會是邁克爾貝，

而近日，邁克爾· 貝接受採訪時也一改

先前說法，稱：“我將親自執導《變

形金剛5》，我已經投入這麼多心血了

，《星戰7》導演我：‘導演人選非你

莫屬’， 所以一切水到渠成了，我會

再拍一部‘變形金剛’！”但得知此

消息後，許多網友表示：別再來了！

美國男星約翰尼· 德普出席某國際電

影節頒獎典禮，榮獲成就獎項。獲獎後，

約翰尼· 德普發表感言時特別提到了妻子

安柏赫德(Amber Heard)，德普說：“一直

以來我總是與各種不同的角色生活在一起

，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要感謝我妻子

，對我如此的包容。另外，她也非常能與

我的兩個孩子打成一片，完全融入這個家

庭，對我來說她是上帝賜給我的恩典。”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6年1月11日（星期一）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香港文匯報訊翁靜晶早前接受有線節目《往事．
並不如煙》訪問，與主持吳綺莉剖白劉家良對她的影
響，以及如何與丈夫走過抗癌之路。

翁靜晶自小便是童星，個性早熟，提到與劉家良
的緣分，她至今仍難忘14歲偶遇對方的一刻，“當時
我坐住架車，停在一間酒店門口外，我見到一個拿住公
事包的男人，我認得他是劉家良，我們互相對看了
好久。”翁靜晶自言當時已對劉家良一見鍾情，直至兩
年後在化妝間重遇劉家良，愛情便自然地發生。“我愛
他的一切，我與他的愛情是無可比擬，只要看到他的
照片、聽到他的聲音，我已很開心。”翁靜晶不理旁人
對這段感情的謠言，20歲下嫁比她大30年的劉家良，
“我知他不只一房太太，我與他元配太太關很好，他知

道我有了劉師傅小朋友後，就決定成全我們。”
面對外間連串的疑問，翁靜晶對吳綺莉直言：

“你都不願意為錢出賣自己的事，為何我會呢？我只是
想要一個愛我的丈夫，劉師傅認識我之前有多少女人都
好，他認識我之後就只有我一個。我成長過程動盪，是
他的正直、重情令我明白人性有美好一面。”不過翁靜
晶坦言劉師傅是容易吃醋的男人，“試過有次撞到近藤
真彥，正好我要拿些東西，他就幫我拿手袋，劉師傅見
到即時衝過嚟問他做什麼，我當時很生氣，我都未問他
拿簽名！”她表示年紀漸大，劉師傅明白她是不會離婚
的，因此對她逐漸放鬆，甚至對兩個女兒亦很包容，
“初時知道兩個女的男朋友都是洋人，他很擔心，後來
慢慢接受，他太愛我們，每次都改變自己去接受我們，

所以我可以說我的婚姻是全世界最好。”

曾萌輕生念頭
劉家良患癌病期間，翁靜晶仍積極面對，希望跟

丈夫一起戰勝癌魔，“醫生說他頂多再撐兩、三年，最
後他撐了二十幾年，證明沒事是不行，心情很重要，我
們整天討論死亡，又不會瞞住兩女兒，正面去面對此
事。”直至劉家良離世，翁靜晶坦言曾想過輕生，“當
時我崩潰了，回到家所有東西都一樣，只是他已不在，
我抱住兩女兒，其中一個提議跟爸爸一齊離開。”幸好
當時她得到寺廟主持的幫助，逐漸平復心情，亦明白可
以為死後的劉家良做點事。“死了的人是最完美，沒有
人可以是劉師傅，他永遠是經典、最好。”

自言獲劉家良元配成全翁靜晶稱擁最美好婚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內地
劇《無心法師》3位主角韓東君、金晨
與陳瑤9日赴港宣傳，3人獲安排從
“時光隧道”出場並用廣東話向觀眾打
招呼。

首次赴港的陳瑤大讚香港空氣質素
好，金晨就喜歡拍玄幻題材的劇集，笑
言劇中角色“月牙”跟她本人相似，都
是樸實可愛的女孩。韓東君坦言《無》
劇是他首部擔正的電視劇，對劇中自己
有不死、不老的身軀很好奇。他又大讚
兩位女角各有特色，金晨是個可愛和不
做作的女生，而且笑點低令拍攝現場充
滿歡樂；陳瑤則是個愛唱歌的人，雖然
常走音但仍獲大家鼓勵。

陳瑤見韓東君爆肌讚“棒”
劇中常露肌肉的韓東君多謝香港觀

眾欣賞，笑言平常不是很愛騷肌肉的
人，只是配合劇情需要。笑問兩位女角
有否被韓東君的肌肉吸引？陳瑤說：
“我看過他數次爆肌，看起來挺棒的，
但沒時間多看，因為他每次都是來追

殺，我走也來不及。”金晨也稱第一次
看到韓東君的肌肉時也被嚇倒，笑言沒
有女生不會不喜歡肌肉型的男生。

有傳韓東君與金晨因合作發展姊弟
戀，韓東君反問道：“是嗎？沒聽說

過，戲中我們是一對。”至於二人有沒
有發展機會，韓東君即作狀含情脈脈地望
着金晨，陳瑤就笑稱韓東君在片場很搶
手。問到金晨會否接受姊弟戀時，她表示
年齡不是問題，最重要是兩人的感覺。

傳與韓東君合作撻着
金晨直言姊弟戀無問題

■翁靜晶（左）難忘14歲那年已對劉家
良一見鍾情。

■■金晨形容自己是金晨形容自己是
樸實可愛的女孩樸實可愛的女孩。。

■■右起右起：：金晨金晨、、韓東君與陳瑤赴港宣傳韓東君與陳瑤赴港宣傳《《無心法師無心法師》。》。

叫學友 家輝
群星賀車淑梅娶新抱

復出歌壇
由於新老爺與奶奶與圈中人熟稔，故9日娶媳

婦有不少巨星到賀，包括有徐小鳳、譚詠
麟、張學友、李克勤、陳奕迅、汪明荃及陳百祥
夫婦，場面星光熠熠。此外，香港前特首董建華
伉儷也有到場祝賀一對新人。

榮升奶奶的淑梅姐受訪時難掩喜悅，她表示
等了兒子結婚很久，並大讚媳婦又乖又叻又孝
順，賢良淑德品格又高：“我給100分，如果可
以多過100分我會加多粒星！”淑梅姐又自爆為
了兒子的婚禮，之前更去上婚禮統籌課程，但就
未有大派用場，只是從旁協助。問到送什麼給媳
婦？她透露將媽媽送給她的鑽石戒指家傳之寶轉
送給媳婦。

新任老爺張文新笑言9日晚比自己三十二年
前結婚時更緊張，當年他結婚搞足兩日。他又謂
今次做足傳統，原本想低調的，但因為始終是長
子結婚，加上親家也是首次辦喜宴，於是就與朋
友分享喜悅。問到兩人可想抱孫？淑梅姐說：
“梗係想。”

克勤拒爆《我是歌手4》賽果
提到近日港台不少主持被替換，問張文新可

有慰問二台的同事？張文新就指人事變更、改革
都是想創新，他在位的時候都有改革，有新組合
都無可厚非，又指羅啟新也有前來。

克勤透露送上了最實際的人情予一對新人，

又笑指自己也是爸爸，好明白張文新的心情。提到
他之前參加及主持的內地節目《我是歌手4》，近
日傳出他三甲不入，由徐佳瑩勝出，對此，克勤表
示自己簽了保密協議不便透露，又謂節目謠言滿天
飛才好玩，自己並不介意，還承認自己首集會唱
《霧之戀》，因覺得自己始終是香港歌手。

學友透露表示會送禮金予一對新人，他表示
即將要為賀歲片《賭城風雲III》進行宣傳，他笑
謂不太認識跑電影的宣傳，但因戲中有很多人演
出，可能分開宣傳，有些地方就不用去，所以新年
無假放。提到港台及新城大地震，大量裁員，學友
坦言沒有留意，覺得可能是市道不好有關。希望市
道盡快好轉。

張家輝早前在陳慧琳演唱會上擔任嘉賓，獻
唱《你是我心愛的姑娘》，視家輝如兄弟的學友
笑稱：“唱得幾好，我都有叫佢復出歌壇，但佢
話唔好，同埋佢啲普通話都幾有個人風格！”

譚詠麟瀋陽趕返港喝喜酒
從瀋陽趕回來飲喜酒的譚詠麟，表示一年半

前已經答應出席，所以無論如何、即使坐高鐵都
要趕來。他透露準備了一對新人所屬生肖的翡翠
鏈作為禮物。問到有何招式教導一對新人？他笑
笑口表示不知道年輕人的心態。記者指淑梅姐想
要龍鳳胎，阿倫聞言即說：“龍鳳胎我就不知道
什麼招！”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前助理廣播處長張文新與太太車淑梅的長子香港前助理廣播處長張文新與太太車淑梅的長子DickDick--

sonson（（張家瑋張家瑋））與女友與女友CrystalCrystal（（李沛慧李沛慧））99日拉埋天窗日拉埋天窗，，晚上假尖沙咀某晚上假尖沙咀某

酒店筵開四十多席大宴親朋酒店筵開四十多席大宴親朋，，不少巨星到賀不少巨星到賀，，張學友透露會送禮金予一對張學友透露會送禮金予一對

新人新人，，提到早前提到早前““弟弟弟弟””張家輝在陳慧琳演唱會上擔任嘉賓張家輝在陳慧琳演唱會上擔任嘉賓，，他大讚家輝他大讚家輝

唱得幾好唱得幾好，，更笑指有叫對方復出歌壇更笑指有叫對方復出歌壇。。

■■李克勤■■陳奕迅

■■徐小鳳與記者打
招呼。 ■■學友到場賀一對新人百年好合學友到場賀一對新人百年好合。。

■■張文新與太太車淑梅9日娶新抱。

香港文匯報訊王菀之（Ivana）榮升蘇太後雖然隨
即去了度蜜月，但卻一點沒偷懶，除了在度蜜月期間
為新歌《如一》拍攝了MV，更去了美國演出音樂
會。返港後，Ivana百忙中不忘做老闆，由9日開始一
連四日是開Pop Up Store，Ivana所賣的貨品十分多元
化，相信最吸引的是一折及沒有標價的貨品，只要隨
意捐款就可以帶走，Ivana會在最後一天公佈善款數字
及受益機構。這次的貨品很多都是Ivana去旅行的時候
搜羅回來的，有大量衣服，以日本品牌為主，有日系
便服、長裙、秋冬褸、羽絨、袋，還有全新的鞋，更
有很多玩具等。

王菀之
一折義賣自家貨品

■■王菀之所賣的貨品十分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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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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VELNETTRAVELNET FAX: (713)774-1460

$399上海往返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 代理豪華遊輪專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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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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可以登錄可以登錄：：1818song.comsong.com

筍殼魚(一條)
$16.95

椒鹽小河蝦
$8.95

星期日 2016年1月10日 Sunday, January. 10, 2016 星期日 2016年1月10日 Sunday, January. 10, 2016

綜藝圈處於遽烈變動的時代，但也是新秀堀起的最好
時代，這點，從過去通告量極高的白雲最近發出的感嘆可
知，他說： 「節目不好做，新人備出，製作單位花錢找我
一個，可以找3個新人，遇到不景氣的時候他們會選擇誰
？要我降價去跟他們爭通告，會被講話的，這事我做不出
來。」

和白雲處於同一狀況的中生代綜藝咖很多，他和小鐘
、NONO及沈玉琳同屬通告費約1萬5千元等級，才剛出
線的綜藝新秀們幾千元就能請到，而且敢玩敢秀，為求曝
光甚至可以在鏡頭前拚老命，你若是製作單位，在發通告
時，你會選擇誰？

前幾年選節目風行時， 「超級模王大道」製造出一批
綜藝諧星，張立東、無尊、楊昇達、黃豪平、大飛等人慢
慢打開知名度； 「大學生了沒」製播9年，產出張艾亞、
Lulu、大野、袁艾菲和夏語心等近百位明星；另一個造星

節目，當屬許效舜主持6年的 「瘋神無雙」，近來走紅的
山豬、逸祥、香蕉、阿虎和劉家成，號稱 「瘋神六小福」
，這3個舞台灑出一批又一批充滿活力及上進心的新秀。

「瘋神」第一位成員，是最近演紅 「蛋黃哥」的山豬
，畢業後應徵進劇組當幕後工作人員，他說，有一天老闆
打趣問他： 「身邊有沒有幾個 『雜碎』可以介紹來演戲？
」為了完成老闆任務，於是他一個拉一個，像老鼠會般把
卡古、香蕉、逸祥等人依序扯進來，最後7人雜牌軍終於
成形。

沒想到奇奇接到兵單脫隊，讓團員剩6人，老闆為了
好記，於是以 「六小福」稱之，但幾個人覺得這名字很噁
心，甚至反感，所以那陣子聽到 「六福村」、 「六福皇宮
」時都會一陣倒胃。

阿虎年紀最小，卻因為能言善道成為隊長，每次要發
言他就被舉派出馬，他的特色是從 「瘋神」開始時濃密頭

髮，一路演到發生禿頭危機，後來乾脆剃成
光頭，反而成了他一大特色。他從小就喜歡
漫畫，看到七龍珠裡的角色有 「地表最強」
字眼，於是在自己手臂內側也刺上 「地球最
強」4個字， 「算是給個己的生日禮物，也
是砥礪自己的方式。」
其他人各有特色，逸祥演短劇多年，知名度
不高，招牌演出是 「殺蛇秀」，今年
因發生求婚遭大舅子出面吐槽，意外
成了新聞人物而讓人看到，另外，香
蕉和劉家成甚至得到三立電視台賞識
，主持半年多廟會節目。
這批人從 「瘋神」開始流竄，有些知
名度後開始上遍各大綜藝節目，因為
便宜效果好，近期曝光率超高，山豬
把自己臉給抹黃，拉一條白棉被趴在
地上演蛋黃哥喊 「蛋營養」，粉絲頁
短期內竟超過300萬人瀏覽。
「六小福」在 「瘋神」裡演短劇，收

入不高，自己能養活自己？逸祥說：
「剛開始沒辦法，一定得接別的才能

活，我甚至去當過街頭藝人，化了妝
演雕像，結果被路人認出來， 「這兩
年通告多了，收支可以打平後，就不
必這麼辛苦了。」
幾個人像軍中兄弟，一起在演藝圈奮
戰，感情當然好，不過也難免吵架，
逸祥就爆料和山豬曾在出外景時吵得
不可開交，但到了晚上又被卡古的打
呼聲弄得又好笑又好氣半死，逸祥說
： 「我們一群人出去睡通鋪，他一個
人吵了大家一夜，而且脫了鞋腳超臭
，每個人都被弄到睡不著了。」山豬
當場笑他： 「你肯定沒香港腳，因為

黴菌都被你薰死了。」，幾個人各擁不同才藝，一同闖綜
藝江湖。

另一批人，張立東、楊昇達、大根、大飛、黃豪平和
無尊系出同門，都是從幾年前歐漢聲在中視主持的 「超級
模王大道」出來，幾個人在選秀比賽中為了過關斬將學會
十八般武藝，上節目時 「模功」早已內化，而且可以衍生
變出不少花樣，吳宗憲的 「綜藝大熱門」幾乎每集都會找
其中幾位上節目，張立東、楊昇達甚至固定在庹宗康和孫
鵬、屈中恆主持的 「國光幫幫忙」擔任助理主持，曝光度
極高，其中幾個還參與拍電影。

陶子、納豆和阿Ken的 「大學生了沒」這些年更如藝
人製造機，製作單位在挑固定來賓時，為了讓畫面好看，
都有一定水準的 「顏值」，在這些人上大學期間就培養了
他們上鏡頭面對大場面不會緊張的能力，每周固定錄影如
一場場學前訓練，一畢業，不少人直接投入演藝圈，出寫
真、拍廣告、演戲、主持，五花八門完全不受限，陶子今
年掐指一算， 「從我們節目畢業的人，快100人了，許多
出去闖了有些成績的，還會回來上節目，像回娘家。」

這3個節目，這些年為演藝圈製造出不少明星，長江
後浪推前浪，尤其在這個電視圈微薪時代，一個萬元中生
代藝人若沒別的才藝，在談話性節目裡故事早已說盡，小
心，大浪已經來襲。

5年後 綜藝咖將由全新面孔改寫畫面

紅白開錄
張小燕：猴賽雷

哈林和張小燕第 7 年為台視
「紅白藝能大賞」登台，張小燕一

出場，身上掛滿猴子猴孫娃娃，大
喊 「猴賽雷」，哈林直誇： 「不愧
是女猴王呀，精力充沛。」

台視 「2016超級巨星紅白藝能
大賞」9日晚在台北小巨蛋開錄，
台灣戲曲學院一開場就揮舞大旗，
表演多人高難度疊羅漢，猴年大戲
因此熱鬧揭開序幕，隨後主持人小
燕姐、哈林出場，對抗７年的兩人

喊話，今
年紅白要
使出渾身
解數、決
一勝負。

首先出
戰的白隊

派出 「華特家族」，由台語天后蔡
秋鳳、秀蘭瑪雅、黃妃應戰。身穿
一襲性感露肩紅白禮服的蔡秋鳳，
以其特有嗓音演唱招牌歌曲 「醉英
雄」和 「金包銀」，台下觀眾也不
時呼應。而穿迷你粉紅短裙的秀蘭
瑪雅則以醉人的歌聲飆唱 「星星知
我心」、 「黃昏的故鄉」，甜美的
黃妃獻唱 「非常女」和 「追追追」
。

今年有兩組藝人排在一起，一

組是小小年紀雙胞胎歌手左左右右
，台上熱歌勁舞，充滿童趣，她們
戴著紅色蝴蝶節、騎著腳踏車進場
，觀眾紛紛大呼： 「好可愛！」她
們活潑萬分演唱 「稍息立正站好」
、 「起立敬禮坐下」及 「十分鐘的
戀愛」，全場揮舞螢光棒一起附和
。另一對，則是成軍 30 年的 「城
市少女」，兩人從當年的少女，如
今都已近半百，快 50 歲，但無論
跳舞、唱歌都不輸年輕人，表現也
不遑多讓。

張小燕姐和哈林在表演之間，
走下台和吉祥物猴寶寶大方送給觀
眾猴子，觀眾爭相搶成一團。哈林
看到坐在觀眾席的王彩樺，還跟她
開玩笑說： 「妳有明星臉。」現場
歡笑聲連連。

騰 訊

娛 樂 訊

2015 年 可
謂王珞丹

的勞模年袁
一年四部

大電影輪

番上映袁風
格迥異遥從
運動類的

叶破風曳尧偵
探類的叶宅女偵探桂香曳尧犯罪懸疑類的叶烈日灼心曳袁到 1月 15日即
將上映的懸疑愛情電影叶消失的愛人曳袁合作男演員也從彭于晏尧周
渝民尧段奕宏到黎明袁成爲名副其實的男神收割機遥

在 2016的開年袁王珞丹便攜手天王黎明共譜一段"刻骨銘心"
的愛情遥新電影叶消失的愛人曳講述的是主人公黎明因一次雪崩意外

痛失愛妻渊王珞丹 飾冤袁憑藉強烈的愛意與思念袁召喚回消失愛人的
靈魂袁從而演繹的一段感人至深的懸疑愛情故事遥其中袁王珞丹在新
片中以"靈魂"狀態歸來袁所飾演的女主角秋捷是本一名已婚婦人袁有
着恩愛的老公和乖巧兒子的幸福生活袁卻被一場意外所冲散遥

在日前曝光的海報和劇照中袁王珞丹一襲大卷長髮配上純色
的服裝不僅女人味十足袁更增添了幾分母愛袁叶消失的愛人曳也是王
珞丹首次嘗試懸疑愛情的故事類型袁突破自我飾演賢妻良母遥海報
中王珞丹時而溫婉賢淑袁親和力十足曰時而神秘詭異袁人鬼難辨袁完
成了從小妞到熟女的完美蛻變袁多重人物形象大展演技實力袁令不
少影迷備受期待遥

在 2015的暑期檔袁王珞丹叶破風曳叶宅女偵探桂香曳叶烈日灼心曳三
片連發袁迎來了又一個事業小高峰遥王珞丹坦言袁接拍叶宅女偵探桂
香曳是想嘗試懸疑偵探類型袁塡補國內沒有女偵探這一空白曰拍叶破
風曳是想嘗試運動員這種特型角色袁挖掘出自己的力量感曰爲了演繹
好叶烈日灼心曳里極端化的愛情表達方式袁逼得自己遲遲出不了戲遥

在挑戰角色上袁王珞丹時常將自己逼到極限袁成功以多變的熒

幕形象收穫了衆多影迷的

喜愛遥拍攝叶破風曳時袁她提
前一個月高強度訓練騎單

車袁拍攝期間也不間斷訓
練曰拍攝叶宅女偵探桂香曳袁
她又爲了戲里的飆車場面

苦練摩托車袁曾被摩托車砸
到腿曰角色身份是漫畫家袁
王珞丹就拿起畫筆袁從線
條尧陰暗面這些最基本的學
起遥
同時袁王珞丹合作的男

演員也囊括了周渝民尧彭于
晏尧段奕宏以及新戲合作的
黎明等兩岸三地一衆男神袁
被稱新一代男神收割機遥

據悉袁叶消失的爱人曳将于 2016年 1月 15日全国上映遥

騰 訊 娛

樂訊 由中國

文聯電影藝

術中心尧海寧
東方畫面影

業有限公司尧
雲南民族電

影製片厰尧雲
南中泰文化

發展有限公

司聯合出品袁
侯亮導演執導 袁孫堅袁白冰袁吉杰袁潘霜霜袁常遠袁張頌文等主演的懸
疑喜劇叶謊言大爆炸曳正式定檔于 1月 22日上映遥該片意圖聚焦現代
人生活中面對謊言時的困惑袁拷問最眞實的人性袁這樣極具現實主義

的主題袁讓該片受到了不少影迷的關注遥

吉杰和潘霜霜在叶謊言大爆炸曳中飾演了一對夫婦袁身家千萬的
土豪趙光明坐擁已經懷孕的嬌妻陳娜袁且不管二人眞實感情如何袁至
少在外人眼里袁這可是一對讓人羨慕的眷侶遥直到孫堅所飾演的秦
衛出現袁打破了這樣和諧的局面遥秦衛是陳娜在大學時期的初戀袁二
人此番重逢袁讓趙光明感受到了不小的危機遥
世人總説袁初戀是人一生最刻骨銘心最難以忘懷的愛情袁這個道

理袁趙光明自然也知道袁所以當秦衛再次出現的時候袁這場婚姻保衛
戰正式打響遥

叶謊言大爆炸曳中所選取的這兩隊夫妻非常典型袁孫堅和白冰所
飾演的白領警察夫妻雖平凡卻能代表大多數普通人袁而吉杰和潘霜
霜的土豪校花型組合袁則是最具時代性最能引發大衆好奇心的遥從

這兩對夫

妻的故事

中袁觀衆
很容易找

到自己的

影 子 袁也
更能看清

愛情和婚

姻在謊言

的面前是

怎樣的不

堪一擊遥
眞情假愛最難分辨袁當謊言的危機來臨袁他們能否牽住彼此的

手度過考驗袁讓我們期待叶謊言大爆炸曳1月 22日上映袁揭曉答案遥

騰訊娛樂訊 眼下袁最紅的電視劇莫過于史詩巨制叶芈月傳曳袁其
一經播出無論收視袁點擊率袁還是網絡上的話題熱度都創造了傲人
成績袁開播第二天就破 2袁12天就破 3袁元旦剛過袁東方衛視收視單集
已破 4袁網絡播放總量更是達到了驚人的 180億遥可以説袁叶芈月傳曳
做到把很多不看電視的人重新召喚在電視機前曰將年輕人召喚到屛
幕前熬夜追劇刷彈幕遥叶芈月傳曳將于 1月 9日迎來收官袁該劇爲何收
視爆紅袁究其原因如下遥

叶甄嬛傳曳中孫儷的表演紮實尧多層次且富有靈魂袁讓其創造的"
娘娘"一角成爲了古裝劇的經典袁也讓她本人成爲了大劇和收視率的
可靠保障袁在小銀幕上成爲無疑的實力派遥所以叶芈月傳曳在班底配
置上袁雖然極力避開叶甄嬛傳曳袁但這唯一的大女主比甄嬛的格局更
加廣大袁如此厚重的角色袁不管從戲劇表現力上袁還是收視保證上袁
也都非 "娘娘"孫儷莫屬遥也因珠玉在前袁有了"娘娘"的加持袁再加上
方中信尧劉濤尧馬蘇等實力派的演技碰撞袁叶芈月傳曳可以説是宮廷劇
超級進化版袁想不火都難遥

傳統電視平台上袁東方衛視和北京衛視袁全面鋪開資源袁推出了
專門的衍生節目袁推動 CSM50城收視率接連破 3遥在收視率破 1便
被視爲優作的當下袁這樣的收視表現的確驚人遥而在網絡視頻平台

上袁樂視和騰訊動用各種資源袁在戶外尧平面尧網絡尧移動端同時大力
營銷袁助力叶芈月傳曳遥截止到目前爲止袁網絡播放總量也已高達 180
億袁這一數據早已超過了叶甄嬛傳曳的收視狀况遥此外袁叶芈月傳曳在百
度指數尧新浪微博指數尧百度貼吧等媒體數據平台的分値也居高不
下袁且逐漸增高中遥

據説在劇本第一稿里袁
芈月的形象由史料里那

寥寥幾筆衍生院有心計袁
擅女色袁感情生活與其
説是兒女情長袁不如説
是相互利用袁更加偏向
女孩子家的撕逼大戰袁格局未免小了點遥"芈月不能是這樣的人遥"導
演鄭曉龍對此十分堅持遥從歷史事實上看袁芈月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
會的轉化過程中里一個重要人物袁正是有了她的治國方略袁才使得秦
國以幾十年時間由一個貧弱的國家成爲戰國七雄中實力最強者袁並
爲秦始皇的大一統奠定基礎遥這是一個充滿正面力量的人物形象袁即
使是在遙遠的過去袁女人的地位低下袁她的宏偉形象也不應該被抹
去遥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叶芈月傳曳更多的是一部"女政治家的成長
史"遥她更像如今的現代女性袁偏向男生的性格袁爲人聰慧袁在成長時
與各種高人邂逅袁不斷刷新經驗値和能力値袁從而順利由一個兒女情
長的天眞女孩袁轉型成一個家國情懷的政治女性遥這不由得印證了廣
電總局對這部劇的審查意見院芈月的傳奇一生是一部奮鬥史袁對國
人尧特別是年輕人的成長和成才提供了勵志的榜樣袁"對當今處于改
革開放關鍵時刻的中國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遥"

鄭曉龍導演對於芈月性格的改動袁更多的來自于他對爲"普通
老百姓"拍攝反映生活的電視劇這一職業理念的堅持遥作爲中國電視
劇事業的第一批拓荒人袁自 1982年大學畢業袁進入如今的北京電視
藝術中心尧當時的北京電視製片厰當編輯開始袁便將整個人生撲在了
鍾愛的電視劇事業上袁叶四世同堂曳(新版 舊版)尧叶渴望曳尧叶編輯部的故

事曳尧叶北京人在紐約曳尧叶甄嬛傳曳尧叶紅高粱曳以及如今的叶芈月傳曳等等
有着劃時代意義的電視劇作品袁背後都有鄭曉龍的推動遥這些作品無
一不是長篇巨著袁充分展現主人公在時代環境中的性格成長和命運
起伏袁有着很深的社會啓示意義遥鄭曉龍的個人的奮鬥史可以説成是
半部中國電視劇史遥

一部叶渴望曳將 90年代的大衆生活聚焦到了電視上袁一度造成
了萬人空巷的奇景袁此劇開啓中國通俗生活劇的開端袁塑造的劉慧芳
這個經典人物形象讓大家領略到身邊小人物身上的閃光點遥叶編輯部
的故事曳作爲第一部情景喜劇袁可以説打開了中國觀衆的新世界袁在
嬉笑怒駡中袁也緩解了 90年代人們的緊張感曰而叶北京人在紐約曳是
第一部全程在國外拍攝的電視劇袁反映了當時出國成風的社會現實袁
該劇的播出使得一段時間內出國率下降遥

叶金婚曳誕生在離婚率頗高的 00年代袁年輕人不再像老一輩人
那樣袁如此的重視婚姻遥一部叶金婚曳讓新一代人看到父輩的故事袁看
到未來的自己袁在眞實故事中袁反思婚姻遥

叶甄嬛傳曳的出現塡補了宮斗戲在一段時間的空白袁也被封爲
宮斗劇的敎科書袁劇中精彩的對白袁考究的服道化袁成爲又一經典之
作遥而對叶紅高粱曳的執導袁更是鄭曉龍導演對經典文學作品的致敬袁
想把優秀的文化換一種表達方式傳遞給觀衆遥

每一時期的作品袁都可以看出鄭曉龍導演對於時代生活的思
考袁以及想通過藝術作品給大衆帶來啓示的藝術之心遥可以説袁不是
每個導演都當得起"見證中國電視劇行業發展 XX年"的説法袁但鄭
曉龍導演做到了遥他表示"電視是一個大衆媒體袁所以電視劇不能像
電影一樣袁純粹表達自我尧搞藝術袁電視一定要讓老百姓愛看遥在老百
姓喜歡的同時袁再去表達一點我們創作人員的內心袁比如表揚一下人
性光輝袁批評一下人性黑暗袁帶入一點價値觀遥"正是有了他對藝術作
品的個人堅持袁我們如今看到的芈月才更加的有血有肉尧更加符合如
今觀衆的審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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