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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a Hearn-Haynes競選德州州議員 亞裔社區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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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今年年底
的德州州議員選舉做準備，迎接即將來到的 3
月1日初選投票日，共和黨德州州議員150選區
參選人Theresa Hearn-Haynes，23日造訪美南新
聞，拍攝政見宣傳廣告，說明競選宣言，積極
向亞裔社區拉票。

身為教育家，本身擁有生物學學士、預防
醫學與環境衛生碩士和法學博士學位，Dr.
Theresa Hearn-Haynes自青少年時期就熱中於公
共事務，參與許多組織公眾服務，關心社區教
育、治安、交通與經濟等議題，自1986年擔任
企公益律師，非常注重捍衛公民權利，為民喉
舌。

Dr. Theresa Hearn-Haynes 競 選 宣 言 主 張

「加強邊界安全」、 「平
衡財政收支」、 「制止非
法移民」、 「提升兒童藝

術教育」、 「制止基因改造食物上市」等。
對於競選轄區內的治安問題，Dr. Theresa

Hearn-Haynes表示，降低犯罪率最好的辦法就
是左鄰右舍社區團結起來，社區要有凝聚力，
大家互相幫忙，這樣團結一致，社區民眾也要
經常與政府的計畫有所配合，犯罪率才會有所
改善。

至於 Spring 市的交通問題，Dr. Theresa
Hearn-Haynes已居住將近30年的居民心聲表示
，每天都會有交通問題，城市愈是向外擴張，
基礎建設愈好，更多人向都市移入，只會讓交
通擁塞情形更糟糕，若能善用大眾交通工具，
就能減緩交通問題。她建議，休士頓是少數大
城市沒有鐵路系統，她將提議建立鐵路交通，

民眾移動各城市也較便利。
身 為 虔 誠 佛 教 徒 ， Dr. Theresa

Hearn-Haynes慈悲為懷，她認為，在休士頓多
元化的都市中，希望每個人都能接受多樣性，
互相尊重，多學會包容，讓城市更國際化發展
。

（記者陳鐵梅／休士頓報導） 2016年2月24日下午，中國國務院僑
辦裘援平主任、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使及國僑辦訪問團一行蒞
臨東方藝術教育中心休斯頓華星藝術團 進行訪問，受到全體師生的熱烈
歡迎！

鮑玲團長在歡迎會上向國僑辦裘援平主任彙報了這一年來華星藝術
團的工作情況和所取得的成果，華星藝術團藝術總監徐利闡述了藝術團
對未來計劃與展望，之後，華星藝術團還安排了精彩的演出。

裘援平主任發表致辭並對華星藝術團一年多來的工作給予了充分的
肯定，裘援平主任說：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是值得我們每個華人驕傲的
，她希望通過華星藝術團培養更多的海外藝術愛好者，發掘當地優秀藝
術人才，整合海外藝術團體把中國文化在海外廣泛的傳播，讓更多的美
國人了解我們中華五千年的光輝文化，為人類世界文化多樣化發展和美
國多元社會增添一份自己的光彩。

華星藝術團藝術總監、東方藝術教育中心徐利校長介紹了華星藝術
團2016年的展望，並做了“我們有個夢想”的主題演講，徐校長現場宣
布，華星藝術團將報名參加2017年的美國達人秀比賽，她通過精確的數
據展示美國達人秀的收視率，特別在網絡上的傳播非常驚人，徐利希望
通過參加美國達人秀的方式讓更多的人了解中華文化的精美與博大，借
助網絡廣泛傳播的平台展現中國舞蹈的魅力，讓中華文化的種子遍地開
花，結出累累果實 。

活動快報2月27日至2月28日

[省稅計劃]講座
譚秋晴主講
2月27日(SAT)上午10時
美南銀行一樓社區會議中心(Member FDIC)
6901 Corporate Dr.Houston,TX.77036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主辦
美麗新台灣
二二八和平紀念音樂會
2月27日(SAT)下午7時

僑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TX.77042

空軍大鵬慶新春
2月28日(SUN)中午12時
中美酒樓
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候斯頓香港會館舉行春宴
2月28日(SUN)下午6時30分
珍寶海鮮酒家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72

亞悅三重奏，為2016 地震賑災
2月26 日（ Fri. ) 晚間7 時半
聖湯瑪斯大學（4001 MT Vernon, Houston Tx.77006)

華裔醫師協會年會
2 月27 日（Sat.). 晚間六時半
珍寶海鮮樓

大專校聯會 「老屋翻新」 講座
2月28 日（ Sun. ) 下午 2 時至4 時
僑教中心展覽室

中國國務院僑辦裘援平主任一行訪問休斯頓華星藝術團中國國務院僑辦裘援平主任一行訪問休斯頓華星藝術團

Dr. Theresa Hearn-HaynesDr. Theresa Hearn-Haynes至美南新聞錄製競至美南新聞錄製競
選宣傳帶選宣傳帶，，積極拉票積極拉票。。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Dr. Theresa Hearn-HaynesDr. Theresa Hearn-Haynes至美南新聞錄製至美南新聞錄製
競選宣傳帶競選宣傳帶，，積極拉票積極拉票。。((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MV™信用卡刷卡機可處理4種類型付款方式

將晶片信用卡插入信用卡刷卡機
並輸入密碼，信用卡必須留在刷卡
機內，直到交易完成。 

通過蘋果公司軟件和硬件的兩個
安全技術，可以安全並容易完成
交易。

將晶片信用卡插入信用卡刷卡機
並由持卡人簽名後，交易就會完成。

將智能手機在信用卡刷卡機前輕
輕一晃，付款交易就可以完成。

這台EMV™信用卡刷卡機不僅接受
EMV™晶片卡和蘋果付款，也接受
標準磁條信用卡交易。

Swipe

您知道嗎？

交易卡欺詐責任更改（責任轉移）

2015年10月1日開始，不支援EMV™晶片卡技術付款

的商家，將承擔信用卡交易有關欺詐的某些責任。

卡发行

先進的技術和專業知識及以客為尊的服務精神
                      是EMV™刷卡機的終端處理領航者！

什麼是EMV™晶片卡？
EMV™晶片卡是信用卡產業的領導者Europay、萬事達和Visa

將其全球標準化。將信息存儲在微晶片裡，通過應用程式與
卡終端機連通處理交易。

為什麼要換裝EMV™信用卡刷卡機？
- 防止欺詐
在信用卡的晶片內採用了PIN（個人識別密碼）或持有人簽名
，驗證持證人每次處理信息是加密的，所以每次都會改變，
以防止欺詐，並防止假冒信用卡。

- 商家和用戶容易使用
EMV™晶片卡是全球標準的信用卡和借記卡，您可以放心接
受來自歐洲、亞洲等支援EMV™晶片卡技術國家的國際持卡
人。

- 通過手機錢包快速結帳
將智能手機靠近信用卡刷卡機或刷卡處理，簡化結帳過程。

只要換成EMV™信用卡刷卡機，

就不用擔心盜竊或假冒信用卡欺詐。

从现在起，

EMV芯片卡将是
必不可少的

全球信用卡詐騙案中，

51％發生在美國！

EMV™卡和PIN（個人識別密碼）

EMV™卡和簽名

智能手機錢包的使用

蘋果付款

EMV™卡和簽名
百万

百万

百万

Bankcard Services" 商家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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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付款方式已經開始了

你仍然對EMV™ 或蘋果付款不甚瞭解嗎？
您對最新的EMV™刷卡機有興趣嗎？

请联系 NAVYZEBRA !
访问 www.NAVYZEBRA.com

或拨打 1-888-339-0100  EMV芯片卡处理过程 ( 餐厅)

•使用无限EMV刷卡机，你可以在他们的桌子完成与客户的交易

•相对于标准处理程序，无限EMV刷卡机处理提高安全性，因            
为该卡不离开卡持有人

晶片卡及EMV™信用卡刷卡機提供的交易處理標準流
程與以前的磁條信用卡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的                      系統配備了一切有關EMV™ 的交
易處理標準流程，我們將幫助您輕鬆換裝EMV™信用卡
刷卡機。

信用卡交易方法已經完全改變了！

請問您已經準備好了嗎？

Bankcard servicesBankcard services公司總裁公司總裁Mr. Patrick HongMr. Patrick Hong 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接受當地媒體採訪

Bankcard servicesBankcard services公司總裁公司總裁Mr. Patric HongMr. Patric Hong 向優秀向優秀
員工頒發獎品員工頒發獎品

Bankcard servicesBankcard services 休斯敦分公司職員與公司總裁合影留休斯敦分公司職員與公司總裁合影留
念念 左 起左 起 Brian Wei, Joseph Chow,Brian Wei, Joseph Chow, 總 裁總 裁 Mr. PatricMr. Patric
Hong, Nagib Nehme,Hong, Nagib Nehme,休斯敦地區經理休斯敦地區經理 Koji Okina)Koji Okina)

Bankcard servicesBankcard services 總部位於加州洛杉磯附近的總部位於加州洛杉磯附近的Torrance.Torrance.

Bankcard servicesBankcard services 服務亞裔社區近服務亞裔社區近
3030年年,,受到廣泛好評受到廣泛好評。。 隨著市場需求隨著市場需求, Bankcard services, Bankcard services 不斷開發新產品不斷開發新產品。。

Bankcard servicesBankcard services 休斯頓分公司位於休斯頓分公司位於66號公路與號公路與MemorialMemorial 交界處交界處,,交通十分便利交通十分便利。。

智勝暑期班幫你敲開理想大學的門智勝暑期班幫你敲開理想大學的門

紅棉曲藝慶新春紅棉曲藝慶新春

回大陸探親回大陸探親
順道遊江南順道遊江南！！

春季學期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
不知道大家適應的怎麼樣呢。相信正
在參加智勝學院課程的孩子們，經過
老師的指引輔導，一定能夠在新學期
取得好成績。如果您的孩子錯過了春
季班紛呈的課程和心目中哪位優秀老
師，不用擔心，智勝暑期夏令營聘請
原班名師任教，同樣精彩。

對於高年級的同學來說，現在正
應該著手準備 SAT/ACT 升學考試。
現在各種SAT 補習班層出不窮，然而
成績的提高非一時之功，不僅需要長
時間的不斷練習，更需要良師的指點
教導。暑期，智勝學院專門聘請了極
富經驗的專業教師 Ms.N 和 Mr.L 擔
當 SAT 英文和數學課程的教學。這兩
位老師都在智勝任教多年，他們擅長
在強化訓練中用植根沃土的教法提升
學生能力，用精心準備的習題讓學生

一邊紮實基礎，一邊提高能力，雙管
齊下，成績自然不斷提高。 Ms. N這
位優秀的女教師不僅英文教學經驗豐
富，更兼任休斯敦作家協會的副主席
。她的課程形式新穎，內容豐富，尤
其對於寫作更是很有自己的心得，不
少之前曾參加過智勝的同學都在她的
幫 助下寫出漂亮的文章，取得了優異
的 SAT 考試成績。而負責數學部分
的 Mr.L 講課風趣幽默，思路敏捷，
由淺入深，一直都受到廣大學生及家
長的喜愛，異口同聲稱讚他“超級棒
”。

想要進入一流的大學，除了有出
色的考試成績單，更要認真的準備後
期各項申請。大學申請絕不是簡單的
表格填寫，而是很複雜的學問，其中
奧秘，沒有知己知彼的信心，難免有
臨時抱佛腳之感。智勝學院暑期將繼

續開設大學申請課程，由 「經驗豐富
」的大學申請專家Mr.Saltzman任教，
指導製作履歷表，填寫申請表，修改
大學申請自薦信 Essay 等，提高申請
成功率，幫助學生敲開理想大學的門
。

有興趣的家長同學可以隨時關注
我們的網站瀏覽暑期時間課程安排等
信息，也歡迎來電或郵件諮詢。暑期
班的課程安排將會在二月底與大家見
面，屆時，在智勝學院的網站上將會
更新2016暑期的課程表安排並且也將
用郵件的形式通知各位家長智勝學院
暑期的具體安排。智勝學院將在三月
末 舉 行 夏 季 的 課 程 說 明 會 （open
house），具體時間安排會以郵件的形
式發送給各位家長，屆時也希望各位
學生及家長蒞臨現場，積極提問與老
師深入交流學習。

學 院 上 課 地 點: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 公 室 地 址: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713-777-1688
網 站: www.AdvanceAcademy-

Houston.com

休斯敦全旅假期特價 4 月回大
陸只要$199(包團）,含機票及稅金！
出發城市： 休斯敦/達拉斯/聖安東
尼奧/奧斯丁抵達城市：上海(可由
上海/北京/香港返回），出發時間
：4/1/2016-4/30/2016 期間，停留
時間：45 天，促銷截止 3 月 5 號
2016年（ 座位有限，預購從速，需
持綠卡或美國護照參加）
$199（需參團）包含:
*國際機票 (含稅金）
*江南7日暢遊上海，蘇州，無錫，
南京，杭州
*全程5星級豪華酒店
*豪華旅遊大巴士，全天接送機服務

*全程國語全陪及地陪
*每日三餐及當地美食
水鄉風味美食——傣家村歌舞宴+
上海本幫風味 西湖魚頭宴+錢塘江
小吃+無錫乾隆宴+太湖風味+南京
鴨宴+淮揚風味 姑蘇風味+吳門家
宴

全 旅 假 期 電 話 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面華埠大廈
內)

***此價格未含，小費（$70）
及部分景點門票（$90), 中國簽證
($170)***

紅棉曲藝社將於三月六日在社址內舉行卡拉
OK聯歡，熱烈歡迎各界人士参加，可自携唱碟。
不設門券。(中國人活動中心118室)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王朝商場後方，與 「陽光
老人中心」 隔鄰的 「陽花中心」 是由 「石山地 產」 的
莊麗香女士所擁有的物業。該中心為倉庫式，也可作門面
生意，現有一塊佔地1676 平方呎的單元可以租賃，僅收
月租1676 元，這在寸土寸金的中國城，可說是相當划算

的價格。歡迎有意商家與 Will Lu 先生（ 華人） 聯繫。
（ 手機）1（713）677-3193，直撥：（832）548-7327。
圖為位於 6007 Westline Drive,Houston,Tx.77036 的 「陽花
中心」 外觀。（ 記者秦鴻鈞攝）

陽花中心倉庫用地出租陽花中心倉庫用地出租
佔地佔地17671767 平方呎平方呎，，月租月租17671767 元元

紅棉曲藝會知音，卡拉OK 顯繽紛。
新知舊雨同聚首，以曲會友真開心。
三月六日星期天，下午一時至六時，
一一八室社址內，曲藝茶點迎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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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芝加哥地區華僑華人聯合會慶祝猴年春節聯歡晚會大芝加哥地區華僑華人聯合會慶祝猴年春節聯歡晚會
““親情中華親情中華，，北京情思北京情思””慰僑演出節目精彩紛呈風靡全場慰僑演出節目精彩紛呈風靡全場

(本報記者/張耀淑/採訪報導/陳
堅勇/李斌/柳小超/王志必联合攝影)
大芝加哥地區華僑華人聯合會(華聯
會)為慶祝猴年春節聯歡晚會於2月12
日星期五晚間在芝加哥西郊杜佩基學
院麥克安尼奇藝術中心(College Of
Dupage的McAninch Arts Center) 隆重
盛大舉行。這場由中國僑聯、北京僑聯
、北京京演集團、大芝加哥地區華僑人
聯合會共同舉辦的“親情中華，北京情
思”慰問芝加哥僑界，將近有1000位來
自芝加哥地區的華僑華人、主流政要
以及中美嘉賓，在熱情、溫馨、愉悅的
氣氛中，共同欣賞一場文化盛宴，感受
濃濃家鄉情。

晚會是由美麗動人、才華洋溢的鄭
征擔任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芝加
哥總領事館趙衛平總領事首先應邀致
詞，已成功舉辦二十年的大芝加哥華
僑華人春節聯歡晚會，是芝加哥僑界
的重要“文化傳承”。這是芝加哥僑界
傳承中國文化的重要體現，春晚二十
年經久不衰，與華
聯會理事成員們
的無私奉獻分不
開，與僑界的大力
支持密不可分。多
年來，華聯會不斷
的發展壯大，是在
美國中西部最具
有影響力的僑團
之一，對增進中美
友誼、維護僑社和
諧及弘揚中華文
化，做出了許多傑
出的貢獻。春節聯

歡晚會更是本地僑界的一大盛事，也
是僑胞們重要的節慶活動，他為大家
營造了交流的平台，也是美國主流社
會各界朋友們欣賞中國文化的重要窗
口。今年春晚的主題是“親情中華，北
京情思”，這是北京市僑聯為芝加哥廣
大僑胞精心打造的一場精彩紛呈的文
化盛宴，也是祖國親人送給大家的新
春賀禮,他預祝晚會圓滿成功，僑胞們
猴年吉祥如意，身體健康，闔家幸福，
萬事如意！

大芝加哥地區華僑華人聯合會主席
汪興無致詞時表示，在這歡慶中國農
歷新年之際，他代表大芝加哥地區華
僑華人聯合會誠摯地敬祝大家，新年
快樂，身體健康，事業發達。衷心地感
謝北京僑聯為我們送來了傑出的藝術
出訪團，為我們呈現燦爛的中華文化。
也要特別感謝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芝加
哥總領事館趙衛平總領事和他的同事
們，以及美國聯邦參議員 Mark Kirk，
沒有他們的鼎力相助，這次活動絕無

可能成功。同時，也非常感激華僑社區
的僑領、華人社團，所有的朋友和華聯
會的全體同仁，對此次歡慶活動所付
出的一切。敬祝大家猴年萬事如意！

北京僑聯藝術團團長曹江河致詞
時表示，在這普天同慶的日子裏，我和
北京的藝術家們來到芝加哥看望大家
，和大家一起共渡佳節，感到格外高興
。天下僑胞一家親，多年來北京市僑聯
與美國芝加哥地區的華聯會建立了長
期友好的關係。竭誠的歡迎美國僑胞
多回中國走走、多去北京看看，北京市
僑聯永遠是你們在中國的首都。祝福
大家闔家幸福、事業發達、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伊州參議員代表及庫克縣的檢查長
Anita Alvarez 等均到場參加並且獻上
祝賀。

當晚的節目主持人是來自中國鐵
路文工團 的紀麗，在新春佳節之際，
在全球華僑兒女共渡佳節之時，北京
市僑聯藝術團，帶著祖國人民和首都

北京濃濃情意和深深的祝福，越過重
洋來到芝加哥，和僑胞朋友們在此歡
聚一堂共渡佳節。送上最誠摯的祝福，
衷心的祝願大家，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萬事如意！

由來自總政歌舞團、中國雜技團、北
京歌舞劇院、鐵路文工團、北京曲藝團
等國家級演藝團體的知名一級棒的演
員，為大家奉獻精彩紛呈的新春鉅獻。
首先是由東方藝術團所表演的舞蹈

《大地飛歌》揭開了晚會的序幕，芝加
哥華人藝術團的童韜演唱《我像雪花
天上來》；北京歌舞劇院的吳春燕演唱

《好運來》、《我的祖國》；鐵路文工團青
年女中音歌唱家的韓婷演唱《打起手
鼓唱起歌」和《等你在敖包》；中國鐵路
文工團演員的紀麗演唱《前門情思大
碗茶》和京劇《打虎上山》；總政歌舞團
演員的姜麗娜演唱《草原夜色美》、《同
一首歌》；北京歌舞劇院的阿雲嘎演唱

《鴻雁》、《希拉草原》；現場觀眾透過多
首膾炙人口的精典歌曲，風靡全場，把

大家帶回到那熟悉又久遠的回憶。再
加上北京歌舞劇院的王晶晶所表演的
琵琶演奏《天山之春》、《送你一朵玫瑰
花》；中國雜技團劉斯煒所表演的《球
技》；北京曲藝團的王政和呂嘉強所聯
合表演的相聲《開心一刻》；北京歌舞
劇院的于海音表演二胡獨奏《賽馬》、

《金蛇狂舞》；中國雜技團的石美茹和
石美玉聯合表演的雜技《柔術》等精彩
節目，風靡全場，把現場氣氛帶到最高
點。最後在大家合唱《今天是你的生日
中國》歌聲中落下帷幕，深情的歌聲寄
托海外遊子的思鄉之情。演出結束後
掌聲久久不息，觀眾們都感謝國家一
級棒的演員，在春節送上中國文化的
盛宴。

最後，在晚會節目主持人鄭征的祝
福聲中：在歡聲笑語中，難忘這團圓的
時刻，2016猴年春節聯歡晚會就要和
大家說再見了。猴是吉祥的象徵，猴是
祥瑞的兆頭。猴是發財的標誌，猴是健
康的寓意。猴是幸福的召喚，猴是美滿

的財源。讓我們在
這悠揚的歌聲中
祝願，祝願朋友們
猴年福滿多，春光
滿面喜洋洋!

整個晚會在熱
鬧、歡樂、溫馨的
氣氛中， 一直進
行到晚間約十點
三十分，大家在依
依不捨下，為一年
一度的春節聯歡
晚會畫上溫馨句
點，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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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疾病与健康

（39健康网）提起过敏性紫癜，许多人并不是

很了解，不知道这是什么病，这对预防、治疗和护理

等都是非常不利的，但该病的发病率却逐年增高。

近日，记者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看到不少家长抱着患儿前来就诊。“到现在我也不

知道孩子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平时也不给孩子吃零

食呀？”一位家长无奈地向记者诉说道。据了解，像

这种不知发病原因的家长不在少数。还有的家长发

现孩子没有磕碰，身体却青一块紫一块的。当这些

“问题孩子”被送到医院就诊后，才知道得了一种叫

“过敏性紫癜”的疾病。那么，过敏性紫癜究竟是个

什么样的疾病呢？

“过敏性紫癜是常见的毛细血管变态反应性疾

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中医科主任

医师杨燕说，该病以学龄儿童较为常见，6岁以上儿

童和青少年发病率较高。冬、春是高发季节，多为急

性发病，在发病前三周内常有上呼吸道感染史。临

床表现为皮肤紫癜呈对称性分布，以下肢多见，同

时伴关节疼痛、胃肠道症状和肾脏损害的表现，少

数患者伴有血管神经性水肿等。

感染和饮食

是主要发病原因
导致过敏性紫癜发病的过敏原可由多种因素

引起，但对每一具体病例寻找其确切病因，往往有

一定难度，但有些诱因是很明确的。据杨燕介绍，在

经过大量临床病理分析和对病因学的调查，发现感

染和饮食是过敏性紫癜的主要发病原因，这两个因

素占总发病率的 92%。另外有极少数患儿与接种疫

苗、服用药物或其他因素有关，但比例非常小。

杨燕介绍，感染因素共有 28种，其中细菌类就

有很多种，如嗜血流感杆菌、链球菌、肺炎杆菌、大

肠杆菌、葡萄球菌、幽门螺杆菌等，这些细菌都会引

发过敏性紫癜。而由鱼、虾等海产品引起过敏性紫

癜的约占 31.4%。

病变部位不一

导致表现不同
过敏性紫癜可引起皮肤、腹部、肾脏、关节甚至

神经系统的症状，临床上由于病变部位不一，而有

不同的表现。杨燕指出，过敏性紫癜引起的皮肤症

状是紫癜，通常略高出皮肤，深红色或鲜红色，用手

指按压时不褪色的出血性皮疹，多分布在四肢、臀

部，通常对称性成批出现；引起的消化道症状称腹

型紫癜，多表现为阵发性脐周绞痛，伴有压痛、呕

吐，少部分患者可出现黑便、鲜血便或呕血；如影响

肾脏也叫肾型紫癜，表现为尿中泡沫增多、颜色变

深，尿常规中可出现蛋白和红细胞；当影响关节时

称关节型紫癜，表现为关节肿胀、疼痛、触痛，多持

续数天，消失后不留关节畸形。

调节饮食尤为重要
目前，过敏性紫癜患儿多采用中西医结合治

疗，取得了显著疗效。但从家长和孩子配合治疗的

角度来讲，调节饮食在患儿的治疗中就显得尤为重

要。杨燕不建议太早添加动物蛋白。她指出，待皮疹

持续消退 2~4 周后，方可考虑调整饮食，添加动物

蛋 白 类 食

物。

对 于

其他食品，

如蔬菜、水

果、粮食哪

些 可 以 食

用？杨燕说，

如无腹痛、

便血、呕吐

等消化道症

状，蔬菜、水

果、粮食均

可进食，但

应适当注意

香菜、芹菜、

蒜苗等蔬菜

及南方水果

的进食量。

鼓励多进食豆制品等，以补充植物蛋白。葱、姜、蒜

等调味品可熟食，但烹饪过程中须使用花生油、玉

米油、橄榄油等植物油。

避免剧烈运动

少去公共场所
在活动上，杨燕建议应以休息为主，可适当进

行室内活动，避免剧烈运动。待病情平稳 2~4周后，

可适当增加活动量。单纯皮肤型患儿病情稳定者，4

周后可逐渐增加运动量，3~6 个月后恢复至正常水

平。而紫癜肾炎患儿出院半年后，根据病情决定是

否继续限制运动量。

为避免感染，杨燕提醒患儿应尽量少去公共场

所。出现感染时应及时就诊和治疗，因感染所致的

病情变化比药物的影响更严重。

最后，杨燕强调，患儿在病情稳定一年内不可

接种疫苗，因有个别患儿接种疫苗后会出现免疫反

应，跟紫癜病会产生交叉，所以不建议注射疫苗。

过敏性紫癜你了解多少？

（39健康网）现代社会的节奏加快，我们的工

作、生活进入了一种高速运作的状态，经常有人感

叹：连生病都没有时间啊！当疾病发生，我们总期望

用“高速”的方法来解决。比如，感冒嗓子疼，对于很

多年轻人来说，抗生素是治嗓“万能药”。其实这是

十分危险的，小心抗生素“帮倒忙”。

抗生素，你的“城府”有多深
抗生素，生活经常出现的面孔。它是临床上经

常用于抑制细菌生长的一种药物，临床抗生素分类

也比较多，例如内酰胺类，常用的青霉素和头孢类，

还有就是大环酯类，也就是红霉素和罗红霉素。抗

生素临床种类比较多，在使用时一定要遵循医嘱。

由于它的“城府”很深，它的副作用不为人知，所以

在生活中和临床上经常遭到滥用。

治嗓？抗生素非万能

小心“帮倒忙”
不少白领在咽喉出现不适时，碍于工作忙往往

会采用抗生素类药品来消炎，忽视了正确的护嗓、

治嗓方法，从而给嗓子带来更大的危害。专家指出，

抗生素对病毒类感冒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出现了感

冒嗓子不适等情况，盲目的服用抗生素有时候会起

到适得其反的作用，不但没有起到治疗作用，反而

还延误了病机; 当一旦机体患上需要这类抗生素治

疗的疾病时，机体反而会出现耐药性，影响治疗效

果。

正确治嗓

如何远离“咽喉危机”
限贷的生活节奏快，我们更要懂得爱惜身体！

对于白领等快节奏生活人群，其实护嗓没有那么

难，集几种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让你远离“咽喉危

机”。在咽喉出现疼痛不适时，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

式来保护的嗓子，不要图省事只服用抗生素类药物

来缓解不适，一定要在用药上选择专业治嗓的药

物，如牛黄解毒丸、西瓜霜含片等。平时可以代替茶

饮饮用，含有西青果、桔梗、胖大海，可以有效的清

喉利咽。

温馨提示：抗生素不是治嗓的“万能药”，在咽

喉出现疼痛不适时，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式来保护

的嗓子，不要图省事只服用抗生素类药物来缓解不

适。另外，平常可以通过一些运动、娱乐活动缓解一

下紧张的情绪，缓解心中积郁，从而拥有一个好的

心情。

如有不适，请及时就医，准确用药。

嗓子不好？小心抗生素“帮倒忙”

夏日的美白本來就是一個棘手的大問題，當肌膚已經呈現暗黃
色，應該把握各個時機首先去除皮膚的暗黃，才能恢復肌膚的光滑嫩
白。

原因分析：你也許不知道，誘使皮膚變黃的因素可能很多：缺水會
使皮膚分泌過多的油脂，減緩皮膚的新陳代謝；暴曬後會皮膚產生黑
黃色素；熬夜使腸胃功能下降，皮膚得不到充分的營養而黯淡無光；
心理上的緊張壓力使全身抵抗力衰退直接體現在皮膚上。

STEP1.起床潔面後保濕
理由：補水保濕不是冬天的專利，夏天平時也要注意皮膚的保濕。

缺水會使皮膚分泌過多的油脂，減緩皮膚的新陳代謝。
做法：每次仔細的清潔面部後都要拍上爽膚水，再根據個人的膚

質，塗上適合自己的乳液或保濕產品。
STEP2.出門前防曬
理由：不要忽視陽光對皮膚的侵害，即使在室內陽光也會經玻璃折

射到達你的皮膚，紫外線會催生黑黃色素的產生。
做法：出門前20分鐘，根據暴曬的強度和時間選擇不同SPF值的防

曬霜。
STEP3.中午休息補水後用保濕噴霧

理由：空調會使皮膚脫水、電腦輻射吸引灰塵堵塞毛孔，這
都加速肌膚的黑色素產生並容易出現色斑，利用中午的休息時
間，要趕快補救一下。

做法：用保濕噴霧可以給皮膚及時補充水分，簡單清理面部
後噴上噴霧，再輕輕拍打至吸收。當然如果有條件最好清理皮膚後再
重新加一層保濕乳液或凝露。

STEP4.下班後進行防曬修復
理由：皮膚在暴曬後處於嚴重失水的狀態，如果不在曬後對皮膚進行

補水，不久後皮膚就容易出現暗黃，甚至產生黃褐斑等。曬後嗜喱或曬
後修護噴霧都是緩解曬後肌膚大量流失水分，肌膚乾燥的必需品。

做法：暴曬後徹底清理肌膚，要立即使用曬後修復產品，水潤的質
地利於肌膚的吸收，含清涼因子的產品還能迅速緩解被灼傷的皮膚。

STEP5.晚間美白去黃精華
理由：如果你覺得那些需要長時間堅持的去黃方法太過繁瑣，就採

用最直接快速的方法。
做法：晚間徹底潔面後，在暗黃處搽上美白去黃精華素，最好配合

面部有規律的按摩。
STEP6.睡前面膜
理由：皮膚在晚上11點後逐漸進入沉睡期，這時候最適合給皮膚補

充營養，因此千萬不可錯過這個敷面膜的好時機。
做法：堅持每週一兩次在睡前敷面膜，要去除皮膚的暗黃，最好選

擇含有膠原蛋白的面膜產品。另外，珍珠粉可以達到美白的作用。

導語：情緒低落、頭痛、易生氣、愛發火……每個月總有幾天是
女人的特殊日子，這幾天最好生人勿近，否則受氣、受傷我都概不
負責！因為，我是病人，患上的病症叫 PMS，那就是經前期緊張
症。

關愛自己 樂享經期
醫學研究發現，行經前出現的經前緊張症症狀多達100種，無一不

是月經週期所決定的激素波動所致。這種月復一月的不快症狀，幾
乎每個女人都曾經經歷過，而每3個女人中就有1個會因為症狀嚴重
而備受困擾。德國著名婦科專家將經前期緊張症細分為6種類型，根
據具體症狀分別採用不同的應對方式，使你的身體和心靈在經期照
樣能保持最佳狀態。

1、冰柱型
冰柱型女性在行經前幾天身體經常感覺冷，因此經前喜歡多穿衣

服以保暖。她們通常月經不是來得過早，就是姍姍來遲，而且經血
量經常大得嚇人，性慾幾乎等於零。在行經之前，她們往往感覺身
心高度緊張，一到下午就全身疲乏，不願意參加社交活動。

調理支招：
飲食調理：身心經常高度緊張勢必加重免疫系統負擔，從而使經

前不適症狀加劇，因此應及時補充足夠的維生素B6。富含促進腸蠕
動的大體積食物，如莢果、豆類、核桃、綠葉蔬菜是鎮靜神經的良
方，應多食用。

心情梳理：不僅關心別人，更要關心自己，甚至要像嬌慣和溺愛
子女那樣對待自己。經常進行輕柔的頭部按摩，使身心完全放鬆。
音樂療法和芬香療法均能緩解身心緊張和壓力重負。

2、自由型
自由型女性的經期不適通常在行經前一週就開始出現：胸口感覺

憋悶、下腹痙攣等，特別是清晨起床前情況更為嚴重。但行經開
始，這些現象也隨之消失。這類女性討厭束縛，處事比較衝動，要
是不及時被勸阻， 「大吵一架」就會是她們的家常便飯。

調理支招：
飲食調理：少吃多餐，血糖水平就能保持恆定，從而能抑制情緒

波動。奶製品中的乳糖會加重經前不適感，所以牛奶、奶酪的攝入

量要比平時減半。而大豆製品中的植物黃體酮成分，可以補充經
前降低的孕激素水平，緩解不適症狀。考慮這兩方面原因，這個
時期用豆漿代替牛奶是不錯的選擇。

心情梳理：找到讓自己精神平衡的方法：能讓精神安穩的長距
離步行也許可以幫助你。

3、敏感型
各種不適症狀一直圍繞著排卵出現，直至月經開始為止，也就

是說，持續時間約兩週之久。這種類型的女性往往在月經剛一開
始就感覺身體非常疲乏，腹痛如針刺。在行經前不久，她們可能
會變得對批評的反應異常敏感，總想得到別人的認同。

調理支招：
飲食調理：多食用富含鎂的食物。綠色蔬菜、核桃、瓜子、扁

豆等都是減輕不適症狀的妙方。它們能增加身體能量和消除嗜眠
症。大馬哈魚、三文魚、金槍魚等深海魚肉中含有豐富的鎂、鋅
和亞油酸，這些成分對緩解經前綜合征都很有效。

心情梳理：如澆花、畫畫、做手工都能幫助保持心境安寧。氣功
更是消除月經前不快症狀、保持心靜氣和的靈方。

4、聚會型
往往聚會尚未結束，頭痛、輕微噁心等聚會型女性常見的經期不

適症狀已經出現。幸好，這些症狀來得快，消失得也快。聚會型女
性多個性活躍，成就感強，能夠體諒別人，但是在行經前她們特別
容易激動，這是因為體內含糖量喪失過快，令身體能量減少；行經
時間不規律，持續時間長。

調理支招：
飲食調理：蜂蜜溫潤，滋補效果好，其中的果膠成分，可以通便

解毒，其淡淡的甜香更會讓人心情愉悅。蜂蜜不僅可以佐餐，還可
以製成飲品，如甘草蜂蜜水、菊花蜂蜜水、橘皮蜂蜜水等。

心情梳理：體育鍛煉，尤其是激烈的競技體育項目有助於保持心
理平衡，同時幫助克服失望情緒，但要注意的是經期時體力會下
降，進行體育鍛煉要量力而行。

5、多思型
腸胃脹氣、便秘和容易疲倦是這類女性行經前的典型症狀。做

愛，謝謝！不，一點興致都沒有，因為下腹感到隱隱疼痛。月經出
血不規律，並經常伴有胸口憋悶和潮熱。經期中，她們對別人的意
見顯得更加在意，卻不願意在別人面前洩露自己的感情。因此每逢
行經前，她們寧願龜縮在自己的 「蝸牛殼」裡，對之前發生的事冥
思苦想。

調理支招：
飲食調理：富含維生素和礦物質的食物組合很適合你。紫甘藍、

甜椒、生菜、萵苣，在這些新鮮的深色葉菜上撒點洋蔥碎，再澆上
橄欖油和醋調成的汁——這樣的一份意大利蔬菜色拉中含有豐富的
鐵、鉀、鈣、鎂等礦物質，有助於消除腫脹，而富含能促進小腸蠕
動的纖維素的食物則有助於你腸胃保持健康。

心情梳理：指壓按摩和SPA水療有助於你釋放情緒。
6、易怒型
背部疼痛、胸口緊繃、消化不良等症狀隨著排卵而開始。這種類

型女性在經期往往會飢不擇食，愛吃巧克力或高熱量的碳水化合
物，導致體重大幅度上昇。這種類型女性多少有點神經質，喜怒無
常，經常無緣無故地大發雷霆，最終卻祇能以自己的大哭一場而結
束。

調理支招：
飲食調理：放棄麵條、包子、巧克力吧，這些食物迅速給你帶來

了滿足感，但也留給你更多的失落空間。請多選擇玉米、煮毛豆、
葵花子這些讓你有長久飽足感的食物！吃得淡一點、再淡一點。尤
其在這個非常時期，一點點多餘的鹽都可能會讓身體內的組織發生
水腫，一點點辣椒都會讓你情緒失控，一點點酒精都會增加你的肝
臟負擔，一點點咖啡因則可能會加重頭痛和腫脹的程度。

心情梳理：瑜伽是你最理想的鍛煉項目，練習瑜伽不僅能令內心
安寧，更有助於消除背部疼痛。

教你緩解6種類型經前緊張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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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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水平高： 數學張老師：是HISD從中國聘用的，直接來休士頓教高中數學的高級教
師， 這在中,美兩國的高中領域，都是絕無僅有的。張老師具有中美兩國二十多年的教學
經驗，使用中、美兩國的教學方法教學。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提高學生的數學成績。

家長朋友們：如果你對孩子現在的成績不滿意，或者是想讓孩子多學一些知識，那就趕快
把孩子送到育才學校來吧！我們會根據你孩子的情況，制定教學計劃的。育才學校提供的
是高水準的(GT) 教學，適合2—12 年級的學生。我們同時也提供一對一的教學服務。育
才學校歡迎你們的到來！

育才學校育才學校 Double Star Academy

Saturday and Summer School Cell：713-259-1565
地址：9730 Town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數學： 2—6 Grade Math GT Class
3—4 年級Word Problems Solving ;Number Sense; Math Count 奧數
5—6 年級Word Problems Solving ;Number Sense; Math Count 奧數
7—9年級 Word Problems Solving ; Math Count
SAT；Pre-Algebra; Algebra 1; Algebra 2; Geometry; Pre-Calculus; Calculus。

英語： 2—6 grade Reading; writing; Vocabulary ; grammar；7—12 grade Reading ; Writing ; SAT

春季班現在開始報名了！開課時間：1/16-5/7/ 2016 雅斤辦公機器公司

電話電話::713713--826826--68896889
9720 Town Park Dr., Suite #2
Houston, TX 77036

華人經營,原廠培訓技師,服務品質保證

特別介紹
大中小型

打印，復印，掃描
三合一(雷射)

專精Copiers, Printers, Scanner
經銷: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掃描機等

新舊影印機從小型到大型任選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等
提供長期保養合同及售后服務

各種影印機,碳粉(Toner)印表機
耗材等,歡迎比價。

精修:

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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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好萊塢佳片不斷
多位名導新作面世

金秀賢和BIGBANG
當選2015最佳韓星

今 日 ， 韓 流 新 聞 網 站

“SOOMPI”公佈了 2015 年韓

國最佳演員和歌手名單，韓星

金秀賢和宋智孝分別當選韓國

最佳男演員和女演員，男團

BIGBANG則被選為韓國最佳歌

手。

此外，投票結果顯示，熱門

韓劇《她很漂亮》被選為 2015

年最佳韓劇，男團Super Junior

(SJ)成員崔始源憑藉該劇中的精

湛演技當選2015年最佳偶像演

員。在最佳歌手領域，男團防彈

少年團緊隨BIGBANG奪得亞軍

，去年該領域冠軍男團EXO則

排在第三。另外，SJ圭賢和 IU

分別當選最佳男女 solo 歌手，

BIGBANG和少女時代被選為最

佳男女組合。

據悉，SOOMPI是目前全球

規模最大的韓國文化網路社區，

該網站的用戶數月均達700萬人

。SOOMPI每年通過網路投票選

出最佳演員和歌手，參與投票的

人數由2014年的 2300萬人增至

2015年的4000萬人。

2016年是好萊塢大片年，但同樣也是

佳片年，不少奧斯卡級別的導演都有新作

面世，這些不為票房而戰的大導演向來擁

有更多的自主選擇權，影片的題材和內容

都更具新意，和令人眼花繚亂、千篇一律

的好萊塢商業大製作相比，是真正影迷的

心水之選。沉寂了幾年的奧斯卡導演馬

丁· 斯科塞斯、科恩兄弟、李安、羅 伯

特· 澤米吉斯、奧利弗· 斯通都在今年推出

了自己的突破之作，近年來老當益壯、佳

作頻頻的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理查德· 林

克萊特等同樣再接再厲推出了極具風格的

作品。整體來看好萊塢現實主義的大旗並

未倒下，依然繼續在這些新老導演的手中

發揚光大，並繼續影響和感動著我們。新

京報盤點2016年名導們的9部新片，雖然

其中大部分影片限于名額都很難在內地公

映，但絕大多數都會是2016銀幕上不可磨

滅的篇章。

《沉默》

導演：馬丁· 斯科塞斯

主演：連姆· 尼森/安德魯· 加菲爾德/

淺野忠信

上映日期：2016年(上映時間均為北美

時間，下同)

●影片改編自日本作家遠藤周作的小

說，講述兩位歐洲牧師來到17世紀“禁教

時期”的日本之後的遭遇。

●導演斯科塞斯為此片準備了15年，

最早的演員陣容包括丹尼爾· 代-劉易斯、

渡邊謙、蓋爾· 加西亞· 貝納爾和本尼西

奧· 德爾· 托羅，後因拖延太久都退出了計

劃。

●受李安邀請劇組到台灣拍攝，期間

因戲棚坍塌還發生了一死二傷的意外事故

。

●本片中除了淺野忠信，日本導演冢

本晉也、薩布都在片中出演了角色。

未定名伍迪· 艾倫新片

導演：伍迪· 艾倫

演：克裏斯汀· 斯圖爾特/布蕾克· 萊弗

利/傑西· 艾森伯格

上映日期：2016年

●每年一度的伍迪· 艾倫新片，總是

值得一看。

●去年的《無理之人》小品的性質太

重，整體評價並不高，今年的新片官方並

沒透露任何劇情，只能確定仍是愛情浪漫

喜劇的類型。

●斯圖爾特與艾森伯格是繼《冒險樂

園》和《美式極端》之後第三次飾演情侶

，不過這次會有“死侍老婆”布蕾克· 萊

弗利前來插足。

《比利· 林恩漫長的中場休息》

導演：李安 主演：喬· 阿爾文/加內

特· 赫德蘭

上映日期：2016年11月11日

●慢工出細活的李安上一部作品《少

年PI》是在4年前。

●影片改編自同名小說，被譽為“當

代的《22條軍規》”，都有著荒誕的情節

和反戰主題。這也是李安從未觸碰過的題

材。

●繼《少年PI》的完美3D實驗之後，

李安繼續技術化挖掘，本片使用了120幀/

秒的3D技術，要知道常規的影片通常是

24幀/秒。

●參演的演員還包括喜劇演員史蒂

夫· 馬丁和克裏斯· 塔克，肌肉動作明星

范· 迪塞爾，以及“暮光女”克裏斯汀· 斯

圖爾特。

《薩利機長》

導演：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 主演：湯

姆· 漢克斯/勞拉· 琳妮

上映日期：2016年9月9日

●2009 年 1月 15日，美國航空公司

1549號航班起飛後遭遇飛鳥撞擊引擎失靈

下墜，機長沉著應對拯救了飛機上155人

的性命。影片根據原型“薩利機長”切斯

利· 舒倫伯格的自傳改編。

●86歲的老牛仔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

創作力依舊旺盛，據稱本片的拍攝雖然難

度很大，但伊斯特伍德依舊像往常一樣拍

得飛快，劇組基本沒有加班。

●本片是勞拉· 琳妮自《神秘河》

《絕對權力》後第三次與伊斯特伍德合作

。

《斯諾登》

導演：奧利佛· 斯通

主演：約瑟夫· 高登-萊維特/謝琳· 伍德

蕾

上映日期：2016年9月16日

●奧利佛· 斯通的上一部作品2012年

的《野蠻人》大失水準，因此他又轉向了

自己最有想法的政治驚悚領域。

●從以往履歷來看，斯通是導演“斯

諾登”題材的不二人選，他為這部影片已

經付出了四年的努力，但目前得到的迴響

並不太高。

●約瑟夫· 高登· 拉維特從外形和演技

上來說，是非常適合的“斯諾登”扮演人

選。

●影片電影主要改編自《斯諾登檔案

：世界頭號通緝犯的內幕故事》及《章魚

的時間》這兩本書。

未定名二戰愛情驚悚片

導演：羅伯特· 澤米吉斯

主演：布拉德· 皮特/瑪麗昂· 歌迪亞

上映日期：2016年11月23日

●影片講述二戰故事。男女主角是一

對殺手，他們在卡薩布蘭卡執行一場暗殺

德國使節的行動中墜入愛河。

●羅伯特· 澤米吉斯近年來狀態不佳

，《奪命航班》《雲中行走》都評價一般

，這是他首次執導二戰動作題材。

●演員陣容是目前非常值得期待的，

布拉德· 皮特與瑪麗昂· 歌迪亞兩大男神女

神首次合作，從角色身份看，不知能否擦

出“二戰版史密斯夫婦”的火花。

《金錢怪獸》

導演：朱迪· 福斯特

主演：朱莉婭· 羅伯茨/喬治· 克魯尼

上映日期：2016年5月13日

●本片劇本曾入圍2014年劇本黑名單

。故事講述電視財經節目評論嘉賓李· 蓋

茨被一位觀眾科爾綁架，這次突發事件被

電視直播了出去。

●奧斯卡影后朱迪· 福斯特執導的第

六部長片，也是她第一次與好友朱莉婭·

羅伯茨和喬治· 克魯尼合作。

●本片是朱莉婭· 羅伯茨和喬治· 克魯

尼的第四次合作。

《各有少年時》

導演：理查德· 林克萊特

主演：泰勒· 霍奇林/佐伊· 達奇

上映日期：2016年3月11日

●理查德· 林克萊特兩年後重拾“少

年”題材，和深沉的《少年時代》不同，

本片更類似導演23年前的《年少輕狂》。

●故事講述一位大一新生體驗大學棒

球文化的故事，充滿了話癆、懷舊和尷尬

的美式青春。

●由於影片起用了大量新人主演，常

被媒體拿來和《年少輕狂》中未成名時的

本· 阿弗萊克、馬修· 麥康納、米拉· 喬沃

維奇相比，期待有下一代的巨星誕生。

《愷撒萬歲》

導演：伊桑· 科恩 主演：喬什· 布洛

林/喬治· 克魯尼

上映日期：2016年2月1日

●本片已在北美地區上映，imdb評分

6.9，Metacritic評分 7.2,爛番茄新鮮度82%

，總體來看影評人還是很愛科恩兄弟，但

普通觀眾有點意見。

●影片的歌舞類型和強烈的戲謔諷刺

，一般觀眾接受起來有些難度，但據導演

和參演的眾多明星表示，他們都玩得很嗨

。

●和斯科塞斯一樣，科恩兄弟上一部

電影《醉鄉民謠》也是3年前，還在戛納

得了評委會大獎，不過這次的《愷撒萬歲

》看起來沒戲。

好萊塢美容大獎（Holly-

wood Beauty Awards）頒獎禮在

Avalon Nightclub舉行，“海盜船

長”約翰尼·德普（Johnny Depp）

身著黑色西服套裝出席。“船長”

遭粉絲瘋狂圍堵，人氣不減當年，

在保鏢的護航下，為粉絲簽名合影

，更與殘疾的女粉絲熱情互動。

德普蹲地與殘疾女粉絲親切合影
■鍾嘉欣月中與陳展鵬登台
時，身形明顯發福。

網上圖片

■■伍允龍大方祝福舊愛伍允龍大方祝福舊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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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易玲指結婚生B不影響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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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梁乃鵬姪兒嫁梁乃鵬姪兒
鍾嘉欣鍾嘉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中聯辦副主任楊健、中聯辦宣文
部副部長朱挺24日晚出席銀都機構丙申年春茗活動，同場還有藝人
佘詩曼、許志安、張晉、朱璇、黃百鳴、鮑起靜與周驄等亮相。銀
都機構總經理陳一奇致詞時，提到去年兩岸三地的電影同業者努力
下，內地電影票房取得440億驕人成績，連續13年保持高速增長，
相信在兩、三年內有望取代北美，成為全球電影第一大票房市場。

新一年截止前日，內地電影票房在54天就創下超過100億的新
紀錄，三部以香港電影人為創作和製作主體的賀歲片也取得極佳成
績，銀都機構將繼續不斷加強、加大與香港同業的各種合作，保持
每年至少合拍10部以上電影，包括由劉青雲與謝霆鋒主演的《驚心
破》、正在做後期的《神行太保 2016》，即將開拍的電影則有《我
的寵物是大象》、《二郎神戰紀》、《奪寶之行》、《追夢雙
城》、《網路英雄傳》等。

另外，問到阿佘是否與謝賢重拍《千王之王》，她說：“是
的，4月就會開拍，自己好期待，已經很久沒有賭題材的劇，相信
會有新鮮感。”劇中飾演投資顧問的阿佘，不怕被人拿來與舊劇比
較，笑問會否怕被四哥謝賢欺負，她笑言對方只是說笑，不會真的
出手打人。至於下月將參演電影版《使徒行者》的朱璇表示已轉投
邵氏旗下。

阿佘夥謝賢
重拍《千王之王》

■■黃柏高率旗下藝人現身黃柏高率旗下藝人現身。。

■■阿佘確認阿佘確認44
月開拍月開拍《《千千
王之王王之王》。》。

■■楊受成楊受成

■■朱璇表示已轉朱璇表示已轉
投邵氏旗下投邵氏旗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
釗）鍾嘉欣24日突然宣佈已在
加國結婚成為圈中熱話，樂易
玲、佘詩曼、朱璇等出席銀都

春茗時亦有談及。
樂易玲24日晚表示不會飛

去觀禮，但會送上許多祝福，
待嘉欣回港才補送禮物。問到
嘉欣是否雙喜臨門，樂小姐想
一想才說：“喜就一定是喜
事，其他事留給她在適當時候
公佈。”樂小姐透露嘉欣請假
到3月31日，但下月中舉行的
“影視娛樂博覽展”，希望她
能提早回來宣傳與王祖藍合演
的《哪吒與楊戩》。

至於嘉欣與無綫合約尚有
多久，樂小姐表示仍有一段時
間，並稱嘉欣結婚不會影響到

合約，甚至生小朋友也沒問
題，公司很多藝人都有結婚和
生兒育女。

樂小姐又稱替嘉欣結婚守
秘密並不辛苦，說道：“嘉欣
選華姐入行，我由把她從小帶
到大，現在她找到好歸宿，我
這個阿媽開心到不得了。”

阿佘早知嘉欣拍拖
佘詩曼得知嘉欣結婚也替

對方高興，早前她與嘉欣到新
加坡宣傳，已知對方會請長
假，當時她還叫嘉欣去玩和拍
拖，她說：“嘉欣跟我說識了

一個好男仔，但沒有講是未婚
夫，估不到她會秘婚，好古
惑。”

有指嘉欣在新加坡工作時
已懷有身孕，阿佘表示不覺，
因嘉欣身穿貼身裙相當弗。至
於會否到加國喝喜酒，阿佘稱
應趕不及去，但相信嘉欣回港
會補擺喜酒。

朱璇表示看新聞才知道嘉
欣秘婚，笑道：“恭喜她，不
知她是否雙喜臨門，暫時也不
會向她求證，等她自己講。如
果她真的有BB，我會送小朋
友合用的東西給她。”

鍾嘉欣24日終於親自撰寫長
文直認已婚，丈夫是圈外

人Jeremy。嘉欣透露去年初認
識來自溫哥華的Jeremy，“我
們自認識以來，發現彼此有着
共同的價值觀、信仰和數之不
盡的話題，他成熟穩重、充滿
愛心、敬虔愛主，對我亦溫柔
體貼。”嘉欣認定Jeremy就是
其 Mr.Right，終於在去年秋
天，Jeremy向她求婚，她便答
應了。

去年底，他倆便在雙方家
長見證下，採用宗教儀式，進
行了莊嚴而簡單的婚禮。他們
也尊重長輩們的意願，擇一個
良辰吉日，於本周末(27日)補擺
喜酒，與一些親朋戚友分享喜
悅。

適當時候再分享喜訊
外界一直盛傳嘉欣懷孕，

嘉欣在文中並沒直接回應，但
她在當中提到“我們相愛亦得
到雙方家長支持，長輩們都希
望我們早日成家立室、開枝散

葉，而我亦希望跟Jeremy一同
建立一個簡單而幸福的家
庭。”及“我希望將來我會是
一個賢妻良母，好好照顧我的
丈夫和家庭。關於其他傳聞，
我不再一一回應，請容我保留
一點空間，適當的時候，會再
跟大家分享喜訊”，嘉欣有所
保留的話語繼續引來雙喜臨門
之揣測。

伍允龍戥舊愛開心
最後，嘉欣感謝“處女

黨”一眾好姊妹岑麗香、李亞
男、王君馨和苟芸慧幫她守這
個秘密太久了，亦感謝樂小姐
和TVB藝員部，在這段感情萌
芽時開始，為了保護其私隱而
作的種種配合和安排。她希望
關心愛護她的人，特別是傳媒
朋友都愛屋及烏，好好保護她
的丈夫Jeremy，體諒他不一定
懂得面對傳媒。

嘉欣在公佈喜訊後，隨即
在微博上載與丈夫的結婚照，
公開丈夫的真面目。至於武打

男星伍允龍與鍾嘉欣秘戀8年，
感情一向穩定，直至去年初有
傳嘉欣為了前途着想，加上男
友事業沒有起色而向男友提出
分手，事後伍允龍亦親口承認
與嘉欣已久沒聯絡，默認兩人
已分手。舊愛結婚了，伍允龍
亦大方送上祝福：“我收到呢
個消息都好替嘉欣開心，祝她
新婚快樂，god bless 她，god
bless她的family。”

嘉欣好姊妹王君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大嘆為嘉欣
婚事守秘密真的很辛苦，但她
很替好友覓得好歸宿而開心。

Jeremy被指年薪逾百萬
鍾嘉欣公佈喜訊後，嘉欣丈

夫 Jeremy 的背景旋即遭“起
底”。據悉，Jeremy是前無綫行
政主席梁乃鵬的姪兒，約43歲，
比現年31歲的嘉欣大十多年。Jer-
emy為執業脊醫，於溫哥華本那
比區（Burnaby）開設脊醫診所，
診所生意相當不俗，年薪高達百
萬加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儀）香港文匯報24日率先證實“宅男女神”鍾嘉欣真‧結婚！24日嘉欣終向傳

媒發長文承認婚訊，更自爆去年底已舉行婚禮，本周末會補擺喜酒，並正式公開丈

夫的真面目。嘉欣老公名叫Jeremy，是前無綫集團主席梁乃鵬的姪兒。嘉欣在文

中又提到在適當的時候，會再跟大家分享喜訊，惹來雙喜臨門之揣測。

■鍾嘉欣上載與
老公Jeremy的結
婚照。 網上圖片

■■樂易玲樂易玲

■■鍾嘉欣鍾嘉欣
發文認去發文認去
年 底 已年 底 已
婚婚。。

■嘉欣提到希望傳媒愛屋及烏，
好好保護她的丈夫。

■■陳一奇陳一奇

香港文匯報訊台灣男星吳奇隆和內地女星劉詩詩去年年初登記
領證，不過兩人對婚禮的確實日期一直三緘其口，只知下月峇里島
舉行婚禮。吳奇隆經理人近日被問及婚期，答案都是“不能講”。

吳奇隆恩師、台
灣著名主持人張
小燕將有份出席
婚禮，而她日前
在錄影節目時露
口風稱她於下月
19日將飛赴峇里
島，21日返台，
換言之婚禮被推
測是在 20 日舉
行。

張小燕洩吳奇隆劉詩詩3·20行禮

■■吳奇隆和劉詩詩下月完婚吳奇隆和劉詩詩下月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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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豬」羅志祥開工也許了一個再通俗
不過的新年願望─甩肉。

小豬在臉書公開自己的胖瘦比較圖，一
張84公斤的照片有著圓潤的臉，一張69公
斤時的照片則是歌迷熟悉的偶像。小豬說：
「過年前80公斤、現在77公斤，馬上開始

魔鬼健身減肥法，4月演唱會開跑，保證瘦
回到69公斤。肌肉們該歸位了。」

到4月演唱會前，小豬的第一道功課正
是減肥。雖然他常玩笑說： 「我忽胖忽瘦，
觀眾不會看膩。」又逢過年，媽媽煮的菜，

他都不忌口吃光光
，但畢竟是藝人，
形象還是要顧的，
他的開工第一個承
諾就是瘦身，目標
鏟肉8公斤。

69 這個數字，是歌迷曾留言希望小豬
回到 「Only You」那時的狀態。但要滿足
歌迷、回到這個數字，小豬還要努力，他除
了穿上爆汗衣、少吃外，還有一套 「睡覺減
肥法」，只要想吃，就去睡覺，以睡飽代替
吃飽。

另外，家裡有健身器材的他，也不請教
練，自有一套健身系統，保證4月為演唱會
亮相時，歌迷會看到瘦回俊俏臉蛋、魔鬼身
材的羅志祥。

小豬開工許願
希望 「肌肉們歸位」

淚送孟庭麗
孟二弟狂喊：民視草菅人命！

孟庭麗上月因同時軋民視8點
檔 「嫁妝」、台視 「加油！美玲
」疑似過勞，1月26日在拍戲過程

突休克昏厥送醫，轉院至台北榮
總搶救11天仍不治，享年50歲，
22 日於台北二殯舉行追思會，親

屬、演藝圈好友都
來弔唁，看著螢幕
播放孟庭麗昔日身
影，個個哭紅眼，
豈料家屬突然指天
高喊： 「上帝給我
出來！我就是要講
，民視草菅人命！
」矛頭直指長壽劇
，更狂譙 8 點檔超
時趕工惡質生態！

本名孟祥麗的
孟庭麗，早期當過
2 年護士，1990 年
以模特兒出道，隨
著年紀邁入熟女，
大多在長壽劇、偶
像劇中飾演媽媽或
貴婦角色，但真實
的她，身為家中長

女必須扛起家計，始終未覓得良
緣，一生未嫁，孟庭麗在農曆年
前離世，89 歲孟父、中風的孟媽
，白髮人送黑髮人，無限悲戚，
追思會上，播放影片時，孟媽崩
潰悲嚎，孟二弟孟祥瑞幫媽媽推
輪椅走出會場，一時情緒失控，
當著排排站的攝影機，大喊：
「民視，草菅人命！」民視包括

副總許念台、節目經理郝孝祖等
多名一級主管也在場，聞言尷尬
直視前方。

孟 二 弟 大
罵 民 視 ， 孟 大
弟 孟 祥 淵 出 面
緩 頰 ， 忙 稱
「沒 事 」 、
「沒 事 」 ， 但

他 也 稱 不 只 姊
姊 累 倒 ， 相 信
有 很 多 幕 後 工
作 者 因 太 累 出
車 禍 ， 深 切 希

望電視台重視這件事，希望姊姊
是最後一個倒下的人， 「希望不
要再拍長壽劇了。」

孟庭麗疑似軋戲過勞離世，
軋戲兩台究責，矛頭指向長壽劇
沉痾已久的拍攝問題，聽聞之前
「嫁妝」劇組表示看孟庭麗當初

的通告表只有工作2小時，並無超
時問題，三立 「世間情」製作人
劉世範則表示： 「通告表都是假
的！」他也說8點檔問題，必須了
解問題癥結所在，讓公權力介入

，才能解決，否則大
家就是 「不告不理」
，他也呼籲三立、民
視打破成見做 「友好
協商」，徹底解決長
壽劇問題。
針對家屬直指 「草

菅人命」，民視副總
許念台表示，家屬因

親人離世難過，難免情緒失控，
可以體諒，至於8點檔超時問題，
他表示勞工局也來檢查過，並無
超時、連續工作問題，且演員原
就無所謂放假日，不是一般的勞
工，民視再度承諾將來會將8點檔
控制在 150 集到 180 集，但目前 2
個半小時長度不縮時，而 「嫁妝
」目前已播至308集，至於兩台協
商，他說： 「順其自然。」

娛樂圈常有明星在劇組內相互親密

拍照，而在劇組外形同路人甚至如仇

人，引來網友感嘆“貴圈水太深”。近

日，於朦朧就被爆料曾在片場“手撕”

姜潮，兩人也以“互黑”為樂，而這場

大戲就是在電影《同城邂逅》拍攝期

間，不過於朦朧表示這是基友之間的

“相愛相殺”。據悉，作為壹部講述都

市男女追愛三十六計的喜劇電影，《同

城邂逅》自開拍之日起便受到了廣大追

逐者的熱烈追捧。片中姜潮飾演了壹個

情聖的角色，創立了壹個戀愛公司，叫

“戀愛操作團”，而於朦朧飾演的愛情

小白就是鉆石級會員，兩人卻上演了壹

場關乎生死的手撕對決，而這壹切卻是

有周密計劃的另類追女生的方式，還被

吐槽“無節操”。《同城邂逅》由程中

豪、王凱聯合執導，姜潮、周韋彤、於

朦朧、李夢、李漫荻等主演，已定檔3月

11日上映。

於朦朧賺足眼球
成“別人家的男朋友”
有壹種男人叫“別人家的男朋友”，

這種男生會做美食會送花、會彈吉他會

拍照、妳生氣的時候他還會主動道歉，

《同城邂逅》中於朦朧就是完美的飾演

了“別人家的男朋友”。而對於電影中

的戀愛觀，於朦朧表示：“《同城邂

逅》是壹部講述都市男女愛情故事的電

影，作為新時代的青年對待愛情不能畏

首畏尾，愛她就要寵她、給她健康的愛

情。”據悉，在電影《同城邂逅》中，

苦於表達自己曖昧之情

的於朦朧為了追求到李

夢，登門來到“戀愛操

作團”求助，高額的費

用並沒有嚇退求愛心切

的於朦朧，而為了表

示出對追求李夢的決

心，於朦朧坦言不惜

砸鍋賣腎也要追求到

女神李夢。

姜潮剿滅情敵
自帶閃光燈的Boss
相比較於朦朧飾演

的對愛情執著追求的求

愛者，《同城邂逅》中

姜潮的角色則是非常懂

得女人心的男人，不論

是高雅的藝術家梵高、

畢加索還是低到幼兒時

期的哆啦A夢，他什麽

都能用上，根據不同類

型的女生用什麽“武

器”,常常屢試不爽，很會討得女人的

歡心，是愛情操作團裏自帶閃光燈的

Boss。不過即便如此，還是被片中飾演

前任的周韋彤虐的“不能自理”。《同

城邂逅》主要講述了有“情聖”之稱的

雲帆（姜潮 飾）與幾個戀愛達人朋友組

成了“戀愛操作團”，成立了壹家專門

幫助單身客戶解決戀愛問題的愛情中介

公司——愛情公社，壹系列爆笑的浪漫

的趣事隨之展開。

《箭士柳白猿》正式版海報
弓與槍的終極對決

由“硬派武俠”宗師徐浩

峰導演，宋洋、於承惠、李呈

媛主演的武俠力作《箭士柳白

猿》將於3月18日全國上映。近

日，影片曝光了正式版海報，

依舊延續了徐浩峰的動作美學

風格，以弓與槍的對決來展現

武林末世的冷兵器絕響。《師

父》大熱之後，徐浩峰導演再

度出手，講述武林仲裁人柳白

猿的江湖傳奇。

遠山古塔雙雄對決，亂世
公義箭指人心

《箭士柳白猿》講述的是

自戰國流傳至民國的武林仲裁

人柳白猿的傳奇秘史，仲裁人

要公平服眾，更不免與人刀兵

相見。正式版海報以遠山為背

景古塔分列左右，白山黑塔意

境高遠，視覺中心則是宋洋和

於承惠雙雄對決，弓箭與長槍

相抵殺氣盡顯。宋洋飾演的柳

白猿流落江湖主持武行公義，

而於承惠飾演的匡壹民投靠下

野軍閥忠心不二，這壹次的雙

雄對決不僅是武功的高下之

分，還是江湖與朝堂的壹次權

力角逐，更是家國天下人心所

向的較量。耐人尋味的是，從

戰國延續至民國的柳白猿曾是

朝堂倚重的力量後逐漸沒落為

武行仲裁，而匡壹民曾是武行

強人被軍閥招致麾下甘效犬

馬 ， 兩 人 的 身 份 角 色 完 成

互 換 ，統壹又對立，中庸之

箭和霸王長槍的雙雄對決自然

火花四濺分外精彩。

硬橋硬馬硬派武俠，壹代
宗師遺世絕響

《箭士柳白猿》延續了徐

浩 峰 導 演 壹 貫 的 硬 派 武 俠

風 格 ，將導演自成壹派的武

林美學展現的淋漓盡致。與

其他動作武俠電影喜愛的特

效與高科技不同，本片硬橋

硬馬壹招壹式皆是真打，更

令人期待的是，本片所用兵

器都是真刀真槍，零特效、

零替身，高手過招容不得半

分虛假。徐浩峰有習武經歷，

對武術文化有深入的研究，

以武術的本質為設計理念，

以兵器見長完全寫實的武打

風格，形成了壹個獨特的徐

浩峰式武俠世界。《師父》

的副武術指導曾說，浩峰導

演對中國武術文化歷史、武

術技法特點的認知造詣相當

深厚，這是幾十年積澱才會

有的強大自信，突破陳規拍

出這種別具壹格的奇特的動

作影片。

值得壹提的是，海報中使

用長槍的匡壹民扮演者於承

惠先生於去年 7月離世，《箭

士柳白猿》也是壹代宗師於

承惠先生的大銀幕遺作。於

承惠曾參演《少林寺》、《黃

河大俠》、《四大名捕》等著

名影片，塑造了諸多經典銀

幕形象，而與柳白猿的交手

是 老 先 生 最 後 壹 次 出 手 ，

《箭士柳白猿》的公映，給

了觀眾壹個到影院致敬於承

惠先生的契機。

《箭士柳白猿》由徐浩峰

執導，宋洋、於承惠、李呈媛

領銜主演。影片由北京美特美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

凱視芳華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微影時代科技有限公司聯

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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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特工爺爺》洪金寶近身肉搏

當“護花使者”

近日，電影《我的特工爺爺》曝

光了壹組“危機”劇照，劉德華、馮

嘉怡、陳沛妍等幾位主演均身處險境，

洪金寶壹人與不同對手激烈搏鬥，再

次凸顯了這部影片的動作特質，同時

劇中充滿變化糾葛的人物關系也初見

端倪。劇照中，劉德華被人圍困神情

慌張，而只身險境的洪金寶生死未蔔，

馮嘉怡和陳沛妍的安危也在不同程度

上受到了威脅，令影片的人物關系和

劇情顯得撲朔迷離。電影《我的特工

爺爺》由洪金寶執導並主演，劉德華

監制並特別出演，將於4月1日全國

公映。

洪金寶空手接白刃 真功夫還原
特工本色

洪金寶從影以來，10次提名香

港金像獎最佳武術指導，並3次獲獎；

3次提名臺灣金馬獎，並2次獲獎。

洪金寶的演繹生涯都與動作電影密切

相關，無論是對《葉問》中詠春拳的

揣摩，還是在《狄仁傑之通天帝國》

中呈現的行雲流水般的打鬥場面，亦

或是《西遊記之三打白骨精》中讓人

拍案叫絕的武打動作，都給觀眾留下

深刻的印象。對於觀眾來說，沒有屬

於洪金寶個人的動作風格，只有壹個

個能打善鬥的鮮活角色。

此次，洪金寶時隔多年重新出山，

作為電影《我的特工爺爺》的導演兼

武術執導，可謂傾盡全力。此番曝光

的劇照中，洪金寶和不同對手近身搏

鬥，多數是赤手空拳的情況下，和拿

著利刃的對手過招，只見洪金寶眉頭

緊鎖，即便對手在年齡和武器上都有

優勢，他也目光堅毅，絲毫沒有怯懦。

據悉，洪金寶在影片中出演壹位退休

的老特工，為了更加真實的展現角色

身份特點，洪金寶表示電影中的打鬥

是拳拳到肉，他還特意強調“《我的

特工爺爺》中的動作戲，我會盡我所

能還原特工的格鬥技巧。”

劉德華遭遇黑手黨 女兒陳沛妍
無辜受牽連

在最新的劇照中，劉德華被壹群

手持長棍的黑衣壯漢逼到墻角，他緊

靠著墻壁，壹臉驚恐。據片方透露，

劉德華在電影《我的特工爺爺》中飾

演壹個小混混，無意中卷入了當地惡

霸和黑手黨的混戰中。劉德華在此前

的采訪中提到，“洪金寶大哥給我設

計的動作都不簡單，對我來說這個角

色也是個不小的挑戰。”

陳沛妍在電影裏飾演劉德華的女

兒春花，這是既《風暴》之後，陳沛

妍第二次與劉德華合作，此次兩人有

了更多的對手戲，據悉，陳沛妍在電

影中正是因為這個“壞爸爸”，才會

身處險境。從劇照中可以看到，陳沛

妍被人挾持，眼睛裏泛著淚光，透露

出無盡的驚恐。片方透露，陳沛妍飾

演的角色不僅和劉德華有著密切的聯

系，同時她的安危也將成為整部電影

情節推進的引子。

馮嘉怡首當黑幫老大壹臉狼狽稱
“隊伍不好帶”

馮嘉怡在電影《我的特工爺爺》

中飾演大反派，他的對手正是“特工

爺爺”洪金寶，在之前曝光的預告片

中，他“霸氣外露”地威脅洪金寶

“再讓我見到妳，我殺了妳。”如此

氣焰囂張的黑幫老大，在最新曝光的

劇照中，竟然壹臉狼狽，只見他手中

緊握著壹個黃色袋子，面對不遠處壹

個背後拿著斧頭的人神情慌張。

這組劇照不免讓觀眾對電影劇情

有了更多的疑問和猜測。

據悉，黑幫老大馮嘉怡如此狼狽

和洪金寶有很大關系，電影中洪金寶

飾演的老丁患有輕微老年癡呆癥，為

了鄰居女孩春花的安危，才被卷入黑

幫混戰，與馮嘉怡飾演的反派有了過

招的機會。馮嘉怡表示，電影中我的

對手不止壹個，但無疑洪金寶是最難

對付的。對於如此能打的對手，馮嘉

怡笑稱“我向來都是以人多取勝，只

是現在黑幫隊伍不好帶了，人多也未

必有勝算。”

《我的特工爺爺》由北京數字印

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安樂(北京)電

影發行有限公司、萬誘引力電影有限

公司、安樂影片有限公司、映藝娛樂

有限公司、好朋友娛樂有限公司、上

海騰訊企鵝影業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

合出品。洪金寶、劉德華、朱雨辰、

李勤勤、馮嘉怡、陳沛妍、胡軍、馮

紹峰、彭於晏、宋佳、麥嘉、石天、

元彪、元秋、元華、元庭、元寶聯合

出演。該片將於4月1日登陸各大影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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