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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翁大嘴報導

日本女子天團“早安女子組” Morning Musime 1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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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香音鈴木香音（（Kanon Suzuki)Kanon Suzuki) 19981998年年88月月55日生日生。。

工藤遙工藤遙（（Haruka Kudo)Haruka Kudo) 19991999年年1010月月2727日生日生。。

野中美希野中美希（（Miki Nonaka)Miki Nonaka) 19991999年年1010月月77日生日生。。

飯窪春菜飯窪春菜（（Haruna Iikubo)Haruna Iikubo) 19941994年年1111月月77日生日生。。

尾形春水尾形春水 (Haruna Ogata)(Haruna Ogata) 19991999年年22月月1515日生日生。。
生田衣梨奈生田衣梨奈 （（Erina Ikuta)Erina Ikuta)19971997
年年77月月77日生日生..

投票之前投票之前 請確認您的候選人不加巨額稅請確認您的候選人不加巨額稅
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籌劃增稅數十萬億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籌劃增稅數十萬億

自己料理小龍蝦也非常簡單。(記者黃相慈／攝影)

產季 一吃就上癮
將於4月27日在珍寶樓舉行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每年 3 至 5 月是
「小龍蝦」(crawfish)的產季，烹煮過紅通通的小

龍蝦一上桌，魅力無法擋，總是成功抓住饕客的
胃。趁著小龍蝦盛產，休士頓各大餐館海鮮餐館
推出產季熱賣，招攬客人，也成功吸引大排長龍

的用餐人潮。
終於熬到產季來臨，

可盡情享用肥美多汁的小
龍蝦，這應該是許多 「愛
蝦客」的心聲。小龍蝦盛
產在春季，又有 「迎春蝦
」美名，獨特的口感和料
理方式，總是讓人一吃就

上癮。走訪休士頓海鮮與小龍蝦餐館，在小龍蝦
產季鳴笛起跑之際，幾乎每家店一到用餐時刻都
是高朋滿座。

小龍蝦連鎖知名品牌LA Crawfish是許多愛蝦
客最常光顧的餐館，LA Crawfish走低價路線，在

休士頓有許多分店，產季時是一位難求。汆燙調
味的小龍蝦一磅才6.99元，蒜味奶油(Garlic But-
ter)、Cajun Style和酸辣醬汁(Hot&Sour)稍微調味
就讓小龍蝦味道豐富美味，鮮味四溢。

另外，Bayou city seafood鄰近Galleria區域，
以大份量加上合理的價錢出名，除了一磅7.99元
的小龍蝦可品嘗，店內也有許多南方風味十足的
海鮮料理和拼盤，也是吃蝦熱點。

近中國城，位於 Wilcrest 路上的 Wild Cajun
也頗受當地人歡迎，店內銷售人氣王小龍蝦拼盤
一磅價格比去年漲價一塊8.99元，還是吸引慕名
而來。若是光吃小龍蝦無法滿足，也可以來個混
搭，小龍蝦與鮮蝦拼盤一磅8.99元，同樣是搶手
貨。

有些喜歡自己買生蝦來料理的民眾，現在無
論是美資或華資超市都買得到。HEB 熱賣一磅
只要1.79元超便宜。小龍蝦業者建議，民眾要讓
小龍蝦徹底吐沙並清洗乾淨，汆燙讓蝦殼變軟，
再依個人喜好，拌上糖、鹽、醋、辣椒粉、大蒜
或檸檬等特殊香料，或加上一些馬鈴薯、玉米、
香腸搭配，香噴噴鮮美的小龍蝦就完成。

中國城地區百佳超市也有小龍蝦特賣，負責
人Ken表示，超市內的小龍蝦都是原產地路易斯
安那養殖場新鮮供應，一磅生蝦才3元左右。他
建議饕客趕在3至4月品嘗，這期間小龍蝦殼易
剝，肉質也會較肥美，5月後脫離產季，外型就
相對小很多。

小龍蝦產季，肉質肥嫩多汁。(記者黃相慈／攝影)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民主黨參議
員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在堪薩斯州
的民主黨黨團會大勝希拉里-克林頓
（67/32），但是桑德斯的經濟議程很
可能會成為對美國的沉重負擔。桑德
斯毫不掩飾描述民主黨的社會主義計
劃，做出了他要解決財富不平等問題
，腐敗的競選資金系統，以及為所有

人提供醫療保健這一事實。他也承認
，每個人都將支付額外更多的稅，如
果他當選總統，但他還沒有真正增加
多少稅。也許是因為加稅數字可能飆
升到數以數十萬億計。

根據一份新的報告，民主黨總統
候選人桑德斯提出了15.3萬億的稅收
增加計劃，並幾乎會提高對每個人的

稅收，包括所有政治上重要的中產階
層。根據上週五受稅收政策中心公佈
的分析表明，毫不奇怪桑德斯將重擊
有錢人來獲得解決他的財富不均的不
平等核心問題。但桑德斯也將提高對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稅收，他們
可能面臨加稅 4,700 美元。報告說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稅後收入將降

低8.5％。
報告強調當涉及到稅收政策，民

主黨初選選民面對嚴峻的選擇。桑德
斯的對手希拉里•克林頓也提出了多
項增稅計劃，但她有針對性的要求富
人和企業需要額外多繳稅，並計劃對
那些低收入家庭減稅。

桑德斯希望增稅來支付新的政府

福利，包括為大家提供保健，提供免
學費的大學，支付家庭與醫療休假，
並增加基礎設施開支。還有更壞的事
是，很可能桑德斯的加稅金錢數額將
不足以償付所有的額外消費，讓已長
期嚴峻惡化的政府預算前景變得更加
危險和可怕！

2016年僑務委員會【海外青年文化志
工培訓班（FASCA）】即將自6月底至7月
間於美加地區 8 個城市展開培訓活動，歡
迎家長鼓勵家中青少年報名參加。此活動
以 「服務、文化、領導、傳承」為四大培
訓主軸，分為三日研習培訓及全年持續性
【培力計畫】。活動特聘請來自臺灣、喬
治亞州、加州等地區優秀師資共同組成巡
迴講座，為您的孩子辦理既活潑又生動的
體驗活動；學員訓後還可以加入在地福爾
摩沙青年文化大使協會〈簡稱FASCA〉參

與後續【培力計畫】，積極透過僑社活動
的服務與學習，培育成為具有文化涵養與
領導長才的華裔青年。

三日研習培訓內容精彩可期，涵括文
化尋根與體驗課程，賦予傳統藝術新意象
，並安排團隊組織帶領與行政規劃課程，
教學與實務兼備。培訓班師資陣容堅強，
深獲歷屆學員高度肯定，讓您的孩子在精
進實力的同時，也可拓展人際關係、結交
更多相同背景的夥伴。

每位學員培訓結業後，即具有加入海
外青年文化大使組織（FASCA）資
格，並可參與僑委會提供之全年度培
力計畫；屆時，除定期參與僑社服務
活動外，更有多元線上課程提供參訓
青少年自我學習。若參訓學員服務時
數累積超過100小時，將由相關單位
協助申請 「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
（加拿大地區暫無），使未來升學之
路更加寬廣。

歡迎14-18歲華裔青少年加入，
一起學習成長，晉升華裔菁英行列！
休士頓場次日期為7月15日至7月17
日，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辦
。
即日起開放報名!

詳情及報名請連結以下網站:
http://www.ocacfasca.org 或 http://
www.ocac.gov.tw〈點入華僑文化教
育頁面，再點入培訓海外青年文化志
工頁面即可瀏覽〉

※相關報名及參訓資格，請參考
網站說明或電洽(713-789-4995#106)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青少年文化領袖培育路 僑委會陪您的孩子大步走
服務、領導、文化、傳承 永續培育青年文化大使

「「華嚴蓮社華嚴蓮社」」 於四月一日至四月三日舉行清明法會於四月一日至四月三日舉行清明法會
此法會將禮請五位法師蒞臨主持此法會將禮請五位法師蒞臨主持，， 敬請信眾早日登記敬請信眾早日登記，，以便設位超薦以便設位超薦

全旅假期推出特價機票全旅假期推出特價機票
$$299299遊江南遊江南

春風又吹，春暖
花開，美好的春天正
微笑著向我們走來。
享受陽光、沐浴花香
，萬物都在復蘇。可
是，春風吹過，卻總
是會有一些人“如坐
針氈”：春風帶來的
粉塵、新鮮的水果、
濃鬱的花香、小動物
身上掉下的毛都會引
起他們的過敏反應。
年年如此，不堪其擾
……而且，據調查，
近幾年過敏的人越來
越多了。

過敏是一種全身
性疾病，發生在鼻部
可患過敏性鼻炎，表
現為反復發作的鼻癢
、噴嚏、流清水樣鼻
涕等；此外，還可發
生在：肺部，可患哮
喘，表現為胸悶、氣
短、咳嗽、喘息等，
間斷發作，不典型者
或可僅表現為經常咳
嗽；眼部，可患過敏
性結膜炎，表現為眼
癢、流淚、結膜充血
、眼瞼腫脹等；皮膚
，可患蕁麻疹、濕疹
、皮炎等；消化道，
表現為腹部痙攣性疼
痛、不定時腹瀉、偶
有嘔吐……
最新權威實驗證實：

過敏人群體內自由基
數量比非過敏人群高
許多！自由基對人體
免疫系統侵害是過敏
體質形成的基礎，還
會直接氧化人體的肥
大細胞和嗜鹼細胞，
導致細胞膜破裂釋放
出組織胺，產生過敏
反應。因此，改善過
敏體質就要清除自由
基，斬斷過敏源。萬
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是你的首選！

萬蜂牌巴西極品
綠蜂膠中的黃酮類化
合物、甙類、酚類、
萜烯類化合物等成分,
均具有抗氧化作用。
對細菌、真菌、致病
菌、黴菌等均有抑製
作用。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能有效阻止
脂質過氧化物的產生,
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
用, 能穩定肥大細胞
、抑製過敏介質的釋
放，是世界公認的抗
氧化劑和自由基清除
劑。萬蜂牌巴西極品
綠蜂膠在 0 . 01 ％一
0 . 05 ％的濃度下，
具有很強的抗氧化能
力，能有效地保持人
體自由基的平衡，克
服因自由基過剩而產
生的疾病。萬蜂牌巴

西極品綠蜂膠在低濃
度時，能使超氧化物
歧化酶（SOD ) 活性
顯著提高。萬蜂牌巴
西極品綠蜂膠對過敏
性鼻炎、結膜炎、哮
喘、過敏性皮炎，還
有過敏性休克等效果
顯著，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的用於治療
毛囊炎、汗腺炎、射
線皮炎、癤、尋常座
瘡、曬斑、擦爛紅斑
、玫瑰糠疹、脫屑性
紅皮病、皮癌等皮膚
疾病也有很好的療效
，外塗也內服結合療
效更佳。

長期服用萬蜂牌

巴西極品綠蜂膠，不
但能強力清掃自由基
，預防過敏現象發生
，亦能使已形成的過
氧化物快速分解，保
護細胞膜、增強細胞
活力，調節器官組織
功能，有效地防止多
種疾病的發生與發展
，雖然年歲逐年增大
，卻能長期享受青春
和健康。
加拿大viker公司出品

北美免費諮詢訂
購 專 線 ：
1-888-518-7778

網址：www.vik-
erm.com

清除自由基斬斷過敏源清除自由基斬斷過敏源

全旅假期推出$299 特價機票，回大陸探親
，順道去旅遊！報名時務必攜帶護照原件或影
印件！

全旅假期推出特價機票順道回國遊計劃，
促銷截止2016年3月30號，座位有限，預購從

速，需持綠卡或美國護照參加！
全旅假期還有以下多項服務, 如您有任何旅

遊需求, 歡迎來電查詢，黄石公園 4-12天 (買二
送一) 按原價 20% off 大甩賣，總統巨石、北大
峽谷。 黄石公園、羚羊彩穴、玲瓏拱門、西峽

谷。
美東 4-9 天 (買二送二) 按原價

18% off 大甩賣，紐約、費城、華盛
頓特區、康寧、尼加拉瀑布、波士頓
、 羅德島、康州、哈佛大學、麻省
理工學院、耶魯大學。

美西團 (買二送一) 按原價 20% off
大甩賣，洛杉磯、舊金山、拉斯維加
斯、 迪士尼樂園 、好萊塢環球影城
、聖地亞哥海洋公園 、洛杉磯市遊
、大峽谷、玻璃橋 、 胡佛水壩 、大
峽谷西緣、 巧克力工廠、仙人掌庭
院 、舊金山大橋、漁人碼頭、優勝
美地國家公園 。

美加東 豪華遊 8天暢遊:11 大名城
(買二送二) 按原價 18% off 大甩賣，
紐約、費城、華盛頓特區、康寧、尼
加拉瀑布、多倫多、千島湖、渥太華
、蒙特利爾、魁北克、波士頓。

邁阿密 5 天 (買二送一) 奧蘭多
4-9天 (買二送二)，沼澤國家公園、
西鎖島、西棕櫚灘。迪士尼未來世界
、魔術王國、美高梅影城、水上樂園
、冒險島樂園、環球影城、甘迺迪太
空中心海洋世界。

休 斯 頓 全 旅 假 期 查 詢 電 話 ：
713-568-8889，位於美南銀行後面
華埠大廈內，地址：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本報記者秦鴻鈞）休士頓華嚴
蓮社謹訂於國曆2016 年4月1日（ 星
期五） 至4月3日（ 星期日） 每天上
午九時至下午五時，舉行清明法會。
恭誦 「地藏本願經」 三永日。午獻
香供加持早晚功課。仰仗諸佛菩薩威
神力，超薦先亡及歷代祖先。此次法

會將禮請五位法師蒞臨。恭誦地藏本
願經，最後一天早上九點擧行延生普
佛，下午一點半至六點施放三時繫念
圓滿。

這次與會的五位法師簡介如下：
振冠法師： 為美國漢傳佛教國際

文教中心秘書，現就讀於紐約哥倫比

亞大學MSW17 研究生。
勤通法師： 曾任中國五台山七佛

寺主客及普陀山文物館維那師，現居
於加州寶靜精舍法慧老和尚座下。

天因法師，天融法師，天寧法師
： 分別為華嚴專宗高材生，亦為前加
州華嚴蓮社住持天因，當家天融及職

事人員天寧等。
敬請諸大護法，駕臨拈香，同崇

孝思，共薦先靈為禱！凡在該蓮社設
有祖先，親友往生蓮位，或欲超渡祖
先，冤親債主者，即日起，敬請諸位
大德，儘早與蓮社聯絡登記，以便設
位超薦。屆時，敬請踴躍參與法延，

同種菩提妙因共修成佛聖果！並備有
素齋供眾。

休士頓華嚴蓮社地址：9369 Wil-
crest Dr. Houston Tx.77099, 電 話 ：
（281）495-9700

中華聖賢教育研習社幸福人生專題演講中華聖賢教育研習社幸福人生專題演講

達心地產舉辦連鎖企業說明會
謝宗煌主講： 「 如何投資美國連鎖品牌」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了讓正在興建中
的糖城廣場早點繁榮起來，承建 「糖城廣場
」 的 「達心地產」 專門於上周六上午及周日
下午，為糖城廣場的店東舉行兩場說明會，邀
請來自加州的 「美亞連鎖企業協會」 會長謝
宗煌，前來以 「如何投資美國連鎖品牌」 為
題發表專題演講。謝宗煌除了為美亞連鎖企業
協會創會會長外，還擁有CFE( 美國國際連鎖
協會IFA 認證），，CFB( 美國連鎖仲介協會認
證），以及美國加州房地產Broker 執照。

謝宗煌首先解釋連鎖的定義及特性： 連鎖
企業授予別人經營某種生意或產品的權利，以
用 來 擴 充 市 場 的 特 殊 方 法 。 「大 趨 勢 」
（Megatrends 2000) 的作者 Mr. John Naisbitt "
連鎖是歷史上曾經有過最成功的市場經營觀念

”，是自股份有限公司問世以來，又一重大發
明。連鎖企業是幫助你成功的事業。而連鎖系
統的構成三要素為：（ A） 連鎖店總公司
（Franchisor ), ( B). 註 冊 的 商 標 （Registered
Trade Mark ), (C). 連 鎖 加 盟 者 （Franchisee),
(D). 一套完整的經營管理系統（Franchise Sys-
tem): 包括：1，連鎖披露文件，2，操行手冊
，3.POS Management ,4. 培訓，5.廣告巿場推
廣。

他也談到美國法律對連鎖所下的定義：A.
使用共同名字與商標。B. 加盟者受公司訓練，
指導及長期性的協助，C. 加盟者必需付費給公
司：1，加盟費（ 通常四萬上下），2，權利金
（ 約 5% 左右），3.聯合廣告費（ 約 1%到 2%
），4.商品採購，自己選給連鎖系統approved.

而為何要選連鎖系統？
連鎖系統的特性及成功條
件為：簡單化，系統簡單
容易執行。標準規格化。
專業化（ 市場競爭力）可
傳授獲利及擁有相當的市
場可複製可接受的投資金
額至於連鎖系統的好處，
謝宗煌指出有以下幾項：
響亮的招牌； 別人成功的
經驗； 總公司負責訓練；
聯合廣告促銷及公關活動
； 統一採購； 選擇優良的
地點； 協助經營； 專門的
研究開發部門； 貸款較容
易。

而公司自營店與加盟

特許經營店的區別在於：
（ 一） 公司自營店（Company Owned). 和
連鎖加盟店（Franchised
store ) 不同。全部屬於公司自營店，無開放
連鎖加盟，稱為Chain Store.
( 二） 加盟成為特許經營店（Franchisee):
店的所有權屬於加盟投資者，
並不屬於公司。公司僅提供一套連鎖系統
供加盟者使用並協助經營管理。

謝宗煌也提到投資前加盟人要作的功課
包括：
（ 一）： 投資前加盟者的自我審查： 我的
預算； 我投資的目標； 對這

個行業的經驗； 我的性格及管理
方式是否適合連鎖加盟？
（ 二）： 對總公司的調查：A, 公司規模
（ 全國/ 國際 連鎖店家數量）

B, 未來潛力，C, 公司連鎖生產模
式，規範及管理方式（ 是否有

能力支援沒有經驗的加盟者）。
而連鎖系統發展的方法包括： 地區總代理

權； 地區開發商； 策略夥伴； 直接加盟； 換
掛品牌。

而美國的連鎖法規包括：（ 一） 總公司
的介紹及一般資料，（ 二）總公司董事及行政
主管的商業經歷，總公司的商業經歷。（ 三
） 總公司的訴訟歷史，（ 四） 總公的破產歷
史，（ 五） 初期加盟者必須支付的費用，（
六） 加盟者，（ 七） 初期投資預先估算，（
八） 對於加盟者銷售的貨品及服務的來源的限
制及規定。（ 九） 加盟者的責任，（ 十） 總
公司提供貸款或是協助加盟者取得貸款的規定

，（ 十一） 總公司的責任------- 等共 23
項法規和協議。

謝宗煌最後對連鎖零售業未來的趨勢為：
• 特大型超級市場誕生（ 加入多元服務）
• 走向國際化，
• 連鎖將全球性蓬勃發展。
• 連鎖業總店及加盟店總數均將快速成長。
• 連鎖業各界相互間的競爭將更加劇烈。
• 網上訂購商品（online shopping)
• 併購風氣興盛行。（ 例快餐連鎖，Yum
Brands. 擁有KFC, Pizza Hut,
Taco Bell 等）

• 合併經營及共用地點附合式的經營策略將趨
於流行（ 例如：Baskin Robbins & Dunkin Do-
nuts 共同使用同一個地點經營）。圖為謝宗煌圖為謝宗煌（（左立一左立一））在糖城的演講會上在糖城的演講會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 美亞連鎖企業協會美亞連鎖企業協會」」 會長謝宗煌會長謝宗煌，，
上周六在糖城上周六在糖城 「「 達心地產達心地產」」 演講演講：： 「「 如何如何
投資美國連鎖品牌投資美國連鎖品牌？？」」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本報訊)休士頓中華聖賢教育研習社將於3月
19日(周六)上午10時至12時在Tracy Gee Commu-
nity Center(3599 Westcenter Dr,Houston, TX 77042)
舉辦幸福人生專題討論，由葉璉剛先生主講，教導
如何改變命運，掌握幸福人生之道。

您過的好嗎？好東西要讓好朋友分享，就有幸

福的感
覺。如
果您生
活得幸

福，希望您來把您得到幸福生活的方法來跟大家分
享。 如果您的生活還有諸多不幸，人生十之八九
不如意，那麼請跟我們一起來學習幸福人生之法。

百善孝為先，孝心一開，百善皆開。諸事不順
因不孝，怎知孝能感動天。從孝開始，學習《弟子

規》，《了凡四訓》，懂得孝親尊師，接人待物，
善於灑掃進退應對，有禮懂事明理，善理五倫關係
，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們就會得到 「貴人
」相助。學習《弟子規》的人，勿自暴勿自棄，聖
與賢可馴至。命自我立福自己求。幸福人生，就在
一念之間。

講座研討教材是採用台灣蔡禮旭先生的細講
《弟子規》的課程，歡迎歡迎各界人士免費入場聽
講，演講結束並備茶點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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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10:00a.m. 英語崇拜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10:00a.m. 中文主日學 Chinese Sunday School
10:00a.m. 兒童崇拜 Children Worship
11:15a.m.中文崇拜(粵語/國語)Chinese Worship Service
11:15a.m. 英語主日學 English Sunday School
1:30p.m. 中文學校(九月開課)Chinese Schoo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WEB:www.cbchouston.org

何國明主任牧師、王浩詒牧師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 713-461-0963 Fax: 713-461-5186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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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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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崇拜、粵/國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普通話翻譯)、英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高中 SAT 補習班
週五生活團契、普通話小組及其他聚會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禮拜六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張文傳博士
主任牧師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VIP BEAUTY DESIGH
Mon-Sat 10 am - 6 pm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110
Houston, TX 77072

713-933-4878

女士剪髮 $18
男士剪髮 $8
燙髮 $50

染髮 $30(男) $45(女)

貴賓美容美髮設計屋

特價中特價中特價中
包括洗包括洗、、吹吹、、剪剪

剪、燙、染、化妝、繡眉、眼線

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Phone:281-933-6660
Fax: 281-933-6662

Tapioca KingTapioca KingTapioca King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包括﹕圖片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七天營業

例湯水果

八人和菜 $148.00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蜜桃蝦
姜蔥雙龍蝦
黑鹽牛肉
清蒸游水魚 (大)
炒青菜
炒三鮮

十人和菜$168.00
雪花海鮮羹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黑椒牛肉
姜蔥雙龍蝦
香橙骨
炒三鮮
蜜桃蝦
清蒸游水魚
蒜蓉炒菜

歡迎光臨
特價午餐 電話: (713) 988-5745$5.75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6.95
四人和菜 $45.95
五人和菜 $55.95
六人和菜$65.95

明爐燒鴨
蜜汁叉燒

東江鹽水雞
新鮮游水魚
生猛龍蝦

隨餐附送
例湯、水果

菜色價格如有變更 以本樓公布為準

93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超市同棟購物中心)

11AM-3PM 星期一公休

時菜牛肉
滑蛋蝦
五柳魚片
椒鹽茄餅
宮保雞
咕嚕肉
豉汁青口
酸菜肉絲
四季豆
椒鹽鴨下巴
等等......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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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NBA常規賽繼續進行常規賽繼續進行。。做客的雷霆做客的雷霆
隊經過四節較量以隊經過四節較量以104104--9696戰勝雄鹿隊戰勝雄鹿隊，，
結束結束22連敗連敗。。圖為比賽精彩瞬間圖為比賽精彩瞬間。。

20152015//1616賽季英超第賽季英超第2929輪壹場焦點戰在斯輪壹場焦點戰在斯
坦福橋球場展開角逐坦福橋球場展開角逐，，切爾西主場切爾西主場11比比11戰平戰平
斯托克城斯托克城，，特勞雷先拔頭籌特勞雷先拔頭籌，，前曼聯前鋒迪烏前曼聯前鋒迪烏
夫終場前扳平夫終場前扳平。。切爾西聯賽切爾西聯賽33連勝被終結連勝被終結。。

切爾西切爾西11--11斯托克城斯托克城

新疆古老毛皮滑雪新疆古老毛皮滑雪

新疆白哈巴村哈薩克族古老毛新疆白哈巴村哈薩克族古老毛
皮滑雪隊在進行日常訓練皮滑雪隊在進行日常訓練。。新疆阿新疆阿
勒泰地區是人類古老毛皮滑雪的起勒泰地區是人類古老毛皮滑雪的起
源地源地，，生活在喀納斯生活在喀納斯、、禾木禾木、、白哈白哈
巴等地的哈薩克族牧民繼承了這壹巴等地的哈薩克族牧民繼承了這壹
古老的運動古老的運動。。而毛皮滑雪在古代哈而毛皮滑雪在古代哈
薩克族牧民的生活中不僅僅是壹項薩克族牧民的生活中不僅僅是壹項
體育運動體育運動，，而是用於進行狩獵捕獸而是用於進行狩獵捕獸
等生存活動的必備工具等生存活動的必備工具。。現如今現如今，，
這壹古老體育項目並沒有被遺棄這壹古老體育項目並沒有被遺棄，，
而是被繼承和發展而是被繼承和發展，，大放異彩大放異彩。。

《瘋狂動物城》票房飄紅
豆瓣評分居首位

6日是英國的母親節，貝克漢姆

和妻子維多利亞在社交媒體上曬出兒

時照片，感謝媽媽的辛苦付出。粉絲

發現，這對夫妻從小就長得超萌。

在貝克漢姆與母親的合照中，他

和媽媽同時回頭望向鏡頭，臉型輪廓

、五官秀氣斯文的小男孩當時身形瘦

小。有網友發現，貝克漢姆的長子布

魯克林細長的眼睛及微笑時的模樣，

和他小時候完全如出一轍。

此外，貝克漢姆還不忘在母親節

當天感謝老婆維多利亞，他說道：

“我愛她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

她給了我一群超棒的孩子們。”

泰勒•斯威夫特從2015年2月

和男友加爾文•哈裏斯公開交往

以來，戀情一直備受關注，不斷

傳出同居、結婚消息，但都未獲

得證實。近日，二人一同慶祝交

往一週年紀念日，和粉絲分享甜

蜜畫面。

據悉，加爾文•哈裏斯在社交

媒體上分享了一段影片，他打開玻

璃蓋，露出底下的蛋糕，上面用糖

寫著“1 Year(一年)”，接著鏡頭

一轉，女友在旁邊瞪大眼睛賣萌點

頭，畫面還配上“一年很簡單(1

Year is easy)”的文字。而泰勒•

斯威夫特也曬出項鍊照片，上面刻

字寫著“2015.3.6”，心型的墜飾

剛好貼著她的心，意外曝光小兩口

交往第一天的時間。

作為猴年第一部同步引進的好萊塢

大片，《瘋狂動物城》給3月檔打下了

一個絕好的頭陣。作為動畫片，3天拿下

1.55億元，並且在週六、週日無論從排

片還是票房都呈現逆勢上漲的態勢，更

是證明了《瘋狂動物城》的強勢。

作為春節後第一部分賬大片，《瘋

狂動物城》在各種社交網路形成了一波

波的“自來水”，瘋狂的口碑成為最佳

賣點。截止到目前，該片的豆瓣得分已

經高達9.4分，遙遙領跑于同檔期大片。

而各方面無差別的讚譽，也讓這部講述

一個虛構動物世界的電影，成為了春季

檔的絕對王牌。

一路上揚 豆瓣評分已居首位
一沒有前集鋪墊，二沒有在中國家喻

戶曉的大明星配音，三沒有大規模的宣傳

推廣。對於絕大部分觀眾來說，《瘋狂動

物城》真算不上認知度高的作品。

然而這部剛剛上映3天的影片，卻

用影片品質讓觀眾都自發成了“自來水

”，向自己的朋友們推薦觀影。截止到

目前，《瘋狂動物城》在豆瓣網上的評

分從最開始上映的9.1分陡增到9.4分，

位列2016年國內電影市場上映所有電影

的首位，而IMDB上8.2分的得分，也證

明了這部電影在海內外都受到了一致的

好評。

值得一提的是，《瘋狂動物城》在

爛番茄網的專業影評上，也取得了98%

的媒體好評度，其中頂級媒體好評度達

到了100%。這兩個數據也位居截止到目

前2016年所有影評的第一位。

不少媒體認為，該片將成為明年奧

斯卡獎最佳動畫長片的大熱門，甚至有

機會角逐奧斯卡最佳影片和奧斯卡最佳

原創劇本獎項的提名。

上座第一 週末連續逆勢上漲
近乎眾口一詞的好評，也讓《瘋狂

動物城》從默默無名，一躍變身為網路

熱門電影，並在電影市場上表現優異。

上映首日雖然只有略超2000萬元的

票房，但是到了週六、週日兩天，該片

票房連續站上6000萬元的高位，也使得

其累計票房在首周達到1.55億元大關，

實現了對去年皮克斯動畫《頭腦特工隊

》的超越。

值得一提的是，《瘋狂動物城》上

映頭三日呈現出強勢增長的票房上揚曲

線，週六單日報收6060萬元，比週五單

日上漲169.33%，而週日當日又斬獲7230

萬元的票房，比週六再度上漲19.31%。

此外，在週六、週日兩天，《瘋狂動物

城》都牢牢把控著當天電影市場上座率

第一的位置。

而不少影院在排片上也開始對《瘋

狂動物城》傾斜，部分熱門影院，在晚

間黃金時段《瘋狂動物城》的排片比例

甚至高達30%以上。

就全國院線的排片來看，《瘋狂動

物城》也一掃上映之初的頹勢，排片比

例連續上漲。

在最新週一當日的排片之中，《瘋

狂動物城》的排片比例已經從上映首日

的15%左右，上漲到了整體的近20%。

而在IMAX場次之中，《瘋狂動物城》

處於絕對領跑地位。

業內人士認為，《瘋狂動物城》內

地票房超越《瘋狂原始人》難度不大，

甚至有可能衝擊《超能特工隊》的5億

票房，創下迪士尼動畫電影在中國市場

票房紀錄。

動物營造的烏托邦
電影的英文片名“Zootopia”，實際

來源於動物園和烏托邦兩個詞的結合。

108分鐘的時間裏，只有妙趣橫生緊張刺

激的故事和讓人印象深刻的精彩角色，

沒有一絲一毫人類的蹤影。該片是近40

年來，迪士尼最長的動畫電影，也是迪

士尼3D動畫中，第一部完全沒有人類蹤

影的電影。

導演之一的傑拉德· 布希說：“當我

們決定要建造這個城市的時候，我們就

決定要將其建造得真實可信”。

據了解，在動畫片中，所有的建築

幾乎都可以在現實中找到原型，例如冰

川鎮的運動館是頗具俄羅斯建築風格的

洋蔥狀穹頂結構、動物城火車站的室內

熱帶花園借鑒了馬德里中央車站，但是

加入了一些角狀高塔，熱帶動物們生活

的撒哈拉廣場則是棕櫚泉、拉斯維加斯

和迪拜的綜合體。

甚至針對動物城類似于南加州氣候

的設定，創作人員將凍土城的墻設計成

巨型空調，出風口同時還能給撒哈拉廣

場加熱……諸如此類的細節遍佈全片，

也讓《瘋狂動物城》裏的動物世界格外

真實。

而不同於別的動畫電影，《瘋狂動

物城》裏追求的不是光鮮亮麗，更多的

是真實。

在夜晚犯罪頻發，城市的模樣變成

了“窮街陋巷”。下水道、昏暗的小巷

以及到處出沒的罪犯，構築起了影片的

另一種色彩。

導演之一的裏奇· 摩爾說：“影片中

有一部分建築是直接移植現實世界的，還

有一部分為了動物世界特意進行了修改，

我們將它們雜糅到了一起，最終，製造出

來了一個合情合理的動物社會。”

共生合作 肯亞之旅的原生態
據幾位導演介紹，《瘋狂動物城》

的想法主要來源於電影執行製片人約翰·

拉賽特希望拍攝一部關於動物的電影。

而為了確定動物的種類、外形、飲食習

慣與生活習慣，創作團隊光是調研動物

就用了18個月的時間，其間走訪了大量

的動物學家與動物園工作者，甚至跋涉

9000英里前往非洲的肯亞，進行為期兩

周的動物個性與行為的發掘。

導演拜恩· 霍華德表示，肯亞之旅讓

自己收穫很多。“我們在肯亞進行了一

次兩周左右的探險，其中一個營地離一

個水潭大概有3英尺遠，我們觀察到白

天會有一大堆動物聚過來，最奇特的是

獅子們也會來，就在大猩猩和斑馬旁邊

喝水，獅子並沒有攻擊它們。喝水的時

候沒有搗亂的，也沒有相互攻擊的，大

家很平和，它們不會注意彼此、 相處得

很好，然後各走各的路。這非常像現代

的城市，各種群組聚在一起，因為要生

存，大家得找到共生與合作的辦法。

《瘋狂動物城》大部分的劇情和感情問

題都是從這點展開的。”

狐兔CP 天敵如何變搭檔
除了強大的故事創意和製作細節，

作為主角，狐狸和兔子這對天敵所組成

的特別搭檔狐尼克和兔朱迪，得到了觀

眾一致喜愛。

導演坦承，在最初組成狐尼克和兔

朱迪的想法構建之前，電影一直是以狐

尼克為主打的，而且狐尼克的形象則來

自於經典動畫電影《羅賓漢》中的狐狸

羅賓漢形象。

而最初的劇本和最終呈現在銀幕上

的故事，幾乎沒有相似之處，到了最終

成型的電影，所有的故事都是從菜鳥警

官兔朱迪出發的，從弱小的家兔到警校

第一名，再到最後經歷世事打破原有的

偏見成就自己的警察事業。

導演拜恩· 霍華德表示，借由兔朱迪

的角色，將電影裏對成人世界的暗喻，

都很好地串起來。“兔朱迪的成長和對

世界認知的變化，也是我們想通過它告

訴觀眾的。主題依然根源於獵物和獵食

者這兩群不同的動物，它們相互有看法

，只有當它們在一起合作時才意識到，

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人們會先入為主地

對他人產生偏見，但相互了解後會證明

，偏見常常是錯誤的。這個主題非常有

力量，這也是我一直喜歡做的動畫，它

勵志而充滿力量！”

導演裏奇· 摩爾也表示，兔朱迪並不

是一個超級英雄。“我們並不想把兔朱

迪打造成那種純潔善良、從不犯錯的角

色。我們希望這角色有野心、機智，或

許還有點小邪惡。它是有瑕疵的、接地

氣的，並不是永遠不失誤的超級英雄。

那場它道歉的戲非常非常重要。”

儘管兔朱迪因此成為了第一主角，

但這卻並沒有降低狐尼克的任何魅力值

。作為“狐兔CP”中的主打，狐尼克這

個遊走在動物大都會的江湖人士也成為

了萬千觀眾的心頭肉，在成功取代喬治·

克魯尼《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成為最佳

狐狸動畫形象代言人之餘，狐尼克也成

為了三月電影市場的“撩妹”達人。

貝克漢姆兒時照片曝光

五官秀氣斯文

泰勒與男友慶戀愛一週年

瞪大眼賣萌畫面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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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Nation Mortgage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專辦房屋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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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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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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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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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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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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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perryhu8@yahoo.com

1. 大型Buffet中餐館出售，生意好近達拉斯，另位於休士頓黃金商業地段中餐館老店
出售，生意穩，售12萬。

2. 社區旅館，生意好，收入高，28房，僅售28萬。
3. 西南區，靠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兩層樓房2仟多呎，主臥房在樓下，售1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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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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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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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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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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598

惠康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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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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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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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星期二 2016年3月8日 Tuesday, March 8, 2016 星期二 2016年3月8日 Tuesday, March 8, 2016

騰訊娛樂訊 叶葉問 3曳總製片人施建祥受邀參加了奧斯卡頒奬典
禮袁在感嘅美國電影承載"美國夢"的同時袁他表示中國電影是中國文
化輸出尧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袁更是向國際社會昭示大國崛起的重要
體現袁叶葉問 3曳是一部眞正的中國電影袁中國人的電影袁中國人民的
電影遥拍的是一部電影袁
但播的是一種精神遥觀
衆會用電影票來選擇他

們心目中的影帝袁和他
們熱愛的好電影遥
在香港及東南亞多

地打破票房紀録的 叶葉
問 3曳一舉獲得了香港
金像奬 8項提名袁包括
最佳影片尧最佳導演尧最
佳男配尧最佳動作設計
噎噎唯獨沒有最佳男主
角提名袁也就是甄子丹
飾演的葉師傅遥
一部電影能夠獲得

香港金像奬 8項提名袁想來一定是"無敵型影片"遥况且袁最佳影片和
最佳導演兩個提名袁也基本宣吿叶葉問 3曳是無懈可擊的電影之一遥
但袁叶葉問 3曳終究是主講葉問葉師傅的故事啊袁爲什么沒有"葉師傅"
甄子丹的最佳男主角提名钥
曾經的"小李子"和香港製造文武雙全的甄子丹遇到了相同的問

題院在角色塑造和演技雕琢方面走了很多精彩的路袁卻一直與奧斯卡
和金像奬兩個影帝奬無緣遥難道是小李子的演技眞的達不到奧斯卡
影帝的水準钥抑或是甄子丹深入到骨髓的"葉師傅"沒有打動人钥

如果説"小李子"之前 20年袁在奧斯卡拿奬的問題上有取死之道袁
那么香港金像奬一直不認可" 被甄子丹完全生活化演繹的葉師傅"袁
就是一個讓人費解的血淋淋事實遥自電影誕生以來袁評論界無論學院
派還是雜家袁又或媒體袁都在不間斷地探討一個問題院最好的演技究
竟什么樣钥這顯然是個沒有唯一答案的問題袁但"角色深入人心袁演活
一個人"絶對是重要標準遥叶葉問 3曳總製片人施建祥總結道院"事實證
明袁甄子丹已經和葉問師傅融爲一體袁觀衆是否認可是眞演技的標
準遥"
無論是口碑還是票房袁甄子丹演活了葉問遥從另一個層面講袁"葉

師傅"也讓影迷看到了甄子丹的無限可能遥

甄子丹從 8年前就開始鑽硏如何演繹"葉問"一角袁到今天可以
説已經把一代宗師"葉問"演活袁他在各地都被人直呼 IP MAN或"葉
師傅"遥"葉問三部曲"至今袁人們印象里的"葉問"就是甄子丹袁兩人早
已合一遥而甄子丹也深受"葉問"角色影響袁人生態度亦有所改變遥
但就是甄子丹把葉問角色早已深入到自己的骨髓和靈魂中袁更

把葉問系列港片演到讓世界人民都認可袁卻偏偏得不到香港金像奬
評審們的認同袁甚至連提名都沒有袁這樣的結果實在叫人費解遥要知
道袁叶葉問 3曳在本屆金像奬共獲 8項提名渊最佳影片尧最佳導演尧最佳
男配尧最佳攝影尧最佳剪接尧最佳動作設計尧最佳音響效果和最佳視覺
效果冤袁卻唯獨少了完全夠資格的最佳男主角"葉問"甄子丹遥
論武袁叶葉問 3曳中甄子丹飾演的葉問平日沉穩內斂袁一出手則攻

無不克袁空手斷槍尧以一敵十精彩場面層出不窮袁而咏春拳特有的鳳
眼拳尧小念頭尧木人樁尧二字鉗羊馬等動作都演繹得非常到位遥與拳王
泰森一役袁更是打出了東西方對決的經典大場面遥

論文袁叶葉問 3曳着重展現了葉問柔情的一面遥他外戰雖無敵袁在
家卻舉輕若重袁事事以夫人爲主袁與傳統"武林大英雄"形成強烈反
差袁讓觀衆大呼感動遥一武一文袁看似簡單袁卻藴含着極難演繹的"雲
淡風輕"--香港金像奬眞的欠甄子丹一個最佳男主角遥

騰訊

娛 樂 訊

叶愛情麻
辣燙之情

定終身曳
在鎖定 3
月 8 日婦
女節檔期

之後袁再
次提前半

天即將于

3月 7日少女節"趁早上映"袁在衆多麻辣物料之後全新的終極海報與
麻辣劈腿 EPK再次掀起愛情話題遥主創何潤東尧秦昊尧周一圍尧張梓
琳尧張歆藝尧田原尧黃燦燦等高顔値尧高話題度的演員加盟袁讓這部電
影對女性情感話題得到了深度挖掘袁展現新時代女性獨立新鮮的愛
情觀袁未映先熱的話題已經贏得了女性觀衆的靑睞遥

叶愛情麻辣燙之情定終身曳終于曝光了終極版海報袁這部觀衆急
不可待的愛情電影一步步即將揭開其神秘的面紗遥此次袁大膽有趣的
海報將一衆主角設計在了一碗好吃刺激"麻辣燙"碗里袁讓人不自覺

有種被勾起食慾想飽餐一頓大快朶頤的感覺袁新鮮麻辣的"麻辣燙"
視覺大餐袁讓觀衆更想去影院一睹爲快遥終極版海報的發佈袁讓這部
精彩的愛情電影留下浪漫懸念遥
海報中袁衆主角在"麻辣燙"碗里的造型和姿勢也展現了主創們

在劇中複雜的人物關係袁何潤東和黃燦燦的攜手共舞背後張歆藝的
同框袁展示了三人在點電影中不一般的三角關係曰秦昊手拉"女神"張
梓琳的頭紗顯示了在兩人的感情之中落差明顯的地位袁在追逐中贏
得女神的感情更是讓劇情期待滿滿曰而周一圍尧田田原搭檔展示了感
情中的另一種天秤袁周一圍緊握着手機防着背後的田原袁明明是夫妻
的二人中間的芥蒂一覽無餘遥這款終極海報時尙的造型將男主女主
顔値極盡體現袁沉穩帥氣的何潤東尧內斂靠譜的秦漢袁壞男人氣質的
周一圍一衆男主特色各自展現曰而清純可人的黃燦燦袁靈動美艷的張
歆藝袁典雅清新的張梓琳袁嫻熟溫婉的田原妝容各有千秋袁讓人過目
難忘遥海報的精心佈置也讓觀衆有了着實的心動瞬間遥

18年後的"愛情麻辣燙"將有其如何的自身魅力呢钥對此袁演員和
導演給出了對電影本身的答案遥在演員和導演的不同位置的演繹創
作下袁衆主創對這部愛情電影有着不同的解讀遥對於觀衆的期待歡呼
聲袁主創們從故事尧角色的把控和揣摩當中袁結合時下新鮮的愛情觀袁
對這部精彩的電影表達了自己的觀念遥衆主創對這部力作可謂是信
心滿滿袁讓這部即將在 3.8婦女節即將精彩上映的電影有了更高更

好的保證遥
"愛情有大的愛情袁可能還有一個這種局部的這種情感遥"相信愛

情袁是蔡尙君的愛情觀袁當下浮躁的世界中袁維持本眞的愛情感或許
彌足珍貴遥"在一起了袁可能那個愛會消失慢慢遥不在一起袁可能你會
反而得到眞正的愛遥"刁亦楠導演眼中的愛情更如鏡中花袁水中月袁只
有那個當初袁那個遠距離的開始袁才能眞正體味感情的溫度遥張揚導
演心中的愛情卻是別樣的五味陳雜袁如一碗刺激上癮的麻辣燙袁在與
欲罷不能當中耿耿于懷遥劉奮鬥導演相信守恆的愛情袁相信愛情當中
升華出的永恆遥四位對這碗"愛情麻辣燙"有深刻解讀的導演袁勢必帶
給我們別樣的愛情視覺體驗遥

作爲一衆星光熠熠的主創演員袁三位帥哥四位美女對"愛情麻辣
燙"的口味解讀也有着獨到之處遥"淡淡的愛情可以走完一輩子"袁何
潤東給出的解答確實是愛情中的箴言曰愛情開始于不平凡袁溫存于細
水長流袁屬於張梓琳的愛情觀道破了感情中的現實曰"愛很短袁情會
長"張歆藝的箴言更讓人有種溫馨的愛情視覺曰周一圍對複雜飄渺的
愛情難以用一種口味下出完整的定義袁而用"麻辣燙"概括這個存在
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靈劑曰田原對於不堅守一種口味的愛情感覺袁更
加符合了時下年輕人對於愛情的觀念曰秦昊對每一種感情的尊重和
認同恰恰代表了這個社會對種種感情形式狀態的包容曰更看重緣分袁
更看重命運袁黃燦燦的愛情觀體現了愛情中讓人心動的那一面遥

騰訊娛樂訊 在江蘇衛視尧東方衛視熱播兩周來袁由新麗傳媒尧唐
人影視等聯合出品的原創古裝大劇叶女醫明妃傳曳不僅收視一路飆
升成功登頂袁更是迅速成爲社交媒體的熱點話題袁被網友贊爲"良心
之作"遥令人艷羨的戰績讓一向低調有加的導演鄭偉文自嘲"細節控"
之餘袁坦言該劇的收視秘笈袁應該歸功于整個團隊共同堅持的"用心
娛樂"的創作理念袁正是這種滿含誠意的敬業態度成就了這部"良心
劇"遥

"現在觀衆對於電視劇品質的要求越來越高了袁他們眞的是非常
智慧的遥所以袁不論是導演袁還是演員袁在創作時都不能有半點馬虎遥"
鄭偉文表示袁作爲一部古裝大劇袁叶女醫曳對細節近乎苛求遥尤其在道
具尧美術尧服裝尧造型方面袁劇組參考了很多史書袁力求最大程度還原"
程朱理學"盛行的明朝生活之美遥比如袁服裝團隊通過立領尧寬衣大
袖尧緊袖口尧大褶裙裝和金屬領扣等細節袁成功地展現出大明服飾明
朗和華美的特質遥"這樣的苛求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做到的袁還需要團
隊一起努力袁更需要各方的支持理解遥在這一點上袁我是非常感謝唐
人電影的蔡總和李國立導演的袁沒有他們的信任和給予的創作自
由袁我們很難做得到現在這樣的肯定和好口碑遥"
除了這些袁鄭偉文更是對劇中涉及的中醫知識和配方提出了嚴

格的要求遥"我跟編劇老師説袁這部劇如果不僅能傳遞出正能量袁更能
讓觀衆領悟到中醫學的博大精深袁那才能算作是眞正的成功遥"讓鄭

導 高 興 的

是袁編劇張
巍也有着同

樣的想法遥
對於劇中出

現的藥方袁
她不僅找了

多個中醫咨

詢袁垂詢了
民間中醫高

手袁更找到
中醫硏究院的副敎授把方子都改到了明代以前遥劇中所有的醫案也
都出自明以前的叶朱丹溪醫案曳和叶傅靑主醫案曳兩本書袁因爲專家意
見不統一袁在創作過程中還經常發郵件展開辯論遥即便對於劇中的
中醫知識嚴謹的態度已經近乎學術硏究袁但劇組依舊非常謹愼袁所
有的醫理和方子在審片之前再次邀請了中醫專家做專業審核袁當時
沒有提出關於醫理和藥理方面有什么問題遥"

"一部影視作品如果可以傳遞出一些好的知識給到觀衆袁那其實
對於創作者來説袁是比收視率第一更讓人覺得滿足和開心的一個事
情浴"如今叶女醫曳收穫觀衆"良心劇"的肯定袁鄭偉文的聲音里透着滿
滿的幸福感遥

叶女醫曳透過劉詩詩扮演的女主角"譚允賢"的成長袁讓觀衆在她的
身上看到自己奮鬥路上的種種正能量縮影院不畏流言袁迎難而上袁堅
守初心袁方得始終遥
鄭偉文導演表示袁這股正能量其實在整個創作過程中也大大地

感染着劇組上下遥" 好的作品一定是依靠所有人齊心協力才能做到
的遥從這一點來説袁我覺得自己是很幸運的遥"鄭導表示袁不管是第二
次合作的詩詩袁還是第一次合作的霍建華和黃軒袁又或者是其他的
演員袁甚至是劇組的工作人員袁大家都抱有同一個目標袁都表現出非
常專業的職業態度遥"所以袁大家磨合的時間特別短袁很快就進入了狀
態袁每一天的拍攝都很開心遥"
"我一直時刻提醒自己袁每拍一部戲都要認眞地去想袁這一次要如何
才能給觀衆帶去更好的體驗遥"鄭偉文表示袁儘管叶女醫曳屬於原創作
品袁有別于其執導的古裝 IP大劇叶秦時明月曳袁但是對於要求自己不
斷創新的他來説袁兩部作品的創作壓力不分上下遥"叶秦時明月曳因爲
改編自漫畫袁用眞人去呈現漫畫里的人物袁對於技術的要求是非常
高的遥所以在拍攝的時候袁我努力追求和以往的古裝作品不一樣的
效果袁在美術尧畫面尧動效等方面努力創造出一些新意袁力求突出漫
畫原著粉絲的共鳴感遥叶女醫曳的話袁最大的壓力是在于除了正能量袁
我們希望在把故事講好的基礎上袁要努力傳遞出中醫藥學的寶貴知
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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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區女足奧運外圍賽7日在日本大阪展開第4日爭奪，中
國女足憑王珊珊頭球破門，以1：0力克韓國隊取得4戰3勝1平
積10分的佳績。由於在隨後的另外一場比賽中，積5分的朝鮮隊
以1：2敗給澳洲隊，令中澳兩隊攜手提前一輪獲得里約奧運會入
場券。這也是中國時隔8年重返奧運賽場。

本次亞洲區奧外賽共有中國、日本、朝鮮、韓國、澳洲和越

南6支球隊參加，比賽採取單循環方式，積分排名前兩名的球隊
直接晉級里約奧運會。中國隊在此前三場比賽，先後以2：0擊敗
越南、1：1戰和朝鮮及2：1戰勝日本，3戰積7分暫列第2，朝鮮
積5分排名3，韓國積2分排名第四。

當日對韓國隊一役，中國女足迅速進入狀態，並搶得場上優
勢。第43分鐘，王霜突破後傳中，王珊珊包抄頭球攻門得分，
1：0。最終中國隊憑這個全場唯一的入球力克對手。

賽後中國姑娘們在主教練布魯諾帶領下走向觀眾席前謝幕，
入球功臣王珊珊賽後被全隊圍成一圈大跳騎馬舞，而老將馬曉旭
則情緒激動至潸然淚下。

“網球教練教給我正確的贏球方式。韓國隊今天不是觀眾，
但我們更好。”在賽後新聞發佈會上，中國隊主帥布魯諾輕鬆地
說：“我有一個朋友，他是網球教練，他傳授給我如何去打一場
好的比賽，當然，他也告訴我如何去打一場糟糕的比賽，哈
哈！”

而韓國主帥尹德如也輸得心服口服：“真心恭喜中國隊！她
們配得上這場比賽的勝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場地單車世界錦標賽當地時間6
日在英國倫敦閉幕。香港代表隊在最
後一日的比賽中，未有獎牌入帳。李
慧詩在爭先賽名列第7， 刁小娟獲女
子全能第19名，張敬樂和梁峻榮組合
在男子麥迪遜賽位居第14。賽後，總
教練沈金康認為包括李慧詩整體能力
仍有待改善，仍有進步空間。

“李慧詩獲得的500米計時賽為

非奧運會項目。”沈金康分析稱，評
估李慧詩500米計時賽和200米爭先
賽資格賽成績，李慧詩目前在這兩個
項目的能力處於世界中上游，如李慧
詩500米計時賽的亞軍成績為33秒
736，與俄羅斯VOINOVA Anastasiia
的32秒959，相差0.777秒，雖然從
時間看不到1秒鐘，但時速卻相差
1.258公里。因此，李慧詩的整體能

力仍有待改善，仍有進步空間。
梁峻榮在公路和場地奧運資格系

列賽中表現出色，去年泰國亞錦賽獲
得亞軍。今次場地全能賽，名列第
12。相信通過努力追求，他一定會有
更豐富的收穫。

港隊返港後將分別前往昆明、廣
州等地，為里約奧運會進行最後備
戰。 ■記者 陳曉莉

中國選手中國選手

鍾天使當地時鍾天使當地時

間間33日創造了中國日創造了中國

單車運動的歷史單車運動的歷史。。她在英國倫敦舉行的她在英國倫敦舉行的

場地單車世界錦標賽最後一天的比賽中場地單車世界錦標賽最後一天的比賽中，，

擊敗隊友林俊紅贏得女子個人爭先賽擊敗隊友林俊紅贏得女子個人爭先賽

冠軍冠軍，，成為歷史上首位贏得單車成為歷史上首位贏得單車

個人項目世錦賽冠軍的中個人項目世錦賽冠軍的中

國隊選手國隊選手。。

中國女足克韓國 提前一輪晉里奧

沈金康：李慧詩整體能力待改善

舉辦過倫敦奧運會的單車場當天幾乎座無虛席，
身穿同樣隊服的鍾天使和林俊紅在熱愛單車運

動的英國觀眾的吶喊聲中，上演了一場精彩的決戰，
結果兩局比賽中，鍾天使全部獲勝，摘得金牌。林俊
紅首局落後0.02秒，第二局落後0.656秒，為中國隊
添上一塊銀牌。

鍾天使和林俊紅從教練手中接過一面國旗，兩人
高舉五星紅旗，騎車繞場一周慶祝勝利，現場氣氛熱
烈。

中國隊去年曾贏得女子團體競速賽的世錦賽金
牌，而奪冠者就是鍾天使和老將宮金傑，但在個人項
目上奪冠，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也是鍾天使在本
屆比賽中獲得的第二枚獎牌。首日比賽中，她與宮金
傑在女子團體競速賽決賽中擊敗德國隊奪冠，但賽後
因為被判犯規，只能屈居亞軍。

目標瞄準里約奧運金牌
25歲的鍾天使告訴記者：“我渴望這個冠軍很久

了，去年我就有能力奪冠，但輸給了自己。為了這個
冠軍，準備了整整一年，終於實現了自己的目標。”

去年在巴黎舉行的世錦賽準決賽中，鍾天使不敵
德國選手沃格爾，獲得銅牌，沃格爾加冕冠軍。今年
兩人在準決賽中再次相遇，鍾天使第一局以極其微弱
的優勢獲勝，第二局再次戰勝對手。

她說：“其實去年我的狀態比今年還要好，只能
說當時輸給了自己。”

距離里約奧運會還有5個月，鍾天使已經把目光
瞄準了奧運金牌。她說：“目標需要一個個去完成，

以前是世界錦標賽，現在的目標是奧運會。但我不會
去想結果，只是把過程完成好，我會竭盡全力朝冠軍
去衝擊，只要努力就可以。”

林俊紅落後0.656秒摘銀
林俊紅獲得的銀牌同樣可貴，正是她在準決賽中

擊敗了兩塊奧運金牌得主、澳洲選手米爾斯，才讓中
國隊提前將這塊金牌收入囊中。

對於里約奧運會上的對手，鍾天使說：“對手有
很多，隊友林俊紅當然是一個。另外準決賽中的對手
沃格爾、米爾斯以及英國選手的實力也都非常強。”

奧運會之前拿到世界冠軍，對於鍾天使的奧運會
備戰是個巨大的信心提升。她笑道：“其實我從去年
開始就很自信了，這個冠軍肯定讓我更加自信。”

■新華社

■前奧運及世界冠軍張怡寧，7日午與香港乒乓球代表隊從馬來
西亞返港。現長期居住香港的張怡寧（中）獲女兒罕有現身到
機場接機。港女隊一姐李皓晴對自己在世乒賽中表現未感滿
意，更對下月在灣仔伊館舉行的奧運亞洲區資格賽表示擔心，
認為伊館不是福地，主場作戰壓力更大。 潘志南 攝

■■王珊珊王珊珊（（紅衫紅衫））在比在比
賽中傳球賽中傳球。。 新華社新華社

■■布魯諾布魯諾（（中中））帶領球員帶領球員
向觀眾致謝向觀眾致謝。。 新華社新華社

■■鍾天使鍾天使（（左左））與林與林
俊紅獲勝後揮動國旗俊紅獲勝後揮動國旗
繞場慶祝繞場慶祝。。 法新社法新社

■鐘天使（左）、林俊紅（右）與法國籍教練伯努
瓦·韋合影。 新華社

NBA全聯盟戰績次差的洛杉
磯湖人，7日在主場以112:95，17
分之差擊敗正在追逐單季最多勝紀

錄的金州勇士；有湖人年輕球員將
功勞歸給即將退休的高比拜仁，高
比則開玩笑地說，這是襪子的功
勞。

高比此役投14只中4命中率不
高，第4節還在板凳上休息，但湖
人新秀羅素卻認為：“高比讓我們
保持警惕，整場比賽他都在場邊指
導我們，告訴我們要快速推進，不
要遲疑，而這收到了效果。”

對此高比開玩笑地說，應該是
因為襪子的關係。今仗湖人穿着有
高比背號的襪子出賽，是3款高比
主題襪之一。高比說：“這個如
何？襪子力量。一定是因為襪子，
我認為這很酷。”然而襪子神力也
無法幫助高比減輕身體的疼痛，他
第4節沒有出賽，就是因為肩膀又
隱隱作痛只能在場邊休息觀戰。

“浪花兄弟”表現失色
反觀勇士的“浪花兄弟”表現

就黯然失色，史提芬居里30次起
手僅有7中，包括1記3分球，結
束其5場連續得分逾30分的紀錄，
而基利湯遜28投7中，8次試射3
分卻均告射失，為球隊錄下今季第
6場敗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湖人突回“勇”
高比歸功隻襪？

■高比拜仁(中)上籃。 法新社

■湖人球員穿着有高比背號的襪子
出賽。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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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安琪日前在咖啡廳慘遭火吻
，至今仍躺在ICU重症病房治療，6
日有網友爆料當晚陪在唐安琪身旁
，身穿黑衣的女性友人，當下不但
沒救她，反倒冷眼旁觀，事發後更
搞神隱，該女伴立即遭肉搜，被懷

疑 是 名 叫 做
「岡本白賢」

的女性，且是
位女同性戀，
與唐安琪關係
匪淺。

根據爆料者指出，岡本白賢從
2014 年開始就與唐安琪互相關注，
當唐安琪出事後，她立刻刪除微博
有關唐安琪的所有貼文，更將帳號
註銷，動機起人疑竇，加上岡本白
賢的微博頭像，與當日陪伴在唐安

琪身邊的黑衣友人容貌相似，被質
疑就是黑衣女真實身分，對此唐安
琪經紀公司表示： 「黑衣女的確是
唐安琪朋友，不過她並非像外界傳
言神隱，這幾天都在接受警察筆錄
，還來醫院陪同一晚。」至於當事
人是否為 「岡本白賢」？公司表示
不知情，一切都交給警方調查。

另外，唐安琪目前因嚴重燒傷
，暫時無法開口言語，警方也無法
提取證詞，而為防止傷口繼續感染
，已禁止親友們探視。

唐安琪遭火吻
見死不救女伴曝光？

吳克群有拜有保庇？
夜摟賭王千金已復合？

屬羊的吳克群，去年
疑因犯太歲，看似諸事不
順，於是今年初他特地前
往台北松山慈祐宮拜拜祈
福改運，沒想到馬上傳出
1月31日凌晨他夜摟賭王
千金前女友何超蓮回家共
度9小時，兩人疑似又復
合，果真有拜有保庇。

其實吳克群去年 9月
與何超蓮分手後，今年 1
月7日接受 「聯合報」專
訪時，就曾表示兩人依舊
維持友好關係，當時他說
： 「曾有報導說我劈腿、
甚至金錢糾葛等；我都覺

得沒什麼好說，深怕說多
破壞感情，不如私下溝通
，我跟她有什麼事，彼此
也會聊，大家
還是好朋友，
不只是我，她
也是，畢竟 4
年不容易，分
手也是討論很
久的決定。」
一段話界定關
係。

儘管何超
連近半年來陸
續傳出與香港
富豪之後霍啟

山及大陸富二
代劉根森關係
匪淺，但她從
未親口認了對
方，有一說是

她心中仍放不下吳克群。
對於夜摟前女友回家，吳

克群剛透過華納音樂回應
： 「女生當天來台北與友
人聚會，因為多喝了兩杯
，才會打給克群，因為她
需要有人保護她的安全，
克群才會去接她，兩人也
沒有復合。」

小 S 自卸下節目主持棒後優閒享
受家庭生活，她在微博分享要去接許
老三下課，她依約下午一點半到學校
，沒想到女兒不領情，反而嫌她 「幹
嘛這麼早來啊，我還不想回去耶」小
S 沒生氣，反倒樂得偷閒去喝咖啡，
母女互動讓網友直呼真是太可愛。

許老三不想回家
小S趁機放風

與阿中臉書宣布離婚後，7日晚11點半
首度在臉書發文，分享著自己踩著夕陽跑
步去，她寫出一路的心路歷程，更在文末
寫著： 「回家的路上，我心中滿滿地都是
感激，這一路，家人、Hebe、Ella、朋友及
阿中，在我人生遇到不同的風景時，從沒
讓我獨自面對，我是個很有福氣的人，穿
著我的戰袍，我會一直跑下去。」

自從宣布離婚後，Selina 與阿中保持
「沈默是金」，直到7日晚上11點半，Se-

lina才分享著單身後的自己去跑步，好久沒
一個人跑，踏出第一步就覺得又喘又累，
渾身笨重，在心中不停自我激勵 「跑一步
是一步，也許身暖了，就不會累了」，字
裡行間是描述獨自跑步的過程，也似是隱
喻離婚後，將獨自展開自己的路。

從一公里到兩公里，Selina踏出的每一
步都是充滿勇氣邁出的步伐，就算身體累
了，心裡也不想停，她寫： 「衝上第一座
橋時，感覺一陣熱氣順勢從我胸口往外衝
出來，呼啊～那秒鐘，我感覺身體的壓力
與情緒，全部都一起釋放，就像一直堵在

肚子的氣突然被大嗝打出來一樣暢快（笑
），世界彷彿都明亮了起來。」

出去跑了一圈，Selina渾身充滿了正面
力量，也開始欣賞沿途的風景，雖然越跑
越慢，心情卻也越來越輕鬆，也抱著感激
的心情，感謝一路相伴的家人及友人，當
然，阿中也是其中之一。

藝人Selina日前宣布與張承中離婚，今
天她在臉書貼出慢跑的照片並表示， 「心
中滿滿地都是感激，這一路家人、Hebe、
Ella、朋友、阿中，在我人生遇到不同的風
景時，從沒讓我獨自面對。」

Selina公布離婚消息後，沉寂了幾日，
今天在臉書發文，感謝朋友、阿中一路的
陪伴。

Selina貼出慢跑的照片，她說， 「今天
決定踩著夕陽跑步去，好久沒跑了，從踏
出第一步開始就覺
得好喘好累，感覺
身體、腳步都笨重
到不行，我一直告
訴自己，跑一步是

一步，也許身暖了就不會累了，再
激勵自己妳的能耐就是這樣嗎？」
。

她描述慢跑的過程， 「衝上第
一座橋時，我感覺一陣熱氣，順勢
從我胸口往外衝出來，那秒鐘我感
覺我身體的壓力與情緒全部都一起
釋放，就像一直堵在肚子的氣突然
被大嗝打出來一樣暢快，世界彷彿
都明亮了起來。」

Selina似乎也藉由慢跑來描述離婚後的
心境， 「雖然跑速越來越慢，汗水越來越
多，心卻越來越輕鬆」，她更感謝 「這一
路家人、Hebe、Ella、朋友、阿中，在我人
生遇到不同的風景時，從沒讓我獨自面對
，我是個很有福氣的人，穿著我的戰袍，
我會一直跑下去。」

Selina離婚後宣言：
勇敢邁出第一步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6年3月8日（星期二）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不滿中國製作團隊基礎素質低不滿中國製作團隊基礎素質低

馮小剛馮小剛
建校培訓建校培訓

擬夥擬夥成龍張國立張國立

馮小剛表示，目前中國電影形勢非
常好，去年中國的電影票房是

440億元人民幣，2017年有望超過美
國本土票房。內地電影工業體系還非
常薄弱，與好萊塢的工業製作水平還
有很大的差距。這種差距不僅是技術
手段上的，還是從業人員專業素質上
的差距。

“舉例來講，在我們的攝製組，
幾乎所有的化妝、服裝、道具、製
景、照明都是農民工，不具備基本的
專業技能，比如做照明的經常是一個
村裡的，什麼都沒見過，到攝製組來
‘掃盲’。”馮小剛坦言，自己在攝
製組有時候會“破口大罵”，因為經
常會出現一些常識性的問題，拍的電

影是風花雪月，但是做道具的根本沒
見過也不懂什麼是風花雪月，讓他們
做一個陳設佈景，他們根本沒見過，
這極大地影響了中國電影行業的發
展。

馮小剛表示，中國每年有700至
800個電影攝製組，電視劇約有3,000
多個劇組。平均每個攝製組有100人，
那就需要400,000人工作。除了導演、
演員、編劇、攝影等專業人才，其餘
90%都是未受過培訓的農民工。

聘好萊塢專才任教
基於此，明年，馮小剛所說的影

視技工學校將正式成立。他說，每年
即使輸出1萬名受過訓練的影視基礎工
作人員，連續十幾年也能對電影隊伍
整體素質的提高有所幫助。“我們會
參考‘藍翔技校’的模式，學習時間
不會很長，1年最多2年的時間內，教
給他們基本的影視知識，然後再輸出
到攝製組。”馮小剛說，目前最大的
難題在於化妝、服裝、道具、照明、
製景的師資短缺，“中國做得最好的
也達不到授課水平”，因此，他們將
大力投入，從好萊塢請大批的老師
來，為提升中國電影的基礎工作人員
素質盡一分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
燁兩會報道）全國政協委員、
著名導演陳凱歌在回應香港文

匯報記者“如何用電影講好中國故事”時，停頓
幾秒後反問記者稱：“你先告訴我什麼是中國故
事？”記者學習其反問風格再次問到道，“那您
覺得什麼是中國故事？”陳凱歌則笑着說：“我
想聽聽你說。”記者只好進一步引導，“中國故
事我覺得應該是又好看又能傳播傳統文化的故
事。您覺得呢？”沒想到陳凱歌導演狡黠地笑
着，露出孩子般得意笑容稱：“謝謝你的答
案。”

這一招不僅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更是成功化
解了自己被記者圍堵的困狀，順利回到坐席。據
悉，6日陳凱歌在人民大會堂遭圍坐時，也曾反
問回答過記者，在是否會用涉黃涉毒演員的問題
上，他則反問：“你覺得我會用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兩會報
道）全國政協委員、青年歌唱家陳思思在
兩會期間表示，廣場文化是基層公共文化
體系的重要部分。她建議，在基層公共文
化服務體系建設中，把廣場文化建設作為
重點，規劃封閉、半封閉廣場，建設規模
適度的廣場舞台，配置資源，培養人才，
根據群眾需求開展活動，引導群眾學起
來、唱起來、跳起來。

陳思思認為，廣場文化的大眾化有效
性，以及基層公共文化服務的樞紐作用。
她指出，作為軍旅歌唱家，她走訪了許多
基層文化場所，發現最能發揮公共文化服
務效能的是廣場文化活動。

她建議，廣場文化應作為公共文化服
務體系建設的重點，建立常態化財政投入
保障機制，並根據群眾意願加強廣場文化
內容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朱燁 兩會報道）全國政協委

員、著名導演馮小剛6日在政協小組討論會上表示，中國影視製

作人才匱乏。他將與成龍和張國立一起，成立影視技工學校，辦

成影視行業的“藍翔技校”，專門培養化妝、服裝、道具、製

景、照明等中國電影最需要的基礎工作人員。今年摸底，明年籌

備建設，幫助年輕人就業的同時，提升中國影視製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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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歌
唱家陳思
思接受媒
體採訪。
張聰 攝■■陳凱歌被問到如何用電影講陳凱歌被問到如何用電影講

好中國故事好中國故事。。 朱燁朱燁攝攝

■張國立亦有意成立影視技工學校。資料圖片■成龍與馮小剛對推動內地電影發展一直不遺
餘力。 資料圖片

■馮小剛直言內
地電影工業體系
還是非常薄弱。

江鑫嫻攝

■馮小剛自言在攝製組有時候會“破
口大罵”。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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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
資深藝人盧大偉（David）日前因病
離逝，6日晚無綫特別製作節目《別
了，Gag 王盧大偉》來懷念他，
David生前多位好友包括陳百祥、戚
美珍、王祖藍、丁羽、胡楓、林建
明、吳雨、黃淑儀、陳友與薰妮等
20人一起話當年，回憶過往與David
相處的好時光。盧大偉太太也有亮
相節目，感激無綫在短時間內籌備
節目，並表示會延續David生前的樂
觀精神。

盧太一身素服見傳媒，對於有
大批好友藝人亮相很感恩，她說：
“很多圈中人都很照顧David，他視
TVB是娘家，香港人知道有個人叫
盧David，都是TVB給他，相信工
作人員都辛苦，多謝TVB，其實
TVB很照顧他，過去談合作，不論
時間、交通都好遷就他。”盧太很
感謝演藝人協會和無綫的幫忙，令

她輕鬆不少。盧太說：“去到他最
後階段，只有我們二人，我和他聊
了很多，有段時間我說不要丟下
我，要走就一齊走，但我知道他要
我做好多事，要延續他的精神，傳
達愛和正能量，這是令我堅強下去
的動力。”

王祖藍表示近年與David因宗教
信仰相同而熟絡，他與太太李亞
男、David及盧太會一起去傳道。面
對盧大偉的爛Gag，祖藍坦言自愧不
如，他舉例道：“他不會 Say
Hello，第一句就用爛Gag開頭，記
得有次錄《獎門人》，他說錢嘉樂
是做舞小姐，因為他有錢又有快
樂，他每次見完一個人都會盡力向
對方搞一個爛Gag。”

盧大偉是前輩又像𡃁 仔
戚美珍（三嫂）表示與盧大偉

相識多年，當年她還在藝員訓練班

時，已被安排到《歡樂今宵》中實
習，她說：“David是前輩又像𡃁
仔，喜歡和年青人玩，當時經常用
爛Gag試我，因為我反應慢常常被
笑，但都訓練到我。”三嫂透露盧
大偉患病期間仍樂觀面對，說道：
“他患病都好積極，我每次探他都
講笑要他講3個爛Gag出來，他會好
認真去想，然後寫在簿裡下次見面
說給我聽。”另盧大偉喪禮定於本
月27日於大圍寶福紀念館設靈，下
午4時至6時半為公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
儀）陳慧嫻一連四場於紅館舉
行的《PRISCILLA-ISM》演
唱會，6日晚第三場請來譚詠
麟（校長）擔任特別嘉賓，以
黑超襯皮褲襯紅色格仔褸的校
長，在中央升降台出場，甫出
現慧嫻即露出吃驚樣子問：
“點解嘅？”，之後兩人合唱
經典歌《愛情陷阱》。

唱完歌後他又對慧嫻笑
說：“你成日都遇到呢啲陷
阱，唔好再遇到，唔係就傻女
變傻婆！”慧嫻就扮嬲，之後
也有多謝校長做完廣州演唱會
回港擔嘉賓，令她很感動，並
大讚校長靚仔，哄得校長十分
開心，又叫她不要讚太多。之
後校長再獨唱多一首《酒紅色
的心》。

面對盧大偉爛面對盧大偉爛GagGag祖藍直言自愧不如祖藍直言自愧不如 校長笑慧嫻別再遇上“愛情陷阱”

周秀娜周秀娜 鄭伊健鄭伊健

■陳慧嫻與譚詠麟合唱經
典歌《愛情陷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
靜儀）鄭伊健、周秀娜
（Chrissie）、何浩文及文凱
玲 7 日晚到旺角出席電影

《iGirl．夢情人》首映禮。
伊健表示太太蒙嘉慧沒有到
場看首映，問到是否因有親
密情節？他否認說：“我跟
Chrissie又不是第一次合作，
戲里面親熱戲說多不多，有
一場是講演機械人的Chrissie
無電，要抬住她硬繃繃的機
械人，身體有少少接觸，後

來Chrissie講起才知原來動作
好尷尬。”

近日傳出跟超級富二代
拍拖的Chrissie ，被問到傳
聞時，她即否認有拍拖：
“沒有拍拖，只有跟伊健在
戲中拍拖，我沒有富二代朋
友，現在單身，身邊亦沒有
富二代追求。”

娜姐稱沒富二代朋友

■王祖藍希望盧太節哀順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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