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88廣 告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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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地王全新裝潢公寓，位於敦煌，陽光和王朝廣場旁，幾分
鐘可走路去中國城各個超市，銀行及餐廳！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2-8100

百
樂
公
寓

CC11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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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

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電話：：((228181)) 980980--13601360
((832832)) 878878--38793879

傳真傳真：：((281281)) 989800--13621362

十年老店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77477

騰飛在全媒體時代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 151515...333 頻道頻道頻道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 免費高清頻道免費高清頻道
●● 免費數位頻道免費數位頻道

●● 免費中免費中、、英文頻道英文頻道

美南國際電視網

STV



CC22 CC77體育圖片 綜合影視
星期五 2016年4月8日 Friday, April. 8, 2016 星期五 2016年4月8日 Friday, April. 8, 2016

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5050(全天供應)

干逼軟殼蟹
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
西汁蝦球
羊腩煲

特 別 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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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Kirkwood

中美
Bissonnet

W
ilcrest

Boone 8

BeechnutN

Leawood

281-498-1280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超 值 套 餐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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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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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菜色經典菜色 新增菜色新增菜色
椒鹽小河蝦 $3.99
沸騰魚 $10.99 活魚豆腐湯

香辣鱸魚
沸騰魚

鹹蛋黃焗南瓜
拔絲香蕉大棗

麻辣乾鍋

小雞燉磨菇
東北鍋包肉
火爆腰花
溜肥腸
羊雜湯

尖椒乾豆腐

特 價特 價

油炸糕、驢打滾，小籠湯包，
韭菜餡餅，手抓餅，芝麻大餅，
羊肉燒賣，各式手工面條

傳統面點傳統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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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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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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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可以登錄可以登錄：：1818song.comsong.com

太平洋抽油煙機

10800 Bellaire Blvd Suite C
Houston,TX.77036

Bellaire and Wilcrest

AC3100 3300, 自動清洗系列抽油煙機

˙自動清洗 ﹐掃除拆洗煩惱:
最先進的技術﹐只需一按AUTO CLEAN就會自動清洗扇
葉油污﹐操作簡單方便﹐清除油污,掃除您清洗油污的煩惱﹒

˙最超強的吸力﹐最低的噪音 :
專利設計Ｓ型排風系統﹐形成強勁離心吸力﹐全新流線
內部結構﹐使其吸力稱霸﹐噪音最低﹒

˙最先進的外型設計﹐覆蓋美式四個爐頭:
全新流線外型﹐採用西歐無接口收邊技術﹐完美造型﹐
雙吸風口﹐覆蓋四個爐頭﹐使您的廚房充滿高貴現代氣息﹒

訂購電話﹕281-530-1511

最新最新最新

優質售後服務﹐專業的安裝師傅﹐
馬達永久保證﹐零件十年保證

隔板過濾抽油煙機

PR 1230
STAINLESS STEEL

大酬賓特價特價特價
299.00

((台灣製造精品台灣製造精品))

首創蒸氣除油 | 融解油汙 免拆洗
太平洋首創「全自動蒸氣洗」抽油煙機，獨家「130 C超高溫蒸氣洗」，以超高
溫蒸氣環繞去汙，再輔以熱水沖刷潔淨，全方位迅速除油，徹底殺菌，除臭，
自動清洗毫無死角，更配備全新「吸力霸靜音馬達」，給您超強吸力與極靜
音。挑選油煙機，就該選擇解決您所有煩惱的太平洋「蒸好洗」抽油煙機!

有名牌禮品贈送!!

。

20132013

☆精通保險理賠法，AAA, 州農場保險指定修護廠
☆USAA, FARMERS, ALLSTATE, TEXAS

FARMERS BUREAU,G.M.A.C. 等等
OPEN SHOP PROGRAM

☆鈑金修護，爭取減或免自付款，保證復原如新
☆最新電腦控制，下吸式，氣熱，無塵烤漆房
（原廠標準，且有終身保證計劃）

☆修護期間，備有免費（收費）租車
☆全車開入式拉大樑機（三臺）

高價收買
三年內
車禍車

˙噴射式引擎，電腦控制系統專家
˙精修電系，噴射式供油系統
˙四輪（電腦鐳射）定位
˙原廠標準保養，冷暖氣
˙引擎修護，剎車，底盤，變速箱等等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Bellaire Auto Services & Collision
地址：76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Bellaire & SW Freeway）萬 利 車 行

誠信可靠……高能技師……技術一流……工作保證……價格合理……服務親切……嶄新設備

一 條 龍 維 修 服 務 中 心

．．完整檢測汽車中心
．．引擎調整
．．原廠配件
．．剎車、防凍液、傳動系統
．．方向盤及僻震器

．．皮帶、水喉
．．電池、開動器及整流器
．．防止損壞定期檢驗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價位保證滿意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AM-6:00PM

電話：713-484-7777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請攜帶保險卡）

○誠徵有經驗的修車技師

鈑金部
免費估價

STERLING MCCALL LEXUS
10025 SOUTHWEST FREEWAY,HOUSTON TX 77074

(59號南﹐八號公路前)

TEL: 713-995-2600 1-800-256-6225
E-MAIL: mma@smlexus.com

原裝日本進口
最佳售後服務

凌志全線車系 現貨供應或預定

☆☆☆另有大量優質二手車選擇☆☆☆
新車可享有兩年免費換機油及油隔服務

MARTIN MA

馬 田 澤
請電話預約﹕

713-995-2667( 直 線 )

713-501-6888( 手 機 )

通國﹑粵﹑英語

Stanley Cheung
張 華

832-766-9888 （通國語、粵話）
10595 West Sam Houston Parkway S.

Houston, TX 77099
(US 59 South @ Beltway 8)GillmanHondaHouston.com

自1938年就開始服務華人社區

2016 Honda Accord LX

TOYOTATOYOTA
Sterling McCall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
不惜一切代價
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衆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舊車換新車
$3000 政府補貼計畫已開始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2016 RAV4,
Corolla,
Camry,
Tundra

Bella 張
(281)223-2919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意甲意甲]]尤文尤文11--00恩波利恩波利

意甲第意甲第3131輪開始輪開始11場較量場較量，，
尤文圖斯主場尤文圖斯主場11比比00小勝恩波小勝恩波
利利，，近近2121輪輪2020勝勝11平平。。莫拉莫拉
塔遠射中柱塔遠射中柱，，博格巴助攻博格巴助攻，，曼曼
朱基奇頂進朱基奇頂進20162016年首球年首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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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AANCAA總決賽總決賽，，維拉諾維拉諾
瓦瓦 7777--7474 北卡北卡，，詹金斯壓詹金斯壓
哨絕殺哨絕殺。。

總獎金額為總獎金額為77，，037037，，595595美元的美元的ATPATP10001000大師系列賽大師系列賽
邁阿密賽展開了男單決賽的爭奪邁阿密賽展開了男單決賽的爭奪，，五屆賽會冠軍五屆賽會冠軍、、世界第世界第
壹德約科維奇迎戰六號種子壹德約科維奇迎戰六號種子、、亞洲壹哥錦織圭亞洲壹哥錦織圭。。結果僅用結果僅用
時時11小時小時2727分鐘分鐘，，他就以他就以66--33//66--33完勝對手拿下個人第完勝對手拿下個人第6363
冠冠，，第四次達成印第安維爾斯和邁阿密背靠背連勝第四次達成印第安維爾斯和邁阿密背靠背連勝，，同時同時
以以2828冠成為史上奪得大師賽冠軍最多的球員冠成為史上奪得大師賽冠軍最多的球員。。

邁阿密賽小德奪冠邁阿密賽小德奪冠

斯蒂文·斯皮爾伯格的影片《吹夢巨人》日前公布了新的預告片。在預告中，蘇菲在黎明即將到來之
際被巨人抓走，並被帶到了巨人世界。巨人世界與人們想象的並不一樣，這裏充滿了各種魔法，也充滿了
各種危險。小女孩蘇菲的奇異冒險，就此展開。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支預告裏，巨人以真面目、正面示
衆。和那些面貌猙獰的巨人不同，這一個巨人是一個面貌滑稽的小老頭。

而當蘇菲問巨人，為什麽從那麽多孩子中獨獨挑選了自己的時候，巨人回答說，因為她擁有一個孤獨
的靈魂。而影片新曝光的劇照，也展示了巨人的面貌和巨人世界的模樣。迪士尼將投資，參與制作並且發
行這部影片。而這也是斯皮爾伯格在迪士尼旗下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將在片中扮演巨人的馬克·裏朗斯是
如今頗負盛名的莎士比亞戲劇大師，他在熒幕與舞台上都留下了令人歎為觀止的莎士比亞戲劇作品。裏朗
斯曾三捧托尼獎，並兩度奪得奧利弗獎。影片《吹夢巨人》根據英國兒童文學作家羅爾德·達爾的同名小
說改編。《吹夢巨人》是這位英國童話巨匠的代表作之一，故事講述了一位喜歡收集美夢的“好心眼兒的
巨人”與小女孩蘇菲為了阻止其他巨人吃人而展開的冒險旅程。羅爾德·達爾的其他作品包括《查理與巧
克力工廠》、《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瑪蒂爾達》等都被曆代影人搬上過銀幕。

斯皮爾伯格此前曾經參與過多部迪士尼影片的制作工作，但從未執導過迪士尼出品的電影，他在聲明
中亦表示“非常開心能夠從《吹夢巨人》開始執導迪士尼電影”。曾與斯皮爾伯格合作過《外星人E.T.》
的梅麗莎·馬西森操刀編劇。影片已經定檔2016年7月1日，該年也是原作者羅爾德·達爾誕辰一百周年。

斯皮爾伯格《吹夢巨人》

巨人世界露真容
迪士尼出品的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年度力作《吹夢巨人》日前發布全長預告片，近2分半的時長中馬克·裏

朗斯飾演的善良巨人BFG首次展現真容，而劇情線也清晰呈現。
預告承接先前發布的先導預告片，開頭小女孩蘇菲遇見BFG時十分驚恐，巨人將蘇菲趁夜帶走，通過遮

擋路燈藏身來免被路人發現。巨人一路飛馳，穿過郊外來到神秘的巨人城。蘇菲逐漸發覺巨人的善良本性，
同時被巨人城的美景深深吸引。在這裏發光的植物隨處可見。蘇菲與BFG逐漸成為好友，但當巨人告知蘇菲
可怕的食人族巨人打算入侵人類世界後，危險與考驗正在等待著這位被選中的小女孩。

美國隊長3全新概念圖
獵鷹、戰爭機器激烈對戰

漫威电影《美国队长3：英雄内战》再曝

全新概念设计图，呈现了更多两方阵营大战的

场景。猎鹰与战争机器的对战十分激烈，两人

在空中相纠缠，僵持不下。另外蚁人骑着昆虫

飞行的场面也曝光。

《美国队长 3》的故事，并没有承接

《美国队长2》，而是接着《复仇者联盟2》

的故事接着讲述。在奥创对这个世界造成了

巨大的影响之后，政府觉得是有必要控制一

下这些超级英雄的超自然能力和他们的行动

了，便要求超级英雄注册他们的身份。但这

个法案在复联中引起极大争议，钢铁侠拥护

并支持官方监管，不过美国队长在经历种种

阴谋后认为这侵犯了公民自由，更何况他的

好基友冬兵也被卷入其中，队长更要维护冬

兵。因此钢铁侠与美队就此开撕，复联内部

也分裂为两派。

据悉《美队3》将在下周举行的MTV电影

大奖上发布最新片段，上映时间定在了2016年

的5月6日。

綜合報導 對于馬丁· 斯科塞斯

的影迷來說，今年最值得期待的影

片就是《沈默》了。作爲一部經過

二十余年的籌備，加上多災多難的

拍攝過程的影片，《沈默》的確值

得關注。近日，有媒體報道稱，這

一部影片將會在今年的11月在全美

上映。毫無疑問，這是一個絕佳的

頒獎季的上映時間。而影片走進頒

獎季，也是毫無懸念的。之前有消

息稱，該片會在今年的戛納電影節

上首映。但是距離戛納開幕只有6

周時間了，尚無關于該片首映確切

的消息。

《沈默》在台灣拍攝，拍攝周

期爲14周，在2015年的5月殺青。

《沈默》的故事，發生在17世紀中

葉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日本，西方宗

教活動被嚴令禁止，基督教徒常常

受到殘酷迫害。葡萄牙傳教士葛爾

貝和羅德裏格斯偷渡來到九州肥前

地區，信仰基督教的村民們大爲歡

欣，爲他們提供了藏身之處，兩人

在官差的嚴密搜捕下進行秘密傳教

。之後，向導吉次郎將羅德裏格出

賣給了官府。在牢中，羅德裏格斯

看到一對遭到拷問的武士夫婦教徒

，妻子爲了救丈夫的命選擇了退教

。而被捕的葛爾貝一直不願退教，

他追隨被處以水刑的教徒自殺身亡

。只是好景不長，羅德裏格斯的恩

師、二十年前來日本傳教失蹤的費

雷拉突然出現，身著武士服的他已

經失去了信仰，還逼迫羅德裏格退

教。羅德裏格斯必須在爲了拯救衆

教徒而退教和忠于信仰殉教之間做

出選擇。

早在90年代，馬丁· 斯科塞斯

就和Cecchi Gori制片公司簽訂了一

紙合約，爲其拍攝一部改編自日本

作家遠藤周作同名小說的新片《沈

默》，但因種種原因，該項目被長

久擱置。其間，馬丁因拖延項目吃

了兩次官司，雙方對合同進行過五

次修改。影而作爲發行方，派拉蒙

公司和馬丁合作甚密。馬丁之前的

三部電影：《禁閉島》、《雨果》

和《華爾街之狼》都是由派拉蒙發

行的。在此之前，渡邊謙和丹尼

爾· 戴-劉易斯都退出了劇組。最終

出演本片的演員爲淺野忠信、安德

魯· 加菲爾德、尾形一成和亞當· 德

利弗等人。影片劇本將由馬丁和老

搭檔傑伊· 考克斯（《純真年代》

、《紐約黑幫》）操刀。而影片在

台灣拍攝期間，遭遇到了台灣的地

震，一死二傷。隨後韓裔日本男星

隆大介醉酒打人最終被捕。這些事

情都耽誤的影片的拍攝。

馬丁·斯科塞斯《沈默》
定檔11月目標頒獎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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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二﹑四﹑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六天營業

真能省真能省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傢俱公司傢俱公司

二件式 全套單人床
七件式 客廳組＊
五件式 木面鐵腳餐桌組
五件式 實木餐桌組
三件式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三件式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29
$289
$259
$19
$159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床墊廉售高達71%off

＊含沙發﹑雙人座﹑咖啡桌﹑茶几（2）﹑檯燈（2）

地址﹕12677 Hiram Clarke, Houston距休士頓中國教會約 1 哩

貨真價省貨真價省﹐﹐華人自營華人自營
((華華﹑﹑台台﹑﹑英語英語))美國第一名牌ASHLEY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電話﹕713-723-9116

︵
精
通
華
、
台
、
英
語
︶

星期五 2016年4月8日 Friday, April. 8, 2016 星期五 2016年4月8日 Friday, April. 8, 2016

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刑警兄弟》終極海報
“賤”兄弟檔爆笑來襲

近日，戚家基導演，曾誌偉擔當

監制並參演的“騷浪賤”喜劇電影

《刑警兄弟》重磅推出了電影終極海

報與終極預告，年度最浪最賤兄弟組

合的最後面紗也被揭開，並且清晰配

以“4.22 高潮不止”slogan，將影片汙

力值提升到了新的境界。該片匯集了

黃宗澤、金剛、徐子珊、方皓玟等香港

實力演員以及各路的大咖熟臉，共同

為觀眾帶來爆笑暖春第壹笑，據悉該

片將於4月22提全國上映。

“短槍”對“大炮” 兄弟作女
奇葩共聚

《刑警兄弟》自宣傳以來屢曝

奇招，各類物料花樣百出，正如壹

朵朵盛開的奇葩，令觀眾應接不暇。

而本次曝光的終極海報可謂終極壹

葩，將壹個講述兄弟警察的故事用

二次元與現實混搭的風格體現，極

為吸睛。

黃宗澤與金剛兩人身著時尚休閑

裝，坐在灑滿光碟、內衣和煙盒的淩

亂的地上，壹人手持短槍，壹人肩扛

大炮，面容酷炫而嚴肅，金剛的表情

也與上衣的卡通大猩猩有異曲同工之

妙，頓生喜感。而兄弟二人兩側則佇

立著兩位極品女友，徐子珊依舊公主

風，並且手扶在金剛的光頭上，萌而

有愛；方皓玟則白色男款襯衫配黑

絲，性感十足，令人註視良久不能

停。而片名更是以塗鴉方式簡單暴力

地印在背景集裝箱墻面上，“二次

元”即視感美觀好看。如此銷魂畫風

再配以“4.22 高潮不止”slogan，已

然汙力值爆棚，令眾多騷年心馳神

往，急迫期待影片上映。

黃宗澤奉公撩妹 金剛“大姨夫”
紊亂 爆笑兄弟檔來襲

本次曝光的終極預告依舊延續之

前幾款預告片“無節操無底線”的路

子，並且依舊有方皓玟“十八禁”畫

面露出，而又有所不同的是首次以娘

炮媽寶弟弟金剛視角講述與直男癌大

哥黃宗澤之間的三兩事，順便吐槽了

黃宗澤“粗魯”“好色”“容易沖

動”，並抱怨因為有了這個大哥“每

個月的大姨夫都提前來”。

而觀眾也第壹次從該預告了解到

壹些與影片故事有關的劇情，黃宗澤

與金剛這對相愛相殺的難兄難弟，在

破案過程中屢出意外，不但追車時不

小心撞到昂貴跑車，而且還遭人陷害

被上司誤解。但金剛在吐槽之後又透

露“如果有壹個理由能讓我叫他大

哥，那就是他是壹個好警察”，不經

意間這句溫情的話讓很多網友莫名感

動，也給劇情有了更豐富立體的猜

想。有網友大膽猜測“本來只是覺得

特別好笑符合我們年輕人重口味然後

打算去看，現在發現也許還會有更內

涵的東西，比如兄弟情深這樣的，現

在更加期待了。

電影《刑警兄弟》由銀都機構有

限公司、華策影業（天津）有限公司、

北京源石影視文化有限公司、邵氏影

城香港有限公司、電視廣播有限公

司、廣州連樂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匯

駿娛樂有限公司聯合出品，曾誌偉監

制，戚家基導演，黃宗澤、金剛、徐

子珊、方皓玟領銜主演，已經定檔於

4月22日全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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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愛情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今

日公布壹組劇照，揭秘片中的黃金陣容之壹——顏卓

靈的精彩戲份。顏卓靈在電影《尋龍訣》中的“暴力

蘿莉”形象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此次加盟《北西2》，

在片中延續帥氣形象，短發白襯衫現身賭場，雨夜手

持砍刀的造型更是引網友熱議。影片已舉行首輪觀眾

試映，好評如潮，將於4月29日上映，必將以兇猛來勢

攻占五壹檔。

顏卓靈清爽幹練出鏡 背景神秘酷帥到底

顏卓靈自出道以來在多部電影中嶄露頭角，在電

影《尋龍訣》中，帥氣十足的形象令人耳目壹新，給

觀眾留下深刻印象。此次在《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

情書》中，顏卓靈繼續酷帥到底，雖留著清爽短發、

身穿簡單白襯衫學生造型，但是眉宇之間的冷峻與堅

毅展露無遺。在曝光的劇照中，顏卓靈在澳門賭場也

有十分精彩的賭桌戲份，看似清新的她，坐在賭場中

沈著幹練，儼然老手壹枚，也令人猜想會與湯唯飾演

的賭場公關角色有怎樣的交集。

雨夜持刀攻氣十足 亮相愛情片引劇情猜想

除賭場的霸氣十足之外，顏卓靈雨夜手持砍刀深處陋巷的

劇照也壹同曝光，展現十足的總攻氣質，《北京遇上西雅圖之

不二情書》這樣浪漫愛情片中出現此情節，也更讓觀眾好奇影

片的劇情會有怎樣的走向。除顏卓靈外，秦沛、惠英紅、王誌

文、陸毅、祖峰、劉誌宏等演員都將在《北西2》中奉獻精彩的演出，

豪華陣容的加盟，也足以展現影片在制作、故事上的全面升級。

據悉，顏卓靈將亮相“北西愛情馬拉松”成都站，為正能量愛情鼓

勵助威。影片由東陽盟將威影視文化有限公司、藍色星空影業有限公司、

北京佳文映畫文化傳媒有限責任公司、安樂（北京）電影發行有限公

司、北京和禾和文化傳媒

有限責任公司、浙江影視

（集團）有限公司、安樂

影片有限公司、上海騰訊

企鵝影業文化傳播有限公

司、霍爾果斯不二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北京天華華

文影視投資有限公司聯合

出品。將於4月29日全國

公映。

《鋼刀》曝動作預告
險象環生上演巔峰對決

由阿甘執導，何潤東、

李東學、夏梓桐領銜主演的

中國首部Man動作風格電影

《鋼刀》即將於5月20日全國

上映。今日片方發布“硬碰

硬”動作預告，何潤東、李

東學等主演在槍林彈雨中對

決廝殺，場面驚險戰栗，更

有鋼刀酣戰近身肉搏等震撼

鏡頭，短短 50秒預告充滿火

爆與刺激，宣告壹場熱血沸騰

的動作盛宴即將飆血襲來。

動作預告火爆驚險
雙東硬碰硬上演巔峰對決
在本次發布的“硬碰

硬 ” 版預告中，電影《鋼

刀》為觀眾帶來壹場熱血勁

爆的硬漢動作狂歡，各種突

如其來的火爆戲碼讓每壹格

畫面都彌漫著壹股雄性荷爾

蒙味道。槍戰、爆炸、肉

搏、白刃戰，拳拳到肉的視

覺震撼每壹秒都在刺激觀眾

的腎上腺素。而兩位主演也

盡展“動作擔當”本色，大

刀相向招招斃命，每壹刀法

砍下去都讓人倒吸冷氣，更

在最後上演了壹場硬碰硬的

巔峰對決——在硝煙彌漫的

戰場上，何潤東和李東學怒

目圓睜以命相搏，鋼刀出鞘

刀刀見血，刀勢大開大合間

硬漢氣息爆棚。隨著對決的

升溫，何潤東鋼刀斜劈重創

李東學，壹股熱血如泉湧般

向外飛濺，氣氛瞬間凝固直

讓人血脈僨張。

為了強調搏命廝殺場面

的驚險，片中每壹個鏡頭都

拍的極為緊張激烈，尤其是

貼近江面直追槍戰的鏡頭，

將槍戰對決的驚險捕捉的恰

到好處，同時也把生命在眼

前消逝的場面刻畫的淋漓盡

致。而在畫面上，身兼影片

導演、編劇、美指、制片人

的阿甘劍走偏鋒，大膽采用

了國內罕見的風格化視效，

在整體以黑白為主色調的畫

面中融入了醒目的紅色，這

也將片中飛濺的鮮血襯托的

觸目驚心，而該片也憑借獨

具壹格浪“漫”主義、Man爆

氣質、“漫”畫風格，成為

開創國內Man動作風格電影

的先鋒。

李東學扣下扳機成懸念
何潤東生死未蔔引期待
除了驚險刺激的動作場

面、熱血沸騰的鋼刀對抗，

預告片中壹閃而過的劇情也

同樣人讓人浮想聯翩。在這

支預告片中，由何潤東飾演

的哥哥跪倒在地，而李東學

出演的弟弟則持槍瞄準他的

後背，讓人費解兄弟二人究

竟為何反目。隨著壹句“戰

場上沒有兄弟，只有戰士”，

李東學緩緩閉上雙眼，壹聲

槍響引來觀眾更多猜測，其

中李東學是否真的親手結束

何潤東的生命成為最大懸念，

同時也讓影迷更加期盼電影

上映後去尋找答案。

電影《鋼刀》由深圳市金

海岸影業有限公司出品，中國

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曲江

影視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金海岸影業有限公司、浙江天

貓技術有限公司聯合出品，中

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電影

發行分公司、天津貓眼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發行，阿甘執導，

何潤東、李東學、夏梓桐領銜

主演，將於5月20日登陸全國

院線。

董子健春夏加盟《完全男生手冊》

演繹爆笑青春
近期即將開機的校園瘋狂喜劇電影《完

全男生手冊》日前公布了部分主演陣容，演

技派小生董子健與新晉金像獎影後春夏將在

片中首度合作，演繹90後的爆笑青春。眾所

周知，日前揭曉的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內地90後演員春夏憑借在《踏血尋梅》中的

出色表現，成為金像獎史上首位90後影後，

其接下來的動向也備受外界關註，《完全男

生手冊》成為春夏金像獎折桂後加盟的首部

作品。

電影《完全男生手冊》講述的是大學校

園中幾個不同類型的男生在追尋愛情的過程

中發生的爆笑故事。影片在主演陣容上選擇

以90後演員本色演繹90後的青春，日前，

片方曝光了壹組董子健和春夏的合照，宣布

兩位新生代演技派的加盟，該片也是兩位演

員壹改往日文藝深沈的銀幕形象，在喜劇商

業類型片上的全新嘗試。

作為90後演員中的實力派，董子健在

《青春派》《少年班》《山河故人》等影片

中的表演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並獲得了

第1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之第10屆電影頻道

傳媒大獎最佳男主角、兩次提名臺灣電影金

馬獎等多項榮譽。在《完全男生手冊》中，

董子健飾演的“愛情小白”將上演壹段啼笑

皆非的追愛故事，呈現令人耳目壹新的喜劇

表演。

在驚悚犯罪電影《踏血尋梅》中，首度

擔綱女主角的春夏憑借對人物的準確拿捏以

及細膩樸素的呈現，最終在今年的金像獎上

壹舉奪得最佳女主角。而與《踏血尋梅》中

處於社會邊緣的悲情角色全然不同，此次在

新片《完全男生手冊》中，春夏將以清新文

藝範兒校園女神的形象出鏡。雖然以《踏血

尋梅》這樣的文藝片為人所知，春夏並沒有

為自己的演藝道路作特定規劃：“《完全男

生手冊》是我做完《踏血尋梅》之後非常好

的壹個嘗試，能讓大家看到我除了《踏血尋

梅》中那樣的角色之外，也有很小女孩、很

青春、很粉紅的壹面，可以說它給了我另外

壹種不同的人生體驗吧。”

對於這次和董子健的合作，春夏表示非

常開心：“我有看過他的電影，也知道他是

兼具偶像與實力的男演員，是現如今非常稀

缺和珍貴的類型。我覺得他壹定有很多值得

學習的地方，大家都是年輕人，溝通起來壹

定會很順暢。”

據悉，《完全男生手冊》由劇角映畫

領銜打造，北京劇魔影業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開發出品，小米影業、浙江三樂影業有

限公司聯合出品。影片由知名導演陳正

道擔任監制、臺灣新銳導演柯孟融執導、

任鵬編劇，將於近期開機，更多主演人選

也將陸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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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體壇7日爆出選
手參與非法賭博的醜聞，
剛躍升羽毛球男子單打世
界排名第二位的日本“一
哥”桃田賢斗，因參與非

法賭博，面臨喪失角逐奧運資格。桃田賢
斗原本正在參加超級系列馬來西亞公開
賽，搶里約奧運積分，但7日早晨已被緊
急召回接受調查。

已獲奧運參賽資格、被視為在巴西里

約熱內盧奧運奪獎大熱的桃田賢斗，與日
本前羽毛球代表田兒賢一，承認曾在東京
錦絲町的非法賭場參與賭博。有關賭場已
被警方查封，6人被捕。21歲的桃田賢
斗，是日本羽球界的明日之星，卻出入非
法賭場，還傳出日擲千金，資金可能來自
黑道的負面消息。

日本羽毛球協會10日將召開緊急理事
會會議研究處分。羽協專務理事錢谷欽治
表示，如果確認兩人參與非法賭博，羽協
不會向日本奧委會推薦兩人出戰里約熱

內盧奧運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啟剛

涉參與非法賭博
日羽“一哥”恐失奧運資格NBA常規賽7日舉行，高比拜仁在其職業生涯的倒

數第二個主場中拚盡全力拿下17分，卻依然無法幫助洛
杉磯湖人擊敗洛杉磯快艇，在其職業生涯最後的洛城打
吡失望而回。

在湖人81:91負於快艇的比賽中，今季後就要退役的
高比拜仁在職業生涯的倒數第二個主場中傾力出戰，但
他在場上的作用比起巔峰時期已經下降不少，雖然本場

也有後仰射入兼博得罰球和投中底角三分球的表演，但
在整體實力更勝一籌的快艇面前依然無法阻止球隊敗
北。高比拜仁自然是這場比賽的主角，就算是全場較多
的快艇球迷也不吝為他歡呼，不過此役高比拜仁狀態不
佳，上陣27分鐘，只射入17分。

為快艇攻下25分的基斯保羅賽後談到高比拜仁時表
示：“他是競爭者，每天晚上都想要贏，所以看到他以
這樣的狀態結束令人難過。”值得一提的是，湖人吞下
本季第61敗，正式追平上賽季寫下的隊史單季最多敗場
紀錄，未來5場只要再輸1場，就將連續2個球季締造隊
史難堪紀錄。

史龍教練患柏金遜
另外，曾兩度帶領爵士殺入總決賽的老牌教練史龍7

日證實患上柏金遜症；今年74歲的史龍，最輝煌時期是
在任教爵士期間，在1996/97和1997/98兩季帶球隊殺入
總決賽，但都不敵如日中天的公牛。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高比最後洛城打吡敗走

禾夫斯堡主場兩球淨勝皇馬，兩個入球都在上半場早段產生，
分別由列卡度洛迪古斯和麥斯美艾洛特射入，皇馬就此遭遇了今季
歐聯首場失利。而在比賽下半場，雙方球員還爆發了一次小衝突。
皇馬的馬些路在左路拿球向前推進，麥斯美艾洛特則在他身後跟
防，這時馬些路用腳後跟踢了麥斯美艾洛特一腳。麥斯美艾洛特對
此不滿，走上前準備找馬些路理論。而這時馬些路彎下腰來，抱起
了足球準備重新開球，起身時順勢用頭頂了麥斯美艾洛特一下。而
在佔了便宜之後，馬些路還順勢掩住了自己的鼻子倒在了地上。最
後，麥斯美艾洛特被球證出示黃牌警告。賽後，外界批評馬些路這
一行為很有表演性，封其為“好戲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好戲王”馬些路暗算對手
巴黎聖日耳門主場被曼城逼和2:2，比賽中出現“爆笑入球”。今仗

伊巴謙莫域開賽初段射失十二碼，之後亦錯失一次半單刀機會。曼城在38
分鐘，憑一次反擊由奇雲迪布尼先開記錄。但僅僅過了兩分鐘，爆笑的一
幕出現了，曼城門將赫特開球門球給在禁區線附近的費蘭度，後者沒有注
意身後的伊巴謙莫域已經悄悄潛伏前進，停球稍大的費蘭度發現情況不對
後試圖將球橫傳，卻不料正巧撞到伊巴謙莫域伸出的腳而反彈入空門，還
在門柱位置的赫特目瞪口呆，比分變成1:1，“罪人”費蘭度抱頭跪地自
責。拉比奧特下半場射入，令巴黎聖日耳門反先2:1，費蘭甸奴到中段為
曼城取得第二個作客入球，結果兩隊打和。此外，前瑞典國家隊軍醫指，
伊巴謙莫域在効力意甲祖雲達斯時曾服禁藥。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歐聯7日早晨上演8強首回合最後兩場比賽，剛剛在西

甲中擊敗巴塞羅那的皇家馬德里客場以0:2爆冷負於德甲禾

夫斯堡，而法甲巴黎聖日耳門(PSG)在主場與英超曼城2:2

握手言和。從歷史數據來看，皇馬與PSG欲晉級歐聯四強

的機會率兩成都沒有，難道這兩大歐陸豪門就此玩完？

皇馬於歐聯8強首回合抽中對禾
夫斯堡，以為這是支好籤，

不過最終作客以0:2輸球，全場21
次埋門只得3次中目標，目前瀕臨
出局。對於“銀河艦隊”的表現，
前陣中球星麥馬拿文賽後就猛烈批
評，更形容皇馬眾將表現如“小學
雞”；他說：“就像小學生踢球，
10歲、12歲以下的程度。其中第二
球失球，馬些路雙手放在背後散步
任由對手出球，然後拉莫斯與射入
球的麥斯美艾洛特足足有兩碼距
離。”

主帥對翻盤仍具信心
輸球已成事實，究竟皇馬目前

要晉級，有幾難？據西班牙傳媒給
出的答案指，過去歐聯舉行的678
場淘汰賽，有球隊首回合作客輸0:
2，當中得115場可於次回合主場翻
盤晉級，機會率得17%。面對兩成
都沒有的晉級率，皇馬主帥施丹就
好似不太擔心；他賽後說：“我對
球隊整場表現很不高興，特別是上

半場。足球一向這樣，永遠沒有易
打的比賽，在好好休息之後，我們
回到主場仍有翻盤的機會。”

另一邊廂，PSG主場被曼城逼
和2:2收場，讓對手擁兩個作客入
球在手，晉級形勢亦不妙。從歷史
數據來看，晉級歐聯四強的平衡已
經傾向於曼城，自歐聯改制以來，
在淘汰賽中總計出現了11次首回合
2:2的比分，客隊有9次最終取得晉
級，晉級概率高達81.8%。也就是
說，PSG晉級四強的晉級率，就如
皇馬一樣，同樣是兩成都沒有。

雖然歷史記錄對曼城非常有
利，但主帥柏歷堅尼賽後說：“比
賽遠遠沒有結束，我們必須在曼徹
斯特再努力比賽90分鐘。”至於
PSG主帥白蘭斯就指：“我們在比
賽中有不少犯錯，而其中兩個就讓
曼城得到重要的作客入球。”不過
他又指對球隊能闖入4強仍然充滿
信心，並表示曼城比PSG於16強淘
汰走的車路士，實力強得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先失利歐聯四強晉級率不到兩成 ???

費蘭度獻醜製“爆笑入球”

■費蘭度(左)跪地自責。
法新社

■馬些路(右)掩面倒地。
網上圖片

■■皇馬輸球皇馬輸球，，晉級晉級
危危乎危危乎。。 美聯社美聯社

■■皇馬主帥施丹皇馬主帥施丹((中中))場邊指揮場邊指揮。。法新社法新社

■■PSGPSG 主帥白蘭斯主帥白蘭斯
((左左))安撫隊員安撫隊員。。美聯社美聯社

■■高比拜仁高比拜仁((左左))單單
挑對手挑對手。。 法新社法新社

■■日本日本““一哥一哥””桃桃
田賢斗田賢斗。。 法新社法新社

在6日晚舉行的2016全國游泳冠
軍賽暨里約奧運選拔賽上，葉詩文以
2分12秒02奪得女子200米混合泳金
牌。“這塊金牌對我來說非常重
要！”葉詩文表示，接下來的4個月
她會全力以赴備戰奧運。

去年8月，葉詩文腳踝接受手

術，術後3個月沒有下水。本次比賽
是葉詩文康復後參加的第一場比賽，
爭取奧運資格是她的目標。

“雖然今天的成績與我賽前的預
期差了1秒，但總體來說對自己比較
滿意，畢竟還在恢復和調整階段。”
葉詩文賽後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心

情放鬆了很多，並表示，接下來要努
力恢復狀態，備戰奧運。

許多人期待“小葉子”重回巔
峰，這給她帶來了一定壓力。“我是
一個想得比較多的人，所以有時候會
覺得有壓力。不過還是很感謝大家的
關心。” ■中新社、新華社

葉詩文奧運選拔賽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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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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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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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歲的音樂創作人李坤城和 19 歲
的林靖恩，跨越 40 歲差距譜出 「爺孫
戀」，今天李坤城貼出一碗排骨麵的照
片說： 「埋首寫稿，爬梳音樂雜誌、黑
膠唱片，被老舊回憶搞得快要昏倒，肚
子餓了，頭腦空白。晚餐阿溫（林靖恩
）煮了 「蔥燒番茄排骨麵」，頓時感覺
元氣大增，幸福滿滿，怎麼會這麼好吃
啊！」

此舉閃爆一堆網友，有網友求做法
，他還回覆： 「冰箱有什麼，就煮了什
麼啦！排骨、番茄、關廟麵、青蔥、洋
蔥、紅辣椒、醬油...還有用心。」

也有網友稱讚： 「怎麼這麼賢慧啊
！阿溫讚哦！」當然也有人直接說他
「炫耀！」交往3年的他們計劃林靖恩

今年 20 歲生日當天結婚，讓這段感情
修成正果。

「爺孫戀」 竟能讓爺爺元氣大增

回顧楊千霈情史，交往對象非富即貴，數次與豪門子
弟如香港富三代霍啟人、貳樓餐飲集團老闆黃寶世擦身而
過，也跟 「毛巾小開」賀錫敬傳過緋聞。

今日出版的《蘋果日報》報導，其中與黃寶世的戀情
最為精采，2013年2人熱戀時，男方的手在她的胸部下緣
游移，甚至還被拍到兩人在賓士車上忘情激吻，最後一起
返回男方大直住處，戀情因此曝光。

當時她大方認愛，之後還跟黃寶世同遊日本，期間她
也多次釋出以結婚為前提交往訊息，沒想到2014年底卻突

然宣告2人已分手，令人錯愕。若加上與賀錫敬的短暫緋
聞，她等於3度錯失豪門。

根據《Ettoday》報導，楊千霈出道後被拍的交往對象
非富即貴，不過據她大學時期的校友爆料， 「不意外，她
大學就挑這種！」當時就讀戲劇系的她，和國企系的學長
在一起，對方除了家境優渥外還長得相當帥氣，更有國企
之光的稱號，該爆料者更指出， 「他們當時蠻低調，不過
這件事國企系的學生幾乎都知道。」

楊千霈只愛富豪
同學爆：大學就挑這種

納豆難過與林千又分手
生活習慣致感情生變
納豆去年4月與林千又交往，中間經過許多風雨感情仍堅，

今天納豆卻坦言兩人已分手，戀情維持不到1年，理由是 「生活
習慣不一樣」，去年林千又罵店員22K飽受抨擊，男方當時始終
維護女方，沒想到仍逃不過分手魔咒。

納豆今對《蘋果》表示1個月前已分手， 「沒有第三者，沒
有交惡，主要是因彼此的生活習慣、價值觀不一樣。」他難過、
捨不得， 「但緣份淡了，現在我們各忙各的，這樣比較好，我們
還是好朋友。」他目前把重心放在開第3家燒肉店的開幕。

未來納豆是否再交往女藝人？他說: 「圈內、圈外人，我都
不排斥。」至於分手是誰提的？他答： 「誰提不重要，我們就是
成熟的分手。」

林逸欣帶男友回家老爸出招
林逸欣和家人感情融洽，和爸爸更是

父女情深，到台北求學 12 年來天天熱線
３次，午餐、晚餐與睡前報平安，甜蜜撒
嬌常讓人以為她跟情人熱線，她表示：
「我和男友只傳訊息不講電話。」

她單身時曾說： 「都快 30 歲了，要
多認識男生。」爸爸聽聞後難過，每當有

人要介紹對像，爸爸總說： 「逸欣還不急
，男朋友要慎選！」她和男友Ｔ先生交往
半年，日前首次帶男友回家，２小時的吃
飯不尷尬，她打趣說： 「在他眼裡，應該
沒有男生適合他的女兒。」

爸爸和男友首度過招，竟在飯桌上玩
猜謎、成語接龍，男友緊張到好幾度都接

不上，事後跑去買成語辭典來背誦，她說
： 「爸爸對他印像還不錯，但還在適應中
。」媽媽則是相對放心，當中間調和角色
。

她創作〈你是我的天空〉送給爸爸，
歌詞 「原諒我所有犯過的錯，成全我每個
任性的要求」讓爸爸一聽就流淚，也寫下
台語歌〈風箏〉獻給家人。她將舉行 「今
晚之後，你會記得什麼東西」音樂會，22
日唱回到家鄉台南，她貼心地替爸媽留好
票，將獻演唱這２首歌給家人。

貼臉部燒傷照 陳志朋：當時真勇敢
「小虎隊」之一的 「小帥虎」陳志朋今天在

微博上貼出幾年前拍戲時臉部嚴重燒傷的照片，
他說， 「當時真勇敢」。照片中的他雙頰、鼻子
呈現紫色結痂，對照如今模樣，難以想像當時他
的痛楚。

陳志朋 2001 年拍戲時，因工作人員疏失，
導致臉部嚴重燒傷，他今天在微博上貼出當時燒
傷後的照片，雙頰、鼻子呈現紫色大區塊結痂，

他的食指還放在嘴角下裝性感，對照如今復原後
的樣貌，他說， 「當時真勇敢」。

吳奇隆、劉詩詩日前在峇里島舉行婚宴，陳
志朋被媒體指出他山根變高、雙眼皮加深，尤其
膚質透亮緊緻，被認為 「整很大」，如今陳志朋
貼出當時的燒傷照，有粉絲心疼他面對許多流言
蜚語都不爭不吵，欣賞他的謙虛。

藍正龍樂在家庭
周幼婷閃懷第2胎

金鐘影帝藍正龍和周幼婷前年5月登記結婚，去年產下愛的結晶 「小籃球」，接著在11月補辦婚禮
，一家三口幸福和樂。藍正龍日前受訪，曾表示老婆希望能在40歲之前再拼一子，近日即傳出兩人 「做
人成功」的好消息，週刊爆料兩人將接迎第二胎，目前周幼婷已懷孕2個月，讓外界祝福聲四起。根據
週刊報導，藍正龍和周幼婷兩人工作幾乎停擺，日子過得平淡，3餐以方便外食為主。夫妻倆目前都減
少工作，周幼婷專心待產，而藍正龍則幫忙分擔照顧女兒。

比照 「小籃球」模式 藍正龍盼專心陪伴妻女待產
擁有甜蜜家庭的藍正龍一改過往酷帥形象，臉上開始掛著笑容，而自有了女兒後，藍正龍也把重心

也放在家庭，夫妻倆生活幾乎全被孩子占據。藍正龍升格當爸後，便一舉奪下金鐘獎最佳男主角獎的殊
榮，可說是家庭事業兩得意，上台領獎的第一時間他含淚感謝妻子周幼婷： 「謝謝妳在我人生最低潮的
時候出現，願意嫁給我，生了一個那麼漂亮的小籃球。」讓周幼婷感動得頻頻拭淚。

藍正龍女兒 「小籃球」還不到一歲，第二胎就報到。雙方經紀公司目前低調不願證實，據悉藍正龍
已儘量推掉戲約，接下來的工作多以拍攝廣告為主，盼比照第一胎小籃球的模式，專心陪伴妻女待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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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懷胎四個多月的湯唯7日
出席珠寶首飾品牌MIKIMO-
TO新店開幕，她身穿寸半高
跟鞋襯黑色連身裙，腹部已見
微隆，她亦獲大會送贈珍珠項
鏈。
湯唯7日健步如飛，在場

內四處走動，記者笑她的肚皮
仍未算太大？她即說：“很大
了，小孩子不停在成長。”但
她指暫時不知胎兒性別，且她
也不想知，也囑咐醫生不要講
她知，老公方面則會隨他自己
的意願是否想知。湯唯坦言生
仔或女也沒所謂，不過卻決定
了在內地生產，問為何不跟老
公在韓國生孩子？她笑言怕自
己聽不懂韓語，總之父母是不
同國家的人會好煩。至於老公
又會否陪入產房？她表示到時
看情況，再問知否他會否怕
血？她表示這要去問他好了。

另有傳她之前在跑馬地看
樓？湯唯否認去過看樓，且在
港買樓的事很遙遠，還是待生
了BB才算，最重要是活在當
下。問她會計劃生多少個孩
子？她笑說：“先生一個吧，
現在一個也未生。”湯唯指她
其實是想放假才生BB，因懷孕
做不到工作，她笑說：“現可
以參加活動，來跟大家聊聊天
好開心，我覺得自己真的要休
息養生，之前做演員戲一部接
一部用盡了自己，已經無料，

要再儲多一點生活經歷給角
色，要養精蓄銳。”

湯唯亦慶幸懷孕至今也沒
嘔過，沒一般孕婦的苦況，這
是她的福氣，不過她自言已經
胖了超過10多磅，雖然臉和手
腳沒水腫，但腰已粗了。至於
預產期方面，湯唯透露約在八
九月間，現她已停拍戲工作處
於休假心情，然而她是個工作
狂不能完全停着坐下來，每日
出來見人感覺會吸收到很多收
穫，但將來會否做全職媽媽她
是未有決定。

成龍上交所敲鐘開市慶生日

李冰冰投資有道

擁過億股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
慶全）汪詩詩、鍾麗淇、何
倍倩，以及名模姚書軼、馬
詩慧與Ｄanielle7日晚出席珠
寶首飾店開幕酒會，汪詩詩
表示剛從加拿大回港，於當
地出席了表妹的婚禮，也去
過片場探老公甄子丹班。談
到其愛駒贏頭馬，詩詩表示
相當高興，不過由於剛落機
太累，也沒到馬場拉頭馬，
但她有致電到加拿大給老
公，吵醒他報喜，他都為此
感到興奮。笑問有否贏大
錢？詩詩笑說：“不清楚，
我沒有買呀！”
至於回港後詩詩又想去

玩妹妹汪圓圓的雙生BB，她

笑言看着兩個BB時也會分得
到大小，但當妹妹傳相給她
看時，就會分不清楚，所以
也佩服妹妹怎樣都分到大仔
和細仔。問會否辦百日宴？
詩詩表示應該也會，不過當
然交由圓圓和妹夫蔡加讚主
理去構思宴會主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洪永城（Tony）
早前遠赴古巴拍攝的旅遊
節目《在那遙遠的地方—
古巴》將於下周一首播，
他表示此行拍攝了兩星
期，最難忘到古巴首都夏
灣拿取景，和參觀囚禁恐
怖分子的關塔那摩灣監
獄。適逢劉心悠與 Eric
Kwok為新電視台節目到訪
古巴，Tony表示有碰見他
們，起初還誤認Eric是當
地人，心想怎會有人這麼
相似？而Tony也買了不少
雪茄、油畫回港，其中一
個印有古巴國旗的特色盒

就送給女友唐詩詠。會否
怕兩間電視台的相同節目
有比較，Tony對自己的節
目有信心，並說：“有良
性競爭是好事，如果我有
時間都會看他們的節目，
他們是以物易物做主題，
可以看到古巴的不同面
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寧寧）陳復
生親自監製及主持的《復興新生系列．
世說論語》，目前每晚TVB J5台播
出，節目會邀請一些嘉賓暢談，近日，
陳復生邀請了前港督尤德爵士夫人及何
文匯教授作獨家專訪，在4月5日開
始，一連6日和大家《世說論語》。
一向熱愛中國文化的尤德爵士夫

人，年輕時就讀於倫敦大學東方及非
洲研究學院，她認為中國傳統價值觀
仁和義跟西方價值觀十分近似，鼓勵
現今年輕人應多向這方面學習，並堅
持永不放棄的精神，追求理想。每年
三月尤德夫人均前來香港跟學生會
面，主持其成立近30年的“尤德爵士
紀念基金”頒獎典禮，今年 90高齡的
尤德爵士夫人仍精神奕奕，在《世說
論語》頒發感謝狀的晚宴跟民政事務

局許曉暉副局長，謝志偉博士，錢大
康教授，何文匯教授等老朋友談得不
亦樂乎。尤德爵士夫人及何文匯教授
均認同陳復生注入新元素，重新包裝
及以互動討論形式推廣中國傳統文
化，這樣年輕人將更易接受。

高齡尤德夫人上《世說論語》

■謝志偉博士、尤德爵士夫人，陳復
生，許曉暉副局長、何文匯教授、錢
大康教授共聚，暢談中國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曾飾演超級英雄“雷神”的
男星基斯咸士禾夫（Chris Hems-
worth）7日到香港尖沙咀出席手
錶品牌活動。活動上基斯為醒獅
點睛及即場踢欖球顯球技，又與
欖球隊員合照，十分親民。7日
大會安排基斯即席示範欖球開球
儀式，第一次踢球失手的他，第
二次才順利踢中，事後他表示由
於穿了不合適的鞋履而影響到表
現。稍後要去紐約作電影宣傳的
他，因此未能留港看香港國際七
人欖球賽。問到他可知曾合作的
女星湯唯懷孕？他表示有看報道
知道，並恭喜對方，他表示期間
都有聯絡團隊。湊巧湯唯7日亦
在尖沙咀出席另一個活動，惜兩
人未有相遇。
基斯正忙於宣傳《獵神：魔

雪叛變》， 問到他拍攝時的趣
事，他說：“我有帶小朋友去片
場，他們拿道具劍追逐。”他又
大讚電影取景十分漂亮，擁有一
流演員。為了即將拍攝《雷神
3》，他近日正努力健身及控制
飲食。 另外，問到即將上映的
《美國隊長3：英雄內戰》，他
支持美國隊長還是鐵甲奇俠？他
表示支持美國隊長。

﹁雷
神
﹂
赴
港
踢
欖
球
失
手

兩台攝製隊古巴偶遇
洪永城無懼比較

汪詩詩吵醒子丹報喜拒讓醫生揭曉寶寶性別

湯唯決定內地生B

7日一班巨星以明星股東身份亮相發
佈會，張國立客串主持人，說出

金句，帶起現場氣氛。適逢7天是成龍62
歲生日，心情超好的成龍直呼：“非常開
心，那麼多人陪我一起過生日。”
李冰冰身穿一襲白色西裝亮相，十足

女老闆。李冰冰的投資眼光被馮小剛大
讚：“她從來沒賠過！”李冰冰笑稱因身
為女性比較感性、直覺準、又小心。
從著名演員到投資人，李冰冰轉戰投

資界運籌帷幄，其中她與黃曉明、任泉等
三位明星合夥人共同創立的首個明星投資
品牌“Star VC”自創立以來，投資眼光

精準，“秒拍”、“融360”等項目成果
斐然。
此次，李冰冰以獨立投資人身份入股

文投控股，看中其在影視投資製作及發
行、文化娛樂經紀和網絡遊戲等方面的實
力。據公開資料顯示，李冰冰持有文投控
股300萬股。

投資理財曉明做主
當日，文投控股開盤價為43.11元，

最高漲至43.45元，漲幅2.21%。首個交易
日過後，李冰冰手持股份大漲，市值過
億，成為又一位明星股神！

黃曉明近幾年在投資領域成績突出，
從餐飲、服務、影視、互聯網再到高科技
等，每個項目都“步步為贏”，曉明自言
他是把自己愛好變成事業的人，例如愛吃
就開餐廳，喜歡拍戲就做影視公司。他坦
言自己是為了夢想去努力的人，做喜歡做
的事情，未來將參與更多和年輕人有關的
項目。

至於與太太Baby一起投資理財，到底
是誰聽誰的？曉明說：“基本上這種事情
我說了算！”在旁的成龍、李冰冰聞言也
不禁笑起來。張國立則謂：“這點你真是
跟我一樣！”

香港文匯報訊 成龍、馮小剛、張國立、黃曉明、李冰冰、曾志偉、唐季禮7日以明星股東身份現身上

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出席“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組更名儀式，齊齊敲鐘開市。儀式的唯一一位

女明星股東李冰冰身穿白色低胸西裝，幹練有型，“李老闆”風範十足。馮小剛大讚李冰冰投資有道，她手

持股份大漲，市值過億，成為明星股神！

■■李冰冰手持股李冰冰手持股
份大漲份大漲，，成為又成為又
一位明星股神一位明星股神。。

■■成龍成龍、、馮小剛馮小剛、、張國立張國立、、黃曉黃曉
明明、、李冰冰李冰冰、、曾志偉曾志偉、、唐季禮唐季禮77日日
以明星股東身份現身上交所以明星股東身份現身上交所。。

■■眾星參與敲鐘儀式眾星參與敲鐘儀式。。

■■成龍成龍、、李冰冰李冰冰、、黃曉明黃曉明、、蘇芒等人合影蘇芒等人合影。。

■■汪詩詩汪詩詩

■■洪永城洪永城

■■““雷神雷神””即即
席示範欖球開席示範欖球開
球儀式球儀式。。

■■湯唯稱未知湯唯稱未知BBBB性別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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