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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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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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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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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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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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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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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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980-1360
(832) 878-3879

傳真：(281) 980-1362

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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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

2016年5月6日 星期五
Friday, May.6, 2016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機票﹐美國境內旅行團﹐遊輪﹐酒店﹐租車
現有暑期回國特價機票﹐$1299起

時間﹕6.1起飛﹔7.30返回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二十年豐富經驗

4號出口

星期二、三、四
9：00AM
星期五、六
9：00PM
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77-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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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00 — 下午 5:00 

      週五：上午 9:00 — 下午 5:30 

      週六：上午 9:00 — 下午 1:00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arwin Branch
713-273-188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H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p Branch
775-751-1773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商業: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商業定期存款帳戶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www.afnb.com 



C2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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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359.6468 www.themintbank.com

銀行總部：1213 Kingwood Drive, Kingwood, TX 77339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281-568-8888 ext.1118
Tinghui Zhang Executive Assistant 281-568-8888 ext.1117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630, Houston, TX 77036

Come Grow With US !

1.35

2016年夏季清凉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6月至7月出发 经济舱$1245含税起, 
8月出发 经济舱$785含税起,
商务舱$4125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 国航官网及北美订票热线
(800)-882-8122

促销最低价有7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5月30日前出票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Air China 诚聘地服人员
诚挚邀请喜爱航空事业、有责任心、勇于担当的朋友加入到
国航的机场团队。负责国航在休斯敦机场的地面服务，要求
具备熟练的中文（简体）和英文听、说、读、写能力。能按
照工作排班在早、晚、周末、假日上班，有航空公司工作经
验者优先。请发中英文简历至 apcaiah@gmail.com。

www.airchina.us

C7綜合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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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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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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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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值 套 餐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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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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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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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

綜合報導 由謝琳· 伍德蕾、提奧· 詹姆斯

、Maggie Q、娜奧米· 沃茨及傑夫· 丹尼爾斯主

演的《分歧者 3：忠誠世界》（以下簡稱《分

歧者 3》）中國獨家人物海報首露真容。海報

中，數個多功能飛行器首次彙聚在同一個畫面

裏，視覺震撼力非同一般，而作爲影片靈魂人

物的老四和翠絲也整裝待發，奔赴新的戰場。

《分歧者 3》改編自暢銷小說《分歧者》系

列三部曲的第三部。截止至 2016年初，《分歧

者》系列三部曲在美國各種版本的銷量已經超

過 3700萬冊，這兩款全球獨家曝光的炫酷版人

物海報，也是給中國粉絲的特殊福利。

此次曝光的這組人物海報，帶給人一種光

明與希望的感覺，似乎暗示著禁锢芝加哥城的

高牆即將被推翻，新世界近在咫尺。其中，老

四和翠絲作爲畫面主體，穿著和裝備都擺脫了

以往的隨性，表情也更爲凝重嚴肅。從陣勢上

，兩人已准備就緒，隨時可以奔赴、征戰全新

的未知世界，讓網友神經緊繃，血脈偾張。

人物海報不僅將角色的服裝、表情等刻畫

得精細到位，背景畫面還糅合了高科技，將科

幻元素展現得淋漓盡致。除了隨終極海報曝光

的基因局之外，數個多功能飛行器也首次齊聚

在同一畫面，讓粉絲過足眼瘾。將老四和翠絲

包圍的透明防護罩其實是一款無人機，作爲基

因局最重要的高科技武器之一，功能不容小觑

：不僅能夠追蹤敵人、提供全方位的偵查視野

、發現潛在的危險，還能給及時開啓防護罩保

護使用者的生命安全。而另一款牛蛙人飛行器

是專爲本片設計的，它利用液壓伺服系統飛行

，能夠承受巨大的壓力和猛烈的攻擊。

如果說《分歧者：異類覺醒》裏的恐懼測

試場景，以及《分歧者 2：絕地反擊》中的血

清測試，是該系列電影科幻元素的典型代表，

那麽《分歧者 3》中還有一款未曝光的透明飛

行器則是顛覆性的升級。連視覺特效總監哈蒙

德也忍不住稱贊，透明飛行器是基因局飛行器

裏的“勞斯萊斯”，“飛船看上去是用玻璃做

成的，視線範圍是 270度。跟牛蛙人飛行器比

起來，透明飛行器就像是一輛奢侈款跑車。”

不禁讓人對這款神秘的飛行器期待值超高。

據悉，《分歧者3：忠誠世界》將于5月20

日全國上映。

《分歧者3》曝中國獨家海報
老四與翠絲整裝待發

綜合報導 好萊塢著名動作片明星阿

諾· 施瓦辛格在《終結者 5》和《瑪姬》

慘淡收場之後，暫時不再涉足科幻動作

片或恐怖片，轉而投身他曾經擅長的另

一類型片——動作喜劇電影。施瓦辛格

日前剛剛接拍的動作喜劇名爲《爲什麽

我們要殺古瑟》。影片由好萊塢著名喜

劇演員塔蘭· 基拉姆擔當導演和編劇，這

是他的導演處女作。基拉姆 2010年作爲

新卡司加入了熱門電視節目《周六夜現

場》，曾客串過演出過《老

爸老媽的浪漫史》《阿曼達

秀》等節目。《泰迪熊 2》

中也曾出現過他的身影。值

得一提的是，基拉姆還將帶

著妻子參加本片的演出。

《爲什麽我們要殺古瑟

》講述了一群國際刺客的故

事。一個名叫古瑟的殺手，

是一個行動敏捷、頭腦聰慧

的超級殺手，但爲人相當高

調，總是四處臭屁，很遭人

煩。一個國際刺客組織看到

古瑟如此囂張癫狂，決定好

好整一整古瑟，醞釀了一個

殺掉他的計劃。誰知古瑟也

不是一個好惹的家夥，每次

都比他們先行一步，根本無

法留下破綻和機會。于是，

一場有趣的追殺戰開始了。

施瓦辛格有望扮演這個性格

張揚的古怪殺手。

影片由MadRiver影片公

司投資拍攝發行，有望在今年年底之前

正式提上拍攝日程，2017年下半年登陸

北美院線。施瓦辛格最近幾年的市場號

召力大不如前，因此急需一部優質的電

影挽回事業頹勢。

施瓦辛格拍動作喜劇
好萊塢諧星基拉姆當導演

綜合報導 近日布萊德利· 庫珀被曝

帶Lady GaGa到意大利餐廳吃飯，引人

浮想聯翩。不過據外媒報道，兩人並非

私下約會，而是爲庫珀導演處女作《一

個明星的誕生》拍攝試水。

據說此前天後碧昂斯有望加盟出演

女主，然而洽談並不順利，因爲碧昂斯

索要天價，華納方面顯然不願答應對方

的要求。不過《一個明星的誕生》此前

曾被多次翻拍，芭芭拉· 史翠珊等著名

演員在片中的表演回味隽永，是老一輩

影迷心中的經典。

如今布萊德利· 庫珀玩跨界從演員

變爲導演，又選擇了這部較爲厚重的作

品“舊瓶裝新酒”，令人十分期待。庫

珀此前曾出演克林特 · 伊斯特伍德的

《美國狙擊手》，大衛 · O· 拉塞爾的

《美國騙局》等多部作品，顔值相當高

的他拍《美國狙擊手》時不惜增肥以貼

近角色，完全不顧形象，一心想要磨練

爲演技派。

Lady GaGa近年來在演藝事業上頗

受關注，去年她還拿到了一座金球獎

（就是萬衆矚目撞小李的那次），當時

她分外激動難掩喜悅，看來對表演有很

高熱情。新版《一個明星的誕生》目前

尚在籌備，Lady GaGa是否會加盟該片

還難以確定，粉絲們不妨拭目以待。

Lady GaGa或加盟庫珀
處女作《一個明星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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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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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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YOTA
Ste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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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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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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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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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頻道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 免費高清頻道
● 免費數位頻道

● 免費中、英文頻道

美南國際電視網

S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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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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預訂全年酒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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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威
新
片
北
京
開
機

自
主
原
創
劇
本
不
跟
風

﹁IP

熱
﹂

由臺灣偶像劇男神李威、新生代實力女演員姜析

源主演的電影《撩妹靈探之死亡遊戲》在北京開機，

該片為系列電影《撩妹靈探》的第壹部,由青蛙王子

（北京）影視文化有限公司投資拍攝，該片出品人唐

鑠、男主演李威、導演李曄、制片人趙梓博壹起為影

片開拍揭幕。

據該片制片人趙梓博講，公司沒有跟風時下的 IP

熱，而是自主原創劇本，在主創和制作團隊上下大力

度，力求影片品質與院線電影水準相當。在該片故事中

不僅涉及了網民們最青睞的燒腦、驚悚、撩妹、喜劇等

元素，而且還將院線電影中的人文情懷融入其中，我們

相信這將是壹部有誠意的高品質網大佳作。

有臺灣偶像劇男神之稱的李威近年來壹直以型男偶

像形象出現在熒幕上，而此次他飾演的男主角夏侯健卻

是壹位擁有通靈超能力，且喜感十足的戀愛高手。雖然

之前李威也曾拍攝過喜劇和驚悚類型的院線電影，但是

網絡大電影卻是初次嘗試。李威表示該劇的故事和人物

是最吸引他的，而他與女主角姜析源也是第三次合作，

因此不管是劇情、人物還是強大的制作班底，都對他有

著極大的吸引力。據悉李威還是古玩的骨灰級專業玩

家，在這部影片中我們還能有幸看到眾多他私藏的壓箱

底“法器”。

與當下速成分賬，甚至“5毛錢”特效相比，很多

網友和網站對於網絡大電影的評價更多的是劇情不錯，

班底太糙。針對多方網友的評價，今年剛剛成立的青蛙

王子（北京）影視文化有限公司負責人程佳佳表示：我們只想做高品質的

影視作品，即使是網絡大電影，也要從劇本到制作都要按照院線電影級別

來做。同時我們希望能為青年影視工作者搭建平臺，自主研發原創 IP，並

擇優孵化網絡劇、電視劇及院線電影。事實上，在本片開機之前就已經有

眾多圈內人士看完劇本後向我們拋來橄欖枝，希望能壹起孵化本片的網絡

劇及院線電影。所以為了保證品質，此次我們專門請來了中國國家話劇院

青年演員、導演李曄來指導本片，他將攜手《前任攻略》的編劇、《鬼

吹燈》的剪輯師以及《狼圖騰》的調色師壹起為網友打造壹場前所未有的

視聽盛宴。

《撩妹靈探之死亡遊戲》中除男女主角外，其他角色的飾演者也都是

可圈可點自帶光環，如在多部影視劇中有絕佳表現的美女演員唐溢、夏

夢，2016超級女聲青島賽區冠軍、並已成功晉級全國百強的美女歌手於凱

寧、新生代偶像實力兼備的小鮮肉演員王彥彬等，他們都是演藝圈中才貌

雙全的新生力量，本身就自帶強大的粉絲群，有如此高顏值的演員陣容和

強大的制作班底，《撩妹靈探之死亡遊戲》將會是今年網絡大電影中最值

得期待的佳作。

《再見，在也不見》曝海報
蔣雯麗“戀情”曝光

由陳柏霖、蔣雯麗、楊祐寧、秦沛等傾情出演的年度情感大片

《再見，在也不見》，即將於5月13日上映。片方持續大放猛料，今日

曝光了第二波人物關系海報及劇照，將鏡頭對準了陳柏霖與蔣雯麗的

“忘年師生戀”。海報依舊延續此前藍色憂郁風格，劇照則首次曝光

兩人獨處橋段，而這些都將陳柏霖與蔣雯麗的關系襯托得無比復雜揪

心。

海報中，陳柏霖頷首低眉地出現在畫面的左側，憂愁中似乎摻雜

了壹些釋懷，眉宇間也平和了許多。而畫風稍顯明亮的蔣雯麗則好似

依靠在陳柏霖的肩膀上，若有所思地望向遠方，眼神中充滿了愛與希

望。據了解，在這段故事中，陳柏霖化身人氣教授，在曼谷重遇昔日

恩師兼戀人的蔣雯麗，兩人之前的情感及記憶也隨之被喚起。時隔多

年，在異國他鄉重逢舊愛，這段“忘年師生戀”能否再續前緣，不禁

引人遐想。

另外，從此次曝光的這幾張劇照中也不難看出， 陳柏霖與蔣雯麗

的這次“再見”，蔣雯麗的面容和心態比陳柏霖要從容許多，即便如

此，兩人似乎依舊控制不了內心的情感。淚眼與擁抱到底是壹種壓抑

已久的爆發還是向現實的無奈妥協而做出最後的告別，我們不得而

知，也許只有看了電影才會明白。

據片方透露，臺灣男神陳柏霖與影後蔣雯麗在片中的愛恨糾葛頗

具看點和爆點。蔣雯麗在此前接受采訪時曾坦言，拍攝這段戲“壹開

始有壓力，但看到柏霖很投入，我也就什麽都沒想了”。而陳柏霖也

表示，自己拍攝前沒特別溝通，“沒有太多練習，就是本能直覺反

應，演出時就忘記她是蔣雯麗”。在被問到現實生活中是否能接受

“忘年戀”時，陳柏霖則直言不會排斥，並稱愛情不分年齡，彼此心

理狀態的契合度要大過壹切距離。

電影《再見，在也不見》由新加坡著名導演陳哲藝監制，中國導

演忻鈺坤、新加坡導演陳世傑、泰國導演西瓦羅· 孔薩庫聯合執導，將

於5月13日在全國各大院線上映。

《執念師2》先導預告曝光
5月20日升級回歸

由 PPTV聚力、慈文集團、上海視驪

影視聯合出品的《執念師 2》今日首曝先

導預告片，節奏緊張，視覺震撼，讓拍攝

期間壹直保持低調的《執念師 2》終於露

出真容。同時，片方也宣布《執念師》第

二季將在5月20日這個適合表白的日子，

帶著滿滿的愛意與誠意正式歸來。

在先導預告中，開篇便大玩“懸念

殺”，以“掙紮只會加快死亡的速度”為

引，讓整個預告片充滿緊迫感，暗夜裏的

蒙面人、垂死的曲小彎、被謀殺的嬰兒、

無力反抗的王大鎖……劇情懸念重重，使

得觀眾猜測不斷又期待不已。不難看出，

即將上線的《執念師 2》制作在保留了首

季精髓的基礎上，角色、技能、特效全面

升級，構建了壹個更為宏大的“超能力”

科幻世界，懸疑緊張的劇情配合炫酷刺激

的視覺效果，吊足了觀眾胃口，也讓大家

對第二季抱有更大的期待。

角色升級：肖順堯加盟主創
團隊顏值再加分
《執念師》第壹季播出後憑借其獨特

的故事風格，燒腦的劇情，奪人眼球的特

技與造型，取得口碑和網絡點擊量的雙豐

收，同時也讓劇中禹童、艾曉琪、梁

大維、王修澤等壹眾青年演員人氣飆

升，個性鮮明的人物角色深受觀眾喜

愛。而《執念師 2》的主演在保留了原班

人馬的基礎上，加入了人氣組合 MIC 男

團成員肖順堯出演男主角明天，為高顏值

的主創團隊錦上添花。

肖順堯飾演的明天將在第二季中壹改

之前“呆萌”小警官的形象，被賦予更加

神秘的身份和任務。除此之外，柳心、曲

小彎也均有不同改變，柳心的清新短發、

曲小彎的多變造型等，都預示著在第二季

中主創們在角色上都有不同程度的

“突破”與“成長”。同時，劇中還有

更多神秘人物加入，將隨著劇情的展開陸

續登場。

技能升級：腦洞大開高能
劇情更掀高潮
讀心術、靜止時間、控制潛意識、催

眠術……這些都是出現在《執念師》第壹

季中的“超能力”，而在第二季中，編劇

團隊腦洞大開，各類“超能力”創新不

斷，新奇技能接踵而來，除了原有執念師

執念力升級外，甚至連曾經的若者也有可

能會擁有新的執念力。這些完全超乎觀眾

的想象，讓不少網友驚呼，“簡直是壹場

執念力的火拼秀，太給力了！”

先導預告片中，主演們技能加身，情

節爆點連連，令人目不暇接。突然失控的

電梯、帶著激光的子彈、胸口被穿洞的男

人等等，這些不可思議的執念力，使得劇

情更加懸念叠起。在看過預告片後，觀眾

對劇中角色炫酷的執念力鬥法充滿期待，

也對劇中誰能在執念力火拼下取得最終勝

利猜測不斷。這壹系列懸念將在 5月20日

上線的《執念師2》中壹壹揭曉。

特效升級：高端設備高投入
為效果“不差錢”
《執念師》主打科幻、超能力、異空

間等主題，劇中大量的鏡頭表現都要通過

特效來完成，而隨著第二季中角色技能全

面升級，從拍攝到後期制作上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據悉，第二季為了讓觀眾達到更好的

視覺體驗效果，劇組向來“不差錢”。在

拍攝中，不僅使用了日租金高達 5萬多的

Motion Controle (MOCO)設備，還試水VR

技術(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這些在

國內網絡劇拍攝中均屬首次。

同時在後期特效制作上，也加大了技

術層面的資金投入，觀眾有望在《執念師

2》裏，體驗大片才能帶來的另類震撼。

第二季的高水準高質感特效，甚至讓不少

網友表示期待，“為了這特效，這部劇我

也追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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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依林姊妹在美被告 遭控A人2千萬

汪建民去年結束和寶媽的忘年戀後，被指新歡
是民視D奶女星白家綺，事後白承認2人為白化症
公益活動單獨出去2次，但僅只於工作關係；前晚
《蘋果》直擊她返回市民大道住處，接著汪建民也
踏進同棟大樓，跳到黃河也洗不清。汪建民事後回
應 「我們是鄰居，沒有交往」，懊惱到說想搬家，
租屋的白家綺昨也想用同招避嫌： 「我已經在找房
子了。」寶媽昨被問若汪、白在一起會祝福嗎？她
大方回： 「那當然。」

白家綺和汪建民去年傳緋聞，這回是前天白家
綺收工後先上助理車直奔東區買鞋，接著回她市民
大道住處，10分鐘後，就見到汪建民提著東西後腳
進入同大樓，一待就1個多小時，雖然沒有牽手畫
面，仍引人聯想。但汪建民否認，他說： 「我和家
綺住同一棟大樓，我們是鄰居，要是交往，早就被
拍到了，不會等到現在。」
白稱住處是租的
另一頭白家綺其實早就在存房子頭期款，發生此事
後，更堅定她想搬離的決心。她曾有過1段失敗婚

姻，前夫經營義式餐廳失利，投資虧損外加卡債，
讓她背負800萬元債務，直到去年底才終於還完，
但今年她調整演藝步伐，未接8點檔，收入降低不
少。她和前夫育有2個女兒，目前住在奶奶家，被
拍到的住處是租的，所以心裡一直希望能趕緊買個
房子，準備女兒的房間，有空可以過來相聚。
好奇王建復反應
白家綺說： 「建民哥應該很困擾，我也很無奈。」
去年2次跟他單獨出去，都是為了關懷白化症的活
動，談定後就交給經紀人接手，沒再出去過，而2
人住不同樓層，她就當他是前輩，有和棒球隊一起
聚餐，沒再單獨出去。
是否怕王建復吃醋？白家綺說： 「那你要問他哦。
」王建復則哈哈大笑表示不介意 「女友」跟別人傳
緋聞，還提到民視群組去年就有很多人在鬧白家綺
跟汪建民的事，白一直澄清 「沒有、沒有」。昨天
白家綺聽說王建復受訪，還好奇的問： 「那他有吃
醋嗎？」

林牧潔肚子越來越大 年底迎天蠍第二胎

謝金燕2013年以跳針舞曲《姐
姐》衝上演藝生涯巔峰，成為年年
跨年演出搶手貨，她從 2012 年到
2014 年連續 3 年蟬聯跨年收視王，
並以該曲榮登 YouTube 台灣 「2013
年最潮音樂影片」第 1 名，締造
1100多萬次點閱佳績，同時也入圍
第25屆金曲獎最佳年度歌曲獎。

熱搜榜冠軍

謝金燕出道逾25年，以《姐姐
》大放異采，她多年來都是跨年場
首選歌手，她2014年跨年演出，收
視率高達7.75（收視人口171.4萬人
），是當年晚會藝人最高，她以
「台客精神」發光發熱，更奪下

2013年Google 「時代精神」熱搜排
行榜台北站冠軍，可見她深受大批
網友喜愛。

2014 年是謝金燕最搶手的 1 年，在
北中南共有 8 場跨年演出力邀她出
席，也獲邀到新加坡、馬來西亞、
上海等地開唱，海外擁有知名度高
的她卻婉拒中國演出，只願留在台
灣表演，和台灣歌迷一起跨年。

當年她也因《姐姐》1曲笑納至
少16支代言，進帳逾8000萬元。

3年蟬聯跨年收視王
《姐姐》取金8千萬風光不再

白家綺 汪建民 「同居」 市民大道
寶媽祝福白汪戀

紅豆食府董娘林牧潔、與已經接班的夫婿蔡篤清，即
將在今年底迎接新生命、夫妻倆人的第二胎！林牧潔對懷
孕一事非常低調，但是近期她的孕肚隆起明顯、加上出席
公開場合皆穿著平底鞋，開心好事完全隱藏不住。對於記
者詢問，她驚訝的說： 「我已經很盡量藏了耶，有這麼明
顯嗎？」

對於這個期望已久的第二胎，她難掩開心： 「因為我
真的很想生第二胎，所以之前有在算時間，知道懷孕時，
想說自己已經是老鳥了，比較安心；不過，因為上一胎胖
太多，把我給嚇到，希望這一胎可以不要啊！」

她說： 「兩次的懷孕完全不同耶！第一胎時身體狀況
非常好，天天狂吃的結果，就是胖了超過20公斤；這一胎
我孕吐很嚴重，還瘦了2公斤，每天幾乎都是躺著的，很不
舒服、好累。」還好現在已經過了3個月，她的孕吐狀況好
轉許多。

女兒Angeline對於即將有人陪伴感到很開心，林牧潔說
： 「她一直很想要個伴陪她，知道我肚子裡有Baby後，她
都會親我的肚子，還會說 『Baby在裡面睡覺，不可以吵』
，實在是太可愛了！」

偶像天后蔡依林近日驚爆遭人在美
控告違約！

今日出版的《時報周刊》報導，蔡
依林姊姊蔡旻紋於洛杉磯開設美甲暨健
身中心，2014年引進在美台籍老醫生劉
威明投資68萬美元，但如今卻撕破臉，
甚至指控蔡旻紋A掉他的68萬美元、折
合台幣超過2千萬的資金。

劉威明委任律師指出，蔡旻紋經營
的美甲健身中心，為了促銷生意對外發
出大量折價券，但生意不見起色，後來

更因公司財務帳目不清，公司資產出現
負債，被美國相關單位下令暫停營業，
但公司對外完全保密。

但是在2014年時，劉威明的財務顧
問徐莉玲居中介紹投資，並稱因蔡依林
的經紀公司要蔡依林抽成，要求蔡依林
脫手，所以可壓低賣價，如果劉威明不
盡快下手，以後可要花上百萬美元。

劉威明委任律師表示，劉威明與蔡
旻紋簽完約後，公司負責人即變更為劉
威明，但委託處理的會計師這時才發現

「公司已被勒令停業」，雖然後來修改
合約內容後，劉威明繼續接手經營美甲
及健身中心。

但是接手後發現，有許多客戶拿著
先前蔡旻紋所發送出去的折價券要求兌
換，造成劉威明每月至少3萬美元的虧
損，於是劉威明聽從律師建議，先將公
司結束營業、並申請公司破產。隨後委
託律師提出民事訴訟，控告蔡女等人違
約，劉威明也認為蔡依林必須負責，於
是將蔡依林列入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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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
釗）鄭丹瑞、麥長青（麥
包）、盧覓雪與李錦聯5日參
與錄影《男人食堂》，今集以
中年危機為主題，麥包表示危
機只是心態影響到，他說：
“自己覺得老就老，有魄力就
有魄力。”心態上雖然保持年
青，但身體退化卻在所難免，
麥包也承認自己膝蓋開始有毛
病，只好常與兒子去做運動。

李錦聯最擔心頭髮愈來愈稀疏，每次洗頭後見甩了不少頭
髮也會驚。他說：“自己花了10年時間，嘗試由每日3餐改為
吃一餐，希望減少進食，因為有測試稱少吃會長命一些。”對
於有網民提議李錦聯與安德尊拍攝MMA拳擊比賽節目，他即
表示沒興趣，並解釋道：“他一定不夠我打，沒有興趣，他好
像不倒翁，打倒之後又起返身被我再打。”笑指安德尊5日沒上
節目是否怕了他，李錦聯稱對方是靠不住的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柯嘉琪、程芷渝及黃芊瑜5
日到旺角拍攝電影《忍不住的眼
淚》，三人表示戲中飾演拳館接
待員，濃妝打扮的程芷渝指其角
色性格清純，所以沒有性感或親
熱戲份。

𡃁𡃁模劉燕妮（Rika）參加
ViuTV節目《G-1格鬥會》與黎
美言（Winkie）對決時慘被打至
滿臉瘀傷，日前並宣佈退出娛樂
圈，隨即被指搭上內地富二代。
對於Rika覓得百億男友，程芷渝
表示多年前曾與對方吃過飯，facebook有聯絡。柯嘉琪就插口
說：“成功不是看有無百億，一元男友都係成功，最重要是疼
愛自己，（可覺得對方一戰成名？）我比較易撞瘀，較為錫
身，沒諗過參加，加上之前參加節目試過打擂台，養傷成個
月，所以就更加錫身。”程芷渝亦表示沒有興趣。

麥包認身體開始退化

柯嘉琪揚言不在乎男友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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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母親節將到，世上最偉大
的母愛都是為了兒女願意付出
所有，歌星陳美齡（Agnes）
一直是事業家庭兼顧，而且教
子有方，將三位兒子大仔金子
和平，二仔昇平及細仔協平教
育成才，三個兒子都和她一樣
能考上美國史丹福大學讀書，
造就了一門四傑的佳話。如此
成功的媽媽自然很多人想取
經，大家都好奇她怎可以教出
三位兒子讀書都如此出色。日
本《朝日新聞》力邀她出書，
結果近期她推出一本《50個教
育子女的方法》，目前只是日
文版，她料有機會翻譯成其他
語言版本，中文版亦在籌備

中，希望對更多家長在教育仔
女方面有所啟法。

5歲前多做啟發式教育
這本書中陳美齡寫出她30

年的教仔生涯，她表示培育子
女成長，50個方式都未能盡
訴，不過覺得最重要就是在小
朋友由BB至5歲前要多做啟發
式教育，不要相信6歲前沒有
記憶之說，要從胎教開始，一
直都要訓練認知能力，必須剌
激孩子的腦細胞發育，靈活運
用語言，在BB這段期間要讓
子女有習慣閱讀，長大後就會
自動自覺書本不離手，既不抗
拒讀書，更容易吸收知識。

她稱其實兒子們成長期她

都忙於要演出，照顧兒子時都
要很懂得分配時間，用盡每分
鐘；後來一直較擔心細仔協
平，面對兩個哥哥都考入該大
學，一定有好大壓力，所以協
平被取錄時自己開心不已，實
在感到自己好幸福也好感恩！

三子同考上名牌大學
陳美齡出書講育兒經

■余宜發是陳美齡的忠實粉
絲。

■陳美齡寫出她30年
來的教仔生涯。

■左起：柯嘉琪、程芷渝及
黃芊瑜拍新戲。

■麥長青(右)和李錦聯談中年
危機。

穿上黃色透視晚裝現身的王玉環，透露手上逾千客
戶、團隊有二百人，縱使經濟差亦不擔心，因覺得

男女老幼都需要保險。事業成功的她表示當初入行，因
為不是香港人，在港沒有親戚，都是靠朋友介紹客
人。她表示做保險行業得到滿足及得到自己想要的東
西，但就拒絕透露年薪有多少。職位升了一級的她
笑謂希望日後再有機會升職。她又透露有意出一本
講管理的書，幫助做保險的人，以及想多做善
事。

從內地搭飛機趕來出席活動的羅霖表
示，曾經想過跟王玉環做保險，但因老人
家觀念守舊，說做保險會被人講閒話，
所以最終無做到。母親節將至，羅霖
表示每年都是跟父母，三代同堂

一起慶祝。她又透露稍後
會遠赴歐洲拍廣告、

影 婚 紗

相，問到跟誰影婚紗相？她說：“找了模特
兒，但要保持神秘感，（第二春？）保密。”
她謂之前媽咪找人幫她睇相，指她今年年底或明
年年初會結婚，她坦言有第二春當然好，但不會
期待。

周家蔚爆天明沒買保險
周家蔚表示自己性格不適合做保險，但都

有意考保險牌，希望學習怎樣買保險才有保
障。她謂自己有買保險，並正計劃為兩個兒子
買保險。她又大爆老公洪天明拍打戲都沒有買
保險，更有駕駛電單車，故打算替他買保
險。

今個星期日是母親節，家蔚表示會攜
同大仔出席活動，但他正發燒中，淋巴腫
脹，所以要視乎當日兒子的狀態再決定，
如果他未康復就會改帶小兒子。

圈中好友賀王玉環升職

羅霖
年底有第二春

被 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淡出影圈多年的王玉環轉投保險業後成績彪炳，近

日更榮升為保險公司成立119年以來首位女性高級區域總監，5日晚更於某酒店設宴慶

祝，不少圈中人都有出席，包括羅霖、周家蔚、黎燕珊、楊婉儀、劉培基、陳玉蓮、

鄭明明等。羅霖透露稍後會遠赴歐洲拍廣告、影婚紗相，她又爆被相士批她今年年底

或明年年初會結婚。

■周家蔚指大兒
子正發燒。

■黎燕珊喜見好友事業創
高峰。

■劉培基吻賀主角王玉環。

■羅霖透露會三代同堂慶祝母親節。■陳玉蓮現身賀好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薛凱琪（Fio-
na）5日接受Roadshow紅人館訪問並宣傳新歌，
她大賣關子表示暫時未能公開新歌歌名，因為將
與歌迷玩遊戲做歌名，每天上載圖片供歌迷猜
字，10位估中歌名的歌迷將與Fiona一起出席新
歌MV首播會。

Fiona坦言為新歌MV排舞40多個小時，她
說：“舞步與以往不同，而且新歌是講自強後的
自己，以前我好易喊，看到不實報道會變喊包，
現在我覺得要做個堅強的人，才能給大家正能量
和愛。”Fiona希望將新歌送給時下的一家之主
和職業女性，鼓勵女性在思維上要想清楚，說
道：“不是嫁了人被人照顧就好，在社會上做事

要堅強和正面。”
Fiona更開玩笑透露在新歌中會rap泰文，嚇

倒在場記者後才更正會rap廣東話，她說：“原
本打算rap英文，因為英文比較易和有型，但香
港女Rapper很少，沒有很多榜樣給我學，所以花
3日時間去揣摩聲線。”Fiona笑指自己感情雖然
專一，但在事業上很花心，不喜歡重蹈覆轍去做
音樂，所以想試突破唱rap。她笑道：“廣東話
有太多歡樂，其他語言說錯了就是錯，但廣東話
讀錯音就會變成另一個字，所以錄音時有很多笑
料。”問她是否唱了很多諧音粗口，Fiona說：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總之這首歌是我入行以來
最man的一首。”

■薛凱琪暫時拒公
開新歌歌名。

Fiona挑戰做女ra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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