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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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德清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安穩保險

愛客戶如親人
視信譽如生命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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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1月 29日，愛斯克菲國際美食會第十
三屆授勳盛宴在三亞舉行。來自全球的知名美
食家、全球各行業企業家、酒店餐飲業精英、
全球知名專業名廚等 400餘名賓客齊聚三亞太
陽灣柏悅酒店，共同見證 200名人士被授予廚
皇會大使、藍帶卓越之星、榮譽主席等不同級
別的勳帶和勳章，中國烹飪大師郭義大師被授
予“最高榮譽主席”'鯉魚王'稱號，並接受愛斯
克菲美國創始會長亨利師蓮的親自授勳。

郭義法國愛斯克菲國際廚皇會最
高榮譽主席，法國愛斯克菲國際
廚皇會授予《鯉魚王》勳章。

美國酒店業教父，愛斯克菲美國創始會長亨利師蓮與
郭義先生。

郭義先生與廚皇會亞太區梁國誠會長。

郭義先生與中國食神李耀雲先生。 河南獲獎大師：孟欣，林孝斌，亨利師蓮，郭紅曉，，李雙江，郭義，趙文廠。

郭義先生與三亞食神，三亞烹飪
協會會長王國華。

本
報
記
者

陳
鐵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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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之光》——中國烹飪大師郭義

新世紀通訊榮膺全美T-Mobile預付計劃專營店
休斯頓銷量第一，德州銷量第一，全美銷量第一！

（本報訊）好消息！截止到目前為止，新世紀通訊(Amazing Wire-
less)在全美國所有的T-Mobile預付計劃專營店裏拔得頭籌，榮膺休斯頓
銷量第一，德州銷量第一，全美銷量第一！這是了不起的成就！T—mo-
bile總部也非常驚訝於一個小小的門店能創造出這樣的銷售奇跡。其實，
了解新世紀通訊的朋友和客人就知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新世紀通訊
開業五年以來，秉承“幫您省錢，替您省心”的一貫宗旨服務顧客，口碑
好，服務盡心盡力，很多客戶介紹親友使用，客戶介紹客戶，大家介紹大
家，所以銷量一路上升，每天都是歷史新高。

華人是最會賺錢也是最會省錢的族裔，在休斯敦的華人社區，茶餘飯
後，各種場合，都能聽到人們在談論著：最省錢的手機月付計劃，就在王
朝商場旁的新世紀通訊。最近還推出開臺，不需要簽合約就送4G LTE智
能手機計劃，樂得最會過日子的華人朋友合不攏嘴。不少朋友拿了免費的
新手機回國去送人，既實惠又有面子。用過的人都說好。

假如您也想節省手機費用支出，趕緊查看您的簽約是否已經到期。若
已經不在簽約期間，不妨聯繫Amazing
Wireless（新世紀通訊）諮詢適合您家裡
每個人的省錢計劃。再也不用為全家共用
有限的分鐘而傷腦筋了。

Amazing Wireless（新世紀通訊）
電話：832-266-8368（週一至週六

10:30 am--7:00pm)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Ste132，

Houston, TX 77036(Dynasty Plaza王朝廣
場)

獲獎 Lily(左）和Judy（右）接受美南國際電視采訪

master dealer為新世紀通訊慶祝

開台免費送4G LTE智能手機

新世紀通訊榮獲德州開機冠軍新世紀通訊經理Lily(右）和她的搭檔Judy(左）

本報記者
黃梅子報導



C2體育集錦

大眾印刷公司

6418 Wilcrest Dr. Houston,TX 77072

承印一切所有印刷用品

C&W PRINTING

Tel:(281)575-1688

致諾電腦

諾致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IT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星期三 2016年5月11日 Wednesday, May. 11, 2016

皇馬3-2瓦倫西亞

2015/16賽季西甲第 37輪壹場焦點戰在伯納烏球場
展開爭奪，皇家馬德裏主場3比2險勝瓦倫西亞，C羅梅
開二度，本澤馬進球，羅德裏戈和戈麥斯兩度拉近比分。
皇馬聯賽11連勝後繼續以1分之差緊逼榜首的巴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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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環崇明島國際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賽8日結束了為期三天
的爭奪，中華臺北選手黃亭茵在最後壹個賽段的爭奪中再度發威，以2
小時26分06秒第二次收獲賽段冠軍。最終的總成績排名上，黃亭茵躋
身第二位，與克洛伊的差距僅為1秒。

環崇明島圓滿落幕

食在中國 C7星期三 2016年5月11日 Wednesday, May. 1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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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吃貨眼中的全國各地特色美食，，，，，，，，，，，，，，，，，，，，，，，，，，，，，，，
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妳吃過幾樣？？？？？？？？？？？？？？？？？？？？？？？？？？？？？？？

以独有生物技术，萃取天然植物原液，让肌肤变得鲜
活水嫩，犹如初生。活水，我的美丽肌秘！

我们亲爱的祖国地大物博，她赐予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各
地美食。有了这些吃的，无论别人再怎么说中国不好，我
也绝不离开她。本文介绍了中国各地最具代表性的美食。
一起来看看吧。

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四川：：：：：：：：：：：：：：：：：：：：：：：：：：：：：：：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三大炮
没错！就是《爸爸去哪儿》里面姐姐吃了又吃

的那个三大炮。

三大炮是著名的四川地区汉族特色小吃，主要

由糯米制成，由于在抛扔糯米团时，三大炮如“弹

丸”一样，发出“当、当、当”的响声，分为“铁

炮”，“火炮”，“枪炮”，故名总称“三大炮”。

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口味虾
口味虾又叫长沙口味虾、麻辣小龙虾、香辣小

龙虾等，是湖南省著名的汉族小吃，以小龙虾制成，

口味辣鲜香，色泽红亮，质地滑嫩，滋味香辣。

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湖北：：：：：：：：：：：：：：：：：：：：：：：：：：：：：：：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热干面
热干面是湖北省武汉市的汉族特色小吃，原本是

武汉的特色美食，在湖北很多地方都十分受欢迎。

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虾饺
虾饺是广东省的汉族传统小吃，属粤菜系，起

源于广州郊外靠近河涌集市的茶居。那些地方盛产

鱼虾，茶居师傅再配上猪肉、竹笋，制成肉馅。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北京烤鸭
烤鸭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北京著名菜式，由中国

汉族人研制于明朝，在当时是宫廷食品。用料为优

质肉食鸭北京鸭，果木炭火烤制，色泽红润，肉质

肥而不腻，外脆里嫩。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南翔小笼包
南翔小笼馒头，又叫南翔小笼包，是上海嘉定

区南翔镇的汉族传统名小吃。已有100多年历史。

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
台湾美食大肠包小肠的糯米肠、香肠，通常都

先经过炭烤，而糯米肠切开后，也会再涂抹酱油膏

等酱料。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丝袜奶茶

丝袜奶茶是具香港特色的一种奶茶，是香港

人日常下午茶(和早餐)常见的饮品。基本上，在香

港茶餐厅供应的奶茶都是用丝袜奶茶的方式泡制。

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澳门：：：：：：：：：：：：：：：：：：：：：：：：：：：：：：：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葡式蛋挞
葡式蛋挞，又称葡式奶油塔、焦糖玛琪朵蛋挞，

港澳及广东地区称葡挞，是一种小型的奶油酥皮馅

饼，属于蛋挞的一种，焦黑的表面(是糖过度受热

后的焦糖)为其特征。

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桂林米粉
桂林米粉是历史悠久的汉族传统小吃。以其独

特的风味远近闻名。其做工考究，先将上好大米磨

成浆，装袋滤干，揣成粉团煮熟后压榨成圆根或片

状即成。

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江西：：：：：：：：：：：：：：：：：：：：：：：：：：：：：：：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瓦罐煨汤
瓦罐汤是江西省汉族民间传统煨汤方法，以瓦罐

为器，精配食物加以天然矿泉水为原料，以硬质木炭

火恒温传统式六面受热，煨制达七小时以上。

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河南：：：：：：：：：：：：：：：：：：：：：：：：：：：：：：：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烩面
烩面是一种荤、素、汤、菜、饭兼而有之的河

南传统美食，有羊肉烩面、三鲜烩面、五鲜烩面等

多种类型。

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海南清补凉
海南清补凉是一道美味可口的汉族名点，属于

海南菜。作为风靡热带海南岛的特色冰爽甜品，传

统的海南清补凉主要是以红豆(绿豆)、薏米、、花

生、空心粉等做成，放置冷却或加入冰块后及成为

一碗正宗的海南清补凉。

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油炸螺丝糕
油炸螺丝糕是济南的一种传统精美的汉族糕类

小吃，皮脆内嫩，葱香浓郁。传说这种螺丝糕是一

百多年前由三位徐氏兄弟从南京传来。

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江苏：：：：：：：：：：：：：：：：：：：：：：：：：：：：：：：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鸭血粉丝
鸭血粉丝是南京著名的风味小吃，由鸭血、鸭肠、

鸭肝等加入鸭汤和粉丝制成。口感鲜香，爽口宜人。

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浙江：：：：：：：：：：：：：：：：：：：：：：：：：：：：：：：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绍兴腐乳
绍兴腐乳是浙江地区汉族名菜，当地人叫“霉

豆腐”，又有“素扎肉”的雅称。绍兴腐乳是价廉

物美的佐餐佳品，红方的汁烧肉，肉味香冽，是绍

兴传统的家乡名菜;醉方的汁，绍兴人多用来蒸豆

腐，放上点小葱，呈白底、黄液、青盖面的特殊色

汁，其味别有风味，令人食欲陡增。

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八宝肉圆
徽菜中的“八宝肉圆”是以鸡肉出鲜、火腿佐

味、冬菇增香而著称，其用料和制法特别，是山区

人发喜庆宴席必备的风味。

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土笋冻

土笋冻是发源于福建泉州的一种色香味俱佳的

汉族传统风味小吃。如今流行于整个闽南地区，是

一种由特有产品加工而成的冻品。

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黑龙江：：：：：：：：：：：：：：：：：：：：：：：：：：：：：：：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哈尔滨熏肘花
哈尔滨熏肘花，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特产，

属于熏制类菜肴。主要旭将煮熟的猪肘花单行摆入

熏屉内，装入熏锅或熏炉熏制。

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吉林：：：：：：：：：：：：：：：：：：：：：：：：：：：：：：：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长春朝鲜冷面
延边朝鲜族喜吃冷面。冷面现今在国内很有名

气，冷面的主料为白面，荞麦面和淀粉。做冷面时，

先把和好的面用专用机械压入锅中，煮熟后捞出，

用冷水冷却。

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辽宁：：：：：：：：：：：：：：：：：：：：：：：：：：：：：：：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老山记海城馅饼
老山记海城馅饼是沈阳市传统风味小吃。海城

馅饼是温水和面，选猪、牛肉为鸳鸯馅。取香料十

余种煮制，取汁喟馅培其味。蔬菜馅，随季节变化，

选豆牙、韭菜、黄瓜、青椒、南瓜、芹菜、白菜等

配制，使饼馅荤素相配，浓淡相宜，高档品还以鱼

翅、海叁、大虾、干贝、鸡肉调馅。

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
狗不理，即：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是

全国闻名的汉族特色传统风味小吃，为“天津三绝”

之首，是中华老字号之一。

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河北：：：：：：：：：：：：：：：：：：：：：：：：：：：：：：：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
河间驴肉火烧是河北省河间市汉族传统名吃。

凉肉夹饼，再加以驴冻，驴冻入口即化。

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山西：：：：：：：：：：：：：：：：：：：：：：：：：：：：：：：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刀削面
刀削面，是山西的汉族传统面食，为“中国十

大面条”之一 ，流行于北方。操作过程：将面粉

和成团块状，左手举面团，右手拿弧形刀，将面一

片一片地削到开水锅内，煮熟后捞出，加入臊子、

调料食用，以山西大同刀削面最为著名。

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烤全羊
烤全羊(Roast Whole Lamb)是蒙古族人民膳食

的一种传统地方风味肉制品，一道最富有民族特色

的大菜，是该民族千百年来游牧生活中形成的传统

佳肴，是蒙古族招待外宾和贵客的传统名肴。

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陕西：：：：：：：：：：：：：：：：：：：：：：：：：：：：：：：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
臊(sào)子(读音为轻声)面是西北地区汉族传统

面食，以陕西关中平原及甘肃陇东等地最流行。也

是西府(今陕西省宝鸡市)名小吃。

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青海：：：：：：：：：：：：：：：：：：：：：：：：：：：：：：：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甜醅
甜醅西北地区的特色小吃之一，用燕麦或青稞

制作。

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甘肃：：：：：：：：：：：：：：：：：：：：：：：：：：：：：：：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

兰州牛肉拉面，又称兰州清汤牛肉面，“中国

十大面条”之一[1] ，是甘肃省兰州地区的风味小吃。

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烤羊肉串
新疆的烤羊肉串可以说是风靡全国的一种风味

小吃，受到广大群众的青睐。烤羊肉串，维吾尔语

称之为"喀瓦甫"，是维吾尔族的一种传统小吃。

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宁夏：：：：：：：：：：：：：：：：：：：：：：：：：：：：：：：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清蒸羊羔肉

宁夏羊羔肉细嫩鲜美，没有膻味。羊羔肉最好

选用胸叉、上脊骨部位，剁成长方形条，用清凉水

洗净，摆在碗内，放上生姜、大葱、大蒜;再放上

几粒生花椒，上笼蒸 30分钟左右;然后扣至汤盘内

上桌，配以醋、蒜汁、盐等调料佐食。

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云南：：：：：：：：：：：：：：：：：：：：：：：：：：：：：：：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过桥米线

过桥米线是云南滇南地区特有的汉族小吃，属

滇菜系。过桥米线起源于蒙自地区。过桥米线汤是

用大骨、老母鸡、云南宣威火腿经长时间熬煮而成的。

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碗耳糕

碗耳糕又名“娃儿糕”，贵州贵阳地区汉族

特色糕点。形状像一个小茶碗，因用“碗耳糖”制

作，小孩特别爱食，故名。

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西藏：：：：：：：：：：：：：：：：：：：：：：：：：：：：：：：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
酥油茶是来自中国西藏的一种特色饮料。多作为

主食与糌粑一起食用，有御寒提神醒脑、生津止渴

的作用。

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重庆：：：：：：：：：：：：：：：：：：：：：：：：：：：：：：：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酸辣粉
重庆酸辣粉是四川及重庆城乡间广为流传的汉

族传统名小吃，是重庆人的最爱。主粉由红薯，豌

豆按最佳比例调和，然后由农家用传统手工漏制而

成。口味偏重，以酸辣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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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靚苗米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6年5月11日（星期三）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郎維說，舉辦這麼多場國際賽事，這在5年前是不可想像的，未來3到5年中國網球
協會將舉辦多少場網球賽事是不可預測的，因為中國網球發展確實太快，超出大

家的想像。
“孫甜甜與李婷搭檔在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獲得中國網球首枚奧運金牌，接下

來李娜又獲得兩項大滿貫單打冠軍，應該說中國網球無論是運動員成績，還是普及、
辦賽都發展比較快，”郎維說。

2016“金源盃”ITF國際女子網球巡迴賽．鄭州站將於本月15日至22日在河南
省中原網球中心舉行。賽事設女子單打和雙打兩個項目，比賽為期8天，賽事獎金級
別為國際網聯世界巡迴賽5萬美元。

彭帥復出 為里奧蓄力
鄭州站賽事，是繼江蘇南京、福建泉州、廣東深圳、廣西南寧、雲南安寧之後，

ITF國際女子網球巡迴賽2016年在中國的第六個城市舉辦。
本次國際賽事吸引了來自中國、美國、俄羅斯、塞爾維亞、斯洛伐克、

奧地利、白俄羅斯、保加利亞、韓國、墨西哥、泰國、烏茲別克和中國香港
等13個國家及地區的70餘名職業球員報名參賽。其中包括擁有兩項雙打大滿
貫冠軍頭銜的中國金花彭帥。

國家體育總局網球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郎維說，前雙打世界第一、兩項
雙打大滿貫冠軍彭帥去年因腰傷告別賽場，今年選擇在ITF賽事中慢慢找回狀

態，她今年將參加里約奧運會，此次參賽也是為參加奧運會蓄力。
ITF國際網球女子巡迴賽，是全球國際網球賽事中的中堅力量，

網壇名將莎拉波娃、澳網和法網冠軍李娜等選手，都是經過在ITF賽
場上的拚搏才走到今天，ITF國際比賽也是孕育國際網壇明星的搖
籃，每輪晉級的球員都將獲得相應的WTA世界排名積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程相

逢、陳曉莉）中國國家體育總局

網球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郎維10

日在 ITF國際女子網球巡迴賽鄭

州站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今年中國網球協會與ATP（男子網

球協會）、WTA（女子網球協會）和 ITF（國際網球聯合

會）三個國際網球組織合作，共舉辦70多場國際網球賽事，

包括青少年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俞鯤 武漢報道）記者10日
從2016武漢網球公開賽賽事
品牌發佈會獲悉，李娜將出
任2016年武網賽事全球推廣
大使，該消息也在李娜微博得
到證實。

中國三大網球賽事之一、
每年網球“中國賽季”的首項
重頭戲——武漢網球公開賽10
日召開賽事品牌發佈會，推出
經過優化設計的賽事徽標，並
宣佈李娜正式出任2016年賽事
全球推廣大使。組委會表示，將充分
發揮和李娜強強攜手的優勢，繼續提
升賽事的國內外影響力，加深賽事的
專業化、精品化運營，再將武網打造
成武漢國際名片的工作更上一層樓。

與此同時，4名武網傑出球童代表在
發佈會上誓師出征，將代表武網奔赴巴黎，服
務網壇四大滿貫賽事之一的法國網球公開賽，
與李娜共同展示武網和武漢網球運動代表的
風采。

“南征北戰這些年，最自豪的不是拿過
多少冠軍，而是看到越來越多的人愛上網球，”
李娜表示：“武漢是我的家鄉，是我開啟網球生
涯的地方。讓每一個平凡大眾都可以接觸網球、
享受網球，這或許就是我網球生涯的另一種延
續，也是武網的初衷。”

據組委會10日消息，世界傳奇拳
王泰臣將於23日赴華，亮相2016IBF
（國際拳擊聯合會）全球年會的同時，
還會於25日在北京奧林匹克公園鑽石
體育館出席“榮耀之巔”IBF世界拳王
爭霸賽。

IBF全球年會的主辦方——IBF中
國區委員會5月初在其官方微博上發起
了“最想見的拳王”線上投票活動，泰
臣以高票當選。因此，活動主辦方力邀
泰臣出席此次拳擊界盛事，以增進中美
拳擊文化交流，並將舉辦拳迷見面會，
滿足廣大中國拳迷與泰臣交流的願望。

按計劃，在華期間，泰臣將前往
長城，出席在那裡舉行的頗具中國特色
的稱重儀式。此外，泰臣還將參加由
IBF中國區舉辦的拳擊文化及體育產業
發展圓桌會議。在一場拳迷見面會之
後，他將與拳迷一同觀看IBF世界拳王
爭霸賽。

本次IBF世界拳王爭霸賽共六場比
賽，其中主賽三場。

中國拳王熊朝忠捲土重來，對陣
哥倫比亞的實力拳手何塞．吉梅內斯，
本場比賽為IBF105磅迷你輕量級的強
制挑戰權爭奪戰，如果勝出，熊朝忠有
望在本年度內，挑戰IBF的迷你輕量級
世界金腰帶。

中國女拳手蔡宗菊將對陣IBF世界
排名第一的泰國拳手塞姆森，兩人的比
賽為IBF女子105磅迷你輕量級的強制
挑戰權爭奪戰。如果獲得勝利，蔡宗菊
將成為IBF世界金腰帶挑戰者。

此外，WBA（世界拳擊協會）世
界拳王爭霸賽將於6月24日在北京舉
行，屆時四場巔峰對決將產生兩名
“WBA 世界金腰帶”冠軍和兩名
“WBA國際金腰帶”冠軍。其中，最
具看點的是中國拳手裘曉君挑戰WBA
超雛量級世界金腰帶。 ■新華社

泰臣將訪華 觀戰 IBF拳王爭霸
中國女排 10 日在北京

光彩體育館與來訪的泰國
隊進行了一場熱身賽。由
於泰國隊正備戰里約奧運
落選賽，故為了適應奧運
落選賽在上午 9 點進行，
10 日的熱身賽在上午舉
行。結果，中國隊以 2：3
不敵。

10日晨的比賽，中國女
排僅有8名球員應戰，其中
包括傷癒歸隊的惠若琪，這
位中國女排前任隊長首發出
場，並打滿前三局，其餘首
發上陣的尚有主攻劉曉彤，
副攻徐雲麗、張曉雅，接應
曾春蕾，二傳沈靜思，自由

人陳展。
首局比賽，經過一輪相持後，中國隊逐漸找到手感，以25：19先下

一城。第二局，泰國逐漸打出自己的節奏，將小快靈的打法發揮出來，
一度以19：11領先。雖然中國隊有惠若琪連續得分，逐漸追近比分，但
仍以23：25惜敗。

其後的第三、第四局，中國隊以25：23及23：25先得後失，將比賽
拖入決勝局。結果缺少朱婷強攻的中國隊最終以9：15告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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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若琪（右）10日首發上陣。資料圖片

■泰臣(左二)將於本月下旬到訪北京。
資料圖片

■孫甜甜與李婷
（右）於雅典奧運
奪女雙冠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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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港版“巴塞”傑
志10日晚在旺角大球場演繹出行雲流水的攻勢：在
亞協盃小組賽最終戰以4：0大破新加坡馬里士卡
沙，成功獲得小組首名出線外，隊中老將及新人均展
現出色狀態，為傑志接下來挑戰亞協盃8強席位打下
一支強心針。

10日這場出線關鍵戰共吸引了近1700名觀眾入
場欣賞。而傑志的表現亦未令到場球迷失望，全場控
制大局攻勢不斷，上半場憑佐迪的入球以1：0領先
後，下半場更是演出一場“大屠殺”：先有今仗光芒
四射的羅勳奴個人梅開二度，其後小將鄭展龍更接應
林嘉緯的妙傳單刀“笠射”成4：0完場，以一場漂
亮的勝仗為今屆亞協盃小組賽劃上句號，首名出線的
同時更可確保球隊於16強淘汰賽有主場優勢。

傑志今季於本地賽被東方搶盡風頭，不過在季尾

階段則毫無疑問是狀態最佳的球隊。羅勳奴融入球隊
後入球不斷成為球隊的進攻泉源，今季上陣機會減少
的林嘉緯在今仗亦表現出中場指揮官的風采，對傑志
在亞協盃更上一層樓以及來季捲土重來大有幫助。

傑志大勝 首名晉亞協16強

■ 羅 勳 奴
（左）光芒
四射，個人
梅開二度。

郭正謙 攝

近年已從爭標對手多蒙特挖走馬里奧葛斯及
利雲度夫斯基的德甲巨頭拜仁慕尼黑又撬“蜜
蜂兵”，昨晚宣佈德國國足的主力中堅曉姆斯
落實回巢，簽約到2021年，歐媒指轉會費約為
3800萬歐元，是繼拜仁2012年以4000萬歐元引
進查維馬天尼斯後歷來德甲簽入第二貴的球
員。

今年27歲的曉姆斯從拜仁青訓出身，2008年
轉投多蒙特後隨隊兩奪德甲錦標，46次為德足
披甲入了4球，被譽為當今足壇其中一位最佳中
堅。“在8年半成功的多蒙特生涯後，作出這決
定並不易，”曉姆斯同時感謝蜂軍的所有人。

拜仁同時宣佈從葡超賓菲加簽入年僅18歲然
而已兩度為葡萄牙國足上陣的天才中場連拿度
辛捷斯，轉會費為3500萬歐元，連同曉姆斯合
共為7300萬歐元。 ■記者梁志達

曉姆斯回巢 拜仁7300萬鎊簽兩將

■曉姆斯 ■連拿度辛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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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布了預告前瞻之後，由朗·
霍華德與湯姆·漢克斯聯手打造的
丹·布朗小說系列第三部《但丁密
碼》公布了正式的預告片。在該預
告中，漢克斯所扮演的羅伯特·蘭
登陷入重重危機和解密之旅。除了
那個會導致全人類百年內滅亡或者
是半數人類全部死亡的開關。神秘
人給蘭登留下了一個線索，順著這
個線索，蘭登成缇了人類最後的希

望，而他也將根據這個線索走入一
段危機重重的解密之旅。

從預告所給出的信息來看，和之
前《達芬奇密碼》相比，影片將會在
動作戲和情節上加大力度。而且場面
的攝制也會升級。預告中一個大樓中
血液爆炸的場面，令人不寒而栗。
《但丁密碼》改編自著名驚悚懸疑大
師丹· 布朗2013年出版的新作《地
獄》，故事講述湯姆·漢克斯飾演的

符號學教授羅伯特·蘭登，在一所意
大利醫院中醒來時，頭部受到重創且
失憶，女醫生西恩娜·布魯克斯幫助
蘭登僥幸逃脫，並努力幫助他找回記
憶，而追殺蘭登的人則試圖通過在全
球散播瘟疫使地球變成詩人但丁所描
寫的“地獄”。2006年，朗·霍華德
與湯姆·漢克斯的搭檔就將丹·布朗的
名作《達芬奇密碼》搬上銀幕，電影
大獲成功，北美票房2.17億位列年度

票房榜第五位，全球範圍內也拿下了
7.58億美元。2009年《達芬奇密碼》
的前傳小說《天使與魔鬼》，再度被
原班人馬搬上銀幕。

該片依舊由前兩部原班人馬打造
。本片還是朗·霍華德與湯姆·漢克斯
第五次合作，除去兩人之間的合作無
間的“導演”搭檔外，還彙聚了曾因
《萬物理論》獲得第87屆奧斯卡金像
獎最佳女主角提名的英國演員菲麗希

缇·瓊斯，法國經典名作《觸不可及
》的黑人主演奧馬·希，以及出演
《機械師》《魔獸》的本·福斯特，
和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侏羅紀
世界》《奇幻森林》多部大片中有出
色表現的伊爾凡·可汗。

據悉，劇組曾在意大利的佛羅倫
薩、威尼斯以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
等多地取景，電影將于今年10月28
日在北美上映，有望同步引進內地。

《但丁密碼》漢克斯
再度踏入解密之旅

綜合報導 近日，《冰川時代：星際碰撞
》（簡稱《冰川時代5》）發布了一款全新的
中文預告片。預告中我們熟悉的冰川萌物們
集體回歸，帶來更為浩大的冒險，這次松鼠
奎特追逐松果飛上宇宙，釀成讓地球近乎毀
滅的大禍，而在地球上還在泡妞的樹懶希德
、以及其他玩鬧、爭鬥的冰川動物們，對這
個滅頂之災毫無准備，因而在這場逃亡之路
上笑料百出。

藍天工作室出品的《冰川時代》是全球最
受歡迎、最賣座的好萊塢動畫系列之一，前四
部全球總票房高達28億美金，尤其最後兩部票
房均超過8億美金。這一系列幾乎俘獲了全世

界各年齡段的觀眾，不僅僅是小孩喜歡，大人
也愛看。

片中松鼠奎特、象曼尼、劍齒虎迪亞哥、
樹懶希德這些生活在冰川大陸上的動物們都是
家喻戶曉的動畫明星。從預告上能看到，這一
集，他們面臨的冒險將會全面升級，也會比前
幾集更為爆笑。除了那個讓人又愛又恨的巴克
會回歸之外，本集還有一個新角色出現，一只
美麗的美洲駝香格裏出現。據悉，這一集松鼠
帶來的這個災難，會引發冰川地質年代的終結
，也就是說“冰川時代”將會迎來終結，之後
會開始一個新的時代。

該片將于暑期檔7月22日在北美上映。

《冰川時代5》新中文預告

松鼠追松果飛上宇宙

超級英雄電影似乎已經走到了死胡同，但是《死侍
》的出現，似乎又給未來的影片指明了一個方向，那就
是大膽的使用R級分級。日前，斷斷續續籌劃了很久的
《金剛狼3》已經開拍，影片的制片人西蒙·金伯格確認
，這將是一部R級電影，而且，更重要的是，影片中的
暴力升級，會與之前的《金剛狼》電影截然不同。

金伯格稱：“這會是一部非常血腥、激進的影片，
R級，暴力升級。有著某種西部片的味道。非常酷，與
之前的電影完全不同。”此前，扮演金剛狼的休·傑克曼
曾經表示說，這是一個很完美的劇本，“因為這是我的
最後一部《金剛狼》電影，所以我希望它是完美的。只
要我的身體和一切外在條件都達到完美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拍了。”作為《X戰警》的外傳電影，
《金剛狼》系列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2000年的《X戰警》是休·傑克曼第一次出演金剛
狼，此後便一發不可收拾，《X戰警》三部曲完結之後
，因為金剛狼的人氣太旺，片方福斯便開拍了《金剛狼
》的獨立電影，目前已經拍攝了兩部。在2017年3月3
日會上映《金剛狼3》，這恐怕也是休·傑克曼最後一次
主演超級英雄電影，他之前也透露過，十余年的健身和
節食，讓他也開始厭倦了。在去年的動漫展上，休·傑克
曼公布了一張“最後一部”的宣傳照，聲稱這是他的最
後一次主演金剛狼這個角色。他的“狼爪”也被掰掉了
兩個，只剩下了一根。

從目前的情況看，《金剛狼3》將是傑克曼最後一
次扮演該角色。不過，前不久傑克曼在社交網站上發文
，似乎暗示了自己出演《金剛狼4》的可能性。按照計
劃，《金剛狼3》將會在2017年3月3日上映。

《金剛狼3》開拍
R級暴力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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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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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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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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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懸疑驚悚影片《魔輪》於今日
正式定檔7月1日全國公映。該片懸念
重重，主要講述了壹段發生在“天涯
號”遊輪上離奇詭異的事件。從《魔
輪》今日曝出的定檔海報及預告可以看
出，陰暗詭譎的魔輪上積薪厝火，未
知的旅程中暗藏著無限殺機。據悉，
該片由基美影業出品，王早執導，坐
擁林心如、何潤東、金世佳等壹眾實
力演員，將為觀眾呈現壹場觸目驚心
的懸疑盛宴。

懸念重重 遊戲失控 林心如卷入海
上機關

懸疑驚悚影片《魔輪》今日終於檔
期落定，正式定於7月1日驚險起航。
影片主要講述了“天涯號”遊輪上的壹
宗遊戲失控引發的死亡謎案。今日《魔
輪》曝光的定檔海報懸念感十足，海報
中斑駁的船體在洶湧的暗濤中艱難挺
進，看起來危如累卵，讓人惶恐不安；
天空中重雲堆積、密不透風，好似暗喻
狂風暴雨即將到來；在遊輪巨大船體的
映襯下，畫面盡頭壹艘搖搖欲墜的小船

顯得孤兀淒涼。究竟滾滾的暗濤之下隱
藏著什麼樣的故事真相，懸念重重，耐
人思忖。

同日曝出的預告片氣氛緊張，燎如
觀火，將事發現場的驚險、刺激展露無
遺，引發強烈的觀影欲望。鏡頭中何潤
東被飛來橫物直刺咽喉，命懸壹線，讓
人實屬為其捏了壹把冷汗；人體自燃、
飛盤穿喉、腦漿迸血等片段更是驚險萬
分，讓人膽寒；主持人的壹句“遊戲現
在開始”和預告片結尾壹句“死亡僅僅
是開始”都暗示了遊戲的兇險。然而
這壹切究竟只是壹場遊戲還是陰謀者
在暗中作祟？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林
心如、何潤東最終能否力挽慘局，逃
出失控遊戲的魔爪拯救同伴也都成為難
解的疑團。

誠意滿滿 基美致力打造“中國電
影國際水準”

據悉，華語懸疑電影《魔輪》由上
海基美影業出品。基美影業壹向以國際
合作類電影為主要業務，近年開始整合
國際資源打造國產影片，《魔輪》則是

基美影業的開篇第壹式。對於該片，基
美影業沒有延習傳統懸疑驚悚影片小成
本投入的“保險”路線，而是選擇采用
精良制作，力求打造壹部優質的華語懸
疑驚悚題材片並著力輸出海外，誠意滿
滿可見壹斑。同時，基美影業總裁高敬
東先生在接受采訪時說道：“多年國際

合作的目的還是為了更好的走回國內市
場。”此外，為了保證電影全鏈條運作
的策略壹致性，基美影業在《魔輪》上
采取從劇本研發到投拍、制作、宣傳發
行壹體化的運作，走電影工業化和產業
化思路，力求打造“中國的電影、國際
的水準”。高敬東先生坦言：“只有這

樣才能更符合‘立足國內的國際電影公
司’這壹定位。”

據悉，華語懸疑驚悚影片《魔輪》
由基美影業出品，王早執導，林心如、
何潤東、金世佳領銜主演，並將於7月
1日登陸全國院線正式公映。屆時將開
啟壹段令人喪膽銷魂的海上之旅。

《
夏
天
十
九
歲
的
肖
像
》
鮮
肉
雲
集

杜
天
皓
李
夢
加
盟

電影《夏天十九歲的肖
像》初步定檔於暑期上映，
男女主角分別由黃子韜和楊
采鈺來飾演“康喬”和“夏
穎穎”。電影中“康喬”的好
朋友“趙毅”則由小鮮肉杜天
皓飾演，“朱莉”由新晉花旦
李夢飾演。這部由島田莊司
同名原著改編的青春懸疑愛
情電影集齊了黃子韜、楊
采鈺、杜天皓、李夢四位90後
演員，顏值演技雙重保證，加
上超級豪華的幕後班底，不禁
讓人引頸期待。

杜天皓坦言自己十九歲
剛入行 願為友情犧牲愛情

杜天皓在電影《夏天十
九歲的肖像》中飾演“趙毅”，
這是壹個內向、冷靜、直率
的19歲建築系男生。他和黃
子韜飾演的“康喬”在片中
是壹對形影不離的好兄弟。
“好兄弟”是維系兩人珍貴
友情的紐帶，但隨著情節的
發展，也成為束縛他們的枷
鎖。采訪中，當問到杜天皓
十九歲時是什麼樣時，杜天
皓不禁笑著說：“我十九歲
時就在拍戲了，都在工作，

那時候是在拍《小時代》。”《小時代》是杜
天皓的出道作品，青春活力陽光健康的形象，
讓觀眾們印象深刻。談起出演《夏天十九歲的
肖像》自己的感受，杜天皓直言“趙毅”是壹
個“很悶的人，需要大量的內心戲來表演。”，
這與杜天皓之前飾演的角色大相徑庭。在《夏

天十九歲的肖像》中，杜天皓飾演的“趙毅”
是壹個不善於表達、默默為愛情付出的男人，
卻又陷入友情與愛情的艱難選擇。無論是休
息時間還是排戲空檔，杜天皓都在全心鉆研
這個矛盾而復雜的角色，極盡所能地將它豐
滿起來。

杜天皓坦言自己與“趙毅”在愛情觀上還
是不盡相同的：“趙毅的愛情觀就是，他喜歡
壹個女生，但是這個女生喜歡他的好兄弟，他
只能悶在心裏，不知道怎麽表達。如果是我，
我也會選擇放手，成人之美。”

李夢：我的愛情觀是灰色地帶 十九歲的遺
憾是懵懂無知

李夢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2011年
出演《白鹿原》嶄露頭角，開始闖入人們的視
野。2013年參與主演賈樟柯執導的《天註定》，
走上戛納紅毯。2015年在電影《解救吾先生》
中飾演了壹位在浮世飄零的失足少女，與王千
源狂飆演技毫不遜色。2016年，在電影《夏天
十九歲的肖像》中，李夢飾演了壹位為愛癡狂
的少女“朱莉”。這是壹個甘願為愛情飛蛾撲
火，有些偏執的女性角色，李夢完美的消化了
這個角色，在片中表現驚艷，收到了劇組上下
的壹致點贊。李夢坦言自己和朱莉非常不壹樣：
“朱莉的愛情觀是比較非黑即白，我的愛情觀
是灰色地帶的。我不會認為沒有誰我就會死，
沒有這個人我就要活不下去，不會因為愛壹個
人這樣瘋狂。”當被問到如果能跟朱莉說壹句
話，會說什麼時，李夢只是淡淡地答了壹句：
“以後不要這麼傻了。” 雖然和張榮吉導演合
作是首次，但是李夢表示她在電影院看過張榮
吉的作品《逆光飛翔》，當時就非常喜歡。後
來接到《夏天十九歲的肖像》時才知道導演就
是張榮吉，覺得緣分很奇妙。談及對於自己的
十九歲有什麼會感到遺憾的事時，李夢不假思

索地回答：“十九歲的遺憾就是那時
候太懵懂無知了，覺得好像社會跟我
想象的不太壹樣。”。電影中的李夢
詮釋了“朱莉”的仿徨和脆弱，而戲
外的李夢卻顯得成熟和穩重。相信拍
攝《夏天十九歲的肖像》，會成為她
的美好記憶。

電影《夏天十九歲的肖像》由大
盛國際、小米電視、長富匯銀、影都
文投、天浩盛世、啟泰文化、第九單
位聯合出品，這個暑假，我們壹起期
待吧！

懸疑影片《魔輪》定檔7.1

林心如身陷謎案

《夜孔雀》曝新照
劉亦菲獨自面對“愛的抉擇”

中法合拍電影《夜孔雀》將
於5月20日上映，影片是金球獎
提名導演戴思傑闊別十年的回歸
之作，由劉亦菲、劉燁、余少群
及黎明主演，講述了壹個跨越巴黎
、成都特別而又浪漫的愛情故事。

作為今年520上映的唯壹壹
部愛情電影，影片從定檔之後就
受到了高度關註，而片方也通過
全新發布的劇照和特輯，透露出
了更多關於影片的信息。

壹個女人的三種不同情感
在導演戴思傑看來，《夜孔

雀》講述了“壹個女人的三種不
同情感”。與他之前的兩部電影
作品《巴爾紮克與小裁縫》與
《植物學家的女兒》壹樣，影片
同樣聚焦於女性視角。作為“女
性三部曲”的最終章，《夜孔雀》
所要表達的情感要比前兩部更豐
富也更有層次感。

《夜孔雀》講述了劉亦菲飾
演的法籍華裔女孩埃爾莎與三個
中國男人間的情感故事。從之前
發布的角色海報中，觀眾已經能

夠感受到劉亦菲與劉燁、余少群
及黎明的四人關系錯綜復雜。

在最新發布的這組劇照中，
劉燁飾演的紋身師與劉亦菲共同出
現在埃菲爾鐵塔前，兩人同時展現
出的笑容甜蜜溫馨。黎明深情地用
書法寫下了壹個大大的“愛”字，
劉亦菲小鳥依人地依偎在他的身
後。而余少群則獨自出現在空曠的
地道之中，神情恍惚。

戴思傑透露，影片中劉亦菲
將經歷美好的友情、享受被愛的
感覺，更會投入到沒有任何計算
的真愛中。

劉亦菲獨自面對愛的抉擇
在《夜孔雀》裏，劉亦菲飾

演的埃爾莎與她以往的角色完全
不同，她需要獨自面對愛的抉擇，
為愛情有飛蛾撲火般的勇敢。在
劉亦菲的理解中，影片是壹個關
於遇見、選擇和錯過的故事，是
每壹個人的人生都能體會到的壹
些感情。

影片中，劉燁所飾演的紋身
師與劉亦菲之間的感情並不完美，

在劉燁看來這種錯過“挺悲傷、
挺讓人心疼的”。不過在導演戴
思傑的理解中這就是友情，“埃
爾莎喜歡了他，但和他的感情停
留在友情上，這也是人生很美的
壹件事情。”

而余少群的角色瘋狂地迷戀
著埃爾莎，但他的愛卻經歷了更
多波折。在余少群看來，他的角
色充滿著壹種青春期男孩的好奇，
對異性的愛誇張而極端。轉換到埃
爾莎的視角中，戴思傑認為，
“她有點欣賞這種感覺，被人愛
是壹個很舒服的事情。”

劉亦菲與黎明之間或許才
是真正的愛。在黎天王眼中：
“愛情的力量其實是脆弱的，
緣分和時間段很短，愛情就是
很簡單的，在現實生活裏面，
妳能遇到能碰到，這壹瞬間它
就是屬於妳的。”

就像劉亦菲在影片獨白中說
的那樣，“愛是壹種天賦”，它
會讓壹個人在獨自面對不同的人
和事，以及各種情感時成長，或
許這才是愛的真正意義。

C5香江演藝
星期三 2016年5月11日 Wednesday, May. 11, 2016

成人午餐 $9.69/人; 成人晚餐及週六、日全天 $12.89/人
60歲以上老人，平日中餐$8.39/人; 晚餐及周六、日全天$10.89/人

兒童(3-8歲) $5.99/人; 兒童(9-12歲) $7.99/人

$12.89/成人晚餐 $10.89/老人晚餐

老人快樂時光 $7.95/60歲以上
（週一至週四）2:00-5:00pm

誠請看枱、SUSHI MAN

中、日、美大型自助餐廳

占地20.000呎

可容納600多人

中式﹑日式﹐西式及拉丁美洲
式等各種國際美食﹐有牛排﹐
海鮮﹐壽司﹐鐵板﹐沙拉及各色
甜點還有廣式點心（有豆豉排
骨﹐鳳爪）等近250種選擇﹒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6年5月11日（星期三）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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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歲後要保重身體

宣
傳
個
唱

Kit在台上分享早年參加《我是歌手3》是一次神奇體驗，當
時導演洪濤是關鍵人物，專誠來邀請她參加，覺得會有很

多人聽到她的歌，而當時Kit因聲帶問題有近大半年沒有演
出，聲帶要開刀做手術，雖然參加《我》時已告痊癒，要重
新踏上舞台是好大挑戰和壓力，但後來被淘汰都很開心，是
個見證，贏了不少掌聲。

接便播出陳奕迅、古巨基、韓紅、林保怡、A-Lin、林
俊傑、孫燕姿、張靚穎等人的祝賀片段，陳奕迅更透露很想
看Kit的演唱會。

當年愚蠢令聲帶有事
Kit在港的首次個人秀將會以歌會友，內容具連貫

性，到時會演繹瑪麗蓮夢露歌曲，是否性感打扮，Kit笑
言：“到時來看便知，表演嘉賓在邀請中。(陳奕迅說想
來看，到時請他上台唱歌？)他很忙，其實有在商量，
而林保怡就幾年前在新加坡吃過飯，新加坡都有重播
《妙手仁心》，依然好好看，但時間過得好快，（有
否興趣拍劇？）都有興趣，我喜歡表演，但拍攝時間
比較難頂，自從聲帶有事，我會很珍惜身，過了40
歲要保重身體。”

Kit透露：“2014年2月開始覺得聲帶有點奇
怪，某個位控制不來，去到一個音會無聲，最冤枉
是那時候根本不是經常唱歌，發病源頭是因胃酸倒

流有好多痰，我不停咳以致受損，當時醫生說明一定
要開刀，最初我在不敢做之下，便拖延了幾個月到七月
才做手術，醫生說手術成功後三個月便可以唱歌，但自
己都會找藉口不想唱，後來得到洪濤邀請上《我是歌手

3》節目，才有動力逼自己去再練聲音。(很多人替你輸得
不值？)當時我沒有把聲帶有事說出來，因不想博同情和加
分，(現在開秀擔心會再磨損聲帶嗎？) 不會，正常做法是
不怕，那次因咳了半年，是愚蠢原因引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草蜢、林德信等歌手將於下月
3日假會展舉行演唱會，屆時他們
分別以“跳舞老師”和“體育老
師”的身份現身，草蜢重溫當年流
行的yes卡，蔡一傑笑謂：“簡直
靚仔到暈，而且好搶手，當然是我
最受歡迎。”蔡一智：“我的少男
時代，現在更young。”但草蜢都
沒有把自己的卡收藏，蘇志威謂：
“我只收藏劉小慧，她的綽號是學
生情人。”

阿智表示：“同期最勁應該是
周慧敏，震撼我們寶麗金公司，黃
凱芹也很厲害。”當年草蜢經常演
出校園秀，一日走七場，傑仔表
示：“粉絲好瘋狂，每次如進入殭
屍食人城，要殺出重圍，試過車子
被壓爛，有次被粉絲爬上車頂向他
們索取簽名，另一粉絲就用鎖匙在
車頭刮了‘I love you’三個字，
我們給嚇呆眼都凸，當時剛出道要
供一部車真的不易，最後要拿去車
廠重新噴油。”三人呼籲該位在車
頭刮字的粉絲出來自首，阿智笑
說：“你敢出來，我就敢送草蜢新
國語專輯加簽名和海報給你，都是
交個朋友。”蘇老闆續說：:“不
要帶人來，要就自己來。”

林德信以“體育老師”身份出
現，他表示：“未知在台上需否做
運動，若然邊做運動邊唱歌，很有
挑戰性，到時好多汗水可以不用穿
衣秀肌，感覺不錯，(跳舞難過做
運動？) 我跳舞一般，都會動少
少，(像黎明一樣?)我沒他這麼厲
害，看過他演唱會，他跳得好勁，
(是否遺傳爸爸的台風？)我在網上
見到他和校長(譚詠麟)唱英文歌都
有跳舞，好搞笑很好看，(跟葉蒨
文學跳舞？)我未夠資格，她的舞
很複雜，要好放和性感。”林德信
在上世紀90年代身處英國讀書，
所以沒有儲卡，他自言當時偶像是
金城武和周慧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新加坡歌手陳潔儀

(Kit)將於下月14日假會展舉行首個香港演唱會“

迷‧陳潔儀演唱會2016”，Kit身穿紅色透視裙現出黑

Bra，性感誘人，適逢10日活動在紅色暴雨警告下進

行，司儀應景指 Kit 的紅衣正好配合“紅色暴雨

(乳)”，相當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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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金牌
監製劉家豪與太太梅小青上月回巢無
綫，10 日無綫於將軍澳電視城舉行
《2016 年上半年度傑出員工頒獎典
禮》，劉家豪亦有出席。問到何有新劇
推出？家豪哥說：“剛返來，組織緊人
手，即將會開兩套四十集的劇集，我負
責一套時裝劇《溏心3》，梅小青負責
一套古裝劇《深宮計》，依家先寫緊劇
本，預計都要七、八個月之後至開始拍
攝。”他透露大部分都是原班人馬演
出，至於李香琴因健康狀況拍唔到。有
傳敖嘉年自薦？他說： “我不開名講，
今次回來好多演員好主動說想再合作，
為我同梅小青打了支強心針，(找外援？
) 主要用回現有演員，如有特別角色，

不排除找外援。”
說到有指他這次回巢後與另一高層

曾勵珍平起平坐？劉家豪就避談：“不
要講這些，想做好的品質，拍好的戲，
不應該總是去比較，各有各做好，珍姐
都好努力，回來唯一目的是拍好劇。”
他又謂好多謝陳國強主席，四年前走時
大型歡送他們，今次又歡迎他們回來，
覺得好溫暖。

問到拍劇製作費？家豪哥表示視乎
需求，一部劇好不好不是用錢去衡量，
劇本才是最重要，始終是一劇之本，劇
本不好都無用，用錢是堆砌不到。說到
無綫的小生花旦很多已離巢，他認為
TVB一樣有很多劇開拍，始終有後面的
梯隊上來，是一個定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關楚耀10日
以代言人身分為運動品牌le coq sportif行秀，他
透露最近於內地與阮兆祥拍攝真人秀《百萬挑
戰》，約拍至七月中才完成，而今次他們要有很
多體力勞動，最初他抽不中去耕田以為好幸運，
結果去做漁民還更辛苦，出海捕魚撒網，收到漁
獲再要分類，弄到一身魚腥味，他在船上半日也
未去過洗手間。最近馬天佑被拍到當街便溺，遇
上人有三急時會否特別小心？關楚耀笑笑口說：
“以前拍戲試過在山邊隱蔽的地方，但現在很難
避，不知鏡頭會放在哪裡，因為有時真的很難

忍，唯有小心
點！”

關楚耀現多
在內地工作，他
指女友Miu Kim
甚少來探班，也
會放心他，因他
跟女友每日都視
像溝通，感情相
當穩定。另談及
他所簽的一眾娛
樂公司傳出財政
出現問題，他表
示簽約半年每個
月也有出糧，沒
發覺有問題，他
亦沒為謠言去向
公司查問。

劉家豪避談和珍姐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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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報道）將於7
月15日上映的《外公芳齡38》繼夏日版人物
海報曝光後，再發一組新劇照，其中佟大為
首次以光頭造型亮相大熒幕，更是顛覆變身
為“史上最年輕外公”。這部影片中，“38
歲最年輕外公”的角色設定相當新奇，既要
賣得了萌、耍得了賤，又要板得了臉、扮得
了酷，豐富立體的人物性格對演員來說很有
挑戰，佟大為在新影片中賣萌扮酷樣樣信手
拈來，不僅要與從天而降的女兒陳妍希和外
孫呂雲驄鬥智鬥法，祖孫三代同居更是不斷
擦出爆笑火花，引人期待。

此次發佈的劇照曝光佟大為前所未有的
光頭形象，這在他近20年的演藝生涯中還是
頭一回。其身袈裟、托缽法海的造型相當
抓人眼球，佟大為坦言，“沒想到造型會這
麼誇張”。就連很少自拍的他都破例留下照
片，笑稱要拿給女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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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蜢重溫當年流行的yes卡。

■林德信在上世紀90年代身處
英國讀書，所以沒有儲卡習慣。

■佟大為的光頭造型出現在
《外公芳齡38》中的一場電
影發佈會。

■關楚耀表示忙於在內地拍真
人秀，嘗試不同的職業。

■金牌監製劉家豪表示已手寫
劇本。

■陳潔儀身穿紅色
透視裙現出黑Bra，
性感誘人。

■孫燕姿有錄
片段祝潔儀演
唱會成功。

■基仔同陳潔儀之前一齊
參加《我是歌手3》。

■陳潔儀說會好愛惜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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