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

2016年5月17日 星期二
Tuesday, May.1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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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8Fax: 71367103988615NorthLoop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623- 1037Fax: 510-623-10474225ChristyatFremont, CA9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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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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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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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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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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優惠僅適用於開設國泰精簡商業支票帳戶或商業分析支票帳戶。帳戶須在優惠期內用新存款開設。精簡商
業支票帳戶︰最低開戶金額為$3,000。可能收取每月$15維持月費及每月收費項目。商業分析支票帳戶︰最低
開戶金額為$200。可能收取每月$15維持月費及每月收費項目（可用收益回贈以抵消費用）。免收開戶後首
三個月的最低結餘要求。精裝商業支票優惠僅適用於指定支票種類，請查詢詳情。  2. 國泰商號銀行卡服務由
First DataTM Card Processing Services 提供。新的商號銀行卡服務申請需於優惠期內收到及獲得批核，並
於批核後的30天內啟動服務以符合獲享回贈之資格。所有申請須獲得First DataTM批准。必須使用國泰銀行商
業支票帳戶作為過帳帳戶。在啟動商號銀行卡的90天內，$200帳戶回贈將會存入至商業支票帳戶和$100額外
優惠將會存入至商號銀行卡服務帳戶。請查詢詳情。  3. 此優惠僅適用於開設國泰商業分析支票帳戶。在優惠期
內設立的任何新的商業電子銀行電匯服務，本行將豁免開設服務的首個月及隨後兩個月的匯出手續費 
（每月最多豁免20次手續費）。（豁免以客戶為單位計算，不以帳戶為單位。）豁免手續費優惠期從本行通知
你已開設有關電匯服務之時開始。  4. 申請表須於優惠期間內提交。須經信用批准並受聯邦中小型企業管理局 
(SBA) 的其他條件限制。豁免處理費僅適用於在2016年9月30日前已放款之SBA貸款。  5. 申請表須於優惠
期間內提交。豁免商業貸款文件處理/準備費用僅適用於在2016年8月15日前已放款之合資格貸款。須連接國
泰銀行商業支票帳戶並根據任何一項貸款中的每月最低還款額設立自動還款。國泰銀行商業支票帳戶有其他條
件及收費項目，請查詢詳情。  6. 信用卡由First National Bank of Omaha之分部First 
Bankcard®發行。 7. 國泰銀行保留隨時終止優惠之權利。 

休士頓分行: 9440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 278-9599

布蘭諾分行: 4100 Legacy Dr.- Ste #403, Plano, TX 75024
電話: (972) 618-2000

 

為您提供一站式的
全面商業方案

限 時 特 別 優 惠 :

請參閱下列重要資訊

1-800-9CATHAY
1-800-922-8429
www.cathay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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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時優惠7:
2016年5月2日起
至6月30日止

SBA

SBA 7(a) 貸款  
– 豁免高達$2,500處理費4

開設合資格的商業支票帳戶 
– 首次訂購精裝商業支票節省高達$100  
– 豁免首三個月維持月費1

商號銀行卡服務  
– 獲享高達$300帳戶回贈2

進階精簡資本商業貸款  
– 豁免高達$300商業貸款文件處理/準備費用5

商業電子銀行電匯  
– 豁免匯出手續費3 

$300

$2,500

$300

$145

歡迎查詢商業信用卡相關服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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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臺灣傳統週「花曲舞影Taiwan So Beautiful」
極至舞團藝術饗宴5/13晚7時僑教中心圓滿成功演出(2)

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臺灣傳統週籌備會主席楊明耕﹑僑務
咨詢委員王秀姿﹑美南台灣旅館公會會長嚴杰﹑休士頓客家會
會長劉志忠﹑前會長鍾桂堂﹑賴江椿等共襄盛舉

極至舞團藝術饗宴5/13晚7時僑教中心圓滿成功演出吸引主流
人士以及美南僑胞近500人前來觀賞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李美姿副主任﹑Hasting高中翟伊和老師﹑外
語部主任Katiusca Cirino﹑學生代表向極至舞團藝術總監石吉智及
舞者們致意

極至舞團舞者陳雅惠﹑陳右禎﹑劉廷音﹑曾惠婷﹑廖敏妙﹑陳建绮﹑
楊正綸﹑江宜樺﹑白惠菁﹑謝旻軒﹑吳浤偉﹑葉于瑄﹑石筌﹑吳季剛讓
僑胞看完節目後回憶家鄉的味道

極至舞團舞者陳雅惠﹑陳右禎﹑劉廷音﹑曾惠婷﹑廖敏妙﹑陳建绮﹑
楊正綸﹑江宜樺﹑白惠菁﹑謝旻軒﹑吳浤偉﹑葉于瑄﹑石筌﹑吳季剛和
與會中外來賓合影

休台姐妹會小組主席Lina Corinth﹑僑務委員葉宏志﹑黎
淑瑛﹑劉秀美等人出席觀賞

美國眾議員 Al Green代表Catherine Le邀請僑教中心
主任莊雅淑﹑李美姿副主任及極至舞團舞者群上台一
起按讚

極至體能舞蹈團於5月13日晚上7時至晚上9時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大禮堂圓滿成功
演出.由臺灣人公共事務會﹑休士頓客家會﹑松年學院﹑和樂之聲﹑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文
化導覽團隊﹑台美學會﹑休士頓臺灣同鄉會﹑休士頓環資社﹑美南台灣旅館公會﹑休士頓臺灣社
﹑休士頓臺灣同鄉聯誼會等10個社團聯合承辦的休士頓地區「2016年臺灣傳統週活動─花曲
舞影 Taiwan So Beautiful」.演出者﹑來賓﹑主席楊明耕,副主席江玟玟﹑陳煥澤,社團負責人熱烈
互動交流.

本報記者黃麗珊 攝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邱瓊慧夫婦﹑美國眾議員 Al
Green代表Catherine Le﹑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欣賞極至舞蹈團在
對美術有著相當造詣的藝術上將花朵﹑樂曲﹑舞蹈和光影等不同
元素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一個具有台灣特色的藝術饗宴

休城讀圖

美南ITC舉行《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
暨高科技醫療文化教育經濟大聯盟》揭牌儀式

本
報
記
者

陳
鐵
梅
報
導

2016年5月15日晚，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在ITC大樓舉行《中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暨高
科技醫療文化教育經濟大聯盟》揭牌儀式。同時也為慶祝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
李蔚華先生榮獲美國總統奧巴馬親自簽發的“美國義工金牌貢獻獎”，這是我們華人的
最高榮譽！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使、休斯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美國國會
議員格林、國會議員希拉. 傑克森. 李、日本社區領袖格林登、越南社區領袖史蒂文. 李
. Sr 與史蒂文. 李. Jr、廈門商會會長陳鐵銘、高帝美國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福建對
外友好交流促進會副會長陳建輝、全美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巴基斯坦駐休斯頓商會
、哥倫比亞共和國駐休斯頓商會，以及休斯頓華僑華人各社團負責人應邀出席晚宴。美
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致歡迎詞。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使致詞，高度讚揚了
李蔚華董事長為發展中美兩國關係，在推動兩國經
濟、科技、文化交流等方面所作出的貢獻，是華人
的驕傲！

貴賓共同為活動揭幕，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休斯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
在留言板上簽名。

美國國會議員格林在留言板上簽名，並親自朗讀美
國國會給李蔚華董事長的褒獎令。

左起：全美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廈門商會會
長陳鐵銘、休斯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美南報
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合影。

國會議員希拉 . 傑克森 . 李致詞後與嘉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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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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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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洗、吹、剪

剪、燙、染、化妝、繡眉、眼線

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305 S. Main, Houston, Texas 77025 
Tel: (713)663-7550   Fax: (713)663-6896 

網址：http://www.hcchome.org 
電郵：hccoffice@hcchome.org 
教牧同工：曹惠基、潘小玲 
D. Carter、譚聖欣、賴永敬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英語、粵語﹚ 
午堂崇拜：上午十一時正﹙國語﹚ 
梨城分堂崇拜：下午二時﹙國語﹚ 

牧師：鄭忠禎 
主日學：下午三時半至四時半﹙國語﹚ 

12005 County Road 59, Pearland, Tx, 77584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West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638 Hammerly Dr., Houston, Texas 77043 
Tel:(713)935-9422、935-9447 Fax: (713)935-9928 

電郵: whcc@whcchome.org 
主任牧師：許重一 

中文牧師：黃奕明、粵語牧師：施克健 
英語牧師：白安卓、李家德 

北區植堂牧師：祝華達 / 英語傳道：Ted Cox 
家庭事工：林徐玉仙 / 青少年：燕華欣、孫國軒 
兒童主任：陳秀女 / 粵語傳道：吳謝寶芳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卅分﹙國語/粵語﹚ 
 午堂崇拜(英)、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明湖中國教會 
Clear Lake Chinese Church 

503 N. Austin St., Webster, Texas 77598 
Tel: (281)338-1929    Fax:(281)338-0435 
電郵: clearlakecchurch@comcast.net 

網址:http://www.clearlakechinesechurch.org 
中文牧師：張友源牧師 
英語／青少年：林文平牧師 
英語崇拜：上午九時三十分 

中文崇拜：上午十時五十分﹙國語/粵語﹚ 
查經禱告會：禮拜三晚上八時 

禮拜五晚：中文查經、AWANA兒童節目 
           青少年團契 

 
  

7707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Tel: (281)499-2131  Fax: (281)499-5503 
網址：http://www.fbcchome.org 
電郵：office@fbcchome.org 
主任牧師：林永健 
行政主任：楊黃琳娜 
國語、粵語崇拜：上午九時卅分 

 英語、青少年、兒童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週四上午: 長輩活動和婦女聚會 

週五/六晚:兒童聚會 AWANA,青少年和成人團契 
主日下午:中文課和英語學習班 

凱地中國教會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24747 Roesner Road, Katy, TX 77494 
Tel. (832) 437-1998 

電郵：katyccc@katyccc.org 
網址: http://www.katyccc.org 
主任牧師：楊浩峰 

華語牧師：滕茂坤 / 英語牧師：林懷祖 
青少年事工：章迦恩/兒童事工：陳明佑 

關懷事工主任：王台妹 
        中文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 
      英文、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 

康福華人教會 
Comfort Community Church 

702 Smith Road.,  
Port Lavaca, Texas 77979 
電話：(361)553-6300 

 
主任牧師：趙德光 

 中文敬拜：主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English Worship：Sunday 9:30AM 
  禱  告  會：禮拜三晚上七時半 
  小      組：禮拜五晚上八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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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龍主場以116-89擊敗熱火，取得搶七大戰的勝利，以4-3淘汰對手，晉級東部決賽。 那不勒斯4-0弗洛西諾內，伊瓜因帽子戲法，打破意甲單賽季進球紀錄

伊瓜因破意甲紀錄

羅馬賽小威奪冠

總獎金為2，440，070美元的WTA超五系列賽意大利羅馬賽進入
決賽的爭奪，賽會頭號種子小威廉姆斯面對同胞凱斯時，克服慢熱，最
終7-6（5）/6-3獲勝，打破了9個月的冠軍荒，獲得賽季首冠，也是羅
馬第四冠，生涯第70冠。

C7國際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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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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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6年5月17日 Tuesday, May. 1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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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
好
超
市

王
朝

Ranchester

Gess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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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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 5月 11日，第 69屆戛納

國際電影節終于隆重揭幕。《咖啡公社》作爲

開幕影片率先登場，這部充滿複古範兒的愛情

悲喜劇在首映後收獲不俗口碑，導演伍迪· 艾倫

更是備受媒體追捧。此外，由喬治· 米勒領銜的

本屆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評審團首度集體亮相。

紅毯上，開幕片《咖啡公社》劇組率先亮

相，朱麗安· 摩爾、傑西卡· 查斯坦、賈斯汀· 汀

布萊克等演藝明星也前來助陣。盡管今年並沒

有華語片入圍影節，但走紅毯的中國女星卻並

不見少，鞏俐女皇範兒力壓朱麗安· 摩爾，李冰

冰、黃璐、趙濤、倪妮、劉亦菲也都美美地走

上了紅毯，更有中國女企業家羽毛裝搶鏡。

伍迪· 艾倫與戛納的淵源可謂深遠。今年雖

然沒有入圍競賽單元，但他的新作《咖啡公社

》仍以開幕片的身份，給本屆電影節打響頭炮

。作爲第一場正式官方活動，伍迪· 艾倫的發布

會人氣爆棚。提前一個多小時，來自世界各地

的媒體們就已經在活動場地排起了長隊。由于

座位有限，多數記者都無法進入會場，大家只

得將媒體中心的電視團團圍住，通過直播了解

活動的最新動態。

發布會上，伍迪· 艾倫再次展示了他獨特的

幽默感。雖然媒體與主創全程均使用英文交流

，但伍迪· 艾倫卻始終戴著同傳耳機：“因爲我

平時容易聽不清楚聲音，入耳式耳機可以把你

們的聲音放大，不過我好像聽著還是有點模糊

……”不過千萬不要以爲這是他服老的表現哦

，當被記者問到年逾八十如何在片場保持創作

熱情時，這位老頑童就直言：“我一直還覺得

自己很有青春活力啊。”

自诩爲“浪漫男人”的伍迪 · 艾倫此番在

《咖啡公社》中再次描寫了一段大叔和蘿莉的

感情。對于自己在創作中的這一“偏好”，他

的解釋是：“因爲我並沒有太多‘姐弟戀’的

經驗可以參考，如果我能想到一個發生在 50歲

女人和 30歲男人之間的好故事，我也可以立刻

就開拍。”

在伍迪· 艾倫之後舉行發布會的是第69屆戛

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評審團。在主席喬治· 米勒

的帶領下，克裏斯滕· 鄧斯特、唐納德· 薩瑟蘭

、麥斯· 米科爾森、凡妮莎· 帕拉迪絲、阿諾· 德

斯普裏欽、拉斯洛· 奈邁施、卡塔詠· 夏哈畢及

瓦萊莉· 高利諾等評委首度集體亮相。將在接下

來的兩周時間裏，他們講悉數觀賞每一部入圍

佳作，並在22日決定最終的金棕榈贏家。

盡管此前受到了不少質疑，不過喬治· 米勒

還是如期上任。“我認爲在戛納的兩周對于我

們就像是在參加一次電影夏令營。”他說。同

時他還承諾，評委們會認真謹慎對待工作，做

出獨立的選擇。克裏斯滕· 鄧斯特則將戛納電影

節稱作推介優秀電影人的絕佳平台，只有在這

裏，大家才可以抛開“票房”、“商業大片”

的影響，靜下心來體會電影藝術的魅力。

不過整場發布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當屬

唐納德· 薩瑟蘭的表現。對，就是那位曾經與葛

優一同出演過賀歲片《大腕》的老人。與其他

評委的一本正經截然相反，他全程充當起“段

子手”的角色，每一個回答必定引發全場爆笑

。作爲來自加拿大的電影人，當被本國記者問

到如何評價加拿大電影近兩年的表現和發展時

，唐納德竟任性的表示“不想評價”。不僅如

此，他還強行以一個“笑話”對這個提問進行

了回應：

“一個英國人、一個加拿大人和一個法國

人被抓，對方表示臨死前可以實現他們每人一

個願望，英國人想喝一杯英國茶，加拿大人想

要進行 15分鍾自我陳述，法國人說：‘我只想

死在加拿大人前面！’”

在開幕式紅毯上，主競賽單元評審團率先

亮相，接受采訪時，大家都談起了對評審團主

席喬治米勒的印象，最小的克爾斯滕· 鄧斯特贊

他非常有凝聚力，“漢尼拔”麥斯· 米科爾森則

表示非常珍視這次合作。

開幕片《咖啡公社》劇組壓軸亮相，最受

矚目的兩位女主演可謂各具風情，“小K”克裏

斯汀· 斯圖爾特煙熏妝加透視裝個性十足，“S

女王”布蕾克· 萊弗利則以裸色禮服彰顯優雅女

人味。被問到參演伍迪· 艾倫影片的心情時，寇

瑞· 斯托爾笑稱是經紀公司爲他選的，傑西· 艾

森伯格則表示，他和所有導演合作時的心情都

是一樣的。

當天，朱麗安· 摩爾、傑西卡· 查斯坦，娜

奧米· 沃茨、蘇珊· 薩蘭登、賈斯汀· 汀布萊克、

維多利亞· 貝克漢姆也驚喜現身。在采訪環節，

明星都被問到最喜歡伍迪艾倫的哪部電影，

《漢娜姐妹》成爲最受歡迎的一部。

在紅毯及開幕式結束後，《咖啡公社》

正式舉行了全球首映。影片講述了發生在上

世紀 30 年代好萊塢的一段愛情故事。年輕男

孩 Bobby（傑西 · 艾森伯格飾），對一個名叫

Veronica（斯圖爾特飾）的女孩一見鍾情。然

而出于現實的考量，Veronica 最終沒有選擇

Bobby，而是與年長她許多的，事業有成的中

年男子 Phil 結爲夫妻。雖然過程中有過諸多

甜蜜，但二人之間的這段愛情卻最終以遺憾

的結局收場。

在影像風格上，《咖啡公社》充滿著屬于

1930年代的，特有的複古風情。無論人物造型

、服裝，還是場景設計都非常精美。至于劇情

，則很符合伍迪· 艾倫一貫的愛情片風格。然而

盡管很多人評價這部電影是伍迪· 艾倫近期最好

的一次發揮，但事實上《咖啡公社》也只能算

是一部中規中矩的作品。特別是幾位主演的表

現，實在沒有帶來太大的驚喜：艾森伯格還是

渾身散發矽谷 I.T 男的味道；想要借此轉型的

“暮光女”小K依舊全程面癱；“Queen S”則

戲份少得可憐。

戛納國際電影節
影人齊聚開幕紅毯
開幕片《咖啡公社》人氣高

綜合報導 身在之前的消息中

，我們已經知道漫威的又一位超

級英雄——“黑豹”將成爲漫威

影業神秘新片的主角。而如今又

有關其進展的新消息。黑人演員

露皮塔· 尼永奧有望出演《黑豹》

。導演瑞恩· 庫格勒，主演查德維

克 · 博斯曼，制片凱文 · 費奇。黑

豹一角已在《美國隊長 3》中首次

亮相，露皮塔· 尼永奧飾演的角色

目前尚未透露。

“黑豹”是非洲國家瓦坎達

的黑豹族對于領袖的傳統稱呼。

提恰拉是目前的“黑豹”，其父

爲第一代“黑豹”。之前曾有隕

石落在瓦坎達，並帶來大量稀有

的吸音金屬 Vibranium。這種極具

軍事意義的礦産資源引來各方人

士爭奪，第一代黑豹T'Chaka正是

死于抵禦外敵的過程中。提恰拉

臨危受命，成爲新一代黑豹。他

曾與暴風女相愛，也曾短暫地加

入複仇者聯盟幫忙。每一代黑豹

都要進食一塊心形藥草以得到超

乎凡人的速度、力量、體能、耐

力以及敏銳度。

目前影片暫時定檔2018年2月

16日。

《黑豹》將拍獨立電影
露皮塔·尼永奧將加盟

綜合報導 近日，帕特麗夏·

羅茲瑪所執導的反烏托邦影片《森

林深處》曝光了首支預告。在預告

中，艾倫· 佩姬和埃文· 蕾切爾· 伍

德是一對關系非常要好的姐妹，她

們居住在樹林中的一棟高科技別墅

裏。不過，突然有一天，整個世界

陷入了混亂，停水停電，電台信號

也遭到了停止。緊接著，她們就要

憑借著自己的努力在土地上尋找食

物和水源。危險總是隨即而至，而

她們究竟要如何存活？

該片改編自簡 · 海格蘭

德 （ Jean Hegland） 所 著 同 名

反烏托邦小說。故事發生在

不遠的將來，講述了在社會

崩潰之際，居住在北卡羅來

納州森林深處的一對姐妹的

故事。妹妹妮爾 (艾倫 · 佩姬 )

與姐姐伊娃 (埃文 · 蕾切爾 · 伍

德 )獨自生活，她們對外面的

世界知之甚少。離她們居住的

地方 30 英裏之外才有一座城鎮

，而最近的鄰居也住在幾英裏之

外。她們聽到了關于海外戰爭和

議會倒台的傳聞，然而一直到家

裏電力與燃氣的供應完全中斷之

後兩姐妹才真正感到吃驚。她們

消耗光了所有的貯藏物，等待著

電力恢複，然而這一切沒有到來

。兩姐妹逐漸成熟起來，開始思

考她們在世界上所處的位置，以

及她們與這片土地、森林以及與

彼此之間的關系。

按照計劃，影片將于今年的

6月 23日登陸美國新聞集團的直

接電視（DirecTV）。而到了7月

29日，才會在電影院上映。

《森林深處》回歸自然與反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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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Lane,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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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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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體操項目里約奧運會參賽人員選拔辦法》及相關規
定，中國國家隊教練組根據兩次選拔賽（4月底隊內測

試選拔賽及5月全國錦標賽）成績及運動員狀態、隊伍配置等
初步確定里奧名單，不過，這份名單尚需上報至國家體育總
局批准，等到中國代表團成立時才算正式敲定。
里約奧運會體操團體賽為533賽制，即5個人參賽，每項3
個人上場並計3個人成績。這份8人大名單包含5名主力及3
名替補。

張成龍 商春松挑起大樑
在男隊主力中，奧運冠軍張成龍進行了多項升級，其中單

槓難度達到7.5分，肩負隊長的重任。鄧書弟、林超攀是全能
選手，鄧書弟曾多年征戰全能戰場，經驗豐富且技術全面，
而林超攀作為後起之秀，在今年兩次選拔賽中均問鼎男子全
能項目。尤浩和劉洋的吊環也頗有實力，其中劉洋的吊環在
全國體操錦標賽上摘得桂冠，尤浩的雙槓難度達到7.4分、吊

環也達到7分，冬訓效果顯著。
在女隊主力中，小將挑起大樑。商春松在兩次選拔賽中均

表現穩定，在剛剛落幕的全國體操錦標賽上摘得4金。去年晉
級為世界冠軍的范憶琳在高低槓和平衡木項目上有爭金實
力，其他小將的表現也同樣值得期待。
國乒方面，16日也對外公示了里約奧運的參賽名單，男隊3
位正選球手分別為馬龍、張繼科、許昕；女隊3位正選分別是
李曉霞、丁寧、劉詩雯，另外樊振東、朱雨玲分別為男、女
隊替補選手（P卡）。

馬龍 李曉霞獲單打資格
4月在香港舉行的里奧亞洲區預選賽，馬龍和李曉霞分獲東

亞區男女冠軍，從而獲得奧運會男女單打資格。至於國乒餘
下男女各兩個單打名額，則競爭格外激烈，女隊教練孔令輝
曾透露名單會在本月30日前上報。
里約奧運體操項目的比賽將於8月8至8月16日舉行，共設
男女個人與團體共14枚金牌；而乒乓球比賽將於8月6至18
日進行，設男女單打和男女團體共4枚金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里約奧運會（里奧）正在逼近，兩大金牌之師─中國乒乓球隊及中國體操隊16日先後

發佈出征名單，其中馬龍、李曉霞領軍國乒，體操新銳張成龍、商春松擔大旗。不過，奧運

“五金王”鄒凱及世界冠軍姚金男落選。

2016年全國體操錦標賽暨
里約奧運會選拔賽15日在合肥
落幕。奧運“五金王”鄒凱因傷
退出單槓決賽，徹底無緣里約。

在今次的選拔賽中，鄒凱雖
在自由操、吊環及鞍馬比賽成績
欠佳，但於最後一個項目──單
槓比賽中，鄒凱卻以一套高難度
動作完成，以預賽第三的成績躋
身決賽，不料卻在決賽前因腳踝
扭傷宣佈退賽。

“其實，很早我就知道自己
沒什麼希望了，但是總想着再拚
一拚，創造出一些希望。”鄒凱
在接受《法制晚報》訪問時平靜

地表示：“我自己不比賽了，但
可以給他們加油嘛。”

鄒凱的國家隊教練白遠韶透
露，隨着年齡的增長，鄒凱一直
受腰傷和踝傷的困擾，這兩年訓
練並不系統，本次全錦賽失誤也
屬正常。不過，談到隊友們征戰
里約的前景，鄒凱坦言：“現在
和以前不同，我個人認為現在的
中國體操隊，征戰奧運的難度在
於缺少突出的奪金點。目前中國
體操大概有三個奪金點，那就是
劉洋的吊環、張成龍的單槓，以
及多點開花的雙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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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操／乒乓奧運初步名單

體操
男隊：鄧書弟、林超攀、尤浩、張成龍、劉洋
替補：劉榕冰、程然、周施雄
女隊：商春松、范憶琳、毛藝、王妍、劉婷婷
替補：譚佳薪、羅歡、劉津茹

乒乓
男子：馬龍、張繼科、許昕，替補：樊振東
女子：李曉霞、丁寧、劉詩雯，替補：朱雨玲

馬龍

■鄒凱在選
拔賽自由操
成績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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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龍首次闖NBA東岸決賽

為抵禦巴西鬧得厲害的寨卡病
毒，澳洲奧委會16日頒佈了一項人性
化的舉措，向奧運選手免費發放超強
安全套，將感染病毒的風險降到最
低。

眾所周知，奧運會是全球運動員
的一次大聚會，各國代表團中都有不
少對情侶，甚至跨國情侶也不鮮見，
每屆奧運會都會消耗數量巨大的安全
套。而性行為會傳染寨卡，巴西是目

前世界寨卡疫情最為嚴重的國家之
一，感染寨卡病毒的孕婦可能導致嬰
兒患上小頭症，因此奧運各參賽國都
在想辦法防止寨卡的侵襲。

儘管安全套在奧運村有供應，澳
洲奧委會為了更保險，將為選手提供
更強力的安全套，製造商稱：“經過
實驗室檢測，這種安全套幾乎能夠完
全防禦寨卡病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嚴防巴西寨卡病毒
澳洲奧委會派超強安全套

西甲16日晨塵埃落定，在三場護級大戰中，希
杭主場取勝逃出生天，兩支馬德里地區球隊基達菲
和華歷簡奴則雙雙隨早已降班的利雲特一道跌入西
乙。希杭留級成功，身為希杭球迷的巴塞羅那教練
安歷基，穿起愛隊球衣道賀。

希杭本輪主場2:0戰勝維拉利爾，在積分榜上以
39分驚險護級。華歷簡奴本輪主場3:1擊敗已經降班
的利雲特，但仍與希杭有一分之差，未能逃脫降班
的命運。基達菲本輪客場以1:2不敵貝迪斯，積分榜
上僅積36分，時隔12年再次降入乙組。

另外，巴塞教練安歷基在出席球隊勝利巡遊
後，得悉希杭無須降班，他在個人社交平台上說：
“多麼美好的一天！希杭！恭喜！”事實上，安歷
基曾經說過：“我一直都是希杭的球迷，我會披着
球會的旗幟前往球場，從我出生開始就是他們的球
迷，至死不渝！”此外，安歷基與希杭教練費蘭迪
斯分屬好友，兩人過往在希杭和巴塞亦是隊友。

至於剛贏得聯賽冠軍的巴塞16日舉行勝利巡
遊，巡遊路線全長約三公里，包括美斯，尼馬及蘇亞
雷斯等主將，在雙層開篷巴士上，向街道兩旁的球迷
揮手，並展示冠軍獎盃，巡遊歷時約兩小時結束。勝
利巡遊後，巴塞球星與妻子或女友一同在酒店內舉行
派對，繼續狂歡。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路維轟入35分，速龍周日在搶七大戰中以116:89擊敗熱
火，以總場數4:3歷史上第一次晉級NBA東岸決賽。速龍在首輪
也是七場力克溜馬，這樣他們成為NBA歷史上第15支在一個賽
季的季後賽中兩次贏得搶七大戰的球隊。“能聽到主場球迷的歡
呼感覺很棒，速龍配得上這個勝利，去走向他們之前從未觸及過

的下一站。當然，一切都遠未結束，”迪
羅辛說。此役速龍雙星爆發，路維20投
11中，3分7投5中，另外還送出9次助
攻和7個籃板；迪羅辛29投12中，為速
龍貢獻28分和8個籃板。“我們從未懷疑

過他倆（路維和迪羅辛），他
們是我們的全明星，他倆今
仗打得就像全明星，將球隊

扛在了肩上，”速龍主帥凱西
賽後說。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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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維 (左)上籃。
美聯社

■澳洲奧委會派超強安全套。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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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湯姆斯盃世界男子羽毛球
團體錦標賽及優霸盃世界女子羽毛球
團體錦標賽16日在江蘇昆山進入分組
賽次日爭奪，香港女隊繼首輪以1：4
不敵泰國後，16日再以2：3惜敗印
尼，無緣晉級優盃8強。不過，國家男
隊未逢敵手，以5：0輕取法國。另

外，老將李宗偉也
率領馬來西亞隊在
湯盃取得連勝。

香港女隊當日
派出“黑妹”葉姵
延擔任第一單打，
她不負眾望，以
21：19、21：21、

21：18險勝印尼名將瑪麗雅菲比；其
後的雙打比賽，謝影雪／袁倩瑩以
10：21、16：21不敵。但出任第二單
打的張雁直，初生之犢不畏虎，以
21：16、12：21、21：16力挫菲迪亚
尼，助港隊以2：1領先。可惜在第二
雙打及第三單打港隊失守，最終以2：

3不敵。兩戰皆北無緣 8強。
另外，備受關注的老將李宗偉繼

在首輪湯盃率馬來西亞隊以4：1勝英
國隊後，16日再次領軍以5：0大勝德
國。賽後，李宗偉毫不諱言：“第二
場比賽更加適應一些，狀態也更
好。”

在33歲的李宗偉看來，這得益於
年齡增長帶給人的成熟，讓自己對於
大賽的挑戰更加從容：“其實我並沒
有想到能夠參加里約奧運會。”但4年
過去，這位馬來西亞老將還在為拿到
一枚奧運金牌而努力，“我在里約奧
運會上唯一的目標就是拿到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羽惜敗印尼
無緣優盃八強

◀葉姵延賽後
接受觀眾的祝
賀。 法新社

■李宗偉率大馬二
連勝。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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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優良品質
˙適用於烹飪炒飯，白飯，

春捲等任何米製佳餚

聯繫人：Llyn McEuen
電 話：713-525-9570
電 郵：Imceuen@ebrona.com

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靚苗米

DLYS
大陸影視 李小鵬抱二胎曬照 溫馨甜蜜父愛滿滿

5月16日零點34分，虐汪時刻到！余文樂[微博]以一條簡單
直接的示愛微博毫不留情地轟炸了廣大“宇宙CP”粉：“她：
我是不是身材真的很不好？我有24歲的年齡，14歲的身材。我
：沒事啊，我34歲的年齡，14歲的智商。我們，挺合適的。”
一同曬出的還有兩人的親密合照，周冬雨[微博]從背後緊緊抱住
余文樂，閉著眼睛，靜靜地享受甜蜜時刻，畫面溫馨美好。真的
在一起了？！眾網友們送上粉紅色祝福小桃心：“那就在一起吧
！”

在江蘇衛視《我們相愛吧》中，酷帥型男余文樂與國民初戀
周冬雨這對新晉綜藝CP的年齡相差足足有11歲，和另外兩對年
齡相仿的俊男靚女站在一起著實違和，二人搭檔情侶的設定讓觀
眾驚呼“萬萬沒想到”並在起初表示完全接受無力。隔了一代年
齡差的兩個人最開始相處時也是超級尷尬，可是或因緣分天定，
竟然真的火速碰撞出了奇妙的化學反應，發糖熱衷指數水漲船高
，也吸引了一大批CP粉自發抱團、越聚越多。

是炒作使然還是因節目生情？在今天這個疑似正式公開戀情
的“宇宙CP紀念日”裡，小浪將捧起沉甸甸的糖罐，帶著大家
一起回顧一下這對高人氣CP的經典發糖時刻，甜化你沒商量！

開始：微博互動曬定情信物
周冬雨曾在訪談中自曝，成為演員之前就特別崇拜余文樂，

通過《我們相愛吧》節目組牽線正式接觸後，深深感覺對方是自
己的理想型。學生時代的偶像邀你共赴初夏的約會，作為貼心的
男朋友與你相攜相伴，如果說這不是童話，又！是！什！麼！

余文樂是超級迷人的那一款撩妹高手，他選擇了一種頗為別
致的“戀情”曝光方式：推送了一條微博“慢慢來~@周冬雨”
，配上手機殼裡的兩只小鴨子逐漸靠近的gif，周冬雨轉發並回
復稱“二人游~@余文樂”，滿滿童趣足以俘獲少女心。

在周冬雨24歲生日當天，身為“男友”的余文樂在KTV為
其慶生，並公開了精心准備的生日禮物高調秀體貼，收到禮物的
周冬雨滿臉都是幸福。隨後的節目中，甜蜜火花陸續上線，節目
之外的兩人也開始頻繁互動，“愛情”說來就來，偶像成了溫柔
體貼的“男朋友”！

日常：六叔小蝌蚪打嘴炮
如果說一開始確實因為年齡差距有點尷尬，但是到了去迪士

尼的時候“六叔”和“小蝌蚪”就開始精神抖擻地秀恩愛了，在

美國簡直是蹭蹭升溫。如今在B站上有關宇宙CP的視
頻已經甜到彈幕霸屏，當初把余文樂和周冬雨組成CP
的節目組盒飯裡估計早已加了無數次雞腿了。

一個是胡子拉碴的香港潮男，一個是年輕氣盛的河
北妹子，如此不搭的畫風卻讓圍觀群眾被虐得甘之如飴
（手動再見）。余文樂一副老司機的樣子，壞壞的模樣
可是又深諳女人心，周冬雨一開始有些放不開，後來卻
也時不時回撩幾下，做飯鬥嘴超可愛，兩個人簡直萌翻
。

升級：真心話大冒險暗藏表白
玩真心話大冒險的時候，余文樂竟然直接問周冬雨

以後談戀愛拉不拉窗簾，周冬雨反擊問了余文樂交往最
長的女朋友。最戳淚點的是最後余文樂問周冬雨到目前
為止有沒有喜歡他，女生愣了很久說介於一點和中等之
間，余文樂就真的有點難過了。後來拉鉤說不過結果怎
樣至少都用過心，讓人不免驚呼：這真的沒有在愛嗎！

余文樂接受采訪時表示自己現在挺了解周冬雨的：
我問這個問題，除了想知道她到底在想什麼，更想跟她
說的是，最後我們兩個人的結局是怎麼樣的並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坦誠地交往過。我倆都不是很虛偽的人，
那就義無反顧地去相處吧……（什麼？？大聲點！我們
沒聽清楚！）

繼續升級：你喜歡我麼？喜歡！
回顧起余文樂剛剛參加節目的時候說的一段應該是

真的在走心的話：“我想結婚，我想有家庭，我想有小
朋友。”曾經的逍遙少年如今已經步入中年，開始從對
浪跡天涯的憧憬中抽身回歸柴米油鹽。他想找的，是一
個可以牽手偕老的賢惠姑娘，二十出頭的小姑娘顯然未
入此列，所以在剛看到周冬雨的照片時，余文樂搖搖頭
：“沒可能的，這個像妹妹。”

不過，感情的事兒誰能說得准呢，每個人都是可能
隨時改變的！當兩個人不相識到初相知到彼此了解，當不知所措
逐漸消釋，當甜蜜感動水到渠成……對對對，我們都知道你們是
在錄節目，至少一定程度上是在按劇本演的，但是演的如此真誠
真的讓我們不得不懷疑啦！

終於等到，六叔借著酒勁問小蝌蚪：“你喜歡我嗎？”小蝌
蚪在ins裡表示了喜歡！終於等到，六叔在今天凌晨發布二人美
照甜蜜示愛：“我們，挺合適的！”惹得CP黨們狂喜！

只是這互相示愛真真假假，那我們就先吃糖，再看看之後的
進展嘍。

揭余文樂周冬雨戲裡甜蜜戲外曖昧細節

《大歌神》第一季收官 林俊杰周华健奪冠

5月16日凌晨，薛之謙[微博]發長文斥《誰是大歌神》的制作團隊，
稱自己在台下猜評團的椅子上整整做了一個季度，目送著一波波來節目打
歌的歌手，並主動為節目組想梗，自願吃焦糖做的眼鏡口紅，用水澆自己
的頭，跪在地上倒立撲摔給節目做效果…而自己的唯一心願就是能在最後
一期節目裡上台唱一首歌，而節目組卻給剪掉了！

隨後節目組回應：“感謝薛之謙對節目的辛苦付出，《誰是大歌神》

因為有你而更加精彩~但同時我們也對沒能把《小孩》完整播出而深表遺
憾，因為節目時長的原因，連同其余四位歌神的獨唱都只能在節目的最後
放出了，最後還是要再次感謝謙謙，感謝你在每一期節目中為我們帶來的
快樂與感動。”

對此，網友們也紛紛圍觀留言：“心疼謙謙！”“不哭不哭，我們都
知道你的歌超好聽！”“遺憾，四位歌手歌曲都沒完整播出！”

薛之謙斥《歌神》不讓打歌 回應:時長原因

5月16日上午，奧運冠軍李小鵬[微博]曬出自己懷抱二胎的照片，稱：“新的開始。”照片中李小鵬身穿休閑帽衫背對鏡頭，抱著孩子站在大大的
窗戶旁邊，整幅畫面溫馨甜蜜，充滿父愛，隨後妻子李安琪也轉發了該微博。

據悉，5月12日，李小鵬在微博報喜，稱寶寶來了，表示妻子已生下二胎！李小鵬懷抱二胎的照片引來網友們紛紛留言：“祝福寶寶健康成長，
全家幸福！”“奧莉終於當上姐姐啦！”“安琪辛苦了，幸福的四口之家！”

 























5月15日晚。浙江衛視《誰是大歌神》歡唱嘉年華盛典落
下帷幕，這也代表著第一季《誰是大歌神》節目的圓滿落幕。
譚詠麟、張宇、林俊傑、蕭敬騰、任賢齊、林志炫、許茹芸、
張靚穎、齊秦、周華健，十大歌神攜各自的模唱用歌聲征服了
所有觀眾，最後的盛典也迎了來意外驚喜，林俊傑與周華健的
模唱張夢羽、張捷獲得了並列冠軍。

嘉年華驚現“雙黃蛋”，林俊傑周華健模唱雙雙奪冠
在昨晚的歡唱嘉年華節目中，不僅讓大家來看到了十位歌

神的實力演唱，也看到了每一位模唱冠軍的傾情演出，為了各
自的榮耀所有人都使出了渾身解數。節目中的強強PK也是難得
一見，譚詠麟VS周華健，張宇VS張靚穎，林俊傑VS林志炫，
蕭敬騰VS許茹芸，蕭敬騰VS許茹芸以及任賢齊VS齊秦，這樣
的對決是何等振奮人心。第二輪又有原唱與模唱的合作表演，
視聽感受翻倍，震撼全場。歌神為模唱拉票的場景也是歷歷在
目，林俊傑的“獻愛心”蕭敬騰“劈叉”，周華健“單膝跪地
”等等，簡直是拼了。最後的結果也是充滿了意外與驚喜，第
一季《誰是大歌神》出現了兩位模唱總冠軍，林俊傑的模唱張
夢羽以及周華健的模唱張捷。對於觀眾來說，看這樣一期節目
已經不單單是看一檔綜藝節目，更像是享受一場彙聚華語樂壇
半壁江山的奢華演唱會。這樣的“奢華”陣容可是難得一見的
，若是單看他們個人的演唱會，按照內場票價來算1980*10就
足足要19800人民幣。從演唱者的資歷來說說，十位歌神出道
年數加起來是244年，是不是很震驚呢？然而就在昨晚，不需
要花一分錢，不需要百萬人的場館，觀眾只是坐在屏幕前與家
人一起共享了這場奢華演唱會。26首經典華語歌曲，將所有人

帶入了音樂的世界，這樣一期節目也
必將成為經典。

《誰是大歌神》第一季落幕，收
視口碑雙豐收

《誰是大歌神》節目播出 11 期
，收視率節節攀升，漂亮數據的背後
是一檔音樂類綜藝節目的用心制作以
及對觀眾的重視，原唱歌神與模唱選
手從競爭到互勉到最後的共同奮鬥，
音樂的魅力在這個舞台上綻放了出最
美的花朵。十位歌神用音樂詮釋了感
人的故事，譚詠麟《風繼續吹》致敬
張國榮；張宇《月亮惹的禍》示愛十
一郎；林志炫《離人》懷念母親都給
人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一首首有著生
命的經典歌曲襲來，激發了觀眾的懷舊情懷，看不夠任賢齊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忘不了林俊傑“被風吹過的夏天”，
離不開許茹芸“沒有星星的夜裡”，抹不去周華健“誰與我生
死與共”，有網友不禁感嘆：“青春易逝，容顏易老，往事雖
會隨風而去，歌聲卻代代相傳。”在大歌神的節目中，觀眾了
解了，雖然蕭敬騰、齊秦有著叛逆的青春期，張靚穎有著辛酸
的選秀史，但是只要不忘初心，緊握音樂之夢就會譜寫出自己
不一樣的人生，《王妃》昭示了猛虎出山，《狼》喚醒了“音
樂浪子”，《畫心》畫出了一代天後。

《誰是大歌神》用歌聲唱出了世間百態，音樂有著太多太

多的力量，一首首歌曲，伴隨著一代人的成長，亦承載著歌神
的一份份情感，歌曲的完美演繹也向觀眾傳遞出了人間三情，
而這些則源於節目組在選歌上的良苦用心。11期節目的精彩久
久揮之不去，每一幕深深烙印在了觀眾的心裡。十位歌神總有
自己熟悉的與不熟悉的，但看完所有節目，就如同譚校長講的
那樣：“就像一個大家庭一般。”音樂有著世間最廣闊的包容
力，跨越年齡，跨越性別，跨越國界，有了音樂，所有人就真
的成了一家人，大歌神的舞台也儼然成了這個音樂家族的核心
，《誰是大歌神》相約第二季，不見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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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型號全自動清洗及易拆洗抽油煙機,特價$288-$595
**有抽油煙機樣品展示和專人為你詳細解釋及專業安裝.

限時優惠
免費基本安裝!!6個中文台 中天頻道+CCTV4+鳳凰衛視＋

鳳凰資訊台＋江蘇衛視＋華夏娛樂 （第一年）
超值 120個英文台 $26.98/月

手機省錢套裝 免合約，保留原號碼

我們也有商家Business
最優質的網路和電話、電視服務

餐館、辦公室、商場......

最佳中英文電視台
長城平台22個頻道
台灣天王套裝21個頻道+TVBS $19.99/月
香港翡翠電視9個頻道 $19.99/月
英文120個新聞、體育、娛樂頻道 $34.99/月

$19 無限通話 無限短訊 100MB網路 送無限制打中國等10個國家

www.generalcomm.com Tel:281-983-0088 1-866-772-08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75MB快速穩定上網
最新優惠$14.99/月 ★Comcast電話包括免費無限制打中國、香港、新加坡、加拿大和韓國。

★所有優惠有條件限制，請來電洽詢

最低的價格，最大的優惠
我們代理住家和商業用電服務

電視+網路+電話 多種省錢套裝任選擇

永久免費HD高清頻道 ★優惠套裝需加訂英文頻道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6年5月17日（星期二）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唐紫睿爆劉燕妮未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唐紫睿（Hazel）與郭思琳等，15日晚出

席ViuTV真人秀《G-1格鬥會》慶功宴，席間眾人開香檳慶祝，原定出席的
劉燕妮（Rika） 臨時缺席，Hazel指
前一晚與Rika通過電話，對方知道現
場有傳媒，加上已決定退出娛樂圈，
覺得不應出席。

有傳Rika將和富二代結婚？Ha-
zel代為否認：“她未嫁，都是剛剛開
始拍拖，她男朋友是我介紹認識，希
望大家不好葡萄他們，（識了男友才
退出？）不是，她退出是因為自從拍
了《G-1》後有好多是非，受了很多
攻擊，覺得委屈，受不住壓力。”

■唐紫睿(右)拒認郭
思琳是朋友。

Grace
被思貝挑戰

你怕不怕？

鼓勵“發電機”與男友嘉穎交手

��
(( 余文樂向周冬雨曖昧告白

香港文匯報訊余文樂與比小他11歲的內地
女星周冬雨錄影真人秀《我們相愛吧2》，二人
近來的舉止愈來愈“粉紅”，早前播出的一
集，樂仔更不斷催眠叫周冬雨結婚，又認真地
問周冬雨“在相處期間可有真心愛過自己”，
令一眾觀眾開始懷疑樂仔是否已經墮入愛河。
16日凌晨，樂仔在微博上載周冬雨從後摟其頸
的相片，並留言：“她：我是不是身材真的很
不好？我有24歲的年齡，14歲的身材。我：沒
事啊，我34歲的年齡，14歲的智商。我們，挺
合適的。”疑似在網上向周冬雨傳情。

香港文匯報訊知名殿堂
級巨星樂隊Air Supply今年
踏入40周年，宣佈將於6月
19日赴港假九展Star Hall舉
行“Air Supply 40 Years—
Live in Hong Kong”，門票
最貴為港幣$1,880。
藉着這次40周年演唱

會，Air Supply去年展開巡
迴之旅，單是去年便已在20
個國家演出超過90場演唱
會。兩位樂壇長青樹，唱作
歌手Graham Russell 及主唱
Russell Hitchcock 打從1975
年出道至今，已為歌迷帶來
不少經典名曲，今次專誠赴
港與歌迷慶祝40周年，為香
港歌迷演唱連串經典金曲，
包括《Every Woman in the
World》 、 《All Out of
Love》、《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and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等，與歌迷重溫最難忘
時光。

Air Supply
赴港開40周年演唱會

■Air Supply將為港迷演唱
連串經典金曲。

■周冬雨從後摟着樂仔，
氣氛粉紅。

香港文匯報訊 昆凌16日在台北出席
代言的美妝品牌活動，更化身班長帶領大
家參與美白學堂。年僅23歲昆凌坦言對
保養已很在意，現在最追求的就是均勻自
然的白皙膚質。
昆凌當媽後仍不時參與時尚活動，更

投資開設寵物咖啡店，可謂密密賺，問她
賺到的錢需要回家繳給老公周杰倫？還是
可以留作私房錢？昆凌笑說：“可以自己
留着當私房錢，拿來養小孩。”

此外，昆凌15日自爆與周杰倫喬裝
去巡舖，昆凌在facebook留言道：“今天
偷偷去巡店，看到‘SMILE’燈飾就有種
溫暖的感覺。”昆凌又上載與周杰倫的喬
裝合照，見當時他倆戴着口罩。不過最後

二人仍被眼尖的顧客發現，還悄悄偷拍他
們，並上載到昆凌facebook上，惹來粉絲
騷動。

昆凌自爆藏私房錢

■昆凌年僅
23 歲但對肌
膚保養很在
意。 中央社

■昆凌和
周董日前
喬 裝 巡
舖。
網上圖片

蔡思貝與Grace先後從233米一
跳而下，此跳由籌劃委員會

聯席主席蘇聰捐50萬，而Grace媽
媽全程陪伴在側及拍攝愛女跳姿。
兩人跳完笨豬跳後接受訪問，表現
十分high，蔡思貝表示想跳多次，
Grace則表示跳一次就足夠，笑言
可以贊助思貝跳多次，自己則在樓
下喝咖啡看對方跳。問到Grace可
會與男友鄭嘉穎一起跳，Grace立
即say no ，但鼓勵蔡思貝和嘉穎
一起雙人跳，聞言蔡思貝卻說：

“鄭嘉穎見到我都不say hi ，可能
不喜歡我。”Grace表示以前一直
想跳，但家人不批准，而16日媽
媽陪伴在身旁，Grace說：“人一
世物一世點都跳一跳，最害怕是要
自己踏出去跳下去，像送死，上到
去好空白，有祈禱。”講到劇集
《殭》15日晚大結局，Grace表
示：“我同爹哋、媽咪一齊看，結
局好圓滿，每條線都有交代到，好
多人都猜不到結局去了未來，最后
的景都是在荷蘭，景好靚。（在荷
蘭是不是好多畫面？）是呀，好多
畫面，好多回憶。”

想同思貝演《還珠格格》
不少網民希望《殭》拍前傳或

續集？Grace表示希望拍續集多
些，因為如果拍前傳，自己繼續不
懂講話。在旁的蔡思貝則搶着說：

“我都想做殭屍呀，我在家經常和
狗仔一齊扮殭屍。我係《殭》的忠
實Fans，還第一次上myTV追晒了
多集，看完之後，喜歡上謝安琪同
刑活着（鄭嘉穎劇中角色）。”
Grace笑說：“那下集你做他的妹
啦。”蔡思貝大反應地說：“嘩，
那樣好大壓力，我和每個男仔都傳
緋聞，你怕不怕先？（所以才叫你
做鄭嘉穎個妹？）哈哈，我好厲害
的（指傳緋聞）。”

問到Grace可會游說謝安琪拍
攝續集？她說：“我知她現在在休
息，我尊重她決定，我覺得這些題
材都是隔一段時間先再拍好些。我
心目中可以同蔡思貝拍《還珠格
格》，我做金鎖，即范冰冰的角
色。”蔡思貝反問說：“金鎖？怎
麼你這麼偏，我以前只知道趙薇和
林心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毅儀 澳門直擊）蔡思

貝、陳凱琳（Grace）16日現身澳門旅遊塔為公益金

節目《萬眾同心公益金》“JUMP 高飛躍百萬跳”拍

攝跳笨豬跳。《殭》15日晚大結局，思貝自言是《殭》

的粉絲，Grace於是鼓勵她若《殭》開續集時可出演，不

過有“發電機”之稱的思貝認易招緋聞，如她出演將會與

Grace的男友鄭嘉穎合作，她笑問Grace：“你怕不怕？”

■蔡思貝(右)
與陳凱琳先後從
澳門旅遊塔一

躍而下。

■陳凱琳16日終如願跳笨豬跳。

■陳凱琳跳畢後，思貝上前擁
抱祝賀。

■事前二人細心聆聽教練講解。

香港文匯報訊 爆笑動畫電影《Pet Pet當家》找來張
智霖（Chilam）配音，Chilam更是一口就答應，原因竟是
為了博兒子歡心，他說：“由於兒子好喜歡看卡通片，所
以我時常都想，如果我可以參與一齣好看的動畫，他一定
會好開心，也會以我為榮！”
Chilam又表示自己非常喜愛小動物，由8歲開始已經

養狗，現在也正飼養一隻貴婦狗阿金。與動物非常有緣的
他表示電影橋段令他想起阿金：“我最喜歡電影中當主人
離開住所時，寵物立即作反的情節！有
雀鳥玩電視遊戲機，有小狗聽搖滾
音樂，我不期然會想若我不在
家，我的小狗會做什麼？後來我
發現阿金同電影中的阿麥一
樣，會乖乖在門口等主人回
家，好窩心，值得我疼它！”
而Chilam更在配音前向愛犬
取經：“我留意了牠很長時
間，看牠的神態，觀察牠的要
求，對每事物的反應，還有發
出怎樣的聲響，因為我也有很多
經驗，養過幾隻狗，所以對今次
配音有十足把握。”

Chilam配音要向愛犬取經

■Chilam 稱電影
橋段令他想起愛犬
阿金。

《百鳥朝鳳》票房近2700萬
香港文匯報訊導演吳天明的遺作《百鳥朝鳳》本月6日上映，導演李

安、張藝謀、陳凱歌等人都力挺，沒想到票房慘淡。12日晚間，此片製作
人方勵透過微博直播，跪求電影院提升排片率，也跪求觀眾支持。方勵下
跪後，《百鳥朝鳳》單日最高票房終於突破人民幣1,000萬元（人民幣，下
同），目前總票房接近2,700萬元。跪出票房，影片讓許多人感嘆“為什麼
內地人不愛文藝片”。導演徐崢就建議設立藝術電影院線，讓藝術片有更
長的排片周期，不要和商業娛樂大片在相同平台競爭，這才是長久之計。

C5臺灣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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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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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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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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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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進化就淘汰」
身為一個影劇記者的淡淡悲鳴

過去影劇版徵記者，找人條件
是 「文筆好，具熱忱，有採訪經驗
更好」，現在各家找新人的條件變
了， 「文筆好，具熱忱，具發即時
新聞速度，具拍豐富影音能力，最
好會基本剪接、過音，長相最好甜
美可人，(因為被派上鏡頭時不會嚇
到讀者)，更要適應沒有固定上下班
時間」，吊詭的是，現在找人的條
件嚴苛了，門檻高了，但薪水比起
過去，只有少，沒有多。

這時，我會慶幸自己在前面那
個年代就進入這行，否則以我大學
畢業時只會拿筆寫稿，根本不會打
字，長得一臉呆樣，其他什麼都不
會，要來當個記者，可能得靠人情
走後門。

但在那些年，記者是受尊重的
，走在外面不會被罵 「小時不念書
，長大當記者」。每天的工作，就
是進棚訪藝人，或參加記者會，當
然很多時候是忙到不可開交，但偶
爾幸福時刻，在訪完藝人後，可以
喝喝下午茶，然後悠悠進報社寫稿
，文字作品交出後一天就算完工，
而這些年，智慧手機普及，不僅改
變了人類生活，連記者的生態也全
面發生巨變。

首先，記者必須經常發即時新
聞，以前當記者訪問時只需拿紙跟
筆，如今人人一支手機，藝人還在
侃侃而談聊心情，記者已個個變低
頭族滑手機、打字、寫重點傳回去
，因為報社與報社之間是競爭敵對
的關係，記者在發即時出手時，還
要擔心比別人晚兩分鐘會被罵，相
熟的記者甚至會拜託好友們 「等我
一下啦！我快寫完了，寫完我們再
同時出手」。

別以為差幾秒鐘沒問題，大新
聞時發生時，報社主管就會看你的
即時跟別家的出手時間誰比較快，
快才叫即時新聞，有些還因為快，
打上 「獨家」，一併氣死各家，但
所謂的獨家，有些當然是真獨家，
有些也真的是比別人快幾分鐘的假
獨家。

即時新聞並非每家都重視，但
已將記者的作業程序大大改變，有
時大新聞來時，半夜記者還沒睡，
凌晨 3 點起來發即時新聞的大有人
在。

此外，也因為手機、電腦的普
及，許多民眾不再看紙本新聞，改
在線上瀏覽，所以 「點閱率」成為
最重要的事，為了吸引讀者進來看
，將文字變動態影片來吸引讀者也
成為趨勢，所以你會發現，一場記
者會上，當藝人開口說話，記者們
不再是振筆快寫，而是圍成一圈，
拿著相機、手機在拍藝人一舉一動
，那景象想想有些突兀，像一群獵

人拿著槍，用鏡頭圍殺獵物。
年前，我從報紙跳到電視台做

過一段時間娛樂新聞，因此接觸剪
接、過音等技巧，當重新回到平面
報紙，媒體生態正在改變，報社開
始要求每個記者在寫新聞之外，每
月要交3則以上的影音新聞。

當時，其他報社還沒要求文字
記者做影音，影音是攝影記者或有
一組專人處理，所以每次跑記者會
，只有我一個人拿著相機猛拍藝人
說話，幾個比較資深的藝人不習慣
說話時有人拿著鏡頭對著，甚至會
嚴肅地說 「可以別拍了嗎？」

記得，當時吳宗憲、張小燕還
有部分藝人如陳孝萱等人就不愛被
拍，有一次吳宗憲直接了當地說：
「你若再拍我就不說了，不拍我們

繼續聊。」小燕姐有一次還特地打
來說： 「你們那個誰誰誰，為何要
拿著相機拍我？有何目的嗎？下次
可以請他進來時，別帶相機？」我
只能不斷說抱歉，後來，網路新聞
也要求要畫面，其他的傳統紙媒高
層也提出要求，如今一場記者會，
藝人才開口，由相機、手機圍成獵
殺圈就已經展開。

當年不愛被人拿著相機訪問的
憲哥、小燕姐這年也漸漸習慣，看
到鏡頭能侃侃而談，有時還會配合
做些表情。

拍影音新聞有電子媒體就夠了
，為何平面記者也要加入戰局？因
為電子新聞記者的配置是一個文字
外加一個攝影記者，每天跑好幾場
記者會，這些人多半跟藝人不熟，
能拍的以記者會大堆頭聯訪為主，
藝人講完話就匆匆離開，趕赴下一
場，所以觀眾所看到的新聞，就是
那種一堆麥牌(麥克風上面套著大
大的公司名稱的牌子)像小山圍著
藝人的臉說一些檯面上的發言的畫
面。 等聯訪
結
束
，
藝

人到了後台，坐下來放鬆跟平面記
者聊時，已是另一番風景，說的內
容更多、更深入，平面文字記者這
時拿的相機就產生更大功能，因為
常能拍到既豐富又有趣的畫面。

又或，電子媒體記者通常是無
法進到攝影棚、化妝室裡跟藝人長
談的，跟藝人有交情的文字記者可
以，所以文字記者的相機，可以拍
到許多後台的畫面，拍到的東西絕
對跟那種大堆頭聯訪不同，而當一
家文字記者開始拍了，其他家就陸
續跟進，於是成了如今相機、手機
在後台追著藝人跑的景象。

影 音 新
聞可以放在
即時，也可
以夾進網路
新聞裡，然
後，大家發
現可以用經

營臉書粉絲團來衝高網路新聞點閱
率，於是拍影音更顯得重要，甚至
凌駕於文字。慢慢的，一個新聞現
場的影像已無法滿足需求，文字記
者被賦予更難的任務，約藝人出來
做各別影音專題，快問快答、即興
演出、測智商、泡湯、卸妝，內容
愈來愈五花八門，說白點，更像做
短版 2 分鐘的節目，有哏、爆笑、
養眼才是王道，因為這樣才能吸引
更多讀者點進來看，可以想像嗎？
某些網路紅人的約訪，點閱率竟然
可以破百萬。

多年前，文字記者，只要觀察

、聆聽，把感受化為文字，專業而
且單純。在這個年代當記者，訪問
時要發即時、拍影音，攝影記者無
法到場時，還得一邊分心拍照片，
然後想哏約藝人拍節目化影片，當
然還要兼顧原來的新聞品質，一個
人當多人用，一個人要分身成數個
人。

其實，在這個愈來愈難的時代
生存，各行各業都是辛苦的，尤其
是演藝圈，上從電視台、製作公司
、經紀公司、藝人到記者、攝影，
工作量經常是過去的2、3倍甚至更
多，為了能在媒體生態改變中存活
下來，接受現實、學著進化是唯一
一條路，偶爾停下來回顧，走過當
年的記者，除了想念單純的日子，
還常懷著淡淡的哀傷。

然後，在採訪過程中，我聽到
一個資深記者長嘆說： 「現在想想
，原來我以前身在天堂而不自知。

對新一輩的唱片記者來說，謝金燕
是個神秘的存在。訪不到人，但她的家
務事，大家都在看。

多年來隔空看著她的無奈、還有她
為了擁有父親物品而標下義賣襯衫的辛
酸，看到如今的決絕場面，不意外、但
唏噓。

謝金燕與經紀人斷絕對外連繫，閉
門 「療傷」，預計周三才會針對6月4日
的高雄場開會。殺傷力強大的公開信，
據了解將調整、拿掉。

最初因考慮到五月是母親月，謝金
燕安排了 「親愛媽媽趴」，文字內容本
「輕描淡寫」。直到父親豬哥亮不斷呼

喚，媽媽瀕臨崩潰，女兒也在絕望邊緣
，周邊人鼓勵她 「說出來吧」，演唱會
前一天確定公開信的版本。所以她才一

直阻止父親到場。
透過文字，再以 「永

遠不會失去我」的告白
，抹去媽媽從那年大女

兒青燕被捨下又背了一身債後的最大恐
懼。但即使前晚決定新版本，緊急修改
VCR，演出前兩小時確認豬哥亮要到時
，據透露，她在後台腿軟、暴哭。

被父親指責 「好毒」，了解內情的
人說，其實恨他的是媽媽不是她，姊妹
倆還在1994年當父親再婚的伴娘，那時
她已出道，是真心相信自己幸福著。另
一證據是，電視台為豬哥亮辦二手衣義
賣，青燕與金燕不約而同託同一人去私
下標購，只為了擁有一點父親的東西。
最後，受託人標下了18件。

謝金燕沒有不願見父親，但顧及媽
媽 「失去女兒、再度被騙」的恐懼，她
不想鬧到滿媒體的父慈女孝，可以私下
見。她和經紀人站在電視台門口苦等，

據說，她緊張得問： 「見面第一句要說
什麼？」沒見到人，隔天就發現自己的
信被公開，對曾說出 「去見他，就滾出
去」這話的媽媽，又是刺激。

如今雙方近似 「魚死網破」的決裂
，連私下見都難了。據透露，暫時退出
台灣舞台的決定，也是因近期被逼到退
無可退，她除了代言廣告、海外演出要
履行外，至少年底前退出所有台灣舞台
，可能高雄場後即帶著媽媽飛出去。因
為爸爸身邊有小媽和小弟，媽媽身邊只
有她和姊姊。

至於外界猜測高雄場大合解、（台
語歌手）去大陸撈錢、父女串通打戲催
票等等陰謀論，那些嫌 「謝家情」不夠
悲情的加油添醋，還有父親顯然還是沒
搞懂女兒苦衷的影片，謝金燕再度以
「不理會、不回應」冷卻，等待歹戲下

檔。

謝金燕不讓豬哥亮去演唱會
原來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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