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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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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rhorton.com/houston

1-31 2016 to receive incentive. Inventory homes must close on or before 6/31/16. Offer is in lieu of any current 
promotion, bonus or incentive. Incentive offer is valid only for new contracts and does not apply to transfers, 
cancellations or rewrites. Offer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Please contact a community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for the incentive offer. Incentive may affect a homebuyer’s loan. Expires 5/31/16.

齐雯 
832-620-2287

jqi@drhorton.com

中文销售专员 

英文售房专员  John: 281-731-6302

Marshall Oaks
Katy, TX 77494

www.drhorton.com/houston

十余种豪华房型任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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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ald 是 D.R. Horton 旗下的奢侈品
牌，致力于打造高档的花园湖区洋房。
Marshall Oaks是Emerald在凯蒂Katy的
又一所高档洋房小区。区内配有安全的
摄像防盗铁门，花园湖景，野餐及儿童
游乐场所。这里有最好的学区KatyISD, 
小区距离附近的Katy购物中心，Cinco 
Ranch, 10号公路，能源走廊，医学中心，
都只需10分钟车程！

Cinco Ranch

Sugarland

Marshall Oaks

现推出特价订购活动
详情请电话询问

C8休城工商
星期三 2016年5月18日 Wednesday, May. 18, 2016

純玩無購物旅行團，玩起來沒負擔！

大華超級市場正式與URi Global廣告公司簽約合作
加州托倫斯 (2016年4月27日) – 美國亞裔市場中最大的廣告公司之一 – URi Global, Inc. (總裁 Dong

Woo Shin)，與美國境內最具規模的亞洲連鎖超市–大華超市(99 Ranch) ，近日正式締結合作關係。
在雙方的合作上， URi Global將主要負責部分大華超市網路及其他媒體平台上的廣告規畫與宣傳工作。
大華超市於1984年在加利福尼亞州威斯敏斯特成立創始店，隨後於加利福尼亞州、內華達州、德克薩斯

州和華盛頓州擴展超過四十間分店。大華超市目前還在持續拓展業務，而 URi Global在全美亞裔市場營銷上的
多年聲譽、豐富經驗及耀眼成就將進一步支持大華超市服務更多亞裔族群。
大華超市提到， 「隨著公司的快速發展，我們希望藉由與專業廣告公司的合作，讓公司的市場行銷戰略更加多
元。因此，我們很高興能與具有資深廣告經驗的URi聯手，也相當期待與所有消費者分享我們全新的營銷概念
。」

此外，大華超市對於能為全美超過40家分店的舊雨新知提供長期服務一向深感榮幸。店內眾多種類的新
鮮蔬果、鮮甜活海鮮、軟嫩美味的現切肉品及琳瑯滿目的各項雜貨，絕對能提供消費者最超值的購物體驗。

自2002年起，URi長期致力於協助客戶在美國亞裔市場的營銷工作。藉由內部專業的華人營銷團隊，URi
在提供其客戶 (如北美現代汽車) 與美國最大的亞裔族群–華裔消費者的連結上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通過與
URi的長期合作，北美現代汽車在華裔市場的銷售維持穩定成長。URi也因此在業界以 「對於亞裔市場營銷具
有非凡洞察力」 而聞名。
URi總裁Dong Woo Shin表示， 「我們會為大華的營銷工作貢獻豐富的廣告創意及策略。另外，對於其他冀望
將業務擴展至其他亞裔市場 (如華裔及印度裔) 的各大型企業，我們也非常願意提供專業協助。」

關於URi Global, Inc.
URi Global, Inc.於1996年成立，總部位於加州托倫斯市。為全面性的廣告與營銷公司，並專精於亞裔市場

營銷。URi目前和往年的客戶包含北美現代汽車、BBCN銀行、大韓航空和LG集團等。更多詳情請參考公司官
網：www.uriglobal.com

（本報記者黃梅子）放假啦！期待已久的
暑假該怎麼過?當然是去旅遊！中國人是最會過
日子的民族，既要出去見世面又要精打細算省
錢，所以中美旅遊想您之所想，為您推薦適合
您的旅行團。前幾年只有特價購物團，對於喜
歡購物的朋友是福音。可有有些朋友不喜歡購
物，只喜歡看風景。針對廣大華人朋友的需求
，中美旅遊為您推薦新推出的純玩無購物旅行
團。

純玩無購物旅行團是針對那些對旅遊有高
層次需求的客人所安排的。一般的特價旅遊團
隊由於報價低廉，因此會通過二次消費促使客
人加點進店，產生原來團隊沒有的利潤。這種
商家操作手法本來說是無可厚非，購買產品的
時候標明價格，列清楚條款，在購買之前買家
認可賣家價格。只是旅遊不同於一般的商品，

旅遊是一項愉悅身心的享受，對於不喜歡購物
的客人來說，浪費時間和金錢去購物，增加不
感興趣的景點。這種體驗肯定是不太好的。

純玩團更註重遊玩的體驗，拒絕旅遊購物
店，拒絕額外的景點，只是休閑的體驗旅遊，
追求的是享受。沒有了這些束縛，客人有更多
的時間去享受當地的美食，去享受當地的美景
，遇到喜歡的東西才買，從容自得地度過美好
的假日。

中美旅遊為朋友們推薦以下中國純玩無購
物旅遊路線（以下均不含機票）：
1， 沙漠駝鈴—中原文化絲綢之路 14 天，
$1899元，9月7日出發，僅此一團千萬別錯過
。
2，北京4-5天，$399元。
3，北京承德天津，$399元。

4，廣州潮汕永定美食7天，$299
元。
5，桂林龍勝陽朔，$499元。
6，九寨溝樂山峨眉7天，$399元
。
7，西安華山5天，$499元。
8，雲南大理麗江夢幻7天，$499
元。
9，則天女皇—唐宋豪情之旅5天，

$299元。
10，貴州苗疆黃果樹經典6天，$399元。

而對於本來就喜歡買買買的購物狂們來說
，參加特價購物團則是最合意的安排了。既玩
了景點又過了購物的癮還省了旅行的費用，可
謂一舉三得。以下是中美旅遊為您推薦的特價
超值旅行線路（以下均不含機票）：
1， 新江南美食團7天，$49元。
2， 名山秀水江南黃山9天,$99元。
3， 古龍京風北京江南9天，$99元。
4， 北京江南黃山11天，$99元。
5， 精彩北京5-6天，$49元。
6， 北京承德天津7-8天，$89元。
7， 七彩雲南7-8天，$99元。
8， 圓夢香格裏拉8-9天，$99天。

9， 張家界鳳凰超值7天，$99元。
10，傳奇九寨溝8天，$99元。
11，珠江美食6天，$99元。
12，海南6天度假遊，$99元。
13，古都西安5天，$199元。
14，桂林山水6天，$99元。
15，相約廈門6天，$99元。
16，相約福建之雙遺7天，$99元。
17，齊魯文化園薈萃7天，$99元。
18，張家界鳳凰長江三峽11日，$99元。

暑假別貓著了，帶著孩子趕快出去旅遊放
飛心情吧。無論您是參加純玩無購物旅行團還
是特價購物團，您都會感到“物有所值”！

中美旅遊現推出旅遊套餐，即：訂機票+中
國遊+免費幫您辦簽證的服務。如果您正好計劃
著回國一趟，又想看望親戚朋友，又想自己輕
鬆一下利用有限的假期順帶旅遊觀光，這可是
一個很好的機會哦，畢竟可以幫您既省心又省
力。該活動名額有限，先到先得，記得儘早報
名哦！

中美旅遊的電話：832-643-3518，Annie
蔣小姐，地址：7001 Corporate Dr.,# 212，
Houston, TX 77036.(中國城美南銀行後面)。也
可發郵件諮詢，Email：cajtravel@yahoo.com。

URI 媒體聯絡人 Wayne Lin（左一）、 jennifer Chiang（左二）、總裁 Dong Woo
Dhin（左三）與大華超市市場部經理Juliet Chen（右三）等簽署合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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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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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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賽穆雷奪冠

總獎金為 3，748，925歐元的ATP羅馬大師賽結束了決
賽的爭奪，世界前二德約科維奇和穆雷連續兩周會師決賽，最
終穆雷以6-3/6-3直落兩盤勝出，報了上周馬德裏失利之仇，
生涯首奪羅馬賽冠軍，也是第12個大師賽冠軍，獨居史上第5。
比賽日恰逢穆雷生日，他也用冠軍為自己29歲生日慶祝。

韓國女排 3-0
戰勝荷蘭

2016年裏約奧運會女排落選賽暨亞洲區資格賽在日本展開第二日
的較量。金延璟領銜的韓國女排 3-0完勝古德蒂掛帥的荷蘭隊收獲首
勝，三局比分為29-27、25-23和25-21。金延璟獨攬24分榮膺得分王
。荷蘭隊副攻德克魯伊夫受傷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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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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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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名：上海粢饭团
在老上海人的眼里，所谓的

什么沙拉，比萨都不是什么好的

早餐，他们心目中的早餐就是粢

饭团子；第一次吃这种早餐的时

候，感觉就是怪怪的，先把一团

糯米擀成薄薄的一张面饼，在上

面放点榨菜，夹一根油条，卷成

一个团子，就这样，这就是老上

海人的传统早餐，在宁波和上海

的一些地摊上，均可以见到这些

特色的传统早餐。

第九名：宁波汤圆
汤圆是宁波的著名小吃之一，

也是我国的代表小吃之一，历史

十分悠久。据传，汤圆起源于宋

朝。当时各地兴起吃一种新奇食

品，即用各种果饵做馅，外面用

糯米粉搓成球，煮熟后，吃起来

香甜可口，饶有风趣。因为这种

糯米球煮在锅里又浮又沉，所以

它最早叫“浮元子”，后来有的

地区把“浮元子”改称元宵。第

八名：厦门沙茶面
厦门是个较早对外开放的城

市，人们的生活中有很多舶来品，

沙茶就是一种。沙茶始源于印尼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一说。沙茶

面的做法很简单，面条放入笊篱

下开水锅烫熟，捞到碗里，随自

己的口味加入猪肝、猪腰、鸭腱、

大肠、鲜鱿鱼、豆腐干等辅料，

最后淋上一直在大锅里滚开的汤

料，一分钟之内一碗面就可上桌

了。

第七名:四川抄手
红油抄手乃是四川著名小吃。

此种小吃柔嫩鲜美，汤汁微辣浓

香。抄手是四川人对馄饨的称呼，

馄饨在全国各地均有制作，红油

抄手是最为著名的品种之一。只

见包馄饨的小姑娘端坐面皮与肉

馅间，十指如飞，馄饨如蝴蝶一

只只，扑进那簸箕盘子里。不仅

好吃，而且好看。

第六名:合肥鸭油烧饼
庐州烤鸭店是合肥的名店，

而合肥人众所周知的鸭油烧饼就

是那儿的招牌小吃。大多人合肥

人的一天就是从鸭油烧饼开始的。

不尝鸭油烧饼的味道，光看它的

“色”，就让人眼馋：烤成金黄

色、椭圆形的烧饼上面，卧着星

星点点的芝麻。十分好看。再咬

上一口，里面有一层一层“千层

饼”似的脆皮，又香又酥，满口

生香。

第五名:广东肠粉
肠粉是一种米制品，亦称布

拉肠、拉粉、卷粉、猪肠粉(因

形似猪肠) ，因为早市销量大，

多数店家又供不应求，人们常常

是排队等着吃，因此又被戏称为

“抢粉”。出品时以“白如雪，

薄如纸，油光闪亮，香滑可口”

著称。 在广东，肠粉是一种非

常普遍的街坊美食，它价廉、美

味，老少咸宜，妇孺皆知，从不

起眼的食肆茶市，到五星级的高

级酒店，几乎都有供应。

第四名:桂林米粉
烫热的米粉滤干，再配以锅

烧(炸酥的五花肉)、卤牛肉片、

香肠、叉烧等，加卤水、花生油、

酥黄豆，再根据个人喜好加入辣

椒、蒜蓉、葱花、各类酸菜等，

搅拌入味。这种米粉吃起来呼呼

作响，声色味俱全。桂林米粉已

经渗入广西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早上的街头，总能看到挤满人的

米粉店。

第三名:汉中热面皮
汉中的面皮店，没有华丽的

门脸和醒目的招牌，很多有名的

面皮店，甚至连招牌都没有。有

的只是很小的店面和标志性的一

摞蒸笼，炉子上的蒸笼磊得越高

就说明这个店子的生意越好，这

个没有名字的小店，蒸笼垒了快

有一人高，生意好得不得了！

第二名:兰州牛肉拉面
兰州清汤牛肉拉面，兰州著

名风味小吃，传说起源于唐代，

它以“汤镜者清，肉烂者香，面

细者精”的独特风味和“一清二

白三红四绿”的悦目色彩赢得了

国内乃至全世界顾客的好评，被

中国烹饪协会评为三大中式快餐

之一。兰州人的一天，从一碗牛

肉拉面开始。

第一名:重庆小面
大骨头汤冲调品种丰富、选

料考究、制作独特的佐料，形成

了复合型麻辣口味汤料。配料为

时令绿蔬。佐料是小面的灵魂。

一碗面条全凭调料提味儿。先调

好调料，再放入煮好面条。麻辣

味调和不刺激，面条劲道顺滑，

汤料香气扑鼻，味道浓厚。小面

是作为南方人的重庆市民唯一普

遍接受的传统面食，因其独特口

感，近年来全国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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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城奪冠遊行
24萬人齊歡

李斯特城主席、主教練、
球員和工作人員乘坐4輛

塗成藍色的開篷大巴，從慶典
廣場穿過市中心的主要街道，
沿途的街道兩旁幾乎被擠得水
泄不通，到處旗幟飄揚，喇叭
聲和歡呼聲響成一片。球會主
席、泰國商人維猜和主教練雲
尼亞里坐在首輛大巴的最中
間，面前擺着冠軍獎盃，身旁
是頭號射手占美華迪和隊長摩
根等為球隊奪冠立下汗馬功勞
的球星。大約一個小時後，大

巴抵達城市邊上的維多利亞公
園，公園裡早就搭好了舞台，
成千上萬的球迷等在那裡，雲
尼亞里和球員登上舞台，高高
舉起獎盃，全場球迷頓時沸
騰。

雲尼亞里包攬兩最佳
雲尼亞里在台上發表講話

說：“我覺得這麼多球迷參加
慶典，不僅僅因為球隊贏得了
冠軍，而且因為他們一直用
‘心’在比賽，每個人都能明

白這一點。”他隨後高呼：
“繼續夢想，不要醒來！”

“李城”進行勝利大巡遊
的同時，雲尼亞里以大熱姿態
當選英國聯賽領隊協會的年度
最佳及年度英超最佳領隊兩個
大獎。64歲的雲尼亞里成為自
2002及 2004年的雲加以後，
第2名非英格蘭籍領隊得此榮
譽。聯賽協會的年度最佳領隊
獎項由同業投票，英格蘭4個
職業級別球隊的領隊都有機會
獲選。 ■記者梁啟剛

■李斯特城上下在巡遊巴士上慶祝。新華社

■雲尼亞里在台上
發言。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李斯特城奪冠，被被譽為歐洲以至世界足球壇最新的“童話故事”。17

日，李斯特城在市中心舉行隆重慶典，慶祝他們132年歷史上首次奪得英格蘭頂級聯賽冠軍，

超過24萬人湧入這座小城目睹了這一盛況。

;�;�
$1$1 韋斯布魯克射入27分，雷霆

17日在客場以108:102擊敗勇士，
以1:0的總場數在NBA季後賽西岸
決賽中佔得先機；勇士則遭遇今季
季後賽的首個主場失利。

雷霆在半場時一度以
47:60落後13分，韋斯布魯克攻入
的27分中的24分來自下半場，帶
領雷霆在下半場吹響反攻號角，此
外他還貢獻了12次助攻和7個搶
斷。“我們除了拚沒其他選擇，這
是場艱苦的比賽，他們隊中有很多
很棒的球員，但我知道我們也是一
支偉大的隊伍，今仗我們並沒有發
揮出最高水準，但還是贏得了勝
利。”韋斯布魯克賽後說。

勇士隊中，常規賽MVP史提
芬居里得到26分和個人職業生涯
季後賽最高的10個籃板，但22投
僅9中，3分球14投6中，還有7次
失誤。 ■新華社

狂牛點兵無費托迪哥
“狂牛軍團”西班牙主帥迪保斯

基17日公佈了歐國盃25人初選名單，
近期狀態神勇
的費蘭度托利
斯(費托)沒有入
選，英超車路
士前鋒迪亞高
哥斯達(迪哥)、
剛剛傷癒的阿
仙奴中場辛迪
卡索拉以及曼

聯大將馬達同樣落選。本屆歐國盃，西班牙作為衛
冕冠軍和克羅地亞、捷克以及土耳其同處D組。

保特赴德國治療腿筋
牙買加“閃電”保特早前在賽季首秀中拉傷腿

筋，目前正在德國接受治療。賽季伊始，保特在日
前的開曼群島邀請賽男子100米項目中以10秒05奪
冠。保特的教練米爾斯表示，保特拉傷腿筋，現在
已經到了德國慕尼黑接受治療，不過他同時表示，
傷勢應該不會影響保特參加本賽季的其他比賽。

意國備戰名單缺派路
意大利國家隊主帥干地17日公佈了2016年歐國

盃28人備戰大名單，老將派路等未在其中。即將迎
來37歲生日的派路目前効力於美職紐約城，他曾表
示希望並相信自己有能力保持競技狀態，代表意大
利征戰歐國盃；不過，有媒體頻頻爆料稱其身體狀
態無法負起國家隊重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NBA季後賽周一賽果
主隊 戰果 客隊

西岸決賽
(1)勇士 102:108 雷霆(3)

雷霆總場數領先1:0

雷
霆
逆
轉
勝
贈
勇
士
首
敗

■費蘭度托利斯(左)落選。
法新社

保安公司就炸彈驚魂致歉
英國大曼徹斯特地區領導17日下令徹查曼聯對

般尼茅夫的英超煞科戰，因為球場發現可疑爆炸物
要取消的事件，當地一家保安公司同日承認，在奧
脫福球場遺下道具炸彈等多件物品，並為導致球賽
取消致歉。另外這次炸彈驚魂是英超成立24年來，
首次因保安理由取消比賽，估計令曼聯損失達三百
萬英鎊。

車路士熱刺衝突雙雙被罰
因球隊衝突，英超車路士和熱刺17日雙雙被英

足總開出重磅罰單，總金額達60萬英鎊。在本月初
的一場英超焦點戰中，車路士主場在落後兩球的情
況下，以2:2逼和熱刺，提前終結了熱刺英超奪冠之
路，“保送”李斯特城奪冠，這場比賽火藥味十
足，球證全場共出示12張黃牌，比賽中雙方球員更
發生衝突。

英格蘭歐國盃期間不禁慾
歐洲國家盃將於6月10日到7月10日進行，每

當足球比賽進行時，球隊禁不禁慾成為大家關注的
焦點，英格蘭主帥鶴臣17日表示，英格蘭本次歐國
盃不禁慾，“我相信球員會自律，他們在比賽時也
會做好準備，”不過也有決定比賽期間禁慾的國
家，如威爾斯就禁止球員在比賽期間與女友、老婆
見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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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蘭特正扮演雷
霆關鍵球星、挑戰聯
盟龍頭勇士，球隊要
力拚再次闖進NBA總
決賽，而場外他則成

了奧克拉荷馬市英雄，最近他為救
護車開路，幫助醫護人員和患者迅
速抵達醫院治療。

“我們被堵在路上，周圍都是
車，一時無法動彈，突然，一輛銀
色法拉利在我們後側靠邊停下
來。”奧克拉荷馬市救護人員瑞福
17日說，這架法拉利裝有警示燈，
接着引導救護車，開往醫院。順利
抵達醫院後，銀色法拉利司機下車
跟警消人員致意，瑞福跟他的搭檔
嚇了一跳說，“我們想感謝他，他
同時走過來，你能想到是誰嗎？居
然是杜蘭特。”

杜蘭特對此說：“當時我看到
後方有輛救護車，移動緩慢，所以
很快開到側邊，想說可以請他們跟
着我，這樣可以快一點。”杜蘭特
這義舉獲得奧克拉荷馬市緊急救難
隊讚揚，將獲頒每日英雄獎章，這
獎章一年只發出四枚。

■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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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主
帥鶴臣。

美聯社

■韋斯布魯克
(上)與對手爭
球。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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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營業

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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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自營
(華﹑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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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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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關注的魔幻大片《魔獸》在曝光海量
劇照後不久，又曝光了三分鍾的影片片段。可
以說，在技術細節上，該片段幾乎代表了當今
CG制作領域的最高水准。無論是人物的皮膚質
感還是對自然景觀的重新描繪，都達到了以假
亂真的地步。在CG的處理上，整個劇組並沒有
過分追求奇幻感，而是將一整個真實的世界和
真實的質感重現在人們的面前。搭配上前一日
所發布的劇照來看，《魔獸》當之無愧的是如

今好萊塢最頂尖的超級大片。
《魔獸世界》改編自著名的網絡遊戲，該

遊戲脫胎自單機版本的《魔獸爭霸》。遊戲的
制作方是業內首屈一指的暴雪公司。整個遊戲
依托于《魔獸爭霸》的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
並且重新梳理了曆史背景時間線。玩家可以在
《魔獸世界》中冒險、完成任務、新的曆險、
探索未知的世界、征服怪物等。而改編成電影
，自然需要一條故事主線，鄧肯·瓊斯計劃把影

片打成一部巨制，他把故事的重點放在了部落
（Horde）和聯盟（Alliance）之間紛爭的故事
之上。

電影故事講述平靜祥和的艾澤拉斯大陸陷
入戰爭即將爆發的邊緣，它的文明遭到令人畏
懼的種族的侵略：獸人戰士逃離瀕臨滅亡的家
園，意欲占領新的土地。黑暗之門開啟，兩個
世界連接在了一起。一方陣營面臨著毀滅，一
方陣營面臨著消亡。敵對的兩位英雄不得不展

開生死較量，他們各自的家人、人民和家園的
命運懸于一線……于是，一場力量與犧牲的恢
弘冒險即將展開，戰爭不再是非黑即白的純粹
，每個人都為著各自的目標奮起而戰。

目前，崔維斯·費米爾、寶拉·巴頓、本·福
斯特、羅伯特·卡辛斯基、托比·凱貝爾、克蘭
西·布朗、多米尼克·庫珀和中國的吳彥祖都已
經加盟劇組，而影片也定于2016年的6月10日
，以2D和3D的格式上映。

《魔獸》曝正片片段超級大片即將來襲

綜合報導 很早就確定會執導
《哥斯拉2》的導演加裏斯·愛德華
斯與近日宣布退出了影片的劇組。
對于鍾愛《哥斯拉》的影迷來說，
這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據報道，加
裏斯·愛德華斯退出劇組的舉動非常
友好，他並不是因為創作分歧或者
是成本問題而退出劇組的。相反，
他只是因為覺得自己執導高成本影
片太過于密集，而退出了劇組。

在拍攝完自己一鳴驚人的處女
作《怪獸》之後，他就拍攝了評價
頗高的《哥斯拉》。隨後又馬不停
蹄地拍攝了《星球大戰》的外傳
《俠盜一號：星球大戰外傳》。如
果他不退出劇組的話，那麼他接下
來的影片就是《哥斯拉2》。如此高

密度的
拍攝高
成本影
片，對
于一個
新導演
來說，
的確是
強人所
難了。
所以華

納方面對于他的對出也表示理解。
加裏斯•愛德華斯稱自己與制片方
並沒有什麼矛盾，退出劇組的具體
原因是他想拍攝一兩部低成本的影
片，以換回喘息的時間。在續集大
行其道的當下，出現一部《哥斯拉2
》並不稀奇。在2014年的動漫展期
間，制片方還放映了一些視頻片段
。在這些片段上，肯尼迪總統談論
著“危險、威脅”等等字眼，一些
1960年代的神秘怪獸事件漸漸浮出
的了水面。很顯然——怪獸不止哥
斯拉一個。按照華納的發行計劃，
影片將在2019年3月22日上映，所
以留給制片方尋找新導演的時間還
長。

1954年版本的《哥斯拉》是電
影史上第一部嚴格意義的怪獸片。
有人認為怪獸片的鼻祖是《金剛》
，但是金剛就是一個癡情的猩猩，
還有人格化的特征；而這個哥斯拉
則是真正意義上的“怪獸”，莫名
其妙地出現，莫名其妙地殺戮，最
後又不明不白地死在秘密武器下。
怪獸的名字“哥斯拉”出自日本流
行小說家香山滋的同名小說，在原
作中，哥斯拉是來自外界的巨大破
壞者——在1954年的日本，這個破
壞者指的是核戰爭——對于原子彈
的記憶，大和民族要比所有人都深
刻。影片公映之後，受到了日本青
少年的追捧，于是在接下來的50余
年時間裏，哥斯拉被改頭換面地28
次搬上了銀幕。這個怪物在銀幕上
不僅見證了電影技術的發展，而且
還見證了日本電影和日本社會的發
展。從最初的核戰隱喻，到最後的
完全怪物，哥斯拉完成了自己的
“曆史使命”。

目前，尚無關于《哥斯拉2》的
太多的消息得到透漏。影片編劇麥
克斯·鮑任斯坦僅僅表示稱，續集會
“更大”、“更好”！

導演加裏斯·愛德華
退出 《哥斯拉2》

綜合報導 定在9月2日上映的《大洋之間
的燈光》是一部令人心碎的講述生活、家人和
失去的影片。日前，該片公布了一支預告片。
在預告中，邁克爾·法斯賓德和艾麗西亞·維坎
德在失去自己的孩子之後，意外獲得了一個新
的孩子。于是，兩人的生活在孩子的來臨之下
，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兩個人因此而產生了矛
盾。而當他們得知自己的孩子有可能是朋友的
親生骨肉的時候，生活漸漸變得支離破碎。

整預告內斂而又抒情，絕美的鏡頭語言和
磅礴大氣的配樂，承托得整部影片有一種“哀
而不淫”的質感。《大洋之間的燈光》改編自

同名暢銷小說。
影片發生在一戰結束之後，退伍軍

人湯姆帶著妻子伊莎貝爾來到澳洲大陸
西邊的一個小島上生活。作為燈塔的看
守人，他們的工作是照顧燈塔和小島，
以及記錄周圍海域發生的事情。補給船
每三個月來一次，他們每三年才回一次
澳洲。不幸的是，伊莎貝爾三度懷孕都
未能順利產出嬰兒。正在他們被第三次
失敗的陰霾所籠罩的時候，一艘小船漂
到了小島上。船上竟有一具男屍和一個
女嬰。伊莎貝爾覺得這一定是上帝的旨
意，希望能撫養這個孩子。湯姆想要減
輕妻子三度失去孩子的痛苦，便沒有通
報上級，把男屍埋葬了。他們快樂地一

起生活在島上數年，湯姆和伊莎貝爾也愛這個小
孩如己出。但是有關女孩的真相也漸漸浮出水面
……

影片由德裏克·斯安弗朗斯執導，他曾經
拍攝過《藍色情人節》和《松林外》這樣的佳
作。而從劇情的描述上來看，該片也非常符合
德裏克·斯安弗朗斯的緩慢的講述風格。在演
員方面，該片由邁克爾·法斯賓德、蕾切爾·薇
姿和艾麗西卡·維坎德主演。從題材和演員來
看，影片充滿了衝擊奧斯卡的可能性。而9月
2日的上映時間，也說明了本片參與到頒獎季
中的可能性。

《大洋之間的燈光》
抒情性無與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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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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手槍手快槍手》
林更新叫囂網友比手快

快速轉筆、快手投籃、神速還原魔方……妳見過這么多達人輪流秀
快手嗎？近日，即將於7月15日上映的電影《快手槍手快槍手》主演林
更新發布千元豪禮懸賞令，征集“快手”達人，叫囂網友“誰敢比
我快”。而網絡上掀起壹股“快手”風潮，壹個個快手達人將自己的快
手絕技錄制成視頻上傳到網上，引來網友的強勢圍觀，快手達人的手速
之快讓網友感嘆，腦洞大開的快手花招也讓網友們爆笑連連。

林更新叫囂網友 “快手”達人層出不窮
“大家都說我的手快，但有壹點估計妳們不知道，哥快的不僅僅是

手，還有腦子！”近日，壹段林更新錄制的“快手”召集視頻在網絡上
曝光，林更新以《快手槍手快槍手》中的西裝造型酷炫亮相，幾句調侃
之詞讓人想歪，幽默盡顯。視頻中，林更新發布“快手召集令”，懸賞
千元豪禮征集快手達人。林更新在片中飾演壹名江湖騙子，以壹雙“快
手”混跡江湖，此次他呼籲網友秀出“快手”，信心十足頗有幾分叫囂
之意。而林更新壹出手，就立即遭到網友的集體調侃，“誰敢和林狗比
快”！

召集令壹出，就立即吸引到了眾多快手達人，網友將自己的快手視
頻與網友分享：快速轉筆打出動人節奏、快手投籃且百發百中、魔方神
速還原，手上功夫讓人驚嘆不已。而壹則網友上傳的快手玩節奏大師視
頻壹經上傳，就立即引來了眾多網友的強勢圍觀，手速之快讓人驚嘆，
這樣的“快手”想必連林更新也要甘拜下風。視頻中也不乏壹些讓人捧
腹的作品，網友們大開腦洞，各種變著花招的秀快手方式其中壹則兩位
男生秀吃西瓜“絕技”，讓人感嘆真的太拼了！

爭霸賽火熱開啟 全民征集“快手”“槍手”
“快手”活動在網絡上掀起瘋狂熱潮，人們也對《快手槍手快槍

手》這部影片興趣漸濃。即將上映的《快手槍手快槍手》中，林更新飾
演“天下第壹快手”小莊，壹雙快手在幾秒鐘內“偷梁換柱”，之後更
利用“快手”技能，與張靜初飾演的“槍手”若雲、騰格爾飾演的
石佛、劉曉慶飾演的金三娘通力合作，共同尋回國寶。

據悉，此次影片除了征集“快手”達人，還將繼續懸賞“槍手”達
人，尋找最有“準”度的高人。被選中的達人們還將有機會參與“快槍
手爭霸賽”，展開終極對決壹較高下。

影片由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華策影業（天津）有限公司、北京
天堂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北京藝洋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樂華圓娛文化傳
播股份有限公司、橫店影視制作有限公司、北京高登世界影視文化傳媒
有限公司、電影頻道出品，上海亞洲電視藝術中心、伊犁大盛傳奇影業
有限公司、上海通江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貿大匯文化投資管理
中心、立德星影視文化傳媒（北京）有限公司、中川影業傳媒（北京）
有限公司、北京全景無限影視文化有限公司聯合出品，五洲電影發行有
限公司發行。

眾所周知，大片雲集的國
慶檔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今
年十壹，又有壹部動作冒險喜
劇片將重磅出爐，拯救觀眾笑
神經。據悉，由劉德華監制，
王晶執導，劉德華、黃曉明領
銜主演，王祖藍、胡然、歐陽
娜娜、謝依霖等主演，沈騰、
趙英俊等特別出演的電影《王
牌逗王牌》已順利殺青，並完
成初剪。近日，片方放出首款
預告片，搭配提檔海報及壹組
爆笑劇照，自信滿滿宣布：實
在hold不住了，這次我們要提
前見笑，笑霸國慶檔！

劉德華身兼二職親力親為
提前見笑霸占國慶檔

在華語影壇，劉德華是繞
不開的標桿性人物。除了影帝
光環外,作為監制的劉德華從90
年代起同樣佳作頻出。在他的
助力之下，導演陳果接連憑
《香港制造》、《去年煙花特
別多》震驚香港影壇；2006年，
壹部《瘋狂的石頭》成中國小
成本電影裏程碑式作品；再到
近六年來，無論情懷之作《打
擂臺》、《桃姐》，抑或商業
佳片《風暴》、《我的少女時
代》，劉德華都是絕對的幕後
推手。

《王牌逗王牌》講述的是

囧探劉德華和神偷黃曉明攜手
爆笑奪寶，化解危機拯救人類
的故事。此番身兼主演和監制
雙重身份，劉德華百分百親力
親為。在拍攝現場劉德華除了
堅持親自完成各種動作戲份，
每天收工後還要開會討論次日
拍攝細節.在全員努力下,電影
順利殺青，主創、片方、發行
團隊看罷粗剪版，均是信心十
足。片方遂決定提前見笑——
將影片由先前公布的聖誕檔挪
至國慶檔。

縱觀近年來的國慶檔，喜
劇電影壹直是觀眾的心頭好，
在其他各類大片合圍之下爆款
不斷。2014年《心花路放》成
為年度票房冠軍，2015年《夏
洛特煩惱》異軍突起。2016
年，逗樂觀眾的任務提前交給
了《王牌逗王牌》。作為目前
國慶檔唯壹壹部重量級喜劇電
影，片方也表示： “請原諒我
們迫不及待想逗樂觀眾的急切
心情。”

“斯文禽獸”黃曉明龍爭
虎“逗”笑果驚人

配合影片的提檔，片方發
布了“提前見笑”海報、影片
的首款預告片及壹組劇照。領
銜主演劉德華和黃曉明西裝筆
挺，姿態瀟灑地端坐由美鈔組

成的“10.01”大字上，彰顯無
畏笑霸國慶檔的自信。

隨著劇照和預告片的曝光，
《王牌逗王牌》也正式揭開了
冰山壹角。若說劇照中劉德華
被外籍壯漢“艷壓”在地，黃
曉明被謝依霖強行“壁咚”等
畫面囧態層出，預告片則相映
成趣、暗藏玄機。劉德華飾演
的警察寶爺和黃曉明飾演的俠
盜洛家豪，看似互不對付，比
賽飆車甚至拳腳相加，卻因神
秘的上帝種子被竊，而有了
“搭檔”的可能。片中自稱
“禽獸”的黃曉明，奉獻出有
史以來最大尺度的演出——不
但與搞笑王牌王祖藍穿同款
“藍胖子”內褲露臀，反“壁
咚”及“總裁壓”謝依霖，更
與王祖藍、謝依霖上演三人親
熱戲碼，令後者銷魂稱贊：
“奔跑吧，禽獸。”問及黃曉
明是否攻陷下了謝依霖，他賣
關子將問題拋給女方，謝依霖
對此壹臉幸福地感謝導演給她

加足福利：“前兩次和曉明哥
合作，福利都是別人的，我只
能眼巴巴咽口水，這次終於圓
夢過癮了。以前大家管我叫
hold住姐，從今天起，我就是
人見人愛的hold不住姐！”此
外，《王牌逗王牌》還邀請到
了新壹代喜劇天王沈騰特別加
盟。據工作人員透露，沈騰扮
演的老 K 將成為劉德華的上
司，首度合作的兩大帥哥勞模
劉德華、黃曉明，這次都將被
他折磨得痛不欲生。

電影《王牌逗王牌》由引
力影視投資有限公司、上海
愛 美 影 視 文 化 傳 媒 有 限 公
司、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
星王朝有限公司、夢造者娛
樂有限公司、東陽易星傳媒
有限公司出品，劉德華、黃
曉明領銜主演，王祖藍、胡
然、歐陽娜娜、謝依霖等主
演，沈騰、趙英俊等特別出
演，影片將於2016年 10月 1
日全國逗笑上映。

《
記
憶
大
師
》
曝
國
際
版
海
報

懸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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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
艷
戛
納

還記得2014年由著名導演陳
正道執導的“大師”系列首部作
品的《催眠大師》嗎？上映後便
斬獲2.74億元票房，成功刷新了
國產懸疑電影票房的最高紀錄，
叫好又叫座的劇情讓觀眾們至今
念念不忘。時隔兩年，陳正道帶
領“大師”系列第二部力作《記
憶大師》強勢歸來，日前，片方
曝光了國際版海報及首批劇照，
驚艷亮相2016戛納電影節，更於
法國時間5月11日榮登電影節場
刊《Screen》封面，吸睛的科幻
懸疑風獲得了海內外的贊譽。

《記憶大師》懸疑燒腦風刮
進戛納 引來各方贊譽

“記憶宮殿”神秘藏於人的
大腦之中，如同壹個找不到出口

的迷宮，在宮殿的兩側若隱若現
的透露著某種暗示——“妳的記
憶就是最危險的證人。”冷色調
的畫面，精美的質感，懸疑燒腦
的畫風在影迷眼中初露端倪，電
影《記憶大師》最新曝光的國際
版海報於近日驚艷亮相2016年戛
納電影節，登上了作為國際上首
屈壹指的電影雜誌《Screen》
封面，海報壹經刊登，便立即受
到了國內外媒體、電影業內人士
的多方關註，並贏得了海內外人
士的高度評價。

據了解，電影《記憶大師》
講述了壹個發生在近未來的懸疑
科幻故事，最新曝光的海報更加
預示著影片將以復雜的軟科幻元
素為觀眾呈現壹場集視覺與腦力
於壹體的懸疑巨作。

主創陣容強大，“大師”系
列作品強勢登陸賀歲檔

不僅有“大師”IP的保駕護
航，劇中燒腦懸疑情感等多重元
素搭檔金馬影帝黃渤、文藝才女
徐靜蕾、實力男星段奕宏以及最
近大熱的女演員楊子珊、許瑋
寧，相信在電影《記憶大師》賀
歲檔豪華獻映之時，會給觀眾帶
來更多的驚喜！

作為電影《記憶大師》的出
品方之壹，春天融和影視傳媒此
次是與金馬影帝黃渤第四度聯手
合作，之前的三部作品《廚子戲
子痞子》、《殺生》和電視劇
《火線三兄弟》無壹例外都是佳
作，這次雙方的再度攜手，也讓
影迷倍感期待！

劉德華黃曉明
《王牌逗王牌》提前見笑國慶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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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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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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無綫談續約 想多留港

鄭嘉穎 入
女友家
已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鄭嘉穎、田蕊

妮（阿田）、吳業坤（坤哥）、賴慰玲及泰臣等，17

日出席無綫新劇《迷》記者會。嘉穎將於年底約滿無

綫，他認之前都有與無綫談過續約問題，嘉穎日前與女友一

家齊齊食蛋糕看《殭》結局，早被女友視為一家人，難怪他坦言會

視乎情形，或為女友留港工作。

鄭嘉穎透露劇中飾演警察，造型寫
實。嘉穎表示與阿田繼2009年

《Only you》後再度合作，不過當時大
家沒有對手戲。
《殭》日前播映大結局，陳凱琳

透露親手做了一個嘉穎喜歡的卡通人
物造型蛋糕，“一家人”食完晚飯，
邊食蛋糕邊看結局。對於被女友視為
一家人，嘉穎笑說：“是和她家人一
齊食。”將於年底約滿無綫的嘉穎，
被問到《迷》是否與無綫合約期內最
後一部劇集？他說：“暫時可以這樣
講，年尾再談都不遲，之前都有約過

談續約，（為女友留港工作？）視乎
情形，我還有興趣拍劇。”
再度與嘉穎及監製王心慰合作的

阿田表示很開心，並透露劇中有個十
多歲的女兒，角色比較陰沉，為了保
護自己做了傷害身邊人的事，結尾會
有點瘋癲。問到與嘉穎可有感情線？
她說：“劇本出到十幾集，同嘉穎還
未有對手戲。”

羅鈞滿角色隨時被換
坤哥在劇中與賴慰玲有感情線，

他笑言第一次可以擁有自己的感情。

問到他今次可會再露肉？他笑說：
“今次不會露肉，亦沒有激情戲，希
望有，（想同邊個拍吻戲？）阿田，
因為她在《超級巨星2》做主持，同阿
田已擦出感情。”
另外，監製王心慰表示原本有份

演出社團要員的羅鈞滿，因發生醉駕
事件面臨刑責，現要待法官判決再作
決定，若被判刑到時唯有換角，或抽
掉角色。
她又透露羅鈞滿上庭後立即致電

向她道歉，她會原諒對方，相信他會
改過，應給予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導演張經緯執導的
電影《少年滋味》16日晚舉行優先場，許鞍華、馬逢
國與唐寧前往捧場。許鞍華透露最近拍攝一部以香港
淪陷為背景的電影，是依據香港歷史的劇情片，亦即
將收尾，演員有周迅、彭于晏及霍建華。談到近年不
少新晉導演也多拍寫實題材，許鞍華表示之前拍戲都
不在香港，也不太了解近況。會否想多跟新一代電影
人合作？她說：“也會想的，因我這代的電影人好多
都退休了！”另曾合作的湯唯有了BB，許鞍華指之前
有致電恭喜她，亦連帶恭喜她與吳秀波的新片叫好叫
座。有否叫湯唯留定期再合作？她笑說：“我有得拍
才行，也不知有無命再拍，完成手上這部才算，向來
沒太長遠的想法。”
唐寧特意來看《少》

片如何探討年輕人，因她
有個五歲兒子，也想了解
多一點，主要覺得幾歲大
的小朋友已經有情緒和壓
力，即使自己成長過程中
亦曾迷失和反叛，現在就
跟兒子一起學習和面對。
唐寧指兒子未會駁嘴，但
會常問她有趣的問題，又
像日前替兒子扎辮，他表

現抗拒說自己是男生，是女生才扎
辮穿裙子，已懂得分清界線，但她
反而教兒子其實並不一定所有事情
都定下界線，希望他會慢慢明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劉丹
（丹爺）、蔣家旻及李豪等，16日晚為無
綫節目《Sunday好戲王》錄影，擔任評判
的丹爺，近日都是弄孫為樂，談到孫女小
糯米更眉飛色舞，他笑說：“我扮惡樣她
就怕怕的，跟住就嬉皮笑臉叫我爺爺，心
都軟啦。”他又大讚孫女有語言天分，廣
東話、普通話及英文都會講，有時他與太
太聊天，轉頭孫女便說話重講一遍，所以

在家中說話要好小心。他又指兒媳因要工
作，以致少時間見女兒，但每日都有視像
通話 ，兒子劉愷威稍後亦將返港小休，父
親節應該可以與女兒一起慶祝。
說到之前傳出劉愷威與太太楊冪婚變，

事後已發聲明澄清，問到兒媳可有為婚變傳
聞生氣？他說：“律師信又出過，他們經理
人公司會搞，無辦法啦食這行飯預想到了，
好彩他們夫妻兩都是信佛，都心平氣和。”

孫女牙牙學語 劉丹家中慎言

唐
寧
爆
兒
子
常
問
有
趣
問
題

■嘉穎與阿
田再度合作拍
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吳綺莉
為有線節目《寵物ER》當主持人，17
日她於寵物店拿着“守宮”把玩毫無
懼色，相當大膽。她笑言原來她都曾
養過守宮和龜，女兒吳卓林本提議養
蛇，但她沒答應，原因之前與吳家麗
談起養蛇都興致勃勃，然而當知道要用
老鼠去餵蛇，立時接受不來，她笑說：
“不過現在小朋友好創新、好大膽，養
貓、狗可能已經滿足不到他們，卓林都試
過捉了一隻綠色、橙色的大青蛙回來，嚇得我叫她拿回原來地
方！”
談及卓林跟她曾於網上玩直播，卓林說想她再婚？吳綺莉說：

“那你們要幫我宣傳一下，或者要開個社交網站！”有否追求者？
她笑着反問：“怎麼追？也會識朋友，但都要合適，不想會亂傳緋
聞。”女兒沒反對，是否放下包袱可重新認識異性？她說：“不關
女兒事，她從來沒阻止我識男仔，是我自己的問題，我不看電腦，
不想一打開就見到自己的緋聞，好似鄧梓峰，根本連他聯絡電話也
沒有就說車震，林國斌連見都沒見過就傳了十幾年！所以都怕了不
敢去外面吃飯，但其實都想有人約會。”
對於網友讚她提到成龍時表現大方？她笑了笑說：“其實我

都沒講過什麼，也過去了這麼多年！”又指她說過不後悔？她答
謂：“為何要後悔？這是自己做過的，是經歷，但要承擔，十幾
二十歲怎會不做錯？都是累積的經歷！”她指有些事情被看成負
面，然而稍為轉一下會截然不同，故她會充滿正能量去做人。

吳綺莉怕與異性去街惹緋聞

■劉丹與蔣家旻兩“爺孫”再碰頭。

■唐寧看《少》片了解如
何與年輕人溝通。

■吳綺莉大膽與蛇
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由陳寶珠、梅
雪詩（阿嗲）演出的任白戲寶《牡
丹亭驚夢》，16日晚已經是第十
場，17日休息一場，演出期間寶
珠姐患上重感冒仍抱恙上陣，阿嗲
則被的士撞傷腳部，不過二人在舞
台仍然交足功課滿分演出，17日
晚寶珠姐及阿嗲為第十場圓滿演
出，在謝幕時特別大叫口號，在場
粉絲則開心跟着齊聲打氣！

在演出期間，寶珠姐和阿嗲
均抱恙上陣，寶珠姐患上重感冒及
咳嗽，為了盡快康復已看醫生，並
採用中西合璧治療法；阿嗲則負傷
演出，因為她被的士撞傷腳部，寶
珠姐爆阿嗲是忍痛演出！阿嗲自言
是自己不好，她笑說：“該我受傷
的，我為了避車自己撞上的士泵把
那裡，自己不小心！”雖然二人抱

恙兼負傷上陣，但是以其專業精神
交足功課。她們又表示師傅白雪仙
也來看過數次，而且在後台親自示
範落手教路，寶珠姐笑言師傅有做
筆記記下她們的演出。
另外，過去十場演出有不少

好友到來捧場，其中師傅白雪仙多
次來欣賞，其他還有林建岳博士、
高永文局長和太太，林健鋒議員和
太太，徐濠縈和媽咪，黃淑儀、黃
杏秀、劉培基、奚仲文、倫永亮
等。徐濠縈表示，媽咪是寶珠迷，
她自己則是第一次看粵劇，她大讚
戲服靚，並覺得寶珠姐和阿嗲的魄
力驚人，要向她們致敬！黃杏秀表
示，她一向喜歡看粵劇，而且是任
白的經典劇目她一定捧場。黃淑儀
原來是阿嗲好友，所以在深圳也趕
來捧場！

一個重感冒 一個撞車負傷

寶珠 阿嗲 照上場交足功課

■徐濠縈和媽咪以及王幼倫到後台打氣。

■陳凱琳對嘉穎的愛表
露無遺。 資料圖片

■陳凱琳親手做了嘉穎喜歡
的卡通人物造型蛋糕。

■坤哥在劇中與賴慰
玲有感情線。

■監製王心慰坦言羅鈞滿飾
演的角色可能被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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