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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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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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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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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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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C8休城工商
星期三 2016年6月22日 Wednesday, June 22, 2016

近日，在 Parents 雜誌聯合 Edmunds.com 網站
（美國購車最信賴的信息來源）進行的年度「最
佳家庭用車」評選中，現代汽車旗下的緊湊型休
旅車 Tucson 脫穎而出，成為了獲選的 10 款車型之
一。Tucson 領先同級距對手的先進安全配備、寬

敞內部空間和兒童友好
的乘坐設備，受到兩家
專業測評媒體的一致認
可。

「現代 Tucson 擁有
寬敞的內部空間，其巧
妙設計的雙階段斜倚座
位和充足的腿部空間，
可以讓兒童和成人都舒
服 放 鬆，」Parents 雜 誌
的 主 編 Dana Points 說
道，「而經常忙到騰不
出手的父母們也會感激
Tucson 聰 明 的 行 李 艙
門，當揣著車鑰匙靠近

艙門，艙門即會在 3 秒後自動為您打開。」
這是 Parents 雜誌聯合 Edmunds.com 網站連續

第九年評選適宜家庭乘駕的車款。評分高低主要
基於以下因素：乘駕質感、車輛安全性、舒適度
與空間、燃油效益、是否搭載兒童友好的配備、

現代Tucson 獲 Parents 雜誌
與 Edmunds.com「最佳家庭用車」殊榮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人長期腰痛背痛頸
痛，這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椎間盤突出。
椎間盤突出分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間盤突出。
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腿痛常見原因之一，其主要
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間盤突出又名腰椎間
盤纖維環破裂癥或腰椎間盤髓核突出癥，就是人
們常說的“腰脫”或“腰突”。它是指人體隨著
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傷和積累性外傷等原因，使
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造成
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的坐骨神經
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的骨科常見病、多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部疼痛，下肢
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
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腰
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
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
重等。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傷史，造成腰椎
間盤纖維環破裂，髓核向後或後外側突出，壓迫
脊神經根引起腰腿痛，坐骨神經痛是腰間盤突出
癥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明顯的頸部
外傷史或有長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經根
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上背部劇烈疼痛，伴
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疼痛加
重。肌力下降，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臂叢神經牽

拉試驗陽性。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
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
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療椎
間盤突出有 20 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
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
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治療，運用推
拿、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腰
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
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
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 copay 還
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 診斷治療，病
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
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等，李

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
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
上減輕 80%。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
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
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6pm）

價格與保值、行車可靠度、內外部做工、操控與
車輛儀表設置，以及如外觀設計、是否遵照人體
工程學原理和特殊設計配備等次要因素。獲此殊
榮的現代 Tucson 將在 7 月登上 Parent 雜誌與相關
網站，成為這本全美父母最為信賴讀物的關注對
象。

「我們深知，每一個家庭都希望他們的座駕
能為家人提供頂級的安全防護，這一需求我們相
當重視，並對 Tucson 進行了重新設計。」北美現
代汽車企業與產品規劃總裁 Mike O’Brien 表示，
「來自 Parents 雜誌和 Edmunds.com 的認可表明，
現代汽車一直以來都致力於為車主提供更好的車
款，這一努力在現代車的安全配備、質量和設計
上都可見一斑。」

現代汽車全新 2016 Tucson 配備了先進的安全
功能，包括盲點偵測、車道偏離警示、後方橫向交
通移動警示、倒車雷達、車道變換輔助以及自動
緊急煞車附路人偵測系統。這款極具魅力的 SUV
也獲得了美國高速公路安全協會 (IIHS) 的 2016 年
度「安全首選 +」的評級。

現 代 汽 車 北 美 有 限 公 司 (Hyundai Motor 
America)

位於南加州的北美現代汽車總部，是韓國現代
汽車集團的分公司。現代全車系共十餘款房車與
休旅車由北美現代汽車（Hyundai Motor America）
在美國市場的超過八百家現代經銷商進行分銷。
此外，這些車行還提供相關汽車保養和維護服務。
所有在美國銷售的現代汽車都享有「全美最佳保
固計劃」，包括新車有限保固 5 年 6 萬哩，動力
系統有限保固 10 年 10 萬哩和 24 小時路邊緊急救
援 5 年不限哩數。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本
報
記
者

陳
鐵
梅
整
理
報
道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
看望遭受火災損失的僑胞

遭受嚴重火災損失的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嵐，感謝總領館及各界華僑華人對她的關心和慰問，讓
她感覺得很溫暖。

遭受嚴重火災損失慘重。

遭受嚴重火災損失
慘重。

華僑華人紛紛去看望李秀嵐。

2016年6月18日，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來到在17日遭
受嚴重火災損失的休斯敦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嵐的公司，看望她。劉副
總領事轉達李強民總領事的親切慰問，並詳細了解財產受損情況。劉副
總表示，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火災發生後，休斯敦僑界紛紛獻出愛心
，體現出華人團結互助的可貴精神，鼓勵她堅強應對，盡快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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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

11 個蘭州牛肉面冷知識
吃碗面竟耗盡我半生功力

就算要跑去兰州排队蹲着也

要吃一回呐~

1. 兰州牛肉面是由兰州回民

马保子 1915 年创始的，坊间所

传的发源于河南的小车牛肉老汤

面有可能是有商业目的。

当时马保子家境贫寒，为生

活所迫，他在家里制成了热锅牛

肉面，肩挑着在城里沿街叫卖。

后来，他又把煮过牛、羊肝的汤

兑入牛肉面，其香扑鼻，大家都

喜欢他的牛肉面！

2.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兰

州牛肉面”最初放的并不是牛肉

而是羊肉。

兰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

城市，兰州人喜爱面食，而回民

多吃牛羊肉，“牛肉面”里一开

始放的回民喜欢的羊肉，但是因

为羊肉有膻味，相当一部分人不

爱吃，羊肉嫩肉质碎不易成型且

产肉率低，不太适合做大众饮食

的配料，比划来比划去，最终弃

“羊”用“牛”！

3. 所有叫“兰州拉面”的都

是假的，出了甘肃的兰州牛肉面

都不地道。

兰州只有兰州牛肉面，当地

人叫牛肉面或牛大碗，餐馆也叫

XX 牛肉面（馆）。全国有 60%

至70% 的兰州牛肉拉面店实际是

青海人开的。所以“青海拉面”

跟“兰州拉面”本质上是一个东

西——青海化隆拉面，它跟兰州

牛肉面差别还挺大的。

4. 兰州牛肉面讲究“一清二

白三红四绿五黄”，一清（汤清）、

二白（萝卜白）、三红（辣椒油

红）、四绿（香菜、蒜苗绿）、

五黄（面条黄亮）。

5. 因为实在太火了，在社交

媒体上兰州拉面还有自己的段子

产业，比如歪果仁说“吃中国人

兰 州 拉 面 的 时 候 ， 不 许 开

枪 ” ……

有人在美伊战争那会跑去卖

牛肉面，赚了大把钱，最后还搞

的装甲车左边坐着美军，右边坐

着塔利班，大家都形成默契了，

吃中国人的面条的时候，不许开

枪。

6. 兰州牛肉面之所以好吃，

材料很重要，专用高筋面粉和拉

面剂必不可少！

蓬灰是牛肉面历史发展中的

传统拉面剂，是用戈壁滩所产的

蓬草烧制出来的碱性物质，加进

去面会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拉出

来的面条爽滑透黄、筋道有劲，

蓬草烧出的本来是没有问题的，

但有不良工厂生产有毒的化工添

加剂导致它现已被专用的和面剂

代替。

7. 拉面是个技术活，这个过

程本身也是一场表演！在兰州还

有专业的拉面培训学校哦~

拉面师傅拥有傲人的上臂肌

肉群，站在一张案板前，犹如画

板前的毕加索、话筒架前的郭德

纲一样，挥洒着汗水、进行着面

粉和水的艺术创作。经过他上下

翻飞、风情万种的几个动作后，

一把嫩白柔滑的面条就被凌空扔

进旁边的锅里。

每拉一下，要在手腕上回

折一次，拉到最后，双手上下

抖动几次，则面条柔韧绵长，

粗细均匀。面条光滑筋道，在

锅里稍煮一下即捞出，柔韧不

粘。有经验的老厨师拉面一般

只需 10 秒左右，有句顺口溜形

容往锅里下面：“拉面好似一盘

线，下到锅里悠悠转，捞到碗

里菊花瓣”，观看拉面好像是

欣赏杂技表演。

8. 想要吃美味的牛肉面你还

得早起，因为头锅汤做出的面最

美味，汤的制作也是精益求精，

一般牛肉面馆是前一天下午开始

准备，午饭后，最晚两三点就打

烊了。#没在凌晨等过牛肉面馆

开门的吃货，不足以谈人生

对于兰州人来说，牛肉面是

每日的必须，是一天的开始。去

迟了，你就只能和别人一样蹲在

街头品尝啦！

9. 当你离取面窗口越来越近

时，请保持警惕。盛面师傅会向

你飘来一个温暖又略带期许的目

光，不要误以为他是在问你“约

吗”，其实此时你面临的是一个

重大抉择——选择面条的形状！

牛肉面的有超多可供选择的

形状，分为按面条形状分，可将

牛肉面分为圆形、扁形、棱形三

大类。圆形面按照由细到粗，可

分为“毛细”、“细”、“三细”、

“二细”、“一细”和“二柱子”；

扁形面按照由窄到宽，可分为

“韭叶”、“薄宽”、“宽”、

“大宽”和“皮带宽”；常见的

棱形面有“荞麦棱子（三棱子）”、

“四棱子”等！

过于细的面，容易在汤里吸

水泡软，过于粗或过于宽的面则

不易煮熟，或煮熟后较硬。初试

者建议从二细尝起~

10. 兰州牛肉面品牌竞争激

烈，最著名的两大龙头有马子禄

和金鼎，其他有吾穆勒、占国、

黄师傅等等。#在外地想吃面去

这些地方靠谱一点

11. 吃牛肉面通常和卤蛋、牛

肉以及小菜搭配，一碗面加上一

个卤蛋，一碟牛肉和一碟小菜，

简直不能再完美了！

慢食中國那些離我們漸漸遠去的手工食物
餐桌上的食物，它们从哪里

来？谁播下的种子？又是谁的手

在烹饪？感动我们的不是美食本

身，而是成为美食的过程中和它

们相关的人。

在快节奏的今天，等待阳光

雨露的蔬菜，体味厨房食物的本

香，已经成为一种奢侈。今天我

们就来看看那些用古法手工慢慢

制作，但却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手

工食物。

1.先市酱油——手酿的甘醇

中国烹饪离不开酱油，它承

载了手酿的温度与甘醇。然而，

真正的手酿酱油，在市场上已难

觅踪影，它需要天时地利，且费

时费力，精心之外还须数年的时

间，与只需数小时便成的化学浸

出酱油大不相同。

晒露缸整齐地摆放在赤水河

边，成为四川先市一道飘着酱香

的风景。先市古镇有酿造酱油得

天独厚的优势，清纯的空气和充

足的日照，为晒露缸里的酱坯提

供了活跃的天然菌种。

“搅晒成油”是酱油酿造中

，时间最为漫长也最需依靠自然

的环节。一般需要 3年的时间，

好的酱油则多达四五年，甚至更

长。右图中的师傅正用手检查发

酵程度。左图大缸中放置的是浸

出酱汁的竹制工具：秋子，工作

人员正从其中舀出已制成的酱油。

先市酱油酿制三五年的可以

卖到百元左右；优质的酱坯在晒

露达 5年后，再放入大口的瓦缸

中在太阳下晒，让水分蒸发，浓

缩 1~3年，这样的精品就要卖到

五六百元一斤，堪比五六百元一

瓶的名酒，“卖给成都、重庆的

有钱人、有权人用以佐餐”，成

为奢侈品。

手酿的酱油，每一滴都是

从多年发酵的酱坯中渗透出来

的，因而像油一般珍贵。要知

道，其中蕴含着大自然的万般

变幻，甚至，还携带着人类共同

的乡愁。

2.绍兴黄酒——细酿冬日的味道

黄酒酿造的每一道工序，几

乎都浸润着慢的基因——慢慢等

一汪好水，慢慢候一个季节，慢

慢酿一坛光阴，再慢慢抿一种滋

味。慢下来，能酿出酒中极品，

也能令人尝出这中国滋味背后的

故事与玄妙。

一层摞一层的陶坛，是绍兴

随处可见的美景。其中，有些陶

坛已被使用了几十年，本身便散

发着幽幽的酒香。据说，酿黄酒

的陶坛以本地制造的青色者为

佳，更能透氧、受氧，为黄酒的

陈化助上一臂之力。

阳光洒在陶缸里拌好麦曲的

米饭上，煞是好看，再过不久，

缸内便会发生奇妙的变化。待到

那时，开耙师傅，会用手中的耙

和他敏感的手，去感知发酵的老

嫩，这一环非常关键，至今仍必

须依靠人工经验。

黄酒的滋味，也正要如此慢

慢品味，要慢一点，再慢一点，

品味那个中滋味于唇齿间留下的

美好，用心体会其间那饱经风霜

雨露的稻谷、弥漫开来的饭香、

伸进酒桶的手感、青色陶坛里的

沉睡与苏醒，这些，都是细酿的

冬天的味道，也是一种慢的艺术。

3.古法红糖——东方巧克力

这产自云南的碗红糖，形似

巧克力，却比巧克力更润泽、更

质朴。熬制红糖的传统技艺，至

少延续了数百年，靠的都是人工

的经验和慢熬的功夫。

云南熬制红糖的古法，多是

将熬好的糖浆倒入碗状的模子里

，扣出来得到一扇，两扇成为一

合，重约一斤。在此之前，还需

要榨糖、熬糖。

4.新疆奶酪——草原上的零食

奶酪，是哈萨克人的零食

，原本只是为了解决剩余的鲜

奶，最终却成就了一种美味。

它需要被草原的风吹拂，在强

烈的阳光下晾晒，再随着蒙古包

四处流浪。

晾晒在芨芨草席子上的奶

酪，在牧民的手中翻动着，静候

着美食终成的那一刹。由于是自

然状态下手工制作，新疆奶酪对

鲜奶的品质要求极高，成品自然

浓香扑鼻。

从鲜奶，到制作，再到餐桌

上的食物，奶疙瘩经历了漫长的

旅程。其具体制作时间的长短，

也随着每年不同的气候、温度而

变。

手工制作的奶酪，和如今市

场上泛滥的各式形状的特产奶

酪，有很大的区别。传统奶酪，

由于在纯自然的条件下制作，会

遇到各式天气，以及不同的复杂

菌种，所以只有作为原料的鲜奶

够好，才能生产出来。

也正因如此，传统奶酪的奶

香味要比工厂生产的更香、更浓

郁。在工业化的今天，全世界奶

酪产量看似大增，但已经鲜有人

能尝到真正的奶酪了，这不能不

说是一种悲哀。

俄富豪200萬美元為兒子辦婚禮
“壕”出新高度

据外媒报道， 近日，一场花费 200万美元的超豪华

婚礼在莫斯科举行，新郎是一位亚美尼亚亿万富翁的儿

子。而这场婚礼的座上宾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还有美国乐队“魔力红”以及珍妮弗•洛佩兹等超级巨

星献唱。

报道称，这场婚礼的主角是 23岁的卡拉佩特扬(Sar-

gis Karapetyan)和 25 岁的亚美尼亚姑娘莎洛姆 (Salome

Kintsurashvili)。新郎卡拉佩特扬是俄罗斯排名第 28位的

富豪山姆威尔•卡拉佩特延的儿子。

山姆威尔•卡拉佩特延所拥有的房地产公司在全俄

罗斯拥有33个购物中心、4个办公大楼，以及8座豪华酒

店，其财富估计有40亿美元。

这场婚礼在莫斯科最豪华的酒店Safisa举行。婚礼现

场布置精心，地板、墙上和天花板上都挂满了各式各样

的鲜花。大厅内还有小型喷泉，让人感觉仿佛身处仙境

之中。

婚礼中，新娘莎洛姆光是礼服就换了三套，而且

件件都是设计师精品，包括价值 3.5 万美元的婚纱。

此外，莎洛姆还佩戴了价值 20 万美元的蒂芙尼名贵

珠宝。

為救受傷青蛙
澳女子搭飛機為其看病

澳大利亚女子米恩· 蒂姆斯用刈草机修剪草坪时不小

心伤到一只青蛙，深感内疚之下，带着它乘飞机前往

1000公里以外的一家动物医院为它疗伤，成功将其救活。

《布里斯班时报》7日报道，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初，

家住昆士兰州芒特艾萨的蒂姆斯打电话给侄女费利西娅·

摩根，说自己剪草坪时不小心割破了一只青蛙的头，言

语中透露着焦急不安情绪。侄女指导她给青蛙清洗伤口，

用纱布包扎，又帮她查到 1000公里外的凯恩斯有一家

专门救治青蛙的机构“青蛙安全医院”。

姑侄俩第二天就带着青蛙乘飞机去了这家医院。经

青蛙医院治疗，青蛙脱离了生命危险，等完全康复后，

将被送归大自然。青蛙医院负责人德博拉· 佩尔戈洛蒂赞

扬蒂姆斯的做法，说这只受伤青蛙属于数量大幅减少的

物种，应该受到保护。

美國小夥因病換人造心臟：
把心裝包裏 背著打籃球

据外媒报道，心脏是人类重要的器官，但美国 25岁

男子斯坦•拉金(Stan Larkin)在没有心脏的情况下活了

555天。他之所以能够存活，全靠人造心脏辅助供血。更

令人惊讶的是，他不仅可以照常生活，还能“背着心脏

打篮球”。

报道称，拉金和其兄弟都患有遗传性心肌症(cardio-

myopathy)，心脏功能会毫无征兆的停止运作。美国密歇

根州大学的医生表示，接受治疗前，兄弟两人身体十分

虚弱，需要接受心脏移植手术，但由于需要等待用于移

植的心脏，所以为他们安装了人造心脏。

拉金的兄弟在数周后就接受心脏移植手术，但拉金

却等了一年半，期间他生活照常，甚至还能继续打篮球

，这让医生都啧啧称奇。

上个月 9日，拉金终于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目前

康复进度理想。他非常感激捐赠者，希望有一天可以与

捐赠者家人见面。

罕見！印2歲男童
被診斷為“性早熟”

印度 2 岁的男童阿尔什•阿赫塔尔

（Arsh Akhtar）因出现性冲动、痛苦的勃起

和长出阴毛等症状而被诊断为“性早熟”。

阿赫塔尔出生于印度北部城市德里，在

他 18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性成熟阶

段。6个月的时候，他就表现出早期的青春

期迹象，不过他的父母都没太在意这些症

状，只是以为他是个大男孩。

阿尔什的母亲称，因为阿尔什是家里的

第一个孩子，所以夫妻俩都没有育儿经验。

后来，在岳母的建议下，他们带着孩子去就

医。几家公立医院都对此无能为力，最后预

约了德里的一家私人医院，花费超出了预

算，所以他们动用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经过一系列检测后，医生于2015年9月

份开始对阿尔什注射荷尔蒙阻断剂。经过 6

个月的治疗，阿尔什恢复迅速，他的生殖器

已经变小。尽管一些症状已经得到遏制，不

过医生建议，他的治疗至少要持续到11岁。

英女子發現世界最小雞蛋
高僅1.55厘米

近日，英国萨福克郡贝里圣埃德蒙兹市

22岁的女子乔治娅（Georgia Crouchman）在

家中的鸡笼里发现了一枚比硬币还小的鸡

蛋。经过测量，该枚鸡蛋高度仅为 1.55 厘

米，打破了 1.8厘米高的纪录，成为世界最

小鸡蛋。

6月 3日，乔治亚在家中的鸡笼里收捡

鸡蛋时发现了这枚袖珍鸡蛋。她难以相信自

己的眼睛，对着阳光比照许久，才确认这枚

比硬币还要小的圆球是一枚货真价实的鸡

蛋。因为她同时收捡了 20多枚鸡蛋，这枚

最小的鸡蛋由哪只母鸡所下不得而知。

2011年，美国一名农民发现了一枚高度

仅为 2.1厘米的鸡蛋，并宣称该鸡蛋为世界

最小鸡蛋。2014年，美国肯塔基州一只母鸡

下出更小鸡蛋，仅以 1毫米优势险胜。2015

年，英国卡马森郡 12岁少年发现一枚高度

仅为 1.8厘米的袖珍鸡蛋，成为新一届世界

最小鸡蛋。而如今，乔治亚所发现的超迷你

鸡蛋以绝对优势摘得世界最小鸡蛋称号。

目前，乔治亚已将鸡蛋放在容器中妥善

保存，她表示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枚超迷你

鸡蛋。“我说不定会把它做成一个小荷包蛋

呢！”乔治亚开玩笑说。

美國壹男子當街強搶少女
女孩母親力戰歹徒

美国佛罗里达州 7 日发生光天化日当街强抢少

女事件，幸亏母亲奋力击退肇事男子，护住女儿

没被掳走。佛罗里达州赫南多警方把当时的监控

视频发布于脸书社交网站上，引起民众广泛关注，

截至 8 日下午已经收获 150 万次点击、被转发 2.4 万

次。

警方介绍，肇事男子名叫克雷格· 博内洛，现年 30

岁，7日在一家商店试图强行拽走一名 13岁少女。少女

的母亲见状奋力搏斗，不停地朝男子挥拳，最终迫使男

子松开少女。男子试图逃离现场，但被一名警察制

服。

当地警官克雷格· 卡拉汉说：“我巡逻 10年来从未

见过这种事。他果真想光天化日绑架少女。”

这名勇敢的母亲受到网民热情“点赞”。警方没有

公布母女的姓名，但表示她们均未受伤。肇事者面临绑

架未遂、虐待等指控，定于27日被传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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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出場的帕耶打中橫梁。

利物浦表演賽王薔奪冠

中國美女王薔在英國利物浦表演賽成功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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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電國際拳擊聯合會（IBF）20日宣佈，他
們將對參加里約奧運的職業拳手進行處罰，處罰方式
包括清除這些拳手的IBF排名或者取消他們的冠軍頭
銜。

國際拳擊聯合會20日正式公佈了這項決議，與
世界拳擊理事會（WBC）一道強烈反對頂尖職業拳
手參加奧運會。國際拳擊聯合會聲稱，作出這一決定
是出於安全考慮。他們表示，參加里約奧運會的職業
拳手將在一年內被移除出該機構的排名。如果參加奧
運會的職業拳手曾經獲得過冠軍，那麼相應的冠軍腰
帶也將會被收回。

IBF主席達里爾·皮普爾斯說：“作出這一決定對
我們而言並不困難。我們覺得，出於安全考慮，反對
職業選手與業餘選手同場競技對於IBF來說是很重要
的事，因為我們對於這項運動的責任之一就是要保障
拳擊運動員的健康和福祉。”

國際拳擊聯合會（AIBA）近日決定，允許職業
選手通過資格賽晉級奧運會，希望吸引頂尖選手參與
奧運會。然而，目前來看，他們的願望可能會落空，
因為迄今為止還沒有頂級選手響應這一邀請，而奧運
拳擊資格賽僅剩下7月份在委內瑞拉的最後一站。

拳擊項目有多個國際組織，IBF和AIBA這兩個
拳擊國際組織都聲稱其中文名稱為國際拳擊聯合會。
其中，IBF管理職業拳手，而奧運會的拳擊比賽由AI-
BA負責運行。

兩大拳擊組織封殺里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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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霞
出生：1990/01/13
身高：1米80
體重：61公斤
扣球：3米0
攔網：3米
2014年女排亞洲盃冠軍成員
2015年女排世界盃冠軍成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陳曉莉）

世界女排大獎賽將於本周五在紅磡香港體育

館一連三日展開香港站的較量。香港球迷的

寵兒中國女排再度來訪，不過與以往不同，

中國隊除周一進行了一次公開訓練供傳媒拍

攝外，其餘時間均封閉訓練謝絕採訪。里約

奧運正在逼近，目標直指金牌的中國隊於大

戰前瞬閉門苦練不足為怪。

龔翔宇
出生：1997/04/21
身高：1米86
體重：72公斤
扣球：3米13
攔網：3米02
2014年亞青賽冠軍成員
2015年U23世青賽冠軍成員
2016年瑞士女排精英賽冠軍成員，
入選最佳陣容

據新浪體育消息，中國中央電視台在上
周轉播的體育賽事收視率排名前十位中，歐
國盃佔據九席，女排大獎賽中塞之戰成為唯
一上榜的非歐國盃賽事，排名第六位。

於上周的央視體育頻道賽事收視率，歐
國盃B組小組英格蘭對威爾士比賽的收視率
破3，以3.16％的收視率排名榜首；D組西班
牙對捷克位居第二，收視率3.15％。E組意
大利對瑞典第三，2.86％；E組比利時對愛爾
蘭第四，2.60％；B組俄羅斯對斯洛伐克第
五，2.25％。

世界女排大獎賽強強對話的收視率也不
低。上周六在澳門站中國對塞爾維亞的比
賽，以1.14％的收視率位居第六，成為唯一
躋身前十的非歐國盃賽事。該場比賽，中國
隊在1：2落後的情況下憑主帥郎平的“神換
人”，最終以3：2擊敗對手。

而收視率位居第七至第九的比賽為：歐
國盃小組賽D組捷克對克羅地亞1.10％，歐
國盃小組賽A組羅馬尼亞對瑞士0.92％，歐
國盃小組賽E組愛爾蘭對瑞典0.90％。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女排破歐國盃壟斷收視率晉前十

世界女排大獎賽將在香港站進入第三周賽事，首兩周
比賽，中國隊均在自己所屬的小組（北侖及澳門

站）贏得冠軍。19日，中國隊星夜由澳門趕抵香江，但
與過往不同，行事極為低調，周一的公開課主帥郎平避
席、球隊謝絕採訪，21日起更全程閉門訓練，連贊助
商安排的宣傳活動也一一婉拒。奧運在即，備戰進
入最後衝刺階段，中國隊對大獎賽的重視程度前
所未見。

不過，從過去兩周的比賽不難發現，中國隊
人才濟濟，其中兩位新銳丁霞和副攻龔翔宇更成
為郎平手上的秘密武器。

丁霞 龔翔宇值關注
魏秋月傷癒未幾、尚未完全恢
復狀態。澳門站對塞爾維亞及巴
西隊兩役，正選二傳沈靜思發
揮未如理想，丁霞替補出場
搶盡風

頭。尤其是對巴西隊一仗，丁霞臨危受命，成功成為球
隊的組織核心，為中國隊打下勝利基礎。

“左手將”丁霞來自遼寧女排，特點在於活動能力
強，防守救球有一定水平，在組織攻勢方面也較為進
取，除可助攻隊友外，自己也會把握時機扣球得分，令
中國女排的進攻更加靈活。2015年世界盃，丁霞便為中
國女排時隔11年再次奪冠立下汗馬功勞。雖然丁霞個子
不及沈靜思、魏秋月，卻憑傳球快、靈活膽大成為一位
攻擊力強的二傳球手。她喜歡以小螞蟻比喻自己：“小
螞蟻會有大力量，做一隻倔強努力的螞蟻！”

另一位值得注目的是來自江蘇連雲港的龔翔宇。這
位19歲、出身體育世家的小將主打接應位置，去年代表
國家隊征戰U23世青賽，助中國隊最終奪冠。龔翔宇的
技術特色是毫不怯場、適應能力極強。除進攻穩定、發
球破壞性較強外，最驚艷的是她在防守環節也有突出表
現。在北侖及澳門兩站大獎賽，央視評論員黃子忠曾這
樣點評：“龔翔宇前途無量，不僅這次里約奧運會有機
會，下一屆奧運會，龔翔宇將會更加成熟，成為中國女
排的主打。”

■郎平（左）於澳門站指導隊員訓練。 新華社

■丁霞在過去兩仗大獎
賽大放異彩。 潘志南 攝

■19歲的龔翔宇前途
無量。 潘志南 攝

■朱婷（藍衫）在中塞
一役扣殺。 新華社

艾朗藍斯、尼爾泰萊及加里夫巴利各建
一功，令威爾斯21日以3:0大炒俄羅斯並力
壓英格蘭首名出線，包括領隊高文在內的職
球員齊在更衣室喝啤酒慶祝。加里夫巴利賽
後形容，今仗足以列入他職業生涯最美妙時
刻之一，“很難去形容，這是難以置信的一
仗。我們踢出了我見過的其中一個最佳團隊
表現。當然過去幾年威爾斯都有過不少美妙
的時刻，但成為小組首名令事情更加美
好。”

今仗再取得入球後，加里夫巴利3場入3
球，亦成為自2004年捷克的巴路士及荷蘭的
雲尼斯杜萊之後，首位於歐國盃3場分組賽
皆有進賬的球員。

俄國教練為出局辭職
至於輸波出局的俄羅斯，其教練史勒斯

基賽後引咎辭職；他說：“我必須負起全

責。我擁有足夠時間去徵召及選擇球員，如
果球隊未能取得成功，就是我的錯誤。經過
這等表現的一屆歐國盃，這支國家隊需要換
一個人來執掌教鞭。對於俄羅斯足球來說，
這在目前非常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加里夫巴利(左)門前建功。 美聯社

威爾斯首名出線 喝啤酒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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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料中國樓價全年升一成

中國人行研商銀參與離岸匯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中國人民銀行官方微博21日宣佈，隨着外匯

市場對外開放的發展，商業銀行對境內外外匯市場進一步融合的需求增強，為提

高外匯市場雙向開放水平，近日人民銀行召開會議研究了商業銀行有序參與離岸

外匯市場的問題。分析指，此舉將加快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匯率趨同的步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上海又一家大
型資產管理公司發生負責人捲錢跑路事件，晉興資產公司因
無法按期兌付逾2千名投資者共計4億元（人民幣，下同）
的資金，遭到投資者圍堵。該公司曾用送黃金的方式來吸引
投資者，受害者多為老年人，目前公司實際控制人已經失
聯，有消息稱此人或已逃往美國。
據悉，晉興資產管理公司上周末就被曝出現資金周轉

困難問題，一批本該兌付的理財產品資金遲遲沒能發放到
投資者手中，涉及人數2,516人，未兌付資金則高達4.36億
元。還有消息稱，晉興資產實際控制人的前董事長王冕已
經攜情人捲款1.5億元跑路逃往美國，公司員工都無法聯繫
上他。截至兌付危機發生後，晉興資產公司賬面只餘400
萬元資金。
近日續有投資者往晉興所在的辦公樓圍堵公司高層，但

當人們到達其辦公地點，才發現該處早已人去樓空，物業張
貼告示稱與晉興已經終止租賃合同。據了解，受害投資者中
絕大多數都是中老年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海爾電器董事
局主席及行政總裁周雲杰21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母
公司海爾集團已於本月完成收購通用電器(GE)的家
電業務，相信雙方在採購、產品設計及銷售渠道都
會產生協同效應，預計明年就會在財務上有所顯
現。集團正考慮計劃將部分業務交由海爾電器去營
運，但目前仍在規劃中，料將有助帶動海爾電器的
美國銷售增長。
周雲杰表示，通用電器在洗衣機及熱水器有

很好的產業佈局，其中洗衣機為數不少都是在中
國採購，預計在雙方業務整合後，原材料採購上
都會有協同效應，海爾將能透過通用電器的品牌
打入美國市場。
周雲杰坦言，今年首季業務表現差過預期，但

仍較同業好，預計下半年透過提升成本效率及加強
互聯網銷售，業績將會有改善。又稱很多同行正熱
衷於併購，反映白色家電絕對不是夕陽工業，而是
可持續性的工業。周雲杰又透露，海爾未來計劃會
開設社區店，與社區的市民連接，並於農村開村級
聯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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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晉興資產爆兌付危機涉4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蘇洪鏘）中
國一二線城市樓市持續火熱，新地王頻現。標普
亞太區企業評級資深董事葉翱行21日表示，料
今年中國整體樓價全年升5%至10%，一二線城
市會有更大升幅，亦看好長三角、珠三角、環渤

海地區及省會城市。
標普全球評級信用分析師孔磊表示，儘管

不少內房獲益於母公司或政府支持，但高財務槓
桿仍可能令部分房企失去正面評級。目前標普
12家投資級內房當中有7家展望為負面，當中越
秀地產、遠洋地產、金茂以及中海宏洋4家評級
更為最低的BBB。

投資級內房業績兩極化
孔磊續指，投資級內房的財務業績兩極

化，較領先的發展商近年用於買地及建設的現金
支出控制在合同銷售的約50%至70%，而規模
較小的投資級發展商相關比重則達至80%、甚至
100%。
另一邊廂，惠譽亞太區高級評級總監林樹毅

21日在電話會議上表示，中央政府不會願意看
見房價不停上漲，會推出有效的樓市調控措施，
例如加強限購等，所以預計短期內地樓市的泡沫
性不大。中國居民“舊屋搬新屋”會繼續成支撐

樓市的動力，不過市場不會再擴大，未來反而會
開始收縮，預計地產發展商將出現整合。

惠譽：發展商將現整合
去庫存方面，林樹毅認為三四線城市及東

北區面臨的問題較嚴重，因這些地區經濟不
景，會導致人口外流，影響樓市需求，但政府
已盡力改善問題，如減少供應等。而一二線城
市的去庫存情況已有進展，部分主要城市樓價
已穩定下來。
惠譽早前發表的報告指，今年首五個月，在

36家獲評級的內房企業中，有9家被降級，包括
萬達、綠地及華南城等，主要是商業地產銷售回
報遜預期； 其次是在一二線城市缺乏住宅項
目，面臨土地收購壓力，導致槓桿率上升。林樹
毅指出，在為內房股評級時，除資產負債表外，
土地儲備亦是重要指標，如果持有更多一線城市
土地將會被看高一線，因預計一線城市的土地供
應將會持續短缺。

■左起：標普全球評級信用分析師孔磊、標普亞
太區企業評級資深董事葉翱行和標普大中華區企
業評級董事黃馨慧。 蘇洪鏘攝

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高級經濟研究員應堅對
此回應稱，有跡象顯示，隨着人民幣匯率

波動趨於穩定，中國正在加大資本項目開放力
度，繼去年12月人行宣佈在境內銀行間外匯市
場進一步引入合格境外主體後，央行正在研究內
地商業銀行有序參與離岸外匯市場。若能實現，
將會雙向打通境內外外匯交易市場，令CNH和
CNY的價格進一步接近，以至於最終趨於消
除，從而形成境內外統一的人民幣外匯市場，如
同美元、歐元一樣。這有助於提升人民幣國際貨
幣功能，吸引全球市場更多使用人民幣。

港市場可率先直接受益
應堅認為，對離岸人民幣市場而言，此舉將

直接增加離岸人民幣交易的參與者，擴大交易規
模。由於香港是境外最重要的人民幣外匯交易市

場之一，又與內地沒有時差，因此，境內銀行可
能會首先利用香港的交易平台，並將大部分交易
放在香港，從而令香港市場直接受益。
當然，未來中國的銀行是有序參與境外

交易，對於離岸市場及匯率的影響取決於開
放規模。星展銀行經濟學家周洪禮表示，中國
央行研究商業銀行參與離岸外匯市場，彰顯出央
行的目標是將在岸離岸人民幣匯差維持在較低水
平，特別是在人民幣今年10月納入SDR之前。

助收窄境內外人幣價差
人民幣納入SDR後，離岸投資者也許希望

買入人民幣計價資產或境內債券，而鑒於在岸人
民幣工具的匱乏，他們或許需要利用離岸人民幣
對沖工具對沖這一風險。
華僑銀行駐新加坡經濟師謝棟銘表示，中國

央行若允許境內商業銀行參與離岸外匯市場，將
有助於收窄境內外人民幣價差，並減少央行干預
匯市的需要。央行公開研究相關政策消息，一方
面顯示對匯率穩定有了一定的信心，另一方面也
看出對資金外流依然存在擔憂。
儘管離岸人民幣資金規模有限，但價差擴大

是貶值的信號，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去抹平利差，
有助於讓市場更趨理性。

■海爾電器
董事局主席
及行政總裁
周雲杰。
張偉民攝

■中國人民銀行近日召開會議研究了商業銀行有
序參與離岸外匯市場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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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上影節 新片單狂歡之後警惕蕭條的到來
今年舉辦的第19屆上海國際電影節，

比往年更熱鬧一些，由電影公司冠名的
“XX之夜”，佔領了上海諸多高大上的場
所，有人戲稱在“XX之夜”遍佈上海灘的
時候，“睡在哪都是睡在夜裏”。和“XX
之夜”一樣吸引眼球的，是各大公司以及
新成立的電影公司發佈的片單，據不完全
統計，在整個電影節期間，通過“XX之夜
”，電影公司一共發佈了多達200余部的
新片片單。

把這200余部新片片單疊加在一起，
看上去十分壯觀。除了中美、中韓合拍(聯
合發行)片，就是高票房電影續拍，除了大
IP，就是新類型……200余部新片片單組成
大大的兩個字：商業。單就這份長長的片
單看，中國電影在商業化程度上，已經與
好萊塢並無二致。新片片單所散發的濃厚
商業氣息，不知會讓誰擊掌相慶，又會讓
誰膽戰心驚，在這場巨大的資本遊戲當中
，中國電影如起航的大船，動力十足地鳴
笛前行，只是不曉得前方有沒有暗礁。

單看這些片單中的片名，大多數都有
誘惑力，大多數都能做成一份優秀的招商
計劃書，大多數能讓院線經理感到興奮，

可是，同樣也是大多數，都有些似曾相識
，有些讓人懷疑。從這份片單中，可以看
到中國電影的創新能力，基本處在停滯狀
態，有的只是對好萊塢的簡單追隨，對高
票房電影創作模式的自我複製。這份片單
讓人懷疑的地方在於，這200余部真正能
拍攝完成、順利公映的能有多少？公映之
後票房與口碑雙豐收的能有多少？

不要試圖在這份片單中尋找文藝片的
影子，只有區區幾部勉強可以算作文藝片
。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商業片的吸金
能力不可否認，但文藝片拍好了，一樣能
贏得票房和觀眾的心。如果這份片單就是
未來兩年我們所能看到的電影的全部樣子
，那麼愛好文藝片，以及希望通過電影感
受更多的觀眾，恐怕會失望。文藝片在電
影市場佔有一定的比例，哪怕是30%甚至
20%，也會整體上改善電影的品質，保持
影片的多樣性與豐富性。如果全年的電影
產品中，找不到幾部像樣的文藝片，只能
說這個產業已經忘記了自己的初衷。

作為觀眾，不會反對電影公司賺錢
。電影公司作為企業，電影作為文娛產
品，都要考慮商業利益，這無可厚非。

但電影從來都不是僅僅靠錢就能解決一
切問題的。電影需要著眼未來，考慮自
身造血，保持動力不斷。目前的電影市
場，更多是靠觀影剛需來支撐，只有票
房的繁榮，只能是虛假繁榮。在新片單
所製造的這場狂歡過後，要警惕蕭條的
到來，這種蕭條，不會是市場的蕭條，
而是創作的蕭條。當創作無法為電影提
供紮實的劇本支援，豐富的文學性，以
及更深沉的情感與思考時，再火熱的產
業，都遮掩不住內在的涼意。

已經公佈獲獎結果的上影節電影頻道
傳媒關注單元，今年把最受關注影片、最
受關注導演等大獎，授予了《盛先生的花
兒》和《喊·山》，這是兩部不折不扣的文
藝片，是放到市場上之後無力與大IP抗衡
的電影，也有可能是排片不會超過5%的電
影，但媒體所關注影片對象的轉變，傳遞
出了這樣一個資訊，在商業片過剩的時代
，要把注意力分一點給文藝電影，讓安靜
一些的文藝電影，也中和一下商業片的浮
躁與喧鬧。

強調創作的力量，警惕創作的蕭條，
國產電影才有更好的未來。

上海國際電影節閉幕
中國電影更需務實和超越

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產業、面向大眾——6月19日晚，隨著
金爵獎各個獎項的揭曉，為期9天的第19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宣告落幕。
中國擁有世界第二大的電影市場。據統計，2015年全國電影總票房為
440.69億元，國產影片票房271.36億元，佔總票房的61.58％。電影已
經成為中國文化產業的重要一環。有預測稱，中國即將在今年或明年超
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電影市場。

來自上海國際電影節的一系列數字和觀點、交流與合作，讓人們更
清晰地意識到——站在“風口”上的中國電影，尤需冷靜和務實，更需
創新和超越。

面向世界：一個電影節的進取和追求
“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展現中國國際影響力”，這是上

海國際電影節不變的初衷。通過高品質的展播展映、高峰論壇、評選扶
持、市場交流等活動，展示世界電影多元文化，呈現世界最新電影技術
，繁榮中國電影創作，推動中國電影產業發展——上海國際電影節在辦
節品質、辦節理念、辦節機制、辦節方向等方面，一直在進取。

一系列數字令人驚喜：今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共收到來自114個國
家和地區的報名影片2403部，展映近600部中外佳片，場次達1360場
，票房超過2000萬元，所有數字均創下歷史新高。數字證明了上海國
際電影節不斷突破自我的努力。

中國的功夫電影，已經成為世界大銀幕上的“中國符號”之一。刀
光劍影、一招一式之間，傳播的是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作為上海國際
電影節的特別單元，“成龍動作電影周”今年舉辦到了第二屆，吸引全
世界的動作片幕前幕後人員前來參加。“一帶一路”是本屆上海國際電
影節貫穿始終的主題之一。在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倡議和推動之下，沿線
國家電影節代表共同簽訂“一帶一路”電影節戰略合作協議。簽訂者中
包括中國上海國際電影節、愛沙尼亞“黑色之夜”電影節和埃及開羅電
影節這3家國際A類電影節的代表。

面向未來：一個電影節的夢想與堅守
隨著中國電影全球地位的日益崛起，上海國際電影節擁有了更為開

闊的全球化視野，在展現海外優秀文化的同時，建立中國文化共用平臺
，貫通電影文化輸出交流線，進一步建立中國電影及中國文化產業的文
化自信。

在關注當下的同時，前瞻性地思考未來，考驗的則是電影節的綜合
實力和創新能力。網際網路和VR技術，是本屆電影節的兩大熱詞。拍
攝首部VR宣傳片，舉辦“創·視紀VR樂園”，這也是世界上首部A類
電影節的VR宣傳片和首次VR集中展示，共有30部VR影片進行展映，
以及26家來自各國的機構參展。

今年還是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項目創投”十週年。十年耕耘，
“電影項目創投”已經發展成為亞洲地區具有影響力的電影項目融資市
場。在中國電影產業飛速發展的當下，項目創投立志於樹立行業標桿，
支援青年原創，鼓勵多元風格。歷年的電影項目創投，已促成40多部電
影製作成片。

面向產業：一個電影節的輻射與帶動
本屆電影節閉幕前日，中國本土電影領軍企業之一、博納影業宣佈

落戶上海，正式入駐環上大國際影視園區，同時一口氣宣佈11部重磅電
影的拍攝計劃。加上之前入駐的銀潤傳媒、麒麟影業、亞洲傳媒、奧飛
影業、翡翠東方、飛馬影業等，環上大國際影視園區落戶機構已具規模，
還吸引了馬爾科姆、岩井俊二、賈樟柯等著名電影人以及一批青年新銳
導演入駐。包括阿裏影業、騰訊影業、合一影業等在內，已有70多家優
質企業落戶上海。

從去年開始，為了鼓勵更多藝術家在上海創作，把作品留在上海、
寫上海、拍上海，上海推出一系列名家工作室落戶的舉措。就在前不久，
王麗萍影視工作室、洪金寶電影工作室先後正式揭牌。兩位著名導演在
電影人才教育上先後發聲：賈樟柯宣佈擔任上海大學溫哥華電影學院院
長，將聯合開發國際化、新型的電影教育體系；陳凱歌則以上海大學上
海電影學院院長的身份表示，自去年就任以來，他帶領團隊基本打造了
層次完整的學科體系，將逐步建成覆蓋“電影全產業鏈”的專業建制。
一個節浸潤一座城。在有著百年中國電影積澱的上海，資本、技術、人
才，正在加速集聚，推動建設成為電影企業集聚、產業鏈完整、具有國
際影響力的電影產業重鎮。

電影《終極硬漢》南昌點映
導演吁拒絕“城市冷漠”

近日，電影《終極硬漢》在南
昌舉行點映會，影片導演及主演陳
天星在點映結束後分享時稱，影片
除了酷炫刺激的動作場面，其實還
想表達呼籲人們拒絕“城市冷漠”
，不做旁觀者。

電影《終極硬漢》以當下最受
年輕男性觀眾歡迎的跨境、冒險、
犯罪題材為背景，致力於塑造一個
個性鮮活的中國超級英雄形象。

由崔磊、陳天星執導，陳天星

、亞歷山大·貝利、呂克·本扎、賴
斌斌等演員主演的動作大片《終極
硬漢》，講述了一個跨境非洲的冒
險故事，退伍特種兵韓鋒在遠在異
國他鄉的非洲沙漠，看著同胞受難
，面對國際軍火走私團夥，仍然不
願袖手旁觀，毅然決然拯救持有超
能量石逃竄的安琪。

影片集合了來自15個國家的
硬漢實戰過招，力求真實刺激的動
作場面。點映會後，導演陳天星率

領電影製作團隊和觀眾一起分享了
電影拍攝、後期製作等幕後故事。

此外，在電影《終極硬漢》中
，演說家賴斌斌首次跨界出演展
現硬漢一面，在片中飾演一名韓
國科研員樸恩正，不僅與男主角
陳天星、女主角趙淼有大量對手
戲，還將親身參與動作戲、爆炸
戲的表演。

據片方透露，該片將會在今年
暑期檔與全國觀眾見面。

評論：李安提醒的“陷阱”，
上影節裏比比皆是

第19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昨收官。
可以說，這是我參加上影節以來，最熱
鬧的一回。

但是，借今年亮相的電影《泡沫之
夏》之名，我所見的上影節，更像是一
個“電影的泡沫之夏”。上週二，李安
在論壇上提醒中國電影人不要落入的幾
個“陷阱”，我在上影節上都看到了。

第一個陷阱是搶錢。“跟風很明顯
，觀眾會審美疲乏……當變成不光觀眾
不喜歡這個類型，他連看電影這回事都
覺得不重要時，我們就會自食其果。”

這次上影節，幾乎每天都有公司發
佈新片片單，動則十幾部，金融、電商
、房地產紛紛成立影視公司，儼然都成
了電影大佬。

但仔細看這些片單就會發現，熱門
題材扎堆，跟風雷同比比皆是。

《夏有喬木雅望天堂1》還沒上映
，某公司片單上就有2和3了。《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還沒與觀眾見面，續集
已決定投拍。王家衛監製的《擺渡人》
何時上映還未可知，但《擺渡人2》已
在片單之列。

熱錢紛紛涌向大IP。某遊戲公司一
口氣宣佈《征途》、《球球大作戰》等
多款遊戲要拍電影；熱門綜藝節目《最
強大腦》、熱門網劇《報告老闆》、熱
門動漫《十萬個冷笑話2》等都要拍電
影。金主們的目標，就是要把“大IP”
三個字變成滾滾而來的票房。

李安提醒的第二個“陷阱”是搶明

星。“不是在內容上做好的發揮和追求
，（而是）把錢都花在明星身上，製作
和場景都不夠好。你只需要交貨就可以
了，不管電影好壞……此風不可長。”

這次上影節，明星也被各種公司、
活動“哄搶”，忙到場子都趕不過來，
發佈會空著椅子等人。

最忙的是成龍，有《絕地逃亡》、
《普通人》、《鐵道飛虎》和《功夫瑜
伽》四部片子要做宣傳，另外還有一部
《機器之血》要開機。

吳亦凡在“約炮門”事件爆出之前
，馬不停蹄地出現在《爵跡》、《致青
春2》、《夏有喬木雅望天堂》、《星
際特工》宣傳活動及數個酒會上。王大
陸也三度現身，《一萬公里的約定》、
《鮫珠傳》和《鐵道飛虎》主演都是他
……

導演章家瑞抱怨現在演員太難找：
“最怕他們串戲，上一部還沒拍完就接
下一部，完全沒有進入狀態。”

國內明星們不夠搶，就請外國的。
韓星T.O.P、樸燦烈來了，連“精靈王
子”奧蘭多·布魯姆也被請來演電影。

李安說：“我覺得以中國目前的影
業來講，大家都知道市場在上升，很多
錢在這裡。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大
家要有電影夢。”

他說的是電影要有夢想，而不只是
為了賺錢。但是，不知道李安給中國電
影打的這一針鎮定劑和清涼劑，到底能
不能達到理想的療效。

賣翻全球的《美國隊
長》系列電影深受影迷喜
愛，先前卻因新一集漫畫
《Captain America:
Steve Rogers #1》中，
美國隊長黑化成終極反派
“九頭蛇”一員，讓全球
漫威迷崩潰，甚至連飾演
美隊的克裏斯·埃文斯
(Chris Evans)都難以接
受！但隨著第二集漫畫前
導圖問世，案情竟又出現
轉變，美隊可能洗白？

在《Captain Ameri-
ca: Steve Rogers #2》
前導圖中，描繪了美國隊
長跟反派紅骷髏的對決，
最後隊長用他的盾牌擊碎
了疑似為宇宙魔方的能量
晶體。有漫迷推測，應該
是因為宇宙魔方的破碎才
會導致某種黑暗力量被釋
放出來，造成美國隊長的
黑化。雖然這跟隊長的母
親被九頭蛇逮捕，進而讓
他從小就黑化的說法有所
矛盾，但總之在漫威解密
之前一切都有可能。

而隊長或許黑化有原
因的消息傳出，也讓不少
影迷暫時得到安慰，至少
隊長正義、溫文儒雅的愛
國情操可能並非作假，
“洗白”指日可待，也跟
電影情節較無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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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0(全天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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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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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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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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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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由德豐影業出品電影《冒牌臥底》亮相上海電
影節閉幕式紅毯，演員潘粵明、高聖遠、林鵬、常
遠、譚凱等主創代表劇組走上紅毯，動漫版概念海
報也隨之曝光。本片采用多線敘事手法，留足懸念，
更匯集了犯罪、懸疑、動作、漫畫及黑色幽默等多
種元素，堪稱在國產影片中開創全新風格。據悉，
《冒牌臥底》將於2016年底與觀眾正式見面。

逗趣亮相閉幕紅毯 《冒牌臥底》引關註
昨晚的上海電影節閉幕式上，《冒牌臥底》劇

組壹登上紅毯便備受矚目。導演唐旭和演員高聖
遠、常遠、譚凱都是以帥氣西裝造型亮相，潘粵
明則選擇了輕松有趣的波點風外套，與片中他略帶

無厘頭的角色甚為相符。身
為本片“性感擔當”的女演
員林鵬身著壹襲淺粉色露背
長裙，女神範兒十足。

走完紅毯站定後，主創
人員們共同擺出向前奔跑的
姿態，潘粵明和林鵬還背對
背模仿史密斯夫婦的經典造
型，各種逗趣Pose秒殺無數
菲林。本次《冒牌臥底》亮
相上影節閉幕紅毯，吸引了
眾多媒體與粉絲對本片極大的關註。

動漫概念海報曝光 緊
張氛圍壹觸即發

《冒牌臥底》由青年
導演唐旭執導，講述了潘
粵明飾演的小導遊韋寶寶
因為壹個誤會而被卷入黑
幫鬥爭，被逼無奈假冒消
失已久的線人，成為警方
臥底、雙面間諜。他憑借
自己“忍者無敵”的信條
和壹張能說會道的嘴壹次
次化險為夷，最終事情的
真相卻出乎他的意料……

日前《冒牌臥底》發
布了動漫版概念海報，主
演潘粵明、高聖遠、吳樾
等卡通形象生動貼切地展
現了人物片中造型，他們
或緊鎖眉頭，或怒目而視，
有人用槍抵著太陽穴、有

人試圖背過身隱藏自己，種種狀態表現出了人物之
間劍拔弩張的復雜關系。除此之外，還有壹個神秘
的黑色陰影籠罩著他們，這意味著真正的Boss其
實藏身在黑暗處，也意味著每個人可能都有暗地裏
不為人知的另壹面。

海報整體以血紅色作為背景，還畫有警戒
線，表現出影片緊張、殘酷的壹面。僅僅通過
動漫版海報，就能預感到壹場勾心鬥角的“戰
鬥”壹觸即發。

新風格影片探索 多元多線劇情顛覆
《冒牌臥底》采用多線敘事手法，在劇情的講

述上四條線索穿插進行，過程留足懸念，結局又顛
覆性反轉。對於片中最大的兩個問題：真正的薛先
生去了哪裏、毒販中的叛徒究竟是誰，在故事發展
中層層揭示，直到影片結尾才將整個事件完整展
現，相信觀影過程中絕不會讓人輕易猜到謎底，
侮辱觀眾智商。

另外，本片匯集了犯罪、懸疑、動作、黑色幽
默等多種元素，雖然有很多打鬥槍戰、懸疑燒腦的
情節，但有趣的人物設定、時不時冒出的搞笑臺詞
都讓電影在扣人心弦的氛圍裏也擁有密集笑點。

《冒牌臥底》可以說是在國產影片中開創了壹種全
新路線，希望可以為相似類型的影片提供探索的新
方向。

除了故事結局上的顛覆，片中幾位主演的精彩
表現也稱得上顛覆，幾乎每個人都挑戰了從未有過
的全新形象，也將各自人物身份展現得撲朔迷離。

潘粵明繼《唐人街探案》出演沈默變態兇手後
又變身話嘮無厘頭的小導遊，然而這樣壹個底層小
市民卻被誤認為騙走毒販毒品的“薛先生”；高聖
遠成了名為“土狗”的兇狠打手，忠心耿耿為組織
賣命的他卻被老大狼哥懷疑，用槍狠狠頂著頭…常
以硬漢形象示人的吳樾出演潛伏在毒販中的線人阿
傑，不過嘴裏時常含著壹個棒棒糖的他遠沒有看上
去的那“無害”；片中唯壹的主要女性角色林鵬出
演殺人不眨眼的美艷女保鏢，卻還與別的男人有著
不可告人的關系；而開心麻花成員常遠壹本正經演
起了警察，最後卻進了監獄……作為壹部男人群戲
的《冒牌臥底》沒有絕對主角，但每個角色都充滿
亮點——《冒牌臥底》中，冒牌的可不壹定只是臥
底。

據了解，電影《冒牌臥底》正在進行緊張的後
期剪輯制作，預計將於2016年底與觀眾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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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皇北京文化、萬達影業、英皇娛樂出品，壹壹傳媒、千裏同
樂、芒果娛樂、英皇電影、浙江樂頌聯合出品，霍汶希擔任總制片,
鄒佡執導,陳偉霆、唐藝昕、Jessica（鄭秀妍）主演的愛情喜劇《那
件瘋狂的小事叫愛情》將於8月5日上映。今日曝光“反差瘋”角色
海報。陳偉霆、唐藝昕、Jessica、謝霆鋒以片中形象分別置身於匪
夷所思的環境之中，與身邊的各種元素形成鮮明的反差。這種
“反差感”不僅帶來了十足的喜劇效果，還暗示出每個人物在片中
的運途走勢，網友驚呼“信息量太大”。

陳偉霆赤膊陷迷之窘境 唐藝昕胖萌“吃土”Jessica長腿美翻
此次曝光的角色海報中，陳偉霆壹只袖子被完全扯下，囧態十足。

但壹手拿著情趣皮鞭、壹手拿著片場專用喇叭，暗示著陳偉霆在片中不
斷追求著自己的“瘋狂愛情”與“瘋狂夢想”。其實赤膊表演只是陳偉
霆在此次拍攝中的壹樁小事，陳偉霆自曝，“在沙漠中吃泡面吃到吐，
在夏威夷潛水六七個小時”，為演好這個“小人物”，陳偉霆這次拼了！

同時曝光的兩位女主角的人物海報中。唐藝昕將壹個都市宅女的形
象表現得淋漓盡致，“網購”、“吃飯”、“減肥”似乎是生活的全部
內容。唐藝昕表示，“飾演的角色在片中‘吃土’網購，而我在沙漠中
‘吃土’拍攝”。Jessica此次以公主裙甜美出鏡，長腿吸睛，女神範
十足。身邊彩虹、教堂、跑車等元素更是透出片中的異域色彩。看來
“這次要給愛情片帶來壹些不同的色彩”所言非虛。

謝霆鋒化身陳偉霆“人生導師” 導演：霆鋒永遠也發掘不完
在此次曝光的海報中，特別出演謝霆鋒也驚喜亮相。區別於以往

“霸道總裁”的形象，謝霆鋒此次以壹個自由音樂人的形象出現在大家
面前。謝霆鋒自曝：“此次出演的是陳偉霆的人生導師”，也是陳偉霆
追夢過程中的終極大boss。第二次和謝霆鋒合作的導演鄒佡表示，“謝
霆鋒永遠會給妳帶來新鮮的壹面，是永遠也挖掘不完的”。

據悉，《那件瘋狂的小事叫愛情》講述剪輯師江洋（陳偉霆飾）經
歷著人生中最苦逼的日子，導演夢被嘲笑、漂亮女友被惦記、古板父親
不可理喻，屋漏偏逢連夜雨，工作上又發生重大失誤，使得江洋陰差陽
錯踏上壹段瘋狂之旅...電影由英皇北京文化、萬達影業、英皇娛樂出
品，壹壹傳媒、千裏同樂、芒果娛樂、英皇電影、浙江樂頌聯合出品，
霍汶希擔任總制片，鄒佡執導，陳偉霆、唐藝昕、Jessica領銜主演，
謝霆鋒特別出演，將於8月5日隆重登陸全國院線。

《致青春》曝劇照 吳亦凡劉亦菲打造“制服控”
由上海儒意影視制作有限公司、北

京微影時代科技有限公司等出品，張壹
白擔任監制，周拓如執導，吳亦凡、劉
亦菲領銜主演，金世佳、李沁、李夢、
郝劭文、陳燃主演，喬任梁特別出演的
暑期開篇第壹青春愛情大片《致青春·
原來妳還在這裏》將於7月8日全國公
映，該片講述了壹段青澀而真摯的青春
故事。日前，片方曝光壹組最新劇照，
當紅人氣偶像吳亦凡與氣質美女劉亦菲
的CP組合在觀眾中引起了壹片轟動，
為即將於暑期檔開篇公映的影片增添了
壹抹亮色。

“雙亦CP”產生荷爾蒙效應
引領校園“制服控”
最新曝光的劇照中，吳亦凡與劉亦

菲兩人在露臺上身著校服，彼此相視壹
笑的場景，增添了些許情侶CP特質，
不僅愛意盡收眼底，還充斥著濃濃的校
園情懷，讓人不禁回想起那些年初戀的
感覺。在影片拍攝之初，吳亦凡、劉亦

菲接演男女主角的消息壹經傳出，便讓
廣大書迷及粉絲們充滿期待。《致青
春·原來妳還在這裏》是二人首次合作
，在影片中會擦出怎樣的火花，產生怎
樣奇妙的荷爾蒙反應，都令眾人翹首以
盼。

當紅人氣偶像吳亦凡自轉戰銀幕
後，便接連與諸多知名導演合作了不少
重量級佳作，如《老炮兒》、《有壹個
地方只有我們知道》等，氣質女神劉亦
菲自然更不用說，曾出演過《神雕俠
侶》、《仙劍奇俠傳》、《天龍八部》
等古裝戲的劉亦菲此次以現代清新學生
裝出演電影，回到校園演繹最純真的愛
情。第壹次挑戰青春愛情電影的吳亦凡
也壹改以往形象，演起了史上最帥學
霸，與劉亦菲壹同帶領大家回到青澀美
好的正青春時代。

超強陣容組成“青春軍團”
吳亦凡劉亦菲組甜蜜CP
在這組最新劇照中，眾主創悉數亮

相 打 造 高 顏 值
“青春軍團”，
帶妳重走青春路
，讓人不禁對電
影劇情多了幾分
猜想。據悉，片
中吳亦凡飾演的
程錚與劉亦菲飾
演的蘇韻錦在高
中相識，愛情的
絢爛與甜蜜壹直
伴隨著他們步入
社會，完美詮釋
了青春中的動人
情愫。

據了解，電影《致青春·原來妳還
在這裏》改編自辛夷塢同名青春系列小
說，講述了壹段純粹又唯美的青春愛情
故事，對愛情真誠執著的男主人公程錚
（吳亦凡飾），愛上了倔強、自尊心強
的蘇韻錦（劉亦菲飾），兩人共同上演
了壹段青澀唯美的愛情戀曲。同時，家
境平庸的莫郁華（李夢飾）卻偏偏愛上
了“花花公子”周子翼（金世佳飾），
這份暗戀的心意又是否能與人知並被接
受？也成為片中令影迷們期待的另壹
看點。這部作品作為原著辛夷塢青春
小說處女作，對其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此前該書在讀者群中就已引起了極
大的轟動，此次改編的電影版更是讓
人千呼萬喚始出來。而由當紅人氣偶
像吳亦凡與氣質美女劉亦菲演繹程錚
與蘇韻錦這對全新的 IP+CP組合，更
令觀眾們期待滿滿、翹首以待，堪稱
暑期檔第壹青春愛情大片。

據悉，電影《致青春·原來妳還在
這裏》將於2016年暑期檔7月8日全國
公映。該片由上海儒意影視制作有限公
司、北京微影時代科技有限公司、華夏
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山東嘉博文化
發展有限公司、東陽市樂視花兒影視文
化有限公司、真愛（上海）影視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出品，海洋星（北京）文化
發展有限公司、上海蔻依文化傳播有限
公司、周拓如（上海）影視文化工作室、
霍爾果斯尚元影視投資有限公司、貴州
幕域宸豐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
星耀佳彤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北京裕禾
佳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樂華圓娛
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讀客圖書
有限公司、北京藍鉆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聯合出品。

《冒牌臥底》亮相上影節閉幕式

探索電影新風格

C5香江演藝
星期三 2016年6月22日 Wednesday, Jun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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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星期三）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杜琪峯為培育新人

盡捐獎金

好友賞面來賀拿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2016年萬寶龍藝術贊助

人大獎25周年慶典”於21日晚舉行，香港名導演杜琪峯

獲頒“2016年萬寶龍藝術贊助人大獎”，表彰其多年來

對電影界的貢獻；杜Sir將是次獲得的15,000歐元獎

金捐贈予受惠藝術機構“鮮浪潮”。21日晚來到賀

的好友包括向華強夫婦、鄭秀文(Sammi)與老公許

志安、黃秋生及黃偉文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
楊千嬅與老公丁子
高、黃佩霞及周汶
錡等圈中人，21日
到香港銅鑼灣出席
蛋糕店開張活動，
千嬅並即場示範設
計朱古力千層餅。
千嬅表示是在懷孕
期間學識做餅，兒
子Torres現在除了
喜歡音樂和畫畫
外，亦都喜歡做
餅。問到兒子是否
得到她的遺傳？千
嬅笑說：“都會有，但唱歌肯定不是遺傳自我，應該
是他爸爸(丁子高)，老公是‘麥霸’，去參加婚宴都
要上台唱一餐。”
提到無綫節目《沒有起跑線？》20日晚播出首

集，節目中有家長爆出“贏在子宮裡”及“贏在射精
前”兩句話引起網民爭議，千嬅聞言即驚訝說：“這
麼嚇人？這個概念不正確，我覺得有些家長想小朋友
跟自己同一生肖而擇日開刀，很誇張，但我不會理會
這些的。”
想生個女兒的千嬅，被問到可會計準方法生女？

她說：“男女都無所謂，順天意安排，最重要開心健
康。不過今年要拍三部電影，完成手上工作才會有家
庭計劃，預計明年，也是想兒子有伴。”日前千嬅將
一張跑步相放上網，被網友笑她的樣子似黃子華，千
嬅不單不介意，又笑指大家都叫阿華，自己近日亦要
搶票，是時候“認親認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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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
“第九屆香港書獎”頒獎禮21日於港
台舉行，出席頒獎嘉賓包括連日馬不
停蹄曝光的杜琪峯，以及阮兆輝和劉
天蘭。
阮兆輝表示向來喜歡閱讀，但有

感現代人閱讀風氣差，可能和上網已
看到資訊有關。輝哥笑說：“老人家
習慣拿着本書，現在的人上網就找到
所需資料，但沒考究是否百分百準
確。抄下資料也沒印證，更沒記在心
上！”輝哥透露最近他着手研究粵劇
的“二黃腔”，並非只看資料，是
親身前往很多地方尋找源頭，包括

湖北、江西及北京，去搜尋“二黃
腔”的源頭，去聽當地人的腔調，
他表示內容已結集成書，即將出
版。

料趁書展推出
另外，他也撰寫自傳，計劃於7

月的書展推出，問會否大爆梨園秘
密？輝哥笑說：“都有爆少許的，但
當中內容都以講梨園掌故、生活習
慣，以及我自己的家族和成長過程，
還會講自己的失敗，反而少講成功之
處。我的確是不斷失敗，但都沒害怕
重新再來！”

阮兆輝出自傳 豁然談失敗

杜Sir受訪時透露，過去得過的
獎項全都收藏於電影資料館

內：“我所有榮譽跟獎項，均是來
自電影界，所以要放在具紀念性的
地方收藏。拿獎時已經是一個過
程，其它就作為歷史給大家去看。
塵歸塵，土歸土，最後都是無，整
理好就得了！”
杜Sir過去獲獎無數，也沒統計

過數量，他笑言不清楚自己到底拍
了多少部電影。提到今次將獎金捐
到“鮮浪潮”，杜Sir表示會用作舉
辦研討會及專注培育在一位導演身
上。另外，杜Sir亦談到最新動向，
他透露正計劃與向生合作，首度開
拍科幻片，正等韋家輝交劇本後便
可於今年10月開拍。

Sammi留體力不加場
鄭秀文與老公許志安以黑白配

示人，但前後腳到場，安仔亦在拍
照後便急步入場，剩下穿中式長裙
的Sammi接受訪問。Sammi坦言平
日會貪有型，不過21日是杜Sir的重
要日子，要穿得典雅一點。而她與
老公前後腳抵埗，是因她知自己一
定會遲到，已要老公在樓下等了很
久，來之前也沒商量過衣服搭配。

杜Sir透露將所有獎項留在電影
資料館珍藏，Sammi 也贊同這做
法，認同拿獎時已感受過喜悅，會
記着那一刻。她說：“我有幾十個
唱片獎，但都沒全部放出廳，電影

獎就只有一個。”會否想再拿更多
電影獎項？她笑說：“這不是自己
的目標，如果有會很圓滿，但人生
就是充滿缺憾美的！”談到日前演
唱會門票開售每人限買四張，老公
安仔又是否一視同仁？Sammi笑指
這問題很難去答，總之是每個人分
少許，因這是供求問題，解決不
到，她也不會再加場，主要是想留
聲和留體力。“對於買不到票的觀
眾我亦很抱歉，作為歌手不是大家
想像般那麼有權力，我也沒能力去
改變！”
向華強將與杜琪峯合作開科幻

片，問前者會否客串一角？向太即
搶答指老公並沒戲癮，在《賭城風
雲3》客串是因電影過了9億港元票
房，向生則表示所開的新戲會由兒
子向佐主演，希望給他磨練演技。
另外，周焯華日前在宴會上攬着鬧
離婚的太太陳慧玲唱《愛我別
走》，更指周太只得一個，向太也
想他們夫妻能夠復合，“無論他是
否喝醉也好，酒後吐真言嘛！”

秋生不適合做經理人
至於黃秋生，他讚杜Sir向來是

有心人，今次更特別捐錢用作培育
新人。秋生也有致力培訓新人，他
有上堂教書，遇到好學生亦會介紹
給同行看有否合適的角色，之前就
有一個氣質特別又精靈的女學生，
他推介了給邱禮濤導演。會否考慮

做經理人？秋生笑說：“這是另一
門學問，公關工作我不行的，得罪
人多稱呼人少，到時我只會叫用就
用，不用就算數，不識貨！”至於
夥拍余安安的舞台劇，秋生指下月
將進行排練，但他對要記住莎士比
亞的台詞感到特別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彭羚、陳秋霞和
林志美21日返回母校香港民生書院，為90周年校慶
拍攝MV《光與生命》。該MV由林嘉欣丈夫袁劍
偉執導拍攝，蕭潮順監製。

彭羚等人今次義務返母校拍MV，是透過校友蕭
潮順接觸，大夥兒二話不說就答應參與。彭羚說：
“自己什麼都不懂，得把聲，所以就負責唱歌。”陳
秋霞亦笑言：“我都是什麼都不懂，只會作曲，所以
作了首歌。整個拍攝隊伍都是校友，非專業人士，都
是邊拍邊學，齊心為母校做事。”

暫不考慮復出開騷
重返校園，三人大談讀書往事，彭羚表示畢業

後只返過母校一次，今次重返母校感慨良多。她最
懷念是操場，好幸運學校有這樣完善的操場，以前
放學後都會在操場流連，看師兄師姐打籃球，之後
她加入學校泳隊，但從未參加過學校的歌唱比賽；
至於哥哥則是踢足球。問到是否會復出，以及是否
有人邀她開演唱會，彭羚說：“沒人找我，暫時不
考慮開演唱會。”
於1974年畢業的陳秋霞，指母校除了運動出色

外，音樂亦同樣出眾，當年她就是在禮堂演出，從
而練好膽色。林志美表示讀書時都有參加學校的歌
唱比賽，但最初是參加朗誦比賽而被同學認識，其
後又跟同學合組樂隊。身旁的彭羚表示，當年在學
校已聽過校內出了兩位出名的師姐呢。

彭羚為母校 義務拍紀念MV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導演何藩19日因肺炎惡化，於
美國加州聖荷西醫院病逝，終年84歲；臨終前他獲家
人陪伴在側。何藩的家人對於摯愛離世，深表哀痛，對
至親畢生的成就及對社會的貢獻感到莫大光榮，並會延
續其熱愛生命的精神。何藩家人透露葬禮將以私人形式
舉行。
被譽為攝影界“一代宗師”的何藩，1931年出生

於上海，自14歲生日獲父親送贈相機後，展開了其攝
影之路，一年內已獲得人生首個攝影獎項。他於1949
年隨家人移居香港，利用照片記錄上世紀50、60年代
的老香港街頭寫照，至今成為經典之作。何藩憑“Fan

Ho”之名在國際攝影界打響名堂，曾奪得近300個地區
和國際性獎項，其作品亦獲世界各地的博物館收藏，包
括香港M+博物館、香港文化博物館、法國國家圖書
館、美國三藩市現代藝術博物館及澳洲墨爾本海事博物
館等。
何藩對影像的唯美追求，亦於電影事業中展現。上

世紀60年代他曾於邵氏兄弟電影公司擔任演員，演過
電影《不了情》、《西遊記》及《藍與黑》等片，其中
以飾演唐僧最為人所知。1972年何藩轉向導演崗位發
展，拍過包括《花女情狂》和《我為卿狂》等24齣作
品，被視為唯美艷情片及愛情文藝片的導演。

導演何藩加州病逝

■杜Sir(左二)21日連走兩場。■阮兆輝(左)預定下月推出自傳。

■彭羚表示目前沒有人找她復出。 ■楊千嬅沒刻意想生男還是女。

■許志安與太太Sammi前後腳現
身。

■為賀杜琪
峯獲獎，鄭秀文
以盛裝赴會。

■黃秋生(左)與劉紹銘都是好戲之人。

■何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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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料中國樓價全年升一成

中國人行研商銀參與離岸匯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中國人民銀行官方微博21日宣佈，隨着外匯

市場對外開放的發展，商業銀行對境內外外匯市場進一步融合的需求增強，為提

高外匯市場雙向開放水平，近日人民銀行召開會議研究了商業銀行有序參與離岸

外匯市場的問題。分析指，此舉將加快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匯率趨同的步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上海又一家大
型資產管理公司發生負責人捲錢跑路事件，晉興資產公司因
無法按期兌付逾2千名投資者共計4億元（人民幣，下同）
的資金，遭到投資者圍堵。該公司曾用送黃金的方式來吸引
投資者，受害者多為老年人，目前公司實際控制人已經失
聯，有消息稱此人或已逃往美國。
據悉，晉興資產管理公司上周末就被曝出現資金周轉

困難問題，一批本該兌付的理財產品資金遲遲沒能發放到
投資者手中，涉及人數2,516人，未兌付資金則高達4.36億
元。還有消息稱，晉興資產實際控制人的前董事長王冕已
經攜情人捲款1.5億元跑路逃往美國，公司員工都無法聯繫
上他。截至兌付危機發生後，晉興資產公司賬面只餘400
萬元資金。
近日續有投資者往晉興所在的辦公樓圍堵公司高層，但

當人們到達其辦公地點，才發現該處早已人去樓空，物業張
貼告示稱與晉興已經終止租賃合同。據了解，受害投資者中
絕大多數都是中老年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海爾電器董事
局主席及行政總裁周雲杰21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母
公司海爾集團已於本月完成收購通用電器(GE)的家
電業務，相信雙方在採購、產品設計及銷售渠道都
會產生協同效應，預計明年就會在財務上有所顯
現。集團正考慮計劃將部分業務交由海爾電器去營
運，但目前仍在規劃中，料將有助帶動海爾電器的
美國銷售增長。
周雲杰表示，通用電器在洗衣機及熱水器有

很好的產業佈局，其中洗衣機為數不少都是在中
國採購，預計在雙方業務整合後，原材料採購上
都會有協同效應，海爾將能透過通用電器的品牌
打入美國市場。
周雲杰坦言，今年首季業務表現差過預期，但

仍較同業好，預計下半年透過提升成本效率及加強
互聯網銷售，業績將會有改善。又稱很多同行正熱
衷於併購，反映白色家電絕對不是夕陽工業，而是
可持續性的工業。周雲杰又透露，海爾未來計劃會
開設社區店，與社區的市民連接，並於農村開村級
聯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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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晉興資產爆兌付危機涉4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蘇洪鏘）中
國一二線城市樓市持續火熱，新地王頻現。標普
亞太區企業評級資深董事葉翱行21日表示，料
今年中國整體樓價全年升5%至10%，一二線城
市會有更大升幅，亦看好長三角、珠三角、環渤

海地區及省會城市。
標普全球評級信用分析師孔磊表示，儘管

不少內房獲益於母公司或政府支持，但高財務槓
桿仍可能令部分房企失去正面評級。目前標普
12家投資級內房當中有7家展望為負面，當中越
秀地產、遠洋地產、金茂以及中海宏洋4家評級
更為最低的BBB。

投資級內房業績兩極化
孔磊續指，投資級內房的財務業績兩極

化，較領先的發展商近年用於買地及建設的現金
支出控制在合同銷售的約50%至70%，而規模
較小的投資級發展商相關比重則達至80%、甚至
100%。
另一邊廂，惠譽亞太區高級評級總監林樹毅

21日在電話會議上表示，中央政府不會願意看
見房價不停上漲，會推出有效的樓市調控措施，
例如加強限購等，所以預計短期內地樓市的泡沫
性不大。中國居民“舊屋搬新屋”會繼續成支撐

樓市的動力，不過市場不會再擴大，未來反而會
開始收縮，預計地產發展商將出現整合。

惠譽：發展商將現整合
去庫存方面，林樹毅認為三四線城市及東

北區面臨的問題較嚴重，因這些地區經濟不
景，會導致人口外流，影響樓市需求，但政府
已盡力改善問題，如減少供應等。而一二線城
市的去庫存情況已有進展，部分主要城市樓價
已穩定下來。
惠譽早前發表的報告指，今年首五個月，在

36家獲評級的內房企業中，有9家被降級，包括
萬達、綠地及華南城等，主要是商業地產銷售回
報遜預期； 其次是在一二線城市缺乏住宅項
目，面臨土地收購壓力，導致槓桿率上升。林樹
毅指出，在為內房股評級時，除資產負債表外，
土地儲備亦是重要指標，如果持有更多一線城市
土地將會被看高一線，因預計一線城市的土地供
應將會持續短缺。

■左起：標普全球評級信用分析師孔磊、標普亞
太區企業評級資深董事葉翱行和標普大中華區企
業評級董事黃馨慧。 蘇洪鏘攝

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高級經濟研究員應堅對
此回應稱，有跡象顯示，隨着人民幣匯率

波動趨於穩定，中國正在加大資本項目開放力
度，繼去年12月人行宣佈在境內銀行間外匯市
場進一步引入合格境外主體後，央行正在研究內
地商業銀行有序參與離岸外匯市場。若能實現，
將會雙向打通境內外外匯交易市場，令CNH和
CNY的價格進一步接近，以至於最終趨於消
除，從而形成境內外統一的人民幣外匯市場，如
同美元、歐元一樣。這有助於提升人民幣國際貨
幣功能，吸引全球市場更多使用人民幣。

港市場可率先直接受益
應堅認為，對離岸人民幣市場而言，此舉將

直接增加離岸人民幣交易的參與者，擴大交易規
模。由於香港是境外最重要的人民幣外匯交易市

場之一，又與內地沒有時差，因此，境內銀行可
能會首先利用香港的交易平台，並將大部分交易
放在香港，從而令香港市場直接受益。
當然，未來中國的銀行是有序參與境外

交易，對於離岸市場及匯率的影響取決於開
放規模。星展銀行經濟學家周洪禮表示，中國
央行研究商業銀行參與離岸外匯市場，彰顯出央
行的目標是將在岸離岸人民幣匯差維持在較低水
平，特別是在人民幣今年10月納入SDR之前。

助收窄境內外人幣價差
人民幣納入SDR後，離岸投資者也許希望

買入人民幣計價資產或境內債券，而鑒於在岸人
民幣工具的匱乏，他們或許需要利用離岸人民幣
對沖工具對沖這一風險。
華僑銀行駐新加坡經濟師謝棟銘表示，中國

央行若允許境內商業銀行參與離岸外匯市場，將
有助於收窄境內外人民幣價差，並減少央行干預
匯市的需要。央行公開研究相關政策消息，一方
面顯示對匯率穩定有了一定的信心，另一方面也
看出對資金外流依然存在擔憂。
儘管離岸人民幣資金規模有限，但價差擴大

是貶值的信號，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去抹平利差，
有助於讓市場更趨理性。

■海爾電器
董事局主席
及行政總裁
周雲杰。
張偉民攝

■中國人民銀行近日召開會議研究了商業銀行有
序參與離岸外匯市場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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