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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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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城新當選巿長 Joe R. Zimmerman 宣誓就職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新市長 Joe R. Zimmerman 發表就職演講。

 觀禮的觀眾擠滿糖城市政府大廳。

華人支持者前往觀禮，（ 右起 ），鄭昭，駱健明，余素卿姊妹，新市長夫人
Nancy ，林富桂等人合影。

糖城部分區市議員 Mary Joyce 於同一時間宣誓就職。

就職典禮現場擠滿了觀禮的民眾。

出席觀禮的觀眾（ 右起） 老市長夫人，新任市長夫人
Nancy。

新 當 選 市 長 Joe R. Zimmerman ( 左 ） 宣 誓 就 職， 旁 為 其 夫 人
Nancy。

2016休士頓太空動漫展集錦回顧
為期 3天的休士頓太空動漫展在

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盛大
開幕。許多動漫迷裝扮成心目中的偶像
赴會，搜尋值得收藏的紀念品。吸引多
萬的粉絲到場支持，還有模型和攝影活
動。現場除了可以看到動漫迷精心打扮
外，片商更卯足全力，出動好萊塢明星
，好萊塢許多大咖明星都現身為戲宣傳
包括好萊塢巨星代表作為絕煞刀鋒
（Machette）系列的Danny Trejo 即將
在2017年推出史詩大作亞瑟王的Char-
lie Hunam 等人都出席，現場星光熠熠
。也期望藉由不同世代的交流與對話，
鼓勵新一代動漫創作者持續努力，讓動
漫迷，一次看個夠。

本
報
記
者

吳
凱
俊
報
導

橫跨各年代的經典漫畫展覽 動漫角色模型與限量商品更是引爆鐵粉排隊

動漫文創展區讓民眾透過展覽與交流，認識Houston本土動漫文化創作的豐
富多元性。

好萊塢資深影星Danny Trejo和Charlie Hunam 開心合影於活動中

好萊塢資深影星Danny Trejo和多位好萊塢巨星合作的經典作品 絕煞刀鋒（Machette）系
列劇照

場內星光熠熠，場外動漫迷個個精心打扮，大玩Co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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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天魔盜團2》昨首映 “綠巨人”展示“太極搓麻”
昨日首映，美籍華裔導演朱浩偉

攜主演馬克· 魯法洛亮相，“綠巨人

”馬克· 魯法洛在發佈會上秀中文，

並打起太極，導演朱浩偉則對周傑倫

大加讚賞，稱他為“一個非常酷的巨

星”。《驚天魔盜團 2》將於 6月 24

日以 2D、3D、4DX 以及中國巨幕格

式在內地上映。這集中，四騎士遇到

了更加強大的幕後反派，他們不但遭

遇警方追捕，更被神秘人騙至澳門來

進行某種交易，同時，作為四騎士的

幕後主導者，馬克· 魯法洛扮演的迪

倫在這一部中也身陷危機。

馬克· 魯法洛在片中有講中文的

戲份，昨日他在現場秀了一次中文，

模倣由周傑倫演唱的影片全球主題曲

《Now You See Me》，還和朱浩偉

一起玩起猜詞遊戲。去年來北京宣傳

《復聯2》時，馬克· 魯法洛曾說自己

早上在公園和一個看上去至少有 150

歲的中國老爺爺一起打了太極。昨日

，片方特意送了他一套太極服做禮物

，魯法洛高興得現場就穿上了，還展

示幾招太極功夫。導演收到的禮物則

是中國麻將，他開心地說在第三部中

加入“麻將魔術”是個好點子，還和

魯法洛表演起“太極搓麻”。

《王牌逗王牌》沈騰：
虐偶像華仔感覺很酸爽

由劉德華監製，王晶執導，劉德華、

黃曉明領銜主演，王祖藍、胡然、歐陽娜

娜、謝依霖等主演的電影《王牌逗王牌》

定檔10月1日國慶檔上映。東北籍喜劇演員

沈騰特別加盟該片，出演兒時偶像劉德華

的頂頭上司。接受採訪時沈騰表示非常開

心：“虐劉德華的感覺實在太爽了！”而

華仔則直言前幾年央視春晚時他就關注過

沈騰的表演，並讚後者代表了內地喜劇的

新興力量。

2015 年最洗腦神曲——《夏洛特煩惱

》的插曲《屯兒》“隔空”創造出沈騰和

劉德華的緣分，此次《王牌》導演王晶也

特邀沈騰加盟本片。劇照中沈騰留起了小

鬍子，還配上了極其端莊的西裝革履。但

他的扮相越是嚴肅，越給人一種“一本正

經地胡說八道”的感覺，再加上他與劉德

華深情相擁的畫面，越發顯得喜感十足。

片中沈騰扮演華仔頂頭上司，他笑稱：

“虐自己的偶像，真的會上癮！能夠‘高

高在上’地看偶像被指使，心中的那個酸

爽啊，簡直不敢相信！”

《王牌》是劉德華與沈騰的第一次合

作，但一直關注中國電影動態的劉德華對

沈騰知之甚詳：“他以前在春晚上演‘郝

健’系列的時候，我就注意到他了。我很

喜歡他的演出，所以這次能跟他合作，我

是非常開心的。”

對於喜劇，劉德華有著自己的理解：

“這些年我演過一些喜劇，但是香港和內

地的喜劇形式還是有所差別，沈騰代表的

是內地喜劇的一個新興力量，而我要做的

是把香港已經成型的喜劇和內地的喜劇進

行一個融合，做一個綜合性的東西，這樣

既有以往香港喜劇片的精華，又有內地喜

劇的接地氣。”

《魔獸》蟬聯內地周票房冠軍
累計突破13億

上周《我叫 MT 之山口山戰記》

《筷仙》《海洋之戀》《海底總動員2》

等多部新片入市，但大多表現乏力，僅

《海底總動員2》能在《魔獸》等強片的

勢頭下分得一杯羹。根據國家廣電總局

電影專資辦提供京華時報的數據顯示，

《魔獸》一週 3.17億元蟬聯周票房冠軍

，截至週日累計 13.46億元，《X戰警：

天啟》《海底總動員2》緊隨其後。《海

底總動員2》週五上映，一週斬獲1.19億

元，並大破北美首映紀錄。

《魔獸》
蟬聯周冠軍

截至 6月 19日，內地單周票房共計

5.97 億，其中《魔獸》佔據了 3.17 億票

房，勢頭強勁，以排片第一的成績蟬聯

周冠軍，不過與首周 10.29億元的成績相

比，次周跌幅達 69%。《魔獸》截至上

週日內地累計票房達到 13.46億，暫時排

在內地票房總榜的第 11名，也成為了進

口片內地票房榜第6名。

《X戰警：天啟》也持續發力，在

上周斬獲 1.1億票房，公映兩周累計 7.56

億元，超越了 2014年《X戰警：逆轉未

來》7.23億的總成績。業內人士預計，

《魔獸》還將繼續吸金，但最終票房將

在15億元左右。

《海底總動員2》
大破北美首映紀錄

迪士尼· 皮克斯闔家歡動畫電影《海

底總動員2：多莉去哪兒》于6月17日上

映，講述前作中的“幽默擔當”多莉在

好友小丑魚父子協助下尋找父母的溫情

故事。影片中，色彩斑斕的各種海洋萌

物栩栩如生，在 IMAX大銀幕呈現效果

讓觀眾驚嘆，多位觀眾認為健忘話癆的

多莉貢獻許多笑點，影片也不乏溫情動

人的親情元素。影片的中文版配音由著

名演員張國立、徐帆、馬東、黃健翔擔

綱。

目前影片在北美首週末三天

豪取1.36億美元，打破由夢工廠

《怪物史瑞克 3》9 年前創造的

動畫電影北美首映週末票房紀錄

(1.21億美元)，創造了動畫片北

美首映票房新紀錄和動畫電影單

日票房紀錄，同時力壓《魔獸》

《X戰警：天啟》等同期大片，

榮膺週末票房榜冠軍。

在票房火爆的同時，《海底總動員2》

口碑也較好，權威電影評論網站“爛番

茄”上，《海底總動員 2》新鮮度高達

95%，影迷網站 IMDB上的觀眾評分高達

8.2。《今日美國》稱影片“依然擁有無

可挑剔的技術水準和滿溢的感人細節”

；《娛樂週刊》則表示“無論對於父母

還是孩子來說，多莉都將為他們帶來極

大的愉悅共鳴”。

《獨立日2》《魔盜團2》《三人行》
扎堆上映

本週將迎來幾部備受期待的新片，

《獨立日 2》《驚天魔盜團 2》和杜琪峰

新作《三人行》扎堆將在6月24日開畫，

有望掀起暑期檔的 6月繼《魔獸》後票

房第二個爆點。

其中經典科幻大片續集《獨立日：

捲土重來》票房被業內人士看好，預估

將成為檔期贏家。

影片由《後天》《獨立日》《2012》

導演羅蘭 · 艾默裏奇執導，傑夫 · 高布

倫、比爾 · 普爾曼、“錘弟”利亞姆 ·

海姆斯沃斯等人主演。這一集最大的

看點將不再僅僅是美國與外星人對戰

，而是會有多個國家參戰，其中也包

括中國，中國演員 Angelababy 飾演月球

基地的頭號女飛行員，是片中大受歡

迎的角色。

遭遇《獨立日 2》《驚天魔盜團 2》

兩部好萊塢大片，電影《三人行》曾發

佈了官方“不改檔聲明”，堅守檔期，

大戰好萊塢。杜琪峰一改低調做派親自

錄了一段視頻，斬釘截鐵表示對影片有

信心。

《冰川時代5》定檔8月23日
又能看到松鼠劍齒虎了

《冰川時代》是由二十世紀福斯

出品、藍天工作室製作的，全球最受

歡迎、最賣座的好萊塢動畫系列之一

，今年將會推出第 5部續集《冰川時

代：星際碰撞》。6月 20日，片方透

露這部電影已經確定引進中國內地，

將於暑期檔 8月 23日上映，或將成為

8月好萊塢大片中的獨苗。

《冰川時代》系列前四部全球總

票房高達28億美金，尤其後面兩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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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犸象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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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川時代 5》講述松鼠奎特為

了追松果闖入太空，偶然引發了宇宙

事件，改變並威脅著冰川萌物們生活

的世界。為了拯救自己，話嘮樹懶希

德、猛犸象曼尼、劍齒虎迪亞哥，以

及別的動物群族必須離開家園，踏上

他們充滿喜劇色彩的冒險旅程，他們

來到了充滿異國情調的新大陸，並遇

到了許多形形色色的新角色。這一集

中，他們面臨的冒險將會全面升級，

也會比前幾集更為爆笑。

電影《三人行》將於 6月 24日全國公映，昨天在京舉行首

映發佈會。該片主演鐘漢良在上海電影節電影頻道傳媒關注單

元獲得最受傳媒關注男主角稱號，他笑說榮譽來得意外，心中

恍惚的他還感覺“不太真實”，“如果接下來我語無倫次的話

還請大家原諒。”

《三人行》首映發佈會上，導演杜琪峰攜黃金搭檔遊乃海

，御用愛將古天樂、鐘

漢良一同出席。杜琪峰

現場祝賀鐘漢良贏得影

帝殊榮，讚許他為演好

悍匪所做的努力，“本

來想設計一個角色，讓

古仔拿影帝，沒想到讓

小哇搶先了。”

片中鐘漢良與古天

樂上演貓鼠遊戲，首映

現場他倆扮起貓鼠造型

，戴上粉絲送的“耳朵

”，並調侃說“想看我這個(造型)的都是偽粉”。鐘漢良還說，曾向身材健

碩的古天樂求健身秘訣，“誰知道他說，這都是天生的。”兩位男主演表示

，如果影片票房過兩億，會在官博曬萌萌的自拍照。

杜琪峰前晚亮相北大論壇和觀眾暢談影片，談及令人印象深刻的那段長

鏡頭槍戰，杜琪峰講述了拍攝過程中的困難與挑戰，鏡頭要從開放的外景切

入封閉的內景，節奏由快向慢遞進，在狹窄擁擠的病房中演出數百人的生死

大戲。杜琪峰稱，這部電影完成了他自己一直想完成的一個拍攝手法，“長

鏡頭中的慢動作都是演員自己表演出來的，劇組為此辛苦排練兩個月。”

繼《魔獸》之後，又一部經典遊戲改編電影《紅色警戒999》昨日確定將於今年
7月27日登陸中國院線。與《魔獸》相比，本片演員陣容更加璀璨，包括凱特·溫斯
萊特、亞倫·保爾、蓋爾·加朵、切瓦特·埃加福特、安東尼·麥凱、伍迪·哈裏森等美
國一線明星齊齊加盟本片。影片通過一樁銀行搶劫案開始，逐步將警匪兩個對立關
係捲入同一個利益漩渦。警察內部的腐敗、臥底警察亦正亦邪的身份、警匪的勾結
……激烈的矛盾衝突從始至終貫穿全片。昨日官方曝光了定檔海報，好萊塢巨星凱
特·溫斯萊特在本片中首次出演女黑幫大佬，她在丈夫死去之後接手黑幫，心狠手辣
並玩轉各種陰謀，讓警匪兩道踏入她所佈下的陷阱。

《紅警》7月內地公映
溫斯萊特出演女黑幫大佬

《三人行》首映
小哇古仔上演貓鼠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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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天天學中文！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

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校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中英雙語幼兒園 （1歲半～5歲）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騰龍課後班 After School
全新校車接送﹑分班制﹑教學中﹑英﹑數﹑GT等豐
富多彩﹐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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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p Center Raw Land

Loan Amount:
$1,35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 Term

Total Attorney Fees:
$750

Loan Amount:
$1,0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12 Month Extension Option

Purpose:
Refinance & Extra Equity for

RE Investment

Total Attorney Fees:
$950

Loan Amount:
$2,000,000 (Total 3 Loans)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e & Extra Equity for

RE Investment

Total Attorney Fees:
$2,025

Mobile Home Park Home Builder
Loan Amount:
$1,725,400
Term:

1 Year Line of Credit,
Interest only
Purpose:

Builder line of credit

Total Attorney Fees:
$1,500

For your Commercial Loan and SBA Loan inquiry, please contact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Cell Number: 713-560-1588
Office Number: 281-568-8888 ext.1118
Email: Ringo.Kwan@themintbank.com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 630, Houston, TX, 77036
Headquarters: 1213 Kingwood Dr., Kingwood, TX, 77339
We are currently offering 1.35% APY 13-month CD, please contact
Tinghui (Penny) Zhang, 281-568-8888 ext. 1117 for details

The MINT National Bank
Recently Closed Loans

英格蘭0-0斯洛伐克

2016歐洲杯B組末輪壹場比賽在熱
奧弗魯瓦-基查爾球場開始爭奪，英格蘭
0比0戰平斯洛伐克，三獅軍團全場圍攻，
瓦爾迪錯失單刀機會。英格蘭獲得小組第
二出線，斯洛伐克積4分獲小組第三。

小
威
登W

S
J

雜
誌
封
面

網壇版蝙蝠俠戰超人

在ATP諾丁漢賽前夕，沃德和巴格達蒂斯分別裝扮成蝙蝠俠和
超人，在沃來頓府邸前的小場地上進行了壹場有趣的網球對抗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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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責任編輯：張 琳 2016年6月23日（星期四）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根據奧林匹克峰會通過的最新方案，國際舉重聯
合會近日披露的2008年和2012年兩屆奧運會興奮劑複
檢不合格的運動員難逃禁賽處罰，其中包括兩屆奧運
會男子94公斤級冠軍伊林等4名哈薩克奧運金牌得
主，沒有中國選手在列。

中國隊的里約參賽名單因對手陣容有變而重新商
議，已現雛形。

多名對手遭臨時禁賽
國際舉重聯合會近日先後公佈了倫敦奧運會和北

京奧運會興奮劑複檢不合格名單，並對名單中的運動
員實施“強制臨時禁賽”。
舉重運動歷來被視為興奮劑重災區。來自哈薩

克、俄羅斯、白俄羅斯等8個國家的16名運動員均在
涉藥名單中，其中包括兩屆奧運會男子94公斤級冠軍

伊林等4名哈薩克奧運金牌得主。這些對手無緣里約奧
運，雖不會使中國隊的奪金之路一馬平川，但會使中
國隊對手數量稍微減少。
中國國家舉重隊表示，奧運形勢仍不樂觀，名單

仍在進一步商討；領隊李浩表示，女子7個級別均有可
能選派運動員，男子56公斤級到105公斤級也都有可
能派選手參賽。

里奧名單仍未出爐
由於中國舉重隊滿額獲得里約奧運會入場券，因

此女子將有4人參賽，男子將有6人參賽。在今年4月
的奧運選拔賽中，女子7個級別中，48公斤級、53公
斤級、63公斤級3個級別的冠軍總成績達到或超過選拔
標準；男子8個級別的比賽中，56公斤級至85公斤級
這5個級別有6人總成績達到選拔標準。

值得一提的是，男子69公斤級名將廖輝和小將石
智勇的成績均達標。
根據現有的

奧運名單雛形，
女隊在未達標的
級別中如何選
擇、男子是在69
公斤級採用“雙
保險”還是選擇
某個大級別參賽
仍未可知。目前
中國國家舉重隊
在天津薊縣基地
轉訓。

■中新社

中國舉重隊奧運名單現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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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計劃，球隊將前往法國進行將近一個月的
集訓。布魯諾表示，計劃都已經制定好了，

在到了法國之後，球隊會有一個恢復期和一個準
備期。“在此期間我們會和法國和加拿大進行兩
場熱身賽。7月21日我們會前往聖保羅進行最後
一個階段的調整，並進行最後一場熱身賽，對手
是津巴布韋，比賽目前還在確認階段。”

當有記者問到布魯諾心中是否有明確的主力
陣容時，布魯諾開玩笑說：“當然，我們會有1
名門將、4名後衛、5名中場以及1名前鋒。”

之後，布魯諾言歸正傳，他表示自己連最終
的大名單都沒有確定，現在就談主力陣容為時過
早，“我們現在的26個人該去掉誰我都不知道，
現在說首發陣容還不現實。當然這批隊員中有9
到10人，沒有特殊情況我會需要她們，但是如果
她們當中有人表現特別令人失望，我也會讓她離
開。”

鐵石心腸制定名單
至於外界關心的大名單問題，布魯諾說：

“我希望每個人繼續以刻苦的勁頭去訓練。我一
再強調，我平時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但是在名
單的制定上我會鐵石心腸，我不會
對任何人予以照顧。那天剛開始集
訓的時候，我用了一句非常喜歡的
話，不是所有我喜歡的隊員都在
這，但我喜歡所有到這裡的隊員。
有些隊員我很喜歡，但是沒有辦法
讓她來，我們從球隊的角度出
發，讓她來球隊不是一個很好
的選擇，球隊的利益永遠
大於個人。”
根據抽籤，中國隊

將與東道主巴西隊在小組賽中過
招。目前巴西女足陣中有幾名球員
在中國踢球，布魯諾表示自己也在
關注這些球員的情況。“其實我的
教練團隊對他們都有了解，每周都
會看她們比賽。我們只能看到巴
西5到6名球員的比賽，而她們
能看到我們所有的比賽。現在沒有
國與國之間的界限，大家都需要在
場上表現自己。” ■新華社

對這支年輕的“鏗鏘玫瑰”來說，28歲
的前“亞洲足球小姐”馬曉旭從年齡上看本
應是“領路人”的角色，但其實她和隊內的
眾多年輕人一樣，正在憧憬着自己的第一次
奧運會。

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馬曉旭是中國
女足的核心球員，但開賽前的一次熱身賽
中，她右膝內側十字韌帶斷裂，失去了在家
門口參加奧運會的寶貴機會。此後，她又經
歷了“鏗鏘玫瑰”無緣倫敦奧運的低潮。直
到今年3月的奧運預選賽上，中國女足在不
被看好的情況下衝奧成功，當馬曉旭得知提
前出線的消息後，她在球場上哭成了淚人。

參加奧運體現自己價值
“我覺得對我來說不只是八年，從我踢

球到現在，我一直在等奧運會的機會，我一
直在等。只有參加奧運會，我的夢想和理想
才能實現，也體現了自己的價值。不管8
年、12年、16年、20年，都是值得的。”馬
曉旭說。

遙想少年成名時，馬曉旭經常依靠一己
之力決定比賽勝負，里約奧運會上，她是否
能找回當年之勇？馬曉旭坦言，“以一個人
的力量拯救中國隊，已經不可能了。能把現
在的馬曉旭展現出來，就夠了。而且足球是
個團隊項目，奧運會是所有人的夢想，大家
的夢想，大家一起完成，把所有的能力奉獻
給國人。”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梁啟剛）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22日
出席世界女排大獎賽香港站記招時表
示，由於避免軍情外洩，球隊決定閉
門訓練，故希望傳媒體諒。

曾春蕾惠若琪發燒
郎平表示：“香港站減少對外開

放訓練採訪時間，就是怕了軍情外
洩。”她亦指出，“就算是一張照
片，或是一段短片，都讓別人可以研
究自己，故沒有必要把自己的軍情告
訴人家。”雖說避免軍情外洩，但郎
平亦不經意透露了國家女排會於比賽

節奏上會加快。
對於為何以沈靜思代隊長出席記

者會，郎平回答：“我們兩個隊長
(惠若琪及曾春蕾)發燒了，她們扁桃
線發炎，但這是比賽的一部分，希望
她們快點好起來。”談及女排傷病，
外界最關心的是大病後歸隊的惠若
琪，郎平表示：“惠若琪現在的身體
狀態還可以，畢竟是她休息了一年
多，希望她全面恢復，始終要面對現
實，她能練多少、做多少，只有順其
自然。球隊的成績重要，但球員的健
康更重要。”
過去兩站世界女排大獎賽，國家

女排都未曾輸球，郎平指出：“未有
感到壓力，反正贏得越多越好。反正
大獎賽每隊都有自己的目的，用來練
兵試陣。”她又說在香港站對結果沒
有太大追求，“畢竟球隊很年輕，很
多都沒有參加過奧運，期望讓她們累
積經驗。”
另外，郎平也談到只是19歲的

小將龔翔宇，她認為這位小將能力還
差得很遠，“觀眾可能看到她扣球好
的一面，其實在教練眼中，她都有不
足，如防守和失誤。她的路還有很
遠，希望她有更快的成長，而傳媒少
點吹捧，不要令她帶來壓力。”

中國女足22日啟程前往法國進行里

約奧運會的備戰。在行前的媒體通氣會

上，主教練布魯諾表示自己還沒有確定

最終名單，每個人都要拿出令人信服的

表現。

馬曉旭憧憬首次奧運會

中國女排閉門訓練 郎平：免洩軍情

中
國
女
足

■中國女足隊員馬曉旭。 新華社

■中國女足(右)奧運大
名單未定。 新華社

■哈薩克舉重選手伊林。
新華社

■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右)回答提問。 潘志南攝
■中國女排隊員沈靜思(左)與其他參賽
隊伍選手交流。 潘志南攝

■中國女足在法國進行將
近一個月集訓。 新華社

■中國女足主教練布魯諾(中)
帶隊赴法國備戰。 新華社

■中國舉重名將廖輝。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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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0(全天供應)

干逼軟殼蟹
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
西汁蝦球
羊腩煲

特 別 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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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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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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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剛好踏入29歲的李敏
鎬，大會特別預備了

生日蛋糕為他慶生，而李敏鎬的
師妹金有美亦特別從韓國飛到北
京為師兄慶祝。童心未泯的李敏
鎬感謝大家的祝福，更說：“沒
想過自己的生日，會是《賞金獵
人》的首映。”然後他又拿起刀
豪邁地插落蛋糕，跟電影中有勇
有謀的賞金獵人形象不謀而合。

至於李敏鎬女友秀智則似乎
未有公開表示，但她跟金宇彬主
演的韓劇《任意依戀》22日公開
拍攝海報的幕後花絮，見她向金
宇彬投懷送抱，又深情對望，對
李敏鎬而言可謂只有“驚”沒有
“喜”。

而22日的北京發佈會現場加
入了沙灘、泳池等夏日元素，所

以眾演員在台上玩的遊戲也充滿
夏日嬉戲感。“壽星仔”李敏鎬
於現場心情大好，全程笑容滿
臉，又不斷搞笑及做出很多佻皮
動作，好似在戲中與他以兄弟相
稱的鍾漢良，關係密切，所以在
發佈會上，他們都向對方送上
“坑哥高手”及“護弟狂魔”的
牌匾，以“嘉許”對方戲弄哥哥
及保護弟弟的窩心表現。二人又
在喬裝五連拍的環節中，挑選了
滑浪板及花環作道具，結果擺出
來的搞笑造型，甚有夏威夷女郎
的嬌俏模樣。

慶幸不用與樊少皇對打
大會又播放《賞金獵人》的

終極預告片，片中可見不少李敏
鎬親身上陣的武打場面，李敏鎬

隨後向在場記者分享道：“這是
我從影以來第一次吊威亞拍攝，
也慶幸今次不用與樊少皇對打，
否則就必定擔心死了！”李敏鎬
也真的十分佩服樊少皇的武功根
底，因為在台上玩動作遊戲時，
他也不斷拉住樊少皇在身旁，因
為這樣就不用輸啦！
兩位女角唐嫣與吳千語在喬

裝環節，分別化身女王及天使，
其中唐嫣自爆在戲中與雙“男
神”關係密切，而且能將二人收
服得貼貼服服，所以被現場眾人
封為賞金獵人中的“女王”，至
於千語則被指由戲內到戲外都猶
如天使化身，所以雙雙獲得導演
申太羅帶領下，為二人戴上皇
冠、權杖、綬帶及羽毛翅膀來變
身加冕。

29歲生日恰好赴京宣傳

李敏鎬有師妹到賀

女友無影

香港文匯報訊 由天馬電影出品，黃百鳴監製、申太羅

執導，李敏鎬、鍾漢良、唐嫣、吳千語、徐正曦及樊少皇主

演的《賞金獵人》將於下月28日上映，電影22日下午在北

京舉行首映禮發佈會，一眾演員、電影主題曲《奔跑》主唱

之一陳羽凡齊亮相，適逢當日是李敏鎬的生日，劇組全員，

以及李敏鎬的師妹金有美更一起為李敏鎬慶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王喜有份投資兼任製作
人及導演拍攝的沙灘遊戲節目《喜樂無窮。塞班島》，22
日進行面試，安排9位參賽者穿上比基尼接受陳志雲及陶
傑等評判提問，從中選出5位到塞班島玩遊戲。

當日原本有11位參賽者，但有兩位因遲到而被取消參
賽資格，而9位參賽者的質素則一般，身材燕瘦環肥都
有。報稱歌手的7號梁皓婷，相信是眾佳麗中最“豐
滿”，她不單凸腩，更疑似露毛，而另一重磅級參加者是
29歲的朱婉禎，是佳麗中最年長，報稱是TVB非合約演
員。
至於較養眼的有2號羅苑珊、4號李敏嘉、6號段隆臻

及9號蔡佩賢，外貌似呂慧儀報稱演員的22歲段隆臻，皮
膚白哲及笑容甜美，而28歲的蔡佩賢，谷胸上陣加上口齒
伶俐，入圍應無難度。

王喜投資7位數
當日王喜與志雲合照時，阿喜笑指這是5年來第一次

在法庭以外地方合照。他表示今次投資7位數，節目將會
拍5集，22日會選出5位參賽者，7月出發到塞班島拍攝。

另外，談到無綫企業傳訊部宣傳科副總監曾醒明21日
宣佈退休，未見無綫挽留，志雲表示有留意曾生的離職消
息，並已在facebook留言，覺得曾生離開是好可惜，他是
一個好有親和力，做事從不推脫，每次有重大問題他都不
會逃避出來支撐大局的人，不是每個人都會面對這些。他
又說：“我入行時，曾生已經是老行家，好願意教我，我
敢打包票，你們（指記者）每一個都會捨不得他，現在這
麼紛亂的傳媒生態，TVB沒了曾生是好大好大的損失，當
然每間公司都有自己決策，我不在其位，不知道他們的想
法，不便評論。”

曾出任無綫電視業務總經理的志雲，被問到盛傳無綫
將有6、7位高層升任為助
理總經理，志雲笑說：
“可以當是一種進步，我
個年代最多得3位，可能業
務廣泛了，其實職銜不重
要，我以前年少氣盛，得
罪了上司的秘書，誰知道
就沒飯吃，所以職銜有多
高不是最重要，可能有些
人管的實權更加大，升多
些人大家都開心快樂，升
不到都不用不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男
子組合BOP（天堂鳥）三位成員葉灝
基、歐鎮源和許俊豪日前入稟區域法
院控告經理人公司一事，經理人公司
創富文化副總經理陳浩源（Kelvin），
聯同代表律師錢志庸及公關部同事
Elaine Chan於 22日舉行記者會交待
BOP對公司的失實指控，並交待往後

的工作安排，同時對受影響的客戶、
演唱會投資方及歌迷們致歉，Kelvin自
言抱住沉重難過心情代表公司發言，
其間他多番感觸眼濕濕，一度哽咽。

Kelvin重申強調BOP自本月17日
失場內地湖南衡陽的活動後，至今公
司仍無法聯絡得上他們和他們的家
人，公司向受影響客戶、演唱會投資
方及歌迷致歉，並盡快安排善後工作
及承諾承擔所需付所有責任，更指責
BOP不負責任行為嚴重影響公司和他
們自己信譽。
Kelvin再次否認要求他們拍攝不

雅照，賬目上非常清楚，每個月會按
照合約分成比例分配給他們，而其比
例亦較其他娛樂公司為高，而且有他
們簽名作實，公司亦要澄清他們出席
所有工作活動，公司必定要求活動主
辦方提供意外保險，而BOP未有向公
司反映在任何工作或活動曾經受傷情

況。Kelvin表示對BOP的不實指控感
到非常遺憾，已交由律師協助處理，
並保留一切申索權利。

錢志庸律師表示現時考慮為當事
人提出反申索，“因對方未有遵守當
初簽約時保密協儀，把私隱內容公
開，雖然這不屬於犯法，但毀約便要
賠錢，其次BOP若指被公司要求影不
雅照，在法律上這是好嚴重指控，遲
早都要拿出證據，否則屬於誹謗。我
們會考慮用禁制令要求對方在沒證據
支持下不能亂講，最明顯便是不雅照
一事。”

Kelvin表示現時公司未收到BOP
的入稟狀，一切都是從報道上得悉，
問會否定下寬限期給BOP？他說：
“從他們失去聯絡開始，我和公司同
事都有繼續找他們，但找不上，其實
我們都想知當事人有何不滿、想法和
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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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鳥仍失聯
經理人公司擬法律追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鄭
俊弘（Fred）、陳庭欣、王灝兒與張曦
雯等人22日出席慈善節目《明愛暖萬
心》記者會，Fred透露當晚會和何雁
詩與中樂團合作獻唱。提到比他遲成
名的吳業坤搶先踏足紅館開個唱，Fred
沒有失望更會視坤哥做榜樣。

雖然坤哥能踏上紅館開個唱，但
就被人批評他的歌曲數量不足以應付
紅館演出，Fred就不認同道：“不是
問題，他也是歌唱比賽出身，有翻唱
歌曲經驗，更有自己的演繹風格。”
Fred 不覺坤哥超越他比他先登上紅
館，笑道：“不可以這樣說，我也開

過音樂會，現在有他這個榜樣踏出這
一步，我們年輕人的就可以學他，到
時我們一班好朋友一定會去捧場。”

無綫改邀另一樂團演出
當晚擔任節目司儀的陳庭欣（To-

by），表示自泰國回港後即腸胃炎又
屙又嘔，笑言剛好不用節食，因司儀
服裝會是一件貼身露腰裝，現在不用
為減肥煩惱。問到緋聞男友翟威廉有
沒有照顧她，Toby說：“我知道照顧
自己，現在都康復，而且他也不知我
生病。”笑指他們是否感情有變，變
得生疏，她強調道：“我們一直都是

好好好好朋友，有4個好字。”
另外，日前傳出對話截圖，指節

目邀請新聲國樂團來表演時不付酬
勞，節目監製賴偉棠解釋慈善節目一
向是義務性質參與，無綫按慣例會為
演出者提供交通接送、膳食等安排。
他說：“起初節目打算用中西合璧，
所以邀請新聲再找西樂手來，對方問
‘有沒有酬勞’，其實120人的中樂團
也沒有錢，因為是慈善義務演出，只
是邀請他們的對話被人放上網。”賴
偉棠表示慈善節目不會勉強別人來演
出，現在已改邀請另一西樂團義務演
出，無綫一樣會安排交通接送及膳食
安排，明愛更有小禮物答謝表演者的
義務演出。

鄭俊弘視坤哥為榜樣

■李敏鎬的師妹金有美(左三)專誠飛到北京送上祝福。

■李敏鎬似在“插”蛋糕。

■鍾漢良(左)偕李敏鎬化身夏
威夷女郎。

■Kelvin聯同代表律師及公關部同事舉
行記招交待BOP對公司的失實指控。

■9位參賽者22日穿上比基尼接受陳志雲、
王喜及陶傑等考評。

■幕後花絮片中，秀智向金宇彬投懷送
抱。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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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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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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 878-3879

傳真：(281) 980-1362

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

責任編輯：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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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 菜式

龙抄手的做法
1将猪肉用刀背捶茸去筋，慢慢剁细成泥，然后加入适量盐、姜汁、鸡蛋、胡椒粉、鸡精搅拌均匀，再掺入适量清水，搅成糊状，加香油，用勺或筷子沿着

一个方向用力搅拌均匀，制成馅料备用。

2将馅料包入馄饨皮中，对叠成三角形，再把左右角向中间叠起粘合，成菱角形抄手坯。

3锅中烧开水，烫熟洗净的菠菜，捞出放入碗中，下抄手大火煮。

4在放菠菜的碗中酌情放入盐、胡椒、鸡精、香油和原汤，捞入煮熟的抄手即成。

美食背后的故事

其实所谓抄手就是北方所称的馄饨，在广东一带又叫云吞、包面，如此多的名号，有如千面美人一般在全国各地都是备受馋虫们宠爱的美食。龙抄手是

四川小吃中的名品，皮薄且爽滑馅嫩且鲜香，连汤也是鲜美无比，不如自己也来动动手，不仅能吃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对自己也是一个小小的挑战哦！

小贴士

正宗抄手皮应该自己动手来做，而且选料和手法上要精益求精。以特级面粉加少许配料，细细地搓、慢慢地揉，最后擀成如绸布般细薄的半透明状为

好，对于初学者来说，要想擀出真正的抄手皮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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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萬呎展示中心

週一﹑二﹑四﹑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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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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電影集團、上海胡氏傳媒聯合出品，著名導演胡雪樺執導，

胡軍、余男、鳳小嶽、秦昊、郭采潔、白靈、李夢、劉佩琦、曹可凡主演的

黑幫傳奇電影，日前以第 19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閉幕影片亮相之後，再曝“三

王壹後”版人物概念海報。海報中，胡軍、余男、鳳小嶽、秦昊三王壹後齊

齊亮相，緣聚上海灘。極簡大氣的設計，配合三王壹後的人物造型，凸顯出

四個時代傳奇各自迥異的氣質，給人強烈的時代穿越感。而在前壹日電影節

閉幕式觀影中，爆棚的口碑，也讓這部傾註了胡雪樺導演十年心血的影片，

成為大眾輿論關註的焦點。

三王壹後緣聚上海灘 氣質迥異演繹時代傳奇
在黑幫傳奇電影《上海王》中，洪門老大常力雄（胡軍飾）、同盟會代

表黃佩玉（秦昊飾）、洪門成員余其揚（鳳小嶽飾），是君臨上海灘，主宰

無數人生活的暗夜君主——“上海王”。而奇女子申曲名伶筱月桂（余

男飾），則與三代上海王關系密切，共同演繹了壹段充滿傳奇色彩的愛恨情

仇。在此次發布的“三王壹後”版人物概念海報中，三王壹後集體亮相。他

們或坐或躺或站或靠，不同的人物造型，氣質風範迥然不同，瞬間將人拉回

20世紀初那個波瀾壯闊的大時代，壹起見證上海這個神秘城市的傳奇。

海報中，三王壹後姿態迥異。第壹代上海王常力雄，出身草莽，是典型

的江湖大哥。遍體龍鳳紋身、正在泡澡的他，壹臉愜意卻槍不離手，霸氣如虎，

梟雄風範頓顯；憑借陰謀上位的第二代上海王黃佩玉，墨綠風衣、側身站立，

消瘦面龐潛藏在陰影中，氣息如狼，陰謀家風範十足；而出身低微，做過兩代

上海王跟班的余其揚，機緣巧合下，成為幾代上海王中第壹個銀行家。襯

衫、西裝、米色大衣、墨鏡、豪車，不僅襯托的他精明過人、狡猾如狐，也

極具時尚氣息；相比三王，奇女子筱月桂壹身際遇與三代上海王息息相關。

海報中，她紅裙及地、曲線畢露，是上海灘十裏洋場的最佳代表。與三王海

報不同的是，此張海報中，余男氣息淩厲，配合著上海王三個金色大字，霸

氣不輸男人，壹派王者風範更讓人暗暗揣測其在片中的真實身份。當然，三

王壹後氣質迥然，各有千秋，波瀾壯闊的大時代中，他們究竟會掀起何種驚

天駭浪？他們將演繹什麽樣的時代傳奇？我們還需拭目以待，到電影上映壹

見分曉。

上海國際電影節壓軸閉幕 十年磨劍鑄就口碑爆棚
6月 19日上海國際電影節閉幕儀式上，作為壓軸閉幕影片，黑幫傳奇電

影《上海王》導演胡雪樺登臺發言，他告訴到場觀眾，之所以拍《上海王》。

首先，是因為他是壹個上海人、壹個出身上海的導演。雖然身在國外近二十

年，他卻壹直想用電影鏡頭、更廣闊的視野，將自己無比熱愛的上海介紹給

全世界觀眾；其次，他認為每個城市都有獨特的歷史，這個歷史也就是這個

城市的傳承，他希望“為這個城市留下壹點記憶”。這兩點，是他歷經十載

打磨劇本、傾註無數心血矢誌打造《上海王》這部黑幫傳奇電影，最重要的

創作沖動。

當日活動中， 胡雪樺導演坦言，《上海王》是他獻給母親的追思之作。

電影拍攝期間，他的母親身患重病卻不願打擾兒子創作，電影完成後半年即

不幸過世。如今電影將映，胡導堅信母親在天之靈會為他驕傲。影片放映

環節，胡軍、余男、鳳小嶽、秦昊、郭采潔、白靈、李夢、劉佩琦、曹可凡等老

戲骨、小鮮肉的聯袂飆戲，讓到場觀眾高呼過癮，直言很久沒有看過如此酣暢

淋漓的電影。影片放映完畢後，觀眾們更是圍緊胡雪樺導演、鳳小嶽、曹可

凡等壹眾主創，簽名合影久久不願離去，讓現場的熱烈氣氛達到高潮。除此

以外，節奏緊湊的故事、大氣的音樂、考究的布景服裝，也成為大眾盛贊

電影的焦點所在。

據悉，由上海電影集團、上海胡氏傳媒聯合出品，著名導演胡雪樺執導

的黑幫傳奇電影《上海王》，有望於年內登陸全國院線，與廣大觀眾見面。

屆時，我們也將壹覽那個波瀾壯闊大時代中，獨壹無二的海上傳奇。

《王牌逗王牌》曝BOSS版劇照
沈騰虐劉德華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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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依霖等主演的電影

《王牌逗王牌》定檔 10月 1日笑霸國

慶。近日片方公布壹組沈騰特別出演

該片並與劉德華飆戲的劇照。出演劉

德華頂頭上司的沈騰表示非常開心：

“虐劉德華的感覺實在太爽了！”

雙雄合體
劉德華迎來“頂頭上司”沈騰
電影《王牌逗王牌》講述的是囧

探寶爺（劉德華飾）與俠盜洛家豪

（黃曉明飾）強強聯手，在A夢（王

祖藍飾）、洛家欣（歐陽娜娜飾）的

幫助下與世界恐怖組織搶奪“上帝種

子”，冒險奪寶拯救世界的故事。劉

德華飾演的寶爺是國際刑警組織裏面

破案能力與闖禍能力並列第壹的囧探，

把最棘手的案子甩鍋給他的王牌BOSS，

正是頂頭上司老K。而老K的扮演者，

則是此次特別出演的沈騰。

說到沈騰與劉德華的緣分，就不

得不提 2015 年最洗腦的神曲，電影

《夏洛特煩惱》的插曲《屯兒》。因

為這首模仿劉德華唱腔的神曲意外走

紅，王晶順勢邀請沈騰前來特別出演

《王牌逗王牌》，並讓他壹躍成為劉

德華的頂頭上司。在劇照中，沈騰留

起了小胡子，還配上了極其端莊的西

裝革履。但他的扮相越是嚴肅，越給

人壹種“壹本正經地胡說八道”的感

覺，再加上他與劉德華的深情相擁的

畫面，越發顯得喜感十足。因為壹支

神曲而結緣的“屯中雙雄”此次勝利

會師，將成為《王牌逗王牌》的壹大

亮點。

對戲偶像
沈騰虐偶像虐上癮
劉德華“慘遭欺壓”
得知自己能與劉德華搭戲，沈騰

翻出了壹張兒時的照片PO到微博上，

在照片中，壹臉稚氣的他站在自己的

偶像劉德華的海報前，模仿後者帥氣

的姿勢拍照。對此劉德華說：“那時

他還是小孩子，我已經入行做藝人了。

時間真是過得太快了！”而沈騰則對

能與偶像合作驚喜莫名：“劉德華壹

向是我的偶像，所以我會在電影裏向

他致敬。當年我只能和劉德華的海報

合影，而如今卻可以和劉德華本人同

臺合作！簡直就像做夢壹樣！”

更令沈騰興奮的是，王晶導演安

排他做劉德華的上司。“看劇本的時

候我就在暗爽，但真的來拍了，每天

晚上拿到第二天的通告單，我就睡不

著了。跟偶像對戲實在太緊張。”而

到了片場實拍的時候，身為上司，對

著劉德華呼來喝去，讓他痛並快樂

著，“虐自己的偶像，真的會上癮！

能夠‘高高在上’地看偶像被指使，心

中的那個酸爽啊，簡直不敢相信！”

陸港大戰
中國喜劇的終極對決
《王牌逗王牌》是劉德華與沈騰

的第壹次合作，但壹直關註中國電影

動態的劉德華對沈騰知之甚詳：“他

以前在春晚上演‘郝健’系列的時候，我

就註意到他了。我很喜歡他的演出，所以

這次能跟他合作，我是非常開心的。”

對於喜劇，劉德華有著自己的理

解：“這些年我演過壹些喜劇，但是

香港和內地的喜劇形式還是有所差別，

沈騰代表的是內地喜劇的壹個新興力

量，而我要做的是把香港已經成型的

喜劇和內地的喜劇進行壹個融合，

做壹個綜合性的東西，這樣既有以

往香港喜劇片的精華，又有內地喜

劇的接地氣。這也是我們找沈騰來進

行這樣壹次合作嘗試的重要原因。”

而這次合作下來，劉德華對於沈騰的

表現同樣非常滿意，“他在這次的戲

份不是那麽多，但是我希望在下壹次

有機會合作的話，就可以跟他有更多

的對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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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薇等特別出演，影片將於

2016年10月1日笑霸國慶檔。

《海洋之歌》定檔8.12
有望再創暑期檔動畫傳奇
眾多影迷期盼已久的零差評動畫電

影《海洋之歌》今日宣布於 8月 12日全

國上映。這部制作精良，唯美暖心的動

畫電影此前已在國

內外電影節獲獎無

數，豆瓣、時光評

分高達8.9分，在權

威海外影評網站爛

番茄中，影評人給

到了 99%新鮮度，影迷觀眾 91%新鮮

度。今日曝光了該片定檔海報和劇照，

逐幀手繪的精美畫面，濃郁的異域風情

再次令《海洋之歌》獲贊無數。

據業內人士分析，今夏暑期檔

《海洋之歌》有望成為黑馬，續

寫《大聖歸來》創造的暑期檔動

畫傳奇。

神話改編冒險傳奇
精良水準引期待無數
據悉，《海洋之歌》取材於

歐洲神話，講述了壹個冒險傳奇。六

歲男孩班和他的小妹妹西爾莎無法

適應城市生活，兩人決定回到海

邊的家鄉。路途中，他們不僅遇

到各式精靈還要躲避、迎戰追捕

他們的女巫，兄妹倆穿越了古老

而神奇的遺失世界，在海底經歷

了各種冒險，最終揭開了妹妹海

豹精靈的身份，還知曉了母親不

告而別的原因。今日發布的海報

中，妹妹西爾莎身著海豹絨衣，

在月圓之夜帶領小海豹們歡快舞

蹈，整個海平面都躍出美麗的水花配合

精靈起舞。曝光的海報和劇照畫面靈動

清新，全片的美術風格可見壹斑。

逐幀手繪七年之作
全世界給予五星好評
在動畫制作依賴電腦技術的今天，

全片逐幀手繪，歷時七年完成的《海洋

之歌》可以稱為“嘆為觀止”的藝術品。

因此，該片壹經面世就在多倫多國際電

影節、BFI倫敦電影節、美國電影學院電

影節和國內的澳門電影節、香港電影節、

北京國際電影節等多個權威電影節上收

到了廣泛好評，更是榮獲了第 87屆奧斯

卡最佳動畫長片提名，第 42屆美國動畫

安妮獎七項提名，第 18屆上海電影節最

佳動畫片，堪稱“得獎專業戶”。可以

說，全世界電影觀眾都被這部匠心獨具

的動畫片折服。該片在國內更是未映先

熱，在豆瓣、時光等國內網站評分高達

8.9分，評論累計萬余條，而且奇跡般的

“零差評”。《海洋之歌》尚未在國內

上映就聚集了如此多的忠實粉絲，稱其

為“2016年最受期待和喜愛的動畫片”

並不為過。因此，眾多業內人士紛紛看

好該片在今年暑期檔的表現。這樣壹部

質量過硬、口碑爆棚的動畫片勢必成為

青少年觀眾為主體的 8月影市的壹大熱

點。《海洋之歌》能否接棒《大聖歸來》

續寫動畫票房傳奇，令人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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